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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崩漏研究进展刍议
傅亚瑜，柯玲玲，昝兴淳，郜峦*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8
摘要：通过阅读整理近 5 年相关著作与文献，从中医药治疗和针灸治疗 2 个方面对中医治疗崩漏进
行总结。中医治疗崩漏方面有一定优势，但也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以寻求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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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Therapy for Metrorrhagia and Metrostaxis
FU Ya-yu, KE Ling-ling, ZAN Xing-chun, GAO Luan*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Anhui 230038,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cluded TCM therapy for metorrhagia and metrostax from the aspects of TCM
treatment and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by reading and systemizing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recent five years. TCM therapy for metorrhagia and metrostax has certain advantages, as well as certain
limitations, which requires further study to search for greater breakthroughs.
Key words: metrorrhagia and metrostaxis; TCM treatment;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review
崩漏，又称崩中、漏下，前者指月经非时而

证，治以益气养血，固经止血，方用加味养血归脾

下、来势迅猛、量多如注；后者指月经非时而下、

汤；⑵肾虚证，又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肾阴虚证

来势稍缓、淋漓不止。临床上常以月经周期、经期

治以补肾固阴，方用加味左归丸；肾阳虚证治以温

及经量的严重紊乱为主要辨证依据。“崩”最早见

补肾阳、养血止血，方用加味右归丸；阴阳两虚

于 《 素 问 · 阴 阳 别 论 篇 》 “ 阴 虚 阳 搏 谓 之 崩 ”，

者，可将上述两法灵活运用；⑶血热证，治以清热

“漏”首见于《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

凉血、固经止血，方用加味四物汤及加减丹栀逍遥

“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

散；⑷血瘀证，治以活血行气、化瘀止痛，方用加

有妊娠下血者”。崩漏类似于现代医学中的无排卵

味膈下逐瘀汤[1]。刘洪祥将本病分为 4 种证型加以

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属于目前临床妇科的疑难

论治：⑴热伤冲任型，治以清热凉血、固经止血，

病、多发病。现简要论述近几年来崩漏的中医药疗

方用自拟二地芩芍汤；⑵血阻胞络型，治以活血化

法，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瘀、止漏宁血，方用自拟化瘀止漏汤；⑶脾肾两虚

1 中药治疗

型，治以温阳补肾、健脾止血，方用自拟温补脾肾

1.1 辨证论治

固冲汤；⑷肝郁气滞型，治以疏肝理气、调经止

王培功将本病分为 4 种证型加以论治：⑴脾虚

血，方用逍遥散加减 [2] 。韩秀林 [3] 总结《傅青主女
科》中治疗本病的 4 种证型：⑴气阴两虚型，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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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阴同补；⑵肝郁血虚型，重在治肝补血；⑶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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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型，治以滋阴降火、凉血止血，方用青海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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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子宫出血分为对照组、治疗组各 46 例。对照组

1.2 分期论治
王加维认为治崩应顺应胞宫的生理状态。非月

予口服安宫黄体酮片。治疗组口服固本止崩汤（党

经期时，治疗崩漏宜藏不宜泄，通过补益之法以达

参、黄芪、白术、熟地黄各 20 g，姜炭 10 g，甘草

固摄冲任之效；月经期时，治疗崩漏宜泄不宜藏，

6 g），兼肾阳虚者加附子、杜仲各 10 g；兼肾阴虚

应补气化瘀，依势通下。王氏将崩漏分为 4 期：

者加女贞子、墨旱莲各 15 g；兼血热者加黄芩、地

⑴经前期，治以活血化瘀、行气通经，此法也可防

榆各 10 g；兼血瘀者加蒲黄、五灵脂各 10 g；每日

止子宫内膜过度增生；⑵行经期，无论经量多少，

1 剂，连续治疗 9 d 为 1 疗程。结果显示，治疗组总

治以活血化瘀以达清宫之效，但应注意用量。若此

有效率为 93.4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4.78%。

时子宫内膜厚度≥1 cm，应配伍化瘀行气之药助内

1.3.2

膜剥脱以止血，＜1 cm 则应配伍补益脾肾之药助内

治疗青春期女性崩漏，将 120 例崩漏患者随机均分

膜增生以止血；⑶经后期，治以益气养血、滋肾收

为对照组、治疗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予：⑴补血治

[4]

敛；⑷经间期，治以滋肾养阴，同时兼补肾气 。
[5]

经验方治疗

柴华等[8]采用滋肾益阴固冲汤

疗：口服琥珀酸亚铁片及维生素 C 片；⑵防止感

张良英 则将本病分为出血期和血止后两期。张氏

染：口服头孢呋辛酯片；⑶止血治疗：口服妈富隆

认为崩漏在出血期的治疗不应见血即止，而应先辨

片，待阴道出血停止后药量减半，连续服药 21 d。

明疾病发展到何种阶段再决定采用止法或通法。此

⑷积极营养支持。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

外，张氏认为治疗崩漏的关键即在于血止后的调

自拟滋肾益阴固冲汤。若早期出血量较多，可加益

理。此时可根据患者不同年龄阶段加以治疗，如青

母草、炮姜炭；若后期出血较多，可加何首乌、白

春期患者应以补肾调理月经周期为主，使其能够正

芍。上药每日 1 剂，连服 21 d。结果显示，治疗组

常排卵并防止崩漏复发；育龄期患者则以疏肝理

总有效率为 96.7%，对照组为 81.7%。贺丰杰[9]提出

气、补益脾肾、固经种子为主，使其能够正常排卵

通过类似“药刀”的方式替代宫腔镜子宫内膜祛除

并怀孕；绝经期患者则以防止癌变及预防复发为

术治疗血瘀型崩漏。所谓“药刀”治疗即指凋膜止

主，因此应以益气健脾、养血调血为主。

崩乳膏宫腔靶向给药。凋膜止崩乳膏主要由鸦胆子

1.3 专方及基础方加减治疗

油、莪术油、元胡生物碱 3 种有效成分组成，其中
[6]

郑怡真等 将 62 例绝经过渡期

鸦胆子祛腐生肌、活血化瘀之力强大，是为君药；

崩漏患者分为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 32 例。对照组

莪术为破血化瘀之要药，为臣药；元胡佐以理气活

口服炔诺酮片，每次 5 mg，每日 3 次。待阴道出血

血、化瘀止痛，为佐药。药物采用乳膏剂型，每日

停止后，每隔 3 d 减 1/3 药量，逐渐减至 2.5 mg，每

向宫腔注入 3 mL，分 2 次注入，3 日给药 1 次，给

日 1 次。至阴道出血停止满 20 d 停药，待下次月经

药后常规观察 1 日。患者药后 1 d，腹痛感消失；药

来潮后第 14 天开始口服地屈孕酮片，每次 10 mg，

后 3 d，经止；药后 1 月，血红蛋白含量及子宫内膜

每日 2 次，连服 10 d，连续用药 3 个月经周期。治

厚度均恢复至正常范围以内。

疗组口服固冲汤加减，每日 1 剂，水煎早晚分服。

1.3.3

腰膝酸软者，加菟丝子、杜仲炭；潮热盗汗、五心

加减治疗崩漏 138 例。基础方：仙鹤草 15g，牡蛎

烦热者，加龟甲、女贞子、墨旱莲；血热者，加生

（先煎）30 g，山药 15 g，海螵蛸 15 g，茜草 5 g，

地黄、地榆炭；血虚者，加阿胶（烊化）；经血紫

生蒲黄（布包）10 g，牡丹皮 10 g。出血鲜红热甚

黯夹血块、舌质黯红或有瘀点者，加三七、益母草。

者加生地黄（炭）、墨旱莲、藕节、炒侧柏叶；湿

月经期上方加减服药。血止后人工调理月经周期：在

热甚者，加黄柏、薏苡仁、土茯苓、白茅根；气虚

月经第五天或崩漏停止后，在原方基础上去收涩

者加黄芪、党参、白术；血虚者加阿胶（烊化）、

药，加熟地黄、枸杞子、制何首乌、山药，以达滋

白芍；肾虚腰痛者加熟地黄、川续断、桑寄生；肝

阴补肾之效，连服 5～10 剂；排卵期则在原方基础

郁者加柴胡、郁金、百合等；腹痛者加川楝子、延

之上去收敛固涩之品，加菟丝子、杜仲、枳壳、路

胡索；出血伴有异味者，可加蒲公英、白花蛇舌

路通，连服 5 剂。连续服药 3 个月经周期。结果显

草、败酱草；出血量多者适量加入五倍子、金樱

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7.5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子；血块多者加三七粉（冲）、五灵脂。每日 1

1.3.1

名方治疗

[7]

73.33%。邱嘉菡等 将 92 例脾虚型无排卵型功能失

基础方治疗

陈建红等[10]以清热化瘀塞流方

剂，水煎服，4 剂为 1 个疗程。结果显示，显效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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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效 39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为 92.7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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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34 例，给予常规西药治疗；观察

认为崩漏常见证型是肾阴亏虚型，自创滋阴

组 34 例，采用温针灸治疗。对照组：⑴雌激素水平

补肾止血方：熟地黄 20 g，山药 20 g，桑寄生 15 g，

低下者，口服己烯雌酚片，每次 2 mg，每日 2 次，

山茱萸 8 g，制龟甲 6 g，白茅根 30 g，地榆炭 10 g，

待出血症状明显缓解后减量并延长给药间隔时间，

侧柏炭 10 g，炒白术 10 g。阴虚火旺者，加知母、

至维持量每日 1～2 mg；⑵雌激素水平偏高者，口

黄柏各 5 g；腰酸明显者，加女贞子、墨旱莲各 15 g；

服甲基睾丸素片，每次 10 mg，每日 3 次；⑶孕激

盗汗者，加浮小麦 30 g，瘪桃干 15 g；夜寐差者，

素不足者，肌注黄体酮，每日 1 次，每次 10 mg。

加首乌藤 30g，煅牡蛎 20 g。每日 1 剂，3～7 d 为 1

观察组采用温针灸法治疗，取穴：主穴太溪、气

个疗程。共治疗崩漏 55 例，总有效率 96.4%。

海、石门、肾俞、子宫、三阴交；配穴：色淡者加

2 以针灸为主的治疗

脾俞、足三里、交信、归来、关元、大赫；有瘀块

杨脂

者加肝俞、血海、地机、太冲；具体操作：快刺缓

2.1 单一治疗
[12]

提出将崩漏分为

进，得气后将预先准备好的艾叶附于针柄上行温针

4 型，辨证施针。⑴血热型，治以清热泻火、固冲

灸，每次灸 2 壮后起针，每日 1 次，10 d 为 1 个疗

止血。取穴：隐白（双）、三阴交（双）、足三里

程。结果显示，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7.6%，观察组

（双）、曲池（双）、百会；具体操作：平补平

总有效率为 85.3%。

泻，留针 30 min。⑵血瘀型，治以活血化瘀、固摄

2.2 综合治疗

冲任。取穴：双侧合谷、三阴交、足三里、次髎、

2.2.1

血海；具体操作：平补平泻，留针刺激 30 min。⑶脾

固本止崩汤治疗崩漏 17 例。针灸取穴：隐白、三阴

虚型，治以健脾益气、固冲止血。取穴：足三里、

交、气海、肾俞、肝俞、脾俞、中极、太冲穴；具

气海。⑷肾阴亏虚型，治以滋阴清热、养血止血。

体操作：于双侧隐白穴施针，留针 30 min，肾俞、

取双侧太溪、三阴交、足三里、次髎、百会；具体

肝俞、脾俞用热补手法留针 20 min，采用艾条对准

操作：平补平泻，留针 30 min；⑸肾阳不足型，治

穴位灸 20 min，隔日针灸１次，同时联合服用固本

以补益脾肾，调冲摄血。取双侧足三里、肾俞。全

止崩汤，每日 1 剂，连续治疗 2 个月。结果显示，

2.1.1

单一针刺治疗

姜红伟等

[13]

以针刺为主的疗法

顾海燕[16]采用针刺联合

将 60 例绝经前崩漏患者均分为对照组和治疗

观察组总有效率 94.18%，对照组总有效率 76.47%。

组。对照组口服葆宫止血颗粒，每日 2 次，每次 1 袋，

李莉[17]采用以断红穴为主的针刺疗法联合艾灸疗法

行经后开始服用，10 d 为 1 个疗程，连续服用 2 个

治疗崩漏 20 例。采用先针后灸的方法，先针刺经外

月经周期。治疗组取穴：主穴肓俞、气海、关元、

奇穴断红穴，留针 20 min 后起针，将艾条点燃，于

曲骨、横骨；兼实证，血热取大都穴，血瘀取血

断红穴行雀啄灸法，10～15 min 最佳。配穴：隐白、

海；兼虚证，脾气虚取隐白，肾阴虚取复溜、照

足三里、三阴交。于隐白行直接灸，每次灸 30 min；

海，肾阳虚取申脉、昆仑。具体操作：平补平泻，

于足三里、三阴交处行间接灸，每次 30 min。结果

留针 30 min，每隔 10 min 行针 1 次，每日 1 次。

显示，20 例患者中，15 例治愈，2 例显效，2 例好

10 次为 1 个疗程，停针 2 日，再继续下 1 个疗程。

转，1 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95.0%。汤茜[18]将 63 例

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结果显示，对照组总有效率

崩漏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31 例）、治疗组（32

为 83.33%，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33%。

例）。对照组给予单纯体针针刺治疗，治疗组给予

松浩

2.1.2

单一艾灸治疗

陈志娟等

[14]

采用灸法，以隐

体针针刺配合腰骶部刺络放血治疗。结果显示，治

白穴为主穴，根据不同的证型选择其他配穴。血热

疗组痊愈 4 例，显效 19 例，总有效率为 87.5%；对

者兼取血海；肝肾阴虚者兼取内关等；脾气虚弱者

照组痊愈 2 例，显效 10 例，总有效率为 80.6%。

兼取三阴交、足三里；脾肾阳虚者兼取涌泉。具体

2.2.2

操作：点燃艾条，于双侧隐白施温和灸 15～30 min，

合耳穴疗法治愈 1 例脾肾阳虚夹血瘀型崩漏。具体

出血期，每日 3～4 次，为确保疗效，待出血停止后

操作：艾灸隐白；针刺中脘、内关、三阴交、足三

再灸 1～2 d。共治疗 28 例，结果痊愈 18 例，有效

里、百会。耳穴取卵巢、肾、内分泌、子宫、皮质

9 例，无效 1 例，总效率为 97%。

下、脾。每次取穴 2～3 个，给予中等刺激，每日 1

2.1.3

单一温针灸治疗

张丽文

[15]

将 68 例崩漏患

以耳穴为主的疗法

李淑云通过采用针灸结

次，每次留针 20～30 min。1 d 后可见阴道出血明显

减少，6 d 后阴道出血停止，继续针灸调理 10 d，未
见复发

[19]

。宫润莲

[20]

采用耳穴贴压配合艾灸疗法治

疗崩漏 260 例。⑴耳穴：主穴子宫、脾、内分泌、
卵巢、肾上腺；配穴肾、肝、神门。取穴消毒后，

[3] 韩秀林.《傅青主女科》崩漏辨治规律及验方举隅[J].河北中医,
2014,36(8):1173-1174.
[4] 袁芬.王加维治疗崩漏的经验[J].湖北中医杂志,2014,36(12):2425.

将王不留行籽固定于所选单侧耳穴上，每日按压

[5] 姜丽娟,张良英.国家级名医 张良英教授 诊治 妇科疾病学 术经 验

2～3 次，每个穴位每次按压 50 次，2 日更换 1 次，

(十一)——崩漏诊治[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5,13(5):32-

5 次为 1 个疗程。⑵艾灸：主穴包括子宫、三阴

33.

交、气海；配穴：有瘀块者加气海、肝俞、足三
里、关元。每穴灸 5 壮，每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

[6] 郑怡真,卢丽芬.固冲汤加减治疗脾虚型绝经过渡期崩漏 32 例临床观
察[J].福建中医药,2015,46(3):4-5.

程，2 个疗程间休息 3 d。结果显示，1～3 个疗程

[7] 邱嘉菡,袁烁,曾诚.固本止崩汤治疗脾虚型无排卵型功能失调性子宫

后，213 例治愈，35 例好转，12 例无效，总有效率

出血与安宫黄体酮等效性随机平行对照研究[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为 95.38%。

2015,29(9):23-25.

2.2.3

以中药为主的疗法

张红梅

[21]

采用耳穴贴敷

配合中药治疗 80 例崩漏。取耳穴：内生殖器、卵
巢、肾。操作方法：取穴消毒后，将王不留行籽贴
压所选穴位处，每日按压 3 次，每次 15 min，10 d
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3 个疗程，经期停止治疗。
中药治疗分急性出性期和血止后两期，根据“急则
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则，在急性出血期，主
要采取止血措施；血止后，则采用人工中药调周疗
法。急性期采用阿胶、地榆炭、杜仲炭、棕榈炭等
补血止血之品，血止后分为经后期（卵泡期）、经

[8] 柴华,周夏.滋肾益阴固冲汤治疗青春期女性崩漏 120 例临床疗效分
析[J].中医药导报,2015,21(3):76-78.
[9] 严谨,贺丰杰.贺丰杰教授治疗血瘀型崩漏经验[J].现代中医药,
2014,34(5):6-8.
[10] 陈建红,郑鲤榕.清热化瘀塞流方加减治疗崩漏 138 例[J].光明中
医,2015,30(4):766-768.
[11] 杨脂.自拟滋阴补肾止血方治疗崩漏 55 例[J].中国中医药科技,
2015,22(3):323.
[12] 姜红伟,谈伟伟.辨证施护崩漏 21 例体会[J].中国中医药现远程教
育,2014,12(8):128-129.

间期（排卵期）、经前期（黄体期）三期进行中药

[13] 全松浩.针刺治疗崩漏的临床研究[D].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2012.

人工周期调经。根据每期生理情况不同选择相应中

[14] 陈志娟,王芳,禚丽梅.艾灸隐白穴治疗崩漏的护理体会[J].内蒙古

药。1 个月经周期即为 1 个疗程，连服 3 个疗程，
经期停服。结果显示，80 例患者中，75 例痊愈，4
例好转，1 例无效，总有效率 98.75%。
3 结语

[15] 张丽文.温针灸治疗崩漏 68 例疗效观察[J].经验交流,2015(3):
164.
[16] 顾海燕.观察针灸联合固本止崩汤治疗女性崩漏的临床效果[J].大

随着人们生活和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崩漏的
发病率正在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现代医学主要通过
激素类药物如左炔诺孕酮宫内释放系统及诊断性刮
宫术等治疗，临床疗效虽确切，但患者耐受性不
同，易于复发

中医药,2013,32(23):153.

[22]

。此外，长期服用西药易导致内分

泌紊乱，机体功能衰退。而中医药治疗崩漏则具有
疗效好、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复发率低等优
势，采用传统疗法能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及优
势，但目前尚缺少完整的量效标准，无法制定统一
的治疗标准，应进一步结合并发挥中西医双方的优
势，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疗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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