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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近30余年针灸治疗崩漏的文献进行研究，以探究其穴位经络应用规律，为临床针灸治疗

崩漏提供参考。方法：以检索到的针灸为主要手段治疗崩漏的临床研究文献为考察对象，采用频数统计及聚类

分析等数据挖掘方法，对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的针灸方法、所选经络腧穴及取穴规律进行研究。结果：共有65篇

文献纳入研究，常用针灸方法以针刺、艾灸、耳穴为最多，常用经络有足太阴脾经、任脉、足太阳膀胱经、耳穴

等。所选穴位多与肝脾肾有关且多为交会穴，耳穴选穴多辨病辩证相结合。常用穴位聚类分析后聚为四类。

结论：本研究通过对针灸治疗崩漏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现代临床针灸治疗崩漏以针刺为主，重视肝脾肾，

配穴往往健脾，补肾、补气血、疏肝为治疗大法。这些选穴、配穴规律对指导临床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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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漏，是非行经期间阴道出血的总称，是中医病

名。西医中的无排卵性功能性子宫出血、女性生殖器

验证、肿瘤等所出现的阴道出血，也属于崩漏范畴。崩

漏是月经的周期、经期、经量发生严重失常的病证，其

发病急骤，暴下如注，大量出血者为“崩”；病势缓，出血

量少，淋漓不绝者为“漏”。崩与漏虽出血情况不同，但

在发病过程中两者常互相转化，如崩血量渐少，可能转

化为漏，漏势发展又可能变为崩，故临床多以崩漏并

称。常见并发症有贫血、虚脱、病邪感染等。崩漏可发

生在月经初潮后至绝经的任何年龄，足以影响生育，危

害健康，属妇科常见病，也是疑难急重病证。

历代中医妇科文献记载了很多关于崩漏的病因研

究，而冲任受损被认为是其主要原因。冲为血海，任主

胞胎，为肝肾所主。五脏之中心主血，肝藏血，气为血

帅，肺主一身之气，妇科出血之原因与五脏、冲任、气血

均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治疗崩漏不能见血止血，必须

究其根由，详析病机，辩证施治。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

总称，是“内病外治”的一种医术，以通经脉、调气血，使

阴阳归于平衡，脏腑功能趋于调和，从而达到治疗疾病

的目的。本文以近 30多年来针灸治疗崩漏的文献为

研究对象，通过数据挖掘的分析方法探索其中穴位经

络的应用规律，为中医针灸治疗崩漏提供经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检索1980-2017年万方数据库、知网数据库、维普

数据库中所有针灸治疗崩漏的文献。

1.2 方法

1.2.1 检索策略

（1）知网数据库:崩漏【in 篇名】or功血【in 篇名】or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in 篇名】and 针灸【in 摘要】or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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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in 摘要】or灸【in 摘要】or耳穴【in 摘要】or耳针【in
摘要】。

（2）维普和万方数据库:崩漏【in 题名或关键词】or
功血【in 题名或关键词】or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in 题

名或关键词】）and针灸【in文摘】or针刺【in文摘】or灸
【in文摘】or耳穴【in文摘】or耳针【in文摘】。

1.2.2 纳入标准

①以针灸为主要治疗手段的临床研究文献；②病

例的纳入标准及疾病的诊断标准为临床普遍公认标

准；③文章中必须有具体治疗穴位。

1.2.3 排除标准

①排除综述、个案报道、单纯动物实验研究、纯理

论探讨文章；②文章中无具体治疗穴位；③文章中设

计或结论明显不符合临床实际；④查证属于重复发表

文献。

1.2.4 资料提取与文献质量评价

按照检索式检索出所有的文献 170余篇，由两名

从事妇科临床主治以上职称医师分别阅读所有文献全

文，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并核对，两人存在分

歧时，交由课题组组长讨论协商一致后确定，最后确定

纳入共计65篇文章。

1.2.5 分析和统计学处理

①录入符合筛选条件的文献中所用穴位，所有穴

位名称根据《针灸学》第 7版进行规范；②录入文献的

杂志名称、作者、文献名称、发表年限等一般资料，穴位

录入格式为：有穴位录为“1”，无穴位录为“0”，录入文

献采用双人录入，交叉核对以避免差错；③数据用

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④聚类分析采用分层聚

类，其中穴位根据Excel表计算出频次，并将使用频率

大于 15%的穴位做为变量，采用系统聚类中的Q型聚

类，个体距离采用平方欧式距离和使用平均连接（组

内）分析，并用树状图显示结果。

2 结果

2.1 针灸治疗崩漏经络腧穴使用频次分析

对所纳入的 65篇临床针灸治疗崩漏文献中选用

的穴位及其归经列于表 1中，并对其使用频次及使用

比例进行了总结。

由表 1可见在针灸治疗崩漏的临床实践中，选用

的腧穴主要分布在八条正经经脉及奇经八脉上。脾

经、任脉和膀胱经腧穴依次为使用频率最高经脉。分

别为：88（22%），56（14%），48（12%）。耳穴的使用频率

表1 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经络腧穴及使用频次

项目

足太阴脾经

任脉

足太阳膀胱经

足阳明胃经

足厥阴肝经

督脉

经外奇穴

手阳明大肠经

手厥阴心包经

足少阴肾经

足少阳胆经

耳穴

使用频次

主穴

68
45
28
19
16
16
5
3
5
4
0

67

配穴

20
11
20
12
9
5
3
0
4
8
3

29

总频次

88
56
48
31
25
21
8
3
9

12
3

96

占比/%
主穴

77.27
80.36
58.33
61.29
64.00
76.19
62.50

100.00
55.56
33.33
0.00

69.79

配穴

22.73
19.64
41.67
38.71
36.00
23.81
37.50
0.00

44.44
66.67

100.00
30.21

总占比

22.00
14.00
12.00
7.75
6.25
5.25
2.00
0.75
2.25
3.00
0.75

24.00
表2 常用经络主要使用穴位情况及百分比

常用经络

足太阴脾经

任脉

足太阳膀胱经

足阳明胃经

督脉

足厥阴肝经

耳穴

腧穴

三阴交

隐白

血海

关元

气海

中极

肾俞

脾俞

足三里

百会

太冲

子宫

内分泌

卵巢

脾

肾

描述

三经交会

井穴

小肠募穴 脾肝肾交会穴

肓之原穴

膀胱募穴 脾肝肾交会穴

肾背腧穴

脾背腧穴

合穴，胃下合穴

膀胱交汇

输穴 原穴

频次

38
29
13
24
13
10
18
9

21
10
14
9
9
7
7
7

占比/%
40.42
30.85
13.83
43
23.21
17.56
37.5
18.75
67.74
47.62
73.68
13.43
13.43
10.45
10.45
10.45

表3 使用不同针灸方法治疗崩漏情况

针灸方法

针刺

艾灸

耳针

电针

穴位注射

温针

皮肤针

梅花针

头针

眼针

总计

总频次/篇次

29
14
12
2
2
1
1
1
1
1

64

总频次所占百分比/%
45.16
22.58
19.35
3.23
3.23
1.61
1.61
1.61
1.61
1.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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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高共计96（24%）。

2.2 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经络的主要穴位

对文献中报道的针灸治疗崩漏常用腧穴进行分

析，并将结果列于表 2。由表 2可见，足太阴脾经常用

穴位：三阴交、隐白、血海；任脉常用穴位：关元、气海、

中极；足太阳膀胱经常用穴位：肾俞、脾俞；足阳明胃经

常用穴位：足三里；督脉常用穴位：百会；足厥阴肝经常

用穴位：太冲；耳穴：子宫、内分泌、卵巢、脾、肾。

2.3 临床针灸治疗崩漏的针灸方法

对文献中报道的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的针灸方法进

行分析，并将结果列于表3中。由表3可见临床治疗崩

漏目前采用的方法有针刺、艾灸、耳针、皮肤针、梅花

针、头针、眼针。频率较高的前三位为依次为针刺、艾

灸、耳针。总频次所占百分比为针刺（45.16%）、艾灸

（22.58%）、耳针（19.35%）。

2.4 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穴位的聚类分析

对文献中报道的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的针灸穴位进

行分析，并以树状图的形式显示结果见图1。根据图1
的树状图可见，常用穴位聚类分析后聚为四类。第一

类：关元、足三里；第二类：三阴交、隐白；第三类：肾俞、

气海、血海、太冲、内分泌（耳穴）子宫（耳穴）；第四类：

中极、太溪、脾俞、脾（耳穴）、肾（耳穴）卵巢（耳穴）。

3 讨论

3.1 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经络

通过对 64篇中医针灸治疗崩漏的文献进行分析

可知，治疗崩漏常用经络足太阴脾经、任脉、足太阳膀

胱经、耳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云:“妇人童幼，

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夭癸即行，皆从厥阴论之；天

癸既绝，乃属太阴经也”，纵观古医书籍中有关治疗妇

科疾病常用经穴多以肝脾肾及奇经穴为多[1]。而崩漏

的发生往往都是青春期及围绝经期发生为主，也就是

天癸未行到将行及将绝的转折之时。因此从少阴及太

阴论治较多。本研究发现崩漏治疗取穴与太阴脾经关

系最为密切，足少阴肾经相对取穴不多仅占3%。任脉

起于胞中，属于奇经八脉，奇经八脉对与十二正经来说

有着调节、蓄积其气血的功能 [2]，任主胞胎，与女性的

月经关系尤为密切,因此对崩漏有着很好的治疗作

用。在本研究中任脉取穴频率仅次于脾经。而经外奇

穴在现代针灸治疗崩漏中并不多见，仅占 2%，这和古

籍中的记载不完全相同[3]。

3.2 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经络所选穴位的特点

①多和肝脾肾有关：从脾经选穴所占比例最高，而

脾经选穴三阴交、任脉选穴关元穴、中极穴这三个穴位

都为肝脾肾交会穴。膀胱经和耳穴所选穴位为脾肾两

脏对应穴位，这些穴位都和肝脾肾密切相关。②所选

穴位多为交会穴：脾经、任脉、督脉所选穴位都有交汇

穴，交会穴所处经脉交会之处，经气旺盛是各经气血沟

通之处，主治范围广，治疗效果好[4]。③耳穴选穴辨病

辩证结合：辨病取穴子宫、卵巢、内分泌，刺激这些穴位

能通过神经和体液双向调节其对应的组织器官，使其

功能活动发生变化，最终使胞宫恢复正常生理功能，促

进卵巢排卵功能，从而使月经恢复正常周期[5,6]。

3.3 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的针灸方法

治疗崩漏目前采用的方法以针刺、艾灸、耳针为

主。其他还有穴位注射、皮肤针、梅花针、头针、眼针

等，虽然临床有应用，但为数很少。古代医籍中记载孙

思邈治疗崩漏采用灸法多于针刺，孙氏 [7]认为崩漏的

病因病机虽然多样，但因是出血性疾病，往往会损伤气

血，所以灸法更适宜。这一点和本研究发现的现代临

床实践不相同，在我们的研究中针灸治疗崩漏仍以针

刺最为多见，有研究[8]显示针刺能调整女性激素紊乱，

促进排卵从而治疗无排卵性功能性出血，其内在机理

可能与针灸能改善卵巢相关因子表达及其内在环境有

关 [9,10]。艾灸的使用仅次于针刺，艾草本身性苦辛温，

善通十二经，暖子宫，理气血。艾灸是利用燃烧艾条或

艾柱产生的热力药力刺激穴位，促进局部气血运行，疏

通经络，达到调节脏腑机能的效果。“凡病药之不及，针

图1 针灸治疗崩漏常用针灸穴位的聚类分析

1221



2017 第十九卷 第七期 ★Vol. 19 No.7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之不到，必须灸之”。《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载:“十二

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可见

耳部通过经脉与全身脏腑经络产生内在的直接或间接

联系，有研究认为耳穴在外界刺激后会形成穴位电差，

并且形成的通道具有若干分枝，呈网状遍布全身 [10]。

因此在耳部以毫针或者王不留行刺激对应穴位治疗相

应疾病。艾灸和耳穴亦有简、廉、便、效的优点，便于临

床推广和实践。因此艾灸和耳穴治疗崩漏临床应用较

多仅次于针刺。

3.4 聚类分析针灸治疗崩漏的取穴规律

3.4.1 多循脾经取穴

针灸治疗崩漏常用穴位通过聚类分析可知，三阴

交、隐白聚为一类，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穴位，均

为脾经取穴，脾经为治疗崩漏最常见使用经络，隐白为

足太阴脾经起始穴，脾经经气所发之，脾为统血之脏，

隐白穴灸法应用多为针刺，灸此穴多有健脾统血作用，

《医纲目》亦云“妇人下血不止,取隐白五分灸之”，历代

医家也多用此穴治疗出血症。现代研究认为，灸此穴

可以使血小板凝聚性有所改善[11]。还有研究发现，艾

灸隐白能对崩漏患者有良好的近期止血效果[12]。三阴

交为足部三条阴经肝脾肾三条经脉交会穴，因此对肝

脾肾三脏腑的经气都有调节作用，具有健脾利湿、补肝

益肾、养血安神、调经等功效，是治疗妇科出血性疾病

的重要穴位。三阴交配合隐白穴，体现了崩漏最基本

的治法即补脾肾益气、养血止血调经。

3.4.2 上下配穴

聚类分析显示关元、足三里聚为一类。关元为腹

部局部近处取穴，足三里为下部远处取穴。关元所属

任脉和足三里所属足阳明胃经都行走于腹部子宫所处

位置。关元穴，关即关藏，元指人之本元，意指藏男子

之精，蓄女子之血。关元穴为任脉与足少阴肾经交会

之处，可益肾固本、理气回阳。有研究[13]显示针刺关元

穴可能通过调节中枢阿片肽活动力，兴奋下丘脑垂体

系统，从而改善患者的排卵功能，使月经按时而行。足

三里补益气血、健脾胃，使后天气血生化有源，针刺足

三里能改善血液循环异常[14]。关元，足三里皆为保健

要穴，具有强身壮体等作用。三焦气血生化之穴，关元

穴与多气多血之经合穴，并与足三里两穴配合，反映出

大多数现代医家临床针灸治疗崩漏都很注重调理补益

气血。

3.4.3 辨证选穴

耳穴多和针刺艾灸配合辩证选穴，在第三、第四聚

类中均有耳穴。第四类脾俞、中极、太溪、耳穴（脾、肾、

卵巢）聚为一类。中极属任脉，任脉为阴脉之海，太溪，

足少阴肾经腧穴，原穴，滋肾水调理冲任。配合耳穴

（脾、肾、卵巢），脾俞，方义为补肾阴健脾、调理冲任。

第三类血海、肾俞、太冲、耳穴（子宫、内分泌）聚为一

类。血海为脾经取穴、气海任脉取穴，两穴配合理气、

活血、补血之效，肾俞，补肾，太冲疏肝理气。第四类穴

位共奏补肾活血，舒肝理气之效。

4 小结

本文针对近 30多年来针灸治疗崩漏的文献进行

研究考察，通过数据挖掘方法分析总结其中穴位经

络的应用规律。研究结果显示，现代临床针灸治疗

崩漏重视肝脾肾，以针刺为主，艾灸和耳穴使用频率

也较高。针灸的配穴往往健脾、补肾、补气血、疏肝

为治疗大法，根据辩证也常配合活血祛瘀。这和众

多医家对崩漏的病因病机认识一致 [15]，选穴多选脾

经、任脉为主穴结合辨证达到冲任调畅，使月经按时

而行。这些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医针灸治疗崩漏提供

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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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Analysis on Acupoint Selection Law for Treating Metrorrhagia and Metrostaxis Using

Different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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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review literatures on the treatment of metrorrhagia and metrostaxis using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recent 30 years. Database retrieval on literatures using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for treating
metrorrhagia and metrostaxis was carried out.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cluster analysis
were employed in terms of frequently used medians, acupoints and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a total of
65 article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frequently used methods were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nd auricular
acupuncture. The frequently used meridians were the Spleen Meridian of Foot-Taiyin, the Ren meridian, the Bladder
Meridians of Foot- Taiyang, and the auricular acupoints. The frequently used acupoints were related with the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Most acupoints were the meeting acupoints. Selections of auricular acupoints were relat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frequently used acupoints were clustered into
four groups. Different group reflected different acupoint selection laws. Group 1, such as SP- 6 (Sanyinjiao) and SP1
(Yinbai), circling along the Spleen Meridian, had effect on tonifying the spleen and kidney, nourishing blood, preventing
bleeding and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Group 2, such as RN-4 (Guanyuan) and ST-36 (Zusanli), in the upper and lower
positions, were used for nourishing qi and blood. Group 3 and group 4 were mostly auricular acupoint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Group 3 had the effect on notifying kidney yin, reinforcing the
spleen, regulating Chong and Ren meridian. Group 4 played a role in tonifying the kidney, activating blood, and soothing
liver qi.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study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iteratures on the treatment of metrorrhagia and
metrostaxis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 had inspirational effect on clinical treatment in terms of acupoint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Keywords: Metrorrhagia and metrostaxis, literature researc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cupoint, meridian

（责任编辑：张 静，责任译审：王 晶）

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