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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总结金亚蓓教授针灸治疗不孕症的临床经验。[方法]通过跟师随诊、整理临床医案，总结金师针灸治疗不孕症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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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机、辨证分型、辨证选穴、分期论治等角度探讨金师治疗不孕症的诊疗思路及辨治方法，并列举一则验案予以佐证。 [结果]金师认为不孕症的病因
多与肝郁有关，还与肾精亏虚、经血不足密切相关，治疗要以肝脾肾为中心，重视精血与妊娠的关系；临证提倡以
“
肝为先天”调治不孕症，并根据体内
肝之阴阳气血的变化将不孕症辨为肝气郁积型、肝火内炽型、肝阳上亢型、肝肾阴虚型、肝郁脾虚型、肝虚血热型等六型，与之对应的创立了六种调肝
针法；并结合月经前期、月经中期、月经后期等三期调治不孕症，为针灸治疗不孕症提供了新的思路。 所举验案金师辨为肝郁脾虚型，选取肝郁脾虚型
调肝针法结合月经前、中、后三期基础方进行治疗，以疏肝解郁、健脾化湿为治则，使精血得养，胞孕乃成。 [结论]金师以
“
调肝针法”治疗不孕症，以调肝
疏肝、养血调经为主要方法，经验独到，疗效良好，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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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JIN Yabei蒺s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reating Infertility with “ Liver Regulating Acupuncture ” ZHENG Lifang ， SUN Zhanling ， JIN
Yabei Zhejiang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 Hangzhou （310003 ），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ummarize Professor JIN Yabei蒺s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by acupuncture.[Methods] Through consulting
the teacher and sorting out clinical medical records， Professor JIN蒺s academic thoughts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infertility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differenti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oint selection and treatment by stages.A clinical case was reported for better demonstration.[Results]Professor JIN believes that the cause
of infertility is related to liver depression， and also to deficiency of kidney essence and deficiency of meridians， and advocates the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by“
liver as congenital”. The infertility is classified into six typ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Yin and Yang， Qi and blood in the liver: Stagnation of liver
Qi， blazing type in liver fire，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 Yin， liver-depress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liver deficiency
and blood heat type， and six kinds of liver regulating acupuncture methods are established accordingly. The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includes three stages:
Premenstrual period， middle menstrual period and late menstrual period，which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The case
was identified as liver depress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by Professor JIN. The liver regulating acupuncture of liver depress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combined with three basic prescript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menstruation was selected for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principles were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and removing dampness， so as to nourish the essence and blood and promote the pregnancy.
[Conclusion] Professor JIN treats infertility with “liver regulating acupuncture”， and takes regulating and soothing the liver， nourishing blood and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as the main method. The experience is unique and curative effect is good，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infertility; liver regulating acupuncture; classification by stages; emot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JIN Yabei; medical records; clinical
experience.

金亚蓓主任中医师为浙江省名中医，浙江省名老
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师从国家级名中医、中医
妇科专家裘笑梅主任医师，从事针灸妇科临床科研
40
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针灸治疗不
国孕
不育、多囊卵巢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
症、盆腔炎等妇科疾病 ，在省内外有较高的知名
医位
度。 金师治疗不孕症，将辨病、辨证与辨经相结合，注
重调肝，特色鲜明，疗效显著。 笔者有幸侍诊金师，亲
传 聆教诲，深受教益，现将金师论治不孕症的经验总结
如下，以飨同道。
术思想
承 11郾1 学以
肝脾肾为中心， 重视精血与妊娠的关系金
[1-2]

师认为受孕是新生命的开始， 肾气盛是生殖的根本，
临证时重视精血与妊娠的关系，并提出种子贵在聚
精养血。 受孕成胎，乃男精女血之结合，故欲生育者，
宜谨守聚精养血之道。 《广嗣纪要
欲》曰：“夫男子
·寡
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阳精溢泄而不竭，阴血时下
而不愆，阴阳交畅，精血合凝，胚胎结而生育蕃矣。 ”
《傅
青主女科》云：“精满则子宫易于摄精，血足则子宫
易于容物，皆有子之道也。 ” 精血不足，则艰于孕育，
正如《格致余论》所言：“妇人无子者，率由血少，不足
以摄精也。 ” 《 类证治裁》 亦曰“ 胞宫血涸， 胎形不
长” ，指出胎萎不长、滑胎等皆因精血干涸所致。 精
血同源，二者都由水谷精微化生和充养，精生血，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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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清热法、平肝潜阳法、培补肝肾法、和肝健脾法、养
肝清热法。 金师认为不孕症患者多有肝郁表现，肝失
疏泄、气机郁滞，则血行不畅，可见肝气郁积证；肝气
郁而化火，气火上逆，则迫血妄行，出现肝火内炽证；
肝气郁而化火，耗伤阴液，阴虚不能制阳，则可见虚热
内扰、肝阳上亢证；加之素体阴虚，因而出现肝阳亢扰
于上、肝肾阴亏于下之肝肾阴虚证；肝郁气滞日久则
横乘脾土，损伤脾气，脾失健运，出现湿壅木郁、肝郁
脾虚证；素体肝血亏虚，加之肝火扰于上，出现肝虚血
热证。
金师遵循月经周期的阴阳消长规律，将月经周期
分为三期即经前期、经后期、经中期，分别进行调经治
疗。 经前期以调肝通经为主，此期体内阴盛阳生渐至
重阳， 冲任气血旺盛， 以备种子孕胎， 应重在“ 调” 与
为“通调冲任、通督调神”，采用
“通
”。 “ 调
”与
“通
”即
太冲、合谷、百会穴加“调肝针法”。 太冲、合谷、百会
穴为此期的基础穴，其中太冲为肝经之原穴，善调血，
合谷为大肠经之原穴，善调气，配合督脉之百会穴使
经气上络于脑、下联于肾。 三穴合用，调理气血，通督
调神，从而能精充血满，以候氤氲之期。
经后期以调肝补肾为主，此期阴长阳消，为血海
空虚、阴精蓄积之时，应该重在“调”与“补”，方能重阴
转化为阳。 “调”与“补”即为调肝补肾，采用中脘、气
海、关元加“调肝针法”。 中脘、气海、关元为此期的基
础穴，中脘属胃脘，有理中焦、调升降的作用，气海、关
元有益气补肾之功效。 诸穴合用，培源固本，使冲任
得养，血海渐盈，精充血足。
经中期以调肝温肾为主，此期体内阴盛逐渐转化
为阳，应重在“调”与“温”，方能阴长至重，以候氤氲之
期。 “调”与“温”即为调肝温肾，采用气海、关元、太溪
加“调肝针法”。 气海、关元、太溪三穴为此期的基础
穴，气海、关元均为任脉穴，有温补下焦的作用，配合
肾经原穴太溪穴，以温肾助阳，精满则子宫易于摄精，
胞胎乃成。
种“调肝针法”
2郾2 六
气郁积型症见：婚后不孕，月经或先或后，
2郾2郾1 肝
经量多少不一； 或经来腹痛， 胸胁乳房胀痛， 精神抑
郁，善叹息，舌质红，苔薄白，脉弦。治法：疏肝理气。处
方：膻中、血海、归来、三阴交。 膻中为八脉穴之一，为
气会， 又是心包络的募穴， 可调胸中之大气； 肝郁气
滞，气滞日久则血行瘀滞，肝络瘀阻，故配合血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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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二者互相资生，互相转化，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
基础。 肾主藏精、肝主藏血、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
源，肝之疏泄、脾之升清及肾之闭藏保障正常月经与
孕
育
见
精
血
功
能
的
正
常
与
肾
三
脏
密
切
相
关。
，可
、肝
、脾
因此，金师认为肾气盛、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精
血充足是女子孕育的基本条件。
疗不孕症“ 以肝为先天”， 重在调肝金师认
1郾2 治
为，不孕症的发生与全身脏腑气血功能及情志的关系
最为密切 ，其病机始终离不开气血。 肾精亏虚、天
癸衰竭是发病的重要因素，而经血不足、冲任不通是
发病的必要条件，肝郁木旺、水不涵木是发病的重要
诱因。 目前研究已表明，不孕症与患者情感及心理因
素密切相关 ；Lawson等则证实，约有
82郾7%～86郾7%
的不孕症患者会出现失落感、负罪感、愤怒感和孤立
感等负面情绪，所以现代医学积极的心理干预模式在
不孕症的治疗中显得尤为重要 。 因此，针对不孕
症的中医治疗，金师提倡“以肝为先天”，重视肝郁的
影响，将情志调理贯穿整个治疗的始终。
金师指出，虽然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但
肝的疏泄调节作用同时影响了先天和后天，不孕症实
为本虚标实之证，肝郁自始至终贯穿了整个病程。 一
方面肝主疏泄，是气血调节的枢纽，协调联络各脏腑
功能，肝的疏泄功能异常，除了影响气机调畅，还涉及
了精神活动、物质代谢、神经内分泌活动、血液运行、
月经等多方面的生理机能。 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
宜保命集
人胎产论》中提出：“妇人童幼，天癸未行
·妇
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另一
方面肝主藏血，肝藏血的功能正常，脾生血和统血的
功能才能正常发挥，从而能够维持女性经、孕、产、乳
的生理过程。 若肝失所藏，肝血不足，则月经紊乱，而
不孕症多伴有月经不调的症状。 《济阴济阳纲目》云：
“妇
人之无子者，其经必或前或后，或多或少，或将行
作痛，或行后作痛，或紫或黑或淡，或凝而不调。 不调
则血气乖争，不能成孕矣。 ” 因此金师临证根据肝之
气血阴阳的变化， 将不孕症主要分为肝气郁积型、肝
火内炽型、肝阳上亢型、肝肾阴虚型、肝郁脾虚型、肝
虚血热型等六型，与之对应创立了六种“调肝针法”。
证经验
2 临
型三期法金师提倡不孕症的治疗应“ 以肝
2郾1 六
为先天”，重视调肝，将不孕症辨证分为六型，并根据
不同证型创立了六种“调肝针法”，即疏肝理气法、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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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理气活血；三阴交为足三阴之交会穴，能补脾胃、益
肝肾、调气血。 全方共奏疏肝理气、活血化瘀之效，经
调而胎孕可成。
火内炽型症见：婚后不孕，月经先期，经量
2郾2郾2 肝
多；或伴有头痛烦躁，口苦耳鸣，胁肋胀痛，小便短黄，
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脉弦数。治法：清热泻肝。处方：
行间、侠溪、外关、三阴交。 行间、侠溪为肝经胆经之
荥穴，荥主身热，两穴配伍可清肝胆之热；外关为手少
阳三焦经腧穴，可泄三焦之邪热，配合三阴交穴，以调
气血、补益肝脾肾。 诸穴合用，热清气顺，月经按时以
下，氤氲化生。
阳上亢型症见：婚后不孕，月经先后不定，
2郾2郾3 肝
经量或多或少； 或伴有眩晕耳鸣、 头目胀痛、 面红目
赤、腰膝酸软等症状，舌红少津，脉弦细数。治法：平肝
潜阳。 处方：足临泣、阳辅、交信、三阴交。 足临泣为八
脉交会穴和胆经之输穴，有疏泄肝胆、平肝潜阳之功；
阳辅为胆经腧穴，善解少阳肝胆之邪；交信为肾经腧
穴，又是阴跷脉之郄穴，且足少阴肾经通过交信穴交
会到足太阴脾经之三阴交穴，是调经之要穴。 金师指
出，不孕患者抑郁日久郁而化火，阳气偏亢而黯耗阴
液，阴不制阳，肝阳偏亢，因此配伍交信、三阴交以调
补肝肾，以阴制阳。 诸穴合用，阴平阳秘，胞孕乃成。
肾阴虚型症见：婚后不孕，月经先期，经量
2郾2郾4 肝
少或经闭，经色较鲜红；或行经时间延长，甚则崩中或
漏下不止，形体消瘦，头晕耳鸣，腰膝酸软，五心烦热，
失眠多梦，眼花心悸，阴中干涩，舌质稍红略干，苔少，
：培
。 处
：血
、复
、阴
、
脉细或细数。 治
法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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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海
溜
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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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治
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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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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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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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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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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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复溜、阴谷两穴为肾经之五输穴，五行分别属金和
，两
，增
，同
水
穴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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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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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脾虚型症见：婚后不孕，多形体肥胖，月
2郾2郾5 肝
经常延后、稀发，甚则停闭不行，带下量多，伴有头晕
心悸，面目白，舌淡胖、苔白腻，脉细滑。 治法：和肝
健脾。处方：膻中、足三里、丰隆、三阴交。膻中为气会，
可调胸中之大气；足阳明胃经之足三里、丰隆穴，能健
脾和胃、降浊化痰；配合足太阴脾经之三阴交穴，有脏
腑、表里同治之功效。诸穴合用，共奏理气血、调肝脾、
化湿滞之功效，使气血调和，冲任相资，胞孕自成。
虚血热型症见：婚后不孕，月经迟发，或停
2郾2郾6 肝
闭不前，经色淡黯，伴有头晕眼花，或有眩晕头痛等症
902

状，舌质淡黯，苔白，脉沉细尺弱。 治法：养肝清热。 选
穴：血海、归来、行间、三阴交。 金师指出，肝虚血热型
患者需注重养肝，因此选血海配合归来，血海善治血
分病症，配合归来、三阴交以养肝柔肝、健脾理血；行
间为肝经荥穴，根据五输穴“荥主身热” 理论， 行间
可清肝胆之热邪。 诸穴合用，可养肝清热，使气血阴
阳调和，孕育之机自然而至。
案举隅
3 验
王某，女，29岁，2018年6月
初诊。 主诉：婚后
22日
未避孕3年余不孕。 现病史：患者结婚3年不孕，未避
孕，平素月经后期，月经量偏少，颜色紫黯，有小血块，
偶有痛经，带下量多，质黏稠。2017年不规则口服中药
治疗1年，仍未孕。 来诊时，视其体型略肥胖，平素脘
痞，胃纳可，夜寐安，二便调，舌淡黯，苔白腻，脉细滑。
月经史：14岁初潮，月经后期，经期5～6d/28～35d，经量
少。 末次月经日期：2018年6月5日，5d净，量少、色暗
红，含少量血块，有痛经。 生育史：0-0-0-0。 辅助检
查：2017年
外院输卵管造影、 染色体检查、甲
6月
15日
状腺功能及丈夫精液常规检查均正常。 2018年
5月
15
日阴道B超提示子宫大小正常，双层内膜厚约0郾5cm。
血清性激素：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鄄
2018年
4月
1日
体生成素
ulating hormone，FSH）10郾23U ·L ， 黄
（luteinizing hormone，LH）5郾79U·L ， 雌
二醇（estradiol，
医诊断：原发性不孕症；中医诊断：
E ）120pg·mL 。 西
不孕，肝郁脾虚型。 治法：疏肝解郁，健脾化湿。 选用
经前、中、后期基础方。 操作
肝郁脾虚型调肝针法
＋月
手法： 诸穴均采用补法为主， 每次留针30min， 每隔
针一次，每日或隔日
为1个疗程。
，10 次
10min行
1次
复诊。针灸治疗
后，患者自诉小
2018年
7月
1日
5次
腹轻微疼痛，白带有褐色分泌物，胃纳可，夜寐多梦。
治疗上配合神阙穴隔药饼灸，加强活血化瘀，以引血
下行，促进内膜脱落。
复诊。 针灸治疗
后，诉月经来
2018年
7月
6日
10次
潮，伴小腹痛，量少，色黑，胃脘不适，睡眠欠佳，胃纳
可，二便调，舌淡红，苔白腻，脉细滑。 此为行经期，继
续以调肝通经为主，使月经顺利以下。
复诊。 针灸治疗
后， 月经干
2018年
7月
16日
20次
净，伴腰酸，乏力，夜寐较前改善，胃纳可，二便调。 此
时为经后期，血海较为空虚，冲任不足，治疗上调补肝
肾、补肾填精，促进卵泡发育。
按如此周期序贯治疗，期间夫妻同治，复查阴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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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盛、 天癸至、 任脉通、 太冲脉盛、 精血充足， 胞孕乃
成。 在针刺手法上因不孕症的主要病机特点为本虚
标实，因此多采用补法为主。 金师以“调肝针法”治疗
不孕症， 以调肝疏肝、 养血调经为主要方法， 经验独
到，疗效良好，其经验值得临床推广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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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利芳， 等： 金亚蓓教授运用“ 调肝针法” 治疗不孕症的临床经验探析

超及血清性激素。 治疗半年后患者月经周期规律，
排卵规律可寻，2019年2月13日就诊时测血清人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孕期平稳。
按语：本案属于中医学“不孕”范畴，患者形体肥
胖，舌淡黯，苔白腻，脉细滑，因此辨证为肝郁脾虚型。
金师治疗时选取肝郁脾虚型调肝针法（膻中、足三里、
丰隆、 三阴交穴）， 以疏肝解郁、 健脾化湿， 使气血调
诊
，初
和，冲任相资，胞孕自成。 患者末次月经
6月
5日
当日处于经中期，此时选取经中期基础方气海、关元、
太溪加肝郁脾虚型调肝针法，以调肝温肾、疏肝解郁
为原则，促使体内阴长至重，以候氤氲之期。 以上处
方治疗5次后，患者处于经前期，此时选取经前期基础
方（太冲、合谷、百会）加肝郁脾虚型调肝针法。 金师
认为经前宜“调”宜“通”，这样才能使体内阴盛阳生渐
至重阳，冲任气血旺盛，经血按时以下。 7月6日复诊
患者月经来潮，伴小腹痛，量少色黑，此时继续以调肝
通经为原则，适当加血海、地机等穴以活血止痛，促使
月经顺时而下。 再诊时患者处于经后期，则采用经后
期基础方（中脘、气海、关元）加肝郁脾虚型调肝针法。
月经过后血海空虚，治疗上应重在“调”与“补”，选中
脘、 气海、 关元补益精血， 精血得养方能重阴转化为
阳，精血充足，胞孕得养。 金师认为，不孕症患者应按
周期序贯调经治疗，直至胞孕成胎。
语
4 结
不孕症患者多为肝郁，肝郁日久，横犯脾胃，或素
体肥胖，或恣食膏粱厚味，或脾失健运，饮食不节，痰
湿内生，湿浊流注下焦，滞于冲任，胞脉壅阻，均影响
摄精成孕。 金师提倡不孕症的治疗应“以肝为先天”，
并将不孕症辨证分为六型，即肝气郁积型、肝火内炽
型、肝阳上亢型、肝肾阴虚型、肝郁脾虚型、肝虚血热
型等六型，并根据不同证型创立了六种“调肝针法”，
即疏肝理气法、 泻肝清热法、 平肝潜阳法、 培补肝肾
法、和肝健脾法、养肝清热法。 在治疗不孕症时，根据
体内气血阴阳的变化，将月经周期分为三期，每期均
有基础方， 根据患者所处的月经周期分别选用基础
方，再结合各证型相应的调肝针法进行治疗。 对于闭
周
经患者，可以直接选用经后期基础方，连续治疗
3个
期后，再按经中、经前期进行序贯治疗，有利于月经周
期的调整。 整个调经过程兼顾了月经周期的阴阳消
长规律，以及天癸潮低、冲任、胞宫、气血盈亏的变化
规律，顺而施之以调节体内气血阴阳，使肝气调达、肾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