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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桃花湯為傷寒論名方，有溫陽固脫，澀腸止利之功，在下利滑脫不禁、便膿血的證治上有較好的療效，
廣泛運用於臨床上慢性痢疾、潰瘍性結腸炎、腹痛、泄瀉等疾病的治療，療效顯著。筆者檢索相關文獻，本文
對近十年來桃花湯的臨床及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進行分述總結。 
 

[關鍵詞] 桃花湯；臨床應用；綜述 
桃花湯出自《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並治》第306條：「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第307條：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上述兩條闡述了少陰病
虛寒下利便膿血的證治。成無己：「明病下利便膿血者，協熱也；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下焦不約而裏寒也。
與桃花湯，固下散寒。」《醫宗金鑒》：「少陰病諸下利，用溫者，以其證屬虛寒也。此少陰下利便膿血者，
是熱傷營也，而不徑用苦寒者，蓋以日久熱隨血去，腎受其邪，關門不固也，故以桃花湯主之。」舒馳遠：「此
二條桃花湯證，有以為少陰協熱，有以為下焦虛寒，二說紛紛不一，究竟桃花湯皆不合也。若謂熱邪充斥，下
奔而便膿血者，宜用阿膠、芩、連等藥；其下焦虛寒而滑脫者，又當用參、朮、桂、附等劑，而桃花湯與二者
之中，均無所用之。總緣仲景之書，恐叔和亦不能盡得其真也，能無憾乎！」桃花湯方赤石脂一斤；乾薑一兩；
粳米一升。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現代研究表明桃花湯具有消炎、抗菌、鎮靜止痛、收斂止血、促進糖類在人體內的吸收等作用。臨證常於虛寒
性便膿血患者，對於慢性痢疾、潰瘍性結腸炎，腸傷寒病程中的腸出血以及婦女崩漏、帶下等病症均有一定的
療效。 

為了探究桃花湯在臨床中的應用現狀，在中國知網以「桃花湯」為主題詞，檢索從2007年至今的全部期刊
文獻（排除非方藥方面的文獻），全部文獻共43篇。其中理論研究7篇，包括方義、辯治規律等；小樣本臨床觀
察研究共19篇；病案、臨床運用舉隅共7篇；學術討論4篇；現代藥理學研究6篇。現分述如下： 

 

1 理論研究 
傷寒論闡述桃花湯治療少陰虛寒下利，滑脫不禁便膿血。奚氏[1]認為中土虛寒，不能斡旋、升提肝木，故

肝木下陷，陷於土氣之下、大腸庚金之中，攻沖大腸庚金，大腸之中脂膏被木氣衝擊而下，則下利紅白，肝木
升發不能，鬱陷而攻沖中土，則見腹痛，以桃花湯溫寒而治，赤石脂固滑脫；乾薑溫中；粳米生津液保胃氣。
桃花湯三味藥均為溫性藥,共奏澀腸固脫之功，許多醫家應用桃花湯的臨證經驗大多數着眼於桃花湯證虛寒滑脫
的病機證治，陳氏[2]認為在桃花湯服用法「若一服愈，餘勿服。」如若本方證是虛寒下利滑脫所致，若要改其
虛寒之性，須不斷進行溫補，一服即愈尚難，如若是濕熱證，只要藥專力宏，一服即愈方有可能，所以桃花湯
證並非虛寒滑脫證，應為濕熱毒邪，侵入營血，腐腸成膿的實熱證。桃花湯也並非溫澀之劑，而是治療下利便
膿血的專方。此論一改常人之想，筆者認為下利便膿血有寒熱之別，臨證當詳查，不能一概而論。 

 

2 小樣本臨床觀察研究 
2.1 桃花湯對潰瘍性結腸炎的治療 



冀氏[3]選擇潰瘍性結腸炎患者86例，治療組52例給予桃花湯加味；對照組34例給予水楊酸偶氮黃胺吡啶、
雙歧三聯活菌片治療，結果：治療組有效率為96.15%；對照組有效率為82.35%，P<0.05；孫氏[4]以桃花湯合
烏梅丸加柳氮磺胺吡啶為主方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患者36例，對照組34例給予柳氮磺胺吡啶治療，結果發現治療
組有效率88.9%，對照組有效率67.8%，P<0.05。雒氏[5]將68例符合診斷標準的潰瘍性結腸炎患者隨機分為兩
組，治療組35例選用參苓白朮散合桃花湯水煎服配合血竭保留灌腸治療，對照組33例選用柳氮磺胺吡啶口服並
配合複方諾氟沙星灌腸液保留灌腸治療，結果發現治療組總有效率91.4%，對照組87.9%，P<0.05；仲氏[6]將潰
瘍性結腸炎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45例，觀察組給予桃花湯加味，並配合康復新液灌腸；對照組給予
奧沙拉嗪腸溶片口服，研究發現治療組總有效率（93.33%）明顯優於對照組（77.77%），P<0.05，治療後症
狀積分、結腸黏膜積分及組織病理積分治療組均明顯低於對照組；治療後CRP及TNF-α水準治療組均顯著低於
對照組，從而得出結論：加味桃花湯聯合康復新液灌腸治療活動期潰瘍性結腸炎療效較奧沙拉嗪鈉膠囊顯著。
彭氏[7]將202例潰瘍性結腸炎患者分為單純西藥對照組100例（常規口服強的松和柳氨磺吡啶）和西藥加中藥口
服治療組102例（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加用活血化瘀，溫中澀腸的中藥生化湯合桃花湯），發現治療組顯效率為
88.24%，對照組為73%，結果表明生化湯合桃花湯加味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有較好的臨床效果。 

潰瘍性結腸炎是一種與免疫因素密切相關的慢性非特異性結腸炎症性疾病，其病因和發病機制至今未完全
闡明，臨床表現主要為為腹痛、腹瀉、膿血便、裏急後重等，本病屬於中醫「痢疾」「泄瀉」「腸癖」等範疇，
中醫認為該病病因主要為外感時邪疫毒和飲食不節兩方面，邪蘊腸腑，氣血壅滯，傳導失司，脂絡受傷所致。
選用桃花湯對證適當加減，發揮了辨證論治的獨特優勢，尤其對腹痛、瀉下赤白膿血便有較佳的臨床療效。 

 
2.2 桃花湯對小兒腹瀉的治療 
王氏[8]將117例患兒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65例配用中藥灌腸，藥用桃花湯；對照組52例配思密達和麗珠腸

樂灌腸，結果：治療組顯效率90%，總有效率97%，對照組顯效率75%，總有效率85%，P<0.05；張氏[9]小兒
慢性遷延性腹瀉患者102例，隨機將其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51例，分別給予桃花湯加味和思密達治療，結果
發現觀察組有效率為96%，沒有不良反應；對照組有效率為84.4%，存在不良反應2例，表明選用桃花湯治療小
兒遷延性腹瀉起效快，無後遺症和併發症，效果良好。王氏[10]選取130例患兒，隨機分對照組和治療組各65例，
對照組根據脫水程度每日常規靜脈補液，糾正水電解質與酸堿平衡紊亂，另用抗生素或抗病毒藥物治療；治療
組是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加用桃花湯灌腸，總有效率：治療組96.9%，對照組81.5%。採用中藥灌腸配合西醫常
規治療小兒秋季腹瀉，中西醫結合，加上桃花湯的對症治療，操作簡便、無痛苦、療效顯著，小兒易於接受，
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2.3 桃花湯感染性腹瀉的治療 
王氏[11]將感染性腹瀉患者分對照組30例和治療組38例，治療組使用桃花止瀉顆粒（桃花止瀉顆粒由赤石脂、

乾薑、粳米3味藥組成）治療；對照組給予思密達治療，兩組均配合使用環丙沙星。結果發現治療組止瀉時間明
顯短於對照組，治療組有效率97.37%，對照組有效率96.67%。以桃花湯為基礎，運用現代製劑技術研製了桃
花止瀉顆粒，赤石脂能夠吸附細菌毒素及食物中異常發酵產物等消化道有毒物質，達到保護消化道黏膜的作用；
乾薑溫中散寒，溫腎助陽；粳米護胃養胃。製劑顆粒服用方便，效果顯著，發揮了其強大的抗感染性腹瀉的療
效[12]。 

 

3 現代藥理研究 
隨着中醫藥的發展，對中醫方證湯劑的轉型研究日漸廣泛。謝氏[13]以桃花湯微粉劑治療慢性腹瀉，分別採

用桃花湯微粉劑（赤石脂、乾薑5:1超微粉碎，另煮粳米粥溫服）和思密達治療，治療組和對照組的總有效率分
別為86.8%和77.4%。王氏[14]以蓖麻油製備腹瀉模型隨機分為空白、模型、思密達對照組和桃花湯煎劑高、低



劑量組以及桃花湯粉劑高、低劑量組，觀察桃花湯煎劑和粉劑對小鼠泄瀉、小鼠小腸推進功能的影響，發現相
同劑量的桃花湯粉劑組作用有優於煎劑組的趨勢。由此可見桃花湯的粉劑吸收更完全，效果更明顯，另外粉劑
成本低，攜帶方便，服用方便，讓湯劑更能發揮其優越性，充分體現中醫特色。 

 

4 討論 
經方桃花湯，僅三味藥即達到藥到病除之效，藥簡力轉。重用赤石脂甘溫調中，味澀質重，入與腸胃，長

於澀腸止瀉，尚可止血，為久泄久痢，下利膿血便之常用藥物；乾薑辛熱，主入脾胃而擅長溫中散寒，為溫暖
中焦之要藥；粳米補脾胃，養五臟，壯氣力，三藥共奏澀腸固脫之效。適用於慢性腹瀉，腹痛，結腸炎，腸出
血及兒科婦科疾病。本文涉及的胃腸類症986例，其中包括潰瘍性結腸炎、小兒腹瀉、感染性腹瀉、慢性腹瀉等。
在設立治療組與對照組的研究方面、臨床療效方面、症狀改善上以及客觀資料均表明桃花湯或桃花湯加味治療
腸胃疾病效果均佳於單純西藥治療。表明桃花湯在治療相應適應症時，總體療效較好。中藥相對西藥副作用小，
而且隨着桃花湯粉劑的開發，患者攜帶和服用中藥更加方便。今後對於桃花湯的進一步研究，可以着力於對方
證配伍以及現代藥理研究，以及在新藥開發、劑型轉換、食療上的研究，使用較規範的臨床研究方法，開發更
為方便的桃花湯製劑，使之充分體現中醫特色，在臨床上普及使用，這樣才能使桃花湯進一步造福人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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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ohua decoction was one of the famous prescription from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warming Yang solid off, astringent antidiarrheal, it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diarrhea and 
hemafecia,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ulcerative colitis, chronic diarrhea, abdominal pain, diarrhea and other 
diseases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 is remarkable. The author to retriev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lin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aohua decoction in recen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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