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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月经病病例研究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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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建立在对古今病例文献整理基础上!对月经病的病种"临床证型"典型症状"脉象等信息进行全面的规范!同时搜
集有关月经病脉象研究的相关文献!利用 ())*++ 数据库技术!开发出# 月经病电子病历管理分析系统$ !从历代妇科医案与
现代妇科研究文章以及妇科临床医案中搜集了 ,', 例月经病患者的临床病例!进行规范病例采集!将所得数据结果运用单因
素与多因素数理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频数分析"卡方检验"回归分析!多重评价方法使得分析结果能够得到相互
确认!初步得到了月经病常见脉象表现的相关规律&
关键词!月经病'脉象'舌象'症状'月经表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研究思路

系$舌象与脉象的关系$症状与脉象的关系$月经期%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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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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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脉象的关系进行分析$找出月经病常见脉象与四者之间

围绕古今中医月经病病例中出现的脉象进行研究$研究

的相关性$进行频数分析$并进行卡方检验$而后$找出本次

月经病临床常见病种%证型%症状%体征%舌象等因素与脉象

病例观察中例数较多的脉象$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找出此

的相关性$通过月经病病例脉象学研究$挖掘文献资料中的

脉象与其它因素的相关性&

隐含信息$探讨月经病诊治规律&

!$# 病例研究方法& 病例纳入标准)!已经明确诊断的

"%
#!研究路线

月经病病例& "医案%病例需记载具体$有病名%证候分析

根据本次病例研究的特点$本 课 题 以 ' 月 经 病 常 见 脉

! 或证型# 等主要临床表现$记录详尽的病案&

象( 作为立足点$通过教材规范研究%病例研究探讨月经病临
床辨证规律$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如图 " 所示)

病例排除标准)!病案临床信息搜集不详$无具体的脉
象%舌象等记载的病案& "在不同书籍中出现患者姓名%病
情雷同$有重复可能性的病案& #复合型疾病中$因其他疾
病所导致出现类似月经病症状的病案&
#%
#!拟定相关证候
在有关参考书目!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医诊断教材%
中医妇科教材# 中$总结与月经病相关病名! 中医病名%西医

图 "!月经病脉象研究技术路线

病名# %证型%典型症状%体征%舌脉象等$全部录入到数据库$

#!研究实施方案

其中$对表述含义相同$表达语言方式不同的项目进行合并$

#%
"!确立参考书目

如心脾两虚证%心脾气血两虚证%心血虚脾气虚证$均归为心

#%
"%
"!文献研究!搜集近代中医诊断文献%中医妇产科文
献及权威著作$对月经病的病种%临床证型%舌脉象%典型症
状等信息进行全面的分析概括$得出相应的月经病研究判别
标准&

脾气血两虚证"又如对情志抑郁%情绪抑郁%情怀抑郁%神情
抑郁%忧郁%表情淡漠%精神不振等$统一归为情致抑郁$以此
为例&
#%
$!病名规范法

#%
"%
#!病例研究!!"# 病例来源& !按* 中医大辞典+医史

参考相关标准文献!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医诊断教

文献分册, 有关妇科医案书籍记载确定基本收录范围& "于

材%中医妇科教材# $对月经病中%西医病名规范如下)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医案类书籍中随机! 计算机编号# 抽

#%
$%
"!中医病名! 共十二种" !月经先期$月经后期$月经

取现代妇科医案& #于天津中医药大学保康医院临床随机

先后无定期$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经期延长$经间期出血$崩

! 计算机编号# 抽取临床月经病临床病案& $在天津中医学

漏$闭经$痛经$月经前后诸症$绝经前后诸症&

院保康医院临床随机! 计算机编号# 录入病例并采集脉图$

#%
$%
#!西医病名! 共二十四种"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闭

对脉象进行双重辨别&

经$通经$经前期综合征$围绝经期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

!## 病例研究内容& !在上述材料中收集月经病病例

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瘤$子宫

,', 例$进行资料录入$利用' 月经病电子病例录入系统( 详

上皮内瘤变$宫颈癌$急性盆腔炎$慢性盆腔炎$急性宫颈炎$

细录入病例的出处%患者姓名%年龄%病名%证型%月经表现%

慢性宫颈炎$前庭大腺炎$经间期出血$子宫肥大$子宫发育

典型临床症状%体征%脉象以及舌象的变化& "利用病例录

不良$宫颈息肉$子宫内膜粘连$阴道炎$反复流产&

入结果$建立数据库$以脉象为中心$针对证型与脉象的关

#%
,!舌脉象规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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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 #&"& 年 " 月第 " 期总 ," 卷第 $#0 期 !
介于一些古代文献将舌脉象统一描述现象$且各病例资

瘀证$寒凝血瘀证$阴虚血燥证$痰湿血瘀证$肾虚血瘀证共

料舌脉象表达不一致情况较为突出$故病例统计之前$参考

计 #" 类中医证候名称$其中以血瘀证证型出现最多$为 .$

相关资料$对舌脉象进行拆分与重新规范& 具体办法如下)

例$占脉象总例数的 ",%
./2&

#%
,%
"!舌象规范!!"# 舌质& 舌色)分为淡白%白%淡红%红%

$%
"%
$!中医病名频数统计结果!,', 例脉象中出现了月经

深红%绛%紫%青紫& 舌形)老%嫩%肿胀%瘦薄%点刺%胖大%齿

先期$月经后期$经间期出血$绝经前后诸症$月经先后无定

痕%镜面%裂纹%舌下静脉曲张& 舌态)强硬%痿软%颤动%短

期$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经期延长$痛经$崩漏$闭经共计 ""

缩%歪斜&

类中医病名$其中以崩漏病出现的最多$为 .. 例$占脉象总

!## 舌苔& 苔色)白苔%黄苔%灰黑苔%绿苔%霉酱苔& 苔

例数的 "0%
0'2$以$其次所占比例较多的还有月经过少$占

质)薄苔%厚苔%滑苔%燥苔%腐苔%腻苔%全苔%偏苔&

"#%
0"2$月经过多$占 ""%
$,2$经期延长占 "&%
0#2&

#%
,%
# !脉象规范!浮脉%沉脉%迟脉%数脉%滑脉%涩脉%虚

$%
#!卡方检验部分

脉%实脉%长脉%短脉%洪脉%微脉%紧脉%缓脉%芤脉%弦脉%革

通过整理 ,', 例月经病患者的脉象$找出了月经病常见

脉%牢脉%濡脉%弱脉%细脉%散脉%伏脉%动脉%促脉%结脉%代

脉象与典型症状%舌象%月经表现等方面因素的相关性$并利

脉%疾脉$将不规范脉象语言$以 #/ 脉象标准名命名& 其中$

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其具有统计学意义 ! 33

涉及复合脉象$在脉象录入系统中以' 相兼( 字样表示$统计

&4
&0# 的相关项目& 其中$所涉及到的单一脉象! 主要包括)

分析时$复合脉象既作为单纯一种脉象进行分析$同时$亦将

沉脉%迟脉%滑脉%缓脉%濡脉%涩脉%数脉%细脉%弦脉%紧脉#

复合脉象中单一脉并入到单一脉象系统中分析&

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中医证型)#" 种$典型症状),# 种$舌

#%
0!病例采集方法

象)#$ 种$月经表现)", 种$其具体分布详见论文数据结果部

根据前期参考相关规范性教材$利用 ())*++ 数据库技

分"相兼脉! 主要包括沉迟脉%沉缓脉%沉紧脉%沉涩脉%濡弱

术$开发出' 月经病电子病历管理分析系统( & 对病例录入

脉%细滑脉%细缓脉%细弱脉%细数脉%弦滑脉%弦数脉%弦紧

实行规范性管理& 其月经病电子病历管理分析系统如图 #

脉%弦滑数脉# 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中医证型)#" 种$典型症

所示)

状)$' 种$舌象)"' 种$月经表现)"# 种$其具体分布详见论
文数据结果部分& 经统计学分析$以上结果均有意义! 33
&%
&0# &
$%
$!回归分析部分
在本次观察中$我们找出其中例数超过 "&& 的三类脉
象$即沉脉%数脉%细脉$运用回归分析$进一步找出这三类脉
象的在月经病中症状%舌象%月经表现等方面的相关性& 下
面将分析结果陈述如下)
$%
$%
"!数脉!与数脉关系最为密切的证型包括血瘀证%肝
气郁结证%肝郁血热证%湿热证"其主要症状最具有相关性的
为烦躁易怒$舌红$绛舌"其月经表现最具有相关性的为月经
量少&
$%
$%
#!细脉!与细脉具有相关性的证型包括阴虚血热证%
血虚证%阴虚血燥%肾阴虚证%痰湿阻滞证%寒凝血瘀证%血寒
证"其症状最具相关性的为自汗%面目浮肿%面色萎黄"其月
经表现最具有相关性的为月经提前或错后$月经先后不定期

图 #!月经病电子病历管理分析系统月经病脉象研究技术路线

$!结论

及经色淡红&

$%
"!频数统计分析部分

$%
$%
$!沉脉!与沉脉关系最为密切的证型包括脾虚证%肾

$%
"%" ! 脉象频数统计结果!,', 例脉象中出现了迟%缓%

气虚证%肾虚血瘀证%痰湿阻滞证%肾阳虚证"其主要症状包

数%弦%滑%细%弱%濡%涩%沉%紧脉象共 "" 类$其中单脉出现

括面目浮肿%小腹隐痛%面色萎黄%脱发%小腹胀痛%小腹空

"/# 例$占脉象总例数的 $1%/,2$相兼脉出现 $0. 例$占脉

坠%大便秘结%瘀斑舌"其典型的月经表现为月经先后不定

象总例数的 1$%
"12 其中弦%滑%细%弱%沉%数%数%涩八种脉

期%月经错后%月经质地粘稠&
本研究作为较大样本的统计分析$较客观地反映了月经

象出现频繁$超过 "&2$紧%濡%缓%迟四种脉象出现频率较
少$浮%虚%实%长%短%洪%微%芤%革%牢%散%伏%动%促%结$代%

病脉象学方面的信息& 初步揭示了脉象与月经病证候%症状
等的内在规律$衷心的希望这些信息能为从事妇科病研究方

大等 ". 类脉象未出现&
$%
"%
#!证型频数统计结果!,', 例脉象中出现的证型包括
脾虚证$肾气虚证$阳盛血热证$阴虚血热证$血虚证$血寒

面的学者及临床医生提供一些启发$从而有益于妇科月经病
的诊断与治疗&

证$气虚证$血瘀证$肾阴虚证$肾阳虚证$痰湿阻滞证$肝气

( 收稿日期%#&&'5
&/5
#&!责任编辑%秦小珑)

郁结证$肝郁血热证$湿热证$气血虚弱证$脾气虚证$气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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