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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治疗寒凝血瘀证原发性痛经 1 例
杨

曼，卢

英，徐道立，王雪静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妇科，北京 100078）
摘要：原发性痛经是妇科最常见疾病之一，给女性的身心健康和工作学习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有效防治
原发性痛经已成为医学界面对的问题。原发性痛经的病因复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其发病机制和治疗方面
的研究越来越多。而传统中医药在原发性痛经治疗方面有独特优势。此次对一例寒凝血瘀证原发性痛经的
患者给予艾灸治疗，对患者实施艾灸气海穴、关元穴、子宫穴、三阴交穴、八髎穴等穴位辨证治疗，3 个疗程后观

察临床疗效，结果显示艾灸对于治疗寒凝血瘀证痛经效果明显，操作简单，且副作用小，减轻了患者的心理负
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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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xibustion for Primary Dysmenorrhea of
Cold Coagulation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A Case Report
YANG Man，LU Ying，XU Daoli，WANG Xueji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Primary dysmenorrhea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gynecological diseases，which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wom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work and study. Therefore，effec⁃
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rimary dysmenorrhea has become a medical problem. The etiolo⁃
gy of primary dysmenorrhea is complex. In recent years，more and mor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tudied its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unique ad⁃
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dysmenorrhea. A case of primary dysmenorrhea with cold co⁃
agulation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was treated with moxibustion.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moxibustion at Qihai，Guanyuan，Gongfu，Sanyinjiao and Baliao.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ob⁃
served after 3 courses of treatment. Results Moxibus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dysmenorrhea of cold
coagulation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the treatment effect is obvious，the operation is simple，
and the side effect is small，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burden of patients，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Moxibustion；Dysmenorrhea；TCM Nursing；Case Report
痛经是指妇女正值经期或经行前后，出现周

周期规律发作的腹痛，女性生殖器官无明显器质

期性小腹疼痛，或痛引腰骶，甚至剧痛晕厥者，称

性病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妇科在中医外

为痛经。痛经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原

治法治疗原发性痛经上具有独到优势，现将一例

发性痛经是目前妇科最常见疾病，运用不同的调

艾灸治疗寒凝血瘀证原发性痛经取得较好疗效的

查方法，其发病率在 20%~90% 之间 。痛经呈现
［1］

周期性下腹痛，常伴有腰酸、恶心呕吐、手足冰冷、
头痛等不适症状，给女性带来生活和工作不适，严
重者甚至昏厥。原发性痛经在青春期常见，常在

月经初潮后 1~2 年内发生，主要症状为伴随月经

病例报道如下。

1
1. 1

病例资料
病史

患者，女，16 岁，学生，2020 年 8 月 21 日初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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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诉：经行小腹疼痛 3 年余，以经行首日为甚。

宫位于小腹部，其经络分野主要与任脉、冲脉和足

色黯红，有血块。每次月经来潮均有小腹疼痛，以

法可以直达病灶，治疗效果立竿见影。

患者 13 岁月经初潮，6-7/28-32 天，经量多，

第一日为甚，绞痛难忍，热敷稍缓解，常需口服或

厥阴经、足太阴经、足少阴经有关。因此中医外治
患者痛经 VAS 评分为：4 分。结合舌脉证型，

注射止痛药。疼痛评分 4 分。末次月经 7 月 20

以温经散寒，化瘀止痛为法，选取艾灸法治疗，具

便溏薄。西医诊断为原发性痛经。服用西药，中

选穴：气海，关元，水道，双侧子宫、双侧三阴

日。平素胃纳欠佳，四肢不温，经前肛门下坠，大

成药的疗效不明显。舌淡黯，苔白，脉沉细迟缓。
查体：形体瘦弱，面色苍白，全身冷汗，畏寒肢冷，
腹痛难忍，恶心，言语低沉，反应迟钝，舌淡，薄而
白，脉紧。
1. 2

检查
腹部 B 超提示：子宫附件未见明显异常。血

清 CA-125 正常。
1. 3

诊断
中医诊断：痛经-寒凝血瘀证。西医诊断：原

发性痛经。
鉴别诊断：原发性痛经需与继发性痛经、盆腔
炎、异位妊娠相鉴别。
（1）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为继发性。呈进行

体操作方案：
交、八髎穴。
艾灸的手法：
（1）温和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施灸部位，距

离皮肤约 2~3cm，使患者局部有温热感为宜，每处
灸 10~15 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

（2）雀啄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施灸部位约

2~3cm，一上一下进行施灸，使灸火下行，引导气
行，每处灸 10~15 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

（3）回悬灸：将点燃的艾条悬于施灸部位上方

约 2cm 处，反复旋转移动范围约 3cm，每处灸 10~
15 分钟，至皮肤出 现红晕为度。

艾灸气海、关元、水道、子宫。气海和关元都

是分布在任脉上的穴位，气海是藏经之俯穴位，关

性加重，多发生在育龄期的女性。妇科检查子宫

元是小肠之墓穴，是足三阴经与任脉交汇的地方。

多为后位，可于子宫直肠陷凹及宫骶韧带处触及

关元与气海一起施灸可以温经通阳，化瘀通络。

单个或多个触痛性硬结或包块。腹腔镜或活组织
检查可证实。
（2）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平素腰骶部及小腹
坠痛，经期加重，带下量多，有
异味，月经量多，甚至经期延长。妇科检查有
阳性发现。
（3）异位妊娠有停经史或月经量少，若输卵管
妊娠破裂出血，则伴发一侧下腹剧烈疼痛。据按，
腹肌紧张，血 HCG 及 B 超检查有助于诊断。
1. 4

治疗
以调理冲任气血为原则，予中药温经散寒祛

湿，化瘀止痛。
方药：少腹逐瘀汤，加苍术，茯苓，乌药。经期
痛甚加用散结镇痛胶囊。
1. 5

西医治疗：经期首日口服布洛芬胶囊。
中医护理方案
经行腹痛主要病机是“不通则痛”或“不荣则

水道穴和子宫都位于下焦。水道就是通调水
道、运化水液的。寒凝血瘀证的痛经就是，行经的
道路不通，此时水道和子宫一起施灸起到疏通水
道调经止带。让剥落的陈旧血能够顺利地排出
体外。

艾灸 15 分钟后患者冷感渐弱，冷汗渐止，手

足回温，腹部有微热感。三十分钟后腹部温热感
增强。30min 后阴道少量黑褐色血液流出，痛感
较前减轻，VAS 评分为：3 分。嘱回家休息，注意

保暖，禁食生冷。次日复诊，继续治疗 1 次。疼痛
较前明显缓解，经量较前增多，色红。VAS 评分
为：2 分。

前面提到患者平素月经规律，那么痛经也是

有一定的规律，所以我们在每次月经前三天小腹
胀痛前，提前给以艾灸进行干预，起到未病先防的
作用，9 月 18 日-9 月 20 日，提前给予艾灸气海、关

元、三阴交、八髎，三阴交穴，三阴，足三阴经。交，

痛”。经血流通受阻，或因气滞，或因寒凝，或因血

交会也。所谓“妇科三阴交”，可健脾益血，调肝补

瘀，或因湿热，致使胞脉不畅，
“不通则痛”；气血虚

肾。配合三阴交可以从上而下温经通络。八髎五

弱、肾气亏虚致胞脉失养，
“ 不荣则痛”其发病与

行属水，擅长调节全身的水液，疏通气血。八髎穴

冲、任二脉以及胞宫的周期生理变化密切相关，与

位于人体腰骶部位，这个部位恰好是女性胞宫的

肝、脾、肾三脏也有关联。痛经的病位在胞宫，胞

位置，在八髎区域进行艾灸，可以从外而内刺激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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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激活胞宫的气血运行，从而滋养胞宫。
最后通过艾灸温和热力，刺激肌肤腧穴，通经

活络。9 月 21 日，月经当日仅有轻微小腹疼痛。
痛经症状得到了明显缓解。VAS 评分为：1 分。
表1

治疗时间

月经

4分

色暗红，有血块

9 月 18 日--20 日

0分

9 月 21 日（月经当日）
9 月 22 日

10 月 18 日--20 日

10 月 21 日（月经当日）
10 月 22 日

11 月 18 日--20 日

11 月 21 日（月经当日）
11 月 22 日

2

3分

色暗红，小血块

3分

色暗红，经量少

1分
0分
2分
1分
0分
2分
1分

月 23 对患者电话随访，患者月经当日仅有轻微小
腹疼痛。痛经症状得到了明显缓解。随访半年未
复发。患者治疗过程见表 1。
选取穴位

疼痛评分

8 月 22 日

接下来继续治疗，治疗 3 个疗程，以巩固疗效，11

患者治疗过程表

治疗前

8 月 21 日（痛经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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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海 关元 水道 子宫
气海 关元 水道 子宫
气海 关元 三阴交 八髎

色红，经量正常

气海 关元 水道 子宫
气海 关元 水道 子宫
气海 关元 三阴交 八髎

色红，经量少

气海 关元 水道 子宫

色红，经量正常

气海 关元 水道 子宫
气海 关元 三阴交 八髎

色红，经量少

气海 关元 水道 子宫

色红，经量正常

气海 关元 水道 子宫

讨论

治疗后
疼痛评分

月经

3分

色暗红，血块减少

2分

色红，经量增多

1分

色红，经量增多

0分
0分

月经正常

1分

色红，经量增多

0分
0分

月经正常

1分

色红，经量增多

0分
0分

月经正常

养四肢，阳气提升，寒邪才能透表外出，瘀血才得

原发性痛经是指在月经期或月经前出现周期
性下腹部疼痛、坠胀，伴有腰酸或其它不适等症
状，而生殖器官无器质性病变，能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的一种常见
疾病。现代医学认为该病发生和月时子宫内
膜前列腺素（PG）含量增多有关［2］，PGF2α 增高可
诱发子宫平滑肌过度收缩，产生痉挛和出现痛经，
故以对症治疗为主，西医主要包括镇静、解痉、止
痛药等，虽然收效快捷，但是疗效持续性不强，并
且长期服药也会带来较大的副作用［3-4］。中医学
认为寒凝湿滞型痛经多由坐卧湿地、受寒饮冷或
冲任不调而致寒凝气滞或气滞血瘀，使气血运行
不畅，造成瘀阻胞宫，胞络不通，以致“不通则痛”
本病病位在冲任、胞宫，其变化在气血，表现为痛

以祛除。本病病位在冲任、胞宫，其发生与胞宫的
周期生理变化密切相关。气海、关元、水道，子宫
均位于腹部，属任脉穴位，任脉气血的通畅与充养
对胞宫行经、胎孕的功能有很大影响 。气海为元
气之海，导气以上，导血以下，温阳散寒通胞脉；水
道、关元是任脉与足三阴之交会，可通调任脉与阴
经气血；水道穴又能调理冲任、温通胞宫；通调水
道，关元穴乃元气关藏之处，能壮阳温经、培补元
气，是痛经治疗常用穴；八髎穴位于骶后孔，与骶
前孔相通，并借骶前孔通达盆腔，其下分布的神经
支配着子宫、阴部等，也是临床治疗痛经病的经验
穴。八髎穴可调补冲任、调经理气、行血散瘀，是
治疗妇科疾病的常用穴位［6］。
通过艾灸对经络穴位的温热性刺激，加强机
体气血运行，从而达到临床治疗目的。临床和实

证，治疗上以温宫散寒、理气止痛为原则。
《素问·调经论》记载：
“ 气血者，喜温而恶寒，

验研究证实，艾灸既可以缓解原发性痛经患者发

温则消易去之”，提出气血通调，应以温为先。
《本

作时的疼痛程度及伴随症状，还能对其进行有效

草从新》有记载：
“艾叶苦辛，生温熟热，纯阳之性，

的预防。

能回垂绝之元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

施用艾灸治疗前需评估：
（1）病室环境及温
度；
（2）主要症状，既往史，月经史；
（3）有无出血病

湿，暖子宫”。
艾灸是以艾绒为灸材，通过烧灼、温熨或熏烤
人体体表的一定部位，借用灸火的热力和（或）药

史或出血倾向、哮喘病史或艾绒过敏史；
（4）对热、
气味的耐受程度；
（5）施灸处皮肤情况。

物的作用，达到防治疾病和保健目的的方法 。

治疗时需注意：
（1）取合理体位，暴露施灸部

《医宗金鉴》云：
“凡灸诸病，火足气到，始能求愈”。

位，注意保暖；
（2）施灸部位，宜先上后下，先灸头

［5］

艾灸能温经散寒、行气化瘀，作用人体，能温

顶、胸背，后灸腹部、四肢；
（3）遵医嘱在施灸过程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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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随时询问患者有无灼痛感，调整距离，防止烫

dysmenorrhea，dyspareunia，pelvic pain，and irrita⁃

伤观察病情变化及有无不适；
（4）施灸中应及时将

ble bowel syndrome in primary care practices［J］.

艾灰弹入弯盘，防止灼伤皮肤；
（5）施灸完毕，立即
将艾条插入小口瓶，熄灭艾火；
（6）清洁局部皮肤，
协助患者衣着，安置舒适卧位，酌情开窗通风；
（7）
清理用物，做好记录并签名；
（8）施灸后局部皮肤
出现微红灼热，属于正常现象如灸后出现小水泡
时，无需处理，可自行吸收如水泡较大时，可用无
菌注射器抽去疱内液体，覆盖消毒纱布，保持干
燥，防止感染。

本次临床结果显示，在治疗 3 个月经周期后，

痛经程度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并且在接下来的随

访中，随访半年未复发。证明了艾灸对于治疗寒
湿凝滞型痛经患者有明显疗效，在痛经中起到了
很好的“绿色治疗”作用，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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