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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与中医体质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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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柳州

545000）

探讨痛经患者的相关特点及体质分布，探索痛经体质及情志因素对痛经的影响，为不同

体质类型痛经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提供康复、体质调节方案。方法

采用自制痛经调查表，国际焦

虑调查表和国际抑郁调查表以及王琦的《中医体质量表》对收集的患者进行调查问卷，筛选出有效病例 158
例，将所得数据录入 Excel 表，运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偏颇质占 91.1%，平和质占

8.9%，其中偏颇质出现频率最高的体质为痰湿质，占 25.3%。气郁质，占 19%。
（2）不同体质类型的情志失调
程度比较：不同体质类型痛经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有差别，其中平和组较气郁、湿热、痰湿、阳虚轻（P＜

0.05），气虚较气郁、湿热、痰湿、阳虚轻（P＜0.05），气郁较痰湿、阳虚、阴虚重（P＜0.05）。
（3）痛经疼痛程度的
分布结果

可以忍耐 29 例（占 36.7%），坐立不宁 33 例（占 41.8%），卧床休息 12 例（占 15.2%），痛到昏倒 3 例

（占 3.8%）。发现痛经患者多数坐立不宁（41.8%），其中，轻度可以忍耐的患者在抑郁程度上，明显小于其他
三组。结论

痛经与中医体质分布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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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是妇科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是指行经前后
或月经期前后出现下腹部疼痛、坠胀、伴有腰酸或其
他不适，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1]。据报道，痛经的

考，提供情绪康复，体质调节方案。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国内发生率为 60%-70%。中医学称痛经为“经行腹

1.1

根据疼痛发生的时间、部位、性质以及疼痛的程度辨

中医科就诊的痛经患者进行现场调查，其中，就诊人

[2]

痛”，以“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为其主要病机 。并
虚实寒热，此为辨证之大要，临证须结合月经期、量、
[3]

色、质、伴随症状、舌、脉及素体和病史综合分析 。相
关性分析是指对两个或多个具备相关性的变量元素
进行分析，从而衡量两个变量因素的相关密切程度。

研究对象

对 2018 年 3 月份到 10 月份来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次 179 人，发放调查问卷 179 份，收回有效问卷 158 份。
回收率为 88.3%。
1.1.1

诊断标准

（1）经期或经行前后小腹疼痛，痛及腰骶，甚则昏

相关性的元素之间需要存在一定的联系或者概率才

厥，呈周期性发作（2）好发于青年未婚女子（3）排除盆

可以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也不是

腔器质性疾病所致腹痛[2]。

简单的个性化，相关性所涵盖的范围和领域几乎覆盖

1.1.2

了我们所见到的方方面面，相关性在不同的学科里面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对 2018 年 3 月份到 10 月份来柳州市妇

的定义也有很大的差异。本次研究对就诊的痛经患

幼保健院中医科就诊的痛经患者符合痛经的中医诊

者进行相关调查，总结痛经患者的相关临床特点及体

断标准的患者，病例资料完整，愿意接受治疗和回访，

质分布，探索痛经好发体质及情志因素对痛经的影

配合收集病例信息；排除标准: 同时合并其他系统严

响，为不同体质类型痛经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参

重疾病，病例资料不全，无法配合治疗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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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 25 岁，平均 16.06±3.71 岁。调查发现，患者平均痛

研究方法

1.2.1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国际认可的焦虑自评量表

[4]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心理学）抑郁自评量

经 年 龄 发 生 在 16 岁 左 右 ，即 初 潮 后 3 年 左 右 发 生
痛经。

表1

表 SDS[5]（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北京中医药大

痛经患者基本情况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17

48

30.22

6.310

调查表（包括患者月经的基本情况、年龄、初潮年龄、

初潮年龄

10

17

13.08

1.217

初次痛经年龄、月经周期、天数、经量、是否有血块、疼

月经周期

6

60

29.96

5.768

经期

4

29

6.27

2.823

初次痛经年龄

11

25

16.06

3.719

学王琦教授制定的《中医体质量表》[6]以及自制的痛经

痛程度、疼痛性质、得温热是否缓解、经前乳房胀痛、
嗜睡、烦躁易怒，以及伴随情况、带下情况）。
自制痛经调查表的制定原则：
（1）必须按照中医
理论对痛经的认识和痛经的证候特点进行设计；
（2）
适宜患者自评和医生对被研究者的测评，条目尽量采
用五级判定法，并易于理解和计分；
（3）为利于中医辨
证，保留部分二分类变量，可多选；
（4）评价指标（条
目）必须代表性好、独立性强、敏感性高，应该是辨证
的重要指标，并且对每一个被研究者都能作出评价；
（5）内容应详尽，涵盖原发性痛经的每一方面。
1.2.2

疼痛程度的评价量表
根据主诉疼痛的程度分级法（VRS 法），让患者根

据自身感受说出，即语言描述评分法，这种方法病人

容易理解，但不够精确。具体方法是将疼痛划分为 4
级：0 级：可以忍耐。I 级（轻度）：需要卧床休息，有疼

2.2

痛经患者月经基本情况
通过调查量表的分析（1）月经量：平均量中等为

120 人，占 75.9%；
（2）经色：经色暗红人数较多，为 64
人 ，占 40.5%；疼 痛 程 度 以 坐 立 不 宁 为 主 ，人 数 为 66
人 ，占 41.7%；
（3）疼 痛 性 质 以 坠 痛 为 主 ，人 数 为 126

人，占 88.7%；疼痛时腹部：喜揉喜按 100 人，占 63.2%；

（4）得暖痛减：可以缓解 120 人，占 75.9%；
（8）疲倦：经

前及经期疲倦 100 人，占 63.2%；
（5）乳房胀痛：经前乳

房胀痛 86 人，占 54.4%；
（6）烦躁易怒：经期或经期烦
躁 易 怒 126 人 ，占 79.7%；
（7）痛 经 伴 随 症 状 ：腰 部 酸
痛，四肢凉 80 人，占 50.6%；
（8）白带情况：白带正常
120 人，占 75.9%。
表2

痛经患者月经基本情况

痛但可忍受，生活正常，睡眠无干扰。Ⅱ级（中度）：坐
立不宁，疼痛明显，不能忍受，要求服用镇痛药物，睡

月经量

症状

例数

占总数比例

中等

120

75.9

眠受干扰。Ⅲ级（重度）：痛到晕倒，疼痛剧烈，不能忍

经色

暗红

64

40.5

受，需用镇痛药物，睡眠受严重干扰可伴自主神经紊

疼痛程度

坐立不宁

66

41.7

乱或被动体位。让患者根据自身痛经时的腹痛程度
感受，评估并表明自己月经来潮时的疼痛程度。
1.2.3

2.1

结果
调查患者的基本情况（表 1）

88.7

100

63.2

大多数可以缓解

120

75.9

疲倦想睡

100

63.2

经前

乳房胀痛

86

54.4

经期或经期

容易烦躁易怒

126

79.7

痛经多数伴随的症状

腰部酸痛，四肢凉

80

50.6

计分析。
2

126

得温热

现场直接发放调查问卷，将全部有效问卷进行核

计分析。利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等方法进行统

坠痛
喜揉喜按

经前及经期

资料收集及分析

准后，将所得数据录入 Excel 表，运用 SPSS13.0 进行统

疼痛性质
疼痛时腹部

2.3

平素小腹痛

小腹痛

48

30.3

带下量，色质

基本正常

120

75.9

中医体质分布情况
通过调查量表得出，痛经患者的体质分布情况

痛经年龄最小的患者 17 岁，最大的患者 48 岁，平

是：偏颇质占 91.1%，平和质占 8.9%，其中偏颇质出现

平均 13.08±1.217 岁；月经周期平均 29.96±5.76 天；平

名，占 19%。分析原因：因柳州近期降雨量多，空气潮

均 30.22±6.31 岁；初潮年纪最小的 10 岁，最大的 17 岁，
均月经天数 6.27±2.82 天；初次痛经年纪最小 11 岁，最
2

频率最高的体质为痰湿质 40 名，占 25.3%；气郁质 30
湿，外在湿气会侵犯人体而导致体内津液聚停，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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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內湿，故痰湿体质患者所占比例较大；女性月经
期气血紊乱，肝的疏泄功能异常，疏泄不及而致气机
瘀滞，故气郁患者比例也较大，具体构成比详见图表。
见表 3

中气虚夹气郁质者高达其中偏颇质出现频率最高的

体质为痰湿质 40 名，占 25.3%。气郁质 30 名，占 19%。
而通过原发性痛经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

表3

析[8] 亦发现消极情绪可能是原发性痛经的危险

痛经患者中医体质分布

因素。

人数

构成比（%）

2

1.3

特禀质

2

1.3

分组

例数

SDS

SAS

湿热质

10

6.3

平和

30

35.40±6.28

35.40±5.80

平和质

17

8.9

气虚

16

33.63±9.33

34.88±8.53

气虚质

16

10.1

气郁

14

53.00±4.51

38.00±11.03

阳虚质

22

13.9

湿热

10

47.80±4.97

34.20±6.80

阴虚质

22

13.9

痰湿

40

43.15±2.71

39.00±6.58

气郁质

30

19

阳虚

22

44.00±9.00

41.00±6.58

痰湿质

40

25.3

阴虚

22

41.73±7.86

37.36±6.15

合计

158

100

F

4.556

p

＜0.01*

血瘀质

2.4

经，调查结果显痛经人群多兼夹 2 种甚至多种体质，其

患者疼痛程度与情志因素之间的关系
调查发现，痛经患者多数为坐立不宁 66 例，其次

是可以忍受，占 58 例，其中，痛经程度为可以忍耐的患

表5

体质分组分析结果

1.181
.33

注：* SDS 比较：平和组较气郁、湿热、痰湿、阳虚轻（P＜0.05），气虚较气郁、湿热、
痰湿、阳虚轻（P＜0.05），气郁较痰湿、阳虚、阴虚重（P＜0.05），湿热、痰湿、阳虚、
阴虚四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者，在情绪抑郁程度上，明显小于其他三组；可以得出

表6

痛经患者疼痛程度、体质情况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患者疼痛程度与情志因素之间是有关系的。坐立不

r

n

疼痛程度

体质分型

宁 、卧 床 休 息 、痛 到 昏 倒 三 组 间 无 显 著 差 异（P

SAS

158

0.153

-0.0158

SDS

158

0.503

>0.05）。

表4

疼痛分组分析结果

3

SDS（抑郁自评量 SAS（焦虑自评量

0.051

讨论

分组

例数

可以忍耐

58

35.62±8.94

36.03±6.98

痛引腰骶，甚至剧痛晕厥者，称为“痛经”，亦称“经行

坐立不宁

66

45.67±9.09

38.15±7.58

腹痛”。西医学把痛经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

卧床休息

24

43.92±11.51

39.25±5.90

6

49.67±0.58

38.00±9.644

经，前者又称功能性痛经，系指生殖器官无明显器质

痛到昏倒

表）
）

表）
）

F

7.065

0.734

P

＜0.001*

0.54

注：* SDS 比较：可以忍耐组较其余三组轻（P＜0.05）

2.5

*

痛经患者疼痛程度与体质的关系
在 158 名痛经患者中，偏颇质占 91.1%，平和质占

8.9%，其中偏颇质出现频率最高的体质为痰湿质 40

名，占 25.3%。气郁质 30 名，占 19%。通过体质分布，

凡在经期或经行前后，出现周期性小腹疼痛，或

性病变者，后者多继发于生殖器官某些器质性病变，
如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慢性盆腔炎等。
本节讨论的痛经，包括西医学的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
痛经。功能性痛经容易痊愈，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痛经
病程较长，缠绵难愈。痛经属于祖国医学“经行腹痛”
的范畴，有关痛经的记载，最早见于《金匮要略·妇人
杂病脉证并治》：
“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
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指出淤血内阻而致经行不畅，

同体质类型情绪障碍分布有差异，其中平和组较气

少腹胀痛；
《诸病源候论》首立“月水来腹痛候”，认为

郁、湿热、痰湿、阳虚轻（P＜0.05），气虚较气郁、湿热、

“妇人月水来腹痛者，由劳伤血气，以致体虚，受风冷

痰湿、阳虚轻（P＜0.05），气郁较痰湿、阳虚、阴虚重（P

之气客于胞宫，损冲，任之脉”为研究痛经的病因病机

＜0.05），湿热、痰湿、阳虚、阴虚四组间无显著差异（P

奠立了理论基础。宋代《妇人大全良方》认为痛经有

>0.05）
（表 5，表 6）。通过调查，偏颇体质更易出现痛

因于寒者，有气郁者，有血结者，病因不同，治法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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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的病位在子宫，冲任；以“不通则痛”或者“不荣则

调、痛经等。也就是调查中所得，患者发生痛经的体

痛”为主要病机。痛经多发生于青春期。古籍《素问·

质，集中于痰湿和气郁的患者，明显高其他的体质的

上古天真论》中描述，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

患者。

脉盛，月事以时下。正直经气血旺盛的阶段，故此期

本次调查亦发现，偏颇体质者更易出现痛经。调

患者发生痛经的数量较多，也比较集中于此期。

查结果显示偏颇质占 91.1%，平和质占 8.9%，其中偏

华裔教授 Zung 编制（1971），从量表构造的形式到具体

气郁质 30 名，占 19%。并且不同体质类型痛经患者的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由

评定的方法，都与抑郁自评量表（SDS）十分相似，是一

颇质出现频率最高的体质为痰湿质 40 名，占 25.3%。
焦虑抑郁程度有差别，其中平和组较气郁、湿热、痰

种分析病人主观症状的相当简便的临床工具。适用

湿、阳虚轻；气虚较气郁、湿热、痰湿、阳虚轻气郁较痰

于具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国外

湿、阳虚、阴虚重；经期前后，女性的身体由气血盛实

研究认为，SAS 能够较好地反映有焦虑倾向的精神病
求助者的主观感受。而焦虑是心理咨询门诊中较常
见的一种情绪障碍，所以近年来 SAS 是咨询门诊中了
解焦虑症状的自评工具。SD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心理学）抑郁自评量表。作为一种自评量表，

转向气血骤虚，从而形成不通和不荣，易引起气血津
液运化失调，水湿停聚，聚湿成痰而成痰湿内蕴表现；
素体抑郁，气郁不舒，血行失畅，瘀阻子宫，冲任。朱
丹溪认为：
“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拂郁，诸病生焉。
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气血失和，气虚则不荣，气郁

在自评者评定之前，一定要让他把整个量表的填写方

则不通，故偏颇体质，特别是复合多种体质者更易发

法及每个问题的涵义都弄明白，然后作出独立的、不

生痛经。而熊玲等[9]的调查也显示女性气郁质明显多

受他人影响的自我评定。评定时须根据最近一星期

于男性，且气郁体质比平和体质更容易处于忧郁症边

的实际情况来回答。否则，测验的结果不可信。SDS
目前广泛应用于门诊病人的粗筛、情绪状态评定以及
调查、科研等，不能用于诊断。
近年来，中医学对中医体质研究不断深入，取得
[11]

缘，并且患重度忧郁症的概率高，对全国 9 省市 21948

例流行病学调查[10] 亦显示女性气郁质明显多于男性。
因此，对于原发性痛经的预防与干预措施，应积极改
善体质，消除负面情绪，积极参加运动，实现对女性体

了一定的成果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是中

质的综合调理，阻止相关疾病的发生。为不同痛经患

医对疾病个体化诊治的优势和特点，也符合现代医学

者防治痛经，提供情绪康复，体质调节方案，进而改善

诊治疾病的趋势，在临床上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为了

痛经患者生活意义重大。
“ 不通则痛”发为痛经[12-14]。

对原发性痛经中医证候分布规律及特点进行初步的

在最近的痛经文献中已有表明，其中郑良琴对原发性

探索，为其辨证规范化打下基础，以期更好的应用于

痛经患者进行临床研究[15] 研究表明，气郁质对原发性

临床及科研研究中，我们通过本文对痛经患者的一系

痛经有显著性影响；曾庆芳对不同证型的痛经患者进

列调查，发现痰湿和气郁体质的患者，痛经的几率会

行研究，发现[13]寒凝血瘀证在痛经中占有率较高；张瑜

明显高于其他体质的患者；还得出，不同体质类型的

对痛经的发生机制进行探究[16] 认为，痛经的发生于气

痛经患者，患者疼痛程度与情志因素之间是有关系

血的循行是有相关性的；喻姿容也是根据患者的体

的，即与焦虑，抑郁的情志相关；古籍有云，
《灵枢·五

质，对痛经患者进行中药治疗[17]在研究中，也是不用患

音五味》特别强调妇女的体质特点是“妇人之先,有余

者运用不同的中药治疗，痛经的缓解效果显著；贾晓

于气,不足以血。”清·萧埙《女科经纶》云：
“ 百病皆生

慧[18] 用脐疗治疗痛经，也是根据不用的体质和疼痛程

于气，而于妇女尤为甚……。”又云：
“ 妇人以血为本妇

度进行治疗，效果明显；邬光福[19]运用中医八髎穴治疗

人从于人凡事不得行，每致忧思忿怒，郁气思多……。

痛经，通过不同的直径程度进行不同的取穴，发现对

隋代名医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妇人杂病诸候·月水

缓解痛经，效果明显。

来腹痛候》曰：
“ 妇人月水来腹痛者，由劳伤血气，以致

因此，我们发现，无论是现代的文献研究表明，还

体虚，……血气动于风冷，风冷与血气相击，故令痛

是本文对痛经患者的调查研究，对于痛经的预防与干

也”。由此可知，痰湿、气郁体质以妇女为多见，而一

预措施，我们应积极改善体质，消除负面情绪，积极参

旦痰湿内生，郁结形成，则易引起诸多疾病，如月经不

加运动[20]，女性在经期的护理也影响着其疗效，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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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视、不了解造成了患者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障碍，

疗效果。实现对女性体质的综合调理，阻止相关疾病

不利于药效的发挥，故在运用中医治疗的同时加强心

的发生，提高当代女性的生活质量。

理干预，实施正确的护理方法，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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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Dysmenorrhea and Constit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iu Cong，Guo Qinyuan，Lai Yuqin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uzh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Liuzhou 545000,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hysical distribution of dysmenorrhea patien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ysmenorrhea constitution and emotional factors on dysmenorrhea，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ysmenorrhea patients to formulate treatment programs， and to provide rehabilitation and physical
adjustment programs.Methods

158 valid cases were selected by self-made dysmenorrhea questionnaire， internation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international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 and Wang Qi's Chinese Medicine Constitution Scale. The
data were entered into Excel table and analyzed by SPSS13.0.Results

（1） Prejudice accounted for 91.1% and peace

accounted for 8.9%. Phlegm-dampness was the most frequent constitution， accounting for 25.3%. Depressive

temperament accounted for 19%. （2） Comparing the degree of emotional disorder of different constitution types： The
degre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dysmenorrhea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onstitution types was different， among which

the level group was lighter than qi depression， damp-heat， phlegm-dampness and yang deficiency （P<0.05）， Qi

deficiency was lighter than qi depression， damp-heat， phlegm-dampness and yang deficiency （P<0.05）， and qi
depression was heavier than phlegm-dampness， yang deficiency and yin deficiency （P<0.05） . （3）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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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pain degree of dysmenorrhea： 29 cases （36.7%） were tolerant， 33 cases （41.8%） were restless， 12
cases （15.2%） were in bed， and 3 cases （3.8%） were comatose.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dysmenorrhea
patients were restless （41.8%） .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in mild tolerant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hree groups.Conclusion

Dysmenorrhe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constitution of TCM.

Keywords: Dysmenorrhea, Constitution, Anxiety,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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