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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肝益气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恶阻 （肝胃不和证） 临床研究
和秀魁 1，2，陶莉莉 1，李丽美 2，薛素华 2，罗喜平 2，潘碧琦 2
１．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２．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１４４２

［摘要］ 目的：观察顺肝益气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恶阻 （肝胃不和证） 临床疗效。方法：95 例妊娠恶阻 （肝胃不和证） 患
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46 例和对照组 44 例。对照组采用静脉输液、饮食起居护理与情志调护；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顺肝
益气中药穴位贴敷。每天 1 次，5 天 1 疗程，连续治疗 2 疗程。结果：2 组呕吐症状停止所需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2 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优于对照组。结论：顺肝益气中药穴位贴敷可提高妊娠恶阻
（肝胃不和证） 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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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早期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倦怠，甚至食

２３￣ ４０ 岁 ， 平 均 （３０．９４）岁 ； 停 经 ３５￣ ８５ 天 ， 平 均

入即吐，称为“恶阻”，也称“子病”、“阻病”，相

（５４．２３）天。２ 组年龄、停经天数等比较，差异均无统

当于西医学的妊娠剧吐。恶阻的发生，中医学认为多

计学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

由冲脉之气上逆，胃失和降所致 ，其发病率在

1.2

０．５％ ￣ ２％ 。目前西医的主要治疗原则是维持体液及

1.2.1

新陈代谢平衡，必要时需终止妊娠。西医临床主要通

剧吐的诊断标准：每天呕吐≥３ 次，尿酮体阳性，体

过补液、补充维生素治疗，临床疗效欠佳。中西医

重较妊娠前减轻≥５％ 。

结合治疗妊娠恶阻疗效显著。中药内服法加外治法

1.2.2

治疗妊娠恶阻具有优势和特色。但由于中药较苦，

娠恶阻的诊断标准：有停经史，早孕反应。恶心呕吐

很多恶阻患者不能接受。中药穴位贴敷，是在中医

频繁，头晕，厌食，甚则恶闻食气，食入即吐，不食

针灸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经络、穴位起效，它不经

亦吐。严重者可出现全身乏力，精神萎靡，消瘦。甚

胃肠给药，简便廉效，是中医治疗妊娠恶阻的特色

则可见血压下降，体温升高，黄疸嗜睡，或昏迷。肝

疗法。本院采用顺肝益气中药穴位贴敷联合静脉输

胃不和证的主要症候：妊娠早期，恶心，呕吐酸水或

液等治疗妊娠恶阻（肝胃不和证），取得了满意的疗

苦水，恶闻油腻，烦渴，口干口苦，头胀而晕，胸满

效。现报道如下。

胁痛，嗳气叹息，舌淡红、苔微黄，脉弦滑。

１

1.2.3

1.1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２０１５ 年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

纳入标 准

参照 《妇产科学》 ［２］关于妊娠

参照 《中医妇科学》 ［１］关于妊

凡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年龄

１８￣ ４０ 岁的妊娠恶阻患者纳入研究。

７ 月本院住院妊娠恶阻（肝胃不和证）患者，共 ９５ 例。

1.2.4

随机分为观察组 ４８ 例和对照组 ４７ 例，其中观察组

并急性胃肠炎、肝炎、胆囊炎、阑尾炎等病症；③严

有 ２ 例中途退出研究，对照组有 ３ 例中途退出研究。

重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

观察组 ４６ 例，年龄 ２２￣ ３９ 岁，平均（３１．０５）岁；停经

等；④对选定中药过敏者；⑤符合纳入标准，未按照

４０￣ ８３ 天 ， 平 均 （５６．１２）天 。 对 照 组 ４４ 例 ， 年 龄

规定配合治疗，无法判断疗效者。

排除标准

①异位妊娠，葡萄胎；②妊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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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采用静脉输液（补充维生素 Ｃ、维生素

Ｂ６、维生素 Ｂ１、叶酸，酸中毒时碳酸氢钠纠酸，低
钾时补充氯化钾、营养不良者补充氨基酸、脂肪乳）、
饮食起居护理与情志调护。５ 天 １ 疗程，连续治疗 ２
疗程。
观察组

2.2

例（％）

表 1 2 组呕吐症状停止所需天数比较

治疗方法

2.1

·115·

组

冬、炒白术、苏子各 １５ ｇ，当归、茯苓、神曲、陈
皮各 １０ ｇ，砂仁 ５ ｇ。方法：用时取中药方 １ 剂磨成
粉，用姜汁为药引，调成膏状，制成 ０．５ ｃｍ ×０．５
ｃｍ 大小，厚约 ０．２ ｃｍ 的药垫，于每天早上将药垫
置于所选穴位上［胃俞、中脘、内关（双）、足三里（双）、
肝俞、太冲］，输液贴固定，每 ２ ｈ 观察贴敷处的皮

６￣ ８ ｄ

＞８ ｄ

n
４６

２２（４７．８３）

１ ９（４１ ．３０）

５（１ ０．８７）

对照组

４４

１４（３１ ．８２）

１ ８（４０．９１ ）

１ ２（２７．２７）

Z值

－ ２．０１ １

P值

０．０４４
表 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顺肝益气中

药穴位贴敷。穴位贴敷方：熟地黄、党参、白芍、麦

≤５ ｄ

别

观察组

组

例（％）

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４６

３１ （６７．３９）

１ ３（２８．２６）

２（４．３５）

６１ （９５．６５）

对照组

４４

１ ９（４３．１ ９）

１ ６（３６．３６）

９（２０．４５）

４１ （７９．５５）

Z值

－ ２．６０５

P值

０．００９

５

总有效

讨论
妊娠恶阻多由冲脉之气上逆，胃失和降所致，为

肤，注意是否有发红、水泡、瘙痒等其他不适症状，

妊娠早期常见反应，其临床发病率为 ０．５％ ￣ ２％ 。妊

并记录，４ ｈ 后取下，每天 １ 次，５ 天为 １ 疗程，连

娠恶阻轻者为早孕生理反应，不属病态，无需治疗，

续治疗 ２ 疗程。

本研究中纳入的妊娠恶阻患者是临床症状较严重的患

３

者，即符合 《妇产科学》 ［２］中妊娠剧吐的诊断。呕吐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3．1

观察治疗 ２ 疗程后妊娠恶阻临床症

过频或持续过久会导致孕妇营养不良，胚胎发育不

状改善的情况。恶心呕吐症状按程度评分：无呕吐无

良，凝血功能障碍引起多处出血，酸中毒，

恶心记 ３ 分，无呕吐有恶心记 ２ 分，有呕吐有恶心

Ｗｅ ｒｎｉｃｋｅ － Ｋｏｒｓ ａｋｏｆｆ 综合征、肝肾衰竭等［４］，甚至威

记 １ 分，每天记录证候评分，所有病例入院时评分

胁生命。妊娠剧吐与升高的 ＨＣＧ 呈正相关，必须住

均为 １ 分，记录呕吐症状停止所需要的天数（即临床

院治疗，呕吐剧烈者，先予禁食，严重时甚至需终止

症状积分由 １ 分变为 ２ 分时的治疗天数）。电解质、

妊娠。

尿酮体、血酮体、凝血功能、肝肾功能检查（治疗开
始前、结束时各记录 １ 次）。
统计学方法

3.2

现代医学主要采用对症治疗，如补液、纠酸、调
节电解质、补充维生素等。因为妊娠期用药限制，静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
２

脉营养只能纠正妊娠剧吐引起的营养不良、电解质失

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 检验，等级资料采

衡，不能从本质上消除妊娠剧吐的原因，疗效欠佳。

用秩和检验。

中医学早在汉代，就有对妊娠恶阻的认识。 《金匮要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略》 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呕），不
［３］

疗效标准 参照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拟

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 《诸病源候

定。治愈：呕吐停止，诸症消除，停药后无复发，尿

论》 最先提出“恶阻”的病名。历代研究发现，中医

酮体阴性；有效：呕吐症状减轻，或呕吐症状消除，

治疗妊娠恶阻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中医五行学说、中

尿酮体好转但停药后又见复发；无效：呕吐诸症及尿

医脏腑理论、中医经典经络腧穴理论、中药方剂君臣

酮体均无明显改善。

佐使配伍原则等指导下，配合中药的多途径给药方

4．1

4.2

２ 组呕吐症状停止所需天数比较

见表 １。２ 组

式，临床应用疗效明显。妊娠恶阻是虚实夹杂之证，

呕吐症状停止所需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真虚假实，由冲脉之气上逆，胃失和降所致。隋代

０．０５）。

《诸病源候论》 指出“此由妇人元本虚赢，血气不足，

4.3

２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２。２ 组临床疗效比

肾气又弱，兼当风饮冷太过，心下有痰水夹之，而有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

娠也。”宋代 《妇人大全良方》 认为“妊娠呕吐恶食，

组。

体倦嗜卧，此胃气虚而恶阻也”。明代 《景岳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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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指出“凡恶阻多由胃虚气滞，然亦有素本不虚，而

之处，有其独特的生理功能。穴位贴敷发挥作用的机

忽受胎妊，则冲任上壅，气不下行，故为呕逆等证。”

制归纳为：①由卫气载药而行；②药有四气五味，升

清代 《傅青主女科》 则认为“肝血太燥”，“肝急则

降浮沉；③通过腧穴、经络的调节而发挥效应。

火动而逆也”，“故于平肝补血之中，加用健脾开胃

中医经络腧穴理论作为中医的特色理论，为中药

之品。”吾赞同傅青的观点。妇人受孕后，血下聚养

穴位贴敷提供了理论基础。呕吐选穴以手厥阴、足阳

胎，肝血虚，肝火愈旺，火性炎上，上犯胃，胃失和

明经穴及相应募穴为主。本研究中所选腧穴为中脘、

降，而成恶阻。另外孕后肾水生胎，不暇化润五脏，

胃俞、内关、足三里、肝俞、太冲。中脘为胃之募

肝为肾之子，得肾气而舒，若无肾水之养，则肝气迫

穴，胃俞为胃之背俞穴，二穴俞募相配理气和胃止

索，而肾水不能应，则肝易急，肝急则火动而逆成呕

呕。内关为手厥阴经络穴，宽胸利气，降逆止呕。足

逆。呕吐日久，伤气伤阴。如果补血不补气，脾胃衰

三里为足阳明经合穴，疏理胃肠气机，通降胃气。肝

微，不胜频吐，则气虚血不易生。故在平肝补血之

俞为肝之背俞穴，可补肝，太冲为肝经的原穴、输

中，加健脾开胃之品，方用顺肝益气汤。顺肝益气汤

穴，可泄肝气。但在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前应先对患者

方中当归、熟地黄、白芍活血补血，取四物汤之意，

进行评估，是否有过敏体质及皮肤状况，如穴位周围

人参、白术、茯苓健脾益气，取四君子汤之意，陈皮

皮肤有感染者不宜治疗，以免引起皮肤感染扩散，

燥湿健脾开胃，砂仁行气和胃，神曲健脾消食，麦冬

贴敷过程中需观察皮肤的变化。

滋阴润燥，苏子降气化痰。诸药合用，平肝逆除，补

从本研究来看，中药穴位贴敷加上静脉补液治

肾则肝燥息，补气则血益生。临床应用，疗效显著。

疗，中西医结合在治疗妊娠恶阻方面有一定的疗效。

但因中药味苦难咽，不少患者对中药具有抗拒心理，

中药穴位贴敷同时发挥药物与经络腧穴的双重调节作

所以如果能找到中药起效的其他途径，且疗效不减，

用，简便廉效。该法不经胃肠，副作用小，方法简

就显得相当有意义。研究发现中药穴位贴敷是最常

便，易于操作，且无创无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今

用、最方便有效的方法。

后需借助现代科学手段，研制出质优性能好的高分子

穴位是人体经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有反映病情

敷料，并吸取国外先进工艺，再结合上中药的功效与

及通过刺激达到调整脏腑、防治疾病的作用。穴位贴

经络腧穴理论，可充分发挥中药穴位贴敷的疗效和优

敷疗法以中医的整体观念、经络学说以及腧穴的生理

势，为临床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功能为理论依据，通过特定部位药物吸收的直接作用
和穴位刺激激发经气的间接作用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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