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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伍知识，充分发挥中药的疗效和作用。

针灸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体会
袁之琳 赵吉平
更年期综合征是绝经过渡期出现的以植物神

殖机能衰老的阶段性进程，就是“阳明脉衰”
，进

经功能紊乱为主的症候群，属中医“绝经前后诸

而“三阳脉衰，终至“太冲脉衰少，天癸竭”的

症”范畴。由于卵巢功能衰退或丧失，引起机体

渐进性过程，其始自阳明，其终至“太冲脉衰少”。

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和植物神经紊乱，可导

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所以阳明脉衰，阳明津气

[ ]

致全身多个系统的病理变化 1 ，如月经紊乱、烘热

不足对绝经过渡期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汗出、烦躁易怒、潮热面红、眩晕耳鸣、心悸失

1.2 肾虚及阴阳失调是本病病机：
“女子七岁，肾

眠、腰背酸楚、面浮肢肿、皮肤蚁行样感、情绪

气盛……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

不宁等症状。此病为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及早

明确指出人的生长衰老与肾气密切相关。随着肾

[ ]

诊断及治疗对妇女的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作用 2 ，

气渐衰，至七七天癸将竭，月经逐渐失调以至断

药物治疗具有一定副作用，而针灸治疗副作用少，

绝。因此，肾虚，冲任亏虚，脏腑功能失调是此

疗效显著。

病之关键，多数医家亦认为肾虚为此病根源。中
医认为此病与阴阳失调有关，如《素问•上古天真

1

病因病机

论》指出：“年四十，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阴

1.1 绝经过渡期始于“阳明脉衰”
：
《素问•上古天

阳平衡失调产生此盛彼衰，此消彼长的动的变化，

真论》云：
“……五七，阳明脉衰，六七，三阳脉

临床表现出“阴虚阳亢”“阴盛阳衰”，脏腑功能

衰……太冲脉衰少，天癸竭”
。妇女衰老年龄在 35

失常等病理变化 3 。而在绝经过渡期妇女肾气渐衰，

岁左右，明代医家张景岳指出：
“女为阴体，不足

天癸将竭，冲任脉虚，阴阳平衡失调，出现肾阴

于阳，故其衰也，自阳明始”
。可以认为，女性生

阳偏盛偏衰现象，导致脏腑功能失常从而引起性

[ ]

[ ]

潮热、多汗、月经不调、心悸、情志异常等 4 。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4.08.030
作者单位：100700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袁之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针灸科（赵吉平）
通信作者：赵吉平，Email：zjp7883@sina.com

1.3

其标在肝脾：肝藏血，司血海，疏泄一身之

气机，女子天癸、冲任、月经有密切关系。随着
天癸、肾气、冲任渐衰，导致肝的藏血和疏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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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相应障碍，肝功能失调，就会表现以月经失

本，所以加肾俞，均使用平补平泻。研究表明，

调、情志失调，或是影响他脏功能的病证。而且

补益阳明津气可改善“阳明脉衰”的病理生理过

因社会压力大，多数妇女在绝经过渡期表现情志

程，有助于延缓绝经前期脏腑经络机能减退的病

异常，影响肝之疏泄，而至肝郁气滞，脏腑功能

态过程，延缓生殖机能的自然衰退，从而延缓“阳

紊乱，冲任失调，所以肝脏对本病的发病至关重

明脉衰”渐至“三阳脉衰” 7 。值得注意的是，妇

要。脾主运化、升清。由于“阳明脉衰”
，胃的腐

女在 35～40 岁期间月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也会

熟和通降功能下降，脾受胃的阳气鼓舞而发挥其

出现绝经过渡期的诸多症状，所以应注意气血、

功能。脾胃虚弱则脾气不升，影响转输散布的功

肾气、阴阳及肝气升降的变化，结合临床进行辨

能，使气血生化无源，导致气血亏虚营卫失调。

证。40 岁以下妇女应注重症状与身体本质的调节。

而气血营卫是奉养天癸的基本物质，在中医学里

3.2

[5]

是天癸逐渐减少以致紊乱、竭尽的表现 。

[ ]

六七三阳脉衰，治以补本、祛实、调阴阳：

40 岁以后三阳脉衰，肾逐渐虚弱，产生阴精，阳

由此可见，更年期综合征始于阳明脉衰，而

气明显不足，而出现阴阳虚弱的表现，且五脏阴

肾气虚衰、阴阳失衡、脏腑功能失调是更年期综

阳均可出现偏颇现象。受肾气、天癸、冲任渐衰，

合征的根本，其标在于肝脾。涉及肾、肝、脾三

肝脏功能的失常也慢慢浮现出来。引起月经逐渐

脏，从而导致脏腑功能失常，引发诸多更年期综

减少甚至绝经以及临床诸证。所以肾虚为本，标

合征临床症状。

实在肝。所以治疗除补益三阳脉津气外，应补肾
气、疏肝理气、调阴阳。配以足三里、中脘、气

2

绝经过渡期时月经情况重要性
由于绝经过渡期的起点模糊，指标不明确，

海、阳陵泉、中极以补法补益三阳脉；肾俞、太
溪补法以补益肾气；以三阴交穴调理肾、肝、脾

所以，在 40 岁以后月经情况是判断绝经过渡期的

三脏，理气活血。

重要提示。女性 40 岁开始出现月经周期的改变；

3.3 七七任脉虚，治以调冲任、理五脏：
“七七任

45 岁开始，月经周期不规则，亦有进入绝经期的

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女性生殖功能衰竭，

[6]

女性 。通过年龄及月经的异常变化，判断发病起

即将绝经。此时肾气衰退明显，其他脏腑功能亦

点至月经时止的程度，通过临床症状及中医辨证

衰退。治疗调理冲任、五脏，故应选取冲任相关

判断病情轻重。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女性月经周

穴位，配以肓俞、中极冲任会穴，调理冲任；配

期不规则，是卵巢内始基卵泡储备减少，每周期

以背俞穴肝俞、脾俞、肾俞调理其脏，因肝、脾、

发育的窦状卵泡群数目减少，从而影响下丘脑垂

肾三脏与此病有密切相关。

[ ]

体和卵巢之间激素交流的平衡 5 。所以激素水平对

3.4

诊断本病的程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的主要治疗外，还要注意中医辨证分型，根据辨

辨证分型治疗：在治疗时，除注意每个时期

证分型配合临床症状进行选穴。①肝肾阴虚型：
3

针灸治疗方法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五心烦热、盗汗、震颤、

五七阳明脉衰，治于阳明：应抓住“阳明脉

记忆减退、月经不调、舌红、少苔、脉细数。肝

衰”的特点，即阳明津气不足，治疗应补益阳明

肾阴虚型加肾俞、肝俞、太溪，使用补法；五心

津气；因脾胃会随着“阳明脉衰”而虚，所以在

烦热者加然谷、涌泉；月经不调者加血海、三阴

补益阳明经经气的同时也应补脾健胃。所以主穴

交；头晕耳鸣者加太冲、内关；太冲、内关使用

可选用足三里、中脘、气海，因肾虚是本病的根

泻法，随症均使用平补平泻。②肾阳虚型：精神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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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靡、形寒肢冷、腹胀纳呆、小便频数、面浮肢

病，可更加有效的治疗绝境过渡期的诸多症状，

肿、性欲减退、舌淡、苔薄、脉细弱。肾阳虚型

有效预防绝经后的不适感，提高生活治疗。

加关元、肾俞，使用补法；心悸、失眠者加百会、
参

神门、内关使用平补平泻。③肝郁型：心烦易怒、
焦虑抑郁、胸胁胀痛、四肢麻木、月经不调、睡

［1］

眠不安、舌红或黯、脉弦或细等症。治以疏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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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养心安神。肝郁型加风驰、太冲、内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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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致。一般治疗思路常为单一补益肾气，平衡
阴阳，疏肝理气等。笔者认为注重配合《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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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七七”生长壮老规律，结合临床对症治疗本

（本文编辑：张琪）

刺络联合醒脑调神针刺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体会
李想 史慧妍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又称

化系统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可拮抗平滑肌痉挛，

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临床主要表现为腹

缓解消化系统出现的疼痛症状，治疗多种胃部疾

痛腹泻、便中带血、脓及黏液。本病病程缓慢，

病 2 。笔者采用刺络联合醒脑调神针刺法治疗 UC，

易反复发作。
治疗 UC 的经典药物在疾病初期对临

取得满意疗效，现将临证体会整理如下。

[ ]

床症状控制快、缓解率高，且新制剂不良反应相
对较少，但停药后易复发，长期用药不良反应多，
[1]

且对部分顽固性患者疗效并不理想 。而针刺对消

1

病例举隅
患者，女性，28 岁，2012 年 3 月 2 日初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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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诉：腹痛伴便血 2 年加重 1 周。现病史：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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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腹泻，便中带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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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脓液，大便每日 10 余次，后就诊于当地医院，
经电子结肠镜、便常规＋隐血试验等相关检查后
确诊为 UC，治疗后大便每日减至 3～5 次。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