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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妊娠期中藥安全應用的方法。 方法 對於傳統妊娠禁忌藥的理論與文獻和中藥生殖毒性研究

的最新進展進行整理，並加以總結和分析。 結論 除傳統妊娠禁忌藥外，少數補脾腎益氣血安胎藥也存在生殖

毒性。妊娠期必須選用對母胎安全的中藥，如確有治病需要，則強調辨證施治，重視胎齡及中藥的配伍、炮製、

劑型、煎服法。 

[關鍵詞] 妊娠期；中藥；安全；臨床應用 

妊娠病是婦科臨床的常見病和多發病，妊娠期間發生的疾病牽涉母胎二方面的因素，臨床用藥安全更值得

重視。許多臨床中醫師聞胎色變，遇到孕婦的疾病不敢用藥，推諉病人；或用藥過於謹慎和保守，不能愈病；

或不畏禁忌，貿然用藥，損傷胎兒；凡此種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沒有嚴格掌握妊娠期中藥的使用方法。 

一般認為中藥的毒副作用小，與西藥相比相對安全；但是隨着國內外中藥不良反應報道逐年增加，對中藥

毒理學研究的日益深入，中藥的安全性問題漸受重視。近年來，對中藥的生殖毒性和胚胎毒性的研究已經起步，

對部分傳統的安胎中藥或一些妊娠禁忌中藥對生殖的影響也時有研究報導。筆者根據當前最新的研究進展，結

合個人的理解和臨床經驗，對妊娠期的中藥安全使用方法作一探討。 

1 中藥的生殖毒性研究近況 

1.1 常用安胎中藥的生殖毒性 

大多數補益氣血和補益脾腎的中藥被認為可以安胎，而且較為安全，如西洋參[1]、人參花蕾提取物[2]不會

引致胚胎畸變。近年，隨着中藥生殖毒性的研究的逐步開展，對一些傳統安胎作用的中藥的生殖毒性和胚胎毒

性時有新的發現。例如桑寄生、杜仲為臨床常用的安胎中藥，彭樹新等[3]發現高劑量的桑寄生水煎液對成年小

鼠和胎鼠均有潛在的遺傳毒性，而低劑量則無遺傳毒性；杜仲是否會造成染色體畸變結果不一，Ｙin[4]發現杜

仲水煎提取物有致基因突變和染色體畸變的作用；而隋海霞等[5]的實驗結果顯示杜仲屬無毒性，在較高劑量下

對中國倉鼠卵巢細胞CHＯ和中國倉鼠肺成纖維細胞CHL細胞均表現出一定的毒性；無細胞染色體畸變的遺傳毒

性。黃芩、白術為傳統的安胎聖藥，但張崴等[6]研究結果認為黃芩有胚胎毒性；Ｔang[7]發現0.5mg/mL白術即可

引起體外培養小鼠胚胎發育異常，若≥1mg/mL白術可引起胚胎嚴重的生長遲緩、多種胚胎畸形（腦外翻和腦脊柱

裂、內臟外露）和肢芽發育遲緩或缺失，屬弱胚胎毒性。 

1.2 其他中藥的生殖毒性 

中藥生殖毒性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絕大多數中藥是否具有生殖毒性尚缺乏現代科學依據，從現有文獻

可知單味中藥對母胎的影響的文獻較少，且都僅限於動物實驗的結果，詳見下表。 

表1 單味中藥的生殖毒性總結表 

中藥 母體毒性 胚胎毒性 

生半夏
[8]

 顯著 顯著 

煎煮後的生半夏
[8]

 無 有 

姜半夏
[8]

 無 無 

朱砂
[9]

 無 輕微 

天麻
[10]

 無 無 

石菖蒲
[11]

 無 有 

豬苓、茵陳
[12]

 無 有（胎兒高血紅素血症） 



青蒿
[13] 

不詳 有 

板藍根（大劑量）
[14]

 不詳 有（基因突變） 

紫草
[15]

 不詳 潛在的遺傳毒性 

羌活
[16]

 不詳 致染色體突變 

甘遂
[17]

 有 有 

蒲黃
[18]

 無 致流產、致死胎、致畸 

檳榔
[19]

 有 致基因突變 

商陸
[20] 

有 潛在致基因突變 

山慈菇
[21]

 有 致基因突變 

紅花
[22]

 無 有 

水蛭
[23] 

有 有 

 

從上表可知，有些藥物對母、胎均有毒性，對母體無不良反應的藥物對胎兒也可產生毒性影響。影響中藥

生殖毒性的因素有：藥物本身的毒性、炮製的方法、用藥的劑量、用藥的時間，而正確炮製、小劑量、短時間

應用相對安全；另外，有關配伍後中藥對母胎安全性的影響，缺少研究資料。 

另外，中藥對於妊娠結局的影響，有動物實驗研究報告提示：水蛭、虻蟲、全蠍、蜈蚣、地龍等蟲類藥可

降低雌性小鼠妊娠率、提高畸胎率；牛膝、益母草、芫花、當歸、貫眾、紅花、澤蘭、麝香能夠引起子宮平滑

肌的收縮，具有子宮興奮作用；莪術有明顯的抗早孕作用；溫郁金、穿心蓮有抗孕作用；百合、苦參、杏仁、

郁李仁、桃仁有致畸作用。 

 

2 傳統「妊娠禁忌藥」 

妊娠禁忌藥作為中藥理論的重要部分，一直為歷代醫家所重視。對於妊娠禁忌藥的記載，最早見於《神家

本草經》，載有6種具有墮胎作用的藥物；隋代《產經》列舉81種；明代《本草綱目》載有妊娠禁忌藥87種。《中

華人民共和國藥典》1995年版載有孕婦忌服和慎用中藥66種，2005年版共69種，2015年版共82種（孕婦

禁用28種，孕婦慎用53種，孕婦慎服1種）。 

一般認為，凡峻下、滑利、祛瘀、破血、耗氣、散氣及一切有毒藥品，因其耗傷氣血及損傷胎兒，都應禁

用。峻下滑利藥包括巴豆、牽牛子、芫花、甘遂、大戟、商陸、大黃、芒硝、苡仁；祛瘀破血藥包括麝香、乳

香、沒藥、三棱、莪術、益母草、桃仁、紅花、歸尾、川芎、赤芍、澤蘭、蘇木、劉寄奴、牛膝、蟲類藥；耗

氣散氣藥包括代赭石、沉香、降香；毒性大或刺激性強的藥物，包括毒礦物藥如水銀、輕粉、砒石、雄黃、硫

黃、朱砂等；毒草藥如烏頭、雷公籐、野葛、半夏、天南星、白附子等；毒蟲藥如斑蝥、虻蟲、蜈蚣、地膽、

蜘蛛等。 

 

3 妊娠期中藥的安全應用原則 

由於妊娠期母體的氣血運行和臟腑功能發生一定的生理變化，胎兒處於生長發育的不同時期，氣血未充，

臟腑功能未完善，如果用藥不當，對孕婦、胎兒產生不良影響；對胎兒的影響主要是引起墮胎、死胎、畸胎、

發育遲緩或異常，對母體的影響主要包括影響健康、肝腎損害、中毒或死亡。所以妊娠期的安全用藥，尤其是

妊娠早期的用藥安全十分重要，必須掌握幾個原則。 

3.1 選用對母胎安全的中藥 

掌握中藥的藥性，結合現代藥理，明確藥物對母胎的影響十分重要。妊娠期在使用中藥時，一定要對該藥

的性味歸經、功效及其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用藥如用兵，知已知彼，百戰不殆。作為一個現

代中醫，更應該結合現代藥理研究成果，避免使用影響母胎的藥物。鑒於歷史原因和科學技術的限制，許多中

藥的生殖毒性尚屬未知，所以如果母胎健康，則孕期不提倡常規使用中藥來預防疾病。如果發生妊娠病，則必

須在治病的同時兼顧安胎，強調「治病與安胎並舉」。治病與安胎均須選用對母胎安全的中藥，避免使用妊娠

禁忌中藥和現代研究已經證實的有生殖毒性和易引致流產的中藥。如果病情切實需要，亦可酌情適當選用，中



病即止。 

3.2 把握使用妊娠禁忌藥的原則 

3.2.1 強調辨證施治 

《內經》云：「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提示妊娠禁忌藥是相對的，只有具備

有病邪實、胎元未殞二大條件，方可用峻烈之品以祛其邪，即「有是證，用是方」；如妊娠燥結，便不忌苦寒

攻下；妊娠惡阻，不畏重鎮降逆；妊娠瘀結，不避活血化瘀；但妊娠期由於陰血下聚養胎，陰血始終處於一種

偏虛的狀態，所以必須考慮攻邪藥損傷正氣和胎元的一面，當邪實被有效化解後,治療重點應扶正安胎，並遵循

「衰其大半而止」和「治病與安胎並舉」的原則。  

3.2.2 重視配伍安胎藥 

妊娠禁忌藥單味應用時，易傷胎元或致墮胎，而通過適當配伍，可使其對妊娠的不良反應減弱或消失。配

伍的方式可以中藥與中藥的配伍，如《金匱要略》當歸芍藥散治胎位不正或血虛型妊娠腹痛，以當歸、川芎與

芍藥、白術配伍；當歸散治妊娠胎動不安，以當歸、川芎與黃芩、白術配伍；亦可用攻邪方劑與安胎方劑配伍，

如桂枝茯苓丸與壽胎丸配合治療妊娠腹痛、妊娠合並癥瘕。 

3.2.3 選用中藥適當的炮製、劑型、煎服法 

中藥的炮製可以改變藥物的性味功效，提高藥效，降低毒性，如《金匱要略》小半夏加茯苓湯治妊娠惡阻，

其中的半夏用薑礬炮製可降低其毒性，增強降逆止嘔功效。某些藥物在久煎後可降低毒性，如附子、細辛；天

花粉口服對母胚影響不大，但其注射劑則可引產。「丸者，緩也」，當某些妊娠病須長期服藥時，可用丸散，

一方面丸散作用稍緩，不致大傷正氣，另一方面服用方便，易於控制，如桂枝茯苓丸合壽胎丸治療宿有癥瘕合

並妊娠腹痛。 

3.2.4 注意用藥劑量和服藥時間 

妊娠禁忌藥用量宜小，正所謂「重劑輕投」，過量則會傷胎；處方不宜一次投以多劑，應三日一調整，服

藥時間不宜過長，視病情轉變而定，遵《內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原則。 

3.2.5 注意用藥時的胎齡 

早孕期，尤其是孕十周內用妊娠禁忌藥可能使胚胎致畸。因為胎兒臟器發育尚不完善，使其對藥物的反應

與母體不同。同時胎兒的肝腎對藥物的解毒與排泄功能差，故藥物及其代謝物可在體內蓄積而損害胎兒，因此

在孕三月內應盡量避免使用妊娠禁忌藥。 

結語：妊娠期中藥的應用有一定的普遍性，其安全性備受考驗，傳統的中醫藥理論是指導妊娠期安全用藥

的核心依據，現代對中藥的安全性評價結果也是妊娠期安全用藥的必然依歸。妊娠期應該遵循用藥原則，合理

使用中藥，發揮中藥的最佳療效，對中藥的不良反應，要權衡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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