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婦科醫學雜誌      97/08 

子宮內膜異位症的臨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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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子宮內膜異位症是指有功能的子宮內膜組織，生長在子宮腔以外的

身體其他部位而引起的病變及症狀。異位的子宮內膜組織可受卵巢性激素

影響，呈現與月經周期相似的變化，同時亦刺激周圍的組織充血、發炎、

纖維增生及黏連。在中醫領域裏，它屬於“痛經、癥瘕、月經不調、不孕＂

等病症的範疇。 

 

一、 前言 

子宮內膜異位症，簡稱為內異症，是指有功能的子宮內膜組織，生長

在子宮腔以外的身體其他部位，稱為子宮內膜異位症。若長在卵巢內，則

形成所謂的「巧克力囊腫」，而長在子宮肌層的則稱做「子宮肌腺症」。

子宮內膜異位症是婦科常見病與多發病，多發生 30~40 歲的女性。約 70％

的子宮內膜異位症患者有繼發性痛經，約 60％的子宮內膜異位症患者有不

孕症。痛經是子宮內膜異位症最主要症狀之一，臨床上多以痛經前來診

治。中醫沒有子宮內膜異位症的病名，依據其臨床表現，內異症屬於在中

醫“痛經、癥瘕、月經不調、不孕＂等病症的範疇。 

 

二、症狀 

子宮內膜異位症的臨床表現，常因病變部位不同而出現不同的症狀，

主要表現為週期性發作，無症狀者約為 20%左右。 
1.痛經：痛經是子宮內膜異位症的典型症狀，疼痛特點為週期性、局部性、

漸進性及繼發性。痛經大多發生在經前、經期，經期第一天最劇；疼痛可

放射至腰背部、會陰及肛門，但並非所有內異的女性都會有痛經。如異位

內膜累及子宮直腸及子宮直腸後陷 及子宮股骨韌帶時，多有性交痛和肛門
墜脹感，經期尤甚。 
2.月經失調：內異患者常出現經量增多，經期延長或月經紊亂等症狀。 
3.性交痛：性交可觸動子宮頸、陰道、子宮周圍尤其近直腸的病兆，引起
陰道深處鈍痛或不適，經前特別明顯，患者常因此而厭惡或拒絕性交。 
4.不孕：內膜異位患者不孕率達 60%以上，可能與盆腔結構的改變、卵巢

激素的變化、自身免疫有關，較正常婦女不孕率高 3倍多。 
5.其他症狀：子宮內膜異位症如侵犯腸道、膀胱，輸尿管等，患者可有裏

急後重、排便困難、尿急、排尿困難，以及週期性血尿等症狀。 
 



三、病因病機 
（一）西醫病因和發病機制 

1.月經逆流 
月經來潮子宮收縮時，除了把剝落的子宮內膜，經由子宮頸排出體

外，也把少部分子宮內膜經由輸卵管推入腹腔。  
2.由血液淋巴系統傳送 
一些子宮內膜組織，經由子宮血管和淋巴管在子宮內的開口，轉送到

身體的其它部位如肺部、肚臍、淋巴結等處。 
3.自體免疫缺損 
子宮內膜在經期時，有到處亂跑的情形，只是這些組織碎片，都很快

被身體的白血球與淋巴球吞噬殆盡；但有少數的女性，她們的身體無法吸

收過多的內膜組織，於是這些內膜組織，就附在人體的其它組織，如：卵

巢、輸卵管、膀胱、大腸、子宮直腸凹陷等。 
4.西醫病理 

子宮內膜異位症的主要病理變化，為異位內膜隨卵巢激素的變化而發

生週期性出血，伴有周圍纖維組織增生和粘連形成，使病變區出現紫褐色

斑點或小泡，最後發展為大小不等的紫藍色實質結節或包塊，可因病變發

生部位和程度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二）中醫病因病機 

1.陸啟濱[1]認為婦女房勞、多產、婦科檢查、手術等均易損傷沖任胞宮，

至藏泄功能失常，月經經血泄而不循常道，部分經血逆行，致「離經之血」

蓄積於盆腔與周圍組織粘連、纖維化、疤痕形成，導致各種臨床症狀的出

現。瘀血始終貫穿病理演變的全過程。 

2.李祥雲[2]認為身體的虛弱，機體抵抗力的下降，易發生子宮內膜種植

而導致內異症，尤其是腎藏精，腎精不足則引起月經不調、痛經、不孕症

等。另外肝鬱氣滯、寒濕凝滯、沖任損傷等都是形成內異的病因。 
3.夏桂成[3]認為本病是腎陽不足為本，痰瘀互結為標，腎陽虛弱，經行

感寒或者經期行經不暢，瘀血蓄積，逆流於子宮之外，瘀血痰濁阻於內不

得歸經而致痛經。 

 

四、治療 

（一）西醫治療 

1.孕激素週期療法 

2.假孕療法 

3.假絕經療法 

4.手術治療 

5.放射治療  



 

（二）中醫治療 

1.辨證治療 

（1）補腎化瘀法 

李祥雲[4]認為腎是生殖發育的物質基礎，故立補腎祛瘀法，自擬內異

消方（三棱、莪朮、水蛭、土鼈蟲、穿山甲、菟絲子、仙靈脾等）觀察內

異症 258例，痛經有效率 92.64％。治療後血液流變學、內分泌功能、體液

免疫異常指標都得到顯著改善。 

（2）活血化瘀法 

    張振鄂[5]治療本病患者 55例，用失笑散加減治療 20例，少腹逐瘀湯加

減治療 35例，并設去痛片止痛 11例對照，結果兩方均有很好療效。 

    餘麗霞[6]以活血祛瘀法自擬消瘀止痛湯（丹參、益母草、赤芍、桃仁、

莪朮、川芎、香附、生蒲黃、五靈脂、苡仁、敗醬草、甘草等）隨證加減

治療內異症 76 例，每日 1 劑，連服 3 個月經週期為 1 療程，總有效率達

90.8％。 

（3）化瘀通腑法 

    王大增[7]等人立化瘀通腑法，用自擬內異 1 號丸（大黃、鱉甲、琥珀

等加入適量醋）治療 76例，日 2次，經期不停藥，3個月為 1療程，總有

效率為 80.26；其中痛經、盆腔痛、性交痛有效率分別為 88.89％、66.72％、

72.12％；卵巢囊腫或結節縮小率為 22.15％；不孕患者姙娠率為 16.63％。 

（4）溫經散瘀法 

    張永洛[8]認為本病與氣虛和經寒有關，虛寒而致瘀血，故立溫經止痛、

活血散瘀法，用溫經湯治療 45例，總有效率為 84.44％。 

（5）益氣化瘀法 

    王劉英[9]自擬益氣化瘀湯（黃耆、茯苓、白朮、丹參、當歸、川芎、

香附、莪朮、陳皮、甘草）治療氣虛血瘀型內異症 30例，經間期服用，2

日 1 劑，經期則加牛膝、延胡，連服 3個月為 1療程，治療 2 個療程，結

果總有效率為 90％。 

（6）清熱活血法 

    張小中[10]以活血清熱、化瘀通絡法自擬紅敗湯（紅藤、敗醬草、薏苡

仁、桃仁、赤芍、丹參、紫草、紅花、牡丹皮）治療內異症 40例，每日 1 

劑，3個月為 1療程，2個療程後，痛經總有效率為 93％。 

  

2.週期療法 

周惠芳[11]分經後期、經間期、月經期論治 34例，經後期用益氣養血、

化瘀消癥法，方用歸芍地黃湯加減（當歸、熟地、川芎、赤白芍、淮山藥

等），經間期採用補腎疏肝、化瘀消癥法，方用自擬溫化湯（三棱、莪朮、

乳香、仙靈脾、鹿角片等），月經期採用行氣止痛、化瘀消癥法，方用加



味失效散（蒲黃、三棱、莪朮、乳香、沒藥等），治療 8 個週期後，痛經

緩解、消失率分別為 93.1％、56.3％，盆腔胞塊、結節縮小率為 86.3％，血

液流變學、性激素、基礎體溫均有所改善。 

 

3.專方治療 

林霞[12]以活血化瘀、行氣止痛為治療原則，觀察 28例療效，痊癒 16

例，總有效率為 92％。以血府逐瘀湯為基本方，隨證加減：月經先期加黃

芩；月經後期改生地為熟地，加白朮；月經期酌加肉桂、炮薑、小茴香、

香附；盆腔有包塊者加三棱、莪朮、丹參；腹痛甚加五靈脂、炒蒲黃、延

胡索。 

 

4.其他療法[2] 
（1）保留灌腸   
子宮內膜異位症的病灶往往在子宮的後周圍，韌帶、骶韌帶，和直腸

比較靠近。以中藥保留灌腸，可使藥力直達病灶，對改善病人疼痛、盆腔

局部充血、局部粘連的情況都有好處；又可減少藥物對腸胃的刺激。以三

棱、莪朮、赤芍、蒲公英、蘇木等清熱解毒、活血化瘀之中藥，水煎濃縮

至 100~150cc 保留灌腸。 
（2）外敷法 

    多以口服中藥之藥渣趁熱用紗布包裹外敷患處，或藥渣加醋熱炒後外

敷患處，通過皮膚以滲透吸收，有良好的清熱活血之功，且有理療作用。 

（3）熱敷法 

    取麥麩 500g，加醋 30g，放鐵鍋內炒熱，趁熱敷患處，可溫經止痛。 

 

五、預防 
（一）防止經血倒流 
1.月經期間儘量少做增加腹壓的運動，以避免經血倒流，少作登山、騎自

行車、長跑等運動。 
2.經期不作盆腔檢查，如有必要，操作應輕柔，避免擠壓子宮。 
（二）避免手術操作所引起的子宮內膜種植  

1.月經前禁作各種輸卵管通暢試驗，以免內膜碎屑進入腹腔；宮頸冷凍、

錐切和整形術等均不宜在經前進行。 
2.人工流產吸宮時，官腔內負壓不宜過高而後突然將吸管拔出，這樣會使

內膜碎片隨宮腔血液流入腹腔。 
3.避免在中孕期間作剖宮取胎術，如確有必要手術，應用紗布保護好子宮
切口周圍術野，以防宮腔內容物溢入腹腔或腹壁切口。 
（三）妊娠可延緩此病的發生發展，已婚婦女或有痛經者應及時孕育；已

婚有子女者，可長期服用避孕藥，以減低復發率，同時可避免人工流產。 



（四）注意經期衛生，經行前後注意保暖，勿食生冷，勿用冷水洗腳、洗

陰部。 
（五）節制房室，經期及經行前後 3天內避免性生活。 
 
六、討論  

子宮內膜異位症是婦科常見病之一，也是疑難病症之一，除漸進的劇

烈痛經外，常合併月經過多、不孕症等，給患者帶來極大的痛苦。中西醫

治療各有所長與盲點，對於輕、中度子宮內膜異位症，無論患者的臨床表

現是什麼，中醫以辨證論治來治療，療效不亞於西藥，西醫若以激素療法

為主，常因激素所引起的副作用，會讓許多人卻步；但若重度子宮內膜異

位症患者，如卵巢巧克力囊腫大於 5公分，或盆腔粘連、異位結節等情況，

中藥難以達到消散囊腫、粘連的目的，則應選擇西醫手術治療。 

子宮內膜異位症若能早發現、早治療，有利於控制病情發展，否則，

病情遷延日久，當形成結節、腫塊、廣泛性的粘連，治起來就困難多了，

因此當有痛經、不孕、月經失調的患者，要注意是否有該病。 

異位的子宮內膜有腺體也有間質，受卵巢激素的影響而發生與月經週

期相似的週期變化，局部有出血，此出血為中醫之所謂「離經之血」，屬

瘀血之範疇，有瘀血就要化之、散之，應將活血化瘀法貫穿於整個療程，

活血化瘀法具有改善微循環的功能；改善血液流變學的性質，使血液的

濃、粘、凝、聚程度減輕或恢復；促進組織的修復和再生；促使增生性病

變的轉化和吸收。 

    子宮內膜異位症之治療以活血化瘀為根本大法，但個別訴求與主症也

要考慮，若以痛經與月經過多為主症，則行經期要加強活血化瘀、止血止

痛；若以不孕為主訴求，除活血化瘀外，可配合月經週期療法，再加強補

腎，因為腎精是生殖發育的物質基礎，可選用何首烏、菟絲子、淫羊藿等

補腎藥；另內異症剛開始大多為實症，但往往病程纏綿，中醫認為「久病

屬虛」，再者久用活血化瘀藥也有傷正之弊，故治療時應注意扶正，可根

據病情，加用黨參、黃耆以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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