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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脉针灸治疗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的临床
疗效及疗效与经络能量相关性研究
尹国朝，杨俊伟，陈念辉，张燚德，秦桂琼，段金良
[ 摘 要 ] 目的 观察切脉针灸治疗肥胖型（肾虚痰湿）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PCOS)不孕
症的临床疗效，探索临床效果与其经络能量的相关性，为 PCOS 不孕症的治疗提供新思路。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桂林康复疗养中心就诊的 106 例肥胖型（肾虚痰湿型）PCOS 不孕症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3 例。观察组给予来曲唑+针灸治疗、对照组给予来曲唑。
比较两组疗效，治疗前后血清卵泡刺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促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 ，
LH）、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LH / FSH，双手同名井穴知热感度测量差值。 结果 观察组的疗效显著
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血清 LH、BMI 水平及 LH/FSH 均下降，观察组血清 LH、BMI 水平及 LH/FSH 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双手同名井穴测量差值均明显小于治疗前，观察组小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切脉针灸治疗肥胖型（肾虚痰湿）PCOS 不孕症疗效更佳，进一步改善患
者临床症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经络能量作为临床疗效评价指标具有可行性，可根据双手井穴温度失衡情况
指导切脉针灸治疗肥胖型（肾虚痰湿）PCOS，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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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ulse-cutting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kidney deficiency, phlegm, and dampness) 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PCOS) infertility and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its meridian energy to provide new strateg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COS infertility.Meth‐
ods A total of 106 obese (kidney-deficiency, phlegm-damp type) PCOS infertility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reha‐
bilitation center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53) and observation group(n=53).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letrozole + acupunctur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letrozole alone. Then the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The serum folli‐
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 luteinizing hormone (LH), body mass index (BMI), LH/FSH,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thermal sensitivity measurement of the hands with the same name at Jing poi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mea‐
sured. Results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Serum LH, BMI, and LH/FSH levels were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Serum LH, BMI and LH/
FSH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measured difference of the two well points with the same name on both hands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maller than that of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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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Pulse-cutting acupuncture was mo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obese (kidney deficiency, phlegm, and dampness) PCOS
infertility, and further improved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It has a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 Meridian energy
is feasible as a clinical efficacy evaluation index. Pulse-cutting acupuncture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treatment of obese
(kidney deficiency, phlegm, and dampness) PCOS based on the temperature imbalance of the good points of both hands.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 Key words ] Pulse-cutting acupuncture; Obesity; Kidney deficiency and phlegm dampness; Polycystic ovary syn‐
drome; Meridian energy

多 囊 卵 巢 综 合 征 (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PCOS)发 病 机 制 至 今 尚 未 明 确 ，加 之 本 病 的 异 质

1.2 方法

性，病因较复杂，目前尚无统一有效的治疗方案，其

1.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和对照组均予促排卵药物

[1]

临床疗效亟待提高 。PCOS 多发于肥胖者，而肥胖

治疗，经期第 5 天，口服来曲唑片（生产厂家：中国，

之人多以痰湿为标，兼之肾、脾、肝受损，致气血不

江 苏 恒 瑞 医 药 ；国 药 准 字 H19991001；规 格 为

畅、阻滞胞宫。肥胖者痰湿与当今临床的肥胖型

2.5 mg×10 s），连服 5 d，2.5 mg/d。治疗组在促排

PCOS 极为近似，故在中医中肥胖型 PCOS 属肾虚

卵治疗的同时，予切脉针灸治疗。主穴选取：
（金

[2]

痰湿证型 。现阶段以西药治疗与中药辨证论治为

针）中脘、气海、子宫、三阴交、血海、足三里、太溪、

主，但西药副作用较多、接受度较低、费用较高；而

照海，
（银针）水道、中极、关元、大赫、季肋三穴（章

中药治疗临床上无法做到辨证论治方案的统一规

门、期门、带脉）、天枢、大横、丰隆、曲池、上巨虚。

[3]

范，且治疗时间较长、见效较慢、依从性较差 。针

根据临床辨证采用不同针具（中国，苏州医疗用品

灸治疗简便灵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且切脉针灸

厂，华佗牌）及施针手法。每次留针 40～50 min，每

更重视整体辨证、个体化治疗，在其他疾病的疑难

周 2～3 次 ，经 期 暂 停 针 灸 。 治 疗 3 个 月（一 个 疗

[4]

杂症方面已收获显著效果 。有学者提出，可通过

程），确认妊娠则停针。

经络知热感度测定法分析对应经络寒热虚实与左

1.2.2 井穴的知热感度测定法 在治疗开始前、治

右失衡的情况，表现出中医理论的客观性、定量化，

疗结束后测定双手井穴的知热感度数值。使用中

表明该方法可作为现代经络病位辨经诊断方法之

国福建省永春县聚缘艺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纯无烟

[5]

一 。基于上述，本研究旨在明确切脉针灸治疗肥

线香，在室温（25～27 ℃）下，选择避风处。每次测

胖型（肾虚痰湿）PCOS 不孕症的临床疗效，同时探

量前嘱患者休息约 15 min，在患者平稳安静状态下

讨临床疗效与经络能量的相关性，以期为治疗该疾

进行。方法：将点燃线香定位于相应井穴，采用回

病探寻更佳的治疗方案及推广知热感度测定法的

旋灸或雀啄灸方式进行烘烤，告知患者若产生蚊子

临床应用。

叮咬的疼痛感时马上告诉研究人员，研究人员从开
始就默数，至患者产生疼痛时的时间则为该穴位的

1 资料与方法

测量时间。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后测量双手共十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在解

二个井穴，计算差值。双手同名井穴差值越大表示

放军联勤保障部队桂林康复疗养中心就诊的肥胖

对应经脉之气能量失衡，当双手同名井穴差值≥1

型（肾虚痰湿型）PCOS 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

倍时可判定该条经络存在病变。

入标准：①PCOS 西医诊断参照《多囊卵巢综合征中
[6]

国诊疗指南》 ，肾虚痰湿型辨证标准符合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编制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②20
[7]

～48 岁有生育需求的育龄女性；③所有患者临床

资料完整，耐受针灸治疗；④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①合并输卵管阻塞、生殖器肿瘤、子宫肌

瘤等；②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或患有精神疾病；③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血清卵泡刺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促黄体生成素（lutein‐
izing hormone ，LH）、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
dex，BMI）、LH / FSH。
1.4 疗效判定 依据马宝璋的《中医妇科学（第九
版）
》[8]以及郑筱萸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
行）》[9]评价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
对月经情况

近 4 个月内服用过激素用药。本研究最终纳入 106

(期、
量、
色、
质、
行经)及腰膝酸软、
头晕耳鸣、
性欲、
二

例肥胖型（肾虚痰湿型）PCOS 不孕症患者，按照随

便、
少腹疼痛、
舌质、
脉象等 12 个症状进行评分，
将各

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3 例。

项得分相加为总分，
总分越高提示症状越重。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
0.05），有可比性，表 1。本研究已获得本单位医学

疗效判定：①痊愈：妊娠,中医证候积分减少不

低于 92%，LH、FSH 激素水平恢复正常，LH/FS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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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②显效：未妊娠，排卵恢复，中医证候积分值减少

比较，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3；③有效：未妊振，排卵无规律，中医证候积分值减

2.2 两组综合疗效的比较 观察组的疗效显著优

92%>n≥69.25%，LH/FSH 下降的值小于升高值的 2/
少 69.25%>n≥36.83%；LH/FSH 下降的值比所升高

值低 2/3；④无效：未妊娠，无排卵，中医证候积分值

表 1。
于对照组（P<0.05），表 2。
2.3 两组治疗前后激素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后血

减少<36.83%，LH/FSH 无明显变化。

清 LH、BMI 水平及 LH/FSH 均明显下降（P<0.05）；

1.5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均应用 SPSS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LH、BMI 水平及 LH/FSH 均显著

21.0 统计软件处理分析。呈正态分布的定量数据

低于对照组（t=9.924，P<0.001；t=5.508，P<0.001；t=

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定性数

12.390，P<0.001），表 3。

据 则 采 用 χ 检 验 ，等 级 资 料 用 秩 和 检 验 。 以 P<
2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两 组 治 疗 前 后 双 手 同 名 井 穴 测 量 差 值 比 较
两组治疗后双手同名井穴测量差值均明显小于治
疗前，治疗后观察组少商、少冲小于对照组，显著

2 结 果

有 统 计 学 差 异（t=9.603，P<0.001；t=7.936，P<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0.001），表 4。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x±s）
资料

观察组（n=53）

对照组(n=53)

t值

P值

年龄（岁）

32.75±6.18

33.45±6.29

0.578

0.565

5.72±1.38

5.76±1.52

0.142

0.887

LH（IU/L）

17.28±4.47

FSH（IU/L）
LH/FSH

16.98±4.83

3.05±0.42

BMI（kg/m2）

2.95±0.37

27.13±1.82

0.741

1.301

27.63±3.87

3.55±1.12

平均病程（年）

0.332

0.196

0.851

3.21±1.04

0.397

1.619

0.108

表 2 两组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53

12（22.64）

16（30.19）

15（28.30）

10（18.87）

观察组

53

20（37.74）

18（33.96）

11（20.75）

4（7.55）

Z

2.250

P

0.024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激素水平比较（x±s）
观察组（n=53）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LH(IU/L)

17.28±4.47

10.27±2.45 b

10.010

<0.001

16.98±4.83

15.11±2.57

2.488

0.014

LH/FSH

3.05±0.42

1.05±0.31

27.890

<0.001

2.11±0.54

9.342

<0.001

FSH(IU/L)

5.72±1.38

BMI（kg/m2）

27.13±1.82

与对照组比较，bP<0.05。

6.12±2.91

b

18.27±5.75b

0.904

10.690

0.368

<0.001

5.76±1.52
2.95±0.37

27.63±3.87

5.61±1.82

0.461

24.39±5.69

3.428

0.646
0.001

表 4 两组治疗前后双手同名井穴测量差值比较（x±s）
观察组（n=53）
同名井穴

治疗前

治疗后

少商

4.01±1.32

0.90±0.25

4.10±1.30

1.21±0.35

商阳
中冲
关冲
少冲
少泽

4.42±1.14
4.89±1.06
4.06±1.02
4.22±0.88

与对照组比较，bP<0.05。

b

1.86±0.44

2.10±0.55

0.88±0.20

b

1.55±0.40

对照组（n=53）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16.850

<0.001

3.94±1.25

1.50±0.38

13.600

<0.001

15.630

<0.001

4.04±1.22

1.31±0.42

15.400

<0.001

15.250
17.010
22.270
20.110

<0.001
<0.001
<0.001
<0.001

4.50±1.20
4.96±1.10
4.10±0.98
4.30±0.94

2.04±0.68
2.30±0.65
1.31±0.34
1.70±0.52

12.980
15.160
19.580
17.620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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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事不来者，……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

中医研究认为痰湿体胖是肥胖型 PCOS 不孕症
[10]

可见，心可调控女性生殖。少商穴属于手太阴肺

患者的主要致病因素 。PCOS 的发病特征之一即

经，隶属于肺，肺朝百脉，胞脉也属百脉之一，故肺

为 LH 水平及 LH/FSH 升高，主要是下丘脑功能异

与胞脉和胞宫密切相关。肺与肾关系密切，肺病金

[11]

常引起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失调所致 。研

不生水，则见肾水亏虚，可致月经病。由上述可知，

究表明，电针治疗肥胖型 PCOS 患者，能够有效降

心、肺与女性生殖密切相关，推测肥胖型（肾虚痰

低 BMI、LH，提示可以通过电针调节患者体内的激

湿）PCOS 患者的少冲穴、少商穴温度失衡，而经治

[12]

素水平，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

疗后症状改善，经切脉针灸治疗后双手井穴温度失

经切脉针灸治疗组的 LH、LH/FSH、BMI 较对照组均

衡情况得到更好的改善，疗效更佳。

显著下降（P<0.05）。患者 LH、LH/FSH、BMI 下降，

综上所述，切脉针灸治疗肥胖型（肾虚痰湿）

意味着内分泌功能得到恢复，体内的脂肪含量降

PCOS 不孕症疗效更佳，进一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低，提示经切脉针灸治疗能够调整 PCOS 不孕症患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经络能量作为临床疗效评

者性腺轴的分泌。
“ 切脉针灸”为俞云先生首先提

价指标具有可行性，可根据双手井穴温度失衡情况

出，源于《黄帝内经》，切脉针灸的精髓是调治气血，

指导切脉针灸治疗肥胖型（肾虚痰湿）PCOS，值得

而气血的正常运行是治疗疾病的基础，因此临床上

临床推广。

需要根据经脉的异常情况，辨证施针

[12-13]

。切脉针

灸通过人迎、寸口、附阳、太溪以及各经络的脉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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