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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复旧汤治疗产后恶露不绝 ８０ 例疗效观察
胡晓彦
江山市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浙江 江山 ３２４１００

［摘要］ 目的：探讨产后复旧汤结合西医治疗产后恶露不绝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6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者和对照组，观察
组采用产后复旧汤联合常规西医治疗，对照组仅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比较 2 组临床疗效。结果：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97.50%，对照
组为 88.75%，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产后复旧汤联合西药治疗产后恶露不绝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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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子宫内膜脱落，需要 ３ 周的时间再生，期间残存的
胎膜、坏死的组织等随着血液从阴道流出被称为恶露 ［１］。恶露

莲草 １５ ｇ。每天 １ 剂，水煎，于产后 ２ ｈ 开始服用，连续使用
７ 天。治疗期间严禁食用辛、辣、凉的食物。
２ 组均于产后 １０ 天统计疗效。

一般持续 ３～４ 天，若持续出现 １０ 天以上仍旧不断被称为产
后恶露不绝。产后恶露不绝属于中医学病名，可与西医中晚期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 Ｐ Ｓ 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

产后出血、产后复旧不良互参。恶露持续时间过长会引起贫血
等症状，加大生殖道受病原体侵袭的风险，或引起局部的感染

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等，甚至会继发不孕，对产妇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为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更好地治疗产后恶露不绝，本院采用产后复旧汤结合西医常规

4.1

治疗产后恶露不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结果报道如下。

无异味，量减少；产后 １０ 天内子宫降入骨盆腔。有效：５ ～

１ 临床资料

１０ 天内恶露干净无异味，量较多，不超过既往月经量；产后

［２］

参考文献［３］拟定。治愈：３～４ 天内恶露干净

疗效标准

选择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在本院自然分娩后的产

１０ 天子宫下降到耻骨以上。无效：１０ 天后恶露不绝，颜色鲜

后恶露不绝患者 １６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

红，异味较严重，量较多，多于既往月经量或者出现大量阴道

照组各 ８０ 例。观察组年龄 ２３ ～３７ 岁，平均（２６．８ ±３．４）岁；

出血。

体重 ４５～６２ ｋｇ，平均（５４．８±４．１）ｋｇ。对照组年龄 ２２～３８ 岁，

４．２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１。总有效率观察组为９７．５０％ ，

平均（２７．１±３．７）岁；体重 ４４～６２ ｋｇ，平均（５３．２±４．５）ｋｇ。所

对照组为 ８８．７５％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

有患者均为阴道自然分娩初产妇，无心肝肾血液等基础疾病，
无妊娠综合征及并发症。２ 组患者年龄、体重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给予常规西医治疗，缩宫素 １０ Ｕ 肌肉注射，每

天 ２ 次，连续注射 ５ 天。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产后复旧汤治疗。基本

方：益母草 ３０ ｇ，王不留行 １２ ｇ，当归、黄芪各 １５ ｇ，熟地
黄 １０ ｇ，川芎 ６ ｇ，炙甘草、五灵脂、藕节炭各 ５ ｇ，炒蒲黄

表1
组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无效 总有效率（％）

别

n

治愈

有效

观察组

８０

６４

１４

２

９７．５０

对照组

８０

５８

１３

９

８８．７５

χ２ 值

－

－

－

４．７８３

P值

－

－

－

０．０２９

５ 讨论
产后恶露不绝是中医学范畴，病名首见于张仲景 《金匮要

３ ｇ。加减：瘀久化热，恶露有严重异味加马齿苋、蒲公英、

略》，称之为恶露不尽。临床上本病常称为产后复旧不良，指

紫草各 １０ ｇ；肝郁化热，恶露有红块，胀痛加茜草 １０ ｇ，旱

血性恶露达到 １０ 天或者更长，伴有下腹胀痛、发热、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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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由于流产手术的增多，生活压力增大，产后活动量少，

明，产后复旧汤联合西药治疗产后恶露不绝疗效优于单纯西

性生活过早等原因 ，产后恶露不绝的发生率明显增高。有研

药治疗，值得推广应用。

［４］

究发现，影响产后恶露不绝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分娩方式、巨
大儿、羊水过多、多胎妊娠、胎膜残留、蜕膜脱落不完全、

［参考文献］

产褥感染、子宫肌瘤、贫血等原因都会导致产后恶露不绝的

［１］ 黄益平．产后子宫复旧不全的中医药防治进展［Ｊ］．河南

发生 ［５］。目前现代医学治疗的主要方法以缩宫素和抗生素为
主，但是其治疗效果不一，且伴有一定的副作用。

中医，２０１２，３２（１）：１２４－１２６．
［２］ 李春香．产后复旧汤防治产后子宫复旧不良 １５０ 例临床

中医学认为，产后恶露不绝的发病与机体气虚、血瘀、血
热等病机有关，故补气、活血、清热是其主要临床证治方法。

观察［Ｊ］．江苏中医药，２０１３，４５（４）：４４－４５．
［３］ 笪红英．中西医治疗产后恶露不绝 ６０ 例疗效对比［Ｊ］．

血瘀内阻，血不归经致恶露不绝；产后气虚，摄血减少亦会使
恶露不绝；产时失血过多导致阴虚，热迫冲任，迫血下行而使

河南中医，２００８，２８（４）：４２－４３．
［４］ 沈国英，沈亚芳，华骅．产后复旧汤治疗产后恶露不绝

恶露不绝［６］。产后复旧汤方中益母草性味辛、苦，微寒，具有
活血化瘀、收缩子宫、调经的作用，被誉为 “妇科经产要

１００ 例［Ｊ］．浙江中医杂志，２０１２，４７（１０）：７３２－７３３．
［５］ 项志明，赵慧．产后恶露不绝 ７５６ 例治疗观察［Ｊ］．中国

药”；川芎行气活血；当归补血活血；炒蒲黄、五灵脂、藕
节炭温经止血、止痛化瘀；王不留行活血通经；黄芪健脾益

当代医药，２００９（４）：１４１．
［６］ 庞燕．中西药结合治疗药物流产后恶露不绝疗效观察［Ｊ］．

气；炙甘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诸药共奏虚者补之、热者

山东医药，２００９，４９（２１）：９３．

清之、瘀者化之效，对子宫复旧具有良好的疗效。观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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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内服结合灌肠疗法治疗慢性盆腔炎 ４１ 例疗效观察
朱国平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中药内服结合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82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 41 例。2 组患者均行中药内服治疗，观察组加用中药灌肠治疗，疗程均为 10 天，观察比较 2 组临床疗效。结果：总有效率观
察组为 97.56%，对照组为 82.93%，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对慢性盆腔炎患者经中药内服与中药保留灌
肠联合治疗，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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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盆腔炎属于常见的妇科病，主要指慢性女性子宫、盆

１ 临床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２０１４ 年 ８

腔腹膜以及宫旁结缔组织、输卵管等内生殖器炎症。本病多因

1.1

急性期未治愈而演变成，具有病情顽固、缠绵难愈、反复发作

月 １４ 日在本科收治慢性盆腔炎患者共 ８２ 例，随机分为 ２ 组。

等特点。慢性盆腔炎对女性身心健康危害极大，疾病经久不

观察组 ４１ 例，年龄 ２４～５３ 岁，平均（３３．５０±１．１８）岁；病程 ４

愈，可引发女性不孕。临床中，笔者应用中药内服配合保留灌

月 ￣６ 年，平均 ３．５ 年；气虚血瘀型 ５ 例，气滞血瘀型 １０ 例，

治疗慢性盆腔炎，效果极佳，结果报道如下。

寒湿凝滞型 ９ 例，湿热瘀阻型 １７ 例。对照组 ４１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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