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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桃仁内金汤治疗卵巢囊肿 

疗法提供：吉林省公主岭市中医院 张智莹 

治疗方法： 

均以桃仁内金汤加减治疗。药用：桃仁 15g，鸡内金 15g，茯苓 15g，丹皮 15g，赤芍 15g，

黄药子 30g，水蛭 15g(研末冲服)，荔枝核 15g，乌药 15g。 

每日 1 剂，水煎分 4 次服。另在服汤药的同时，加服大黄虫丸 1 丸，早晚各 1 次。一般以服

药 3 个月为 1 个疗程，少数患者加服 1 个疗程。  

大多数卵巢肿瘤患者没有明显的症状，再加上它位于盆腔，直至肿瘤长大到 10cm以上腹部

才会隆起，所以很容易被忽略。  

 

卵巢恶性肿瘤，有的是从良性转化为恶性，有的一开始就为恶性。因早期不易发现，查出时

大多数患者已到晚期，死亡率居妇科肿瘤首位，所以要引起高度警惕。 

卵巢癌通常会出现以下信号：受肿瘤本身或腹水压迫出现腹胀；月经失调或绝经后阴道出血；

不明原因地消瘦(肠道受瘤体压迫，引起食量减少，同时癌细胞大量消耗营养)和贫血乏力等

现象。临床上，一旦怀疑是恶性，须进行手术等治疗。  

 

卵巢囊肿大多由于输卵管炎症波及卵巢使之相互粘连，或输卵管伞与卵巢穿通使渗出液积

聚，形成炎性囊肿；也可因输卵管卵巢脓肿的脓液被吸收液化而形成输卵管卵巢囊肿。 

在时因卵巢周围炎使滤泡破裂受阻而形成滤泡囊肿，或滤泡破裂时细菌侵入，导致炎性积液、

积脓而形成卵巢囊肿。本病在中医古籍中无明确记载，一般概括地归入“癥瘕”范畴中。 

经查阅中医古典文献，表明本病与《灵枢·水胀篇》中的“肠蕈”之病较相似，“肠蕈如

何？„„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息肉乃

生。 

其始生者，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也，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

这段论述与卵巢囊肿的临床表现甚为合拍。 

从临床观察所见，本病的病因病机，多为经期或产后风冷所乘，致血遇寒则凝；或七情内伤，

脏腑虚弱，气血失调，阳不化气，湿浊内蕴，酿成痰浊，癖而内著。 

活血化瘀、化痰散结为治疗原则，选用桃仁内金汤加减，配合成药大黄虫丸治疗本病，取得

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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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桃仁、红花、赤芍活血化瘀；丹皮凉血散结；桂枝、茯苓化痰利水；水蛭攻逐瘀血，通

行水道；鸡内金通血逐瘀散结，为治疗妇科症瘕的良药； 

荔枝核、乌药温经荼寒，活血行气，入肝经引药入病所；黄药子软坚化痰散结。全方药力攻

专，既能破血行气、散瘀消症，又能软坚化痰、散结除湿，配合大黄虫丸，相得益彰，疗效

显著。  

 

需提出讨论一点的是水蛭的用量。水蛭在本方中的用量达每剂 15g，大大超过常规用量。临

床上逐渐摸索出来的，首先以小剂量开始，渐增至目前这个剂量。 

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将水蛭文火焙干研细，装入胶囊，随药汁冲服。这样既可避免水蛭对上

消化道的刺激作用，且较水蛭入煎剂中药量更大，并易于控制和调整剂量，以充分发挥水蛭

的逐瘀攻坚的作用。 

应用水蛭，临床上还用其治疗肝硬化及心、脑血管疾病，水蛭用量常在 15～30g，疗效亦相

当不错。有的患者出现矢气多、肠鸣、大便次数增多的现象，勿需物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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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杉醇与顺铂联合腹腔化疗治疗晚期卵巢癌 

疗法提供：山东省平度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胡卫红 于桂兰 

治疗方法： 

采用第 1 天紫杉醇 135mg／m2 静滴 3小时，第 2天顺铂 80mg／m2 腹腔灌注，3 周为 1个疗

程，至少 3个疗程。 

使用紫杉醇前 12 小时和 6 小时分别给予口服地塞米松 15mg，给药前 30 分钟给予苯海拉明

25mg 肌注、西咪替丁 300mg 静注，预防过敏反应发生。 

紫杉醇滴注开始后每 30分钟测血压、心率、呼吸各 1 次，化疗前后均静注恩丹西酮 8mg，

化疗后 48 小时行 G-CSF 100mg 皮下注射，3～7 天。完成 3 个疗程。  

卵巢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手术是治疗卵巢癌的主要手段，但是不少患者就诊时

已处于 III～Ⅳ期，因此，化疗在卵巢癌的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  

 

含铂类药物的方案是近 20 年来的标准治疗，虽有效率较高，但仍未改善长期生存率，大多

数患者仍死于肿瘤耐药。而对铂类耐药患者的治疗十分困难，最有效药物(如阿霉素、环磷

酰胺等)有效率<20％。  

 

卵巢上皮癌为化疗敏感肿瘤，但大多数患者可能产生肿瘤耐药。紫杉醇由于其独特的作用机

制和对业已耐药的卵巢癌有效，自 1987 年进入临床以来即受到广泛重视，已成为最热门的

抗肿瘤药物之一。  

 

紫杉醇是一种新的抗微血管药物，它的作用机制有别于其他抗微血管药物，如秋水仙碱和长

春花生物碱。它能特异地结合到小管的 β 位上，导致微管聚合成团块和成束，并使其稳定，

这些作用能抑制微管网的正常重组。  

 

紫杉醇联合顺铂腹腔化疗治疗晚期及复发卵巢癌有效率达 77.8％。用紫杉醇联合顺铂腹腔

灌注作为一线方案治疗卵巢癌 30 例，Ⅲ期有效率 76.92％，Ⅳ期 50％。 

主要不良反应是骨髓抑制及全身骨关节疼痛。CA125 的变化，3 个疗程化疗后 CA125明显下

降。  

 

紫杉醇联合顺铂腹腔化疗治疗晚期及复发卵巢癌有较好疗效，不良反应轻，耐受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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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茯苓胶囊治疗卵巢囊肿 

疗法提供：河南省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 唐晓红 时立典； 

治疗方法： 

口服胶囊，每日 3 次，每次 3 粒。每个月做 1 次 B超检查。每服 1 个月停服 5 天，继续服用。

若月经过多，色淡，体质差者，经期停止服用。  

桂枝茯苓胶囊，出自仲景的《金匮要略》，乃治妇科血症的名方，原方为丸剂。本方活血化

瘀、缓消癓块，主治妇人瘀血留结胞宫、妊娠不安及腹痛拒按等。    

 

卵巢囊肿，中医无此病名。但与中医妇科所指的癓瘕证颇为相似。我们以其治疗卵巢囊肿，

疗效甚佳。方中桂枝温经通阳行气，性温，丹皮泻火解热安胎，性寒。 

二者合用加强疏通脉中壅滞、活血化瘀之功。茯苓渗利，益心脾之气，有利于行瘀消癓之力，

丹皮与赤芍、桃仁合用，化瘀作用相得益彰。  

          

根据临床观察研究和有关资料证实，桂枝茯苓胶囊有以下主要功能：①扩张血管，活跃微循

环：服药后大约 10 天左右可使管径由 1～2μ m扩张至 1.5～4μ m。 

对全血黏度增高引起红细胞变形功能降低也有抑制效果。通过活血化瘀，保护血管壁，改变

血液理化性质，降低血液黏滞性，抑制血小板聚集。 

②促进瘀血、炎症的吸收。舌青紫瘀斑的形成与毛细血管的张力降低有关，胶囊可增强毛细

血管的通透性，提高血管张力，使舌转为正常。 

同时又能提高吞噬细胞游走吞噬病原体，清除坏死组织碎屑、血凝块，促进炎性渗出物和血

浆蛋白体的吸收作用。 

③桂枝茯苓胶囊对促黄体生成素一释放激素(LH-RH)的增加，有调节作用。 

子宫内膜异位症，为异位内膜在周期性变化的激素影响下，随着出现增生与分泌反应，在激

素周期性撤退时，引起局部出血，伴有周围纤维组织增生和粘连形成，以致在病变区出现大

小不等的紫蓝色实质结节或包块，血内雌／孕激素比例增加，出现痛经和持续下腹痛、月经

失调、不孕等症状。 

桂枝茯苓胶囊可改善症状，使雌／孕激素比例复常，因而症状得以消失，囊肿得以消除。④

桂枝茯苓胶囊有明显的止痛作用。因其含芍药苷，能降低毛细血管的脆性，且能解痉止痛。

临床观察，服用桂枝茯苓胶囊两周后尿中的儿茶酚胺值降低，故镇痛效果明显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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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消炎解热。细胞膜在炎症时，细胞膜上糖链的组分 N-乙酰神经氨酸增加，引起炎症，桂

枝茯苓胶囊中丹皮酚能降低其含量，恢复细胞膜正常反应性，因此具有抗炎之功效。  

三棱莪术汤治疗卵巢囊肿 

药方： 

 

三棱 10g，莪术 12g，炮山甲 20g，桃仁 10g，益母草 15g，白花蛇舌草 25g，五灵脂 10g，

鳖甲 30g，川芎 12g，赤芍 12g，水蛭 2g，乳香 10g。 

用法: 

 

1 日 1 剂水煎，早晚分 2次服，连服 20 天为 1 疗程 

 

服药期间应保持心情舒畅，忌恼怒、抑郁。 

饮食宜清淡，忌生鸡、鲤鱼、煎、炒、炙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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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山甲当归方治疗卵巢囊肿 

处方： 

 

炮山甲 60 克，当归、川芎、丹参各 30克，牛膝、醋大黄、醋延胡、肉桂、炒黑丑、五灵脂、

醋炒三棱、莪术各 1 克，麝香 0.06克。  

用法： 

 

药研细末，每服 9 克，日 3 次，愈后服成药乌鸡白凤丸巩固疗效。  

疗效： 

 

用药 1 个月，有效率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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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腹逐瘀汤治疗卵巢囊肿 

药方组成 

小茴香 6g  干姜 6g  延胡索 15g  当归 20g  川芎 10g  官桂 3g  赤芍 10g  蒲黄 10g  炒

五灵脂 10g  香附 12g  乌药 10g 

制剂用法 

上方每日 1剂，水煎成 400mi，分 2次温服，月经期不停药。 

适应病证 

大部分患者感腰骶部疼痛不适，月经先后无定期，部分病人有痛经史，个别患者诉性交时下

腹部胀痛，全部病例均经妇科检查及 B 超提示为卵巢巧克力囊肿。 

应用上方时应注意 

原方加入香附、乌药二味意在增强活血化瘀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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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角薏米花胶粥治疗卵巢囊肿 

材料：  

 

菱角 500 克，生薏米 100 克，花胶（鱼肚）150 克，陈皮一角，粘米适量，盐少许。   

         

方法：  

   

（1）菱角去壳取肉，用清水洗干净，备用。   

（2）花胶预先用清水浸透发开，洗净，切块，备用。   

（3）生薏米和陈皮分别用清水洗净，备用。   

（4）粘米用清水浸透，洗净，备用。   

（5）瓦煲内加水适量清水，先用猛火煲至水滚，然后放入以上材料，侯水再滚起，改用中

火继续煲至粘米开花成稀粥，少许盐调味，即可食用。   

         

功能：  

 

健脾去湿、解毒散结、滋养肝肾。该粥味美有益，适合一家大小日常食用，既可强健脾胃，

又可滋养肝肾，是强健身体而不燥热的食品。如果妇女患上卵巢囊肿等生殖系统肿瘤病症，

赤白带下，阴道、肛门有下坠感，食欲不振，头晕耳鸣，可以用此粥作食疗。   

         

禁忌：  

 

夜尿频密，遗尿之人不宜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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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仁母鸡汤治疗卵巢囊肿 

原料：  

 

山楂 100 克，黑木耳 50 克，红糖 30 克。   

         

制法：  

         

1.山楂水煎约 500 毫升去渣，加入泡发的黑木耳，文火煨烂，加入红糖即可。   

2.可逢 2-3 次，5 天服完，可连服 2-3 周。   

         

功效：  

 

活血散瘀，健脾补血。适用于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月经不畅者服用。  

         

制法：  

      

将山药 40 克除去皮，纵切成长约 10 厘米的薄片。核桃仁 30 克洗净。将净母鸡 1 只(重约 1 500

克)去爪，剖开背脊，抽去头颈骨(留皮)，下沸水锅焯水，洗净血秽。将鸡腹向下放在汤碗内，

加黄酒 50 毫升，精盐适量，鲜汤 1 000 毫升，山药，核桃仁，将水发香菇 25 克，笋片 25

克，火腿片 25 克摆在鸡面上，随即上笼蒸 2 小时左右，待母鸡酥烂时取出即成。佐餐食用。  

         

按语：    

 

补气健脾，活血化瘀，适于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证属气虚血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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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茋丹参方治疗卵巢囊肿 

处方： 

 

黄茋、丹参各 30 克，苡仁、昆布、海藻各 15 克，当归 12 克，茯苓、青皮、郁金、香附、

桃仁、赤芍、丝瓜络各 10 克。  

服法： 

 

日 1 剂，服两次，1 个月为 1 疗程  

疗效： 

 

服药 1－2 疗程，有效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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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卵巢囊肿 

术前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包括患者周身情况的改善，麻醉的选择，器械与有关用药以及应急

措施等，手术的方式，范围以及具体操作，随患者的年龄及肿瘤的性状，大小，单侧或双侧

生长，是否有粘连症或恶性转移而定，有些不能判定者，可取病变组织作活检后再进行。  

1、良性卵巢囊肿的手术治疗：  

①卵巢囊肿切除术，此种患者多无月经障碍，甚至有合并妊娠者，有的一侧肿瘤较显著，则

可行患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  

②输卵管卵巢切除术，一侧卵巢囊肿发生于年龄较大（45岁以上）患者之双侧卵巢囊肿多

行一侧或双侧输卵巢切除术，患者周身情况不能胜任或炎症严重者常行全子宫切除术，值得

注意的是关于较大卵巢囊肿的手术处理，应不计切口大小，以完整切除为宜，以免破患者脉

搏内容物溢入腹腔或切口，术中要注意患者脉搏呼吸，血压的变动，必要时加速输液或输血，

输氧，更要预防早期发现急性胃扩张，麻痹性肠梗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水，电解质平衡失调

与血液化学改变。  

③附件及全子宫切除，发生于近绝经期或绝经期妇女的一侧或双侧卵巢囊肿，患者全身情况

不能胜任，均以行双侧附件及全子宫切除为宜，但会严重影响内分泌失调。  

2、恶性卵巢囊肿的手术治疗，因患者就诊时多已达晚期，因些要尽一切可能切除原发囊肿

及所能见到的盆，腹腔转移灶。由于卵巢恶性囊肿常与子宫，附件粘连或浸润，浑然一体，

且紧贴盆腹膜，故现多采取卷地毯式或包饺子式将子宫与肿瘤连同盆腹膜整块切除，又如大

网膜切除，部分肠切除，部分膀胱，输尿管切除。对于合并腹水的卵巢恶性肿瘤，不论是否

全部切除，均宜在腹腔内留置导管，以便术后腹腔内注射抗癌药剂或放射性胶体金或胶体磷。  

3、关于卵巢囊肿并发症的手术治疗。  

①卵巢囊肿蒂扭转，确诊后需紧急手术，先肌肉注射镇痛剂，如度冷丁，不论患者年龄大小，

以行患侧附件切除术为宜。  

②卵巢囊肿破裂，应及早剖腹探查，因囊肿的内容物溢入腹腔，不论其为良，恶性，均有接

种植的可能故应充分部洗腹腔及切口。  

③卵巢囊肿合并感染，若径一段时期应用抗感染，药物，体湿仍不下降或局部症状更加严重

者，即宜剖腹切除肿瘤，以清除感染灶，往往症状能迅速消退。  

④卵巢囊肿与腹膜予泛粘连，多见于巨大卵巢囊肿误诊为巨量腹水，曾经反复多次腹腔穿刺

放液或卵巢囊肿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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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不能切除的卵巢囊肿的处理。  

①腹水，每次排尽腹水后还可通过导管给药，但须注意腹水中含有大量蛋白类，大量排液应

及时补充营养。  

②疼痛，为患者最大的痛苦，可先用一般止痛药，如阿斯匹林，可待因，仍无效，再交替给

度冷丁，吗啡，但易成瘾，用任何止痛剂易均无效者可试用酒精注入脊髓膜腔。  

③肠或输尿管梗阻，如患者一般情况好，可施行结肠腹壁，造口术或输尿管移植术，可解除

患者的排泄障碍及由此引起的水电平衡紊乱，酸中毒等。 

 

本书医学专业内容全部由 www.54MD.com 医学组提供 

*具体疾病的诊治请遵从当地接诊医师的医嘱。 

 

《完》 

http://www.54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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