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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与中药结合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脂
代谢水平和高雄血症的影响分析＊

杨改红＊＊，杨志军 1,2＊＊

（邯郸明仁医院 邯郸 056006）

摘 要：目的：探讨针刺联合中药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脂代谢、高雄血症发生率的影响及其治疗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3月-2016年8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85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其治

疗方式分为中药治疗组和针刺联合中药治疗组。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激素水平、高雄血症发生率

和临床症状积分的差别。结果：针刺联合中药组患者高雄血症发生率为2.22%，明显低于中药组（Χ2值=7.070，
P=0.008）；两组患者治疗前血脂水平无差别，治疗后，针刺联合中药治疗组TC、LDL-C和TG水平明显低于中药

组，而HDL-C水平高于中药组（t=1.817、-3.627、2.554、2.226，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激素水平无差别，治疗

后，针刺联合中药组明显低于中药组；治疗前，两组患者中医症状积分无差别，治疗后，针刺联合中药组症状积

分明显低于中药组。结论：针刺联合中药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血脂水平，

降低高雄血症发生率，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针刺 多囊卵巢综合征 高雄血症 血脂 中药联合

doi：10.11842/wst.2017.08.012 中图分类号：R33 文献标识码：A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
是妇科常见病，其发病率约占育龄妇女的5-10%，占无

排卵性不孕的50-70%，以闭经、肥胖、痤疮、月经稀发

为主要临床病症，对育龄期女性排卵造成影响，病情严

重者会导致不孕不育[1]。临床发现，65-85%的高雄血

症患者为PCOS，由卵巢局部与循环雄激素水平升高所

致[2]。桂枝茯苓丸作为中药制剂，具有活血化瘀、消癥

散积作用，能够稳定病情发展，缓解临床病症，但单独

使用的远期疗效有限。针刺疗法，采用中医理、法、方、

穴的治疗思路，穿刺相对应穴位，发挥疏经通络、调节

脏腑之作用，调整患者机体内分泌平衡，促进卵巢功能

恢复。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 95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

者分别采用单纯中药治疗与联合针刺治疗，并对比分

析其血脂水平、激素水平、高雄血症发生率和临床症状

积分等状况，为临床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3月-2016年 8月在我院接受

治疗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

（1）年龄≥18周岁；（2）符合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诊断标

准[3]；（3）无其他系统严重疾病。排除标准：（1）合并其

他生殖系统疾病；（2）双侧输卵管阻塞或手术切除子宫

或附件者；（3）合并内分泌系统疾病者。根据纳入排除

标准共纳入病例数85例，其中中药治疗组40例，年龄

25-45岁，平均35.62±2.24岁；针刺联合中药治疗组45
例，年龄24-43岁，平均35.59±2.35岁。两组的一般资

料比较无差别，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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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中药治疗组40例患者采用单纯使用中药治疗，口

服桂枝茯苓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51021119，生产

企业：成都九芝堂金鼎药业有限公司）6 g/次，2次/d。
针刺联合中药治疗组 45例患者在中药治疗组基

础上联合针刺，所有患者保持仰卧位，选择关元、三阴

交（双）、太溪（双）、太冲（双）、子宫或卵巢，对其进行常

规消毒，使用一次性不锈钢针1-2寸毫针，依次对不同

穴位入针，每个体位留针 30 min，每 10 min行针 1次，

1次/d。4周为1个疗程，共接受3个疗程治疗。

1.3 评价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激素水平、高雄

血症发生率和临床症状积分的差别。临床症状评分的

评价：采用 0-3分四级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症状越

严重。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录入后，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和计量资料分别采用例和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血脂、激素和临床症状积分的比较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两组患者高雄血症发生率的比较

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高雄血症发生率的比较

针刺联合中药组患者高雄血症发生率为 2.22%，

明显低于中药组（Χ2值=7.070，P=0.008）。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脂水平无差别，治疗后，针刺联

合中药治疗组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
和甘油三酯（TG）水平明显低于中药组，而高密度脂蛋

白（HDL-C）水平高于中药组（t=1.817、-3.627、2.554、
2.226，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激素水平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激素水平无差别，治疗后，针刺联

合中药组患者卵泡刺激素（FSH）、促黄体生成素

（LH）、雌二醇（E2）和睾酮（T）水平明显低于中药组。

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积分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中医症状积分无差别，治疗后，

针刺联合中药组月经周期、头晕乏力和腰膝酸痛等症

状积分明显低于中药组。见表4。
3 讨论

3.1 背景研究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临床常见的妇科内分泌疾病，

常发于育龄期女性，其病理基础为雄激素异常增高、卵

巢多囊性改变，患者的临床表现多样，病因较为复杂，

表1 两组患者高雄血症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中药组

针刺联合中药组

Χ2值

P值

例数

40
45

发生

8
1

发生率

20.00%
2.22%
7.070
0.008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组别

中药治疗组

针刺联合中药治疗组

t值

P值

TC/mmol ⋅ L-1

治疗前

6.23±1.14
6.24±0.98
-0.043
0.483

治疗后

5.57±1.21
5.06±1.36

1.817
0.036

HDL-C/mmol ⋅ L-1

治疗前

0.78±0.09
0.77±0.08

0.542
0.295

治疗后

1.03±0.14
1.25±0.36
-3.627
<0.001

LDL-C/mmol ⋅ L-1

治疗前

3.65±1.06
3.66±1.23
-0.040
0.484

治疗后

3.23±1.14
2.64±0.99

2.554
0.006

TG/mmol ⋅ L-1

治疗前

2.18±0.87
2.17±0.69

0.059
0.477

治疗后

1.85±0.67
1.48±0.84

2.226
0.01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激素水平的比较

组别

中药组

针刺联合中药组

t值

P值

FSH/pmol ⋅ L-1

治疗前

5.38±1.25
5.35±1.11

0.117
0.453

治疗后

4.95±1.06
4.13±1.14

3.421
<0.001

LH/pmol ⋅ L-1

治疗前

8.17±1.35
8.18±1.47
-0.033
0.487

治疗后

7.42±1.32
5.11±1.18

8.520
<0.001

E2/pmol ⋅ L-1

治疗前

68.54±5.72
68.57±6.23
-0.023
0.491

治疗后

51.25±6.02
47.68±5.87

2.765
0.004

Tnmol ⋅ L-1

治疗前

78.15±6.98
78.12±6.02

0.021
0.492

治疗后

70.22±5.89
62.35±5.52

6.35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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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治疗较为困难，已成为妇科、内分泌领域共同关注

的问题[4]。PCOS重要的内分泌特征为高雄激素血症，

雄激素增多所致下丘脑-垂体-促性腺激素轴功能紊

乱，同时增高的胰腺素刺激黄体生成激素（LH）增高，

增高的 LH又促进卵巢与肾上腺分泌过量雄激素，形

成恶性循环 [5]。中医认为 PCOS属于“崩漏”、“闭经”、

“肥胖”、“痤疮”等范畴，脾肾阳虚、冲任血虚、痰湿内

停、痰瘀互结，胞宫失于濡养则经血减少[6]。桂枝茯苓

丸作为《金匮要略》中的经方与验方，其主要成分为桂

枝、茯苓、丹皮、桃仁、白芍、蜂蜜，具有活血化瘀、消癓

散积之功效 [7]。现代药理学分析，桂枝茯苓丸能够增

加外周血流量，抑制血小板聚集，调节性激素分泌，促

进淤血、炎症吸收，改善病灶周围血氧供氧，调整患者

机体内分泌平衡 [8-9]。但临床发现单独使用桂枝茯苓

丸的治疗时间较长，远期疗效有限[10]，因此，本研究在

此基础上联合针刺疗法，以提高其临床疗效。

3.2 对比两组患者的高雄血症发生率、临床症状积分

针刺作为非特异性刺激，主要作用于多囊卵巢综

合征患者的体表穴位，关元穴作为任脉要穴，是足三阴

经与任脉的交会穴，具有培肾固本、补益精血之功效；

三阴交是足太阴脾经血，同时也是足三阴经交会穴，具

有疏通肝、脾、肾三经经气的作用；太溪作为足少阴肾

经的原穴，发挥补肾益气培元之作用；太冲是足厥阴肝

经的原穴，疏肝理气、活血通经，针刺诸穴，共奏调和肝

脾肾三脏、通调冲任之功效[11-12]。

文献指出 [13-14]，针刺疗法通过刺激患者以上体表

穴位，能够对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分泌功能发挥良

性调作用，改善患者的卵巢功能，调节内分泌激素水

平，促进月经恢复正常。本研究中针刺联合中药组患

者接受治疗后的月经周期、头晕乏力和腰膝酸痛等症

状积分明显低于中药组患者，且针刺联合中药组患者

高雄血症发生率明显低于中药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这提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在中药基础

上联合针刺疗法的疗效优于单纯使用中药，能够有效

缓解机体临床病症，减少高雄血症发生率，恢复卵巢正

常排卵功能，改善月经异常与不孕症状。

3.3 比较两组患者血脂、激素水平

为进一步分析针刺联合中药的治疗效果，本研究

对两组患者的血脂、激素水平进行对比发现，针刺联合

中药治疗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TC、LDL-C和TG水平

明显低于中药组，而HDL-C水平高于中药组，且针刺

联合中药组患者 FSH、LH、E2和 T水平明显低于中药

组，由此得出，针刺联合中药在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

者的血脂、激素水平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其原因可能为

针刺穴位能够有效改善血流动力学，纠正活性氧代谢

紊乱，调节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保持雌/孕激素水

平均衡，改善激素水平、脂质与糖代谢情况，改善性激

素异常水平，保护子宫。

与文献[15]相比，本研究的创新性在于以单纯中药

为对照，通过血脂水平、激素水平、高雄血症发生率和

临床症状积分等多方面证实针刺联合中药的治疗效

果，能够显著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血脂水平，降

低高雄血症发生率，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但对

患者的生活质量、远期复发率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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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Lipid Metabolism and

Hyperandrogenism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Yang Gaihong, Yang Zhijun

(Handan Mingren Hospital, Handan 056006,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on the incidence of lipid metabolism and the incidence of hyperandrogenism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The clinical data of 85 PCOS case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August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re were TCM treatment group and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CM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method. The difference of blood lipid level, hormone level, incidence rate of hyperandrogenism and clinical
symptom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were observ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idence rate of
hyperandrogenism was 2.22% in th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CM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CM
group (x2= 7.070, P = 0.008).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n blood lipid level before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After
treatment, levels of TC, LDL-C and TG of th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C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TCM group; however, level of HDL-C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CM group (t = 1.817, -3.627, 2.554, 2.226, P <
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n hormone levels before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hormone levels of th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C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TCM group.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n
TCM symptom score between both groups. After treatment, the TCM symptom score of th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C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TCM group. It was concluded that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CM
had a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on PCOS. It can improve the blood lipid level of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hyperandrogenism. It had good clinical value.
Keywords: Acupuncture,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hyperandrogenism, blood lipid,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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