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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霞教授基于国医大师夏桂成调周理论及自身多年临床经验，认为子宫内膜息肉病机以

肾虚血瘀为本，湿热互结为标，主要责之于肝、脾、肾脏腑功能失调，治疗以化瘀消癥、清热利湿为基
本治法，临证注重化瘀消癥、通经活血，清热利湿、三脏同调，平衡阴阳、辨期辨病，衷中参西、三因
治宜，常灵活运用消积化瘀方、四草汤等处方，做到辨证精准、思虑周全、阴阳并调、攻补兼施，方可
使血瘀得化、湿热得除，使肾之阴阳平衡，经水按时收止，减少息肉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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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息肉(endometrial polyps, EPs)是宫
腔内组织异常生长引起的，主要发生在子宫内膜
[1]

陈教授认为，血对于月经的重要性需在“阴”即
天癸的前提下体现。
《景岳全书•阴阳篇》
“元阴者，

表面，由子宫内膜腺体、间质和血管组成 ，临床

即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天癸是也”。故经后阴长

可表现为经间期出血、经期延长、月经过多、痛

有余，癸水化生转化失衡，气血运行不畅，血不

经、不规则阴道出血及不孕等。由于 EPs 为突出

循经，离经之血久聚胞宫，结节易成。冲任损伤，

子宫内膜表面的结节，故可归属中医“癥瘕”范

阻滞脉络，胞宫藏泄失职，故致诸多月经失调病。

畴，又可根据临床表现归属“经间期出血”
“经期

肾藏精，主生殖。瘀血有碍肾精充养，故精卵难

延长”“月经过多”“痛经”“崩漏”等范畴。

育；另氤氲之时，重阴过余，阴阳互根，高水平

导师陈霞教授为首届全国百名杰出女中医

的阴长需大量阳耗，肾虚化阳受困则排卵障碍；

师，江苏省名中医，从事中医妇科临床及科研工

血瘀久结，阻滞冲任与胞宫，胚胎着床环境不佳。

作 40 余年，擅长诊治多种生殖内分泌疾病及妇科

1.2

疑难杂症。陈教授基于国医大师夏桂成调周理论，

早，则肾阴愈耗。肾水亏无以涵木，是以肝火偏

以化瘀消癥、清热利湿为主治疗 EPs。笔者有幸跟

旺；阴长过快过剩亦易化火，且患者长期为病证

师临诊，现将其诊疗经验介绍如下。

所苦，则情志抑郁，肝气郁结动火，故 EPs 可伴

湿热互结为标：肾虚阴阳失衡，阴长过快过

烦热寐差、口渴口苦、舌红等阴虚火旺证候。肾
1

病因病机

与脾相互资生、相互影响，肾精不足，则脾气不

肾虚血瘀为本：夏桂成认为，EPs 属高雌激

充，或忧思伤脾，均可引发湿邪内生。肝郁气滞

素血症所致疾患，重阴有余，太过太盛之阴，影

亦会致水湿停阻，湿邪或与火热结合，或郁久化

1.1

[2]

响转化 。陈教授认为，本病病机之本为肾虚血瘀。

热，形成湿热内留胞宫。故 EPs 多伴带下量多、

《傅青主女科》多处提及“经水出诸肾”，强调经

舌苔黄腻等湿热证候。肝脾肾失调，湿热瘀交阻，

水与肾水关联。若先天肾气亏虚或后天胎产及损

共同导致 EPs。肾虚血瘀为发病基础，湿热为发病

伤过多，则肾之阴阳失衡，经后阴长运动不协调。

关键。瘀热互结日久，久聚不散，渐成癥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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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方药
EPs 肾虚阴阳失衡，瘀血内停为本，湿热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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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动而来，故单纯用一方定一病不可取，多需
根据阴阳转化特点结合本病病因病机遣方用药。

为标，中医药治疗本病当以辨证为先，详察病机，

行经期重阳必阴，排出经血，此时是排污之

分而治之。陈教授基于高淑华教授的消积冲剂，

最佳时期，子宫内膜得以清除及剥脱，则新血生

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拟消积化瘀方，药用丹参、赤

而息肉难成，临床常用五味调经散加减，可根据

芍、川芎、香附、牡丹皮各 10 g，黄芩、白花蛇

血瘀程度或疾病表现选用活血化瘀或化瘀止血，

舌草、茯苓各 15 g、皂角刺 9 g、柴胡 6 g，随症

如桃红四物汤、血府逐瘀汤或失笑散等。湿浊也

加减，因情而变，既重法度，又讲变通，衷中参

为排经之重要内含物质，故也需选用利湿排浊药。

西，且根据行经的生理特点，辨病分期调周而治。

经后期阴长阳消，时间较长，滋阴养血的同时可

化瘀消癥，通经活血：瘀血不去，新血不生，

清利湿热，较好地排净污浊，乃是治疗 EPs 的重

2.1

除旧彻底则子宫内膜亦得新生，故治疗以化瘀消

要时期，故常用滋肾生肝饮，佐以调肝脾，阳中

癥为重。丹参有破宿血、补新血之效。又因肾虚

求阴，调整雌激素高涨水平，平衡阴阳，孕育精

阴阳不调，精血欠亏，故活血化瘀时不可攻伐太

卵发育成熟，为下一期促进阴阳转化做准备。消

过，陈教授常加三棱、莪术、红花等祛瘀生新同

积化瘀方亦参考此方化裁，多用于此期。经间期

时不过耗阴血之品治疗血瘀明显者。另配赤芍、

为排卵期，是重要的转折期，重阴转阳，阴长活

香附及川芎，理气通经、消癥散结。皂角刺辛散

动不稳定则影响冲任、子宫血气活动，瘀血、湿

力强，善通经活血，药力直达病所，血得温则行，

热、痰浊易结，故需活血化瘀、祛湿排浊、疏肝

温通散结，且有解毒排脓抗炎之效。肾精充足，

通络、排出精卵，运用助阳药可促进阴阳正常转

则癸水亦盛，故临床酌情加用槲寄生、续断等补

化，使孕激素生成，保证氤氲状态活动正常。阴

肾药加强排瘀之力亦可防排太过，使消中有补。

长至重所致水湿阴液须得到重阳的输化，亦利于

2.2

清热利湿，三脏同调：子宫内血瘀多与湿浊

瘀浊吸收，故经前期补肾助阳必不可少。

互结成瘀浊，湿热胶着于下焦，则血瘀更难清，

2.4

故注重消癥排瘀同时需清热利湿。牡丹皮、白花

病与中医辨证结合，利用宫腔镜诊治术，在排除

蛇舌草均可增强散结之力，行血滞而不峻，兼可

恶性肿瘤等严重疾病前提下，以中医整体辨证优

清热利湿，助息肉消散；牡丹皮还可泻阴中之火。

势诊治 EPs。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是否选择月经后

女子以肝为先天，肝藏血而主疏泄，疏泄者，

衷中参西，三因治宜：陈教授主张将西医辨

半周期配合地屈孕酮周期疗法，以健全黄体发育，

有助于排泄经血。柴胡善开郁，黄芩善清热，二

转化子宫内膜，为小息肉或其宫腔镜术后中药治

药配伍可调肝胆气机，清内蕴之湿热。湿浊长期

疗奠定基础，缩短疗程及降低复发率。陈教授还

稽留必与脾肾相关。肾虚则下焦空虚，湿邪易侵，

结合南京特有气候及饮食习惯，治疗湿热火旺甚

肾实则湿浊易除，故需用补肾药。脾土虚则湿浊

者在使用清热利湿药时常用钩藤、莲子心等清心

内生，而湿浊不除，脾土必虚，故需用健脾利湿

肝之火，或以二至丸治疗伴阴虚火旺证候者。血

药。湿热重者加苍术、黄柏等；带下量多色黄者

得寒则凝，得温则行，故使用黄柏等苦寒药时用

加椿根皮；脾虚湿盛者加黄芪、薏苡仁等。肝脾

量当轻，且中病即止。治疗经量多或行经时间延

肾同调，补肾疏肝健脾贯穿始终，则病邪易祛。

长者常加四草汤(鹿衔草、马鞭草、茜草、益母草)

2.3

平衡阴阳，辨期辨病：妇女行经有其独特的

生理特点，月经周期的演变同时也是阴阳消长转

等清热利湿、化瘀止血之品或炭类药，血止即弃。
秋冬之际常用膏方纠偏祛病，徐徐图之。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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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使阴阳平衡而肾气强盛，

法，如此序贯治疗 3 个月，患者月经按月来潮，

气血和而冲任畅，则癥瘕得祛或难成。

量中色红，经期常，经后第 3 天 B 超示宫内膜回
声均匀，厚 4 mm。2020 年 4 月电话随访，无复发。

3

验案举隅
患者，女性，30 岁，2019 年 6 月 17 日初诊，

按语：该患者系胞宫胞脉多次为金刃所伤，
耗损肾阴，肾虚阴阳失衡，易感受湿热，且损伤

主诉：经期延长 2 年余。患者 2016 年剖宫产后出

血络而出现血不归经，久致成瘀，结于胞宫，形

现行经期延长，经量中等，第 2 天量多，后量少

成息肉。湿邪为病易蕴而化热，或湿热夹杂为病，

淋漓，色褐，行 9～12 d 方净，周期规律。2018

热易动血，迫血妄行，故致经水淋漓不净，逾期

年外院妇科三维 B 超示子宫内膜回声欠均。2019

不止。考虑病久且有形血瘀已除，正处经前期，

年 2 月 28 日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行

病在肾虚阴阳失衡，湿热瘀阻胞宫，合并肝郁脾

宫腔镜检查及诊刮术，术后病理示子宫内膜呈增

虚，故应调和阴阳、化瘀止血，辅以清热利湿。

生期改变，局部区域伴简单型增生及息肉样改变。

予消积化瘀方加减，活血通经、行气疏肝，加益

3～5 月口服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达英-35)1 片/次、

母草可活血调经又除水湿，巴戟天、川牛膝补肾

1 次/d，治疗 3 个周期。术后症状未缓解，末次月

助阳亦温化水湿。经期延长乃月经出血病患，血

经(撤退性出血)在 2019 年 5 月 28 日，量不多，

瘀内结于胞宫胞脉，不易排出，故用五灵脂、炒

持续 11 d 方净，伴小腹坠胀疼痛。6 月 10 日，经

蒲黄化瘀同时稍加止血，为之后行经期做准备。

净 2 d，B 超示内膜厚约 8 mm，右侧附件区见液

因术后用达英-35 周期疗法疗效不显，子宫内膜过

性暗区(31 mm×30 mm)，右侧附件区囊肿。刻下：

厚，激素水平仍不平衡，故用温和的月经后半周

处于月经周期第 21 天，带下量不多，微黄无异味，

期疗法，予中药调周及地屈孕酮以健全黄体期，

偶有阴痒，脱发，纳可，夜寐欠安，二便尚调。

彻底转化子宫内膜，使其完整剥脱。二诊时激素

舌淡紫、苔腻，脉细。西医诊断：EPs。中医诊断：

周期疗程已结束，中西结合初步奏效，效不更法，

经期延长，证属湿热瘀阻。治以补肾化瘀、清热

以中药巩固疗效，行经期乃治疗关键时期，因阴

利湿、调和阴阳。中药予消积化瘀方加减：丹参

长过快，阴血过耗，出现阴虚火旺表现，瘀热交

10 g、赤芍 10 g、川芎 10 g、香附 10 g、牡丹皮

阻，加剧出血，故予四草汤加强清热利湿、化瘀

10 g、柴胡 6 g、黄芩 10 g、茯苓 10 g、五灵脂 9 g、

止血。三诊诸症缓解，经期缩短。序贯治疗 3 个

蒲黄 10 g、益母草 15 g、巴戟天 10 g、川牛膝 10 g。

月，阴阳并调，攻补兼施，使血瘀得化、湿热得

10 剂，水煎早晚温服。地屈孕酮(达芙通)口服，

除，肾之阴阳平衡，经水按时收止，息肉未发。

10 mg/次、2 次/d，月经周期第 16 天开始服用，连

利益冲突申明

服 10 d。6 月 27 日二诊，处于月经第 3 天，量中

资助或服务，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色红，血块减少，无痛经，予原方去川牛膝、巴

作者贡献声明 史伶俐：采集/分析/解释数据、起草文章、批评性

戟天、川芎，加用四草汤。10 月 28 日三诊：随诊

除基金项目支持外，本文作者未接受过第三方的

审阅文章知识性内容；陈霞：批评性审阅文章知识性内容、指导

参

药后按期经潮 2 次，量常，7～8 d 经净，末次月
经 10 月 18 日。刻下：经净第 3 天，脱发改善。
继用消积化瘀方加减。结合调周，着重平衡阴阳，
肝脾肾同调，经前、行经期酌情选用四草汤或炭
类药，动中寓静，化瘀止血，清热利湿，效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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