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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尿的生理病理



膀胱的生理

 贮尿：充盈，300ml－500ml

 排尿：无梗阻，通常大于2小

时，夜尿少于2次…

 贮、排尿过程中无明显异常感

觉



机械力的平衡：排尿压力和尿道阻力



排尿压力（P）

尿道阻力（R）

机械力的平衡：排尿压力和尿道阻力

排尿

尿失禁

储尿

尿潴留
P＜R

P＞R



肾与膀胱相表里:

肾主水，膀胱为津液之府，小便为水液之余，人体内

各种津液必须在肾的气化作用下才能生成尿液，也必须依

赖肾的气化作用才能从膀胱排出体外。

足太阳膀胱经“络肾，属膀胱”，足少阴肾经“络膀

胱，属肾”。两者互为表里，生理上相辅相成，共同完成

水液的排泄。

排尿的中医生理



排尿的中医病理

 肾虚致膀胱气化无权，开阖失司，产生贮尿排尿异常；

 肺主宣发肃降而通调水道，若肺失宣发，津液不得四布则膀胱气化失

司，肺失肃降则水液通调失常；

 脾主运化，若脾失健运，影响水液的正常输布和排泄；

 三焦为水液运行之道路，若三焦水道不畅，则排尿不畅；

 肝主疏泄，若肝失疏泄，导致水液失布，可造成排尿异常症状。

 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以至气化失常，而出现尿潴留、尿频、尿急、

尿失禁等症。



排尿功能障碍性疾病属于中医“淋证”、“癃证”“遗溺”等

范畴。其病机关键在肾与膀胱。

肾与膀胱气化异常—脏腑病理：《素问·宣明五气篇》曰：“膀

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 。

肾经与膀胱经经气运行不畅—经络病理：

肾与膀胱经气运行失常，气化失司，水液排泄障碍，表现为

淋证、癃闭等症状。

排尿功能障碍的中医认识



一、压力性尿失禁针灸治疗



一、压力性尿失禁

尿不能控制而自行流出。

-真性压力性尿失禁，又称完全性尿失禁，指尿液

连续从膀胱中流出，膀胱呈空虚状态。

-充盈性尿失禁。指膀胱胀满，膀胱内压升高超过

最大尿道压，有不由自主流尿。

全球女性尿失禁患病率为27.6%，其中SUI占50%



 属于中医“遗溺”等范畴。病机关键在肾与膀胱。

 肾气的固摄和膀胱储存尿液的功能不足。《素问·宣明五

气篇》曰：“不约为遗溺。”

 肾经与膀胱经经气运行不畅—经络病理。

一、压力性尿失禁



二、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目标

加强盆底肌的肌力及改善尿道括约肌功能。

治疗原则：

轻度、中度压力性尿失禁采用药物治疗加盆底肌肉锻炼；重

度压力性尿失禁在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可考虑手术治疗。

尿失禁需要综合治疗，例如加强盆底肌肉锻炼和药物治疗联

合应用。



1、 盆底肌肉锻炼: 目的在于加强盆底肌肉及尿道周围横纹肌

的张力，使尿道伸长，尿道阻力增加，并使膀胱颈上升，从

而改善尿道括约肌功能，能提高压力性尿失禁病人的控尿能

力。用于轻度压力性尿失禁或术前应用加强手术疗效。盆底

肌锻炼方法简单，病人容易掌握，但效果有赖于动作正确和

长期坚持锻炼。方法是有意识地收缩盆底肌肉即做收紧肛门

及阴道的动作20～30次，每次3～5秒，每日3遍，坚持6～
8周。

二、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



2 药物治疗:a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能药物和雌激素。

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如管通、麻黄素是治疗压力性尿失

禁最常用的药物，这类药物可增加尿道括约肌的闭合能力。

使尿道内闭合压升高，防止尿液漏出，改善尿失禁症状。

某些病例可采用抗胆碱能药物治疗，例如溴化丙胺太林、

丙米嗪、盐酸羟丁宁。口服雌激素不良反应较多，目前倾

向于利用雌激素糊膏阴道内局部涂布。

二、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



3、注射治疗:是将化学制剂注射到后尿道或膀胱内口周围粘膜

下及肌肉中，使尿道腔变窄、拉长和缩小，从而相对提高

尿道阻力，促进尿道闭合，以有效控制尿流，注射制剂主

要包括胶原、聚四氟乙烯、硅酮微颗粒、硅酮大颗粒、自

体同源的脂肪、热解碳等。

二、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



4、行为疗法：主要分两种，一种是膀胱训练，目的是抑制膀

胱收缩、增加膀胱容量；另一种是生物反馈，利用生物反

馈仪将人排尿和控制排尿的信息放大，当病人逼尿肌出现

无抑制收缩或不稳定膀胱时，将信息反馈给病人，使病人

逐步学会自我控制。

二、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



5、电刺激疗法：通过对储尿和排尿的各反射通路或效应器官施以适当的

电刺激，可以使逼尿肌松弛，尿道括约肌收缩、阻力增加以达到防止尿

失禁的目的。目前最常用的是骶神经刺激

6、电磁刺激疗法：用瞬间波动的电磁脉冲来诱发身体上电流以激活大脑、

脊髓以及周边末梢神经，以这种非侵入性的方式刺激副交感神经，可以

产生比自主收缩更强而有力的盆底肌群收缩效果。

二、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



7、手术治疗: 适应证:①由于尿道括约肌障碍而引起的压力性

尿失禁，病人要求手术者；②非手术治疗无效者。压力性

尿失禁手术的两种最通常的手术为耻骨后尿道固定术和尿

道下吊带术。

二、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



三、压力性尿失禁的针灸辩证治疗

辨证：肾虚不摄

治疗原则：补肾益尿、疏理膀胱

穴位选择：以膀胱经、肾经穴位为主

第1组：会阳、次髎、中髎；

第2组：大赫、水道、子宫。

应用方法： 两组穴位隔日交替使用，针刺用补法

或温针灸。



三、压力性尿失禁的针灸辩证治疗

穴位辨证加减：

脾虚：伴疲乏无力等，加足三里、阴陵泉、三阴交，

用补法。

肾虚：伴有腰膝酸软、面色恍白，四肢发冷等，加

肾俞、太溪，用补法或温针灸。

另可加百会以取下病上治法。



四、压力性尿失禁的针灸治疗评价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第一步：电针方法对SUI疗效优于
假针刺，证实针刺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

 第二步：SUI综合治疗优化方案

评价研究，证实电针结合盆底肌

训练对SUI的有效性优于假电针

结合盆底肌训练，且安全可靠



 杨某，女，62岁。2014.10.11初诊。

 主诉：尿失禁三十余年，Ⅲ度尿失禁术后三月

 现病史：三十年前产后出现尿失禁，初期漏尿点滴而出，逐年加重，易因

咳嗽、喷嚏、活动等腹压增加时症状尤甚，近年来走路甚至静坐时尿液漏

出，严重影响生活；西医诊断为Ⅲ度压力性尿失禁，予吊带手术治疗，术

后因排异反应撤除手术吊带。遂来针灸治疗。

 刻下：尿液不时漏出，长期尿垫。无尿急、尿痛，并伴有腰膝酸软，神疲

乏力，畏寒肢冷，舌淡，苔薄，脉沉细。

 辅助检查：一小时尿垫试验为86g，B超：残余尿量：5ml。

五、临床典型案例——针灸治疗SUI



 西医诊断：压力性尿失禁；中医诊断：小便不禁；治则：益气固元

 治疗：

 取穴：第一组：大赫、水道、子宫、三阴交；第二组：中髎、会阳、委中。

两组穴位每次治疗选择一组，交替使用。

 方法：腹部、骶部穴采用感传针法。针刺得气后采用捻转补法，顺时针捻转

45度，频率为10次/min，捻针守气1 min；腰骶部或下腹部穴位接通疏密波

（频率：疏波4 Hz，密波20 Hz）电针，留针20 min。

 疗效：针刺1次后，一小时尿垫实验：66g。针刺2次后，一小时尿垫实验：

28g。针5次后，咳嗽、大笑等腹压增加时，可自行控制尿液，漏尿情况几乎

消失，一小时尿垫实验：3g。

五、临床典型案例——针灸治疗SUI



 方某，男，50岁，2017.10.21就诊

 主诉：尿失禁六月余

 患者六月前于香港医院诊断前列腺癌，后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术后

留置导尿一周，去除导尿管后出现尿失禁症状。患者自述小便几乎全部无

感觉漏出。长期使用尿垫，盆底训练无效。

 西医诊断：前列腺术后尿失禁

 中医诊断：小便不禁；治则：益气固摄，培土生金

五、临床典型案例——针灸治疗SUI



 治疗：取穴：肾俞、中髎、会阳；水道、大赫、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

、列缺、百会

 操作：腹部、骶部穴采用感传针法。针刺得气后采用捻转补法，顺时针捻

转45度，频率为10次/min，捻针守气1 min；腰骶部或下腹部穴位接通疏

密波（频率：疏波4 Hz，密波20 Hz）电针，留针20 min。腰骶部穴位同

次治疗，每侧一刻钟。每周两次。

 疗效：针刺1次后，患者自述小便漏出时，自己时有感觉。尿垫每日使用3
个，针2次后，患者自述有时有尿急感并可憋尿30分钟。体位改变、运动

时容易有漏出，睡眠时无尿液漏出。针3次后，患者漏尿次数明显减少，

可自行部分控制排尿。针刺半年后基本痊愈。

五、临床典型案例——针灸治疗SUI



二、混合性尿失禁针灸治疗



混合性尿失禁

 混合性尿失禁以压力性尿失禁合并急迫性尿失禁最多

见，可以表现为一种症状较为突出，两种尿失禁的症

状可以互相影响；

 以真性尿失禁为主

 以真性尿失禁为主

 以混合型：真性压力性、感觉急迫性尿失禁混合



 属于中医“遗溺”“淋证”等范畴。病机关键在

肝、肾与膀胱。

 肝疏调不及、肾气的固摄和膀胱储存尿液的功能

不足。

 肝经、肾经与膀胱经经气运行不畅—经络病理。

混合性尿失禁



混合性尿失禁的治疗目标

 加强逼尿肌和尿道括约肌功能的协调性。

 治疗原则：先治疗急迫性尿失禁，逼尿肌功能稳定后在调

节尿道功能，及控制压力性尿失禁；手术方法慎用，否则

逼尿肌不稳定未控制情况下进行压力性尿失禁的手术治疗，

失败率高，甚至造成排尿困难。

 在治疗混合型尿失禁时往往比单纯性尿失禁要复杂和棘手。



混合性尿失禁的针灸辩证治疗

辨证：肝肾亏虚、气机不畅

治疗原则：补肾疏肝、疏理膀胱

穴位选择：以膀胱经、肾经穴位为主

第1组：肝俞、肾俞、次髎、中髎、

会阳；

第2组：大赫、水道、气冲、急脉。

应用方法： 两组穴位隔日交替使用，针

刺用平补平泻。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介绍及针灸治疗



OAB是临床常见的排尿功能障碍性疾病之一。该病主要表现为尿频、尿

急,伴有或不伴有强烈尿意后出现尿失禁或在出现强烈尿意同时发生尿失

禁。本病发病率很高，且呈逐年递增趋势。

尿频、
尿急、
尿失禁
等…

一、膀胱过度活动症



• 美国OAB发病率在45％－57％之间，以女性为主，且发病率随着年龄增

长而增高，为此国家投入的诊治费用也很高，2000年达到了195亿美元；

• 欧洲6个国家的16776名40岁以上的人群进行随机调查显示，有16.6％
的人群存在不稳定膀胱的现象，其中UI占到了36％；

• 北京地区的尿失禁发病率调查显示，UI的发病率为29.4％，且随着年龄

增长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质量。

一、膀胱过度活动症



 属于中医“淋证”、“癃证”等范畴。其病机关键在肾

与膀胱。

 肾与膀胱气化不足—脏腑病理：《素问·宣明五气篇》曰

：“膀胱不利为癃”。

 肾与膀胱经气运行失常，气化失司， 水液排泄障碍，表

现为淋证、癃闭等症状。

一、膀胱过度活动症



药物：

抗生素：因未能完全排除炎症，抗生素仍有使用。

镇静抗焦虑药：如安定等，尤对伴有睡眠差者。

雌激素：用于雌激素低下者。

膀胱不稳定选抑制膀胱收缩的药物，如尿多灵、泌尿

灵等。

高尿道压选松弛尿道肌肉的药物，如高特灵等。

二、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治疗进展



手术：

骶神经电刺激法

膀胱逼尿肌直接电刺激

盆底肌直接电刺激

体表穴位电刺激法

阴茎背神经电刺激法

Stimulation 
Penile Nerve
across gland

Recording across
the base of penis

二、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治疗进展



物理疗法：磁疗、激光疗法、微波热疗等改善微

循环、降低神经兴奋性。

心理治疗及行为治疗：催眠疗法、膀胱训练、生

物反馈治疗、盆底肌训练

中药、针灸方法等。

二、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治疗进展



适应症一：贮尿异常症为主

适应症二：排尿异常症为主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适应症一：贮尿异常症为主

1、实证

症状：尿频、尿急、尿失禁为主，伴有小便短赤、

尿痛、腹胀、烦躁，舌红苔黄或厚，脉数等

尿动力特征：膀胱顺应性低，逼尿肌不稳定，膀胱

容量低，逼尿肌与尿道括约肌不协调等。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基本处方

治疗原则：通淋利尿、疏理膀胱

穴位选择：以膀胱经、肾经穴位为主

第1组：大赫、水道；

第2组：会阳、中膂俞、中髎。

应用方法：两组穴位隔日交替使用，针刺用泻法。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穴位辨证加减：

肝气郁结：伴胁肋胀痛，情绪欠佳时症状加重或诱

发，加阳陵泉、太冲，用泻法。

湿热内盛：伴胸脘满闷，恶心，食欲欠佳等，加阴

陵泉、三阴交，用平补平泻法。

心热下移：伴小便短赤，口舌生疮，失眠等，加大

陵、劳宫泻法。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2、虚证

症状：尿频、尿急、尿失禁为主，舌淡苔白或舌体

胖大，脉沉缓等

尿动力特征：膀胱顺应性低，逼尿肌不稳定，膀胱

容量低，逼尿肌与尿道括约肌不协调等。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基本处方

治疗原则：补肾益尿、疏理膀胱

穴位选择：以膀胱经、肾经穴位为主

第1组：大赫、水道；

第2组：会阳、中膂俞、中髎。

应用方法：两组穴位隔日交替使用，针刺用补法

或温针灸。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穴位辨证加减：

脾虚：伴疲乏无力，排尿缓慢等，加足三里、阴陵

泉、三阴交，用补法。

肾虚：伴有腰膝酸软、面色恍白，四肢发冷等，加

肾俞、太溪，用补法或温针灸。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适应症二：排尿异常症为主

1、实证

症状：尿潴留、排尿困难、滴沥而出为主，舌红苔

黄厚，脉数等

尿动力特征：尿道阻力高、膀胱顺应性高等。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基本处方

治疗原则：通淋利尿、疏理膀胱

穴位选择：以膀胱经、肾经穴位为主

第1组：中极透曲骨、大赫、水道；

第2组：会阳、中膂俞、中髎。

应用方法： 两组穴位隔日交替使用，针刺用泻法。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穴位辨证加减：

肝气郁结：伴胁肋胀痛，情绪欠佳时症状加重或诱

发，加阳陵泉、太冲，用泻法。

湿热内盛：伴胸脘满闷，恶心，食欲欠佳等，加阴

陵泉、三阴交，用平补平泻法。

邪阻尿道：小便点滴不出，加水沟用泻法。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2、虚证

症状：小便滴沥而出，排出无力，时排时止为主，

舌淡苔白或舌体胖大，脉沉缓等

尿动力特征：膀胱顺应性高，逼尿肌无力，或伴有

尿道阻力增高等。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基本处方

治疗原则：补肾益气、疏理膀胱

穴位选择：以膀胱经、肾经穴位为主

第1组：关元、气海、中极、归来；

第2组：会阳、中膂俞、肾俞。

应用方法：两组穴位隔日交替使用，针刺用补法

或温针灸。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穴位辨证加减：

脾虚：伴疲乏无力，排尿缓慢等，加足三里、阴陵

泉、三阴交，用补法。

肾虚：伴有腰膝酸软、面色恍白，四肢发冷等，加

太溪、三阴交，用补法或温针灸。

三、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针灸辩证治疗



四、排尿障碍性疾病的针灸技术介绍



针刺诊疗技术－理论基础

• 《灵枢》：“内闭不得溲，刺足少阴、太阳于骶上

以长针”

• 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等调节膀胱排尿功能的

经穴－脏腑相关理论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 脏腑相关性理论为临床针刺和穴位配伍提供支持



针刺诊疗技术－理论基础

• 《灵枢》：“内闭不得溲，刺足少阴、太阳于骶上以长针”

• 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等调节膀胱排尿功能的经穴－

脏腑相关理论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 脏腑相关性理论为临床针刺和穴位的配伍提供了支持



• 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电针加手法针刺治疗急迫性尿失禁技术方案》 ，200

6年批准。

• 国家中管局中医技术推广项目：《电针技术治疗女性尿

道综合征技术规范化方案》，2005年批准。

• 上海中医药大学特色诊疗技术： 《骶穴电针疗法治疗

女性尿道综合征技术》 ，2005年批准。 。

技术建立背景－适宜技术



• 上海中医药大学特色诊疗技术：

《骶穴电针疗法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技

术》，2004年批准，陈跃来负责。

• 上海市首批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电针加手法针刺治疗急迫性尿失禁》，

2005年批准，

陈跃来负责。

技术建立背景－适宜技术



诊疗技术方案关键技术－取穴原则

1、从脏腑经络属性取穴：

•“经络所过，主治所及”、“刺之要，气至而有效” ；

•本经腧穴对其所属脏腑器官的影响较异经穴位明显；

•邻近脏腑组织器官的穴位其调节脏腑效应较远端取穴明显；

•脏腑经络功能相关理论。



诊疗技术方案关键技术－取穴原则

2、以穴位的神经节段理论取穴：

凡是对膀胱功能有影响的穴位，其附近的神经均进入L1-S4神

经节段，恰与支配膀胱的盆神经腹下神经和阴部神经进入相

同的或相近的神经脊髓节段, 骶部穴位与盆神经进入骶髓排

尿中枢的部位S2-S4最近，所以，针刺效应也最强。



诊疗技术方案关键技术－神经节段支配



针灸治疗

基于中医经

络脏腑相关

理论：

《内经》：

“内闭不得

溲，刺足少

阴、太阳于

骶上以长针”

针刺通

过调节

神经功

能改善

中枢神

经和膀

胱排尿

功能

诊疗技术方案关键技术－神经节段支配



针灸治疗

•逼尿肌收缩不稳定，即伴有尿频尿急症状者：气海、关元、

中极等任脉经穴位慎选

•逼尿肌无过度活动，压力性尿失禁症状者：气海、关元、

中极等任脉经穴位慎选

•逼尿肌收缩无力，伴有或不伴有下尿路梗阻的症状：以气

海、关元、中极等任脉经穴位为主

诊疗技术方案关键技术－临床经验



诊疗技术方案关键技术－针刺技术

针刺角度、深度：

腹部穴位：向下45度角斜刺进针40mm－50mm，以

针感持续传至膀胱、会阴及尿道部位为准。

骶部穴位：中膂俞向内斜刺进针40mm－50mm，会

阳向外上斜刺40mm－50mm，以针感持续传至膀胱、

会阴及尿道部位为准。肾俞直刺25mm－30mm。

下肢穴位：进针25mm－40mm，以局部酸胀为度。



诊疗技术方案－优势

 巨大的社会需求；人群需求、政府需求

 众多治疗方法的困惑；

 针灸方法的简、便、效、廉以及安全性；

 广泛的临床可推广特性；

 中医技术规范化范例；

 可观的卫生经济学价值。



 张某，女50岁，2015年9月5日就诊

 主诉：尿频、尿急、小便滴沥不尽近1月。

 患者1月前憋尿后出现尿频、尿急、小便滴沥不尽，日间排尿每半小时1
次，夜尿3~4次，无尿痛、尿浊、尿中断。多次查尿常规无殊，查泌尿

系超声未见明显异常。中西药治疗效果不佳。既往无尿路感染病史。

 刻下:患者面色晦暗，烦躁失眠，腹胀痛便溏，每日1-2行，舌淡苔薄白

，脉弦细。

 中医诊断:：淋证，治则：疏肝健脾，利尿通淋。

 西医诊断：膀胱过度活动症

临床案例—针灸治疗OAB



 治法：取穴：中脘、中极、大赫、水道、足三里、三阴交、太冲、阳陵

泉

 操作：患者取仰卧位，针刺关元、中极、大赫穴时，向下以45度斜刺

25~40mm，使针感传持续传至膀胱、会阴及尿道部位。针刺得气后采用

捻转补法，顺时针捻转45度；得气后捻针守气1分钟。留针20分钟。

 疗效：针刺2次后痊愈；2月后随访，患者无明显不适。

临床案例—针灸治疗O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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