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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热奄包结合中药灌肠治疗女性盆腔炎的效果
陈 荣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妇科，江苏连云港 222000
[ 摘要 ] 目的 观察中药热奄包结合中药灌肠治疗女性盆腔炎的效果。 方法 选取连云港市中医院妇科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收治的 120 例女性盆腔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各 60 例。
对照组采取中药灌肠 + 中药口服治疗，观察组采取中药热奄包 + 中药灌肠 + 中药口服治疗。10 d 后比较两
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中医症状积分、血常规指标，1 个月后对比两组盆腔积液量。 结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5.00%，高于对照组的 8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中医症状积分、血常规、盆
腔积液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中医症状积分、血常规、盆腔积液量均较治
疗前下降，且观察组各指标数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中药热奄包结合中药灌
肠治疗女性盆腔炎能够改善中医症状与血常规指标，减少盆腔积液量，具有重要的推广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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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yanbao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ema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CHEN Ro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Lianyung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Lianyungang
22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yanbao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ema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120 female
patients with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of Lianyung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ema + or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yanbao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ema + or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ter 10 day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mptom scores, and blood routin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pelvic fluid volume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one month.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ccounting for 83.33%,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mptom scores, blood routine, and pelvic fluid volu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mptom scores, blood routine, and pelvic fluid volume in the two groups
all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values of each index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yanbao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ema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can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blood routine indexes, and reduce the amount of
pelvic fluid, which has important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Femal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yanba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ema; Blood routine; Pelvic fluid volume

女性盆腔炎为当前妇科最为常见的病症类型 [1]。

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以及生活 [3]。近年

该病症的发生与慢性宫颈炎治疗不当、不洁性生活、

来因外源性因素以及内源性因素所致的女性盆腔炎

[2]

宫腔手术消毒不严格或操作不规范有关 。发病后

发病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使得该病症的治疗成为困

患者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下腹痛并伴有白带增多等

扰临床的棘手问题之一 [4]。我国传统医学将女性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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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炎归属于“妇科病”范畴，且可以分为多个证型，
故治疗宜采取辨证施治的治则 [5]。中药热奄包为历
史悠久的中医外治手段，通过热气将中药材的有效
成分传导至病灶实现预期治疗目的，本质上属于热
疗方法 [6]。中药灌肠则是通过肠道局部灌充药液，
借助肠壁蠕动将中药材有效成分吸收起到全身治疗
作用，对于肠道邻近器官组织，如盆腔、腹腔、肠道局
部炎症、感染等疾病具有较好的疗效 [7]。由于中药
热奄包与中药灌肠的作用途径单一，使其单独应用
时疗效并未达到最大化，故临床将关注目光由单独
应用转向联合应用。基于此，本研究对此展开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连云港市中医院妇科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收 治 的 120 例 女 性 盆 腔 炎 患 者 为 研 究 对 象。
纳入标准：①经临床检查明确诊断为女性盆腔炎者；
②四诊合参属“肾虚血瘀证”者；③年龄 18 岁及以
上者；④对中药热奄包和（或）中药灌肠耐受性好者；
⑤如实掌握研究方案内容且愿意参与此次研究者。
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的伤人毁物行为，对自身及
他人人身安全带来威胁者；②机体存在损伤或其
他炎症性疾病，影响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嗜碱性
粒细胞数检测结果者；③合并炎症性肠病者；④流
动的女性盆腔炎患者，1 个月无法复查者；⑤盆腔或
腹腔恶性肿瘤所致的盆腔积液者。利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两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中，年龄 28~
42 岁，平均（33.79±4.31）岁；病程 2.4~8.8 个月，
平
均（5.69±1.41）个月。观察组中，年龄 26~45 岁，平
均（33.74±4.28）岁；病程 2.2~8.6 个月，平均（5.72±
1.44）个月。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批。
1.2 方法
对 照 组 采 取 中 药 灌 肠 + 中 药 口 服 治 疗，疗 程
10 d。口服具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功效的方剂，组
方如下：茯苓颗粒、桂枝颗粒、赤芍颗粒、炒白芍颗
粒、桃仁颗粒、石见穿颗粒、吴茱萸颗粒、川楝子颗
粒、延胡索颗粒、醋香附颗粒、狗脊颗粒、当归颗粒、
川芎颗粒、制大黄颗粒、酸枣仁颗粒、首乌藤颗粒、党
参颗粒、黄芪颗粒各 1 袋，每日 1 剂（200 ml）分早晚
各 1 次温服。中药灌肠组方如下：大血藤、败酱草、
蒲公英各 30 g，白花蛇舌草 20 g，黄柏、牡丹皮、乳香、
延胡索、没药、枳壳各 10 g，水煎剂并取 150 ml，采取
肛门滴注法，叮嘱患者取左侧卧位后屈曲双膝，臀部
抬高 10~15 cm，灌肠袋则较肛门水平面高 30 cm 左
右，肛管轻轻插入肛门 15~20 cm，药液温度控制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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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左右，保持时间≥ 1 h。
观察组采取中药热奄包 + 中药灌肠 + 中药口服
治疗，疗程 10 d。中药口服以及中药灌肠方案与对
照组相一致。中药热奄包的组方如下：艾叶 15 g、
红花 15 g、肉桂 10 g、丹参 10 g、威灵仙 15 g。将以
上中药材封装于放有粗盐的布袋，放入微波炉中正
反面加热 3 min，促使中药材充分与粗盐混匀，取出
后室温条件下红外测温枪监测盐袋温度 43~45℃，
将其置于患者的下腹部，每天热敷 2 次，每次热敷时
间控制在 0.5 h。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0 d 后比较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中医症状积
分、血常规指标，1 个月后对比两组盆腔积液量。
1.3.1 治疗效果 依据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主要中
医症状积分（下腹疼痛）改善效果制定疗效标准 [8]，
治疗结束后下腹疼痛积分较治疗前下降≥ 80% 为
显 效，下 降 50%~79% 为 有 效，下 降 <50% 为 无 效。
总有效率 =（显效 + 有效）例数 / 总例数 ×100%。
1.3.2 中医症状积分 包括下腹疼痛、带下异常、月
经失调、肛门坠胀，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结束后采用
半定量赋分法进行评定，0 分为无症状，2 分为轻度，
4 分为中度，6 分为重度。
1.3.3 血常规 包括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嗜碱性粒
细胞数，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结束后采集空腹静脉血
测定，仪器设备为 Indiko Plus 自动生化分析仪 [ 赛
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
1.3.4 B 超复查结果（盆腔积液量） 分别于治疗前、
1 个月复查时测定，仪器为 MyLab™20Plus 彩色超
声诊断系统（意大利百胜医疗）。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组别

例数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 [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60

40（66.67） 10（16.67） 10（16.67） 50（83.33）

观察组

60

50（83.33） 7（11.67）

3（5.00） 57（95.00）

χ值

4.227

P值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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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中医症状积分比较，差异无

女性盆腔炎为临床中女性患者较为常见的盆腔

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中医症

生殖器官感染性疾病，发病人群主要集中于性活跃

状积分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期女性。一般而言，初潮之前的女性、没有性生活史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的女性、绝经后的女性较为少见 [9]。女性盆腔炎的
发生往往与自身机体免疫力不足、内分泌紊乱有关，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比较（分， xx±s）
下腹疼痛

组别

带下异常

月经失调

肛门坠胀

此时生殖道防御功能严重下降，病原体逆行侵入生
殖器官并大量繁殖之下诱发感染 [10]。急性发作的盆
腔炎患者伴有强烈的下腹部疼痛感以及发热症状，

对照组（n=60）
治疗前

5.23±1.01 4.87±1.05 4.64±1.03 4.33±1.03

或伴有腰骶部酸痛等情况，若治疗不当将会发展为

治疗后

1.14±0.19 1.07±0.13 1.01±0.15 0.98±0.12

慢性盆腔炎，将会因生殖道炎症反应而造成受精卵

t值

30.827

27.821

27.014

25.024

P值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观察组（n=60）

无法顺利进入子宫着床，诱发不孕或异位妊娠 [11]。
临床研究 [12] 指出，诱发盆腔炎的因素包括内源性因

治疗前

5.25±1.03 4.85±1.02 4.60±1.01 4.36±1.07

素以及外源性因素两大类，其中外源性因素以致病

治疗后

0.77±0.15 0.64±0.12 0.59±0.11 0.50±0.10

菌感染为主，包括支原体、衣原体、淋球菌等，而内源

t值

33.340

31.752

30.573

27.822

性因素则是涵盖了频繁的性生活、处于经期、性生活

P值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t治疗前组间比较值

卫生不佳，导致内源性菌群失调，且由此因素致病的

0.107

0.106

0.215

0.156

P治疗前组间比较值

0.915

0.916

0.830

0.876

患者常常合并厌氧菌以及需氧菌感染，高发人群以

t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11.839

18.827

17.490

23.802

P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具有性生活的育龄期女性为主。
既往临床针对女性盆腔炎的治疗以抗生素治疗
为主，尽管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短期疗效，但不足之
处在于停药之后复发风险较高，无法彻底去除病根，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常规、盆腔积液量比较

病情反复之下进一步加重患者身心负担以及增加治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常规、盆腔积液量比较，差

疗费用支出 [13]。中医对于女性盆腔炎有系统而完善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

的认知，在《黄帝内经》中即已经完整地阐释了该病

常规、盆腔积液量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

症的发病原因、致病机制、辨证分型、治则 [14]。目前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中医治疗女性盆腔炎的手段多样，包括中药内服、中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常规、盆腔积液量比较（ xx±s）
9

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

嗜碱性粒细胞数（×10 /L）

盆腔积液量（ml）

治疗前

1.59±0.11

0.23±0.04

45.10±2.59

治疗后

0.88±0.07

0.11±0.02

12.34±1.86

组别
对照组（n=60）

t值

42.180

20.785

79.581

P值

< 0.001

< 0.001

< 0.001

治疗前

1.57±0.10

0.22±0.03

45.07±2.55

治疗后

观察组（n=60）
0.66±0.04

0.04±0.01

7.98±1.70

t值

65.447

39.192

93.744

P值

< 0.001

< 0.001

< 0.001

t治疗前组间比较值

1.042

1.549

0.064

P治疗前组间比较值

0.300

0.124

0.949

t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21.137

24.249

13.403

P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 0.001

< 0.001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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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外敷、针灸、中药保留灌肠等，其中尤以中药内服、
中医外治法、中药保留灌肠最为常用

[15]

。中药内服

通过内调的方式调节患者机体，改善微循环以及体

女性盆腔炎 100 例效果观察 [J]. 现代实用医学，2020，
32（11）：1391-1393.
[2] 文秀娟 . 妇炎双藤汤保留灌肠联合头孢他美酯治疗

质，实现清热利湿的作用 [16]。中药保留灌肠则是通

慢性盆腔炎 90 例 [J]. 中国中医药科技，2019，26（1）：

过直肠吸收改善盆腔血流动力学，促进盆腔内炎症

123-125.

因子的吸收 [17]。中药外敷则是通过皮肤热敷的方式

[3] Wiesenfeld HC，Meyn LA，Darville T，et al.A Randomized

促进局部组织气血循环，达到改善盆腔组织循环代

Controlled Trial of Ceftriaxone and Doxycycline，With or

谢、抑制炎症反应的目的 [18]。然而，目前临床治疗工

Without Metronidazole，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Pelvic

作中中药外敷、中药保留灌肠尽管已经有单独应用

Inflammatory Disease[J].Clin Infect Dis，2021，72（7）：

的报道，但也凸显出了各治疗方案的不足，即各种指

1181-1189.

标方案的作用途径较为单一，且中医治疗的短期疗
效欠佳，使得整个治疗周期大幅延长。施巨芳等

[19]

在研究中证实，中药热奄包与中药保留灌肠联合应

[4] 王慧敏，杨涛，骆文斌 . 中医论治慢性盆腔炎探析 [J]. 中
医药信息，2019，36（4）：35-37.
[5] 王娜娜，赵子鹤，李艳红 . 中医理气活血法在妇产科疾

用于盆腔炎性疾病治疗中取得的疗效明显优于传统

病中的应用 [J]. 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2020，12（6）：

药物治疗，表明该方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临床疗效。

40-43.

然而，该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纳入研究的样本例数
较少，小样本研究所得结果的可靠性不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实施中药灌肠 + 中药口服

[6] 孙薇丽，郭彩霞，毛宇楠 . 基于《傅青主女科·带下》“治
未病”思想探讨带下病的中医防治 [J]. 山西医药杂志，
2020，49（21）：2982-2984.

治疗的对照组相比，采取中药热奄包 + 中药灌肠 +

[7] 刘波，戴蒙，樊晨璐，等 . 扶阳罐联合中药保留灌肠治疗

中药口服治疗的观察组总有效率更高，中医症状积

寒湿凝滞型慢性盆腔炎临床效果观察 [J]. 山西医药杂

分、血常规更低，盆腔积液量较更少，差异均有统计

志，2021，50（7）：1175-1176.

学意义（P < 0.05），提示在女性盆腔炎治疗中中药

[8] 应海琼，诸小丽，孙云，等 . 中药饼石蜡泥外敷结合清热

热奄包结合中药灌肠取得的疗效更佳，患者获益更

活血灌肠液保留灌肠治疗湿热瘀结型慢性盆腔炎临床

大。总结原因如下：中药灌肠采取直肠给药的方式

研究 [J]. 新中医，2021，53（10）：139-142.

能够促使中药材的有效成分被机体充分吸收，可避

[9] 申玉立，夏亲华，吴志茵 . 夏亲华教授中药内外合治慢

免肝脏首过代谢效应的影响，从而大幅提高病灶部

性盆腔炎的经验 [J]. 内蒙古中医药，2021，40（7）：82-

位血药浓度，而血药浓度对于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

84.

意义

[20]

。中药热奄包则是典型的中医外治手段之

一，在女性盆腔炎治疗中使用的艾叶、红花、肉桂、丹

[10] 范文静 . 改良版中药保留灌肠对女性慢性盆腔炎灌肠
的效果观察 [J]. 中国乡村医药，2020，27（8）：22-23.

参、威灵仙具有调节机体气血循环、活血化瘀、行气

[11] 徐琪纹，侯凯哲，贝红霞 . 蒲参消癥汤保留灌肠配合微

止痛、补益肝肾、清热解毒等功效，贴敷于下腹部后

波理疗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疗效观察 [J]. 中国中医药科

能够促使药物有效成分透皮吸收并直抵患处，对于

技，2021，28（6）：1022-1023.

缓解由疾病所致的各种不适症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

[12] Ravel J，Moreno I，Simón C.Bacterial vaginosis and its

作用。在与中药灌肠联合应用后能够充分发挥协同

association with infertility，endometritis，and pelvic

作用，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实现进一步提升临床疗效

inflammatory disease[J].Am J Obstet Gynecol，2021，224

的目的

[21-22]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仅对比

（3）：251-257.

了两组患者 1 个月的复查结果，对于远期复发率的

[13] 余梦黎，金芳和 . 祛湿清热方联合盐酸左氧氟沙星治

影响尚不得而知，所以在今后临床研究中延长观察

疗湿热蕴结型盆腔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J]. 山西医药杂

时间并增加远期疗效观察指标成为研究工作的重中

志，2020，49（9）：1147-1149.

之重。

[14] 朱玉清 . 丁彩飞辨治女性盆腔炎经验 [J]. 浙江中医药

综上所述，中药热奄包结合中药灌肠治疗女性
盆腔炎能够改善中医症状、血常规指标，减少盆腔积
液量，具有重要的推广使用价值。

版），2021，18（5）：2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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