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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补肝肾之精，木香、香附疏肝行气，臣以女贞子、紫灵芝、

患者注意饮食营养的均衡，配合牛奶、豆浆、猪蹄等食物，

天山雪莲、铁皮石斛等养阴药物，加强补益肾中阴精之功效，

并调整坐姿、站姿，充分适当运动，选择合适内衣，乳房才

为乳房发育提供物质基础；配以淫羊藿等补阳药，补益肾中

能得以健康发育。乳房发育是一个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判定

阳精，既是推动乳房发育的动力，又以达到“阳中求阴”的

疗效，需持续治疗，定期随访。

目的；四物汤善治“血家百病”，对于阳明气血不充有补血
活血之功，加用黄芪行气养血，以充形体经络之气血；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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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天之气”，促进乳房的生长发育。治疗的同时，应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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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是妇科常见病。慢性炎症形成的组织

断治疗 3 月，补气活血类中成药配合清热化瘀中药灌肠治疗 2

破坏、粘连、瘢痕及盆腔充血，可引起下腹部坠胀、疼痛及腰

月，疗效均不明显。诊断：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辨证：肾气

骶部酸痛，常在劳累、性交后及月经前后加剧，迁延难愈，被

亏虚，寒凝血瘀证；治以补肾益气、温经活血、通络止痛；方

称为慢性盆腔痛。目前针对该症尚无特殊有效的治疗方法，传

选温经汤加减，处方：赤芍 15 g，当归、川芎、蒲黄(布包

统上多采用中药口服配合灌肠、针灸、微波、超短波、离子透

煎)、五灵脂、醋延胡索、干姜、小茴香、炒苍术、乌药、杜

入等综合治疗方案，以缓解疼痛，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 [1]。

仲、党参各 10 g，醋没药 6 g，肉桂(后下)5 g，薏苡仁 24 g，

笔者采用体外冲击波结合中药口服治疗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

续 断 15 g， 黄 芪 20 g， 随 症 加 减 。 同 时 采 用 瑞 士

1 例。

MASTERPULS MP50 冲击波治疗仪治疗，使用 D20- T 探头，

廖某，女，35 岁，因反复左下腹疼痛 10 年，加重 3 年就

压力 2.5 bar，频率 12 Hz，每周 1 次，进行左下腹痛点冲击，

诊。患者近 10 年反复左下腹疼痛，近 3 年逐渐加重，表现为

并以顺时针方向环绕冲击痛点周围直径 15 cm 范围，脉冲数

固定部位持续疼痛，喜温喜按，夜间加重，同房后及经期多伴

3000 次，最后冲击左侧肝经经络，由腹部章门向足部太冲进

随下腹部坠胀感及腰部酸痛，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平素神疲

行单向冲击，脉冲数 2000 次。月经期停止服药和治疗。患者

乏力，食少纳呆，夜寐欠安，二便正常，月经正常。舌质淡

治疗过程中痛点逐步分散，疼痛逐渐减轻，第 4 次治疗时已

白、苔薄白，脉沉。妇科检查可扪及子宫前位，大小正常，活

无固定痛点。经过 6 周治疗，腰痛消失，左下腹疼痛消失，7

动度差，压痛明显，左附件区片状增厚，压痛明显。患者近 3

次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依次为：8(治疗前)、7、6、5、3、

年来多次采用抗生素治疗，曾服用补肾活血中药配合超短波间

2、0 分。妇科检查子宫无压痛，活动度基本恢复正常，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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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无压痛，片状增厚松解。治疗结束后 B 超检查子宫附件均
未见异常。随访 3 月，患者月经正常，腹痛未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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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治疗相结合，取得疗效。
冲击波的临床应用虽然得到了骨科、运动医学科、疼痛科

按：导致慢性盆腔痛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各种

和泌尿外科等学科的广泛关注，但在妇科疾病中的运用还较

炎性渗出物刺激组织产生疼痛；二是广泛粘连及后期瘢痕形成

少。此例治疗成功，可为冲击波治疗妇科盆腔痛症和盆腔粘连

造成的物理性牵拉导致疼痛。目前，多种物理治疗方案着眼于

性疾病提供参考。

通过加快病灶的血液循环，增强局部免疫力，从而加快炎性物
质的消除[2～5]。对已经形成的组织粘连，除手术治疗外，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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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瘀。本病的治疗方案把中医辨证论治、经络腧穴理论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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