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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阿膠，是去毛之驢皮熬製而成的膠，其味甘，性平，歸肝、肺、腎經，具有補血、止血、滋陰、潤燥和

安胎之功效。《本草綱目》一書中對其有補血「聖藥」之稱，故世人稱阿膠為「婦科聖藥」。臨床上主要用於

治療婦女眩暈、貧血、月經不調、崩漏、胎漏、陰虛肺燥、心煩失眠等疾病。該文章就闡述阿膠在婦科調經中

的臨床應用，主要從四方面：阿膠與調經關係，阿膠及其組方在調經中的經典應用，夏桂成教授對阿膠在調經

中運用以及阿膠在婦科調經作用的現代研究。 

 

[關鍵詞] 阿膠；調經；中藥應用 
阿膠，最開始記載於《神農本草經》，是去毛之驢皮經熬製而成的膠，歷史悠久的血肉有情之上品，主產

於山東。陶弘景稱「出東阿，故名阿膠」。其味甘，性平，歸肝、肺、腎經，具有補血、止血、滋陰、潤燥和

安胎之功效。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對阿膠在婦科的臨床應用功效進行了這樣的總結：「療女人血痛血枯，

經水不調，無子，崩中帶下，胎前產後諸疾。……和血滋陰，祛風潤燥，化痰清肺……聖藥也」。經水不調，

即是現代所謂的月經不調，「女子以血為本」，該總結可謂當時對阿膠在婦科臨床應用最全面的認識，更被稱

為「婦科聖藥」。 

 

1 阿膠與調經的關係 
月經不調，是指月經周期紊亂，經期、經量異常及伴有明顯不適症狀的疾病，且女性生活和工作受到嚴重

影響，是婦科常見病。婦人以血為本，月經主要成分是血。然而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氣又能生血、行血、

攝血，血賴氣的升降出入運動周流，氣血相互資生[1]。阿膠具有補血止血，且歸肝、肺、腎經，如此氣血和調，

經候如常。現代對阿膠的深入研究表明：阿膠能夠促進造血功能，提高紅細胞及血紅蛋白含量，有明顯的補血

作用，對於缺鐵性貧血和失血性貧血均有顯著的療效；且阿膠還可以改善血管壁的通透性，有明顯的止血作用。

《素問‧調經論》指出：「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靈樞‧五音五味》云：「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

於血，以其數脫血也。」氣血失調是導致婦科疾病的重要病機。又因女性特殊生理特點，經、帶、胎、產以血

為用，易耗氣傷血。若虛體羸瘦，久病失血，或飲食偏嗜，化源不足，精血暗耗，則沖任失養，血海不盈，胞

宮失於濡養，可發生月經後期、月經過少、閉經、痛經等月經相關疾病，因此調理氣血是治療婦科疾病的重要

法則，治療當以養血滋陰潤燥為本。中醫理論認為，甘味具有補益之作用，阿膠性平、味甘，血肉有情之品，

中醫取象思維，又偏於滋陰，因此對年老體弱、貧血、血虛等婦科月經不調或出血性疾病均有較好的補益調理

作用[1]。 

《金匱要略‧婦人妊娠病脈證併治第二十》論曰：經水淋漓不斷之漏下，其病機沖任脈虛，陰血不能內守。

沖為血海，任主胞胎，沖任虛損，不能制約經水，故出血淋漓漏下。膠艾湯─補血固經、調和沖任為《金匱要

略》經典名方，主治婦女沖任脈虛、月經過多、崩中漏下。本方中曰：滋陰養血止血以補沖任虛損，艾葉溫暖

胞宮止血，二藥合用，又為調經安胎、治崩止漏要藥；地黃、當歸、川芎、芍藥四物配伍補血養肝，且能養血

活血，又可防止出血日久留瘀；甘草緩急，調和諸藥；清酒助行藥力；諸藥合用，有養血止血、調補沖任之功



效[2]。臨床再根據個人體質差異及症狀，加減運用，辨證論治，為治療月經不規則及婦科出血症之良方。 

 

2 阿膠及其組方在調經中的經典應用 
由於阿膠具有很好的補血、止血、滋陰、安胎的作用，故已被廣泛運用於婦科疾病尤其是婦科月經病的治

療中。縱觀古今醫家治療婦科月經病的選方用藥中，阿膠佔據着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傅青主女科》一書，文字質樸，易看易讀易懂，其特點之一就是切合臨床實際，該書所論月經病症雖不

多，但遣方用藥獨具匠心，用於臨床效果頗佳。傅氏辨證從肝脾腎立論，醫治重在精氣血同補。以下三個含阿

膠的調經代表方從理法方藥作簡要分析。 

2.1 月經先期量少，重在治腎─兩地湯 

婦人有先期經來只一二點者，人以為血熱之極也，誰知腎中火旺而陰水虧乎！然而傅青主細辨虛實，認為

先期而經水來少者，火熱而水不足也，治之法不必瀉火，只專補水，水既足而火自消矣，亦既濟之道也，方用

兩地湯[3]。方中生地、玄參、麥冬後世稱之為「增液湯」，養陰滋液，壯水以制火；地骨皮清虛熱，瀉腎火；

阿膠歸腎經，為血肉情之品，滋陰補血；白芍斂陰柔肝養血。全方壯水以制陽光，不犯苦寒清熱，重在甘寒養

陰，育陰以潛陽，補陰以配陽，從而水盛而火自平，陰生而經自調[4]。 

2.2 年老經水復行，重在治脾─安老湯 

婦人有年五十外或六七十歲忽然行經者，或下紫血塊，或如紅血淋。人或謂老婦行經，是還少之象，誰知

是血崩之漸乎！……然經不宜行而行者，其病機乃肝不藏、脾不統血之故，治之法非大補肝脾之氣與血，而血

安能驟止，應治脾統血，方用安老湯[3]。此為已絕經之婦人，突然經水復行，治之不應大補氣血，而是脾虛不

統血，健脾益氣，氣能攝血行血。方中以參、芪、朮、草益氣健脾為主，使脾氣充足而復能行使其統血功能；

輔以阿膠、當歸、熟地、山萸肉以大補肝腎之精血，使水足而火自平；再佐以少量香附、黑芥穗等舒肝行氣、

涼血止血，如此脾氣健、肝腎足、鬱火清而血無不止乎[5]。 

2.3 經後腹痛，重在治肝─調肝湯 

婦人有少腹疼於經行之後者，常人以為是氣血虛之故，亦或是寒凝少腹之故，然傅氏認為是腎氣之涸乎，

蓋腎水一虛，根據五行生克關係，則水不能生木，而肝木必克脾土，土木相爭，則氣必逆，故爾作疼，治法必

須以舒肝氣為主，而益之以補腎之味，方用調肝湯，使腎水足而肝氣益安，肝氣安而逆氣自 

順[3]。方中山藥、阿膠、山萸肉、巴戟滋補腎精，妙用當歸、白芍二藥，直入肝經以養血柔肝，緩急止痛，使

肝血得養而肝氣自舒[5]。阿膠滋補腎陰，諸藥合用，滋水涵木，平調肝氣，解鬱止痛，則經後腹痛自除已。 

 

3 夏桂成教授對阿膠在調經中運用 
阿膠作為補血止血良藥，在婦科調經治療中起着重要作用。月經不調是婦科常見病，中醫治療本病療效好，

副作用較小，在臨床上普遍應用，阿膠可單用烊化服用，也可以與其他藥物配合成煎劑、膏藥等服用。中醫在

治療該類疾病的優勢主要體現在複方配伍和整體觀念、辨證論治、隨證加減[6]。 

國醫大師夏桂成教授，從事中醫婦科醫、教、研工作60多年，對於月經周期與調周法的深入研究，提出「調

經必須調周，調周才能更好調經」，而且重視心─腎─子宮生殖軸結合的觀點，尤為強調心腎合法。「欲補腎

者，先寧心，心寧則腎自實；欲寧心者，先補腎，腎實則心自寧。」子宮是通過胞宮脈絡與心腎直接相關聯，

心主宰子宮之瀉，腎主宰子宮之藏，心腎才是子宮藏瀉的主宰者。 

夏師在辨證崩漏之熱瘀虛偏虛證，主要表現為經血非經期而下，或淋漓不盡，或量多如注，久久不愈，經

色淡或暗，頭暈疲乏，腰酸肢冷，夜寐欠安，舌淡脈細。夏師選用二至地黃湯合加味失笑散以補腎固沖，養血

調經，方中女貞子、旱墨蓮相須為用，既滋補肝腎之陰，又止血；山藥、熟地黃滋補肝腎；炒黃柏瀉火存陰，

炒川斷、菟絲子補肝腎，白朮益氣健脾；阿膠、艾葉炭養血止血；加味失笑散化瘀止血。諸藥合用，共奏補腎

固沖、養血調經之功。 



夏師認為青少年的崩漏往往是腎氣初盛，天癸既至而未充實，沖任雖通盛但未堅強，其出血特點是陣發性，

崩漏治療三原則「塞流、澄源、復舊」，治當滋陰清熱，化瘀止血，重在止血，而止血不宜用收澀藥，相反，

加入化瘀排經藥。[7]阿膠、艾葉、失笑散為經驗用藥，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夏師在調經中注重補氣需與養血

結合，補養腎氣以固先天之本是其主要治法。在長期出血病中，化瘀同時，必須兼用清熱、益氣，女子以血為

本，經期血聚胞宮，需在補養腎氣的方藥中結合養血，以固沖任，阿膠不失為一味養血滋陰的常用中藥。 

 

4 阿膠在婦科調經作用的現代研究 
近年來，阿膠其補血藥效已得到大量研究，研究表明阿膠有補血功效，在婦科調經方面，尤其對卵巢儲備

功能低下及生殖內分泌紊的育齡、圍絕經期婦女用膏方辨證調治，從而達到調經、助孕、改善臨床症狀的治療

目的。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對阿膠在調經中的作用進行研究： 

4.1 阿膠的製劑：相比於傳統阿膠劑型使用不方便，生產周期長，現代生產的阿膠口服液、阿膠片、阿膠

顆粒等使用方便，尤其對女性在調經方面需多周期服藥者提供方便，還可開發滴丸劑，注射劑，皮膚給藥劑（如

肚臍貼），用以減輕腸胃負擔，對女性服藥者更周全的多方面考慮。 

膏方，是藥材經水煎煮後，去渣濃縮加糖或煉蜜而成的半流體製劑。秦伯未曰「膏方者，蓋煎熬藥汁成脂

液，而所以營養五臟六腑之枯燥虛弱者也，故亦稱膏滋藥」，「膏方非單純補劑，乃包含救偏卻病之義」，以

阿膠為主藥的膏方，在臨床上已得到大量患者認可，膏方不僅有補益作用，而且具有調理臟腑氣血陰陽等作用，

臨床多用於治療慢性虛弱性疾病。尤其適合月經不調的女性長期調理，具有方便久服、服用適口、生物利用度

較高等優點。阿膠作為膏方動物膠類中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不但發揮其本身治療和保健的作用，而且利

用其黏稠醇厚之性作為膏方載體，已大量在市場上推廣。 

4.2 阿膠的藥理作用：李宗鋒報道，採用不給藥對照期、鐵劑治療期和阿膠治療貧血犬，實驗結果表明阿

膠組血紅蛋白和紅細胞的增長速度明顯優於鐵劑，證明阿膠有強大的補血作用[8]。通過臨床實驗研究，中西結

合，即中醫臨床上的月經量少，月經後期等患者，出現經量少，點滴即淨，經期延長，崩漏，經期頭暈、疲乏

等症狀，通過阿膠的補血作用，再加益氣之法，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益氣補血，則經量如常。姜恩魁等

報道，給大鼠連續口服阿膠一個月，其血小板凝血時間明顯縮短，表明阿膠具有促進凝血作用，具有補血止血

功效，對骨髓造血功能有保護和促進作用[9]。 

4.3 阿膠在婦科調經臨床應用：治療多種出血性疾病，如在月經病中的經間期出血、崩漏、功能性子宮出

血等。王心好報道，以阿膠為主藥組成膠艾四物湯加減治療功能性子宮出血症患者25例，治療結果：顯效60%，

有效28%，無效12%[10]。陳子淵等報道，以阿膠為主藥製成補益劑阿膠當歸補血精，用於失血性血虛小鼠，結

果顯示均可提高再障貧血小鼠外周血液的紅細胞、血紅蛋白的值[11]。李洪梅等研究通過灌胃給藥，考察複方阿

膠顆粒對小鼠性腺發育和雌激素分泌的影響；以雌激素和催產素製造原發性痛經模型，考察複方阿膠顆粒對小

鼠痛經模型的影響；採用扭體法，考察復方阿膠顆粒對醋酸致小鼠疼痛反應的影響。得出結論：複方阿膠顆粒

具有促進性腺發育、調節激素水平、治療原發性痛經作用，為其治療月經不調和痛經提供了一定的藥效學基礎[12]。

複方阿膠漿治療30例血虛型月經過少臨床觀察，結果複方阿膠漿對血虛型月經過少患者的月經量、色、質的影

響均有統計學意義，對神疲乏力、心悸失眠、面色萎黃、小腹墜痛等症狀的改善有統計學意義[13]。在第十一次

全國中醫婦科學術大會中，也有學者提出復方阿膠漿用於女大學生月經失調及痛經對於改善經期常見不適症狀

等有較好效果；同時，複方阿膠漿總體安全性良好，沒有發現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4.4 阿膠藥食同源：阿膠作為藥食同源的血肉有情之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方便，已得到廣泛應用。臨床

常用阿膠、大棗、熟地、黨參、白朮等藥物，做成藥膳治療婦女因月經病氣血虧虛而引起經期延長，量多，質

稀，頭暈，乏力等症狀。常用阿膠、炒枳殼、蜂蜜治療經期失血過多，大便秘澀，在食療上以補血作用為中心，

治療貧血、缺血性疾病，婦科調經方面有很好的發展前景。 

綜上，阿膠應用廣泛，尤其在婦科調經方面更是有其獨特的療效，從古至今，療效頗佳，隨着科技的發展，



臨床研究的深入，阿膠將更好的應用於臨床，有待繼續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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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key-hide gelatin is made from the skin of a donkey, which is sweet nature, belongs to the 

lungs, liver and kidney meridians, has the functions of enriching blood, stopping bleeding, nourishing yin, 

moistening dryness and prevent miscarriag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has the name of “holy 

medicine” for blood tonic, Therefore, the deceased people call donkey-hide gelatin “holy medicine for 

gynecology” . Clinically, it is mainly used to treat women’s dizziness, anemia, irregular menstruation, 

metrorrhagia, fetal leakage, Yin deficiency, lung dryness, insomnia and other disease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donkey-hied gelatin in gynecological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mainly from four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key-hide gelatin and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the classical application 

of donkey-hide gelatin and its formulas in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Professor Xia Guicheng’s application of 

donkey-hide gelatin in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and modern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donkey-hide gelatin in 

gynecology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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