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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饮对肾虚肝郁证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内分泌、脂代谢和卵巢多囊样形态的影响

郑颖1孙森2郑洁3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红十字分院①中医妇科，②妇产科，③中药房，浙江瑞安3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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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摘要】目的探讨中药多囊饮对肾虚肝郁证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内分泌、脂代谢和卵巢多囊样

形态的影响。方法选择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红十字分院2012年8月至2015年2月收治的80例肾虚肝

郁证PCOS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40例。观察组患者采用中药多囊饮治疗，对照组采用二甲双

胍治疗，两组均连续治疗6个月。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体检指标、血脂、内分泌水平及卵巢多囊样

形态改变情况。结果两组治疗后体质量指数(BMI)、空腹胰岛素(FIN)、黄体生成素(LH)、LH／FSH、睾酮(T)、

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胰岛素敏感指数(IsI)治

疗前显著升高(均P<0．05)，卵巢多囊样形态均得到了显著改善，表现为观察组双侧多囊样改变例数较对照组

明显减少(18例比25例)，无多囊样形态改变的例数较对照组明显增加(19例比13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O．05)；且观察组治疗后LH、LH／FSH、T、TC均显著低于对照组[LH(U／L)：8．34±1．09比11．28±2．34，

LH／FSH：1．63±0．30比2．17±0．36，T(nmol／L)：1．67±0．32比2．21±0．29，TC(mmol／L)：4．16±0．66比5．08±0．82．

均P<0．05 o结论多囊饮治疗肾虚肝郁证PCOS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调节患者内分泌和脂代谢，改善卵巢

多囊样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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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n endocrine．1ipid metabolism and polycystic ovary

morphology in patients with deficiency of kidney，liver depression and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polycystic drink．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deficiency of kidnev，

liver depression and PCOS admitted to the Branch of the Red Cross，Ruian People’s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2 to

February 2015 were enrolled，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ach group 40 case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CM polycystic drink．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dimethyldiguanide was applied；the therapeutic course in both groups was consecutive 6 months．The changes

of all patients’physical examination indexes，levels of blood—lipids，variOUS kinds of endocrine and polycystic ovary

morphology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The body mass index

(BMI)，fasting insulin(FIN)，luteinizing hormone(LH)，LH／FSH(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testosterone(13，total
cholesterol frC)，triglyceride frG)，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ed in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in the meanwhile insulin—sensitivity index fISll after

treatment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all P<0．05)；the polycystic ovary morphology in all patients

was also ameliorated distinctly，representing the number of cases with bilateral polycystic chang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18 cases vs．25 cases)，and the number of

cases without changes of polycystic morphology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19 cases vs．1 3 cases)，the difference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oth P<0．05)．The levels

of LH，LH／FSH，T，TC were all markedly lowered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D

【LH(U／L)：8．34±1．09 vs．1 1．28±2．34，LH／FSH：1．63±0．30 vs．2．17±0．36，T(nmol／L)：1．67±0．32 vs．2．21±0．29．TC

(mmol／L)：4．1 6±O．66 vs．5．08±0．82，all P<0．05]． Conclusions The TCM polycystie drink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eficiency of kidney，liver depression and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may distinctly exert advantages to them，not

only the drink can regulate the endocrine and lipid metabolism，but also can ameliorate the morphology of polyoystic

ov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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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临床主要表现为不孕、

月经失调、多毛、肥胖等，以高雄激素血症、持续性无

排卵、代偿性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为主要特

征，是育龄期妇女常见的生殖系统内分泌代谢紊乱

疾病H J。李洪娟等心1研究表明，PCOS患者血清黄

体生成素(LH)、睾酮(T)、催乳素(PRL)、雄烯二酮

(A2)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COS组血清硫性激素

结合球蛋白(SHBG)与酸脱氢表雄酮(DHEAS)水

平呈负相关，持续升高的LH刺激可导致卵泡膜细

胞分泌雄激素过多。调查显示，近年来PCOS的患

病率显著上升，该病不仅会影响患者的生育功能，还

会增加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危害

较大。3 J。研究表明，PCOS与精神心理、遗传、肥胖

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㈦J，但其具体的发病机制尚未

阐明，西医治疗存在诸多的弊端。中医认为PCOS

发病与肝、肾、脾、三脏功能失调有关，认为肾精亏

虚、冲任胞宫失养是本病的病机”I o肾虚肝郁证是

PCOS常见的中医证型，情志不遂致肝郁气滞，下阻

冲任气血，耗伤肾精致使肾精亏虚，治则为补肾疏

肝。本研究采用多囊饮对症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效

果，现将相关结果汇总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纳人和排除标准

1．1．1纳入标准：①符合PCOS的西医诊断标准‘6 1，

中医辨证分型为肾虚肝郁证o 7I；②年龄18—35岁；

③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④近期未使用激

素类药物。

1．1．2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疾病或存在认知障

碍；②合并恶性肿瘤；③合并肝肾、心脑血管系统

等严重原发病；④合并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其他

内分泌系统疾病；⑤药物过敏者。

1．1．3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或检测方法均取得

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临床资料：选择2012年8月至2015年2月瑞

安市人民医院红十字分院收治的肾虚肝郁证PCOS

患者8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40例。两组年龄、病程、肥胖患者[体质量指

数(BMI)>28 kg／m2]、胰岛素敏感指数(ISI)<0．021

的胰岛素抵抗(IR)例数、脂代谢异常、卵巢有多囊

样改变患者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表1)，说明两组资料均衡，有可比性。

1．3／治疗方法

1．3．1对照组：采用二甲双胍治疗，于撤退性出血

或月经后口服二甲双胍(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

公司，批号：H20023371，规格：每片500 mg)，每Et

3次，每次500 mg，经期不停药。

1．3．2观察组：采用多囊饮治疗，组方：菟丝子15 g，

巴戟天、柴胡、淫羊藿、白芍各10 g，龙胆草6 g，兼有

痰湿者加胆南星、法半夏各10 g，兼有脾虚者加茯

苓10 g，党参15 g。先将草药加300 mL清水中浸泡

30 rain，大火煮沸后改用文火煎煮20 rain，取头煎

200 mL，然后加200 mL清水后继续煎煮15 min，取

二煎150 mL，头煎和二煎混匀分为两份，早晚服用，

经期不停药。两组治疗过程中如出现月经超过45 d

未按时来潮者则给予黄体酮撤血1次。此外对两组

患者进行饮食和生活方式指导，对于肥胖患者进行

体育锻炼和减肥等指导。两组均连续治疗6个月。

1．4观察指标

1．4．1体格检查：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体格检

查，测量升高、体质量、腰围、臀围，计算BMI和腰臀

比(WHR)。

1．4．2血糖、血脂、性激素和胰岛素检测：于治疗前

和治疗后末次月经周期第3 d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

5 mL，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空腹血糖(FBG)，采

用化学发光法测定空腹胰岛素(FIN)，计算ISI；采

用氧化酶法测定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LH、卵泡刺激

激素(FSH)、T和雌二醇(E2)，计算LH／FSH。

1．4．3卵巢多囊样形态的变化检查：两组患者均于

治疗前后进行常规B超检查，观察卵巢是否有多囊

样改变，B超可见卵巢大小超过正常子宫的1／4以

上，内有多个囊性卵泡，卵巢边缘有大小不等的囊泡

暗区则可诊断为有多囊样改变，分为单侧和双侧。

1．5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孑±s)表

示，组间和组内比较分别采用独立t检验和配对t检

表1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删然、产尝-寻
观察组40 21～33 27．(1214．98 6个月～5年

z．r照组40 22～34 27．45二4．67 5 1、H～6年

肥胖患者 IR 脂代谢

(例) (例) 异常(例)

卵巢有多囊样改变(例)

单侧 双侧

万方数据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6年11月第23卷第6期ChinJTCMWM CritCare，November 2016，V01．23．No．6 ·611·

验；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有IR患者治疗前后体检和血糖水平相关

指标比较(表2)：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BMI、

FIN均显著降低，ISI显著升高(均P<0．05)，但两

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前后

WHR、FBG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O．05 o

表2两组有IR患者治疗前后体检

相关指标和血糖水平比较(i±s)

删时间篇。蒜：，wHR(三，。罴，塔

注：与治疗前比较，8P<0．05

2．2两组脂代谢异常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表3)：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TC、TG、LDL—C

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治疗后TC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但两组治疗后TG、LDL—C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治疗前后HDL—C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o

表3两组脂代谢异常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注：与治疗前比较，8P<0．05；与对照组比较，6P<0．05

2．3两组治疗前后内分泌指标变化比较(表4)：与

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LH、LH／FSH、T均显著降

低，且观察组的降低程度较对照组更显著(均P<

0．05)；两组治疗前后FSH、E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

表4两组治疗前后内分泌指标变化比较(i±s)

鲥圳吲圳篇揣M]-SH，I．tt／FSII㈦E。2⋯．⋯。_．
”祭组i剐川U 40 16 87二5．44 5．25二1 35 3．21二(184 190 26二54-{18 1．9{)=()46

清扎：f^40 8．34二1 09“5 10二1．03 6310．3(I“192．851 56 861．67 1(／．32“l

·f照组治疗莳4n 17㈣二614 5．2l二1 1q 3．28二0．87 188 38二57 23 3．00=f1 43

治疔f舌40 1I 18二2．341 5 1f]=1 22 2 1 7二0．361 190．56二56 22 2．2I=()．29”

注：与治，，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两组治疗前后卵巢多囊样形态的变化比较

(表5)：两组治疗后卵巢多囊样形态均得到了显著改

善，表现为观察组双侧多囊样改变例数较对照组明

显减少，无多囊样形态改变例数较对照组明显增加

(均P<O．05 o

表5两组治疗前后卵巢多囊样形态变化例数比较

3讨论

祖国医学中并无PCOS这一病名，根据其症状

可以归为“闭经”、“月经后期”、“不孕”等范畴。中

医认为，恼怒、忧郁多思等情志因素对此病影响较

大，情志不畅，忧怒伤肝，致使肝气郁阻，血瘀气滞，

思虑过重耗损阴血，脾气受损，脾司运化，脾气受损

致使气血生化乏源，冲任失滋，胞宫失养”'8I。西医

认为情志因素引起本病的机制为：心理应激致使下

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轴功能亢进，致使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释放激素、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等多种激素过

度合成和分泌，影响了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的内

分泌功能，从而影响了多种性激素的分泌，进而造成

对月经和生殖功能的影响。9‘1 0。。

中医理论认为，肝肾同源，肾主脑生髓，脑为元

神之府，主司人之精神活动，肾精亏虚，致使脑髓不

充，元神之府易被邪扰¨川。若情志不遂致肝郁气滞，

下阻冲任气血，耗伤肾精致使肾精亏虚，肾主生殖，

肾精亏虚是PCOS发病的重要基础。本研究采用多

囊饮进行治疗后发现，观察组LH、LH／FSH、T、TC

显著低于对照组，卵巢多囊样形态改善程度显著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多囊饮治疗

肾虚肝郁证PCOS具有显著疗效，能调节患者的内

分泌和脂代谢，改善卵巢多囊样形态。

多囊饮组方中菟丝子和白芍为君药，菟丝子能

补益肾精，温补肾阳，药理学研究表明，其主要成分

为菟丝子黄酮，能够调节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的

功能¨2|；白芍能敛肝养血，药理学研究表明其主要

成分白芍总苷，能提高机体对高温、缺氧等应激反应

的抵抗力，增强性腺功能。1 3I。柴胡疏肝解郁、条达

肝气，巴戟天、淫羊藿补。肾助阳填精，3者共为臣药，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柴胡的主要成分柴胡皂苷、总

皂苷能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巴戟天提取物能抗抑

郁，动物研究表明，巴戟天水煎剂能增强下丘脑一垂

体一卵巢促黄体的功能，增加大鼠卵巢、垂体前叶、

子宫的重量‘15|；淫羊藿的有效成分淫羊藿总黄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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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调节垂体一性腺轴的内分泌功能，增强性腺功能，

刺激E2的分泌1l6I。龙胆草为佐药，清肝火、利肝经、

除肝湿，调和诸药，使方药补而不过滋腻，共奏疏肝

解郁、补肾养血、调理冲任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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