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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盆腔炎妇科临床治疗效果观察

周　武

长沙生殖医学医院　湖南长沙　410006

［摘　要］目的　观察慢性盆腔炎妇科临床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 114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根

据随机抽签法分为对照组（n=57，抗生素）与观察组（n=57，抗生素 + 妇炎宁汤），对比两组疗效。结果　疗效对比，观察组

为 98.25%，高于对照组的 77.19%（χ2=10.092，P ＜ 0.05）；治疗后，观察组纤维蛋白原、C 反应蛋白及血浆黏度等指标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妇炎宁汤在慢性盆腔炎患者治疗中应用，对患者症状缓解明显，治疗效果较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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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疾病中，慢性盆腔炎发生率比较高，对患者身心健

康影响较大，需尽早给予有效治疗。抗生素药物在慢性盆腔

炎治疗中应用较多，虽然对患者症状有一定缓解作用，但停

药后复发率较高 [1]。有研究显示，在慢性盆腔炎治疗中，中

医药的使用不仅对患者症状有显著缓解作用，还可降低疾病

的复发 [2]。基于此，本次对 114例慢性盆腔炎患者进行研究，

观察妇炎宁汤治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 114 例慢性盆腔

炎患者，根据随机抽签法均分为两组。对照组中，患者年龄

20 ～ 54 岁，平均（33.76±2.97）岁，病程 1 ～ 7 年，平均

（3.82±0.67）年；观察组中，患者年龄 21 ～ 56 岁，平均

（34.18±2.73）岁，病程 1～ 9年，平均（3.98±0.64）年。

两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抗生素治疗，给予患者0.5g左氧氟沙星片（黑

龙江诺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H20054408）口服。1

次 /d；给予患者 0.4g 甲硝唑（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 H61020092）口服，3次 /d。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联合妇炎宁汤治疗，组方：黄芪、

菟丝子、薏苡仁、荔枝核、鹿角霜、茯苓、白术各 20g，丹参、

鱼腥草、五灵脂、没药、桂枝、巴戟天、败酱草各 15g，炙甘

草 10g，用清水现将药物冲洗干净后，置于药罐内加水煎煮，

取 250ml 药液于饭后服药，服药时间为月经干净后 1d 开始，

连续用药一周后停药为一个疗程，下一疗程为第二个月经周

期第 7～ 8d 开始。连续用药 3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疗效，显效：治疗后患者小腹疼痛、白带增多

等症状消失；有效：治疗后患者症状有所缓解；无效：治疗

后患者症状无改变或加重，总有效率 =1- 无效率。治疗前后，

对比两组纤维蛋白原、C反应蛋白及血浆黏度等指标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P＜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

料用 χ2 检验，用 %表示。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8.25%，高于对照组的 77.19%，

P ＜ 0.05，见表 1：

表 1：两组疗效对比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n=57) 40(70.16%) 16(28.07%) 1(1.75%) 56(98.25%)

对照组 (n=57) 23(40.35%) 21(36.84%) 13(21.05%) 44(77.19%)

χ2 / / / 10.092

P / / / ＜ 0.05

2.2 临床指标

在纤维蛋白原、C 反应蛋白及血浆黏度等指标对比中，

治疗前两组均无明显差异（P ＞ 0.05）；治疗后，两组各指

标较治疗前均下降（P ＜ 0.05），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 2：两组相关指标对比

组别 时间 纤维蛋白原 (g/L) C 反应蛋白 (mg/L) 血浆黏度 (mPa·s)

观察组 (n=57)
治疗前 6.24±077 10.86±0.93 2.43±0.17

治疗后 2.13±0.17*# 3.24±0.38*# 1.58±0.08*#

对照组 (n=57)
治疗前 6.22±0.80 10.79±0.97 2.44±0.16

治疗后 3.58±0.36* 4.51±0.62* 1.97±0.11*

注：与治疗前对比，*P ＜ 0.05；与对照组对比，#P ＜ 0.05

3 讨论

慢性盆腔炎是妇科临床常见疾病，该病的发生与人们

的饮食、生活习惯改变相关，并且近年来呈年轻化发展趋势
[3]。该病发生后，患者以小腹疼痛为主要表现，同时伴有不同

程度子宫内膜、输卵管、盆腔腹膜及盆腔结缔组织炎症反应，

不仅对患者身心健康带来影响，同时也导致不孕症发生的可

能增大 [4]。由于该病在发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患者

忽视，随着病情的加重，治疗难度也会增大。所以，对慢性

盆腔炎患者而言，一旦发现该病，需及时进行积极治疗。

目前，临床中对慢性盆腔炎治疗时，主要通过药物方法

治疗，最常用的药物为抗生素药物，此类药物对患者炎性症

状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但整体疗效并不理想，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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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制剂，其应用优势如下：长期作用于消化系统，防止胃酸、

胆酸对胃肠道的损害，并且耐受抗生素；可以广泛存在与肠

道中，形成微生物屏障，破坏致病菌的繁殖，削弱致病菌的

去哪洗以及粘附能力等，同时还可以分泌低分子量蛋白酶，

分解和中和细菌菌素，阻止传递验证信号，起到良好的抗炎

效果。另外，布拉氏酵母菌还能够刺激肠腔表面酶代谢活性，

提高对肠黏膜细胞的检测能力，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可通

过网状系统刺激肠道免疫球蛋白的分泌；提高锌结合蛋白酶

活性，促进肠道吸收功能。该菌群对于由各种因素导致的肠

粘膜损伤的修复、保护、营养等作用存在着非常高的限制，

能够促进乳酸菌、双歧杆菌的生长，从而实现肠道保护屏障

的修复和重建目的。

3.3.2 禁食时间

在复位之后，应进行 6 至 24 小时的禁食，以减少肠道不

稳定性，减少肠道迷走神经兴奋性，并在早餐后刺需要刺激

肠道蠕动，以此来环节肠系膜淋巴结重肿大。在实施保乳喂养、

奶粉喂养以及混合喂养患儿的过程中，如果患儿出现腹泻，需

要选择无乳糖奶粉进行微扬，以防止长期腹泻导致胃肠疾病

或营养不良，如果在此期间存在添加辅食的话，需要暂停辅食，

可以改为米汤、米糊等，等到患儿的胃肠道功能逐渐恢复后，

可以过度到正常饮食 [6]。

综上所述，临床医生必须要提高对于肠套叠的认识，重

视对于肠套叠的诊断，尽可能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

高婴幼儿肠套叠空气灌肠复位的成功率，降低复位失败的发

生率，促进婴幼儿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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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5]。所以，临床中在对该病治疗研究中，对更安全、有

效的用药方案也进行了大量探索。对于慢性盆腔炎疾病而言，

在病情作用下，患者局部会发生微血栓，导致血液黏稠度升

高，血液流变学改变，导致治疗难度增大 [6-8]。慢性盆腔炎，

中医称之为“带下病”、“妇人腹痛”。主要表现为冲任阻滞、

胞宫胞脉失畅，不通则痛；或者冲任虚衰，胞脉失养，不荣则痛，

或加之感受寒热湿邪而成带下之病。慢性盆腔炎往往系由于经

期产后，余血未尽，冲任阻滞、胞脉血行不畅；久病伤及脾肾，

导致脾肾亏虚，随之冒雨涉水，感寒饮冷或久居寒湿之所；

或感受湿热之邪，湿热与血博结，瘀阻冲任，最终形成虚实

寒热错杂之证，表现为带下、腹痛之症，缠绵难愈。故而自

拟妇炎宁汤加减以健脾补肾祛湿、活血清热化瘀。方中黄芪

补气健脾、茯苓健脾化湿、白术燥湿健脾，正所谓脾主运化、

脾虚水湿内生，三药合用可使脾胃运化有权，湿邪自除；菟

丝子补肾泻湿祛风、固精缩尿变病理带下为阴液，配以巴戟

天、鹿角霜增强补肾祛湿之功；丹参性寒凉血止痛、活血化瘀，

丹参者，参中之亦补亦泻之品，可谓一味丹参散，功通四物汤，

没药、五灵脂、辛散温通、活血止痛；一寒一热共祛寒热错

杂之邪，从而冲脉畅，任脉通，痛症自除；鱼腥草、大血藤、

败酱草清热解毒、活血祛湿止痛之功效如桴鼓；湿胜则阳微，

配以桂枝温通经脉、薏苡仁有健脾利水渗湿之效，女子以肝

为先天，佐以荔枝核有疏肝理气止痛之效，炙甘草调和诸药。

全方共健脾补肾祛湿、活血清热化瘀之功。联合抗生素使用，

对慢性盆腔炎患者症状缓解有促进作用 [9-10]。本次研究显示，

观察组为 98.25%，高于对照组的 77.19%（P ＜ 0.05），表明

在慢性盆腔炎治疗中，妇炎宁汤与抗生素联合用药，可使患

者症状得到有效改善；治疗后，观察组纤维蛋白原、C 反应蛋

白及血浆黏度等指标均低于对照组（P ＜ 0.05），提示妇炎

宁汤在慢性盆腔炎治疗中应用，对患者临床指标有明显改善

作用。

综上所述，在慢性盆腔炎治疗中，妇炎宁汤与抗生素联

合用药，可使患者症状得到有效缓解，疗效可靠，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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