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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观察两地汤加减治疗阴虚血热型月经先期的疗效，将68例惠者随机分成2组，两地汤治疗组(34例)和知 

柏地黄丸对照组(34例)，疗程均为3个月。结果：两地汤加减组在改善患者阴虚血热证候和恢复月经周期等方面效果 

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或 P<O．O1)，且无不良反应，提示两地汤加减治疗阴虚型月经先期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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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先期是妇科 的常见病之一 ，f临床上 以月经周 

期提前 7天以上，甚至一月两潮者，连续 2个周期 以上 
多见。相当于西医学 的月经不调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 
血病。它是由于神经 内分泌系统调节紊乱引起，内外 

生殖器及全身检查无明显器质性病变。可进一步发展 

为崩漏，亦可致流产 ，笔者采用两地汤加减治疗阴虚血 
热型月经先期 34例 ，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 象 68例病人均为天津 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 

属医院妇产科收治的门诊病人 ，入选条件为符合 2002 
年 5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试行  ̈所制定 

的阴虚血热型月经先期患者。排除标准 ：经检查为生 

殖器官器质 性病变 (子宫肌 瘤、子 宫肌腺 病、垂体肿 
瘤、盆腔炎症 等)和放 置宫内节育器等引起 的月经先 

期者。或合并有心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 
性疾病患者。 

1．2 分 组 将符合纳入条件的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 34例中，已婚 22例 ，未婚 l2例 ， 

年龄 16—48岁 ；病程 3个月 以内 12例 ，3～6个月 13 

例 ，6个月 ～1年 5例，1年 以上 4例 ；病情轻度 8例 ， 
中度 2O例 ，重度 6例 。对照组 34例中 ，已婚 23例 ，未 
婚 ll例；年龄 13～47岁，病程 3个月 以内 1O例，3—6 
个月 l3例 ，6个月 ～1年 9例，1年 以上 2例 ；病情轻 

度 10例 ，中度 16例 ，重度 8例。经过统计学分析 ，两 

组之间在年龄 ，病程 ，病情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具有可比性。 

1．3 方 法 治疗组予 口服 中药配合饮食疗法 ，方药 

以《傅青主女科》之两地汤加减 ，药物组 成(基本方 )： 
生地 15g，玄参、白芍各 lOg，麦冬 15g，阿胶 (烊化)、地 
骨皮各 lOg。女贞子、墨旱莲各 2Og，龟板(先煎 )15g，兼 

。肾虚加仙茅 15g，淫羊藿 30g；阴虚阳亢 ，头晕 耳呜加钩 

藤 、石决明各 15g；肝经郁热加 柴胡、栀子、香附各 lOg； 
经血量多加仙鹤草、芥穗炭 、棕榈炭各 lOg。青春期患 

者加菟丝子 15g，首乌 20g，山茱萸 12g；滋肾益阴，更年 
期加党 参、山药、白术 各 15g健脾 益 肾。服药 7～14 
剂 ，如 BBT在月经第 14天左右上升 ，停 药观察月经 ： 

月经后继续治疗 连续 治疗 3个月停药。若 BBT上升 

提前或上升不足 12天再重复上述 治疗 。3个 月为 1 

疗程 ，治疗 1个疗程 ，未 见效者停用中药治疗。治愈者 
或有所改善者随访 3个月。服药方法 ：水煎服，第 1煎 

30min取汁 150mL，第 2煎 20min取汁 150mL，两煎混 
合 ，早晚各服 1次 ，每 日 1剂 ，服药期间监测 BBT，3个 
月为 1个疗程。对照组 ：口服知柏地黄丸 ，每 日3次 ， 

每次 1丸 ，治疗方法同治疗组 ，3个月为 1个疗程。两 

组治疗 1个疗程后进行评定 ，治疗期问禁食辛辣 ，煎炸 

等食品。 

1．4 观察指标 在用药前和用 药 3个月后 记录患者 

的症状改善情况 ，采用 3分法进行评分 (见表 1)，同时 
记录各参数的分值。 

裘 1 观察指标评分标准 

观察指标 0分 1分 2分 3分 

五心烦热 无 手足心发热 

口干咽燥 无 轻微口干咽燥 

BBT 双相典型高温相上升提前 

舌象 淡红薄白淡红少薄黄苔 

脉象 细数 细数无力 

手足欲盖衣被外 手足欲握冷物则舒 

口千咽燥饮水可 口干咽燥欲饮水饮而 

缓解 不解 

相上升不足 单丰H 
12天 ” 

红而少津，少苔 红瘦无津，千裂无苔 

沉细或兼数 沉细或兼数而无力 

风燥而至肌肤瘙痒。以茵陈蒿汤为基本方的清热利湿 

中药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赵淑英报道应用茵陈蒿汤 
加减治疗 ICP，其症状缓解 和胎儿官 内发育情况均 明 
显优于对照组 ，82％可妊娠至足月 J。 

加味茵陈汤由茵陈蒿汤减去峻下之大黄 ，佐 以黄 
芩 、茯苓、泽泻 、丹参化裁 而来。茵陈蒿汤始载 于《伤 
寒论》，古人用其治疗 “瘀热发黄”，《金匮要略》以其治 
疗“谷疸”。全 方 由茵陈、栀 子、大黄组成。本方 中茵 
陈清热利湿为君药 ，臣以栀--T-、黄芩清热降火 ，茯苓 、泽 
泻健脾利湿 ，一味丹参功同四物 ，以养血祛风止痒。各 
药合用 ，共成清热利湿、养血祛风之 良剂。 

本研究 以加味茵陈汤治疗 ICP3l例 ，结果表明，以 
该中药治疗 ICP，有 助于缓解 瘙痒，降低甘 胆酸 ，恢复 
正常 的肝功能 ，从 而改善妊娠结局。且对治疗未达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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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及复发患者，重复使用 此方剂 ，仍 有 良好 的治疗 效 
果，是治疗 ICP的有效方剂。可见中医药在 ICP的治 
疗、改善妊娠结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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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方法 组间资料 比较采用 t检验 ，计数资料 
采用 检验 ，所有数据均以 X±s表示。 

2 结 果 

2．1 疗 效标准 参照 《中药新 药 临床研究 指 导原 
则》⋯结合本研究实际情况制定。临床治愈：治疗后月 
经周期 ，经色 ，经量 ，经质恢 复正常 ，其他症状消失 ，停 
药 3个月经周期未复发。治疗后症状体征总积分综合 

比治疗前下降 ≥9O％。显效 ：治疗后月经周期 ，经色 ， 
经最 ，经质恢复正常，其他症状减轻或消失。治疗后症 

状体征总积分综合 比治疗前下降 ≥66．7％但 <90％。 
有效 ：治疗后月经周期恢复至 21～35天，经量，经色 ， 

经质基本正常，其他症状减轻。治疗后症状体征总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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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治疗后月经周期 ，经量及其他症状均无改善。治疗 
后症状体征总积分综合 比治疗前下降 <33．3％。 

经治疗后治疗组 治愈 6例 ，显效 12例 ，有效 l2 
例 ，无效 4例 ，总有效率 88．24％ ；对照组 中治愈 5例 ， 
显效 1O例 ，有效 14例 ，无效 5例 ，总有效率 85．29％ ， 

组 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尸 <0+05。 
用药 3个月后 2组的 BBT均出现双相趋势，但治 

疗组的改善程度明显大于对照组 ，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用药后 2组 的阴虚证候均出现 
不同程度减轻，经 比较发现用药前后 2组的记录分值 
均下降，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分综合 比治疗前下降 ≥33．3％但下降 <66．7％。无 
表2 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积分情况比较( ±s) 

注：与治疗前比较。 P<O．05，··P<o．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说明两组治疗后各症状体征积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 

0．05，P<0．01)，组问比较，治疗后在改善舌象和 BBT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 著性意义(P<0．O )。 

3 讨 论 明显解热作用。地骨皮的乙醇部分水提取物相 当生药 
月经先期是妇科 门诊 的常见病之一 ，西医治疗对 0．75～7．5g／kg时也有强的解热作用 。鲜地黄汁或鲜 

其主要采用以补充孕激素为主。对合并经量过多或经 地黄煎液及干地黄煎液给小 鼠灌 胃，均在一定程度上 
期延长者对症止血 ，往往存在副作用大 ，复发率高等问 拮抗阿斯匹林诱导小 鼠凝血时间延长 ，且鲜地黄 汁明 
题。因此 ，中医药疗法应该成为治疗本病的首选方法 。 显强于干地黄汁，提示其有止血作用。 芍药苷是白芍 

中医理论认为，女性 因经、孕、产、乳数伤于血的生 的主要成分 。对子宫平滑肌的收缩活动有调节作用 ，芍 

理特点 ，常致阴血相对不足 ，还由于青 春期 阴血未充 ， 药苷对大鼠子宫平滑肌有抑制作用 ，其配糖体对小 鼠 

肾经未实或更年期素体阴虚等原因，使冲任失调 ，血海 离体子宫，低浓度时呈兴奋作用 ，高浓 度时呈抑制作 
蓄积失常而使月经提前而至，而冲任与肾关系密切 ，即 用。芍药苷对人工发热 的小 鼠有解热作用，对小鼠正 

所谓“经水出诸肾”。因此。对于本病的治疗应以滋肾 常体温也有降低作用。 对大白鼠的商体子宫的平滑 
阴，清血热为主。《傅青 主女科》：“夫 同是先期 而来 ， 肌 ，有降低肌张力和抑制运动的作用。 芍药苷在试管 

何以分虚实之异⋯⋯先期 者火气之冲，多寡者水气之 内对 ATP诱导大 鼠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 龟板有 
验。故先期而来多者 ，火热而水 自余也 ；先期 而来少 抗突变的活性 ，应用抗变剂能使 SCE值不升高或从高 

者，火热而水不足也。倘一见先期之来 ，俱以为有余之 值下降，保护 DNA不受损伤或减 损伤。而且有兴奋 
热 ，但泄火而不补水 ，或水火两泄之 有不更增其病者 子宫 ，解热补血镇静抗凝血作用。 高浓度对大 鼠离体 
乎 !’’对月经先期的病机，《傅青主女科》 云：“妇人有 子宫有一定 的收缩作用。玄参所 对甲基桂皮酸对 
先期经来者，其经甚多，人 以为血热之极也 ，谁知是肾 伤寒疫苗发热 的家兔有解热作 用， 阿胶能改善体 内 
中水火太旺乎 !⋯⋯又有先期经来只一、二点者 ，人 以 钙的平衡 ，促进钙的吸收和体内的存留，使血清钙的含 

为血热之极也 ，谁知 肾中火旺而阴水 亏乎 !⋯⋯”此 量增高 ，促进血液凝固 ，有促凝止血之效。墨旱莲水提 
书提出了“火太旺”和“水不足”；“火太旺”应概括为 取物和低极性溶剂提取 物均有止血作用 ，缩短小 鼠出 

心火盛 ，肝火旺 ，血分热和热邪与其它邪相结 (如湿与 血 4min以上，其酸性多糖苷制剂有显著抗凝血活 
热结)。··水不足”应概括为血虚和肝 ·肾阴亏。而且在 性。 麦冬多糖有耐缺氧作用 ，并能增强小 鼠免疫 功 
“火太旺”和“水不足”之 间还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为因 能。 

果的关系，如“火太旺”久而耗损阴血也会出现“水不 两地汤是清代医家傅青主所创 ，经 临床应用具有 

足，，的病理 ；反之，“水不足 ”阴不制 阳，久 而也会 出现 良好的治疗效果 ，通过将两地汤加减同知柏地黄丸的 
阴虚内热 的病理 当然肾虚不固，脾虚不摄等其它 因 疗效进行对比观察 ，进一步验证其在治疗 以阴虚血热 

素也是在辨证中不可忽视的病理环节。故从所采用两 型为主的月经先期时效果确切，无副作用趋势，值得临 
地汤加减 的方药中可以看出 ，方中地骨皮、生地能清骨 床推广使用。但治疗 的确切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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