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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十针”配合揿针治疗经行头痛 23 例
李金隆 1，晁宇翾 2，樊丽娟 1，陈滢如 3
（1 北京市亚运村医院，北京 100101；2 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3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关键词］

经行头痛；老十针；揿针

经行头痛是指每值经期或经行前后，出现的以头
［1］

30 mm，起针后，患者取俯卧位，向椎体方向斜刺脾

痛为主要症状的病症 ，现代医学将其划归为经前期

俞 20 mm，捻转补法；肝肾阴虚证，太溪、三阴交直

综合征范畴。本病临床较为常见，病情易反复，甚者

刺 2025 mm，捻转补法。诸穴留针 30 min。②揿针

头痛剧烈难忍，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目前西医

治疗：局部皮肤常规消毒后，选用一次性揿针（清铃

治疗多采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曲坦类等药物对症治

牌，规格：0.20 mm×1.2 mm），将针体揿入穴位皮下，

疗

［2］

。针刺治疗经行头痛疗效显著

［3-4］

，且不良反应

并按压牢固，嘱患者每日按压 34 次以增强针感，每

较少。笔者运用“老十针”配合揿针治疗经行头痛

次按压相隔 34 h，24 h 后取出。

23 例，现报道如下。

2.3

1

疗程

临床资料
23 例患者均为 2014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就诊

第 1 疗程毫针与揿针同时运用，治疗从头痛发作时开

于北京市亚运村医院针灸科、中医科门诊的经行头痛

始，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5 次。第 2、3 疗程，毫针

患者，年龄最小 19 岁，最大 43 岁，平均 32 岁；病

针刺于月经来潮前 5 d 开始，每日 1 次，月经来潮即

程最短 6 个月，最长 10 年，平均 4 年。中医辨证为

止；揿针治疗从头痛发作第 1 天或月经来潮第 1 天开

气滞血瘀证 13 例，气血亏虚证 6 例，肝肾阴虚证

始，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5 次。

4 例。疼痛程度方面，轻度 5 例，中度 14 例，重度

3

每个月经周期为一疗程，共连续治疗 3 个疗程。

：①头痛随

治疗结果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5］于治疗结束后

月经周期呈规律性发作，连续 2 次以上者；②头痛多

3 个月（3 个月经周期）进行疗效评定。治愈：经行

为单侧，亦可为双侧或头顶部；③排除经期外感、高

头痛消失，无周期发作，计 9 例，占 39.1%；好转：

血压及颅内占位性病变引发的头痛。

经行头痛减轻，或头痛消失后 3 个月经周期内又有复

2 治疗方法
2.1 取穴

发，计 13 例，占 56.5%；无效：经行头痛无变化，

4 例。患者均符合经行头痛的诊断标准

［5］

①“老十针”：上脘、中脘、下脘、气海、天枢、
内关、足三里，气滞血瘀证加章门、太冲；气血亏虚
证加血海、脾俞；肝肾阴虚证加太溪、三阴交。②揿

计 1 例，占 4.4%。总有效率达 95.6%。患者均未出
现不良反应。

4

典型病例
患者，女，36 岁，已婚。初诊时间：2016 年 5 月

针：太阳、阳白、外关。

16 日。主诉：反复经期头痛发作 5 年。现病史：5 年

2.2

操作

前因工作过度劳累出现经期头痛，每于经前 1 d 开始

①毫针针刺：患者取仰卧位，充分暴露针刺部位，

发作，持续 35 d，疼痛多呈双侧，偶伴巅顶疼痛。

局部皮肤常规消毒后，选用 0.30 mm×40 mm 的一次

自述口服西药“芬必得”可缓解，未经系统治疗。刻

性毫针进行针刺，腧穴定位参照《腧穴名称与定位》

下症：月经来潮，头部两侧胀痛，伴头晕失眠，四肢

（GB/T 12346-2006）。
“老十针”诸穴直刺 2030 mm，

乏力，月经量少色淡红，面色无华，纳呆，二便调，

均行捻转补法；气滞血瘀证，章门向外斜刺 15 mm、

舌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西医诊断：经前期综合

太冲直刺 20 mm，平补平泻；气血亏虚证，血海直刺

征；中医诊断：经行头痛（气血亏虚证）。治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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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和血，调经止痛。当即给予“老十针”配合揿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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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第 2 疗程月经来潮时，患者诉仍有头痛头晕，四

“缓则
增加镇痛疗效［11］。故笔者将毫针与揿针联用，

肢乏力感，但症状明显减轻，按原方案予揿针治疗

治其本”，在经前选用“老十针”，健脾和胃，理气和

5 d，疏调经气，缓急止痛。第 3 疗程针刺结束后，

血；
“急则治其标”，在头痛发作时应用揿针，疏调头

经期头痛症状未发，面色红润，纳眠可。治疗结束

面经气以止痛。整套治疗方法标本同治，取得了较为

3 个月后随访，未见复发。

满意的效果。

5

体会
现代研究发现经行头痛的发生与激素水平变化

本研究结果表明，“老十针”配合揿针疗法能明
显改善经行头痛患者症状，无不良反应，但鉴于样本

密切相关［6］，此外还与遗传、社会、心理等因素有关。

量较小，尚且缺乏随机对照，在以后的工作中，笔者

中医学认为本病多由于经行之后，气血亏虚，清窍失

还将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养，
“不荣则痛”；或肝经郁滞，气机失调，脉络瘀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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