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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百笑灸配合针刺治疗痛经寒凝血瘀证患者的疗效。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

的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痛经寒凝血瘀证患者
9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47 例和对照组 43 例，对照组单纯针刺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配合百笑灸。2 组均治疗 3 个月经周期，随访 3 个月。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采用

VAS 量表评估疼痛程度，采用超声诊断仪进行子宫血流动力学检测，记录搏动指数（PI），阻力指数

（RI）及收缩期峰值/舒张期峰值（S/D）比值。评价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87%（46/

47）、对照组为 81.40%（35/43），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6.77，P=0.009）。观察组治疗后下腹疼
2

痛、经黯血块、畏寒肢冷、恶心呕吐评分及 V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3.61、5.60、6.22、8.02、
10.36，P 值均<0.01）。观察组治疗后 RI［（1.45±0.55）比（1.86±0.53），t=3.59］、PI［（0.61±0.14）比（0.77±
0.13），t=5.60］及 S/D 比值［（5.28±1.18）比（7.23±1.22），t=7.71］低于对照组（P<0.01）。结论

百笑灸配

合针刺可有效减轻患者疼痛症状，改善中医证候，促进子宫血液循环。

【关键词】 痛经； 寒凝血瘀； 百笑灸； 中医症状体征和证候； 子宫； 血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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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Baixiao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ysmenorrhea of cold coagulation and blood stasis.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ith dysmenorrhea of cold coagulation and blood stasis who were
treated in Huangpu Branch of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nd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enrolled between January 2019 and January
2020,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47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 (43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acupunctu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bined Baixiao moxibustion with acpuncture treatment. Both group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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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for 3 menstrual cycl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CM syndromes were scored,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as used to evaluate pain intensity, and uterine hemodynamics were detected
by ultrasonic diagnostic apparatus. The pulsatility index (PI), resistance index (RI) and ratio of peak
systole/peak diastole (S/D) were recorded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assess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7.87% (46/47)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at in control group was 81.40% (35/
43),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χ2=6.77, P=0.009).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lower abdominal pain, dark blood clots, intolerance of cold and cold limbs and nausea and
vomiting as well as VA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3.61, 5.60, 6.22, 8.02, 10.36, all Ps<0.01). After treatment, the RI (1.45±0.55 vs.
1.86±0.53, t=3.59), PI (0.61±0.14 vs. 0.77±0.13, t=5.60) and S/D (5.28±1.18 vs. 7.23±1.22, t=7.71)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Baixiao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can relieve the pain symptoms, improve the TCM
syndromes and promote the uterine blood circulation.
【Key words】 Dysmenorrhea; Blood stasis due to coagulated cold; Baixiao moxibustion;
Symptoms signs and syndrome (TCD); Uterus; Hemodynamics
Fund program: The Second Round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ademic School Inheritance Studio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No.〔2019〕62); Three-year Action Plan Proj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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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痛经指女性在经期或经行前后，出现下腹部痉
挛疼痛，并伴有腰膝酸软、头晕乏力、四肢厥冷、冷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47

汗淋漓等，属中医“经行腹痛”范畴，其病机虚少实
多，临床以寒凝血瘀证多见，病位主要在冲任、胞
宫。
《女科经论•经行腹痛属寒湿搏于冲任》曰：
“有
经行前脐腹绞痛如刺……此由下焦寒湿之邪搏于

2 组痛经寒凝血瘀证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对照组
t/χ2 值

43

年龄
病程
（岁，xˉ ± s） （年，xˉ ± s）
25.84±7.27

4.71±1.25

0.35

0.94

26.36±6.73

P值

冲、任……邪与血争，故作绞痛。”治疗上以温经散
寒、活血化瘀止痛为主［1］。
《帛书•经脉篇》记载，砭
针或艾灸相应经络穴位可消除“心痛、腹痛、齿痛、
腰痛”。百笑灸基于传统艾灸理论，并综合了芳香
疗法及经皮吸收等技术，临床疗效较好。本文拟观
察百笑灸配合针刺对寒凝血瘀痛经患者的临床疗

1.2

0.726

4.95±1.17
0.351

痛经类型［例（%）］
原发性

继发性

45（95.7）

2（4.3）

40（93.0）

0.32

3（7.0）

0.573

治疗方法
对照组单纯针刺治疗，患者仰卧位，取关元、三

阴交（双）、中极、足三里（双）、地机（双）穴，针刺前

常规消毒，以 0.30 mm×40 mm 针灸针直刺1～1.2寸，

效，并探讨联合疗法疗效是否优于单纯传统针刺。

施以平补平泻手法，
行针约3～5 min，
留针约 30 min。

1

资料与方法

交（双）、次髎（双），按先上后下、先阳（背部）后阴

研究对象

（胸部）、先左后右的顺序依次给予百笑灸（重庆百

1.1

选择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上海交通大学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百笑灸，取关元、三阴

笑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将百笑灸用医用胶布固定

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患者 90 例，均

在穴位上，安装并点燃，调节好进气孔的大小，以皮

经前或经期下腹部痉挛性疼痛，得温则缓；次症：经

30 min。2 组均于月经来潮前连续治疗 1 周，1 次/d，

符合痛经诊断标准［2］，均辨证为寒凝血瘀证（主症：
量少或不畅伴经黯血块，畏寒肢冷，面色无华，恶心
［3］
呕吐；舌脉：舌紫黯、苔白，舌下瘀络，脉沉紧）
；周

期规律无异常；年龄为 15～38 岁。排除合并全身

重要脏器疾病者；有皮肤问题无法行针灸理疗者；

肤感到温热且可承受为度（勿烫伤皮肤），每次约
至月经来潮时停止为 1 个治疗周期，共治疗 3 个月
经周期，随访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4］，按症状

不能配合治疗或意识障碍患者。将符合入选标准

严重程度分为轻、中、重 3 个级别，主症（下腹疼痛）

组 43 例，2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呕吐）分别计 1、2、3 分，分值越高病情越重。采用

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47 例和对照
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分别计 2、4、6 分，次症（经黯血块、畏寒肢冷、恶心

VAS 量表评估疼痛程度。其中 0 分为无痛，10 分为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22 年 6 月第 44 卷第 6 期

Int J Trad Chin Med, June 2022, Vol. 44, No. 6

2 组痛经寒凝血瘀证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

剧痛。分别于治疗前后当月月经周期结束后第

表3

ALOKA 公司）进行子宫血流动力学检测，饮水憋尿

观察组

12～16 d 采 用 SSD-5500 型 超 声 诊 断 仪（日 本

于膀胱中度充盈时，取子宫横断面，观察其动脉上
行支血流，记录搏动指数（PI），阻力指数（RI）及收
缩期峰值/舒张期峰值（S/D）比值。
1.4

组别

例数
47

治疗前

显效：疼痛减轻或消失，不影响正常生活。无效：疼
痛有减轻，维持时间较短。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行正

xˉ ± s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组间比较用
2

独立样本 ｔ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 检验，等级资料用
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43

对照组
治疗前
t值

对照组

2.2

43

治愈
22（46.81）
14（32.56）

有效
24（51.06）
21（48.83）

无效
1（2.13）

8（18.60）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下腹疼痛、经

黯血块、畏寒肢冷、恶心呕吐评分均降低（P<0.01），
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3.61、5.60、6.22、
8.02，P 值均<0.001），见表 3。
2.3

2 组治疗前后视觉模拟评分比较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VAS 评分均降

低（P<0.01），
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1），
见表4。
2.4

2.61±0.46

16.90

11.19

15.30

22.50

<0.001

<0.001

<0.001

<0.001

5.35±1.23

2.37±0.59

2.96±0.53

2.56±0.38

14.82

7.04

12.89

15.04

2 组治疗前后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RI、PI 及 S/D 比

值均下降（P<0.01），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

1.58±0.46

a

1.87±0.17

<0.001

<0.001

1.53±0.25
<0.001

2 组痛经寒凝血瘀证患者治疗前后 VAS 评分
比较（分，xˉ ± 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观察组

47

6.76±1.46

2.28±0.65

18.51

<0.001

0.27

10.36

43

表5

治疗前

47

P值

治疗后
P值
注

PI

<0.001

<0.001

2.12±0.67

43

RI

0.83±0.21

S/D
8.18±1.13

1.45±0.55a

0.61±0.14a

5.28±1.18a

<0.001

<0.001

<0.001

2.15±0.52

0.85±0.17

8.17±1.15

2.62

2.49

5.16

t值

治疗前

13.76

及 S/D 比值比较（xˉ ± s）

治疗后

对照组

3.68±0.63

2 组痛经寒凝血瘀证患者治疗前后 RI、PI
例数

观察组

t值

6.84±1.38
0.791

组别

2 组痛经寒凝血瘀证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47

2.83±0.48

P值

6.77，P=0.009），见表 2。

观察组

2.19±0.51

<0.001

表4

81.40%（35/43），2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

例数

5.33±1.22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1

注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87%（46/47）、对照组为

组别

恶心呕吐

2.35±0.52

治疗后

t值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表2

畏寒肢冷

1.97±0.48a 1.03±0.47a 1.64±0.18a 0.86±0.23a

治疗后

对照组

2.1

经黯血块

P值

统计学方法

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2

下腹疼痛

P值

［5］
依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中相关内容

制定。痊愈：疼痛症状消失，随访 3 个月未见复发。
1.5

比较（分，xˉ ± s）

t值

疗效判定标准

· 643 ·

1.86±0.53
0.010

5.79

0.77±0.13
0.015

11.91

7.23±1.22
3.76

<0.001

PI：搏动指数；RI：阻力指数；S/D：收缩期峰值/舒张期峰

值；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为行经期周期性小腹挛痛伴随血块等［6］。其病因
复杂，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多数医者认可前列腺素
对痛经的发病影响较大的观点［7］，但口服避孕药或
其他西药来缓解症状，不良反应较多，且只能一时

为 3.59、5.60、7.71，P 值均<0.001），见表 5。

缓解，长期疗效欠佳［8］。

3

问•举痛论篇》曰：
“ 冲脉起于关元。”寒凝血瘀证的

讨论
痛经是较为常见的妇科疾病，分为原发性或继

发性，其中原发性痛经可达 90% 以上，临床多表现

中医学认为，痛经与冲任、胞宫关系密切，
《素
病机是不通则痛。寒性收引，血遇寒则凝，易致气
血运行不畅，致胞宫经络血行受阻，阻滞不畅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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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法主要是通过温热性刺激，借助经络腧穴的作
［9］

用，达到治疗目的 。针刺通过“调气”来实现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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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治疗后 RI、PI 及 S/D 比值均下降，且观察组低于
对照组，表明患者子宫血液循环畅通，经络循行正

调和，而百笑灸是根据中医传统艾灸理论和原理，

常，通则不痛。百笑灸配合针刺治疗遵循中医治疗

采用芳香疗法及经皮吸收技术，再以针、灸联合的

规律，调理冲任、温养胞宫，使气机通畅、血行流利，

外 治 疗 法 ，可 达 行 气 活 血 、温 宫 散 寒 、化 瘀 止 痛

在针刺良性作用下，进行百笑灸不仅可影响皮肤、

［10］

之效

。

本研究发现，2 组患者的中医证候评分较同组

腧穴表层，同时调理经络、脏腑，使灸效直接渗透穴
位，提高药物渗透性，强化药效，取得较好疗效。
综上所述，百笑灸配合针刺治疗寒凝血瘀痛经

治疗前有所降低，观察组临床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中医证候评分低于对照组。推测其作用与针刺调

患者可早期有效控制病情，提升临床疗效，改善临

畅气机、气血畅行，百笑灸温阳化瘀、暖宫止痛有

床证候，明显减轻患者疼痛，促进子宫血液循环。

关。针刺三阴交调理“肝、脾、肾”之气机；关元温阳

利益冲突

散寒；三阴交和足三里为妇科常用穴位，足三里补
益胃气、滋养气血、润养胞脉、调理冲任；中极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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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脉与足三阴交会穴，且近胞宫，可益肾调经；地机
为郄穴，属脾经，治疗急症效果最佳，此种配穴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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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可有效缓解经期疼痛。治疗痛经寒凝血瘀证常
用温性药物及温通针法治疗，达到温通经脉、祛瘀
止痛的效果［11］。而灸法可使热量经穴位进入体内，

[5]
[6]

以畅达气血、调达气机、通畅血行则疼痛自减，关
元、三阴交、次髎等穴行灸法皆可快速止痛，热达胞
宫，散寒化瘀，温而缓急止痛；关元为冲脉的起始，

[7]

胞宫与冲脉关系密切，
“ 任主胞胎”，灸关元穴可间
接对胞宫起到治疗效果；次髎与胞宫相近，属膀胱

[8]

经，与肾经相表里，灸次髎穴可温冲任、散瘀血、养
胞宫；三阴交则调肝健脾补肾，肝肾脾气机调畅、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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