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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復發性流產的中西醫認識與治療方法。 方法 通過閱讀近年關於復發性流

產的文獻作出總結歸納。 結果 復發性流產屬中醫「滑胎」、「數墮胎」、「屢孕屢墮」等範

疇，自古至今雖然醫家們治療本病各有特色，但是對於RSA的認識都有虛實夾雜，病機總以脾

腎虧虛為本，以肝鬱、血瘀為標，致使沖任損傷、胎元不固。中醫治療強調預培其損，分孕前期

及孕期調理。現代醫學多針對病因進行治療，由於仍有大量的患者屬於不明原因性復發型流產，

病因方面仍然有待進一步完善。 結論 臨床當中可加強中西醫結合治療，使患者得到最系統、

最切實、最大化的治療，中西醫優勢互補值得臨床推廣。 

 

[關鍵詞] 復發性流產；滑胎；中醫；病因病機；西醫；綜述 

 

復發性流產（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RSA）是指3次或3次以上在妊娠28周前的

胎兒丟失，同時提出應重視連續發生2次的流產並予評估，這是我國根據2016年中華醫學會婦產

科學分會產科學組制定的「復發性流產診治的專家共識」，與2017年歐洲人類生殖與胚胎學會

早期妊娠指南發展組發佈的「復發性流產的診治指南」所制定。然而關於本病的定義一直存在爭

議，尤其是對於流產的次數，各國標準不一，美國生殖協會將RSA定義為2次及2次以上的連續

自然流產；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師協會認為RSA是指與同一性伴侶連續發生3次或3次以上並於妊

娠24周前的胎兒丟失[1]。RSA在育齡女性中發病率有不斷上升趨勢，連續2次以上自然流產再發

風險率占30%，3次以上流產再發風險率占33%[2]，嚴重影響育齡期婦女個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家

庭婚姻和睦，是育齡期女性常見病及流產類疑難病，臨床嘗試從不同角度去認識和治療本病，現

綜述如下。 

 

1 中醫病因病機認識 

中醫學中並無「復發性流產」之名，根據其臨床表現，應屬「滑胎」、「數墮胎」、「屢

孕屢墮」等範疇。本病首載於《經效產寶》，謂其是「應期而墮」。《婦嬰至寶》亦云：「凡遇

三、五、七月份，尤易墮胎，下次複墜，輒亦如期。」《諸病源候論》提出「妊娠數墮胎候」。

病因多認為與母體和胎元有關，胎元方面，正如金元四大家朱震亨說「父精母血陰陽交姌，胚胎

始凝」[3]，若雙方精血虧少，兩精雖能相合，然先天不足，故胎雖能成而不實；若母體脾腎不足、

氣血虧虛，血瘀氣滯無法系胎養胎，孕期跌撲外傷、接觸毒物、不慎房事、七情過極、飲食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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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得沖任失調，從而出現數墮胎。自古至今雖然醫家們治療本病各有特色，但是對於RSA的

認識都有虛實夾雜，病機總以脾腎虧虛為本，以肝鬱、血瘀為標，致使沖任損傷、胎元不固。 

 

1.1 脾腎虧虛，氣血不足 

《女科經綸˙嗣育門》引《女科集略》云「腎臟系於胎，是母之真氣，子之所賴」[4]，素云

腎為先天之本主生殖，亦為封藏之本，胞脈系於腎，腎精充足胚胎才能正常發育。脾主運化，為

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亦主統血。《女科證治約旨˙帶下門》曰「婦女有病全賴血以養之，

氣以護之」，女子經孕產乳均以血為用，氣血相互依存，若婦女素體羸弱或勞思憂慮導致氣虛，

多次流產耗血或飲食化源不足導致血虛，則氣可病及血，血可病及氣，加上孕後脾胃虧虛不能化

生氣血，氣血之源匱乏，氣虛無力推動血海灌注下行，脾虛失於統攝，亦不能提攝系胎，則沖任

不固，胎失濡養，故而屢孕屢墮，反之婦人屢墮則傷腎，腎愈虛則愈不能系胎，所以滑胎也[5~6]。 

 

1.2 血瘀為患，沖任失調 

沖任貴流不貴滯，早在《靈樞‧邪氣臟腑病形》就提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的觀點，《金

匱要略》記載桂枝茯苓丸一方治療癥瘕傷胎血不止，到清代王清任指出「子宮內，先有瘀血占其

地……血既不入胎胞，胎無血養，故小產」，以少腹逐瘀湯可治療血瘀型流產，用活血化瘀的方

法「將子宮內瘀血化淨，小兒身長有容身之地，斷不致再小產」。可見古代醫家們很早已經意識

到血瘀既是病理產物，也是本病的致病因素。 

現代社會容易造成血瘀證的常見原因包括：女性受到家庭社會的壓力，肝氣鬱滯或女性久

坐不動，缺乏鍛煉，盆腔血行不暢；青少年意外妊娠後的反復人工流產或引產損傷血絡,宿瘀滯

於內；房勞過度，長期熬夜，毫無節制，造成腎氣虧虛，腎虛和血瘀可互為因果，腎虛則氣血運

行無力，成為瘀血；瘀血致新血生成障礙，使機體失養可致腎氣更加虛弱。以上均易造成氣血失

和，胎元失固，故屢孕屢墮。 

 

1.3 肝鬱氣滯，心腎不交 

肝為將軍之官，喜調達，女子以肝為先天，若出現氣鬱、氣滯、氣逆，人體的氣機升降失

常，則會影響肝的疏泄養血的功能。現代女性不僅要承受來自工作的壓力，還要負責家庭日常生

活大小事務，反復流產有時又會承受來自長輩以及社會的壓力，容易氣鬱，造成氣滯血瘀。此外，

肝與腎也相互影響，「肝腎為綱，乙癸同源」，唯有腎精充足、肝氣條達，使得女性氣血沖任調

和。 

國醫大師夏桂成從《傅青主女科》「胞脈者上系於心」「胞脈者系帶於腎」得到啟發，認

識到心腎升降交合與子宮胞絡的緊密聯繫，認為當心神不寧，心腎失濟，則會使胎元不固，導致

流產[7]。臨床中確實有些女性在排除RSA的多種原因後，因懷孕後受到之前流產的心理影響或是

過於關注懷孕的身體變化，造成容易精神緊張，思慮過度，心神不寧，再次出現流產者也比較多

見。 

 

2 現代醫學病因學認識 



臨床研究RSA多年，但是自然流產的治療仍然是臨床的難點，其病因錯綜複雜，可能是單

一因素或者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女性方面包括生殖器畸形、遺傳因素、內分泌異常、免疫失衡、

血栓前狀態、生殖道感染以及不良環境和心理、高齡、孕婦的全身疾病等諸多因素，還有50%

為不明原因的RSA[8~13]。 

近年研究表明，除了女性卵子品質和子宮條件對活產率有影響，其中10%~15%影響因素與

男性精子緊密相關，且男性精子品質與胚胎的發育潛能成正比，若精子品質異常可通過影響早期

胚胎發育導致流產的發生。 

 

2.1 女性因素 

2.1.1生殖器異常：與RSA相關的先天因素包括子宮發育不良、雙子宮、縱膈子宮、單角子

宮和雙角子宮，其在育齡期女性中發生率為4.3%，後天異常包括子宮肌瘤、子宮內膜息肉、反

復刮宮或盆腔炎等導致宮腔粘連以及宮頸機能不全。 

2.1.2遺傳因素：如父母或胚胎染色體異常、染色體多態性、基因異常（單個基因突變、單

親二倍體( UPD) 、部分 DNA 片段缺失）等。 

2.1.3內分泌因素：包括甲狀腺疾病、糖尿病、黃體功能不全、多囊卵巢綜合征、高泌乳素

血症等，占RSA病因的8% ~12%。 

2.1.4免疫失衡：包括自身免疫系統疾病（如系統性紅斑狼瘡、抗磷脂綜合症、抗磷脂抗體、

抗核抗體、抗子宮內膜抗體、抗精子抗體等）與獲得性免疫紊亂（如缺乏封閉抗體、輔助性T淋

巴細胞Th1/Th2細胞因數異常、T/B淋巴細胞異常等），占RSA的 60% 以上，其中80%不明原

因流產與免疫因素緊密相關。 

2.1.5血栓前狀態：遺傳性血栓前狀態（如蛋白 C 和蛋白 S 缺乏、天然抗凝劑抗凝血酶缺

乏、凝血因數Ⅴ Leiden 和凝血酶原 G20210A 突變等）和獲得性血栓前狀態（如抗磷脂綜合征、

腫瘤性疾病、長期制動），占5-8%。 

2.1.6生殖道感染：孕婦感染如細菌性陰道病、TORCH、衣原體、支原體、螺旋體、梅毒、

風疹病毒、巨細胞病毒等會增加RSA的風險，但目前暫無足夠證據支持RSA患者可常規進行感

染的評價。 

2.1.7不良環境和心理：如化學物品、電離輻射、雜訊污染等不良環境；酗酒、抽煙和過量

飲用咖啡因；RSA患者因多次妊娠丟失帶來的經濟壓力或婚姻家庭關係緊張等，長期處於焦慮

和抑鬱狀態。 

 

2.2 男性因素 

目前的研究發現，男性的精子異常主要與精子形態、精子數量、精子活動度、精子膜完整

性和精子DNA/染色質的完整性等有關，現在對於男性精子因素所致的RSA仍然在不斷探索中[14]，

相信隨着生殖醫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男性精子品質對RSA影響所占比例逐漸上升。男性伴侶提

供了胚胎另外一半的基因物質，因此臨床中對男性的評估檢查（如精液分析、精子功能測試、

DNA完整性檢查）應當加以重視。 

 

3 中醫治療 



臨床中對於RSA的中醫治療本病常常強調預培其損，多分為孕前期及孕期調理，孕前期當

進行相關檢查，若發現有異常者當及時糾正，待指標改善後一般調理3-6個月再指導患者受孕，

孕期當繼續服藥，以超過既往胎停月份為宜，同時囑患者必須禁房事，勞逸結合、飲食有節[15]，

若出現腰酸腹痛、陰道出血當安胎治療，若胎墮難留當去胎益母。有RSA史的夫婦，當針對病

因夫妻同治。除了女性接受治療以外，男性伴侶也應前往男科專科治療備孕。中醫治療包

括常規辨證論治、經驗用方、分期調周、或結合現代藥理等。  

 

3.1 整體辯證，分型論治 

韓百靈[16]認為RSA的患者常見屢孕屢墮，甚至如期而墮，平素頭暈耳鳴，腰膝酸軟，精神

不振，夜尿頻多，兩目暗黑，面色晦暗，舌淡，苔白，脈沉弱，屬腎氣虧損，處方補腎安胎飲加

減（人參10g、白朮15g、杜仲15g、續斷20g、益智仁15g、桑寄生15g、山藥15g、阿膠（烊化）

15g、艾葉15g、菟絲子15g、補骨脂15g、狗脊15g），或經行後期、量少，經色淡，面色無澤，

頭暈心悸 , 皮膚乾燥，舌淡，脈細弱，屬氣血兩虛型，以泰山磐石散加減；錢伯煊[17]將RSA常

見證型分為氣血兩虛證、氣虛證、脾胃虛弱證，分別擬方十聖散或泰山磐石散、補中益氣湯加減、

千金保孕丸合四君子湯；馬宏博[18]等將RSA臨床分為4型：（1）陰血虧虛：自擬滋陰養血湯（生

地黃、麥冬、丹參、枸杞子、炒川楝子、桃仁、紅花、赤芍、黃芩、丹皮、酒山萸肉、酒女貞子、

紫石英、桑寄生、菟絲子、阿膠）加減。（2）腎陰虧虛、肝鬱化熱：滋水清肝飲加減。（3）

沖任虛寒：右歸丸或溫胞飲加減。或自擬溫腎促卵湯（紫石英、桑寄生、菟絲子、續斷、巴戟天、

補骨脂、花椒、附片、乾薑、酒萸肉、桃仁、紅花、熟地、當歸、川芎、赤芍、丹皮、醋香附）。

（4）脾腎虧虛：自擬著床湯（黨參、炒白朮、茯苓、熟地、川芎、當歸、菟絲子、杜仲、鹿角

霜、花椒、續斷、醋鱉甲、阿膠、木香、槲寄生、黃芪、艾葉、砂仁）加減。劉雲鵬等[19]將RSA

臨床分為3型：脾腎不足：固胎湯，腎虧血虛：養血固沖湯，陰虛血熱：保陰煎加減。 

 

3.2 經驗用方，各具特色 

3.2.1 夏桂成：牛鼻保胎新方加鈎藤、炒黃連、蓮子心等 

國醫大師夏桂[20]成認為本方適用於復發性流產有血虛氣弱，脾腎不足之象的RSA患者。組

成：杜仲10~15g、黨參10~15g、山藥、白朮、阿膠（另燉沖入）各10g、砂仁、黃芩各5g、於

朮10g、甘草5g、卷心荷葉3g、蠶繭5g、炙黃牛鼻10g（以黃牛鼻一份，分為10份，每劑藥一份

入藥）、熟地10g。夏老對於復發性流產、滑胎的調治，常將益腎補氣與滋陰養血安胎結合，十

分注重寧心安神以穩固胎元，此外所有保胎患者方中均加入健脾和胃之品[21]，根據脾虛情況選

擇其中 1~3味，劑量也有所加減，常用健脾和胃藥如砂仁、蘇梗、佛手、黨參、黃芪、白朮、

茯苓等。配伍健脾和胃意義有三：一恐調補之藥滋膩礙胃；二防婦人虛不受補；三助脾胃運化良

藥方可吸收。 

3.2.2 羅元愷：補腎固沖丸、壽胎丸合四君子湯加減 

羅老[22]認為復發性流產防治執法著重補腎固本，輔健脾益氣，自擬補腎固沖丸（菟絲子、

續斷、阿膠、熟地、鹿角膠、白朮、人參、杜仲、枸杞子、巴戟天、當歸頭、砂仁、大棗等），

煉蜜為丸，每日2次，每日6次，以3月一療程，可以1-3個療程，月經停服，此藥丸孕後仍可服

用，但若孕婦覺燥熱改用壽胎丸合四君子湯加減，如果沒有先兆流產的症狀，可隔日一劑，到妊



娠三個月停止服用。方中菟絲子、黨參為君藥，各重用30g，適當佐以熟地、黃精、首烏、阿膠。

壽胎丸出自《醫學衷中參西錄》，方中菟絲子被張錫純譽為「千萬味藥中最善治療流產之藥」[23]，

《本經》中將其列為上品，認為其能夠「續絕傷，補不足，益氣力，肥健人」。郝曉麗[24]等研

究發現壽胎丸減味方可減低腎虛型RSA小鼠的流產率，機制可能與降低蛻膜組織IL－17 mRNA

蛋白的表達，影響孕鼠血清中的IL－17這一免疫調節機制有關。 

3.2.3 班秀文：孕前-人參養榮湯加減或五子衍宗丸加減、孕後-調肝湯合泰山磐石散加減 

班老[22]認為從臨床觀察，脾腎氣虛多見，故孕前多採用人參養榮湯加菟絲子、覆盆子、鹿

角霜和五子衍宗丸去車前子，加桑寄生、川斷、杜仲等，交替使用，調養半年至一年；孕期調肝

湯合泰山磐石散加減，根據孕婦體質強弱，氣血同調，先後天並治，多能夠足月順產。 

 

3.3 調周療法，分期論治 

現在普遍接受的調周法多將月經分為4個時期：月經期、經前期、經後期、經間期。月經期

重陽轉陰，血海溢瀉；經前期，陰陽俱盛，漸至重陽；經後期，血海空虛，陰精漸複；

經間期，氤氳之時，重陰轉陽。 

車蕊[25]等參考調周法，結合患者依從性及臨床可操作性，以排卵期為界，簡化成排卵前後

二期療法。排卵期前：補腎健脾、疏肝活血，用補腎助孕方加川牛膝、澤蘭，在促進卵泡生長的

同時，活血促排卵；排卵後：補腎健脾溫陽，用藥以溫陽補腎健脾為主，去川牛膝、澤蘭，加炒

白朮、陳皮、巴戟天等溫陽暖宮幫助受孕。 

陸啟濱教授[26]治療RSA遵循4期原則，月經期：用蒼朮、香附、山楂、五靈脂等疏肝理氣、

活血通經，促進經血排泄；經後期：用女貞子、旱蓮草、山茱萸、山藥、白芍、當歸等滋陰養血、

補腎填精，陰血得長則卵泡發育；經前期：用菟絲子、鹿角霜、杜仲、續斷為主，佐山茱萸、山

藥等滋陰之品，助陽的同時，不忘陰中求陽；經間期：用牛膝、牡丹皮、赤芍、香附等；益腎的

基礎上行氣活血，促進排卵。 

於增瑞教授[27]序貫調周：月經期用桃紅四物湯加味；經後期用三甲複脈湯、左歸丸、歸芍

地黃丸加減；經間期：促排卵經驗方（鹿角膠、仙靈脾、巴戟天、紫河車、紫石英、丹參、皂角

刺、穿山甲、茺蔚子、羌活、川椒）；經前期：備孕種子，若受孕成功以壽胎丸合安奠二天湯（菟

絲子20 g、桑寄生20g、川續斷20 g、阿膠15 g、黨參15 g、黃芩15 g、生白朮30 g、陳皮15 

g、椿根皮15 g），注意：孕前3個月口服湯劑或超過既往胎停月份，之後口服散劑，服用散劑

期間以10天/療程，前3天服藥，後7天停藥；重複上法至孕婦生產。 

 

3.4 去宛陳莝，防治高凝 

歷代醫家治療婦科疾病皆強調氣血流暢，長年臨床中發現數墮胎的婦女，若素有盆腔包塊

或月經後期或閉經，量或多或少色黯，血塊較多，血塊排出後腹痛可減，經行腹痛喜溫，或孕後

外傷跌撲，陰道少量出血色暗紅，小腹拘急墜痛，伴煩躁口乾，腰膝酸軟、頭暈耳鳴，舌暗紅或

有瘀點瘀斑，脈弦或弦澀無力的這一類患者，在滑胎治療補益脾腎的同時將「平治於權衡，去宛

陳莝」的活血化瘀的治法貫穿始終。典型代表《金匱要略》中首次用桂枝茯苓丸治療血瘀引起滑

胎，體現了「有故無殞」的原則。隨着生殖領域研究的深入，現代醫家在繼承前人經驗基礎上，

對活血化瘀法的應用進行了進一步的詮釋和補充。 



血栓前狀態（Pre - thrombotic state，PTS）在RSA發病機理中占重要地位，西醫治療多以

抗凝為主，中醫辨治具獨特優勢。談勇教授[28]根據生殖領域多年臨床經驗總結出PTS所致的復發

性流產臨床多以腎虛血瘀為多，治療方面在「滋陰補陽序貫療法」基礎上，以經前期補腎助陽、

經後期補腎滋陰為總原則，加少量活血化瘀藥物，以期達到陰平陽秘。常用方：歸芍地黃湯、左

歸丸、毓麟珠、壽胎丸、當歸芍藥散、自擬補腎活血湯，瘀血輕者加川芎、郁金、牡丹皮、乳香、

沒藥等，重症加桃仁、水蛭、血竭、虻蟲等。關於RSA患者的用藥談教授特別提示，因為懷孕

後患者對使用活血一類藥物顧慮頗多，思想負擔不利於孕婦養胎安胎，因此要把握時機，抓緊孕

前。 

免疫異常引起的高凝狀態和胎盤栓塞是也是導致RSA發生的病因之一，西醫臨床採用抗凝

治療期阻止微血栓形成。臨床中多中西醫藥聯合運用，活血祛瘀改善高凝，改善子宮血流供應，

維持正常妊娠。郭紅玉[29]等發現益腎化瘀方聯合西藥能降低不明原因復發性流產患者的Ｄ－二

聚體水準、PAR、RI改善胎盤血流灌注，從而提高臨床妊娠率。陸啟濱教授[30]通過臨床實踐組

方安子合劑（續斷、菟絲子、太子參、炒白朮、鈎藤、黃芩、丹參、當歸等），經前期研究顯示

本方能促進母胎介面免疫耐受，防治免疫攻擊的發生，減少胎盤血栓形成的風險。 

 

4 西醫治療 

復發性流產的治療多針對不同病因，選擇不同治療方法，由於病因涉及多個學科，建議RAS

患者的治療應當由風濕免疫科、內分泌科、神經內科、精神科等相關科室聯合進行。生殖器異常，

多通過矯正子宮解剖異常，行子宮縱隔切除術，子宮粘連松解術，黏膜下肌瘤剔除術等，宮頸機

能不全者可選擇宮頸環紮術；遺傳因素導致的復發性流產患者，可行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甲狀

腺功能低下者應使用甲狀腺片；糖尿病患者糾正高血糖狀態；黃體功能不全用克羅米芬、HMG

促進卵泡發育；基礎體溫上升後，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隔日肌肉注射刺激黃體功能或者黃體酮替

代黃體功能療法；多囊卵巢綜合征的患者需控制體重，口服二甲雙胍，孕期黃體支持；高泌乳素

血症治療，多採用溴隱亭；部分免疫失衡如抗磷脂抗體綜合征的治療，口服阿司匹林和（或）聯

合小劑量強的松治療有一定效果，也有報導聯合小劑量肝素治療；血栓前狀態主要採用低分子肝

素單獨用藥或聯合阿司匹林治療。在排除上述各種原因，同時符合RSA診斷的患者成為不明原

因的復發性流產，治療方法主要包括主動免疫和被動免疫治療[31~32]。由於RSA的病因正在不斷

挖掘，治療方法也在不斷補充完善中。 

 

5 小結 

近年隨着社會進步，高齡女性懷孕的增多，復發性流產發生率的逐漸升高，RSA越來越受

到關注，對於其病因與發病機制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但是仍有部分患者病因不明，部分RSA

的患者在未能找到原因的情況下，盲目進行多種治療，包括手術治療、輔助生殖技術等，但是大

多數家庭因費用昂貴難以負擔，同時對女性創傷也較大，目前亟待尋找到安全、有效、切實可行、

花費低的治療方案。中醫藥治療復發性流產具有獨特優勢，多個研究顯示[33~36]中西醫結合治療

RSA臨床效果確切，可促進妊娠的持續，防治再次流產的發生，不足則是缺少大樣本的研究數



據，以及相關療效評定標準，同時治療療程也較長。相信隨着新的技術不斷出現，診斷手法漸趨

多樣，各種新藥逐步更新，中醫治療在繼承傳統方面將不斷融合創新。臨床當中可加強中西醫結

合治療，使得患者得到最系統、最切實、最大化的治療，中西醫優勢互補值得臨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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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belongs to the categories of“smoothing”,“number of 

abortions”, “pregnancy and repeated abor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though 

ancient medical practitioner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SA is mixed with reality and pathogenesis. The deficiency of the 

spleen and kidney is always the basis, and the liver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are the targets, 

which leads to Chong Ren injury and unhealthy fetu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emphasizes the pre-training of the damage, and the pre-pregnancy and pregnancy 

adjust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disease 

is recognized and tre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slippery ti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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