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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少腹逐瘀汤治疗痛经的疗效。方法：对48例辨证属寒凝血瘀型原发性痛经患者，采用少腹逐瘀汤加减进行治 

疗，服用3个月经周期观察疗效。结果：痊愈 28例，好转 13例，无效7例 ，有效率为 85．4％。结论：少腹逐瘀汤对寒凝血瘀型 

原发性痛经患者有较好疗效。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haofu zhuyu decoction in treating dysmenorrhea．Methods：48 primary dysmenor— 
rhea[cases differentiated as blood—stasis of cold—coagulation syndrome were treated with modified shaofu zhuyu decoction，which was 

taken for 3 menstrual cycles and then the efficacy was observed．Results：28 cases were cured；13 cases were improved；7 CaSeS were not 

improved．The effective rate was 85．4％ ．Conclusion：Shaofu zhuyu decoction has a good efficacy in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l of 

blood—smsis of cold—coagulatio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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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至 2010年 11月，笔者运用少腹逐瘀汤化裁 治疗寒凝血瘀型痛经48例，疗效显著 ，现报道如下。 

3 讨论 

股骨头坏死主要为酒精、激素、外伤和其他不明原因所 

致的股骨头的供血障碍。西医治疗多是早期止痛，后期手术 

置换，不单患者痛苦大，费用高，且多数患者需长期用药维 

持，预后较差。 

股骨头坏死属中医“骨痹”“骨蚀”范畴。中医认为“。肾 

主骨”，故该病与肾精盛衰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该病以先天不 

足、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筋骨失养为内因，跌打劳损、瘀血内 

阻，或药毒 、外邪损伤经络，引起气血凝滞 ，营卫不和，髓死骨 

枯之症。现代研究认为，股骨头周围动、静脉栓塞 ，血液循环 

障碍是坏死的主要和直接原因，该病理变化存在于股骨头坏 

死各个阶段。所以临床治疗以活血化瘀、解骨清毒、补肾扶 

正为主，不但能够消除症状，减轻痛苦，还可以针对发病之根 

源——肾脏进行调理，达到标本兼治的 目的。本组药用血 

竭、当归、藏红花、乳香、没药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兼能补血 ， 

消除瘀滞，使阻痹之气血得以活动，为坏死的股骨头提供充 

分营养。现代研究发现 ，血竭、当归能有效改善血管及毛细 

血管通透性，增加心脏及周围血管灌注量 。大黄、土鳖虫 

合用祛瘀而不留毒，使血脉，脏腑甚至骨髓之瘀毒化解。瘀 

毒祛，气血通则骨 自活矣。现代研究发现，大黄、土鳖虫能有 

效改变人体周围血管的供血量。补骨脂、川续断补肾健骨， 

直达病源。现代研究补骨脂有促进骨再生，提高骨机械强度 

的作用。 

总之，血竭活骨胶囊经临床实验后对股骨头坏死有着显 

著效果，且未发现不良反应，能有效减轻痛苦及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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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8例均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门诊诊治 

的寒凝血瘀型原发性痛经患者，年龄 14—42岁；未婚20例， 

已婚28例；病程0．5—15 a；月经周期28—45 d。 

1．2 诊断标准 

参照《妇产科学》⋯及《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中诊 

断标准进行诊断。 

1．3 治疗方法 

以少腹逐瘀汤加减为基本方：于姜6 g，肉桂6 g，小茴香 

6 g，当归l0 g，川芎10 g，赤芍15 g，没药10 g，延胡索 15 g，生 

蒲黄 15 g(包煎)，五灵脂 10 g，细辛 3 g，白芷 l0 g，九香虫 1O 

g，土鳖虫 10 g。随证加味：冷痛甚者加艾叶炭 1O g，炮姜6 g， 

乌药 10 g；月经量少 、血块多、色瘀黯者加莪术 10 g，牛膝 15 

g；伴腹胀、胸胁乳房胀痛者加青皮6 g，川楝子 10 g；恶心呕 

吐者加半夏l5 g，吴茱萸6 g；腰膝酸软者加桑寄生15 g，杜仲 

l5 g；月经持续时间长者加制大黄 6 g，生地黄 l5 g；手足不 

温、冷汗淋漓者加制附子 6 g。服药方法：于每次行经前 5 d 

开始服药，持续至月经来潮2 d后停药，平素口服乌鸡白凤片 

每次 2粒，每日2次，桂枝茯苓胶囊每次 4粒 ，每 13 3次。一 

般连续服用 3个月经周期后观察疗效。治疗期间忌食辛辣 

及生冷食物。 

1．4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中的疗效评定标准。 

痊愈：疼痛消失，连续 3个月经周期未见复发；好转 ：疼痛减 

轻或疼痛消失 ，但不能维持 3月以上；未愈：疼痛未见改善。 

2 结果 

治疗 48例中，痊愈 28例，好转 l3例，无效 7例，有效率 

为 85．4％ 。 

3 病案举例 

杜某 ，28岁，已婚，2010年 3月 26号就诊，主诉 ：经期腹 

痛l0年，月经5—7／30天，量中，有血块，第1天甚痛，最后一 

次月经时间：2月27号，喜暖，伴恶心 、呕吐，舌淡暗，苔白，脉 

沉细。妇科检查 ：子宫正常大小 ，前位，活动，双附件未及明 

显异常。B超示：未见盆腔异常。诊断 ：痛经(寒凝血瘀型)。 

治则：温经散寒，化瘀止痛。处方：少腹逐瘀汤化裁加三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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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莪术 l0 g，吴茱萸6 g，生地黄 l5 g，4剂，水煎服。嘱下次 

月经来潮前5 d就诊，平素口服乌鸡白凤片每次2粒，每日2 

次，桂枝茯苓胶囊每次4粒，每日3次。治疗2月经周期后 

腹痛明显减轻，伴随症状亦减轻；治疗3月经周期后，腹痛基 

本消失。随访 3月，未再复发。 

4 讨论 

原发性痛经是指不伴有明显的盆腔器质性疾病，即功能 

性痛经，多数发生于月经初潮后2—3 a，多见于青春期少女 

和未婚年轻妇女。痛经之病因病机为各种原因所致气血运 

行不通。临床上以实证为多见，虚证少见，寒证多见，而热证 

少见。寒凝血瘀型痛经多因冒雨涉水，贪食生冷或坐卧湿 

地，寒湿伤于下焦，客于冲任，与经血相结，阻于胞脉，导致经 

行不畅。《傅青主女科 -经水将来脐下先疼痛》即有“而寒 

湿满二经而内乱，两相争而作疼痛”之论述。I 床治疗此证 

型之痛经，以“温”“通”为主法，本方中干姜、肉桂、小茴香温 

经散寒止痛，当归、川芎、赤芍养营活血行瘀，生蒲黄、五灵脂 

活血化瘀止痛，没药、延胡索理气止痛，细辛、白芷温经通络 

止痛，九香虫、土鳖虫加强行气化瘀止痛之效。诸药同用，共 

奏温经散寒、理气活血、化瘀止痛之功 。同时平素口服乌 

鸡白风片补气养血调经、桂枝茯苓胶囊活血化瘀消瘕以巩固 

疗效。总之，少腹逐瘀汤治疗寒凝血瘀型原发性痛经疗效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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