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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异位内膜组织虽然在形态学上呈良性表现，却具有类似恶性肿瘤的生物学

特性。中医学一般认为，
“ 正虚伏邪”为恶性肿瘤的病机特点；那么，肾虚血瘀既属于“正虚伏邪”的范畴，又

体现了 EMs 发病学和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在“病证相应”的中医治则之下，补肾化瘀法的临

床疗效主要表现为：缓解痛经症状、提高受孕率，以及调整月经周期。本文基于 EMs 与恶性肿瘤的相关性，
通过分析补肾化瘀法治疗 EMs 的理论依据及其抑制异位内膜侵袭的调控机制，主要包括解除免疫抑制、阻
断局部微血管新生等，旨在阐明其疗效显著的原因，为临床推广提供可靠的基础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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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活性的子宫内膜组织（腺体和间质）出现在

文献标识码: A

异位内膜组织绝大多数位于盆腔脏器和壁腹膜，

宫腔被覆内膜及子宫肌层以外部位时称为子宫内膜

虽然在形态学上呈良性表现，但是却具有类似恶性肿

异 位 症（Endometriosis, EM）。 近 年 来 发 病 率 明 显 上

瘤的生物学特性，如种植、侵袭、转移及复发等。

的不育女性和 50%-60% 各种形式盆腔痛（包括痛经、

1

的育龄女性和青春期女性均合并 EM

。据 2018 年第

生病灶病因未控制或残留病灶持续增大，其病灶的发

四届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宫疾病协会年会统计，全世

展方式为浸润性生长，可侵蚀肠管、输尿管、膀胱及阴

界发病人数超过 2 亿人，亚洲发病人数超过其他各大

道，并且可转移生长到肺、皮肤、脑部等，同时也可发

大毋庸置疑。EM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慢性盆腔痛、不

正常育龄期女性相比，其超微结构、基因、表达产物和

升，保守估计育龄女性中 EM 的流行率达 15%[1]。50%

非月经期疼痛、性交痛、下腹痛、肛门痛、腰骶部痛等）
[2-3]

洲的总和。我国虽然缺乏确切的统计，但患者数字庞

孕等症状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并有可能继发恶性
肿瘤。EM 病因、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导致中、西医临
床诊断、治疗均存在困难。因此，寻找适合的切入点，
明确其病理机制、中医基本病机特点，并以此为基础
使用疗效明确的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1

EM 与恶性肿瘤的相似性

1 组织发生学
EM 发生、发展过程主要是异位内膜侵袭导致新

生癌变。从微观角度来说，EM 异位内膜、在位内膜与

机能状态上均有差异，表现出更为活跃的功能特点，
为其潜在的致病行为“整装待发”。

早在 1925 年，Sampson 最先描述了 EM 与卵巢癌

之间存在联系，他所提出的“内异症继发性恶性肿瘤”
诊断标准一直沿用至今[4]。Scott 进一步对“内异症相
关 性 卵 巢 癌 （endometriosis associated ovarian

carcinoma, EAOC）”给予组织病理学的界定[5]，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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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非典型内异症”被认为是 EM 病灶从良性转变为

外基质。STAT3 激活 MMPs 表达，为血管新生和侵袭

有 EM 病史的患者罹患卵巢透明细胞癌的风险上升 3

到细胞内 MMP-1 含量呈 STAT3 依赖性上调；STAT3 表

恶性的中间环节

[6-7]

。2012 年，Pearce 等经研究提出，

倍，子宫内膜样癌的风险升高 2 倍 。Wu 等 对同一标
[8]

[9]

本中的 EM 和 EAOC 克隆模式和杂合缺失情况进行研

转移奠定基础。有文献指出，在结直肠腺癌中，观察
达抑制时，膀胱癌中 MMP-9 的含量出现显著下降[12]。

EM 的基本病理过程则是异位内膜黏附、种植处

究，结果表明二者间基因异常模式相似。EM 与 EAOC

存在微血管大量新生 ，导致疾病的不断进展。Balu

能存在致病基因突变的累加和延续。

子（Endocrine gland-derive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在基因异常方面有共同、叠加和递增的趋势，二者可
1.2

免疫抑制状态
肿瘤组织周围处于免疫抑制环境，浸润的免疫效

应细胞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免疫功能低下，甚至是严重
缺陷。肿瘤细胞几乎可以利用免疫系统自身的所有
的负调控机制，建立其微环境的免疫抑制网络。多种
免疫抑制分子，如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白介素（Interleukin, IL）-10、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等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抑制肿瘤抗原提呈，T 细胞的
活 化 、增 殖 、分 化 和 效 应 功 能 ；调 节 性 T 细 胞

（Regulatory cell, Treg）诱导免疫抑制细胞分化、增殖以
及向肿瘤部位聚集。

与此相似，在 EM 异位病灶微环境中，Th1 类细胞

表达受到抑制；Treg 等过度表达，造成异位内膜更容
易逃避免疫监视。研究发现

[10-11]

，EM 患者盆腔异位内

膜 组 织 中 干 扰 素（Interferon, IFN）-γ 与 IL-4，IL-2 与

IL-6 比值异常，是由于 EM 患者异位组织中存在着细

等[13]发现，EM 异位内膜内分泌腺衍生血管内皮生长因
factor, EG-VEGF）表达量及阳性表达率均高于在位内
膜。据报道，EM 患者外周血清、腹腔液中肿瘤坏死因

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水平显著升高[14]。
异位内膜 MMP-2 和 MMP-9 基因多态性与其内膜侵

袭、种植现象呈显著相关性；EM 在位内膜中 MMP-2、
MMP-9 的表达增强，为微血管大量新生提供了有利
条件[15-16]。
2

补肾化瘀法治疗 EM 的特点
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补肾化瘀法不仅对 EM 临床

宏观辨证为“肾虚血瘀证”患者使用有效，对没有明确
“肾虚”宏观四诊信息的患者使用也往往有效。在实

验研究中，补肾化瘀法对 EM 大鼠模型无论是在宏观
表征、还是微观指标方面，都有明确疗效，并且优于单

纯使用活血化瘀法。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科
学问题，即：为什么补肾化瘀法对于 EM 有“普遍适用
性”？这种证候普适性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一

胞漂移现象，导致异位内膜逃避免疫监视而广泛种

科学问题，既可以厘清该方法临床应用的适用范围，

植，其漂移程度可能随着病情的加重愈加明显。EM

更重要的是可能为中西医结合认识补肾化瘀法的作

患者腹腔液中 Treg 增多，可以通过抑制局部免疫反

应，维持免疫耐受，促进异位病灶形成和进行性发展。
1.3

局部微血管形成
局部微环境新血管的形成是肿瘤生长和传播过

程中的一种基本活动。大量新生血管生成，为肿瘤细
胞提供营养物质，清除代谢废物。主要包括：募集骨

用机制积累新的经验。
2.1

调控机制
免疫抑制、微血管新生既是异位内膜侵袭的必需

过程，也是恶性肿瘤种植、转移导致微环境改变的重

要特点。同时，以上两者亦是 EM 肾虚血瘀的现代病
理学基础之一，在其生物学基础中占据重要地位。因

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形成新血管。这一过程促进了

此，补肾化瘀法在调节免疫抑制、阻断微血管新生的

渗透性，也已被证实与肿瘤微环境中的恶性渗出有

的原因。有研究认为[17]，补肾化瘀法可显著调节 T 淋

VEGF 生长、转移和存活；VEGF 高表达所介导的血管

关 。 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大量分泌，通过破坏基质的降解平衡，穿过细

胞外基质缺损处进入局部淋巴系统及毛细血管结构，

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可能是其治疗 EM 疗效显著

巴 细 胞 亚 群 水 平 ，并 通 过 对 核 因 子（Nuclear factor,
NF）-κB 产生抑制作用减少 TGF-β1 表达。也有学者

认为[18]，补肾活血方可以提高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

帮助血管新生在局部形成转移病灶。MMPs 是参与血

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增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子宫

管基底膜降解过程的关键蛋白，能够降解并清除细胞

内膜的表达，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促进着床过程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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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血管生成，提高妊娠率。
2.2

的病机特点。肾虚血瘀既属于“正虚伏邪”的范畴，又

临床研究
EM 的发病原因及病理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多数

学者认为该病可能是多位点基因改变和环境因素相
互作用导致的，其发病取决于遗传、免疫、激素以及环

体 现 了 EM 发 病 学 和 疾 病 发 生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主 要
特点。

3.1 “正虚伏邪”是恶性肿瘤的病机特点

恶性肿瘤往往起病隐匿，初期症状、体征并不明

境的复杂作用。据统计，EM 患者中约 50％合并不孕，

显，病程时间长，往往表现为“有证无候”的病理状态，

现代临床报道发现，补肾化瘀法治疗 EM 临床疗效主

治。正虚是癌瘤形成的先决条件。
《灵枢·百病始生》

EM 患者不孕人群为非 EM 不孕人群的 20 倍 。梳理
[19]

要体现为：①缓解痛经症状：可使 EM 患者痛经评分、

导致无法在罹病早期通过收集四诊信息进行辨证论
云：
“ 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

痛经时间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②提高受孕率：改善

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

黄体功能与子宫内膜容受性，促进妊娠。③调整月经

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行”；
《医宗必读》

周期：通过促进卵泡成熟、排卵，调节孕酮分泌达到纠

亦云：
“ 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清楚地

正月经周期紊乱的效果。可见，补肾化瘀法对治疗

阐述了疾病的生成必以正气虚损为基础。伏邪，是指

EM 主要症状、提高受孕率、降低复发率以及调节全身
免疫功能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2.3

实验研究
免疫抑制、微血管新生是 EM 肾虚血瘀病机变化

藏伏于体内而不立即发病的病邪，
《灵枢·贼风》云：
“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伏邪藏伏体内之脏腑并不
即时发病，而是逐渐积聚到一定程度而待机发病。可
见，
“ 伏邪”与“正虚”的关系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所

的现代病理基础之一，在其生物学基础中占据重要

云：
“ 盖伏气皆伏于三焦脂膜之中，与手足诸经皆有贯

地位。

通之路……恒视脏腑虚弱之处以为趋向，所谓‘邪之

2.3.1

免疫抑制

所凑，其气必虚’也”。

本团队临床研究结合前期实验研究（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项目）发现，多种病因（如多次流产、多次宫腔

3.2

肾虚血瘀是 EM 的病机特点

从 EM 病机学来看，
“ 肾虚”可以导致“瘀血”蓄积，

操作，经期、产后调摄失节等）均可能导致育龄期女性

并随月经期出血而进行性加重。血不归经，排出无路

机体处于“肾虚”
（主要指肾气、肾阳不足，推动、温煦

而为害，阻滞经脉，不通则痛，可见痛经、少腹疼痛；

无力）状态；而且 EM 患者与肾虚血瘀证患者的免疫失

“气为血帅，血为气母”，瘀结日久，气血功能失调，形

列细胞免疫异常：如自然杀伤（NK）细胞活性降低；IL-

经不调；冲脉受损，任脉失通，督脉温煦失司，两精不

调状态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EM 患者表现为一系

2 水平下降，IL-6 水平升高等。以上微观指标变化趋
[20]

势均与肾虚患者的免疫缺陷表现一致 。
2.3.2

微血管形成

成癥瘕；瘀阻下焦，冲任受阻，胞宫藏泻失司，可见月
能相搏，可见不孕。
多种病因（如多次流产、多次宫腔操作，经期、产
后调摄失节等）均可能导致育龄期女性机体处于“肾

血液黏度的增高，势必造成血液运行不畅而发生
瘀滞，因而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异常改变能客观地反映
血瘀证的病理实质，血液的浓、黏、聚、凝与血瘀证的
相关性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当子宫内膜返流入腹腔，
微小异位灶病变形成之后，必须要有新生血管提供营
养，才能进一步发展。经前期研究证实：无论是 EM 患

虚”
（主要指肾气、肾阳不足，推动、温煦无力）状态。
EM 患者还表现为一系列细胞免疫异常：如自然杀伤

（Natural killer, NK）细胞活性降低；IL-2 水平下降，IL6 水平升高等。以上微观指标变化的趋势均与肾虚患

者的免疫缺陷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21]。另一方面，
血液的浓、黏、聚、凝与血瘀证的相关性已经得到广泛

者，还是通过自体内膜移植法所建立的大鼠模型，其

接受，血液黏度的增高，势必造成血液运行不畅而发

宏观表征与微观指标都体现了“血瘀”的特点。

生瘀滞，因而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异常改变能客观地反

3

补肾化瘀法的理论依据
现代中医学者一般认为“正虚伏邪”为恶性肿瘤

映血瘀证的病理实质。当子宫内膜返流入腹腔，微小
异位灶病变形成之后，必须要有新生血管提供血液，
才能进一步发展。无论是 EM 临床观察还是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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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宏观表征与微观指标都体现了血瘀的特点[22]。
4

用药物半年以上；其四，手术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性和
创伤性。鉴于此，需要探索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和安全

结语

有效的药物，以减轻病人负担，节约医疗资源。

目前，西医学治疗 EM 的常用方法主要包括药物

综上所述，目前西药治疗治疗 EM 依赖性强、副作

疗法和手术疗法。经典的药物仍以甾体激素类为主，

用较大且难以控制复发，手术治疗则有一定局限性。

随着对其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一些新药物，如抗血

准确辨识病机，运用疗效确切的中药复方就显得尤为

管生成剂、免疫调节剂、抗炎药物等已经投入临床或
实验研究。手术疗法（腹腔镜手术或开腹手术）适用
于药物治疗后症状无缓解、病变加剧或生育功能未恢
复者，以及卵巢异位囊肿较大且迫切希望生育者。尽
管治疗方法众多，疗效较为明确，但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亟待解决：其一，甾体激素类药物在消除病灶、控制
症状、提高受孕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局限，且停药后
复发率较高；其二，甾体激素类药物存在不同程度的
副作用，例如孕三烯酮可能导致雄激素样作用，或出

重要。本团队在前期 EM 肾虚血瘀证大鼠模型的建立

与评价、温经汤加味的临床、实验研究等工作的基础
上，建立了较为稳定、成熟的 EM 大鼠模型，并发现免

疫抑制与局部微血管新生既是异位内膜侵袭的必需
环节，也是 EM 肾虚血瘀的重要病理基础；温经汤加味
对 EM 有确切的临床疗效与实验研究基础。本文基于

EM 与恶性肿瘤的高度相似性，通过分析补肾化瘀法
治疗 EM、抑制异位内膜侵袭的调控机制，主要包括解

除免疫抑制、阻断局部微血管新生等，旨在阐明其疗

现肝功能损害及体重增加等；其三，对患者的依从性

效 显 著 的 原 因 ，为 临 床 推 广 提 供 可 靠 的 基 础 研 究

要求甚高，各种甾体激素治疗方案均要求患者规律服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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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Kidney-tonifying and Stasis-removing
Therapy on Endometriosis
Cui Yifan1 ，Liu Hongqi2

(1. Clinical College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nzhong 030619, China；2.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Active heterotopic endometrial tissues, although benign in morphology, hav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malignant tumor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malignant tumors is "vital qi deficiency and hidden

pathogen", which is kidney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belongs to. Kidney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embod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EMs in its pathogenesis,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it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immunosuppressive state of EMs and block the angiogenesis of local microenvironment. Under the TCM treatment

principle of "corresponding disease and syndrome", its main clinical effects are relieving dysmenorrhea symptoms,
improving pregnancy rate and adjusting menstrual cycl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Ms and malignant
tumors,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onifying kidney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method for EMs and its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inhibiting the invasion of ectopic endometrium, including relieving immunosuppression and

blocking local microangiogenesis was performed. We can fully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its remarkable curative effect, and
provide reliable support for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Endometriosis, Kidney tonifying and stasis removing method, Theoretical basis, Regulator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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