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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炎痛为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剂，对抗前列腺 

素，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也可减少出血，两者配 

伍止血作用加强，本研究表明：观察组总有效率 

93．8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尸<0．05)。 

因此，致康胶囊配伍消炎痛治疗置 IUD后出血， 

止血作用加强，是治疗置 IUD后出血较好的方法 

但今后应做更多的临床观察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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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归丸加减治疗月经过少 56例 

段玮玮 夏 阳 天津中医药大学05级硕士研究生泮园230舍(300193) 

摘 要 目的：观察传统名方治疗月经过 少的临床 疗效。方法：运 用右归丸加减(熟地、 

山萸肉、杜仲、菟丝子、鹿角胶、附子、肉桂等)治疗本病 56例。结果：治愈率 

80．35 ，总有效率98．20 。结论：本方有温肾填精，活血通络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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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 2006年 2月~2006年 l1月，于天津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门诊跟随导师夏阳 

主任，运用右归丸加减治疗月经过少 56例，取得 

较好疗效，现将导师经验总结如下。 

临床资料 56组例中，年龄最小的 16岁，最 

大 45岁，平均年龄 33岁；病程最短的 3个月，最 

长15个月。全部病例均排除妊娠及生殖器结核病 

引起的月经过少。所有患者确诊均参照卫生部《中 

药新药治疗月经不调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的 

诊断标准 4：月经过少为月经周期正常，经量明显 

少于既往，不足 2d，甚或点滴即净者。 

治疗方法 右归丸加减：熟地 20g，山萸肉、 

山药、杜仲、鹿角片、枸杞子各 15g，当归 10g，菟丝 

子30g，附子、肉桂各 6g。加减应用：若肾虚兼有血 

瘀，经血色暗有小块，或经行腹胀痛，在补肾的基 

础上加活血化瘀之丹参、鸡血藤各 30g；脾虚食少 

者，酌加炒白术，茯苓，党参、鸡内金、砂仁；形寒肢 

冷者，酌加淫羊藿、人参；夜尿频数者，酌加益智 

仁、桑螵蛸；心悸失眠者，酌加炒枣仁、五味子；兼 

少腹冷痛者，酌加吴茱萸，并加重肉桂用量。 

疗效标准 标准参照卫生部《中药新药治疗 

月经不调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调经疗效判定 

痊愈：治疗后月经经期恢复正常，月经周期、经量 

均正常；显效：治疗后月经经期恢复正常，月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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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经量基本正常；有效：治疗后经期缩短，周期、 

经量有所改变；无效：治疗后经期、周期、经量均无 

改变 。 

治疗结果 56例中临床治愈 45例，占80． 

35 ，显效 6例，有效 4例，无效 1例，总有效率 

98．20 。 

典型病例 黄某，女，24岁。于2006年5月4 

日就诊。月经量少伴后期 4年；既往月经规律，近 

4年月经 7／30~45d，经量较前减少 I／2。血色黯 

红，质稀，伴腰酸，面色淡黯，怕冷，未次月经 2006 

年 4月 27日，舌淡苔白，脉沉细。辨证为肾气不 

足，精亏血少。治以补肾益精，养血调经；处方：熟 

地 20g，山萸 肉、山药、杜仲、鹿角片、枸杞子各 

15g，附子、肉桂各 6g，白芍、川芎、香附、当归、巴 

戟各10g，菟丝子 30g，沉香 4毛。水煎服，200ml，2／ 

d，服药 11剂，月经于 5月 25日如期来潮，经量增 

多，色鲜红。前方加减巩固3个月，随访 3个月，周 

期、经量、经色均正常。 

讨 论 中医认为月经产生是“经水出诸肾” 

且“肾主生殖”。肾气盛则天癸至，既而任通冲盛， 

血溢胞宫，月经来潮。肾为水火之脏，元气所聚，为 

元阳之根本。肾藏精，肾虚精气不足，无精化血，冲 

任失养，月经源流匮乏，血海不盈故发月经过少。 

肾气对月经经量、月经周期起着重要作用，具有特 

殊地位，故月经过少患者多因肾气虚损所致，因此 

补肾益气是治疗关键。笔者跟随导师诊治本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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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本病肾气虚为本，故补肾是关键，治宜“益 

火之源，以培右肾之元阳”。选用《景岳全书》的右 

归丸加减以补肾益气，填精益髓。方中附子、肉桂、 

鹿角霜培补肾中之元阳；熟地、山萸肉滋阴补肾； 

菟丝子、杜仲补肝肾，强腰膝；当归、白芍养血和 

血，与补肾之品相配，以补养精血。另补肾调经的 

同时，加入活血通经之品，可改善循环，增加卵巢 

血液量，激发成熟的卵泡排卵促进黄体发育[1]。故 

此方在治疗月经过少病证中均能收到良好疗效， 

使其精充血旺，月经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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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多途径疗法治疗慢性盆腔炎 74例 

余冬青 黄健玲 广东省中医院妇一科(510120) 

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多途径疗法治疗湿热瘀结型慢性盆腔炎的有效性。方法：采用 

中药经前内服通经方(香附、丹参、赤芍等)，经期内服止痛方(益母草、三七、郁 

金等)，经后 内服慢盆方(赤芍、败酱草、延胡索等)；中药毛冬青灌肠液灌肠及 

中药四黄粉外敷多途径治疗本病 74例患者。结果：总有效率为 94．59 ，总治 

愈率为 67．56 9，6。结论：以湿热瘀结为主要证型的慢性盆腔炎，采用中医多途 

径治疗，疗效显著。 

主题词 子宫附件炎／中医药疗法 活血祛瘀荆／治疗应用 清热解毒剂／治疗应用 

外治法 给药，灌肠 

慢性盆腔炎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其中重型 

慢性盆腔炎病情重，病程长，单纯内服中药辨治疗 

效不满意。我科长期以来采用中医多途径疗法治 

疗湿热瘀结型慢性盆腔炎 74例，取得良好疗效， 

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2004年 12月"--'2006年 2月，我 

院妇科门诊治疗的湿热瘀结型慢性盆腔炎患者 

74例，已婚者 56例，未婚者 15例，均有性生活 

史 年龄最大 49岁，最小 22岁，其中年龄2O岁～ 

29岁者 26例，3O岁～39岁者 34例，4O岁～49 

岁者 14例；病程最长 7年，最短 1年，其中病程 1 
～ 3年者 49例，4～6年者 23例，7～1O年者 2 

例；有计划生育手术史者 56例，元计划生育手术 

者 18例；继发性不孕 17例，原发性不孕 3例。 

诊断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1993年发布的《中药新药治疗女性生殖系统炎症 

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Eli有关慢性盆腔炎的诊断 

标准确定诊断及评分标准，并根据《中医妇科学》 

湿热瘀结证的诊断标准选择病例[引。 

评分标准 子宫活动受限、压痛 5分；输卵管 

呈条索状、压痛 5分；子宫一侧或两侧片状增厚、 

压痛 5分；下腹腰部疼痛下坠 3分；带下增多 1 

分；低热 1分；经期腹痛 1分；病程每增加 1年加 

0．5分。以上累积在 l5分以上者为重度；1O～14 

分为中度；5～9分为轻度。 

治疗方法 中药按月经周期遣方用药，经前 

以化瘀通经为法，组方(简称通经方)：香附 12g， 

丹参、赤芍、桃仁各 15g，三棱、莪术各 9g，白芍 

15g，川断12g，云苓 20g，淮山药 15g，甘草 6g。经 

前 1周始服，每日1剂，经来停药。 

经期以行气化瘀止痛为法，组方(简称止痛 

方)：益母草 20g，田七末(冲服)1．5g，郁金、川楝 

子各 lOg，延胡索 15g，枳壳 12g，白芍 15g，甘草 

6g，砂仁(后下)5g。经期煎服，每日1剂，共 7剂。 

经后以清热解毒，除湿消肿、活血祛瘀、软坚 

散结为法，拟方(简称慢盆方)：赤芍、丹皮、枳壳、 

延胡索、丹参、山栀子、车前子、败酱草、泽泻各 

15g，三棱、莪术各 lOg，银花藤 20g，大黄 9g(后 

下)。经净 2d后始服，连服 2周。 

灌肠方：毛冬青灌肠液，广东省中医院制剂室 

提供。复方毛冬青液浓煎液 lOOml，经净 2d后开 

始，嘱患者排空大便后保留灌肠，每次 lOOmL(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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