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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便秘的针药结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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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便秘是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患者常见的自主神经功能症状之一，目前尚无针对 PD 便秘
治疗的特效药物。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应用针灸结合中药汤剂综合疗法对 PD 便秘的疗效确切，能明显改善
PD 患者的便秘症状、运动功能和全身症状。本文结合病例，就 PD 便秘的中医病因病机及中医药治法展开讨
论，研究结果为 PD 便秘等病机复杂的慢性疾病的中医药治疗提供更多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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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combination of acupuncture with medicine
on constipation of Parkinson’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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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ipation is one of the commonly encountered symptoms of autonomic nervous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PD), and yet there is no effective drug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comprehensive therapy by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on constipation of PD has definite curative effec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D patients with constipation, motor function and systemic symptoms.
Combining with the ca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tiopathogenisis and pathogenesis in TCM treatment
on constipation of PD to provide more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disease with
complex pathogenesis in TCM such as constipation of PD.
Key words: scienc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Parkinson’s disease; constipation; combin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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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PD 是中老年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便秘是 PD 患者常见的自主神经功能症状之一，对患者的生

活质量影响较大，已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目前正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PD 便秘的表现主要为便次减少、
排便努挣、排便不尽或梗阻感及慢性泻剂依赖等。PD 便秘发生率较高，可先于 PD 运动症状的发生。同
时 PD 患者运动障碍症状重、服用抗 PD 药物剂量大可能导致便秘发生或加重[1~2]。PD 便秘尚无特效药
物，常用的温和导泻药物如刺激性泻药酚酞片及容积性泻药聚乙二醇、硫酸钠（芒硝），易引起腹泻腹痛、
停药后便秘加重及药物依赖性等不良反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的便秘症状，并可能影响其他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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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不宜长期使用。针灸配合中药汤剂治疗 PD 便秘，补虚泻实，调整阴阳，对 PD 便秘症状、运动
情况和全身症状均有明显改善。

1

PD 便秘的中医病因病机
中医无 PD 相应的病名，据其临床表现，当属“颤证”、
“萎证”范畴。
《素问》：
“诸风掉眩，皆属于

肝”，“夫五脏者，身之强也……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急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
振掉，骨将惫矣”。可见其病位在筋，病性属本虚标实，病机在于五脏失强。后世医家认为“非寒禁鼓果，
乃木火上盛，肾阴不充，下虚上实，实为疾火，虚则肾亏”，指出其病机关键为“夫年老阴血不足，少水
不能制肾火”[3]。老年便秘多由肝肾不足、肾气不足致大肠传导乏力，津液亏虚则肠道失于濡养干涩而
造成。PD 久病失养，气血亏虚，肝郁气滞，脾胃升降失调，运化失司[4]也会致使便秘。PD 多由于情志
失调、饮食劳倦、久病肝肾虚，长期相互作用引起气血亏虚，肝肾不足使经脉筋骨失养不能主持，多以
本虚为主，因此 PD 便秘不可多用大黄强下以防伤损真气，当润下。PD 便秘治疗应以益气健脾、疏肝益
肾、润肠通便为主。

2

病案举隅
病案 1：患者男，68 岁，确诊帕金森病 3 年。刻诊：患者神差，面色萎黄，呈面具脸。语声低微、

吐字欠清，精细动作不灵活，双手搓丸样动。口燥咽干，无口苦，但欲漱水不欲饮。排便无力，排便努
挣而不出，晨起多次如厕才能解出少量干结大便。双下肢无力，腰膝酸软，双小腿内侧、足大趾及二三
趾麻木，纳眠差，夜间翻身困难，舌质老胖淡，舌苔黄厚腻，脉细弱。经检查排除其他器质性病变引起
的便秘。诊断为：便秘，肝肾亏虚，肠燥津亏证。予以针灸：蟠龙针法刺夹脊；毫针平补平泻顶颞前斜
线、舞蹈震颤区、肾俞、大肠俞、四关穴、三阴交、悬钟，留针 30 min；交替灸关元、气海或肾俞、足
三里 30 min. 针灸 1 次/d，5 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间休息 1 d. 予中药肾气丸加减：熟地 30 g、山药 20 g、
山茱萸 20 g、泽泻 5 g、茯苓 15 g、牡丹皮 10 g、桂枝 10 g、炮附子 5 g、炙甘草 10 g、白术 10 g、芍药
10 g、杜仲 10 g、牛膝 10 g、肉苁蓉 10 g、菟丝子 10 g、肉桂 5 g，水煎服，一日一剂，每日 3 次。治疗
1 疗程后患者运动功能、口咽干燥等症状较前好转，舌苔转白，排便仍感无力，便质较前软。守法继续
治疗，治疗 2 疗程后，患者便质稍硬不坚，排便无力情况较前好转。治疗 6 疗程后，患者神清神可，面
色红黄隐隐，面部表情可，言语清晰，大便可，便质微硬不坚，排便稍费力，双下肢无力、腰膝酸软明
显减轻，夜间翻身可，纳眠可，舌老淡红苔白稍厚，脉细。
按：该患者，四诊合参，辨为肝肾亏虚，津枯肠燥证。肾气不足推动无权，大肠传导失司则排便无
力，双下肢无力，腰膝酸软。肝肾亏损，阴津不足故大便干结。肝风内动而发肢体颤动不能自制。口燥
咽干为虚火炎上而非实热，因其本为肝肾不足之阴证，故但欲漱水不欲饮，而无口苦口渴等症。总的来
说，病情寒热虚实夹杂，以阴证、虚证为主。针灸取八会穴之筋会悬钟舒筋止颤，四关穴、三阴交滋阴
熄风，肾俞、大肠俞、蟠龙针法刺夹脊穴调整脏腑，灸关元、气海、肾俞、足三里以温阳补虚，结合现
代针灸头针顶颞前斜线、舞蹈震颤区改善患者运动功能。配合中药汤剂肾气丸加减以滋补肝肾、补火助
阳。其中大队滋阴益精药以补肝肾阴，寓泻于补，补而不滞，少量温阳补火药为伍，阴中求阳，少火生
气。针药结合，而收全功。
病案 2：患者女，67 岁，确诊帕金森病 2 年。平素大便干燥，排便费力，偶腹泻稀样便伴排便不尽
感。面色青黄，四肢颤抖，头部胀痛，但头汗出，眼干，口舌干燥，咽部有异物感，咳吐不出。胃胀，
有烧灼感，饥不欲食，两胁、双侧腹股沟、双足大趾及二三趾疼痛，双膝冷痛。眠差，夜间 2～3 点钟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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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舌干红中间有裂纹，脉沉细无力。诊断为：便秘，寒热错杂，肝郁脾虚证。予以针灸：蟠龙针法刺
夹脊；毫针平补平泻顶颞前斜线、舞蹈震颤区、肾俞、大肠俞、四关穴、三阴交、悬钟，留针 30 min；
交替灸关元、气海或肾俞、足三里 30 min. 针灸 1 次/d，5 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间休息 1 d. 予中药汤
剂乌梅丸加减：乌梅 30 g、细辛 6 g、桂枝 10 g、黄连 15 g、黄柏 15 g、当归 15 g、党参 25 g、川椒 5 g、
白附子 10 g、白芍 15 g、干姜 15 g. 治疗 1 疗程后患者面色红润，口干明显减轻，四肢震颤减轻，偶手
指抖动，胃脘痛减轻，腹股沟及足痛愈，大便日 1 次。守法继续治疗，3 疗程后，患者大便可，诸症大
幅好转，几无不适。
按：此案患者面色青黄，青主肝，黄主脾。疼痛部位两胁、双侧腹股沟、双足大趾及二三趾，为足
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循行部位。眠差，夜间 2～3 点易醒，此时段为足厥阴肝经主时。肝风内动则四
肢颤抖。上部有湿热则头部胀痛，但头汗出，胃胀，有烧灼感，饥不欲食。清扬不升，水饮停滞则眼干，
口舌干燥，咽部异物感。下部有寒则平素便秘时有腹泻稀水样便、双膝冷痛。结合舌脉，辨为寒热错杂，
肝郁脾虚证。肝失条达则气郁内郁化热，形成寒热错杂。肝气乘脾，木郁则土虚，则运化失司，出现便
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治法当清热燥湿，益气健脾，滋肝阴熄肝风。针灸取八会穴之筋会悬钟舒筋止颤，
四关穴、三阴交滋阴熄风，肾俞、大肠俞、蟠龙针法刺夹脊穴调整脏腑，灸关元、气海、肾俞、足三里
以扶正益气，头针顶颞前斜线、舞蹈震颤区改善患者运动功能。配合中药汤剂乌梅丸加减以寒热并用缓
肝调中，清上温下。针药结合，寒热并调，补泻兼施，而奏全效。

3

PD 便秘的针药结合治疗体会
便秘是 PD 患者的非运动功能症状之一，临床上 PD 便秘患者病情较为复杂，多伴较多全身症状。因

此 PD 便秘的治疗不仅是单纯的便秘治疗，更要兼顾 PD 本身所致其他病变。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要从
整体出发，坚持辨证论治，避免单纯的 PD 治疗和便秘对症治疗，同时又不能忽略病情前后的联系和症
状的主次轻重，真正做到人、病、症、证[5~6]的兼顾，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治病求
本[7]，制定出最佳临床治疗方案并取得最佳疗效。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要根据病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如前案患者，现阶段治法以调整肝肾为主，而后应以行气舒筋调护脾胃为主。PD 便秘等慢性老年疾病，
病机复杂，采用综合疗法可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中药汤剂对于 PD 便秘的治疗已取得一定进展。而针
灸具有调整机体阴阳虚实之功，对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具有良性调节作用，能明显改善 PD 运动功能[8]，
减少 PD 药物的不良反应。应用针灸中药汤剂结合的综合治法，补虚泻实，调整阴阳，能明显改善 PD 患
者便秘情况及其他全身症状，疗效明显且副作用少，尤其适宜年老体虚者。目前中医药综合疗法治疗 PD 便
秘的文献多为临床个案，可使用纵向数据分析对中医个案进行数学建模以客观地计算和评价疗效[9~10]，或进
行多中心随机对照大样本试验为临床提供更多、更可靠的循证“证据”。
总之，在 PD 便秘治疗中坚持辨证论治，审证求因，病症结合，从整体出发并予以个性化诊疗方案，
针药并用，必能取得良好效果。同时，加强针药结合综合疗法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理论与方法，
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更好地为临床服务，使 PD 等病机复杂的慢性疾病的防治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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