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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莪妇康煎膏联合双氯芬酸钠
治疗原发性痛经疗效观察
马 琳 1，黄秀敏 2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２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妇产科
１ 厦门大学医院妇产科，
［摘要] 目的： 观察丹莪妇康煎膏联合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临床疗效。方法：将原发性
痛经患者 ３３５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 １ 组、对照 ２ 组。观察组 １１２ 例予丹莪妇康煎膏联合双氯芬酸钠缓释
胶囊治疗，对照 １ 组 １１０ 例予丹莪妇康煎膏治疗，对照 ２ 组 １１３ 例予妈富隆治疗。治疗 ３ 个月后随访 ３ 个月观
察患者痛经改善情况。结果：观察组 ６ 例未完成规定疗程，其余痊愈 ４５ 例，显效 ３０ 例，有效 １９ 例，总有效率
８８． ７％
（９４／ １０６）；对照 １ 组 ７ 例未完成规定疗程，其余患者痊愈 ２７ 例，显效 ２３ 例，有效 ３４，总有效率 ８１． ６％
（８４／ １０３）；对照 ２ 组 ３４ 例未完成规定疗程，其余痊愈 １９ 例，显效 ２０ 例，有效 ２５ 例，总有效率 ８１． ０％
（６４／ ７９）。
总有效率 ３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 ０５），
观察组治愈率高于对照 １、
２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 ０５）。
结论：丹莪妇康煎膏联合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治疗原发性痛经痊愈率优于单纯丹莪妇康煎膏或妈富隆治疗。
[ 关键词] 原发性痛经；丹莪妇康煎膏；双氯芬酸钠；妈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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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ｎｏ．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ｎｏ．２．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１１２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DanE FuKang ｓｏｆ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ｃｌｏｆｅｎａｃ ｓｏｄｉｕ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ｎｏ．１ （１１０
ｃａｓｅｓ） 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DanE FuKang ｓｏｆ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ｎｏ．２ （１１３ ｃａｓｅｓ） ｍａｒｖｅｌ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ｉｘ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ｄ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ｓｅ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ｔｈｅｒ ４５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ｕｒｅｄ， ３０ ｃａｓｅｓ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１９ ｃａｓ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８８．７％ （９４／１０６）； ｓｅｖｅｎ ｃａｓｅｓ ｄｉｄ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ｓｅ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ｎｏ．１， ｏｔｈｅｒ ２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ｕｒｅｄ， ２３ ｃａｓｅｓ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３４ ｃａｓ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８１．６％ （８４／１０３）； ３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ｎｏ．２ ｄｉｄ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ｓｅ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ｔｈｅｒ １９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ｕｒｅｄ， ２０ ｃａｓｅｓ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２５ ｃａｓ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８１．０％（６４／７９）；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ａｄ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P＞０．０５），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ｎｏ．１ ａｎｄ 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P＜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DanE FuKang ｓｏｆ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ｃｌｏｆｅｎａｃ ｓｏｄｉｕ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ｏｎｌｙ DanE FuKang ｓｏｆ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ｒ ｏｎｌｙ ｄｉｃｌｏｆｅｎａｃ ｓｏｄｉｕ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DanE FuKang ｓｏｆ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ｄｉｃｌｏｆｅｎａｃ ｓｏｄｉｕｍ； ｍａｒｖｅｌｏｎ

痛经为妇科常见病和多发病，是指月经来潮
前后或月经期出现下腹痉挛性疼痛，可能伴有乏
力、头痛、精神不振、烦躁、恶心、呕吐、腹泻、腹胀
等症状，严重者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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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分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原发性痛经是
指生殖器官无器质性病变的痛经，约占痛经 ９０％
以上，多见于青春期少女、未婚及已婚未育者，而
继发性痛经是盆腔器质性疾病引起的痛经［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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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与瘀血阻滞关系密切，痛经无论寒
医学认为，
凝胞宫或气滞血瘀，
肝肾不足或气血虚弱，均可致
气血瘀滞，经血不畅，故理气活血为痛经治疗法
则［２ ］。中医药治疗痛经多以活血祛瘀为主［３－４ ］。本
研究应用丹莪妇康煎膏联合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治疗原发性痛经，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将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在厦门大学医院门诊就诊的痛经患者 ３３５ 例随机
分为观察组 １１２ 例，年龄 １８～３０ 岁，平均（２５．１２±
５．１０）岁；
病程 １～１２ 年，平均（７．１３±５．６０）年；疼痛
程度：
中度疼痛 ７５ 例，
重度疼痛 ３７ 例。对照 １ 组
１１０ 例，年龄 １７～３１ 岁，平均（２４．２０±６．１６）岁；病
程 ０．５～１４ 年，平均（７．１３±５．６０）年；疼痛程度：中
度疼痛 ７４ 例，
重度疼痛 ３６ 例。对照 ２ 组 １１３ 例，
年龄 １７～２８ 岁，平均（２３．２０±５．２８）岁；病程 １．５～
１３ 年，平均（７．２４±６．００）年；疼痛程度：中度疼痛
７５ 例，
重度疼痛 ３８ 例。３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1. 2 诊断标准 参照《妇产科学》中原发性痛经
的诊断标准［１ ］。轻度：经期或其前后小腹疼痛明
显，
伴腰部酸痛，
但能坚持工作，无全身症状，有时
需服用止痛药；中度：经期或其前后小腹疼痛难
忍，
伴有腰部酸痛，
恶心呕吐，四肢不温，用止痛措
施疼痛暂缓。重度：
经期或其前后小腹疼痛难忍，
坐卧不宁，严重影响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必须
卧床休息，
伴有腰部酸痛，
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四
肢厥冷，呕吐腹泻，或肛门坠胀，采用止痛措施无
明显缓解。
1. 3 纳入标准 纳入：１）痛经程度中、重度患者；
２）知情同意者；３）妇科及 Ｂ 超检查显示生殖系统
无器质性疾病者；
４）无心脑血管、肝、肾、造血系
统、糖尿病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
５）无近期妊娠计
划者；
６）无服药禁忌者。
1. 4 治疗方法 观察组于月经前 １ 周开始口服
丹莪妇康煎膏（昆明滇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
准字 Ｚ２００２５２５３，规格：
１５０ ｇ／ 瓶）１５ ｇ，
２ 次 ／ｄ，服
药至月经第 ７ 天止，并在月经来潮前 １ 天服用双
氯芬酸钠缓释胶囊（中国药科大学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６２１７，规格：５０ ｍｇ×２０ 片）２ 天或至
疼痛缓解，每 １２ 小时 １ 次，
５０ ｍｇ／ 次，连续治疗 ３
个月经周期。对照 １ 组于月经前 １ 周开始口服丹
莪妇康煎膏 １５ ｇ，
２ 次 ／ｄ，服药至月经第 ７ 天，连
续治疗 ３ 个月经周期。对照 ２ 组于月经第 ５ 天开
始口服妈富隆（去氧孕烯炔雌醇片，荷兰欧加农公
司 生 产 ，进 口 药 品 注 册 证 号 ：Ｈ２００９０４２３，规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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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片 ／ 盒），１ 片 ／ 次，１ 次 ／ｄ，连服 ２１ 天，停药 １
周无阴道流血，可继续下 １ 周期，连续治疗 ３ 个月
经周期。
痛经症状基本消失，
６月
1. 5 疗效标准［５ ］ 治愈：
以上未复发；显效：痛经症状基本消失，但因情绪
或不明因素导致复发，经治疗短期内恢复者；好
转：痛经症状有所减轻，但每次月经周期需要服药
者；无效：痛经症状无明显减轻。
1. 6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P＜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有 ６ 例未完成规定疗程，对照 １ 组 ７
例未完成规定疗程，对照 ２ 组 ３４ 例未完成规定疗
程，原因为：担心激素不安全不愿持续服药 ２８ 例，
异常阴道流血 ３ 例，有生育计划停药 ２ 例，其他不
适症状 １ 例。结果显示观察组痊愈 ４５ 例，
显效 ３２
例，
有效 １９ 例，
无效 １２ 例，
总有效率 ８８．７％（９４／１０６）；
对照 １ 组痊愈 ２７ 例，显效 ２３ 例，有效 ３４ 例，无效
１９ 例，总有效率 ８１．６％（８４／１０３）；对照 ２ 组痊愈
１９ 例，显效 ２０ 例，有效 ２５ 例，无效 １５ 例，总有效
率 ８１．０％（６４／７９）。３ 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０．０５），但观察组痊愈率高于对照 １、
２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从 ３ 组患者接
受治疗意愿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观察组与对照 １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但观察组与
对照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说明
患者对观察组和对照 １ 组的治疗方案接受率高，
对照 ２ 组的治疗方案接受率相对较低，主要原因
是患者担心激素不安全不愿持续服药，见表 １。

组别

表 1 3 组患者接受治疗意愿比较
完成治疗
例数
χ２
例数
％

观察组
１１２
对照 １ 组 １１０
对照 ２ 组 １１３

１０６
１０３
７９

９４． ６４
９３． ６４
６９． ９１

０． １０２
２３． ５４

P

０． ７４９
１． ２３×１０－ ６

讨论
原发性痛经是临床常见的妇科疾病，尤其我
院接诊的原发性痛经患者大多为大学生群体，中、
重度痛经对她们的学习和心理造成了极大影响，
长期痛经可导致压抑、
紧张、焦虑和内向自卑情绪
［１ ］
的发生 。原发性痛经通常以西药治疗为主，尤
其 避孕药治疗效果确切 ，妈富 隆为新型口服甾 体
避孕药，其中每片含去氧孕烯（ＰＧ）１５０ μｇ、炔雌醇
３０ μｇ，ＰＧ 为 １８ 甲基炔诺酮的衍生物，对孕激素
受体有亲和力，
抑制排卵避孕的同时可抑制子宫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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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推拿名家治疗踝关节扭伤思路与方法 ＊
吴 帅，于天源△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选取近现代 ６ 位已故中医推拿名家，按照生年依次为刘寿山、曹锡珍、罗有明、李墨林、丁季峰、
李祖谟。对推拿名家生前所著临床诊治踝关节扭伤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纳总结各家诊治踝关节扭伤的
思路与方法，有助于临床采用推拿手法诊治踝关节扭伤。
［关键词］ 踝关节扭伤；推拿名家；刘寿山；曹锡珍；罗有明；李墨林；丁季峰；李祖谟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２２． 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４－ ６８５２（ ２０１８） ０９－ ０１０５－ ０４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ａｍｏｕｓ Ｍａｓｓａｇｅ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ｋｌｅ Ｓｐｒａｉｎ
WU Shuai, YU Tianyuan△
School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ｘ ｌａｔｅ ｍａｓｓａｇｅ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Liu Shoushan， Cao Xizhen，
Luo Youming， Li Molin， Ding Jifeng ａｎｄ Li Zumo ｒａｎ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ｂｉｒ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ｍａｓ－
ｓａｇｅ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ｗｏｒｋ ａｂｏｕ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ｋｌｅ ｓｐｒａｉｎ ｗｅｒｅ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ｏｕｓ

降低血中前列腺素、血管加压素等活性物
膜生长，
质水平以达到缓解痛经的目的［６ ］。因此，口服妈
富 隆有良好的治疗痛经的效果，但患者常有漏 服
出血问题，长期服用短效避孕药会导致月经不调
及消化系统症状［６ ］，及患者对含激素类药物的顾
虑，往往不能坚持全程治疗，
复发率较高。丹莪妇
康煎膏由甘草、
延胡索、
香附、
三棱、当归、赤芍、三
七、柴胡、莪术和丹参等精制而成，具有较好的软
坚化积、疏肝理气和活血化瘀的作用［７ ］，现代药
理研究［８－１０ ］证明莪术、延胡索具有扩张血管、增加
血流量、
改善循环和镇痛功能；
当归具有增强免疫、
扩张血管、
抗缺血缺氧，
且对子宫具有双向调节作
用。本研究显示丹莪妇康煎膏治疗痛经，
服药时间
较长，
疗效较好，但在痛经前期不能较快发挥止痛
作用。双氯芬酸钠是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剂，通过
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酶的活性而减少前列腺素的合
成，减轻子宫收缩和痉挛，从而减轻或消除痛经。
但非甾体类抗炎药具有一定的副反应，不易长期
用药。双氯芬酸钠常规短期用药，起效快，但易复
发，不能彻底治疗痛经。丹莪妇康煎膏联合双氯芬
酸钠缓释治疗痛经，远期疗效较单独用丹莪妇康
煎膏或避孕药高，且患者接受程度优于单用避孕
药，
值得临床推广。

中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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