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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进展
王海燕 陈智国 易蓉 范朝晖
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
）简称内异症。根

瘀，以肾虚为本，肝经瘀血为标。临床上常用疏肝解郁、

据其临床表现可将其归于中医“妇人腹痛”、
“带下病”
、

调畅气机之法，以四逆散为主药，随证加用补虚及活血

“月经不调”
、
“不孕”、
“癥瘕”等范畴。目前对于内异

化瘀之品，治疗肝郁气滞血瘀之子宫内膜异位症取得良

症尚无有效疗法，笔者就其中医药治疗内异症的研究进

效。③寒凝血瘀型：内异症的发病机制为阳虚寒凝、冲

展综述如下。

任胞宫瘀阻，治当补肾温阳、散寒化瘀止痛，药用肉桂、
党参、川芎、小茴香等，采用视觉模糊评分法，评价痛

1

经改善情况。治疗 3 个月后，患者痛经改善，与西药组

病因病机
内异症是由于其异位内膜受卵巢激素的影响发生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

。吴士连

［7］

用自拟痛宁助

肌层内在出血及血液滞留，同时导致子宫肌层充血、肿

孕方治疗寒凝血瘀型内异症不孕症患者 27 例，12 例成

胀，由于肌层血管丰富、血流量增加，坚厚的子宫肌壁

功受孕，且对内异症所致盆腔痛有很好缓解作用。④气

扩张，被覆浆膜张力增加引起剧烈疼痛，尤其在经期易

血亏虚型：张丽蓉

造成严重的挛缩样痛经

［1］

［8］

认为，气血亏虚型内异症源于瘀

。中医认为，内异症的病因病

血内停，耗伤正气，加之疼痛反复发作或反复投医不愈，

机为离经之血瘀积于下焦，影响气机，日久形成瘕，而

气血功能受损而终成虚实夹杂之证。治以消结汤（黄芪、

致严重痛经；两精不能相合，则致不孕

［2 ］

。本病的病机

山药、鸡内金、知母、三棱、莪术、生水蛭、地龙、桃

实质为瘀血阻滞，临床分为肝郁气滞型、气滞血瘀型、

红、延胡索、香附），重用黄芪、党参补中益气，大便

寒凝血瘀型、气血亏虚型等。

溏者加白术、泽泻、葛根。结果，治疗有效率为 97%。
2.2

2
2.1

外治法：①灌肠给药：周金花

［9］

自拟异位痛经灵

灌肠液（桂枝、补骨脂、三棱、莪术、没药、黄芪、大

治疗方法
分型论治：①肝郁气滞型：程慧莲和李娟

［3］

认为，

黄、丹参、露蜂房、红藤）治疗内异症 46 例，治愈 16

内异症的主要病机是肝郁气滞，宜用加味四逆散加味治

例，显效 17 例，有效 10 例，总有效率为 93.4%，疗效

疗（药用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黄芪、蒲黄、延

满意。周世谊

胡索、香附、桃仁、益母草、夏枯草、穿山甲）治疗内

64 例，结果，治愈 28 例、好转 32 例、无效 4 例，总

异症 35 例，治愈 6 例、显效 8 例、有效 16 例、无效 5

有效率为 93.8%。②阴道给药：王燕

例，总有效率为 85.71%。李小平等

［4 ］

［10］

自拟灌肠方加减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
［11］

自拟活血止痛

采用木达汤（由

散、11 号粉（蛤粉、磠沙、乳香、没药）调制成丸，

柴胡、枳壳、白芍、延胡、乌药、三棱、莪术、甘草等

治疗后穹窿子宫内膜异位结节 37 例，每周上药 2 次，

组成）治疗复发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35 例，疗程

10 次为 1 个疗程，经期停药。治疗 1 至 3 个疗程后，

为 6 个月。结果，患者盆腔疼痛明显缓解，盆腔痛发生

显效 15 例、有效 22 例，总有效率为 100%。

率从 80.64%降至 41.94%。②气滞血瘀型：区绮云

［5］

认为，内异症是气血津液运行失常所致，主要病机为血

2.3

针灸疗法：汪慧敏

［12］

用附子、鹿角霜、肉桂、乳

香、五灵脂按比例制成药饼，结合针灸疗法。以关元、
子宫穴为 A 组，次髎、肾俞为 B 组。A、B 组交替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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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灸，共治疗内异症痛经 35 例，其中治愈 17 例、显效
10 例、有效 3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为 85.7%。向东
方等

［ 13 ］

用针刺中脘、下脘、气海等穴治疗内异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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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腹针组、中药组治疗后简化 McGill 表中 6 个项目

痛为主。本病虚实错杂，因此从多角度，多途径活血化

评分均明显改善（P 均＜0.01），腹针组优于中药组。且

瘀，因病势缠绵易复发，治愈后的调理、巩固尤为重要。

在减轻盆腔疼痛、降低血清 CA125 水平方面有良效。
2.4

参

［14］

综合疗法：吴晓华和张翠兰

采用中药口服配合

灌肠治疗内异症患者 49 例，结果，治愈 13 例、显效
14 例、有效 19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3.88%，且
未发现不良反应。俞超芹

［15］

［16］

治疗 67 例内异症慢性盆腔痛患

28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为 88.06%。贺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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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采

用自拟复方消癥饮连续服用一个月，服药期间配合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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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2009，16（2）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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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肾化瘀为主的水煎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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