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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仙汤加味治疗卵巢早衰 42例临床观察 

段玮玮 ，夏 阳 

(1．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 300193) 
● 

[摘 要]目的：观察二仙汤加味治疗卵巢早衰(POF)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42例肾脾亏虚、气血虚弱的 

POF患者从肾脾着手，用二仙汤加减滋肾填精、补益天癸、调理冲任治疗。以3个月为 1个疗程，治疗后做内分 

泌检查及临床症状评估。结果：治愈 14例，好转 19例，未愈 9例，总有效率为78．5％。B、FSH、LH治疗后明显 

改善，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结论：二仙汤加味治疗卵巢早衰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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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早衰 (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POF)是指妇 

女在 40岁以前绝经者。其病因病机复杂，现代医学 

迄今尚未完全阐明，可能和遗传、免疫损伤等有关 J。 

患者的卵泡内无卵母细胞或虽有原始细胞，但对促性 

腺激素无反应，表现为雌激素水平低下、促性腺激素 

水平升高。临床上患者表现为闭经、不孕，兼有面色 

潮红、烘热汗出、情绪波动、白带减少、性欲低下、阴部 

干燥，生殖器及第二性征逐渐退化的类更年期症状。 

笔者应用二仙汤加味治疗本病42例，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1 临床资料 

所有观察病例均为2006年4月 一2007年 1月间 

本院中医妇科门诊患者。年龄最小 25岁，最大 37 

岁，平均 32．5岁。病程最短 7个月，最长 5年。已婚 

未孕 6例。闭经伴烘热 33例，伴盗汗 30例，伴焦虑 

28例，伴外阴瘙痒 11例，伴阴道干涩 27例。血清测 

定：促卵泡激素(FSH)为(98．1±29．3)IU／L，雌二醇 

(E))为(42．7±18．6)ng／L，黄体生成激素(LH)为(54．6 

±24．3)IU／L，催乳激素(PRL)为(10．6±7．6) L，孕 

酮(P)为(1．1±0．7)t~g／L，睾酮(T)为(1．1±0．6)t~g／L。 

2 方法 

2．1 诊断标准 参照参考文献[2—4]制定。 

2．2 治疗方法 给予二仙汤加味治疗。药物组成： 

仙茅、淫羊藿、巴戟天、知母、当归、黄柏、牡丹皮、黄精 

各 15 g，紫草 30 g。加减：烦躁、焦虑者加柴胡、郁金、 

莲子，失眠者加酸枣仁、合欢皮、夜交藤，记忆力减退 

者加石菖蒲，头晕者加天麻、钩藤、石决明、白芍，头痛 

加川I芎、白芷，汗出尤剧者加浮小麦、糯稻根、生牡蛎， 

五心烦热者加生地黄、龟板、地骨皮，气短乏力者加党 

参、黄芪，心悸者可加龙骨、丹参、茯神。每日1剂，水 

煎 2次，每次 150 mL，2煎相合，早晚分服。服药 3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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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为 1个疗程，治疗结束 3个月后作 内分泌检查 

(FSH、B、LI-I等)及阴道超声。 

3 结果 

3．1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闭经、围绝经期综合征的 

疗效标准制定。有效：停药后月经来潮，连续 3个月 

正常行经，症状消失或明显改善。超声检查有卵泡发 

育及排卵征象，内膜厚度增加达正常值范围。内分泌 

检查(FSH、LI-I、 )基本恢复正常。显效：药后月经来 

潮，但经量较少，症状较前减轻。超声及 FSH、LI-I、B 

检查均较前改善。无效：停药后未能正常行经，超声 

及 FSH、LI-I、B检查均无明显改善。 

3．2 治疗结果 治愈 14例，好转 19例，未愈 9例，总 

有效率为 78．5％。B、FSH、LI-I治疗后明显改善，与治 

疗前相比，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治疗后临床症 

状总改善率为 77％，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 

4 讨论 

目前对 POF的治疗，西医基本以HRT治疗为主， 

广泛使用雌、孕激素，且必须长期使用，如果停止服用 

则复发率高。近年来，HRT治疗的副作用日益显现 

出来。长期服药妇女患中风、心脏病、腿部栓塞、肺部 

栓塞的几率成倍增加，特别是增加了患乳腺癌、子宫 

内膜癌的危险性。2002年7月 WHI(妇女健康组织) 

监督委员会建议终止雌、孕激素长期联合应用的临床 

试验。因此，探讨 POF的有效治疗方法十分必要。 

我们以二仙汤加味治疗本病，获得了 78．5％的总有 

效率，表明中药治疗 POF的疗效肯定。POF在中医古 

籍中并无明确记载，根据临床表现，POF可归于闭经、 

不孕等病证范畴。《内经》云：“天癸竭，地道不通。” 

《医学正传》日：“经水全赖肾水施化，肾水既乏，则经 

水 日以干涸。”故肾阴不足、天癸亏耗是 POF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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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机。肾虚精亏血少，天癸不足，冲任血虚，胞宫失于 

濡养，经水渐断。中药治疗应以滋肾填精、补益天癸、 

调理冲任为主要治则。笔者以二仙汤加味进行治疗， 

二仙汤为上海曙光医院积多年经验研制而成，集寒热 

补泻于一方，虽然寒温并用，补泻兼施，但却有“温而 

不燥”“刚柔相济”之妙用，有温润补虚之能而无苦寒 

伤正之弊，组方体现“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古训， 

用于本病最为适宜。方中仙茅、淫羊藿温肾阳，巴戟 

天补肾壮阳，又能补益精血，当归滋肾补肝、活血养 

血，知母、黄柏滋肾阴、泻相火，黄精补诸虚、填精髓， 

牡丹皮清热凉血 、活血化瘀 、清退虚热。 

现代药理已证实，仙茅中含有的仙茅苷成分，能 

增强机体的免疫机能；淫羊藿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可 

使雌性大鼠卵巢、子宫增重，使雄性大鼠睾酮分泌增 

加 ；巴戟天含有维生素 E而有增强卵巢功能、抗衰 

老的作用；当归具有兴奋子宫及抗维生素 E缺乏的 

作用，并能增加肝组织的耗氧量；紫草虽为凉血之品， 

但具有抑制脑垂体促性腺激素分泌的作用，对妇女围 

绝经期由于卵巢功能减退，失去对脑垂体功能的反馈 

抑制，导致促性激素分泌增加所出现的围绝经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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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具有较好的疗效 。故此方治疗卵巢早衰能收到 

较好疗效，使肾精得以填补，天癸得以补益，任脉通， 

冲脉盛，经水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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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2006年，我院共收治肱骨外髁骨折 62 

例，采用 x线片透视下钢针撬拨复位克氏针内固定 

治疗获得良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62例均为外伤所致，男 42例，女 20例，年龄 8— 

36岁。全部病例均为新鲜骨折。 

2 治疗方法 

本组病例在全麻或臂丛神经阻滞麻醉下施术。 

麻醉成功后，病人仰卧手术台上，常规消毒铺 巾。一 

助手固定上臂，另一助手握持前臀及腕部，置肘关节 

于45度前臂旋后位，加大肘内翻使关节外侧间隙增 

宽，腕背伸以使肌群松弛。术者一手拇食指固定骨折 

块，防止其在钢针撬拨过程中滑动，另一手白肘外上 

方经皮穿人 2．0 min克氏针 1枚，x线透视下调整针 

尖位置，针尖顶住骨折块内上缘向下方推顶，固定折 

块的拇食指同时向上方推压，使翻转的骨折块准确对 

位。复位成功后，x线透视下活动关节见骨折块稳定 

者，行外翻旋后半伸直位石膏托固定。如骨折块不稳 

定，由肱骨外髁外下方斜向内上方经皮交叉打入 2枚 

克氏针固定。透视下见活动肘关节折块稳定，剪短折 

弯针尾埋于皮下，酒精纱布覆盖针孔，半伸直位石膏 

固定。3周去石膏活动关节，开始功能锻炼，4—5周 

拔除克氏针，逐步加大活动强度。中药内服外洗，促 

进关节功能尽快恢复。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评定 治愈：骨折对位良好，骨折愈合，功 

能完全或基本恢复；好转：骨折对位欠佳，功能恢复尚 

可。 

3．2 结果 治愈 58例，好转 4例。 

4 讨论 

肱骨外髁骨折的治疗有手法复位和切开复位内 

固定两种。其中手术方法较多，但因肱骨外髁骨折块 

较小，不易捏拿，同时前臂伸肌群的牵拉，骨块常翻转 

移位。手法整复也较困难，即使勉强复位，也难以维 

持复位后的位置。采用本方法容易获得成功。对于 

翻转移位严重，断端有软组织嵌入者需要手术治疗。 

骨折端简单处理，克氏针固定，如此既能解剖复位，固 

定效果理想，又能实现小创伤，防止骨化性肌炎的发 

生。 (收稿日期：2008—01一O8) 

．刍球中龟萌 璺生箜垫鲞笙曼塑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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