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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借鉴循证医学理念，运用现代医学临床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

对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进行了文献回顾性研究和

临床观察性研究，在全面收集文献报道、临床观察研究和专家共识的基础

上，分析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临床疗效与影响因素的关系，为临床疗效

评价寻找科学证据，并为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技术操作规范研究提供了

依据。研究内容共分为两部分：

一、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文献研究

二、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研究

目的

通过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现代文献和临床

观察研究，探讨贴敷方法中药物、制备方法、穴位、贴敷时机、贴敷时间、

贴敷皮肤反应等应用规律，为筛选治疗方案中影响临床疗效的相关因素提

供客观依据。

方法

借鉴循证医学文献系统评价的思路和方法，结合中医针灸学科的文献

特点，以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儿童支气管哮喘为关键词，应用SinoMed

等全文数据库进行计算机和手工检索获取文献，录入数据表格统计分析。

采用临床观察性研究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在辽宁、湖北，成都三

地的三所III级甲等中医院，以哮喘缓解期的患儿为3个队列，通过随访对

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观察与初步分析。

结果

一、文献研究

检索纳入合格文献45篇，对患儿的一般资料和临床观察相关信息的

分析结果如下。

1、一般资料：男性患儿多于女性，年龄2个月至1 7岁，平均年龄

7．5岁；病程2个月至l o年，平均病程3年；64．4％的论文报道了哮喘患



儿病情分期，临床观察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的占55．6％。

2、中药使用频次：由高至低排在前1o位的是白芥子、细辛、延胡索、

甘遂、麝香、麻黄、皂荚、丁香、肉桂、苏子。药物性味多辛、温，归肺

经。组方配伍比例按照白芥子：延胡索：甘遂：细辛以2：2：1：1居多；

75．6％选用姜汁制备药膏。

3、腧穴使用频次：由高至低排在前10位的是肺俞、定喘、膏肓、膈

俞、膻中、心俞、脾俞、大椎、肾俞、天突；腧穴归经多属足太阳膀胱经、

任脉、督脉和经外奇穴；穴性以背俞穴居多。

4、贴敷时机：77．3％在夏季三伏贴敷，11．3％在三伏、三九天均贴，

8．9％在夏季或7．8月贴敷，2．2％在非三伏和三九贴敷。

5、贴敷时间：24．4％小于或等于2小时；20．o％大于或等于2小时；

6．7％在1—3小时。以2小时界定居多，最短的O．5小时，最长达24小时。

6、贴敷皮肤反应：42．2％未提及皮肤反应；13．3％提及局部皮肤潮红；

11．1％提及疼痛；8．9％提及灼热感、细小水泡或其他说明；6．7％提及起泡。

7、研究方法：77．8％是临床观察或临床报道，22．2％报道采用数字表

法随机、随机化表和电脑随机。观察病例在300例以下的占88．9％。

二、临床观察研究

1、一般资料

初诊符合支气管哮喘缓解期诊断标准、纳入标准的患儿共609例，其

中，入组辽宁328例，湖北139例，成都142例。平均年龄辽宁6．89+2．82岁，

湖北6．55+2．77岁，成都6．77+3．23岁；男性多于女性；平均病程2至3年。

经统计学处理，患儿的年龄、性别、病程没有显著差异(P>o．05)。

2、初诊情况

(1)临床症状：按症状出现的频次由高至低排序，辽宁哮喘、咳嗽、

喘憋、咳痰、气短；湖北和成都均哮喘、咳嗽、咳痰、喘憋、气短。经卡

方检验，三所医院初诊哮喘患儿临床症状差异非常显著(P<o．01)。数据

合并后排序为哮喘、咳嗽、喘憋、咳痰、气短。

(2)疾病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性：疾病发作或加重随四季变化由高至



低排序，辽宁无明显季节性最高、其次冬季、春季、秋季、夏季；湖北和

成都均以冬季最高、其次春季、无季节性、秋季、夏季。经卡方检验，三

所医院哮喘患儿急性发作有无季节性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o．01)。

(3)病情分析：三所医院贴敷患儿治疗前疾病急性发作或加重次数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o．05)。其中，患儿哮喘发作次数每月s1次的比例

最高，每月2．3次的次之，每周1-2次的较少，每周≥3次的极少。

(4)患儿自评和医生评价：三所医院贴敷患儿或监护人初诊时叙述

病情严重程度，依据患者自我感受病情严重程度1．10分尺度表，经秩和检

验，没有显著性差异(P>o．05)。初诊时医生诊断哮喘患儿的病情，以中

度的最多，轻度的次之、重度的极少。经CMH卡方检验，三所医院医生

诊断哮喘患儿的病情程度有显著性差异(P<o．05)。

(5)贴敷皮肤反应：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三伏贴敷后，患儿皮

肤反应以无反应、或呈痒感、灼热感为主。经CMH卡方检验，三所医院

不同的治疗方案贴敷后患儿的皮肤反应有显著性差异(P<o．05)。

3、随访患儿哮喘再发的影响因素分析

(1)单因素分析：①患儿年龄、性别、病程对哮喘再发无统计学差

异(P>o．05)。但概率图显示随着患儿年龄增长，哮喘再发概率呈下降趋

势。②患儿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有无季节性对哮喘再发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P<o．01)，患儿发病有季节性的哮喘再发概率高。③患儿哮喘急性发作

次数对哮喘再发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o．01)，急性发作每月少于1次的

患儿哮喘再发概率明显低于每月超过1次的患儿。患儿贴敷前病情严重程

度的不同等级对哮喘再发有显著性差异(P<o．05)，轻度病情的哮喘再发

概率低。④患儿贴敷后皮肤反应对哮喘再发经卡方检验，第1次贴敷有非

常显著性差异(P<0．01)，第2次贴敷有显著性差异(P<o．05)，均显示

皮肤无反应的哮喘再发概率低；第3次贴敷没有显著性差异(P>o．05)。

⑤观察贴敷时机和时间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经卡方检验，有非常显著性差

异(P<o．01)。选择三伏和三九均贴，贴敷0．5．2小时的哮喘再发概率低。

⑥从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中，提取中药组方中的不同药物，经卡方检



验，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o．01)。组方中有延胡索的哮喘再发概率低，

有甘遂、皂角和细辛的哮喘再发概率高。⑦从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中，

提取穴位处方中的不同穴位，经卡方检验，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o．01)。

选用定喘和天突、膻中的哮喘再发概率低，选用大椎和复合穴位(即指肾

俞、脾俞、关元、神阙、内关)的哮喘再发概率高。⑧从三所医院不同的

治疗方案中，提取制备方法中的不同药物，经卡方检验，有非常显著性差

异(P<o．01)。姜汁加麝香的哮喘再发概率低，加蒸馏水的次之，加蒜汁

的最高。

(2)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和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经SAS软件

程序，模型入选的自变量是贴敷时机和时间、疾病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性，

结果显示无明显季节性，在三伏三九均贴，贴敷时间为o．5．2小时的哮喘

再发概率低。“三伏"贴敷后，3次随访患儿的哮喘再发及病情，经过两水

平分层筛选拟合模型，综合分析哮喘发作次数、发病季节、制备方法、贴

敷时机和时间、皮肤反应等因素，提示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三所医院患

儿哮喘再发概率均呈下降趋势。数据合并处理结果显示，每隔三个月随访

1次，哮喘再发概率下降0．743 1倍；在三伏三九贴敷，时间为o．5．2小时

的哮喘再发概率下降o．5166倍。

结论

文献分析统计结果，提示穴位贴敷疗法的中药组方、药物比例、制备

方法、穴位处方、贴敷时机、贴敷时间、皮肤反应等因素与临床疗效相关。

中药使用白芥子、细辛、延胡索、甘遂的频次较高，按照白芥子：延胡索：

甘遂：细辛的配伍比例以2：2：1：1居多，制备方法主要采用鲜姜汁或

姜汁，药性辛温，多归肺经。腧穴使用肺俞、定喘、膏肓、膈俞、膻中、

心俞的频次较高，腧穴多归属足太阳膀胱经，背俞穴居多。三伏贴多于三

伏和三九均贴，贴敷时间以2小时为界定的较多，多数报道认为贴敷后皮

肤不发泡，以潮红为度。本研究按照循证医学中文献证据级别划分方法，

虽然级别不高，但仍可说明以上诸因素可能与疗效有关。由于文献以临床

观察或临床报道较多，样本量较少，采用数字表法的随机对照试验较少，



缺乏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判断冬病夏治穴位

贴敷疗法对儿童哮喘缓解期的治疗作用证据不足，有待于今后进一步通过

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随机试验观察提供科学的证据。

2008年夏季“三伏’’期间，三所医院观察1．14岁的贴敷患儿共计609例，

一般资料基线均衡，具有可比性。初诊资料显示，接受冬病夏治穴位贴敷

疗法的门诊患儿症状多表现为哮喘、咳嗽，以轻中度病情多见。患儿哮喘

发作或病情与环境气候有关，不同的地域有其特殊性。位于我国东北地区

的辽宁，患儿哮喘发作季节性不明显，可能与北方虽然气候寒冷，但室内

供暖有关；而位于华中地区的湖北、西南地区的成都患儿哮喘发作有季节

性，以冬季发病多见，可能与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四季温差较大有关。

三所医院的贴敷时机均选择夏季“三伏’’，在“头伏”、“中伏"、“末伏”的第l

天各贴敷1次，辽宁同时还在“三九’’贴敷。贴敷时间辽宁O．5．2小时，湖北

和成都2—4小时。患儿贴敷后皮肤均以无反应，或痒感、灼热感多见。

通过贴敷后的3次随访，分析患儿哮喘再发的影响因素，提示年龄、

病情、发作或加重有无季节性、贴敷方法均可能影响哮喘再发。通过对三

所医院不同治疗方案中不同药物、穴位、制备方法的比较分析，提示中药

组方的核心药物是白芥子、延胡索；穴位处方的核心腧穴是肺俞、膏肓、

定喘、天突、膻中；药物制备方法选用姜汁加麝香调制最佳。选择三伏三

九均贴，贴敷时间0．5．2JJ',时的哮喘再发概率最低。从目前的数据分析表明，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中药组方、制备方法、穴位处方、贴敷时机和时

间、贴敷皮肤反应均可能影响疗效，临床疗效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研究的先进性在于采用了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系统观察了大样本

的数据，揭示了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是综合的复杂干预措施，其治疗作

用是通过激发人体阳气，提高机体抵抗力，达到控制疾病发作的目的。体

现了抓住哮喘缓解期治疗时机“已病早治"的预防思想，为中医治未病的

典型案例。其结论今后将在随机对照试验中进一步验证。

主题词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儿童支气管哮喘；文献；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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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 on Clinical Effects of Acupoint—application Therapy for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Infant Bronchial Asthma

(A Winter Disease)in Summer and Its Impact Factors

Special ity：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uthor：Bi—ling Wen

Tutor：Prof．Guo-j ie Sun

In the present proj ect，the author reviews the related papers and recent

cl inical research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ant bronchial asthma

(usually occurring during winter)with acupoint—application therapy in summer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conducted clinical observation by using principles and

thought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methods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of

modem medicine．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the related

reports，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experts’consensus，the author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SO as to seek som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assessing its clinical efficacy

and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operative methods and standards of

the acupoint—application therapy．

The study includes two pans：

1．Literature research about the winter disease treated in summer with

acupoint—application therapy for infant bronchial asthma；

2．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cupoint-application therapy

for winter disease(infant bronchial asthma)treated in summer．

objeetive：Though collecting of modem literature and observing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oint application therapy fro treating child bronchial

asthma in summer；we analyzed the relevant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mak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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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such as：selection the effective

medicinal herbs，acupoint prescriptions，preparation methods，and the

opportunity and duration of intervention．The research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the therapy．

Methods：According to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and comb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cupuncture academic

literature，we selected winter-disease treated in summer,acupoint，and child

bronchial asthma as keywords to retrieve full text databases，such as SinoMed

etc．，with computer and manual operation，to make a data table and conduct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By adopting prospective clinic observation method and

cohort study design，the 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ree top—class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s of Liaoning Province，Hubei Province and

Chengdu City．The bronchial asthma children during remission stage in three

series of groups were observed，and the related data were analyzed

preliminarily in the way of follow-up．

Results：

1．Literature research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paper collected a total of 45 qualified papers．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about the children and clinical observation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 lows：

1)General information：The sick boys were more than sick girls，with an

age from 2 month to 1 7 years，7．5 years at an average．The duration of disease

was from 2 months to 1 0 years，averaging 3 years．Sixty-four point four

percent of the papers described the asthma stages，and 55．6％of them belong

to clinical reports in which the infant bronchial asthma was treated during the

remission period．

2)Herbal medicine application：The frequently used top 1 0 medicinal

herbs，in sequence，were Sinapis alba，Asarum，Fumitory,Euphorbia kan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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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k，Chinese ephedra，Chinese honey locust，Clove，Chinese Cinnamcn，and

Peri l la seed．The ratios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prescription，Sinapis alba,

Fumitory,Euphorbia kansui，Asarum were mostly 2：2：1：1，75．6％of them

selected the fresh ginger jui ce to be processed into ointment．

3)Acupoint selection：The疳equently used top 1 0 acupoint，in sequence，

were Feishu(BL 1 3)，Dingchuan(EXB 1)，Gaohuang(BL43)，Geshu(BL 1 7)，

Shanzhong(CV 1 7)，Xinshu(BL 1 5)，Pishu(BL20)，Dazhui(GV 1 4)，Shenshu

(BL23)and Tiantu(CV22)．Most of them belong to the Bladder Meridian of

Foot—Taiyang，Conception Vessel，Governor Vessel，and extra—points，and were

Back—shu acupoints．

4)The opportunity of acupoint application：Seventy—seven point three

percent of the infant patients were treated in dog days，1 1．3％treated in dog

days and the coldest days in winter,8．9％treated in summer o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and 2．2％treated in other days．

5)The duration of acupoint application in a treatment session：

Twenty—four point four percent of the cases received treatment for 2h or more

in a session，20．O％treatment for 2h or more than 2h；and 6．7％treatment for

1-3h．The shortest duration of treatment in one session was O．5h，and the

longest 24h，and mostly 2h．

6)Skin reactions：Forty-two point two percent of the papers did not

describe the skin reactions；1 3．3％mentioned the local erubescence；11．1％

mentioned the pain；8．9％reported burning sensation，tiny vesicles or other

reactions，and 6。7％mentioned blisters．

7)Research methods：Seventy—seven point eight percent of papers were

cl inical observation or clinical reports；22．2％adopted numeral table，

randomization table or computer-aided randomization for grouping．The

number of the observed patients was fewer than 300 cases in 88．9％of the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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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linical research

1)General Data

There were 609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who meet the standards

in the remission stage，including 328 cases from Liaoning Province，139 from

Hubei Province，and 1 42 from Chengdu City．The average age of the cases

was 6．894-2。82 years from Liaoning Province，6．89+2．82 years from Hubei

Province，and 6．774-3．23 years from Chengdu City respectively．Boys were

more than girls in number．And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disease was 2-3 year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age，sex，and duration of disease

(P>0．05)．

2)First diagnosis

(1)Clinic symptoms：According to the frequency(from high to low)，

clinical symptoms were asthma，cough，wheeze，expectoration，short of breath

in infant cases from Liaoning Province，asthma，cough，expectoration，wheeze，

and short of breath in those from Hubei Province，and asthma，cough，

expectoration，wheeze，and short of breath in those from Chengdu City．

Chi—Square Tests showed a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linical primary

symptoms among the 3 groups(P<0．0 1)．The sorted order of the

aforementioned symptoms was asthma，cough，wheeze，expectoration，and
short of breath．

(2)Attack frequency and attack seasons：Infant patients from Liaoning

Province group had no obvious seasonality in both the winter and spring；

those of Hubei Province group and Chengdu City group were often seen in

winter,spring and no obvious seasonality respectively．Chi—Square Tests

showed a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3 groups in the seasonality(P

<O．01)．

(3)Disease condition analysis：It shows a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cute onset or aggravation times of disease among the three hospital grou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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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5)．And the average highest asthmatic attack or aggravation times who

came to visit hospital was 51 time a month，2-3 times a month，and 1-2 times a

week，separately,and the fewest is≥3 times a week．

(4)Self-evaluation and doctors’evaluation：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degree of severity of patients’condition in the l ight of

children or their guardians’narration in the first diagnosis according to a sheet

with 1—1 0 points about patients，self-feelings of the degree of severity by rank

sum test(P>0．05)．Doctor’S conclusion on patient's condition for the first

diagnosis，moderate is the most，mild is the second and severe condition is the

last in the three hospital groups．It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octor's

diagnosis about children’S disease condition by CMH Tests(P<O．05)．

(5)Reaction of application skin：The dominating reactions of skin

were itching，local hotness after application in dog day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rapeutic schedules of the three hospitals．A gre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reactions after CMH Tests(P<0．05)．

3)Analysi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1)Analysis of individual factor：①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in the children’S age，sex，and duration of disease(P>O．05)．But

the probability of asthma’S reoccurrence declin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②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asthma’S

occurrence or aggravation(P<0．0 1)and the occurrence of asthma was higher

Wl‘th seasonal variation．(9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 ofasthma in the first diagnosis(P<0．0 1)．

The probability of asthma reoccurrence that children’S acute occurrence was

less than one time a month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those whose asthma

acute occurred below one time a month．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di fferent levels of periods of illness severity(P<0．05)and the children with

mild type had a low probability of asthma reoccurrence．④A ver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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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waS found on the first time between skin reactions and asthma

reoccumnce by Chi—Square Tests(P<O．O 1)，and on the second time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丘cant(P<0．05)．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tound ln

the skin reactions on the third time(P>0．05)·(9 No statistical slgni ficance

was fou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ime and the oPPonunlty ot

application by Chi．Square Tests(P<O．O 1)．The asthma children with o．5_2h

application in both dog days and cold days had a lower probability of asthma

reoccUlTence．⑥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found among the dlfferent

treatment regimens of three hospital groups by chi。square test·(P<0．0 1)

Prescription containing Corydalis had a lower probability。f
re：OCCHrrence。f

as帆a，and those containing Euphorbia kansui， Chinese honey locust and

Asanlm had a bigger probability
of recurrence of asthma·④The three

hospitals had different treatment acupoint prescriptions· Prescnptlons

containing Dingchuan(EX．B 1)and Tiantu(CV22)，and Shanzhong(C V l 7)

had a smaller probability of recurrence of asthma(P<0·01)·The reoccurrence

of infant asmma by using acupoints Dazhui(GV 1 4)and group p0Ints∽

Shenshu(BL23)，Pishu(BL20)，Guanyuan(CV4)，Shenque(cv8)also
had a

bigger probability(P<o．01)．⑧The
three different treatment programs uslng

di琢；rent drugs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bability of reoccurrence

of aSthma by the Chi．Square Test(P<O．oo．Ginger plus musk had a 10wer

recullrence of asthma，followed by Ginger plus distilled water锄d Gmger plus

(2) Multi．factor analysis： By using diverse and multl一L091stlc

regression model，and by the SAS software program，it was fotind that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the application opportunity and seasonality of the

reoccu盯ence．ResuIts showed no obvious seasonality,and the appllcatlon

duration of 0．5．2h had a smaller probability of recurrence·After acupoInt

application in Dog days，three times’follow-up and two。leVel hlerarchl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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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ltering fitting model derived from the severity of recurrence，the number of

attacks，application opportunity,skin reactions，the onset season，preparation

methods and other factors showed that the reoccurrence probability of infant

asthma from data of the 3 hospital groups presented a decline tendency along

with the extension of follow—up period．Results of every 3 months’follow—up

showed the probability of asthma decreased by 0．743 1-fold．The acupoint

application in Dog Days and the coldest days in winter with duration of 0．5-2

hours had a lower probability of O．5 1 66-fold of reoccurrence．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indicate that in acupoint application，the

prescription，ratio，and preparation method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acupuncture prescription，the opportunity and the duration of application，and

the quantity of the skin stimulation are all related to its clinical efficacy．The

herbal medicines as Sinapis alba，Asarum，Fumitory,Euphorbia kansui，etc．，

are used more frequently．Ginger juice is the major one of the prepared drugs．

Most of the prescription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Sinapis alba，Fumitory,

Euphorbia kansui，Asarum in proportion of 2：2：1：1．The frequently used

acupoints are Feishu(BL 1 3)，Dingchuan(EXB 1)，Gaohuang(BL43)，Geshu

(BL 1 7)，and Tanzhong(CV 1 7)，Xinshu(BL 1 5)，most of which belong to the

Bladder Meridian of the Foot—Taiyang and Bach-shu points．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rapy is more frequently in dog days than in both dog days and the

coldest days in winter,and the suitable duration of application is 2h tiU

appearance of erubescence and without occurrence of blisters on the skin．This

study adopted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evidence—based medicine．Although the level is not high，it still shows that the

above mentioned factors are related to clinical effects．Also most of literatures

are clinical reports，the sample is small，and the papers adopting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randomization table or computer-aided randomization



controlled trials are rare．In accordance with evidence-based medicine，these

papers lack enough evidence to prove the definite effectiveness of acupoint

application．For this reason，we still need more studies adopting multi—centers，

large sample observation of cl inical randomized trials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is therapy in the future．

In 2008，a total 609 cases of 1-1 4一year-old asthma chi ldren were

observed in¨Dog Days¨in three top—class hospitals．Their general clinical

information in sex，ages and duration of disease were compared．First visit

data showed that the onset of asthma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environment，

different regions had their own peculiarities．In northem China’S Liaoning

children，spasm occurred in any seasons，probably due to cold climate．

However,in the south or southwest Hubei Province and Chengdu，the asthma

children had a large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being higher in

winter and lower in summer．Winter sickness treating in summer with acupoint

application therapy is more frequently used for children with mild to moderate

asthma，cough—based disease．Acupoint application is conducted in the Dog

Days on the 1st day of the first 10 days，the second 10 days and the last 10

days of summer．In Liaoning Province，they usually conduct acupoint

application for 0．5—2h in Dog Days and the coldest days in winter,in Hubei

and Chengdu provinces，they give the treatment for 2-4h in Dog Days．No

apparently unfavorable reactions or only a mild itching was found at the skin

in infant asthma patients from the 3 hospital groups．

After acupoint application，we had a follow—up three times．We analyzed

the impact of asthma in children with recurrent factors，such as the age，

severity,seasonal factors，the amount of skin stimulated，etc．The major

medicinal herbs of this treatment were Sinapis alba and Fumitory,and the

acpoints used were Feishu(BL 1 3)，Gaohuang(BL43)，Dingchuan(EX—B1)，

Tiantu(CV22)，and Shanzhong(CV 1 7)．The best preparations of herb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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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ger and musk．The best time of acupoint application is the Dog Days and

the coldest days in winter,and the application duration O．5h to 2h．From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ata，it shows that all the factors may affect the clinical

efficacy．And the therapeutic result was affec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actors．

The innovation point of this study is the using of a prospective formation

study design．It contained a large sample of data，and reveal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grated intervention for winter disease treated in summer for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This therapy can stimulate the yang—qi，enhance the

resistance of body and control the onset of disease．This is the classic case of

TCM for preventing diseases．The conclusion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will be

fiIrther confirmed in a serie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Winter diseases treated in summer；

Acupoint application；

Infant bronchial asthma；

Literature；

Clin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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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L—■一
日IJ 舌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是指在夏季“三伏天”将药物贴敷到人体的一

定穴位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特色外治法。此疗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至今大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在中医整体观和经络学说指导下，依

据《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理论，在夏季最炎热的农历三伏期间，

利用人体阳气旺盛，腠理开泄，气血趋于体表的特性，将药物敷贴到人体

的穴位，通过皮肤渗透吸收，使患者局部出现灼热感或者产生灸疮，同时

通过刺激人体的穴位，激发经络的经脉之气，促使脏腑经络气血通畅、调

节机体阴阳平衡，达到扶正固本，防病治病的目的。此疗法融合了中医学、

时间医学、免疫学等诸多学科知识，不仅具有时间养生原则的普适性，而

且采取顺应自然阴阳变化的思维观点，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医

学特征，尤其是“天人合一”的生态医学观和“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治

未病"的预防观。

近几十年来，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以咳喘为主症的慢性反复发

作性的肺系疾病，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反复呼吸

道感染、慢性咽炎等。国内许多中医院的呼吸内科、针灸科、耳鼻喉科、

儿科主要采用清代张璐《张氏医通》治疗冷哮的方法，在挖掘和继承的基

础上不断发展与创新，依据“内病外治"的理论，以白芥子、延胡索、甘遂、

细辛、麝香等中药组方，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时间，贴敷肺俞、膏肓、定喘、

膻中等穴位，温阳通络、祛散伏痰、鼓舞人体正气，提高机体免疫力，发

挥了费用低廉、操作简便、安全有效、副作用少、老少成宜的优势，较好

的临床疗效使接受这种治法的患者逐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三

伏天"全国贴敷人数已达到了几十万人次。大量的文献报道认为，腧穴、

药物和季节三者有机结合防治慢性反复发作性肺系疾病的疗效较好，但如

何评价这种中医复杂干预的临床疗效已成为急需研究的问题。目前，多数

研究仍停留在临床医家经验总结和各医院自拟的固定治疗方案上，在药物

种类、组成比例、制备方法、穴位处方、贴敷时机、贴敷时间、以及贴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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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操作方法欠规范，使治疗效果缺乏有说服力的

临床评价研究证据。随着临床流行病学的发展，循证医学的引入，有必要

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借鉴现代医学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在全国开展

大规模、高水平、高质量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临床观察性和验证性研

究，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指标探索研究影响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本研

究运用现代医学临床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借鉴循证医学寻找科学证据的

理念，筛选贴敷疗法的适应证，分析中药组方、药物比例、制备方法与疗

效的关系，分析穴位处方、贴敷时机、贴敷时间与疗效的关系，分析发泡

或不发泡与疗效的关系，探索符合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特点的临床疗效

评价方法，为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规范应用提供临床研究证据，使中

医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临床研究不落伍于当今自然科学的发展。

本研究是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冬病夏治穴位敷贴技术

操作规范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临床观察性研究分析影响支气

管哮喘患儿临床疗效的相关因素，探讨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中药组方、

配伍比例、穴位处方、贴敷时机和时间、皮肤反应等应用规律，使之在防

治慢性咳喘疾病的临床运用中更具科学、客观、普适性的指导意义。总课

题来源于“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医外治特色疗法和外治技术示范

研究项目"(2008 BA 53 B 00)，通过梳理现代文献、大样本回顾性调查问

卷、前瞻性临床观察研究，对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以咳喘为主症的

慢性反复发作性肺系疾病的干预措施构成和特征进行探索，基于临床研究

证据形成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技术操作指南，为进一步开展高质量的疗效评

价和基础研究奠定基础。课题组多次组织中医学、针灸学、临床流行病学、

循证医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专家论证研究方案，并通过了3次优化和医学

伦理委员会(medical ethics committee，MEC)的审查。笔者作为课题组

成员参与了课题立项的前期调研和组织专家研讨等工作，在临床研究过程

中与搜狐网站(sohu)联合主办专家访谈节目，组织科普文章进行报刊媒

体宣传，参加了2008年“三伏"期间医院临床贴敷现场观察，接受了循证

医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统计学以及临床观察操作流程等学习培训。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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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指导组刘保廷教授的指导下，以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

哮喘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为研究主题，通过对现代文献的回顾性研究和前

瞻·I生llli床观察研究，对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中药组方、药物制备方法、

穴位处方、贴敷时机和时间、贴敷皮肤反应等影响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进

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为进一步形成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技术操作规

范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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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文献研究

一、研究目的

通过收集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现代文献，对

影响临床疗效的相关因素进行初步分析，探讨贴敷方法中药物、制备方法、

穴位、贴敷时机、贴敷时间、贴敷皮肤反应等应用规律。

二、研究方法

借鉴循证医学文献系统评价的思路和方法，结合中医针灸学科的文献

特点，以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儿童支气管哮喘为关键词，应用中国生物

医学服务系统(SinoMed)等全文数据库进行计算机和手工检索获取文献，

筛选纳入合格文献，并录入数据至Excel2003电子表格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内容

检索纳入合格文献，归类列表进行频次统计和描述性分析，研究影响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的相关因素，找出中

药组成和配伍比例、药物制备方法、穴位处方、贴敷时机、贴敷时间、贴

敷皮肤反应等关键因素的应用规律。

四、研究过程

1检索策略

根据问题确定的检索词：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穴位敷贴／天灸／发泡灸／

三伏贴／儿童哮喘／小儿支气管哮喘／临床观察／临床报道；影响因素的关键

词：中药组方／穴位处方／穴位配方／贴敷时机／贴敷时间／皮肤反应／发泡。

检索策略：(冬病夏治or穴位贴敷or穴位敷贴or天灸or发泡灸or

三伏贴or儿童哮喘or小儿支气管哮喘)and(临床观察or临床报道)。

2检索范围

2．1电子检索

使用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开发研制的中国生物

医学服务系统(SinoMed)。此系统涵盖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

(CBM DISC，1975．2009)、中国医学科普文献数据库、北京协和医学院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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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学位论文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1994．2009)、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

据库(CMCC)，维普医药信息资源系统(1989．2009)，中国核心期刊遴

选数据库(1960．2009)。

另外，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CENTRAL)、

MEDLINE、EMBASE、PUBMED等数据库，没有检索到冬病夏治穴位贴

敷文献，所以不再纳入检索范围。

2．2手工检索

相关学术会议论文汇编，如呼吸病学术会议论文集、针灸学术会议论

文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

3文献纳入标准

有关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研究文献，包

括描述性研究、非随机对照研究、随机对照研究。

4文献排除标准

有关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研究文献，没

有详细描述药物组成、穴位处方、贴敷时机、贴敷时间的文献不纳入研究

范围。

5文献提取

通过以上数据库，检索到1960．2009年的文献60篇，剔除没有明确

说明选用药物，不纳入统计频数计算的论文4篇，即：罗荣泉等【11发表的

《穴位按摩合消喘膏敷贴防治小儿哮喘247例》采用消喘膏敷贴(由吉林

省四平市卫生材料厂生产)、苏日克【21发表的《麝香哮喘膏穴位贴敷治疗

儿童哮喘临床观察》采用麝香哮喘膏贴敷、邓丽莎等‘31发表的《代温灸膏

天灸对哮喘儿童肺通气功能的调整作用》贴敷药选用代温灸膏(由湖南湘

潭飞鸽药业有限公司出品)、刘建忠等【41发表的《喘敷灵外敷法防治小儿哮

喘30例分析》。剔除1稿两投论文11篇，即：1999年以前论文9篇；2000

年论文3篇(剔除1稿两投论文1篇)，合格论文2篇；2001年论文1篇；

2002年论文2篇；2003年论文6篇(剔除1稿两投论文1篇)，合格论文



湖北中医药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

5篇；2004年论文5篇；2005年4篇(剔除l稿两投论文2篇)，合格论

文2篇；2006年6篇(剔除1稿两投论文2篇)，合格论文4篇；2007

年5篇(剔除1稿两投论文2篇)，合格论文3篇；2008年9篇(剔除1

稿两投论文2篇)，合格论文7篇；2009年论文6篇(剔除1稿两投论文

l篇)，合格论文5篇。纳入频数计算的合格论文共计45篇。见表1．1。

表1．1纳入合格现代文献目录

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年) 期刊杂志名称

以敷贴为主和辨证施治相结合的方法治疗135例小儿支气管
l

哮喘的临床观察

2 穴位敷贴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245例

3 穴位敷贴为主防治小儿哮喘

4 白芥子膏贴治小儿哮喘200例

5 喘敷灵伏天穴位敷贴防治小儿哮喘

6 冬病夏治敷贴疗法对哮喘儿童体液免疫远期影响

7 夏季穴位敷贴治疗小儿哮喘50例观察

8 冬病夏治法治疗小儿哮喘35例临床观察

9 中药敷贴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

10穴位敷贴加直流电离子导入治疗小儿哮喘1000例

11 针刺配合药物贴敷治疗小儿哮喘30例

12中药穴位敷贴对支气管哮喘患儿免疫功能的影响

13推拿配合中药敷贴治疗小儿哮喘40例

14三伏天穴位贴敷治疗小儿哮喘100例

15小儿咳喘病“冬病夏治”的护理

16中药穴位敷贴治疗小儿哮喘79例临床研究

17定喘膏外敷治疗小儿哮喘72例

18哮喘膏穴贴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的疗效观察

19三子散择时敷贴防治哮喘临床研究

20中药穴位敷贴防治小儿哮喘60例

6

1962 上海中医药杂志

论文集

上海中医药杂志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

湖北中医杂志

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

宁波医学

天津中医

苏州医学院学报

上海中医药杂志

四川中医

宁夏医学杂志

安徽中医临床杂志

中国民间疗法

护理与康复

江苏中医药

陕西中医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中医杂志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

2

4

7

7

8

8

9

O

O

1

2

2

3

3

3

3

3

4

鳃

明

明

∞

明

明

吟

∞

∞

∞

∞

吣

吡

∞

毫}

溅

毫}

喊

吣

1

1

l

1

1

l

1

1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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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年) 期刊杂志名称

21 中药喘敷灵三伏天穴位贴敷防治缓解期小儿哮喘的临床研究 2004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2止咳平喘膏穴位贴敷治疗小儿哮喘疗效观察 2004 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

23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小儿哮喘127例 2004 中医药临床杂志

24伏九贴膏防治小儿哮喘的临床研究探要 2004 中医药学刊

25药物穴位贴敷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160例 2005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6咳喘散“冬病夏治”穴位敷贴法对小儿哮喘的疗效观察 2005 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

27冬病夏治治疗小儿咳喘500例 2006 中国民间疗法

28中药穴位敷贴法防治小儿哮喘缓解期72例临床观察 2006 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

29冬病夏治中药穴位贴敷法治疗儿童哮喘缓解期临床观察 2006 中医儿科杂志

30综合外治法治疗小儿哮喘96例 2006 中医儿科杂志

31喘敷灵外敷法防治小儿哮喘 2007 湖北中医杂志

32药物贴敷治疗小儿哮喘55例 2007 实用中医药杂志

33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儿童哮喘的临床及免疫机制研究 2007 中华中医药学刊

34咳喘三伏贴防治小儿哮喘临床观察 2008 光明中医

35中药穴位敷贴防治小儿哮喘缓解期的临床研究 2008 河北中医

三伏天药物穴位贴敷对小儿支气管哮喘缓解期血清中总免疫
36 2008 河北中医

球蛋白E，皮质醇含量及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影响

37穴位贴敷法治疗小儿哮喘120例 2008 江西中医药

38中药穴位贴敷治儿童哮喘 2008 中国民间疗法

39冬病夏治法治疗小儿哮喘80例 2008 中国实用医药

40中药穴位敷贴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临床体会 2008 中国中医急症

4l穴位敷贴法在小几支气管哮喘防治中的应用及其护理 2009 护理研究

42冬病夏治中药穴位贴敷法治疗儿童哮喘缓解期100例 2009 江西中医药

43冬病夏治法治疗小儿哮喘260例 2009 陕西中医

44消喘膏穴位敷贴治疗小儿哮喘(缓解期)64例 2009 新中医

“冬病夏治”传统穴位配合神阙穴膏药贴敷防治小儿哮喘55例
45 2009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疗效观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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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献处理方法

将检索所获得的文献进行全文阅读、分析，将符合标准的文献纳入，

设计资料提取表，将文献中性别、年龄、病程、疾病分期、中药组方、配

伍比例、药物制备方法、穴位处方、贴敷时机、贴敷时间、贴敷皮肤反应

等相关信息分类输入Excel2003电子表格进行统计分析。

6．1基本信息资料

6．1．1性别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3篇未说明患儿的性别情况，其余42篇报道

观察的总例数7238例，男性3986例，女性2902例，男性多于女性。

6．1．2年龄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1篇未说明患儿的年龄情况，其余44篇对年

龄均有描述。年龄最小的2个月，最大的17岁，平均年龄7．5岁。

6．1．3病程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14篇未说明患儿的病程，其余31篇对病程

进行了描述。病程最短的2个月，最长的1 o年，平均病程3年。

6．1．4病情分期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16篇未说明患儿的病情分期，其余29篇对

病情分期进行了描述，占64．4％。其中，25篇报道适宜儿童哮喘缓解期，

占55．6％；4篇报道适宜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期、慢性持续期或临床缓解期，

占8．9％。

6．2中药使用频次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统计中药使用频率显示，白芥子97．8％，细

辛86．7％，延胡索73．3％，甘遂68．9％。由高至低排在前12位的是白芥子、

细辛、延胡索、甘遂、麝香、麻黄、皂荚(又称“皂角”)、丁香、肉桂、

苏子、白术和葶苈子。药物性味多辛、温，归肺经。见表1．2。

另外，报道的中药组方中还有丹参、桔梗、生石膏、徐长卿、吴茱萸、

白果、苍术、附子、杏仁、苍耳子、辛夷、甘草、前胡、当归、川芎、茯

苓、钩藤、莱菔子、夏枯草、黄芩、地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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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芥子 44

细辛 39

延胡索 33

甘遂 3l

麝香 lO

麻黄 6

皂荚 5

丁香4

肉桂4

苏子 3

白术 3

辛，温．归肺经．

辛，温。归肺、肾经。

辛、苦，温．归心、肝、脾经。

苦、甘，寒。有毒。归肺、肾、大肠经。

辛，温。归心、脾经。

辛、微苦，温。归肺、膀胱经。

辛，温。有小毒。归肺、大肠经。

辛，温。归脾，胃、肾经。

辛、甘，热．归肾、脾、心、肝经。

辛，温．归肺、大肠经．

苦、甘，温。归脾、胃经。

12 葶苈子 3 6．7 辛，苦，大寒。归肺、膀胱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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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白芥子：延胡索：甘遂：细辛的统计显示，7篇报道2：2：l：l，

占15．6％；3篇报道1：l：1：1，占6．7％；报道2：1：l：1和7：7：4：

4分别2篇，各占4．4％；报道2：1：1：2、4：3：2：3、5：5：3：3和

7：4：4：7分别1篇，各占2．2％；27篇论文未提及，占60．o％。

6．4制备药物使用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统计制备方法中药物使用频次显示，34篇报

道用姜汁调制，占75．6％，其中，用鲜姜汁的1 5篇，在鲜姜汁或姜汁中

加麝香、或丁桂散、或蛋清、或蜂蜜、或香油、或水、或凡士林、或苯甲

酸钠混合调制的1 5篇；用醋和老陈醋各2篇，共4篇，占8．9％；2篇用

凡士林调制，占4．4％；用麻油和氮酮(Azone)调制分别1篇，各占2．2％；

3篇未描述调制方法，占6．7％。见表1．4。

表1．4冬病夏治穴位贴敷防治儿童哮喘药物制备方法中调和物质使用频次

6．5腧穴使用频次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统计腧穴使用频次显示，肺俞为100％，定喘、

膏肓和膈俞分别为40．o％，膻中和心俞分别为3 1．1％。由高至低排在前10

位的是肺俞、定喘、膏肓、膈俞、膻中、心俞、脾俞、大椎、肾俞、天突；

腧穴归经多属足太阳膀胱经、任脉、督脉和经外奇穴，也涉及足阳明胃经、

手太阴肺经和足少阴肾经；穴性多为背俞穴，也有八会穴、交会穴、募穴、

合穴、下合穴、络穴和井穴的运用。见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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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冬病夏治穴位贴敷防治儿童哮喘腧穴使用频次、归经与穴性

6．6贴敷时机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统计贴敷时机显示，35篇报道在夏季三伏贴

敷，占77．8％；5篇报道在三伏和三九均贴，占11．1％；4篇报道在夏季

或7．8月贴敷，占8．9％；仅1篇在非三伏和三九贴，占2．2％。见表1．6。

其中，17篇报道在夏季入伏后的头、中、末伏各贴1次，1 o天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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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共贴3次；9篇强调在头、中、末伏的第1天贴敷，3次为1疗程；1

篇提到如果中伏20天，可加贴1次，共贴4次；1篇描述可在三伏前和

三伏后分别加贴1次，共贴5次。22篇报道连续贴3年。

表1．6冬病夏治穴位贴敷防治儿童哮喘选择贴敷时机的频次

6．7贴敷时间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统计贴敷时间显示， 11篇报道小于或等于2

小时，占24．4％；9篇报道大于或等于2小时，占20．o％；3篇报道贴敷

l。3小时，占6．7％，合计5 1．1％以2小时作为界定。另外，贴敷4-6小时

的占17．8％；按照年龄段确定贴敷时间的占11．1％；贴敷3—4小时和未提

贴敷时间的各占6．7％；贴敷5．10和6—1o小时的占4．4％；贴敷24小时仅

1篇，占2．2％。贴敷时间最短为O．5小时，最长达24小时。见表1．7。

表1．7冬病夏治穴位贴敷防治儿童哮喘贴敷时间范围的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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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年龄段确定贴敷时间的5篇论文中，1篇报道2．5岁敷贴6．8小

时，5岁以上敷贴12小时；1篇报道2．5岁敷贴8．1 o小时，6岁以上敷贴

lO．12小时；1篇报道婴儿敷贴1．2小时，儿童敷贴3—4小时；1篇报道小

于10岁的敷贴l小时，大于10岁的敷贴1．5小时；1篇报道2．4岁敷贴

1．5．2小时，5．7岁敷贴2．3小时，8．10岁敷贴3．4小时，1 1—1 5岁敷贴4．5

小时。

6．8贴敷皮肤反应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统计贴敷后皮肤反应显示，有皮肤潮红、灼

热感、蚁走感、疼痛、细小水泡或大水泡等不同程度的描述，按照较重的

情况统计。19篇没有提及皮肤反应，占42．2％；6篇报道局部皮肤潮红，

占13．3％；5篇报道疼痛，占11．1％；报道灼热感、细小水泡或其他说明

分别4篇，各占8．9％；3篇提到起泡，占6．7％。见表1．8。

表1．8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哮喘患儿的皮肤反应情况

在其他说明中，1篇嘱皮肤过敏者，可用抗过敏药；1篇嘱皮肤过敏

者，适当缩短贴敷时间；1篇未描述皮肤反应，嘱当天不洗澡；l篇认为

皮肤红、痒、偶有小水泡是不良反应。有些特别说明敷贴局部皮肤如果出

现灼热、疼痛、红肿、起泡等，可以减少敷贴时间。研究者多数认为皮肤

不发泡，以潮红或红为度。

6．9研究方法

在纳入的45篇论文中，统计显示35篇论文是临床观察或临床报道，



湖北中医药大学201 0届博士学位论文

占77．8％；10篇论文提到随机分组和随机对照试验，占22．2％。其中，采

用数字表法随机2篇，随机化表和电脑随机各1篇。45篇论文均报道了

样本量(sample size)，观察病例在1000例以上和500．1000例的分别2

篇，各占4．4％；40篇在300例以下，占88．9％；1篇报道观察患儿10例。

7研究结果

分析45篇符合纳入标准的合格文献，统计结果如下。

7．1一般资料分析

对哮喘患儿性别、年龄、病程、病情分期的统计分析结果，男性多于

女性；年龄范围2个月至17岁，平均年龄7．5岁；病程范围2个月至10

年，平均病程3年；文献报道观察哮喘缓解期患儿的居多。提示冬病夏治

穴位贴敷疗法基本适宜于儿童哮喘缓解期。

7．2药方组成和制备分析

对中药使用频次的统计分析结果，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中白芥子、

细辛、延胡索、甘遂是常用中药，按照白芥子：延胡索-甘遂：细辛的配

伍比例，采用2：2：l：1的比例居多；多选用鲜姜汁或姜汁制备调和。

提示中药组方、配伍比例和制备方法均可能是临床疗效的影响因素之一。

7．3穴位与归经分析

对腧穴使用频次的统计分析结果，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中肺俞、定

喘、膏肓、膈俞、膻中、心俞是常用腧穴，腧穴归经多属足太阳膀胱经背

俞穴。提示穴位及归经均可能是临床疗效的影响因素之一。

7．4贴敷时机分析

对贴敷时机的统计分析结果，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治疗时机主要

选择夏季三伏天，提示贴敷时机可能是临床疗效的影响因素之一。

7．5贴敷时间分析

对贴敷时间的统计分析结果，“三伏天”患儿贴敷时间以2小时界定的

较多。临床结合白芥子、延胡索、甘遂、细辛、姜汁的配伍比例，实际应

用中可以依据患儿年龄，进一步观察确定贴敷时间的范围。提示贴敷时间

可能是临床疗效的影响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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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贴敷皮肤反应分析

对贴敷皮肤反应的统计分析结果，未提及皮肤反应的报道居多，多数

认为皮肤不发泡，以潮红或红为度。有些报道特别说明了敷贴时或敷贴后

局部皮肤如果出现灼热、疼痛、红肿、起泡等，可以减少敷贴时间，可能

与小儿皮肤娇嫩，腠理疏松，药物易于透皮吸收，避免皮肤感染等有关。

7．7研究方法分析

对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结果，以临床观察或临床报道居多，采用数字

表法随机、随机化表和电脑随机的随机对照试验较少。大多数报道的样本

量偏少，缺乏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判断冬病

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对儿童哮喘缓解期的治疗作用证据不足，有待于今后进

一步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观察提供科学的证据。

五、讨论

穴位敷贴疗法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内病外治法，具有透皮给药的优

点，验廉方便，操作简单，疗效确切，效果满意，易为广大的患者接受。

目前，国内临床医师和学者进行了较多的临床验证和相关作用机制的研

究，尤其是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哮喘的临床应用有逐渐增加的

趋势，而且文献报道临床效果较好。但是，文献报道中的临床疗效是否能

赢得学术界的公认，尚缺乏对临床疗效科学客观的评价。

20世纪90年代，随着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和临

床流行病学(clinical epidemiology)的普及，医学界开始了对中医药临床

文献的质量和研究证据等级重新审视。所谓循证医学，是指遵循科学依据

的医学，提倡在个人经验和已存在的客观科学依据基础上作出医疗决策，

倡导结合个人经验和研究依据(指临床研究依据)处理患者151。其含义为：

“有目的、正确地运用现有最好的科学依据来指导对每位病人的治疗”。它

是一门通过正确利用及合理分析临床资料来制定医疗卫生决策，规范医疗

服务行为，从而能够提供经济高效医疗服务的科学。EBM是从西医开始

兴起的，但并不排斥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医学(也被称为“补充替代医学")，

而是给民族医学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美国国立补充替代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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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NCCAM)

于1 995年4月在“补充和替代医学研究方法学"中明确指出：“替代疗法的

疗效评价是一个关键和核心问题"【61。1999年北京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

室詹思延等【71对国内28种中医药学术期刊在1976．1996间年发表的2938

篇中医药随机对照试验文章进行检索分析，发现这些试验都存在设计、实

施、分析和报告等问题。2000年李廷谦等18】对13种中西医、中医核心杂

志近20年所载论文，发现临床试验结果的前瞻性、随机性、可比性和可

信性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我国的传统医学已有五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理应为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由于国内中医临床研究文

献临床设计方法学和临床试验结果受到质疑，直接影响了对中医药临床疗

效的客观评价。为了提高研究论文的质量和获得医学界对中医药临床疗效

的肯定，国内中医学界掀起了中医临床研究的新高潮，中医临床疗效评价

和疗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临床研究依据按其科学性和可靠程度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级。第一级：

按照特定病种的特定疗法收集所有质量可靠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RCT)后所作的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SR或Meta

分析)。第二级：单个的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以上两种依据可靠性最高。

第三级：虽未使用随机对照试验但设计很好的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

或无对照的系列病例观察，其可靠性较上述两种降低。第四级：专家意见，

由于受个人经验局限，相对可靠性最低【5I。随机对照试验是证据等级很高

的试验类型，科学地报告RCT不仅有利于读者，也有利于编辑和审稿人

更好地了解研究的设计、实施、分析等情况。也是目前公认的中医药防治

性研究偏倚(bias)可能性最小的设计方案。由于中医药临床试验采用RCT

方案仅约30年，所以，试验设计还需要深入探索，试验结果报告有待规

范。刘建平【9l总结认为：在临床科研的设计中，多数临床研究人员对如何

设置合理的对照、怎样进行随机化分组、试验样本含量的计算、双盲法的

实施等诸多设计上的方法学问题理解不够；很多作者是通过仿效杂志发表

文章中别人的做法。此外，期刊杂志编辑一味追求所谓的“随机”，也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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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研究者在其回顾性的病例对照分析研究中冠以“随机"二字。结果看似国

内中医药期刊文献中发表的中医药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文章数量在不断增

多，但仔细推敲这些研究中仍存在相当多的方法学问题，导致结果的偏倚，

这样一些文章发表的后果将会造成误导。2005年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对中

医药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主要研究者进行电话采访，调查随机方法正确

性，发现从1995年1月至2005年5月发表的1452个标称“随机对照试验”

的文章中，采用正确随机方法的RCT仅103个，占总数的7．3％。其中，

仅3篇文献符合《医学研究报告发表的统一标准》(consolidate standards of

reporting trials，CONSORT)条目内容的80％，6篇符合56％．65％，51篇

符合31％．50％，43篇符合9％一30％。由于缺乏许多必须信息，导致难以

客观评估中医药疗效的真实性。进一步调查了解到，大多数作者尚不清楚

正确的随机序列产生方法，少数作者知道正确的随机方法，但仍不按正确

的方法实施。随着西方医学中临床研究方法的引入，临床医师和学者们开

始重视临床流行病学的设计、测量与评价的方法，注意到临床研究中对照、

随机和双盲原则的重要性，中医临床研究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

自CONSORT问世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医药卫生期刊和编辑学

组织，包括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科学编辑委员会(CSE)、

世界医学编辑学会(WAME)的支持。该声明的内容于2000年做了修订，

现在包括一个含有22个项目的核对表(checklist)和一个流程图(flow

diagram)110l。国际医学期刊广泛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报告统一标准

(CONSORT)》，《针灸随机对照试验报告标准(STRICTA)》【l¨，要求作

者投稿时附上随机对照试验检查表及流程图。

六、结语

中国的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大众对健康的

需求越来越高，有限的卫生资源和大众对健康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

出。随着循证医学新兴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将对医学研究，尤其是临床医

学研究，以及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卫生事业管理和医学信息研究产生巨

大的影响，其新理念就是医生在处理临床问题时应该将当前最佳的研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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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与自己的临床经验结合起来，根据病人的需求，在诊断、预后和治疗等

方面做出最佳决策[12-13】。因此，实施循证医学可以提高临床医疗水平，并

可以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

按照《随机对照试验报告统一规范(CONSORT)》、《针灸随机对照

试验报告标准(STRICTA)》、《中医药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草案)》

114-151、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ICTRP)[161的规范要求，

临床试验方案必须制定临床研究计划，才能得出国际上认可的研究结果和

结论。本研究通过整理和分析近50年来的40余篇文献，结果提示冬病夏

治穴位贴敷疗法主要应用于儿童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的防治，中药组方以白

芥子、细辛、延胡索、甘遂的使用频次较高，按照白芥子：延胡索：甘遂：

细辛的配伍比例以2：2：1：1多见，制备调和药膏主要采用姜汁或鲜姜

汁。穴位处方中肺俞、定喘、膏肓、膈俞、膻中、心俞使用频次较高，贴

敷时机多选择夏季三伏贴敷，贴敷时间多以2小时作为界定，多数文献报

道认为皮肤不发泡，以潮红或红为度。按照循证医学中文献证据级别划分

方法，虽然级别不高，但仍可说明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中药组方、配

伍比例、制备方法、穴位处方、贴敷时机、贴敷时间、贴敷皮肤反应等因

素与临床疗效相关。由于纳入文献以临床观察或临床报道较多，采用数字

表法随机、随机化表和电脑随机的对照试验较少，样本量偏少，缺乏大样

本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判断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

对儿童哮喘缓解期的治疗作用证据不足，还有待于今后通过多中心、大样

本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提供科学的证据。目前，国内学者正在进行有益的

探索，冬病夏治穴位敷贴临床操作规范研究已列入到科技部“十一五”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行业专项，以刘保延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在全国范围组织了

lo余所临床研究单位联合攻关，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获得一定的研究结果

和结论。

基于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临床研究现状，治疗操作尚没有形成一

致的意见，中药组成、配伍比例、穴位处方、贴敷时机、贴敷时间、药物

制备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随着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密切合作，结合临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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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病学专家意见，根据临床干预措施的成熟度，采用合适的临床研究方法，

将为制定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技术操作规范奠定基础，为冬病夏治穴位

贴敷疗法临床应用提供确切的客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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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

研究

一、研究目的

通过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研究，对

影响临床疗效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初步分析，筛选合理的中药组成、穴位处

方、制备药物方法、贴敷时机和时间、贴敷皮肤反应等关键因素，为规范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方案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

运用临床流行病学的理论知识，采用临床观察性研究(observational

studies)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prospective cohort study)设计，在辽宁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简称“辽宁")、湖北省中医院儿科(简称“湖北”)

和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简称“成都")三所III级甲等中医院，形

成哮喘缓解期患儿3个群体队列，通过随访对三所医院不同治疗方案进行

观察与初步分析。

三、研究内容

通过2008年“三伏天"初诊哮喘患儿的贴敷观察，收集患儿基本资料，

对贴敷前后哮喘发作次数和发作程度变化进行调查。通过每3个月的随

访，观察治疗方案中药物组成、穴位处方、制备方法、贴敷时机和时间、

贴敷皮肤反应等因素对患儿病情的影响，研究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

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及其相关因素。

四、研究过程

1临床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1．1．1病例来源及分组

病例来源于辽宁、湖北、成都国内III级甲等中医院儿科门诊的“三伏

贴"患儿，形成3个队列进行临床观察。

1．1．2诊断标准(diagnostic standard)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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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中医哮喘诊断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4年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1。

(1)发作前常有喷嚏、咳嗽等先兆症状，或夜间突然发作。发作时

喉间哮鸣，呼吸困难，咯痰不爽，甚则不能平卧，烦燥不安等。

(2)常因气候转变、受凉，或接触某些过敏物质等因素诱发。

(3)可有婴儿期湿诊史，或家族过敏史。

(4)心肺听诊：两肺满布哮鸣音，呼气延长，或闻及湿罗音，心率

增快。

(5)支气管哮喘，血白细胞总数正常，嗜酸性粒细胞可增高，可疑

变应原皮肤试验常呈阳性。伴肺部感染时，血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可

增高。

1．1．2．2中医哮喘缓解期辨证分型标准

参考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供中医药类专业用)新

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N)D科学》(第七版)121。

(1)肺脾气虚型：多反复感冒，气短自汗，咳嗽无力，神疲懒言，

形瘦纳差，面白少华，便溏，舌质淡，苔薄白，脉细软。

(2)脾肾阳虚型：动则喘促咳嗽，气短心悸，面色苍白，形寒肢冷，

肢软无力，腹胀纳差，大便溏泄，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

1．1．2．3西医哮喘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中华医学会《中华儿科杂志》

编辑委员会2003年修订《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常规(试行)》[31。

1．1．2．4西医哮喘缓解期诊断标准

缓解期系指经过治疗或未经治疗症状、体征消失，儿童肺功能恢复到

第1秒用力呼气量(FEVl)或最大呼气峰流速(PEF)≥80％预计值，并

维持4周以上。

1．1．3纳入标准(inclusion criteria)

1．1．3．1凡符合中医、西医哮喘诊断标准者，有确切诊断资料。

1．1．3．2凡符合中医哮喘缓解期辨证分型标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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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医院 药方组成 钢备方法 穴位处方 贴敷季节和时同

诸药用生姜汁适量调和， 肺俞(双)、膏肓三伏三九第l天

辽宁 白芥子、延胡索 再加麝香制成。 (双)、定喘(双)、 各贴敷1次

膻中、天突0．5．2h

过120日筛，将新鲜生 大椎，肾俞、肺俞， 三伏第l天
白芥子、延胡索、

湖北 姜洗净榨汁，加蒸馏水 关元、膏肓、神阙、 各贴敷1次
皂角、细辛

调配成50％的生姜汁． 脾俞、膻中、内关 2．4h

将甘遂、白芥子按l：l 大椎、肺俞、膏肓

的百分比，过80目粉 三伏第l天

成都 白芥子、甘遂 末；取新鲜大蒜、生姜 各贴敷1次

榨汁，调配浓度为50％ 2-4h

的大蒜混合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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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临床观察性研究，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以国内辽宁、湖北、成

都三所III级甲等中医院2008年三伏期间哮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凡符合儿

童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的诊断标准、纳入标准、排除标准的初诊患儿纳入观

察组，形成临床研究的3个群体队列，进行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对照比较。

三所医院结合既往临床研究经验和地域环境特点，可采用本医院的院内自

制药方、穴方、制备方法、贴敷时机和时间，患儿接受就诊医院的治疗方

案，见表2．1。

观察始于2008年夏季“三伏"，即7月19日“头伏”、7月29日“中伏"、

8月8日“末伏"，止于2009年6月夏季“三伏"来临之前，观察时间1年。

贴敷后，平均每3个月随访1次，通过对患儿哮喘再发与否以及发作次数

或病情严重程度的调查问卷(questionnaire)，结合分层(stratification)亚

组统计分析方法，观察三种不同治疗方案贴敷后哮喘再发其及影响因素，

分析并初步判断。

1．2．2调查方法

按照统一设计的临床调查问卷，填写临床病例观察表、临床医生随访

记录表，收集基于患者自我感受和体验报告的结局。(表格详见附录)

1．2．2．1患儿及家长的自我报告

在预约或贴敷现场患儿候诊期间，由观察员指导患儿及家长按照临床

观察表所设项目自我报告病情基本信息，包括患儿的姓名、年龄、住址、

联系人和电话，疾病的症状、病程、发作或加重的季节、发作次数、病情

严重程度等。

1．2．2．2确诊与筛选

在预约或贴敷现场，由指定医生审阅患儿自我报告，通过追问病史、

查看患儿的临床诊断依据，进行确诊；根据病情发作情况，按照小儿支气

管哮喘的诊断标准、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筛选纳入合格患儿；家长必须

签署知情同意书(imformed consent form)后方可进行贴敷。

1．2．2．3现场贴敷与复诊记录

入组患儿进行常规贴敷，并分别在第2、第3或第4次复诊时，由医生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现场对前一次贴敷后的皮肤反应及病情，进行询问、观察和记录。

1．2．2．4患者病情报告

患儿及家长自带病情记录表，定期将病情变化情况进行自我记录，并

及时报告相关医院，或在医生电话或入户随访时报告。

1．2．2．5随访方法

临床医师采用电话随访或入户随访的方法，每三个月随访1次。

1．2．3病情严重程度分级评定标准

1．2．3．1患儿自我感受病情程度判断

设计患者自我感受病情程度测量标尺图，标尺上刻有。到10自然数的

等分格，从0．1 0代表病情程度由轻至重，患儿根据自己的感受与家长一起

选择某数字，并在此数字划“x’’即表示患儿哮喘发作的严重程度。

萎薹}——t———}——t———}——t———}———_——々叫。差兰
图2．1 患者自我感受病情程度测量标尺图

1．2．3．2哮喘病情严重程度分级的判断指标

参照《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常规(试行2003)))13】中哮喘病情严重程度

分级的判断指标，自拟缓解期哮喘患儿病情分级标准，见表2．2。

表2．2缓解期哮喘患儿病情分级判断指标

1．2．3．3贴敷后皮肤观察指标

(1)贴敷后皮肤感觉：皮肤灼热、痒感、刺痛感。

(2)贴敷后皮肤反应．t出现大小水泡。以水泡基底直径作为判断标

准，水泡的基底直径<2mm为小水泡，水泡的基底直径>2mm为大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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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贴敷后皮肤感染情况

1．2．4样本量估算

依据M．Kendall提出的粗糙工作准则，观测数至少是变量数目的10倍

14]。本研究分析变量有l 8个，则所需样本至少是1 80例。考虑1 o％的脱落率，

至少需观察198名患儿。

1．2．5安全性评价标准f5l

1．2．5．1皮肤正常反应

贴敷后皮肤潮红、微痒、烧灼感、疼痛、轻微红肿、轻度出水泡属于

皮肤正常反应。

1．2．5．2皮肤可能出现的反应及处理

记录贴敷时间、贴敷后的皮肤反应，如皮肤痒感灼热、皮肤刺痛、小

水泡、大水泡等。统计贴敷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当贴敷药物刺激性较大，

贴敷后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局部起泡。如果泡小，做简单消毒处理，避免

感染即可。如果泡大，需用消毒针管将泡内液体抽出，一般1周以后，起

泡处会结痂脱落。极少数过敏体质者，可能对某种贴敷药物出现全身性皮

肤过敏丘疹，应立即停止贴药，及时到医院就诊。

1．2．5．3皮肤贴敷部位禁忌

贴敷部位皮肤有创伤、溃疡者，禁用贴敷。

1．2．6研究流程质量控制16]

1．2．6．1基线偏倚的控制

(1)对所有参与课题的调查员、质量监督员、临床医生和统计工作

人员等进行统一培训。

(2)调查时，调查员应掌握统一明确的调查技巧，对患儿及家长认

真讲解调查指标的定义和调查表的内容，明确小儿支气管哮喘发作和各项

指标的定义，尽可能减少患者自我报告的测量偏倚。

(3)三所医院均设质量监查员在现场进行质量控制，对重要的信息

进行复核，可以将确诊患儿的相关资料用数码相机拍照留存。

(4)临床医师采用电话随访或入户随访的方法，对患儿疾病发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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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进行判断和确定，并在医师随访表上作详细记录。

1．2．6．2失访偏倚(10st to follow．up)的控制

(1)为了提高患者的依从性(compliance)，降低失访率，·医院定期

进行专家讲座，赠送礼品及贴敷治疗手册，做好患者的思想工作，争取患

儿及家长的积极配合。

(2)每个观察对象都将发放患儿记录卡，用于记录每次疾病发作的

情况。如有冬季贴敷访视，也尽可能地保持患者交流延续性。

(3)在患儿贴敷之前告知家长贴敷日期和地点，定点专家贴敷。

(4)入组患儿由专人随访，随贴随访，配热线电话昼夜开通或入户

随访。

1．2．6．3贴敷现场管理

(1)临床医生负责筛选符合儿童支气管哮喘缓解期诊断标准和纳入

标准的患儿，通过讲解请入选患儿家长填写临床病例观察表，签署知情同

意书。详细询问记录患儿病情，准确填写观察记录表中各项内容，处理突

发事件。

(2)建议参与医院的临床研究人员按照统一的诊疗方案和《针灸技

术操作规范第9部分：穴位贴敷》的国家标准【51，以及中国针灸学会关于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临床应用指导意见》[71，结合各单位贴敷治疗

的规模、时间和治疗方案等实际情况，做好现场操作流程和管理。

1．2．7数据录入与质量管理

1．2．7．1建立数据管理平台

根据数据管理(Data Management，DM)要求，借助计算机和数学等

技术，运用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础研究所临床评价中心现有的临床数据

管理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数据质量控制。

1．2．7．2原始数据第1次录入

三所医院现场质量检查员指导患儿家长填写自我报告内容，对已完成

的临床观察表中各项测量指标进行审核，负责完成临床观察表原始数据网

上第1次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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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数据第2次录入与核查

三所医院及时将现场原始数据记录资料交给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

础研究所临床评价中心，该中心针对原始数据记录中的问题数据填写疑问

表，然后反馈给各临床观察单位，核实后再进行第2次录入；在第2次录入

时，同时比对第1次录入的数据错误进行修正；通过两次录入，数据即可

导出，统计人员编制程序进行数据检查。

1．2．7．4数据库质量管理

三所医院将患儿复诊和随访情况，按照总项目组数据录入程序要求，

及时进行网上2次录入，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础研究所临床评价中心负

责数据库管理和质量管理，以确保数据管理质量和数据质量。

1．3统计学处理方法

1．3．1一般原则

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值小于或等于o．05将被认为所检

验的差别有统计意义。(特别说明的除外)定量指标的描述将计算例数、

均数(mean)、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sd)、中位数(median)、最小

值(minimum，min)、最大值(maximum，max)。分类指标的描述用各

类的例数及百分数。

1．3．2统计分析

l-3．2．1单因素分析

(1)计量资料：属正态分布者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者

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等方法。

(2)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CMH法。

(3)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分析影响因素所致的哮喘再发

概率(probability)，并作出概率图。

1．3．2．2多因素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在完成单因素分析的前提下，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多因素

对儿童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的影响，包括不同治疗方案中的药物组成、制

备方法、穴位处方、贴敷时机和时间、贴敷皮肤反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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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多水平模型(multilevel statistical models)

中随访时间为第1水平、患者为第2水平，同时考虑药物、制备方法、穴位、

贴敷时机和时间、贴敷后皮肤反应等不同水平上的效果，采用纵向数据分

析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因素。

1．3．2．3统计软件

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SAS(Statistic Analysis System)9．2软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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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临床观察操作流程

图2．2 临床观察操作流程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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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结果

2．1初诊患儿一般资料

初诊符合／JL童支气管哮喘缓解期诊断标准、纳入标准的患儿共609例，

入组辽宁328例，湖北139例，成都142例。

2．1．1年龄

入组患儿中缺失年龄信息辽宁5例，湖北1 2例，成都22例。经F检验，

三所医院哮喘患儿年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F=O．61，P=O．5448，P>o．05)，

见表2．3和图2．3。

表2．3三所医院贴敷患儿年龄(岁)

12

一10
弧
一8
禽

廿6

4

2

0

辽宁 湖北 成都

图2．3三所医院初诊患儿年龄情况(岁)

2．1．2性别

入组患儿中缺失性别信息湖．-1152例，成都1例。患儿性别构成百分比：

辽宁男性223例，占67．99％，女性105例，占32．01％；湖北男·1'生97例，占

70．80％，女性40例，占29．20％；成都男性89例，占63．12％，女性5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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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36 88％。经f检验，三所医院哮喘患儿性别构成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sP=1．946I，P=0．3779，P>0．05)，见表24和图24。

表2．4三所医院贴敷患儿性别

! 奎 鱼笪!15111女堕丛垦!堡些毡塑
辽宁n(％) 223(67 99) 105(320l／ 3280) 1．9461 0．3779 卡方检验

瑚北，l(哟 97(70．80)40(29．20l 137(2)

成都Ⅲ％)89(63 12) 5206 88) 141(I)

图2 4三所医腕初诊患儿性别构成

口男

■女

2 I．3病程

入组患儿中缺失病程信息湖北1例，成都1例。经非参数检验中位数

分析方法，中位病程和四分位问1117，辽宁是3年和2年，湖北是3年和3

年，成都是3年和3年。统计结果显示，三所医院哮喘患儿的病程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产3．8712，P=01443，P>0．05)。见表2．5和图2．5。
表2．5三所医院贴敷患儿病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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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初诊患儿疾病状况

2．2．1临床症状

初诊患儿的临床症状主要观察哮喘、咳嗽、咳痰、喘憋、气短。统计

各种症状在三所医院观察病例中的百分比：哮喘辽宁91．46％，湖北

99．28％，成都94．37％；咳嗽辽宁91．46％，湖北46．72％，成都71．43％；

咳痰辽宁55．18％，湖北11．51％，成都38．73％；喘憋辽宁69．5l％，湖北

9．42％，成都27．48％；气短辽宁41．77％，湖北2．90％，成都25．35％。经

卡方检验，三所医院初诊患儿临床症状差异有非常显著的意义(P<0．01)，

见表2．6。按照临床症状出现的频次由高至低排序，辽宁是哮喘、咳嗽、

喘憋、咳痰、气短；湖北和成都均是哮喘、咳嗽、咳痰、喘憋、气短。数

据合并后症状排序为哮喘、咳嗽、喘憋、咳痰、气短，见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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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三所医院初谚患儿的临床症状

注：三所医院相比鞍，经统计学处理．

·表示P(005，差异宥显著性意义：”表示P<o OI，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下同

阻
口各计

口辽宁

●湖北
口成掷

图2．6三所医院初诊患儿的临床症状

2．2 2治疗前疾病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情况

初诊患儿治疗前哮喘发作次数或加重的季节情况，三所医院按照四季

变化观察疾病发作或加重的百分比：春季辽宁15 85％，湖北31．88％，成

都30．95％：夏季辽宁4．88％，湖北2．90％，成都13 82％：秋季辽宁8．26％，

㈣

姗

Ⅷ

啪

咖

㈨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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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12 32％，成都13 82％；冬季辽宁24．39％，湖北58 96％，成都59．40％：

无季节性辽宁62 50％，湖北2971％，成都29．92％。经卡方检验，三所医

院患儿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有无季节性差异非常显著(Z=15．6301，
P=-O 0004，P<0 01)，见表2．7。患儿哮喘发作次数或加重的辽宁以无明

显季节性最高、其次冬季、春季、秋季、夏季；湖北和成都均以冬季最高、

其次春季、无季节性、秋季、夏季。数据合并后由高至低排序是无季节性、

冬季、春季、秋季和夏季，见图2．7。

表2 7三所医院初诊患儿治疗前疾病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情况

心越
图2 7三所医院初诊意儿疾病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情况

口春季

●夏季

口秋季

■冬季
口无季节性

|}

|言

黜

m

m

驰

。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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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患儿疾病急性发作次数情况

初诊患儿疾病急性发作次数的不同在三所医院观察的病例数中所占

百分比：每月!1次的辽宁97．86％，湖北76 26％，成都79．29％；每月2-3

次的辽宁1．83％，湖北20 86％，成都20．00％：每周1．2次的湖北2．88％，

辽宁和成都为o；每周兰3次的辽宁0．3l％，成都0 71％，湖北为0。经CMH

卡方检验，三所医院哮喘患儿治疗前疾病急性发作次数差异有非常显著的

意义(扣9．7859，P=0，P<o．01)，见表2,8。数据合并后显示患儿哮喘
发作或加重次数，每月!1次比例最高，其次是每月2．3次，每周1-2次较

少，每周三3次的极少，见图2．7。

表2．8三所医院初诊患儿治疗前疾病急性发作或加重的状况

一
闰2．8三所医院初诊患儿哮喘急性发作的次数

日每丹<1欢

■每月2-3敢

口每周卜2次

■每周)3砍

2．2．4患儿或监护人自评病情严重程度

依据患者自我感受病情严重程度1．10分尺度表，患儿或监护人自己

啪

喜|

伽

喜|

嘲

Ⅲ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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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评估。经wilcoxon秩和检验，三所医院哮喘患儿或监护人叙述自评

的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没有显著性意义(Z=2．99，P=-0．2242，P>0．05)，见

表2．9和图2．9。

表219三所医院初诊患儿或监护人自评病情严重程度

枷Ⅱ][】口

湖北 旺】册
辽t I[】■■[二]—唧

图2．9三所医院初诊患儿或监护人自评病情严重程度

2．2．5医生诊断哮喘患几的病情

初诊时医生诊断哮喘患几的病情，观察三所医院患儿轻、中、重不同

程度病情在所观察病例中的百分比：轻度辽宁25．69％，湖北21 90％，成

都36．88％；中度辽宁61．47％，湖北58 39％，成都51 06％；重度辽宁12 84％，

湖北19．71％，成都12．06％。经CMH卡方检验，三所医院医生诊断评估

哮喘患儿的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有显著性意义(，=8 9306，P-0．叭15，

P<O 05)，见表210。数据合并后显示，患儿哮喘的病情严重程度以中度

最高，其次轻度，重度最少。见图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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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0三所医院医生诊断初诊患儿的病情

13轻

●中

口重

2．2 6不同治疗方案三伏贴敷后患几的皮肤反应

2008年“三伏”期间，三所医院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贴敷哮喘患儿，

分别贴敷3次。患儿贴敷后可能出现多种皮肤反应，统计时以最重的反应

计。观察初诊患儿贴敷后的皮肤反应情况，统计结果见表2．11。

第1次贴敷：患儿皮肤无反应的辽宁86 89％、湖北78．03％、成都

35 7l％；皮肤痒感或灼热感的辽宁12 20％、湖北21．97％、成都47．86％；

皮肤刺痛的辽宁0 61％、成都O 71％、湖北为0；皮肤出现小水泡的辽宁

0．30％、成都14．29％、湖北为0；皮肤出现大水泡的成都l 43％，辽宁和

湖北均为0。经CMH卡方检验，三所医院患儿贴敷后的皮肤反应差异有

非常显著的意义(产146 0933，P=0，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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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1 三所医院不同治疗方案3次贴敷后患儿的皮肤反应情况

无反应皮肤痒感灼热感皮肤刺痛小水泡大水泡合计统计量P值 统计方法

第1次贴敷

辽宁 285

n(％)(86．89)

湖北 103

n(％)(78．03)

成都 50

n(％)(35．71)

第2次贴敷

辽宁 279

n(％)(s5．06)

湖北 93

n(％)(72．09)

成都 53

n(％)(39．26)

第3次贴敷

辽宁 280

n(％)(85．37)

湖北 87

n(％)(70．73)

成都

40

(12．20)

29

(21．97)

67

(47．86)

47

(14．33)

33

(25．58)

63

(46．67)

46

(14．02)

35

(28．46)

2

(0．61)

0

(0．oo)

1(0．30)0(0．00)328 146．0933 0¨ CMH

0(O．oo)o(0．oo)132

1 20

2(1．43)140

(0．71)(14．29)

2

(O．61)

O

(0．oo)

0(0．oo)o(O．oo)328 111．5102 0幸· CMH

3(2．33)0(0．oo)1 29

l 18

0(O．oo)135

(O．74)(13．33)

2

(0．61)

O

(o．oo)

0(o．oo)o(o．oo)328 14．1373 0．0009¨ CMH

1(0．81)o(O．oo)123

O

2(50．oo) 2(50．oo) o(o．oo)0(O·oo)4

n(％)一一．．——————————————————————————，————j兰!堕堡L——————————————————————————————一
第2次贴敷：患儿皮肤无反应的辽宁85．03％、湖北72．09％、成都

39．26％；皮肤痒感或灼热感的辽宁14．33％、湖北25．58％、成都46．67％；

皮肤刺痛的辽宁0．61％、成都0．74％、湖北为O；皮肤出现小水泡的湖北

2．33％、成都13．33％；三所医院观察均未出现大水泡。经CMH卡方检验，

三所医院患儿贴敷后的皮肤反应差异有非常显著的意义(Z=1 1 1．510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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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P<0．01)。

第3次贴敷：患儿皮肤无反应的辽宁85 37％、湖北70．73％、成都

50．00％；皮肤痒感或灼热感的辽宁14．02％、湖北28．46％、成都50．00％；

皮肤刺痛的辽宁O．61％、成都和湖北为0；皮肤出现小水泡的湖北O 81％；

三所医院观察均未出现大水泡。经CMH卡方检验，三所医院患儿贴敷后

的皮肤反应差异有非常显著的意义(x2=14．1373，P=-0．0009，P<0．01)。

／r_
，

■

么 』恒

人数350

300

250

200

l 50

100

50

图2．11 1 患儿第1次贴敷皮肤反应情况

■

么 』塥
辽宁 湖北 成都

图211 2患儿第2次贴敷皮肤反应情况

■大水泡

口小水泡

口皮肤刺痛

●皮肤痒感灼热感

口无反应

口小水咆

口皮肤剌痛

●皮肤痒感灼热感

口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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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坦一．
湖北 成都

口小木泡

口皮肤刺痛

■皮肤痒感灼热感

口无反应

图21I 3患儿第3次贴敷皮肤反应情况

图2．11 1、2 11．2、2．11．3显示，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贴敷后患儿

皮肤以无反应最多，其次呈痒感或灼热感，而皮肤刺精、小水泡较少，大

水泡极少。

2．3随访患儿哮喘再发的影响因素

2．31单因素分析

三伏贴敷后，医生对哮喘患儿每3、6、9个月随访一次。统计不考虑

患儿在此期间具体发作哮喘的时间，只要在随访期间哮喘发作至少1次，

则记为再发，否则为未发。以下是各目素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分析。

2．3．1 1年龄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调查患儿的年龄，随访570例，

儿哮喘未发的平均年龄7．04±2 83岁

信息缺失29例。统计结果显示，患

再发的平均年龄6 58±2 94岁。

表2 12患儿年龄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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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t检验，患几年龄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无显著性意义(t=1．92

P=-O．0551，P>0．05)，见表2 12。

概率图2．12显示，患儿随年龄的增大，哮喘再发的概率呈下降趋势

图2 12不同年龄患儿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2．3 1 2性别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调查患儿的性别，随访606例，信息缺失3例。统计结果显示，患儿

哮喘未发的男性44．25％，女性43．65％；再发的男性55 75％，女性56 35％。

经卡方捡验，患儿性别不同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Z=o．0194，P=O 8894，P>0．05)，见袁2 13。

概率图2 13显示，患儿男女性别不同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表2．13患儿性别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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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不同性别患儿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2．3．1．3病程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调查患儿的病程，随访607例，信息缺失2例。统计结果显示，患儿

哮喘未发的病程平均为3．24-4-2．07年，再发的病程平均为3．30-士2．30年。

经wilcoxon检验，哮喘患儿病程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Z=O．16，P=O．8767，P>O．05)，见表2．14。

概率图2．14显示，患儿病程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表2．14患儿病程因素分析

43



图2 14患儿不同病程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2．3．1．4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有无季节性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调查患儿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有无季节性，随访593例，信息缺失

16例。统计结果显示，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有季节性的患儿哮喘再发

63 75％，未发36 25％；无季节性的哮喘再发47．18％，未发52 82％。经卡

方检验，患儿疾病急性发作或加重有无季节性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

非常显著性意义(23=16 4499，P--O，P<0 01)，见表2 15。

概率图2．15显示，哮喘发作或加重随季节变化的哮喘再发概率高，

而无季节变化的哮喘再发概率低。

表2 15 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的季节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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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疾病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性与哮喘再发的概率图

2．3．1．5患儿疾病急性发作次数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调查贴敷前患儿哮喘急性发作次数对哮喘再发的影响，随访606例，

失访3例。统计结果显示，患儿急性发作次数每月51次的贴敷后哮喘再

发53．07％，未发46．93％；每月>1次的贴敷后哮喘再发76．81％，未发

23．19％。经卡方检验，患儿贴敷前急性发作次数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

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庐13．9460，P=O．0002，P<o．01)，见表2．16。
概率图2．16显示，急性发作次数每月51次的患儿哮喘再发概率明显

低于每月>1次的患儿。

表2．16患儿疾病急性发作次数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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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初诊患儿疾病急性发作次数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2．3．1．6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调查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对哮喘再发的影响，随访606例，信息缺失3

例。统计结果显示，初诊患儿轻度病情贴敷后的哮喘再发52．41％，未发

47．59％；中度病情的哮喘再发53．82％，未发46．18％；重度病情的哮喘再

发69．77％，未发30．23％。经卡方检验，患儿贴敷前病情严重程度的不同

等级对哮喘再发影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存8．1 154，P=O．01 73，P<0．05)，

见表2．17。

表2．17患儿贴敷前病情严重程度对再发哮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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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图2．17显示，初诊患儿重度病情的哮喘再发概率高，中度病情

图2．17初诊患儿不同病情严重程度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2．3．1．7患儿贴敷后皮肤反应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观察“三伏天’’患儿贴敷后的皮肤反应，第1次贴敷(“头伏’’)观察患

儿600例，脱失9例；第2次贴敷(“中伏”)观察患儿592例，脱失1 7

例；第3次贴敷(“末伏”)观察患儿455例，脱失154例。统计结果见表

2．18。

第1次贴敷：患儿皮肤无反应的哮喘再发52．74％，未发47．26％；皮

肤痒感或灼热感的哮喘再发61．76％，未发38．24％；皮肤刺痛反应的哮喘

再发66．67％，未发33．33％；出现小水泡的哮喘再发71．43％，未发28．57％；

出现大水泡的哮喘再发100．o％。经卡方检验，患儿第1次贴敷后皮肤反

应不同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庐6．6802，P=O．0097，
P<0．01)。

概率图2．18．1显示，患儿贴敷后皮肤无反应的哮喘再发概率最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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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高依次为皮肤痒感或灼热感、刺痛、小水泡，出现大水泡的哮喘再发

概率最高。

第2次贴敷：患儿皮肤无反应的哮喘再发52．71％，未发47．29％；皮

肤痒感或灼热感的哮喘再发62．24％，未发37．76％；皮肤刺痛反应的哮喘

再发66．67％，未发33．33％；出现小水泡的哮喘再发66．67％，未发33．33％；

均未出现大水泡。经卡方检验，患儿第2次贴敷后皮肤反应的不同对哮喘

再发的影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4．453 1，P=0．0348，P<o．05)。

概率图2．1 8．2显示，患儿贴敷后皮肤无反应的哮喘再发概率最低，相

比之下，皮肤痒感灼热感、刺痛、小水泡略偏高。

表2．18患儿贴敷后皮肤反应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未发 再发 合计 统计量P值 统计方法

第1次贴敷 无反应 207(47．26) 23 1(52．74)438 6．6862a 0．0097** CMH

n(％) 皮肤痒感灼热感 52(38．24)84(61．76) 136

皮肤刺痛 1(33．33) 2(66．67) 3

小水泡 6(28．57) 15(71．43) 21

大水泡 o(o．oo) 2(100．O) 2

第2次贴敷 无反应 201(47．29) 224(52．71)425 4．4531 0．0348* CMH

n(％) 皮肤痒感灼热感 54(37．76)89(62．24) 143

皮肤刺痛 1(33．33) 2(66．67) 3

小水泡 7(33．33) 14(66．67) 21

第3次贴敷 无反应 194(52．57) 175(47．43) 369 0．0002b O．99 CMH

n(％) 皮肤痒感灼热感45(54．22) 38(45．78) 83

皮肤剌痛 1(50．00) 1(50．00) 2

小水泡0(0．00) 1(100．0) 1

注：a数据分析时将出现小水泡和大水泡的人数合并统计；

b数据分析时将出现皮肤刺痛和小水泡的人数合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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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8 l患儿第1次贴敷后不同皮肤反应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图2 18 2患儿第2次贴敷后不同皮肤反应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Ⅻ|匕十E蝻太学2 QIO届博}学位论主

第3次贴敷：患儿皮肤无反应的哮喘再发47．43％，束发52 57％；皮

肤痒感或灼热感的哮喘再发45．78％，未发54 22％；皮肤刺痛反应的哮喘

再发和未发各占50．00％；出现小水泡的哮喘再发100 o％；均未出现大水

泡。经卡方检验，第3次贴敷后患儿皮肤反应的不同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o 0002，P=0 99，P>O．05)。

概率图2 18．3显示，患儿贴敷后皮肤无反应、皮肤痒感灼热感、皮肤

刺痛或小水泡的哮喘再发差异不明显。

图2 1 8 3患儿第3次贴敷后不同皮肤反应的哮喘再发概率囤

2．3．1．8贴敷时机和时间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观察不同贴敷时机的患几共609例。选择三伏和三九均贴328例，每

次贴敷时间o 5．2小时的患儿哮喘再发40 55％，未发5945％；选择三伏

贴敷281例，每次贴敷2-4小时的患儿哮喘再发74 02％，未发25．98％。

经卡方检验，贴敷时机和时间的不同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意义(Z2=68 7025，P=-O，P<0 01)，见表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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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图2．19显示，患儿在三伏和三九均贴，每次贴敷时间o．5．2小时

的哮喘再发概率低，相比之下，患儿在三伏贴敷，每次贴敷时间2—4小时

的哮喘再发概率高。

表2．19患儿不同贴敷时机和时间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图2．19患儿不同贴敷时机和时间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2．3．1．9中药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根据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提取各医院中药组方的不同药物，比

较分析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2．20。

延胡索：中药组方中有延胡索的哮喘再发48．1 8％，未发5 1．82％；无

延胡索的哮喘再发81．69％，未发18．31％。经卡方检验，是否选用延胡索

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在49．5422，P=-O，P<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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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图2．20．1显示，中药组方中用延胡索比不用延胡索的哮喘再发概

率低。

甘遂：中药组方中有甘遂的哮喘再发81．69％，未发18．31％；无甘遂

的哮喘再发48．18％，未发51．82％。经卡方检验，是否选用甘遂对哮喘再

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X2=49．5422，P=O，P<O．01)。

概率图2．20．2显示，中药组方中不用甘遂比用甘遂的哮喘再发概率

低。

皂角和细辛：中药组方中有皂角和细辛的哮喘再发66．19％，未发

33．81％；无皂角和细辛的哮喘再发52．98％，未发47．02％。经卡方检验，

是否选用皂角和细辛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产7．5827，P=O．0059，P<o．01)。
概率图2．20．3显示，中药组方中不用皂角和细辛比用皂角和细辛的哮

喘再发概率低。

表2．20 中药组方中不同药物对再发哮喘的影响

未发 再发 合计 统计量P值 统计方法

延胡索 有 242(5 1．82) 225(48．1 8)467 49．5422 0·木 卡方检验

n(呦 无 26(18．31) 116(81．69) 142

甘遂

n(％)

有 26(18．31) 116(81．69)

无 242(51．82) 225(48．18)

皂角细辛 有47(33．81) 92(66．19)

n(％) 无 22 1(47．02) 249(52．98)

1 42 49．5422 O·木 卡方检验

467

139 7．5827 0．0059**卡方检验

470

52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图2．20．1 延胡索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图2．20．2甘遂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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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3 皂角和细辛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图2．21．1 定喘和天突穴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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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0穴位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根据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提取各医院穴位处方中的不同腧穴，

比较分析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2．2l。

表2．21 贴敷不同的穴位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未发 再发 合计 统计量P值 统计方法

定喘和天突 有

n(呦 无

膻中

n(％)

大椎

n(％)

195(59．45) 133(40．55)

73(25．98) 208(74．02)

有 242(51．82) 225(48．18)

无 26(18．31) 1 16(81．69)

有

无

复合穴位 有

n(％) 无

73(25．98) 208(74．02)

195(59．45) 1 33(40．55)

47(33．81) 92(66．19)

22 1(47．02) 249(52．98)

328 68．7025 0幸· 卡方检验

281

467 49．5422 0}木 卡方检验

142

28 1 68．7025 0·· 卡方检验

328

139 7．5827 0．0059**卡方检验

470

定喘和天突：穴位处方中选取定喘和天突的哮喘再发40．55％，未发

59．45％；未取定喘和天突的哮喘再发74．02％，未发25．98％。经卡方检验，

是否选取定喘和天突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Z2=68．7025，P=O，P<0．01)。

概率图2．21．1显示，穴位处方中选取定喘和天突比未取定喘和天突的

哮喘再发概率低。

膻中：穴位处方中选取膻中的哮喘再发48．18％，未发51．82％；未取

膻中的哮喘再发81．69％，未发18．31％。经卡方检验，是否选取膻中对哮

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49．5422，P=O，P<o．01)。

概率图2．21．2显示，穴位处方中选取膻中比未取膻中的哮喘再发概率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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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2膻中穴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图2．21．3大椎穴的再发哮喘概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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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椎：穴位处方中选取大椎的哮喘再发74．02％，未发25．98％；未取

大椎的哮喘再发40．55％，未发59．45％。经卡方检验，是否选取大椎对哮

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存68．7025，P=O，P<o．01)。
概率图2．21．3显示，穴位处方中未取大椎比选取大椎的哮喘再发概率

低。

复合穴位：复合穴位是指肾俞、脾俞、关元、神阙、内关。穴位处方

中选取复合穴位的哮喘再发66．19％，未发33．8l％；未取复合穴位的哮喘

再发52．98％，未发47．02％。经卡方检验，是否选取复合穴位对哮喘再发

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卢7．5827，P=O．0059，P<0．01)。
概率图2．21．4显示，穴位处方中未取复合穴位比选取复合穴位的哮喘

再发概率低。

图2．21．4复合穴位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2．3。1．11制备方法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根据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提取各医院中药制备方法中不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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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比较分析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2．22。

三种不同的中药制备方法中，姜汁加麝香的哮喘再发40．55％，未发

59．45％；姜汁加蒸馏水的哮喘再发66．19％，未发33．81％；姜汁加蒜汁的

哮喘再发81．69％，未发18．31％。经卡方检验，不同的药物制备对哮喘再

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存75．5427，P=-O，P<O．01)。
概率图2．22显示，姜汁加麝香的哮喘再发概率最低，加蒸馏水的次

之，加用蒜汁的最高。

表2．22不同的制备药物对哮喘再发的影响

图2．22不同制备药物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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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2．3．2．1概述

在完成单因素分析的前提下，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多因素

对哮喘再发的影响。Logistic回归为概率型非线性回归，在有多个因素(自

变量)的作用下，哮喘再发的概率是P，未发的概率是1-P，P／1．P为再发

概率与未发概率之比，记作“优势(odds)"，对odds取自然对数，得到：

logit(p)=ha(D抛)=ln(_L)，为P的logit变换，则Logistic回归模型为：
l一口

10鲥“力乩‘南)-甜Z闻p,x,
2．3．2．2分析变量描述

因变量：d_log表示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后哮喘再发情况，二分类变

量(归未发，1=再发)

自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后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元Logistic回归

模型中分析，具体变量如下：

DIS001：初诊时疾病急性再发或加重次数，等级变量

1=每月s1次，2=每月2．3次，3=每周1．2次，4=每周芝3次

DISA0105"疾病加重季节性，1=无季节性，O=有季节性

PFl：第一次贴敷皮肤反应等级，等级变量

PF2：第二次贴敷皮肤反应等级，等级变量

TF_TIME：贴敷时机和时间，1=三伏和三九均贴，o．5—2小时

O=只在三伏贴，2．4小时

YFYHS：药方延胡索，1=有，o=无

YFGS： 药方甘遂，1=有，o=无

YFZX： 药方皂角和细辛，1=有，o=无

XWDT：穴位定喘和天突，1=有，o=无

XWCZ：穴位膻中，l=有，O=无

XWDZ：穴位大椎，1=有，0=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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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FH：复合穴位关元等，l=有，o=无

ZHIFA：制法，O=姜汁+麝香，1=生姜+蒸馏水，2=生姜+大蒜汁

AREA：地域，o=北部，1=中部，2=西部

2．3．2．3分析步骤

第一步：变量(因素)筛选

变量(因素)

PFl：第一次贴敷皮肤反应等级积分

PF2：第二次贴敷皮肤反应等级积分

DIS001：初诊时疾病急性发作或加重次数

DISA0105：疾病加重季节性

TF TIME：贴敷时机和时间

YFYHS：药方延胡索可以拟合模型(见下表)。

还有一些变量与上述变量成线性关系，以下这些变量未纳入模型，线

性关系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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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gs=

yfzx=

xwdt=

XWCZ2

Intercept—yfyhs

-ff—time+yfyhs

tf time

yfyhs

Intercept—if_time

xwth= -tf—time+yryhs

Intercept·-if_time··yfyhs

zhifa 2= 一2·tf—time+yfyhs

ar明——= 2·tf—time-yfyhs

area 2= Intercept+ff—time一2幸yfyhs

Analysis of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Parameter DF Estimate

Intercept

pfl

pf2

DIS00l

DISA0105

tf time

2．0695

．0．1760

Standard Wald Standardized

Error

0．6005

0．1738

Pr>ChiSq

Chi-Square Estimate

11．8779 0．0006

1．0246 0．3 114 ．o．0687

—0．2598 0．1678 2．3975 0．1215 ．0．0954

0．4434 0．2977 2．218l 0．1364 0．0894

-0．3262 0．1 897 2．9566 0．0855 ．0．0899

-0．9 l 68 0．2378 l 4．8662 0．000 l -0．2504

yfyhs 1 -1．2971 0．361 l 12．9056 0．0003 ．0．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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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ds砌tio Estimates

LOGISTIC回归第二步：

采用逐步回归筛选变量，设定SLENTRY=0．2，SLSTOP=0．15。按照

p=0．15的水准，筛选出DISA0105：疾病加重季节性、唧ME：贴敷时
机和时间对哮喘再发有影响。结果见下表：

Analysis of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Standard Wald Standardized

Parameter DF Estimate Pr>ChiSq

Intercept 1 0．5826

DISA0105 1 —0．3384

Error

0．2032

0．2061

Chi-Square

8．2223 0．004 1

Estl‘mate

2．6955 0．1 006 —0．093 1

tf time 1 ．0．7736 0．2354 1 0．7960 0．00 1 0 -0．1 872

Odds Ibtio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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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只入选贴敷时机和疾病加重的季节性，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说

明贴敷时机和疾病加重的季节性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大小，并预测疾病再发

的概率。拟合结果如下：

Odds Ratio Estimates

2．3．2．4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拟合的模型：

logit(p)=0．3410—0．6905*贴敷时机一0．1389"发病季节性

呱敷时机和时间=∥=P舶05=0．25 1

OR疾病发作有无季节性=P罗=P—o-1389=0．75 8

说明贴敷时机三伏和三九，贴敷时间o．5．2小时的发病概率是三伏，

2．4小时的0．251(95％CI：O．174，0．364)倍，即选择三伏三九，贴敷O．5．2

小时的疗效好于三伏贴敷2．4小时；疾病发作或加重无季节性的哮喘再发

概率是发病有季节性的0．758(95％CI：0．528，1．08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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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疾病发作或加重无季节性的患儿，选择三伏三九均贴，贴敷时

间o．5．2小时的哮喘再发概率为0．3803，有季节性的哮喘再发概率为

0．4475；治疗前疾病发作或加重无季节性的患儿，选择三伏贴敷，贴敷时

间2．4小时的哮喘再发概率为0．7094，有季节性的哮喘再发概率为0．7632，

见表2．23。

概率图2．23显示，治疗前疾病发作或加重无季节性，选择三伏三九

均贴，贴敷时间o．5．2小时的患儿哮喘再发概率最低，而有季节性，选择

三伏贴敷，贴敷时间2．4小时的患儿哮喘再发概率最高。

表2．23疾病发作或加重季节性和贴敷时机时间对哮喘再发概率的影响

图2．23多元回归分析的哮喘再发概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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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2．3．3．1随访患儿哮喘再发及病情严重程度

三所医院贴敷后，每三个月随访1次，共计3次。第1次随访到患儿

608例，脱失1例；第2次随访到患儿607例，脱失2例；第3次随访湖

北和成都患儿280例，脱失l例，辽宁数据缺失。统计结果见表2．24。

表2．24三所医院随访患儿哮喘再发及病情严重程度

第1次随访：哮喘未发的辽宁78．66％、湖北62．32％、成都36．62％；

轻度再发辽宁12．80％、湖北13．77％、成都10．56％；中度再发辽宁7．01％、

湖北23．19％、成都43．66％；重度再发辽宁1．52％、湖北0．72％、成都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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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卡方检验，三所医院随访患儿的哮喘再发病情程度，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意义(／=107．6764，P=-O，P<0．01)。

第2次随访：哮喘未发的辽宁63．00％、湖北66．67％、成都54 23％：

轻度再发辽宁18 04％、湖北12．32％、成都11．27％：中度再发辽宁16．82％、

湖北18．84％，成都28 87％；重度再发辽宁2 14％、湖北2 17％、成都5 63％。

经卡方检验，三所医院随访患儿的哮喘未发和再发病一隋严重程度，差异有

非常显著性意义(，=lo．759，P=O．0046，P<0．01)。

第3次随访：哮喘未发的湖北68．84％，成都76．06％；轻度再发湖北

13 04％，成都5．63％；中度再发湖北16．67％，成都16．20％；重度再发湖

北1．45％，成都2 11％。经卡方检验，湖北和成都随访患儿的哮喘未发和

再发病-隋严重程度，没有显著差异(Z=o 4115，P=-O．5212，P>o 05)。

百分堆积图2 24显示，辽宁前2次随访患儿，哮喘未发的百分比高

于再发的百分比；湖北和成都3次随访患儿，哮喘未发的百分比均高于再

发的百分比。

{P“·一一 #j，。_1_： i 3■≯、‘

图2 24三所医院随访患儿哮喘再发百分堆积图

口重
■中

口轻
口束发

随访3次的数据分析总趋势显示，哮喘患儿未发的比例居多，哮喘再

发的严重程度比例由高至低排序为轻中重。三所医院随着随访时间的延

长，患儿哮喘再发概率呈下降趋势，见图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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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随访患儿哮喘再发的概率趋势

+辽宁
+湖北
十成都

2．3．3．2应用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哮喘发作的影响因素

本临床观察中对患儿进行随访调查，即重复性收集患儿初诊后3、6、

9个月的哮喘发作数据，研究对象在各时点的重复测量嵌套于个体中，此

类型数据称为纵向数据，适合应用多层模型分析。与传统模型相比，多层

模型有如下优点：第一，在数据随机缺失的前提下，该模型具有处理非平

衡数据和不完整数据的能力，即可以利用收集到的所有数据进行模型估

计。所以，不必剔除那些带有缺失观察值的研究对象，也不必弥补性填补

缺失观察值。第二，应用此模型可以处理各研究对象重复测量次数不等的

问题。第三，多层模型不要求研究对象内观察值相互独立。所以，应用多

层模型既可以从研究对象个体内变异的角度，也可以从研究对象个体间变

异的角度，或同时从以上两个角度出发来分析纵向数据。

(1)分析因素描述

结局：

D：二分类变量(肛未再发，1=再发)

水平1解释变量：

TIME：时间变量，赋值为0，l，2，3，分别代表初诊，3个月，6

伯

∞

的

的

∞

驰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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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9个月随访点。

水平2解释变量：

DIS001：初诊时疾病急性发作或加重次数，等级变量

1=每月≤1，2=每月2．3次，3=每周1．2次，4-每周>3次

DISA0105：疾病加重季节性，1=无季节性，归有季节性

PF：初诊三次贴敷皮肤反应等级积分和，连续变量

TF—TIME：贴敷时机和时间，1=--伏和三九均贴，o．5．2小时

o=只在三伏贴，2—4小时

ZHIFA：制法，o=姜汁+麝香，1=生姜+蒸馏水，2=生姜+大蒜汁

采用的多层随机模型为：

logit(p)=flo|七pLltime口

屈，=Yoo+Yo．急性发作次数+‰皮肤反应+‰，发病季节性+‰贴敷时间+‰，制法讽i
屈』=rlo+肛．，

(2)结果

拟合结果如下：

-2 Re,Log Pseudo-Likelihood

Generalized Chi-Square

Gener．Chi-Square／DF

975．92

0．67

Covariance Parameter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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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for Fixed Effects

结果显示，按照a=0．1的检验水准，有随访时间和贴敷时间这两个因

素对哮喘的再发有影响。

重新拟合模型，协变量只加入贴敷时间。模型拟合结果如下：

Fit Statistics

-2 Res Log Pseudo-Likelihood 9568．80

Generalized Chi-Square

Gener．Chi-Square／DF

1514．06

O．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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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ariance Parameter Estimates

Solutions for Fixed Efleets

统计结果显示，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患儿的哮喘再发概率下降，每

隔3个月，哮喘再发概率下降1一P_j5眄=o．7431倍；采取三伏三九贴敷、贴

敷时间O．5．2小时的治疗方法也使哮喘再发概率下降，可使哮喘再发概率

下降1-em7269=0．5166倍。

3结论

3．1一般资料基线比较

2008年“三伏天’’观察三所医院1—14岁哮喘缓解期患儿辽宁328例、

湖北139例、成都142例，共计609例。平均年龄辽宁6．89+2．82岁，湖

北6．55士2．77岁，成都6．77士3．23岁；男性多于女性。病程平均2至3年。

经统计学处理，患儿的年龄、性别、病程没有显著差异(P>o．05)，资料

基线均衡，具有可比性。

3．2初诊患儿疾病状况分析

3．2．1临床症状

按症状出现的频次由高至低排序，辽宁哮喘、咳嗽、喘憋、咳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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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湖北和成都均哮喘、咳嗽、咳痰、喘憋、气短。经卡方检验，三所医

院初诊哮喘患儿临床症状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o．01)。数据合并后

排序为哮喘、咳嗽、喘憋、咳痰、气短。

3．2．2疾病急性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性

疾病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性由高至低排序，辽宁无明显季节性最高、依

次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湖北和成都冬季发作率最高，依次为春季、

无季节性、秋季和夏季。经卡方检验，三所医院哮喘患儿急性发作或加重

有无季节性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o．01)。

3．2-3病情分析

三所医院初诊患儿贴敷前疾病急性发作次数，经卡方检验，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P<o．05)。数据合并后显示，患儿哮喘发作或加重次数每月≤1

次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每月2．3次，每周1．2次较少，每周≥3次的极少。

3．2．4患儿自评和医生评价

三所医院贴敷患儿或监护人初诊时叙述病情，依据患者自我感受病情

严重程度1．10分尺度表，经秩和检验，差异没有显著性意义(P>O．05)。

初诊时医生诊断哮喘患儿的病情，以中度病情最多，其次轻度、重度极少。

经CMH卡方检验，三所医院医生诊断哮喘患儿病情的严重程度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P<0．05)。

3．2．5贴敷皮肤反应

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在三伏贴敷后患儿皮肤以无反应或呈痒感

灼热感为主。经CMH卡方检验，三所医院贴敷患儿的皮肤反应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P<0．05)。

3．3随访患儿哮喘再发的各因素分析

三所医院通过随访贴敷患儿分析哮喘再发情况，初步判断患儿年龄、

性别、病程、季节、治疗前病情严重程度、贴敷后皮肤发应、贴敷时机和

时间、中药组方、穴位处方、中药制备方法与哮喘再发的关系结果如下。

3．3．1单因素分析

3．3．1．1患儿年龄、性别、病程对哮喘再发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概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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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图提示随着患儿年龄的增大，哮喘再发概率有下降趋势。

3．3．1．2患儿哮喘发作或加重有无季节性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显

著性意义(P<O．01)，有季节变化的患儿哮喘再发概率高。

3．3．1．3患儿初诊时哮喘急性发作次数不同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非常

显著性意义(P<o．01)，急性发作每月少于1次的患儿哮喘再发概率明显

低于每月超过1次的患儿。病情严重程度不同对哮喘再发的影响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P<O．05)，病情轻的患儿哮喘再发概率低。

3．3．1．4患儿贴敷后皮肤反应的不同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经卡方检验，第1

次贴敷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O．01)，第2次贴敷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o．05)，以皮肤无反应的再发概率低；第3次贴敷无显著性差异

(P>0．05)。

3．3．1．5患儿贴敷时机和时间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经卡方检验，差异有非

常显著性意义(P<o．01)。三伏和三九均贴，贴敷o．5．2小时的患儿哮喘

再发概率低。

3．3．1．6从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中，提取中药组方的不同药物，经卡

方检验，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O．01)。组方中有延胡索的哮喘再发

概率低，有甘遂、皂角和细辛的哮喘再发概率高。

3．3．1．7从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中，提取穴位处方的不同穴位，经卡

方检验，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o．01)。穴方中选用定喘和天突、膻

中的再发哮喘概率低，选取大椎和复合穴位(即指肾俞、脾俞、关元、神

阙、内关)的再发哮喘概率高。

3．3．1．8从三所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中，提取不同的制备药物，经卡方检

验，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o．01)。姜汁加麝香的哮喘再发概率低，

加蒸馏水的次之，加蒜汁的最高。

3．3．2多因素分析

在完成了各单因素分析的前提下，采用Logistic回9j模型分析多因素

对哮喘再发的影响，通过拟合模型，逐步回归筛选出贴敷时机和时间、疾

病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性2个变量，分析结果为三伏三九贴敷、贴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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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2小时的哮喘再发概率是三伏贴敷，贴敷时间2．4小时的0．251倍，提

示三伏三九贴敷o．5．2小时的疗效优于三伏贴敷2．4小时；疾病发作或加

重的无季节性的哮喘再发的概率是有季节性的0．758倍，即贴敷对疾病发

作或加重无季节性的患儿疗效较好。

在随访数据缺失的情况下，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哮喘再

发的影响因素。经两水平分层筛选拟合模型，重复收集3次随访的数据，

分析患儿病情程度、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性、贴敷的皮肤反应、贴

敷的时机和时间、制备方法等因素，数据合并处理结果显示，每隔3个月

随访1次，哮喘再发概率下降0．7431倍；三伏三九贴敷o．5．2小时的哮喘

再发概率下降0．5 1 66倍。提示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三所医院患儿哮喘

再发概率均呈下降趋势。

3．3．3综合判断分析

三所医院2008年“三伏’’期间贴敷观察1．14岁患儿共609例，一般资

料基线均衡，具有可比性。

初诊资料显示，接受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门诊患儿症状多表现为

哮喘、咳嗽，以轻中度病情多见。哮喘患儿的急性发作或病情严重程度均

与气候环境有关，不同的地域有其特殊性。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宁患儿四季

均可发作哮喘，其次是冬季，可能北方气候寒冷，四季温差不分明有关。

而位于华中地区的湖北、西南地区的成都均以冬春季发病率高，可能与冬

夏季温差较大，四季气候分明，冬季非常寒冷有关。三所医院的贴敷时机

均选择夏季“三伏天"，在“头伏"、“中伏"、“末伏”的第l天各贴敷1次，

辽宁同时还在“三九天"贴敷。贴敷时间辽宁O．5．2小时，湖北和成都2．4

小时。患儿贴敷后皮肤均以无反应，或痒感、灼热感居多。

通过贴敷后的3次随访，分析患儿哮喘再发的影响因素，提示年龄、

病情轻重、发作或加重有无季节性、贴敷的皮肤反应均对哮喘再发有影响。

通过对三所医院不同治疗方案中不同药物、穴位、制备方法的对比分析，

提示中药组方的核心药物是白芥子、延胡索；穴位处方的核心腧穴是肺俞、

膏肓、定喘、天突、膻中；药物制备方法选用姜汁加麝香调制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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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三九均贴敷，贴敷时间o．5．2小时的哮喘再发的概率最低。从目前的

数据分析表明，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中药组方、制备方法、穴位处方、

贴敷时机和时间、贴敷皮肤反应均可能影响疗效，临床疗效是这些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五、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时期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以持续咳喘或咳

喘反复发作为特征，属于中医“哮证’’、“喘证"范畴。近年来，全球范围内

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着儿童的生命健康，倍受世界各国的关

注，如何在哮喘缓解期有效地预防哮喘发作是当前医药界研究的重点。中

医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显示了独具特色的“绿色疗法"优势，它以中医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为理论，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从疾病发生、发展与

转归受多因素影响的视角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而中药、经络、腧穴三

者有机结合的治疗方法，成为中医典型的复杂干预措施。中医诊治疾病十

分重视季节、气候、环境等诸因素，以及人体的体质和生活习惯等不同特

点，冬病夏治特色疗法有必要进一步探析适宜的病患体质、经皮给药作用

机制、临床研究方法、疗效评价和中医“治未病"的临床意义。

I中医学对哮喘儿童体质的认识

早在内经时代，中医就认识到个体的体质和体质差异。如《灵枢·寿

夭刚柔》曰：“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强有弱，有长有短，有阴有阳"。

《灵枢·论勇》曰：“有人于此，并行并立，其年长少等也，衣后薄均也，

卒然遇烈风暴雨，或病或不病”。《灵枢·无变》日：“一时遇风，同时得病，

其病各异’’。在中医儿科学发展史上，历代医家非常重视小儿的体质，《素

问·三部九候论》中“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

则补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就是“辨质论治”思想的最早体现。而古代

医家运用阴阳理论形成了((颅囱经》“纯阳”，明代医家万全“五脏有余不

足"，清代医家叶天士“稚阴稚阳"和吴鞠通“稚阳未亢，稚阴未长”等较有

影响的学术观点。现代医家依据人体脏腑经络、气血阴阳津液在非正常状

态下的差异，总结中医的体质大致可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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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9种基本类型。认为体质

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生命现象，是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

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综合的、相

对稳定的特质。这种特质决定着人体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及其病变类

型的倾向性【8】。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体质禀赋于先天，受后天生活环境、衣食、医药等

因素的影响而发展变化，形成不同体质。结合中医学的病因病机理论，体

质因素是哮喘发病的内在因素，不同的体质类型潜在着不同的病理倾向

性。哮喘患儿由于先天禀赋不足，素体肺脾肾气虚，肺气虚通调水道功能

失职，脾气虚不能运化水湿，肾气虚无力蒸腾气化水湿，因而导致水湿停

聚内生痰饮，多表现为痰湿内蕴的体质特点。痰伏日久则酿成“宿根”成为

诱发哮喘的内在隐患。而小儿生机旺盛，脏腑娇嫩，五脏六腑气血未充，

形气不足，各器官功能未臻完善，卫外功能未健，更易感外邪而触发哮喘。

汪受传认为哮喘反复发作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临床病因分析来

看，以寒温失调、感受风邪诱发哮喘者居多[91。体质因素与病邪的“从化”

也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小儿哮喘的证候类型。在内有伏痰外感风寒的情

况下，阳气多虚，感邪后“伏痰"易多从寒化而发为冷哮，故小儿常以肺脾

肾气(阳)虚为主，从寒化的情况为多。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源于《内经》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

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

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lo】”的理论。基于清·张

璐《张氏医通》白芥子外涂法：“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应有不应，

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涂法，往往获效【ll】”。即用白芥子、延胡索、细辛、

甘遂共为末，入麝香，生姜汁调敷肺俞、膏肓、百劳等穴治疗冷哮。法于《灵

枢·邪客》：“人与天地相应也。”人与自然相适应的发展规律，使中医阴阳、

五行、气候、体质等理论运用于临床治疗。中医整体观认为人体的生理、

病理变化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紧密相关，不仅受自然规律的直接影响，而

且随自然界四季阴阳消长而变化。一年之中，自然界有春生、夏长、秋收、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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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藏的节律，故人体的阳气随着自然界阳气盛衰产生相应的节律性变化。

随着二十四节气的交替，阴阳变化循环往复，“冬至"与“夏至"就是其变化

的转折点。哮喘为变态反应性疾病，多为阳气虚弱所致，肺脾肾三脏不足，

痰饮留伏是哮喘发病的内因；气候转变、寒温失调是哮喘发病的诱因。痰

饮、寒邪皆属阴属寒，冬至时患者体内及自然界的阴气均上升到极点，阳

气消退趋于尽头，使哮喘多在冬季发作。因此，哮喘就发病季节而言应属

冬病。夏季三伏是一年中阳光最旺的季节，高温炎热，人体腠理疏松开泄，

荣卫通达，使药物易于渗透吸收，此时三伏贴敷顺时就势摄取阳气，并采

用辛温发散的中药白芥子、延胡索等温阳行气、化痰宽中，辅以麝香辛温

开窍走窜，促进药力由表及里，再用温中姜汁调成药膏，贴敷于阳中之阳、

阳中之首的足太阳膀胱经穴肺俞、膏肓，配以任脉穴膻中、经外奇穴定喘

调肺止咳、理气补虚，促进气血通畅，发挥药物、经络、和腧穴的综合作

用效应，达到振奋激发阳气、疏通全身经络、调整脏腑阴阳、驱除阴翳寒

邪、扶正固本防治“冬病’’的目的。所以，冬季发病的哮喘患／7L体内阳气较

正常人虚弱，夏至用辛温药可以温虚阳、散寒痰，或用壮阳药在阳气渐退

之时随而济之，补充人体阳气，改善阳虚体质，消除病根。

2中医外治法经皮给药的作用机制

中医外治法是祖国医学的特色疗法，古往今来许多医家运用穴位贴敷

疗法治疗咳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尤其是，近年来对穴位贴敷疗法作用机

理的认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经络系统与神经系统有

着密切的联系，针刺、艾灸、药物贴敷脊柱两侧的穴位，能刺激人体位于

胸段的交感神经，使气管粘膜的血管收缩，炎性渗出物减少，解除支气管

痉挛状态，改善通气功能【121。

腧穴、经脉、脏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灵枢·海论篇》曰：“夫十

二经脉者，内属于府藏，外络于肢节”。中医脏腑经络学说认为，人是以

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

等全身组织紧密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

运行全身气血，濡养脏腑组织，感应传导，调节脏腑器官的机能活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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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现代研究以“经穴脏腑相关"命题，也揭示了体表穴位与脏腑之间的特定

联系和联系途径的现代生物学机制【l 31，研究者认为针刺体表特定穴位对内

脏疾病的治疗和调节作用以及针刺对内脏功能活动的影响，大致表明穴位

．内脏联系存在节段性神经联系的关系，而针灸对内脏功能调节的作用机

制，包括相关经络的特异性调节和不同经穴的非特异性调节。腧穴作为脏

腑气血汇聚之处，既是脏腑疾病在体表的反应点，又是针刺时疏通气血、

调整脏腑功能的激发点，其效应发挥包括神经、体液等途径，具有整体性

和双相性特点。从经络学说的角度，探讨经络穴位经皮给药系统机理和治

疗作用研究的大量临床实践证明，经络腧穴对药物具有外敏性、放大性、

储存性和整体调节性【]4-151。中药透皮给药具有独特的经络传导途径，腧穴

不但可以接受针灸的机械性刺激，对药物的理化刺激也相当的敏感，经络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表循行路线，而是体内多种联系系统的综合体系。当

中药贴敷到穴位上时，影响了其它多层次的生理功能，在循经感传过程中，

有可能产生相互激发、相互协同、作用迭加的结果，导致生理上的放大效

应。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治疗咳喘多采用小剂量间歇给药，在“三伏天’’的每

伏贴1次，每次数小时，药量小，时间短，但疗效较好，推测腧穴具有储

存药物的作用，药物的理化作用较长时间停留在腧穴或释放到全身而产生

整体调节作用，使疾病得以治愈【141。由此推论，穴位贴敷疗法一方面是腧

穴通过接受贴敷药物的温度、压力等物理刺激，激发经络之气来实现对人

体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是中药的药理作用通过腧穴、肌肤、孔窍，贯通

经脉而作用于全身，发挥中药的生物活性和经穴效应的整体调节作用。

从药物的角度，中药的药理作用主要通过腧穴和经络起作用。现代药

理研究证明，炒白芥子醇提取物有明显的镇咳作用；白芥子水提取物有良

好的祛痰作用；炒白芥子石油醚提取物可显著对抗4％氯化乙酰胆碱诱导

的豚鼠哮喘1161。白芥子敷贴法主要通过对平滑肌的松弛作用及抗过敏作用

来抑制介质，达到治疗目的【171。细辛主要药用成分为挥发油，北细辛挥发

油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能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对炎症介质的释放，毛

细血管通透性增强，白细胞游走，结缔组织增生等环节增生均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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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廷胡索甲醇提取物(MECT)能抑制由lgE、lgG和效应T细胞等介质

的变态反应，并对肿瘤坏死因子(TNF)．仅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l91。从腧

穴的角度，现代经络腧穴研究证实，电针肺俞穴对小气道阻塞性疾病肺功

能的影响，提示肺俞穴能明显改善小气道功能，推测其机理为解除细支气

管痉挛，减轻水肿，降低外周气道阻力，使通气功能得到改善【20l。观察艾

灸“肺俞’’‘‘膏肓”影响BLMAs诱导肺纤维化大鼠TGF一131表达的实验研究结

果，提示艾灸与泼尼松均可能通过抑铜]TGF．131mRNA的表达而发挥阻抑

肺纤维化的作用，艾灸无毒副作用优于泼尼松【211。通过剖验尸体的“定喘’’

穴，从组织学发现，该穴邻近有多条神经纤维通过，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

均提示止喘作用良好，其作用极有可能是通过发动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

活动增强的结果1221。针刺天突穴对支气管平滑肌、免疫细胞功能的研究，

可以观察到淋巴母细胞转化率明显提高【231。

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穴位贴敷疗法的机理日趋明了，在现代药

剂学中，经皮给药系统避免了口服给药可能发生在肝脏首过效应和胃肠灭

活，提高了有效血药浓度。透皮治疗中药物的有效成分通过经络腧穴被人

体吸收的作用机制，不仅仅是穴位刺激和药物吸收两者功效的简单叠加，

而是两者相互激发、相互协调产生的整体效应。

3现代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在中医临床研究中的运用

近几十年来，在挖掘清代·张璐《张氏医通》冷哮方的基础上，国内

许多中医院逐渐创新发展形成了院内固定的治疗方案，但不同地域的不同

医院在中药组成和配伍比例、药物制备方法、穴位处方、贴敷时机和时间、

贴敷皮肤反应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使如何评价临床治疗效果成为现实问

题。文献研究显示，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临床防治哮喘的整体作用效果

较好，但临床研究报道质量不高，多数还停留在个案经验介绍和临床观察

总结，可重复性差，极少采用RCT的研究设计，缺少大样本、规范、标

准的作用机理研究，缺乏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临床疗效无法得到国内外

医学界的认可。如何采用现代医学临床研究方法，结合中医药固有特点制

定科学、可行、客观的临床观察性研究方案引起了临床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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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流行病学以观察法，实验法和数理法为基本方法，队列研究

(cohort Study)是常见的临床流行病学科研究设计方法之一。本研究主

要采用临床观察性研究中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根据队列研究的基本原

理、特点和应用条件，以国内外公认的患病率较高的儿童支气管哮喘作为

观察病种，以符合中医穴位贴敷内病外治特点的哮喘缓解期患儿作为研究

对象，建立了具有不同地域代表性的辽宁、湖北、成都三所中医院患儿群

体队列。选择夏季“三伏"期间，观察患儿贴敷前后的病情变化，收集临床

诊疗数据，在基线均衡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型筛选各种数

据和拟合变量统计处理，逐步完成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和分层分析，

综合分析三所医院不同治疗方案的临床疗效，筛选中药、穴位、制备方法、

贴敷时机和时间、贴敷皮肤反应等影响因素。为探索治疗措施中复杂干预

(Complex Interventiong)的基本构成和影响作用提供客观依据。

本研究结合横断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tudy)方法(又称“现况研

究’’)，收集2008年三伏期间患儿贴敷治疗前后的描述性资料。首先，确定

明细资料的收集方法和严格的质量控制方法，根据所观察的病种确定诊

断、纳入和排除标准，然后，制定临床病例观察表、贴敷后皮肤反应和病

情记录表、医生随访记录表等，了解初诊哮喘患儿的基本情况，通过随访

观察贴敷后患儿哮喘再发的次数和病情严重程度，判断治疗效果。为了避

免调查可能出现的选择性偏倚(selection bias)、无应答偏倚(non．response

bias)、信息偏倚(information bias)等，调查表中尽可能设置高应答的信

息反馈内容。

在临床观察实施过程中，组织所有参与临床观察的研究人员统一培

训，要求研究者按照2008年7月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针灸

技术操作规范第9部分：穴位贴敷》(GB／T 21709．9_-2008)进行规范的

穴位贴敷技术操作【51。作为国家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冬病夏

治穴位敷贴技术操作规范研究"课题的研究内容之一，设计方案采用专家

共识的方法，多次组织中医针灸临床医学、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卫

生统计学和信息工程学等多学科专家咨询论证，方案经过了3次优化，并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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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通过文献研究和临床观察性研究结果显示，中药组方的核心药物是白

芥子、延胡索，麝香与姜汁制备方法较优，穴位处方的核心腧穴是肺俞、

膏肓、定喘、天突、膻中。结合房繁恭等报道的运用综合数据挖掘分析法

的结果，即现代药物组成仍以白芥子、延胡索、细辛、甘遂为主，核心药

物组成配伍权重最大的是白芥子和姜汁；穴位处方以肺俞、定喘、膏肓、

膻中、大椎、天突、脾俞、肾俞、心俞为主，核心穴位及其加减配伍提示

肺俞处于网络结构的中心，配膻中和定喘权重最大1241，两者分析结果基本

一致。根据统计学分析处理，提示哮喘发病有无季节性、中药组方、穴位

处方、制备方法、贴敷时机和时间、贴敷后皮肤反应均与哮喘再发相关。

4遵循中医自身规律探析疗效评价和复杂干预

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具有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反复循环

的自身发展规律，所以，中医临床评价研究应该符合中医自身发展特点和

现代方法学的逻辑思维。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的精髓，是中医学对疾病一

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既辨病又辨证，无

论何种疗法都要研究中医固有辨证论治体系中病、证、方、药的关系，以

及中医辨证论治在临床运用中的疗效问题。疗效是中医临床学科生命力的

体现，疗效评价体系是一系列保证客观、真实地对治疗效果和效力进行评

价的原则、方法、技术和规范。

临床流行病学是现代医学评价体系的核心，它从疾病出发，根据西医

学把握群体规律的学科特点，分析PICOST六要素，即人群(Population)、

干预(Intervention)、对照(Contr01)、结局(Outcome)、场所(Setting)

和时间(Time)。依据概率论的原理，建立在同质人群中抽样开展临床评

价的方法学，已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可。目前，对以辨证论治个体

诊疗以及综合调节为特征的中医药学来说，建立和完善现代评价体系已经

成为关乎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25】。本研究运用了临床流行病学的

理论知识，借鉴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理念，立足于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不

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比较，分析哮喘患儿的性别、年龄、病程、病情、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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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环境习惯等临床调查资料，初步提取治疗方案中的药物、穴位、贴

敷时机和时间、贴敷皮肤反应等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基于保持中医个体

诊疗和复杂干预的特点，揭示临床征候找出防治儿童哮喘治疗措施的内在

规律，为形成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哮喘的临床疗效评价中干预

措施构成提供有用证据，为治疗方案的核心中药、穴位、制备方法、贴敷

时机和时间等提供可靠依据。为中医外治法进一步在临床安全有效地推广

应用，建立体现中医特色优势，同时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和公认的临床客观

评价指标奠定基础。

中医临床疗效亟待从临床观察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医复杂

干预和综合治疗评价关系。复杂干预是贯穿于整个中医临床医疗活动，并

且在疾病的治疗、预防、康复、护理中出现的一种客观情况【261。“干预”

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是指一切可以人为施加的用来改善人民健康的

措施，狭义的医学干预则是指临床上的治疗措施，包括药物和非药物，冬

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属于非药物疗法。迄今为止，复杂干预还没有成熟的

定义。目前，一直得到认同的是2000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工作组提出的复杂干预定义：在健康保障中，

无论是治疗性还是预防性的，复杂干预包含多种对干预功能关键的独立因

素，即使很难具体确定这些起作用的“干预因素”。这些干预因素彼此独立

或相互影响。这些因素通常包括行为，行为参数(例如时间和频率)，以

及组织和实施的方法。每一要素对干预的功能似乎很重要，尽管很难指出

干预有效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药物与安慰剂比较的随机对

照试验"看成最简单的研究谱，那我们可以把“卒中单元与传统治疗(指西

医的传统治疗)的比较"看作是最复杂的研究谱，越难精确描述一个干预

确切的活性成分是什么，以及彼此之间怎样联系的，你研究的越可能是复

杂干预【271。所以，复杂干预关键不仅在于干预的构成，而在于干预的过程

是否复杂。中医临床研究中涉及辨证论治、中药、针灸、推拿等综合方案，

针灸又涉及到辨证归经、穴位和针刺手法等复杂过程。所以，冬病夏治穴

位贴敷疗法是典型的中医复杂干预，由于这种外治方法的干预措施多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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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明确复杂干预措施中有效的“活性成分”已成为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

法干预措施形成和评价极为重要的前期基础工作。本临床研究过程的本身

具有探索性的现实意义。

5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体现中医治未病的预防思想

儿童支气管哮喘因反复发作、难以根治，严重影响患儿的身心健康。

哮喘缓解期如何预防发作是极为关键的治疗环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

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唐代医家

孙思邈把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并指出要“消未起之患，治

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这种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的预防思想对后

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医学重要的理论基础。故中医所谓“治未病”就是

治在疾病未发生之时、未加重之时、未演变之时、未复发之时、未后遗之

时，预先采取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复发、后遗【281。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是将冬天高发的呼吸系统疾病在夏季阻断，干

预其未来发病的可能，其优势体现了“治未病’’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包

括四层含义：“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变’’‘‘瘥后防复’’。“未病先防”

指在人体未发生疾病之前，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体质，颐养正气，

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主动地适应客观环境，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做好预防

工作，避免致病因素的侵害，防止疾病的发生。贴敷疗法适宜于体质虚弱、

呼吸系统亚健康状态的小儿，可以通过中药贴敷于人体穴位提高机体的免

疫功能，在病理体质未形成或既要形成之时，及时调理纠正病理体质，通

过改善体质，扶助正气，提高抗邪能力，遏制进入疾病状态，预防疾病的

发生。“已病早治、既病防变”指患病之后防其传变，提早干预，把疾病扼

杀在萌芽状态，强调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及时控制疾病的发展演变。儿

童支气管哮喘等慢性反复发作性呼吸系统疾病，可通过穴位贴敷及时阻断

病情进一步发展。哮喘缓解期和稳定期的小儿，可以通过穴位贴敷增强对

疾病的抵抗力，降低气道高反应性，防止病情反复或加重。“瘥后防复’’

是防止疾病的复发及遗留后遗症。呼吸系统疾病的发展过程中，体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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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充盛的小儿恢复较快，并发症较少；平素体质弱、正气不足的小儿则

预后较差，或反复发作而遗留后遗症。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就是在哮喘

缓解期抓住时机治疗，预防哮喘再发，防止病情传变加重，扭转截断病情

的发展。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具有顺应天地、择时用药、调节生命节律的因

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治疗特点，它尊重机体it身内在规律的机能调节，

以及机体与it然界适应能力的规律调节，又是中医时间医学的具体运用。

it然界有春、夏、秋、冬气候变化，演变到人类与生物界就有了生、长、

化、收、藏的规律，三伏贴敷的“伏"是我国传统历法中24节气之外的杂

节气，“三伏”从夏至日开始计算，按照干支纪日来排列，第三个庚日为初

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三I!I均为庚Et，在五

行中与肺同属金，则肺系疾病在庚日治疗效果最佳【291。说明夏天乃一年中

阳气最旺之季，“三伏”为全年中气候最炎热，外界阳气最盛隆的时期，此

时是利用药物对穴位刺激，通过循经传导作用，调整人体经气和驱散内伏

寒邪的最佳时机。如果运用补虚助阳或温里散寒药穴位贴敷，同时借助it

然界夏季阳气旺盛、人体阳气升发之势，通过药物渗透对穴位刺激最大限

度地发挥以阳克寒，驱散患者体内阴寒之气，将冬病之邪消灭在蛰伏状态，

达到“春夏养阳”、“冬病夏治”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这种治疗方法不仅

具有时间养生原则的普适性，而且是一种顺应自然阴阳变化的思维观点，

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医学特征，尤其是天人合一的生态医学观

和上工治未病的预防观。

当然，在中医整体观原则的指导下，如何综合考虑具有不同地域、气

候、环境、>----7·II-特点患儿的防治方法，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研究结

果提示，哮喘患儿发病有无季节性与地域气候南北差异密切相关，三所医

院的不同治疗方案在治疗时机、贴敷时间和皮肤反应上均存在着不同，结

合小儿脏腑娇嫩、气血未充、病情变化较快的生理病理特点，在预防和治

疗小儿疾病的同时，应结合患儿体质、地域、气候变化的客观现象，谨慎

取法，合理用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生物学研究所取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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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进行合理的研究和扬弃，将为“治未病"的理

念注入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客观理论依据。

6展望

以中医学“未病先防’’、“天人相应"、“内病外治”等理论为基础的冬病

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是中医典型的多因素复杂干预措施，具有调节人体顺

应自然界阴阳平衡的特色和预防哮喘再发的潜在优势，对防治哮喘缓解期

的患儿疗效好、安全、简便、经济。如何借鉴现代医学流行病学的研究方

法揭示疾病现象、找出发病原因和提供规范的冬病夏治措施，凝炼临床观

察中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这对中医复杂干预和验证研究充满着挑战。

20世纪末，医学模式从“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向“以患者为

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中医临床疗效评价应在辨证论治

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的患者自我感受，结合医患评价，以外测内，

追求人体内在的根本和谐，从而解决疾病的本质问题。抓住临床个体诊疗、

复杂干预的自身特点，运用现代医学研究设计思路，结合计算机技术和数

学模型的统计方法，分析明确与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相关的干预人群、干预

措施以及结局指标等关键要素，为开展大规模临床疗效评价研究提供证

据，为进一步制定中医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慢性咳喘临床实践指南

研究提供初步设想。为创新中医针灸治未病的思想，预防慢性反复发作性

肺系疾病探索新思路。

六、结语

本研究在2008年“三伏”期间，观察了三所医院1．14岁的患儿共计609

例。其中，辽宁328例、湖北139例、成都142例，经基线比较，纳入观

察的患儿一般资料均衡，具有可比性。

初诊资料显示，接受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门诊患儿症状多表现为

哮喘、咳嗽，以轻中度病情多见。患儿哮喘发作或病情与环境气候有关，

不同的地域有其特殊性。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患儿哮喘发作季节性

不明显，可能与北方虽然气候寒冷，但室内供暖有关；而位于华中地区的

湖北、西南地区的成都患儿哮喘发作有季节性，以冬季发病多见，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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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四季温差较大有关。三所医院的贴敷时机均选择夏

季“三伏"，在“头伏"、“中伏"、“末伏”的第1天各贴敷1次，辽宁同时还

在“三九”贴敷。贴敷时间辽宁O．5—2小时，湖北和成都2—4小时。患儿贴

敷后皮肤均以无反应，或痒感、灼热感居多。

三所医院患儿的年龄、性别、病程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经统计学处理

没有显著差异。但概率图提示随着患儿年龄的增大，哮喘再发概率呈下降

趋势。可能与小儿成长过程中脏腑机能渐趋成熟，卫J't-功能日臻完善有关。

通过观察患儿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有无季节性、急性发作次数、病情

严重程度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经统计学处理，提示患儿哮喘发作或加重有

季节性的哮喘再发概率高；急性发作每月少于1次的患儿哮喘再发概率明

显低于每月超过1次的患JL；患儿轻度病情的哮喘再发概率低。

通过观察患儿贴敷后皮肤反应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经统计学处理，第

l、2次贴敷的结果提示皮肤无反应的患儿哮喘再发概率低。数据合并后

显示，患儿贴敷后以皮肤无反应、痒感或灼热感为多。患儿贴敷后皮肤无

反应的哮喘再发概率最低，皮肤痒感和灼热感的次之，皮肤刺痛感和出现

小水泡的哮喘再发概率相对较高。提示贴敷皮肤反应情况可能是影响临床

疗效的因素之一。

三所医院治疗方案中的药物组成不同，提取中药组方中的不同药物，

分析比较中药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经统计学处理，提示白芥子、延胡索是

核心药物，细辛、甘遂、皂角尚需进一步研究。说明中药组方是影响临床

疗效的因素之一。

三所医院治疗方案中的穴位配伍不同，提取穴位处方中的不同腧穴，

分析比较穴位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经统计学处理，提示肺俞、膏肓、定喘、

天突、膻中是核心穴位，由于定喘和天突“打包”比较分析，两穴之间的差

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筛选，大椎、肾俞、脾俞、关元、神阙、内关等尚需

进一步研究。说明穴位处方是影响临床疗效的因素之一。

三所医院治疗方案中的制备方法不同。提取调制药膏时的不同方法，

分析比较制备方法对哮喘再发的影响。经统计学处理，提示生姜汁加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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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适量调和的方法哮喘再发概率最低，姜汁加蒸馏水的次之，加用蒜汁

的最高。说明中药的制备方法是影响临床疗效的因素之一。

三所医院治疗方案中的贴敷时机和时间不同。分析贴敷时机和时间对

哮喘再发的影响。经统计学处理，提示辽宁在三伏、三九均贴，每次贴

o．5—2小时的患儿哮喘再发概率低于湖北和成都仅在三伏贴、每次贴2．4

小时的患儿。说明贴敷时机和时间是影响临床疗效的因素之一。

在完成各单因素分析后，采用多元和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

对患儿哮喘再发进行多因素分析，经过二分类多分层筛选拟合模型后，把

哮喘发作次数、贴敷时机和时间、贴敷后的皮肤反应、发病季节、制备方

法这些影响因素作为变量综合分析。经统计学处理，提示随着随访时间的

延长，三所医院患儿的哮喘再发概率均呈下降趋势。

从目前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初步表明辽宁的治疗方案较优。治疗方

案中药物组成以中药白芥子、延胡索为主；穴位处方以足太阳膀胱经的背

俞穴肺俞、膏肓为主，配以任脉的天突和膻中、以及经外奇穴的定喘；药

物制备方法采用姜汁加麝香。基于辽宁患儿哮喘发作无明显季节性的特

点，临床实际操作中选择三伏贴敷和三九贴敷加强，所以较好的临床疗效

可能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关。但是，由于未采取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

可能存在一些混杂因素(confounder factor)，确切的研究结论还有待进一

步的研究证实。

本研究通过分析儿童支气管哮喘在我国北部、中部、西南部的发病特

点，进一步为儿童哮喘的防治提供了依据，为评价防治措施及其效果提供

了有价值的信息，为疾病监测或其他疾病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

本研究的先进性在于采用了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系统观察了大样本

的数据，揭示了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是综合的复杂干预措施，其治疗作

用是通过激发人体阳气，提高机体抵抗力，达到控制疾病发作的目的，体

现了抓住哮喘缓解期治疗时机“已病早治”的预防思想，为中医治未病的

典型案例。其结论今后将在随机对照试验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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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l—l—I—l—l—I一

附 录

临床调查问卷

医院：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临床病例观察表
尊敬的患者：

您好!我们是“冬瘸夏治”穴位贴敷疗效研究的医务人员。为了仔细观察您的病情，提高治疗效果，

请在您选扦的答案后面口上打“×”．您的资料很重要并是保密的，不会出现在任何研究报告和公开出

版物中，感谢您的配合!

患者签字：

姓名： 出生同期：——年一月 性别： 男口 女口

常住地址：

您的联系方式：手机： 住宅电话： 家人联系电话：

1、您来贴敷主要治疗(可多选)： 咳嗽口 哮喘口 咯痰口 喘憋口 气短口

2、您的主要症状——年了。
3、您的病情诊断明确吗?是口 否口 为您明确诊断疾病的医院是： 医院

4、您的疾病发作或加重的季节是(可多选)：春天口 夏天口秋天口冬天口无明显季节性口

5、您的病变急懦发作次数：每月≤1次口 每月2-3次口 每周I-2次口 每周>／3次口

6、下面标尺上的数字从0到lO代表病情程度逐渐加重，请根据自己的感受选择一个数字代表您的疾

病严重程度，在这个数字上划“O”

非常 I l I l 非常

轻微0 l 2 3 4 5 6 7 8 9 10严重

7、这是您贴敷治疗的第——年(贴敷1年以上的患者请回答以下三题)
7．1、疾病的发作次数： 明显减少口 有所减少口 变化不明显口 有所增加口 明显增加口

7．2、疾病的发作程度： 明显减少口 有所减少口 变化不明显口 有所增加口 明显增加口

7．3、治疗疾病的药物变化：明显减少口 有所减少口 交化不明显口 有所增加口 明显增加口

医生诊断 医师签字：

疾病诊断：支气管哮喘口

病情程度：轻j 中口 重口

发作次数：——次／年或者——次／月

诊断依据：本院a 其它(省／市级医院口 区县级医院口 社区或乡镇医院口)

是食入组：是口否口

贴敷时间：第1次一月一日，第2次一月～日，第3次一月一日

贴敷后皮肤反应记录：第一次～月一日。第一次一月一日，第一次一月一日
第1次： 无反应口 皮肽痒感灼热口 皮肤刺痛口 小水泡口 大水泡口 皮肤感染口

第2次： 无反应口 皮肤痒感灼热口 皮肽刺痛口 小水泡口 大水泡口 皮肤感染口

第3次： 无反应口 皮获痒感灼热口 皮肤剌痛口 小水泡3 大水泡口 皮肤感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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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一中西医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儿童；支气管哮喘；中西医；研究进展；综述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是儿童期常

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l】。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如嗜酸性粒细胞、肥大

细胞、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及气道上皮细胞等)和细胞组分共同参与

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患。这种慢性炎症导致气道高反应性，当接触多种刺

激因素时，气道发生阻塞和气流受限，出现反复发作的喘息、气促、胸闷、

咳嗽等症状，常在夜间和清晨发作或加剧，多数患儿可经治疗缓解或自行缓

解【21。约1／3．1／2的中、重症儿童哮喘可迁延至成人。近年来，哮喘已成

为引人关注的全球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哮喘患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

趋势，严重影响着患儿的身心健康，因此，支气管哮喘的病因探索及规范

化治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流行病学情况

综合世界各地的哮喘患病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儿童哮喘患病率

在3．3％．29．O％，成人哮喘患病率在1．2％．25．5％[31。由于缺少精确和可被

广为接受的定义，使世界各地不同群体报道的哮喘流行病学的可信度存有

疑义，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哮喘患病率差异极大。但多数资料显示许多

地区在10．20年哮喘患病率增加了1倍，全球哮喘的患病率为1％．1 8％，

估计全世界有3亿哮喘病患者【41。据WTO统计，2005年全球约有25．5

万人死于哮喘【51。欧共体呼吸健康调查(European Community Respiratory

Health Survey,ECRHS)和国际儿童哮喘和变态反应研究(the International

Study ofAsthma and Allergies in Childhood，ISAAC)是国际上两项关于哮

喘患病率的重要研究。ECRHS研究包括22个国家48个中心的140，000

名20．44岁成人哮喘和过敏性鼻炎患者，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爱尔

兰和英国的患病率达7％以上，而西班牙、德国、意大利、阿尔及利亚和

印度低于4％【61。ISAAC研究包括56个国家155个中心的13．14岁463，801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L-D治,PL,童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名儿童和38个国家91个中心的6—7岁257，800名儿童，调查显示各国儿

童哮喘患病率在1．6％．38％不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哮喘患病率

最高，位居前3位，均在lO％t；t上；其次为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

些国家；东欧国家、印度尼西亚、希腊、中国、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较低【7一l。

据统计，美国哮喘患病率近年来上升较快，超过9百多万的儿童患有哮喘，

50％的小儿有1次以上的哮喘发作，并且60％发生在1岁以内【州01。每10

年儿童哮喘患病率上升50％，但各地区相差较大，以移民区和穷人区较高
【10】

o

1990年，我国儿科哮喘协作组对27个省市0—14岁儿童进行调查，显示

我国儿童哮喘的患病率拉萨最低0．09％，重庆最高2．60％，平均0．91％。2000

年再次对全国31个省43个城市约43万名儿童哮喘患病率、相关危险因素、

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进行调查，累计患病率青海最低0．12％，重庆和

上海最高，分别为4．63％和4．52％，现患率重庆和上海仍最高，均为3．34％。

结果表明哮喘患病率为1．97％，2年现患率为1．54％，较10年前明显增加。

不同地区比较，北方地区患病率0．99％，明显低于南方地区患病率1．54％，

以华东地区患病率2．37％最高，70．oo％患儿首次喘息出现在3岁前【11。121。

上海医学会儿科呼吸组2000年调查资料显示，上海市0—14岁儿童哮喘患病

率为4．52％，调查结果与lo年前比较哮喘患病率上升了152．51％，黄浦区

长征流调点患病率高达6．70％，首次发病年龄在3岁以内的占65．60％。说

明上海市儿童哮喘患病率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m1。儿童期是哮

喘发作的敏感阶段，哮喘导致的患儿缺课率升高、活动度受限等，严重影

响了儿童发育、学习和成长，给患儿、患儿家庭和社会经济都将造成更为

深远的影响。

2疾病的认识

2．1西医学认识

现代医学认为哮喘多为基因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疾病。病

因极其复杂，虽然已有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许多因素都与哮喘发生有关，

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和假设都未能完全解释当地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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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率迅速上升的原因。因此，识别高危人群及认识危险因素是哮喘病最

有效的预防策略，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lobal Initiative forAsthma，GINA)

概括了诱发哮喘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遗传因素、性别、肥胖、环境因素，

变应原、感染、烟草烟雾、空气污染、饮食、运动、过度通气、气候变化

等，社会经济地位、药物、情绪波动等也可以影响哮喘。

2．1．1发病原因

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主要诱因是呼吸道感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分为

早发性的持续喘息和迟发性喘息或哮喘：早期一过性喘息只发生在3岁以

前，且无家族哮喘病史，与过敏原致敏无关，但与早产、父母吸烟、母亲

早孕有关。早发性持续喘息患儿有典型的与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有关的反

复喘息，与家族哮喘史、过敏原的致敏无关，多为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所

致，部分与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的感染有关。下呼吸道感染呼吸道合胞病

毒患者在6岁时哮喘的发生率高达3—5倍【141。我国儿童哮喘患者以呼吸道

感染为发病诱因的占94．62％，其中部分可能有过敏性鼻炎症状。依次为

天气变化如感寒受凉59．19％、运动29．32％、劳累14．87％、在食物诱因

中鱼虾9．37％、鸡蛋1．63％、牛奶1．06％，其他6．71％【ll】。此外，孕妇

的情绪也与儿童哮喘发病存在一定的联系。研究表明，在胎儿期，如果母

亲有焦虑症，其在儿童期发生哮喘的概率较高【l 51。

2．1．2病理特点

采用过纤维支气管镜以及对支气管黏膜活检的病理研究、支气管肺泡

灌洗液细胞及生化免疫学研究，表明儿童哮喘具有呼吸道慢性炎性疾病特

征[16-201：(1)呼吸道黏膜中可见大量炎性细胞浸润，以中性粒细胞为呼吸

道的主要炎性细胞，存在肥大细胞和嗜酸粒细胞参与的呼吸道慢性过敏性

炎症；(2)呼吸道上皮损伤、脱落，纤毛细胞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甚至坏

死；(3)呼吸道壁增厚，黏膜水肿，胶原蛋白沉着；(4)呼吸道黏液栓形成；

(5)哮喘患者的呼吸道平滑肌存在功能性改变及缺陷，亦是呼吸道高反应

性的一个原因。

2．1．3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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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期哮喘临床表现和疾病进程差异较大。可以把哮喘看作是一种有

相似的喘息、咳嗽、气急和胸闷表现，而临床表型不同的临床综合症【211。

年长儿童哮喘临床表征明显，肺功能检测是经典的诊断方法。而年幼儿童

哮喘临床表现多样，缺乏客观诊断指标，给临床诊断带来困难。

儿童哮喘长期随访结果表明，5岁以下儿童喘息中3／4者为一过性喘

息【221。因此，GINA与我国均根据年龄，将儿童哮喘患者分为5岁以上和

5岁以下两组。

近来，有人提出采用呼气中一氧化氮(NO)检测，是儿童哮喘的早

期诊断的新方法【231。哮喘儿童呼气中一氧化氮水平与气道嗜酸性粒细胞含

量相关，因而该指标可作为一种显示气道炎症程度的标记物。因此，NO

可能是一种判断气道炎症的有效、无创性标记物。

2．2中医学认识

支气管哮喘属中医哮病范畴，是历代医家较为重视研究的疾病之一。

临床常以发作时喉中哮鸣有声，呼吸急促困难，甚则喘息不能平卧为其特

征，是一种发作性的痰鸣气喘疾患，既是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是一

种较难治愈的疾病。

2．2．1历史沿革

中医对哮喘的研究，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虽

无哮证的病名，但已有类似哮喘特征的散在记载。如《素问·阴阳别论》

曰：“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

《素问·水热穴论》“水病下为月附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

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喘鸣”、“喘呼’’均指呼吸

急促而有痰鸣呼叫声，虽泛指由多种疾病所引起的症状，但亦当包括哮证

在内。并且指出病变部位主要在肺。在病因方面，已认识到与外邪有关。

《素问·太阴阳明论》“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府，入六府

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 《黄帝内经》中还提到多种治疗方法，除急

性发作期的治疗方法外，也非常重视哮喘缓解期的治疗，重在“扶正固本”

增强患者的抗病能力，这对后世医家预防哮喘复发提供了理论依据。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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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中，明确指出哮证发作

时的特征和治疗方药，“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并从

病理上将其归属于痰饮病中的“伏饮’’，在《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中有“膈

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目闰剧，

必有伏饮’’的论述，具体描述了哮证发作时的典型症状。隋·巢元方在《诸

病源候论·上气喉中如水鸡鸣候》中也提到“肺病令人上气，兼胸膈痰满，

气行壅滞，喘息不调，致咽喉有声如水鸡之鸣也。⋯⋯其胸膈痰饮多者，

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咽喉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明确

论述本病发生与痰有直接关系。宋·严用和在《济生方·总论》中也论述了

哮证的病机，“亦有痰停胃脘，痰与气搏，肺道壅塞，亦令人上气，此又

不可不知”。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认为本病有家族遗传性，“此病有

苦至终身者，亦有母子相传者。”元·朱丹溪首创哮喘病名，并阐明其病机

“专主于痰"，提出“未发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急”的治疗原则，

把本病从笼统的“上气’’、“喘鸣’’、“喘促"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病

名。明·虞搏《医学正传》进一步对哮与喘作了明确的区别，指出“哮以声

响言，喘以气息言’’。后世医家鉴于“哮必兼喘"，故一般统称哮喘，简名

哮证。明·孙一奎《赤水玄珠》一书中阐述了本病的原因起自童幼年食味

酸成太过，伤脾呛肺所致。同时代的张景岳认为该病有“夙根"。清·吴谦

《医宗金鉴·喘吼总括》按照病机和病理性质进一步把哮喘命名为实哮、

虚哮、寒哮、冷哮、热哮等，即“呼吸出急气促者，谓之喘急，若更喉中

有声响者，谓之哮吼。气粗胸满不能布息而哮者，实邪也，而更痰稠便硬

者，热邪也，气乏息微不能续息而喘者，虚邪也，若更痰饮冷清者，寒邪

也”。清·叶桂根据哮证发病因素不同，将其分为“痰哮，成哮，醋哮，过

食生冷及幼稚天哮"等类别。近代研究认为本病发生还与瘀血有关，是由

痰、瘀等多因素联合致病[24-25】。以上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哮喘辨证论治的

内容。

2．2．2病因病机

祖国医学认为，哮喘病是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或虚弱，复因外邪、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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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血触发内伏之宿痰，导致痰气相搏，气道痉挛引起的发作性痰鸣气喘疾

患1261。哮喘的发生，宿痰内伏于肺为其内因，外感、饮食、体虚、病后等

为诱发因素，如《症因脉治·哮病》日：“哮病之因，痰饮留伏，结成窠臼，

潜伏于内，偶有七情之犯，饮食之伤，或外有时令之风寒束其肌表，则哮

喘之症作矣。”人体的水液正常代谢为肺脾肾三脏所司，肺为水之上源，

脾胃为水谷之海而主运化水谷精微，肾主水，若三脏功能失调，则水液代

谢失调，痰浊内生，成为哮喘的“夙根”，若遇气候突变、饮食不当、情志

失调、劳累等引触即发。近年来，许多学者认识到风、痰、瘀等为哮喘的

重要病理因素，同时，某些脏腑功能失调与哮喘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关系。

发作期的基本病理特点是“伏痰"遇感引触、痰随气升、气因痰阻、相互搏

结、壅塞气道、肺管狭窄、通畅不利，肺气宣降失常，引动停积之痰，而

致痰鸣如吼、气息喘促。临床分为寒哮、热哮两大类。哮喘缓解期以正虚

为主，小儿肺脏娇嫩，脾常不足，肾常虚，病位主要涉及肺脾肾三脏，表

现为肺虚、脾虚、肾虚，甚则病及于心等。汪受传1271认为儿童哮喘的发作

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临床病因分析来看，以寒温失调、感受风邪

诱发哮喘者居多。小儿“肺常不足”，易感触风邪，反复发生呼吸道感染，

风邪引动伏痰，致哮喘反复发作。所以，哮喘缓解期的治疗多从肺脾肾着

手，以扶正为主。此外，许多医家认为三脏同虚的同时，有所偏重，应当

针对治疗。卢宏昌等【281认为小儿肺气怯弱，卫外功能不固，易感受外邪，

风寒、风热之邪侵入人体，首先犯肺，而肺的功能失调极易导致哮喘发作。

许建华等129】认为哮喘缓解期以肾虚为本，主张“发时治肺，平时治肾”。袁斌

1301认为小儿哮喘虽系肺部疾患，却与脾胃密切相关。复杂的诱发因素，顽

固的伏痰夙根，导致哮喘反复发作和根除困难。

2．2．3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小儿支气管哮喘临床有八纲、病因病机、

脏腑、分期等不同的辨证分型，同样需要遵循辨证施治的治疗原则。2002

年《中药新药治疗哮病的临床指导原则》1311将发作期分为冷哮、热哮、风

哮、虚哮；而缓解期分为肺气亏虚、脾气亏虚和肾气亏虚3型。李智[321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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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分为早期、中期、后期3个时期，同时以病位诊断、脏腑辨证为纲，归

纳为鼻哮、肺哮、肝哮、脾哮、肾哮等5个证型，称之为“三期五证"辨证。

刘小凡等【33l认为哮喘发作期与缓解期之间存在着一个逐渐变化的阶段，应

在传统意义上两期之外划出新的时期一间歇期。此期病机特点为虚实错

杂，治当扶正祛邪，重点应调理肺、脾、肾三脏功能，在益肺实卫、健脾

益气、固肾纳气的基础上，佐以涤痰消滞、祛风散邪，并根据临床肺、脾、

肾三脏证候偏重而有所偏重。

对于支气管哮喘，大多数医家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

原则，即在急性发作时以祛邪为主，在缓解期以扶正为主，或标本同治。

常见的脏腑辨证分型有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1)肺气虚症状：喘促

短气，语言无力，咳声低弱，咳痰清稀色白，自汗畏风，或常易外感，或

喉中常有轻度哮鸣音，舌质淡红，苔少，脉细弱无力。此型为哮证缓解期

肺气不足之证候，肺主气，肺虚气少，则气失所主，故喘促短气，语言无

力，咳声低微，咳痰清稀色白；肺合皮毛，肺虚气少，则卫外不固，故自

汗畏风，招致外感；素有伏痰，故或喉中可有哮鸣音，值此缓解期，其声

可轻微；脉细弱无力，舌质淡红少苔均为肺之气阴两虚之象。治法宜益气

固表。(2)脾气虚症状：咳喘痰多，面色萎黄，或苍白，或虚浮，困倦乏

力，气短懒言，四末欠温，纳食减少，胃脘痞满，大便不实，舌质淡，苔

白腻，脉细软。此型为哮证缓解期脾气亏虚之证候，中气不足，健运失职，

饮食不化，痰浊内生，上积于肺，致咳喘痰多，胃脘痞满；脾虚失运，不

能上荣于面，故面色萎黄或苍白；脾阳不振，水湿内泛，可见浮肿，便溏；

中阳不足，阳气不达四肢，故困倦乏力，四末不温，舌质淡，苔白，脉细

软皆为脾气虚弱之征。治法宜健脾益气。(3)肾气虚症状：面青肢冷，四

末不温，呼长吸短，动则气逆喘促，心悸汗出，咳声低，咯痰清稀，夜尿

频多，或兼大便不实，五更泄泻，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此型为

哮喘经久不愈脏气耗伤，肾气衰微之证候。肾气不足，不能蒸化水液，寒

水上犯心肺，故心悸，汗出，痰液清稀；下元虚损，固摄不能，故呼长吸

短，动则气逆喘促；阳气衰于下，不能温养血脉，故面青肢冷；肾阳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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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摄无权，故夜尿频多，或兼大便不实，五更泄泻；舌质淡，苔薄自，脉

沉细无力，均系肾阳虚衰之候。治法宜补肾固本。

3机理研究

虽然，近年关于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广泛认

识到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多细胞参与的炎症性疾病，以气道高反应性、气道

重建、气道阻塞为特征，参与的细胞包括肥大细胞、嗜碱粒细胞、嗜酸粒

细胞和T淋巴细胞等，但其机制尚未完全阐明【341。免疫因素、内分泌因

素、遗传背景均与其密切相关。其中，免疫因素是主要因素。Thl／Th2功

能失衡，使哮喘患者Thl细胞功能降低，Th2细胞功能异常增强，引起细

胞因子分泌紊乱，近而生成大量IgE，促进肥大细胞、嗜酸性细胞生长和

分化，形成IgE依赖的速发变态反应。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哮喘儿童并

不出现Thl细胞功能降低，Th2细胞功能异常增强。因此，除Thl／Th2

功能失衡外，还有其它机制参与【351。此外，调节性T细胞功能缺乏，引

起免疫耐受的破坏，也是哮喘发病的机制之一【36】。

传统观点认为慢性气道炎症、可逆性气流阻塞和气道高反应性是支气

管哮喘的三大特征。但近年来大量研究逐渐证实，多数支气管哮喘患者经

常出现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气流阻塞及持续的气道高反应性，并且均有不

同程度的气道壁结构改变，气道平滑肌增生、肥厚、基底膜增厚、玻璃样

变、气道壁增厚是其主要特征，此种改变的主要成因在于气道的持续性损

伤和结构异常，即气道重建‘3刀。

4治疗方法

哮喘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健康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

1993年美国国立卫生院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联合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成立了“全球哮喘防治创议”专家组，制

订了关于哮喘管理和预防的全球策略—全球哮喘防治创议，并不断修定方

案，其目的是提供科学的管理措施和最佳的哮喘防治方案，以帮助医生减

少哮喘病的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为哮喘的管理和预防提供全面和系

统的方案，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生命和生活质量。2006版GINA强调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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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控制这一概念，从开始对患者的评估、采用哮喘控制水平分级方法取代

过去的哮喘病情严重度分级方法，到根据患者目前的哮喘控制水平确定相

应治疗级别，并监测患者的控制情况，调整治疗方案，体现了目前哮喘管

理重点从减少哮喘急性加重到实现哮喘控制的重要转变。随着近年来

GINA对哮喘防治指南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

吸学组和《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根据儿童哮喘诊治的研究进展，结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修订了《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2008版)，

旨在促进我国儿童哮喘诊治水平的不断提高【381。治疗目的：(1)达到并维

持症状的控制；(2)维持正常活动，包括运动能力；(3)使肺功能水平尽量

接近正常；(4)预防哮喘急性发作；(5)避免因哮喘药物治疗导致的不良反

应；(6)预防哮喘导致的死亡【39l。

4．1西医药物疗法

治疗哮喘的药物分为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二类。(1)控制药物是指需

要长期每天使用的药物。此类药物主要通过抗炎作用使哮喘维持临床控

制。包括吸入糖皮质激素(ICS)、全身用激素、白三烯调节剂、长效肾上

腺素D2受体激动剂(LABA，须与ICS联合应用)、缓释茶碱、色苷酸钠、

抗IgE抗体、以及其他有助于减少全身激素剂量的药物等。(2)缓解药物

是指按需使用的药物。这些药物通过迅速解除支气管痉挛从而缓解哮喘症

状，包括速效吸入p2受体激动剂(SABA)、全身用激素、吸入性抗胆碱

能药物、短效茶碱、以及短效口服药物等。糖皮质激素广泛应用于婴幼儿

哮喘的治疗中，对存在发展成哮喘的学龄前儿童吸入糖皮质激素的维持治

疗最有效。吸入为首选途径，局部抗炎作用强，药物直接作用于呼吸道，所

需剂量较小。是长期治疗哮喘的首选药物m】。

近年来，推荐ICS联合LABA治疗哮喘，如氟舒酮或沙美特罗、布

地奈德或福莫特罗，具有协同抗炎和平喘作用，可获得相当于或优于应用

倍量ICS的疗效，并可增加病人的依从性、减少较大剂量ICS引起的不良

反应，尤其适合于中至重度持续哮喘病人的长期治疗。不推荐长期单独使

用LABA，应该在医生指导下与ICS联合使用。应用氟舒酮或沙美特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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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可使病人达到临床控制。目前，哮喘管理重点已经从减少哮喘急性加重

转变为实现哮喘控制。因此，为了巩固疗效，维持患儿病情长期稳定，提

高其生命质量，加强临床缓解期的处理显得尤为重要：(1)病情缓解期应

继续使用长期的控制药物，如使用最低有效维持量的ICS等。(2)控制治

疗的剂量调整和疗程：单用中高剂量ICS患儿，可尝试在达到并维持哮喘

症状控制3个月后，减少50％的ICS用量；单用低剂量ICS的患儿，在

能达到控制哮喘的前提下，可改用每天1次给药；对于联合使用ICS和

LABA治疗的患儿，应先减少ICS约50％用量，直至达到低剂量ICS时

才可考虑停用LABA；对于使用低剂量ICS的患儿，如哮喘症状能维持控

制并且1年内无症状反复，可考虑停止使用ICS。由于有相当比例的5岁

以下患儿哮喘症状会自然缓解，因此对年龄在5岁以下的患儿童，应每年

至少进行2次评估以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药物治疗【391。最近的研究表明，在

合并上呼吸道感染征象的早期，短期应用吸入激素可减少哮喘的发生和严

重程度【4¨。

早期应用激素并不能改变哮喘的远期结果。在285例2．3岁具有哮喘

发病危险因素的患儿进行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显示吸入糖

皮质激素2年期间无哮喘天数、发作次数、用缓解药的次数均较安慰剂组

明显改善。但在停药后1年观察期内，上述指标与安慰剂无差异。提示早

期应用激素并不能改变哮喘的远期结果【421。有关吸入激素治疗婴幼儿哮喘

的研究证实，吸入糖皮质激素对婴幼儿哮喘疗效有限，但对病毒诱发的哮

喘可短期吸入治疗。无论激素，还是其他治疗均不能改变婴幼儿哮喘的远

期结果【431。在成人和年长儿的中、重度哮喘推荐联合使用吸入性糖皮质激

素和p2受体激动剂治疗。在5岁以下小儿的治疗研究仍不完善。皮质激

素是哮喘治疗的主要药物，但不能抑制白三烯的合成和释放。白三烯通过

与特异性的受体结合而发挥作用，因此，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和白三烯受体

抑制剂作为新型的抗哮喘药而应用于临床。小剂量的茶碱具有抗炎及免疫

调节作用(5mg／L)。茶碱的抗炎机制与激素不同，但二者有协同作用。

在几项5岁以下儿童的研究显示，茶碱治疗哮喘具有一定的疗效。但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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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的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而不良反应显著m】。

最近的研究应用吸入D激动剂+肌内注射地塞米松可减轻症状，吸入

糖皮质激素的早期可以有效减少哮喘的发作【45】。

4．2中医非药物疗法

在哮喘的发作期，中药平喘作用不及西药迅速，但是，中医药对哮喘

缓解期的治疗有独特的整体调节优势。中医认为哮喘缓解期是以正虚为

主，当从肺脾肾三脏调理以治其本，祛除病因，翼求减轻和抑制哮喘发作。

中医外治法治疗哮喘主要有穴位药物贴敷法、穴位注射法、针刺疗法、艾

灸法、灌肠疗法、雾化、耳穴贴压法、刺血拔罐法、穴位埋线法、割治疗

法、捏脊法等。其中，穴位敷贴疗法运用最为广泛，它是将药物做成饼状

贴敷于人体穴位上，通过经络运行药力驱除病邪的一种治疗方法。李七一

[461将346例患儿分为治疗组286例和对照组60例。治疗组于每年三伏天、三

九天用敷贴散外敷肺俞、膏肓、定喘；对照组口服左旋咪唑。3#-后观察

疗效，治疗组总有效率98．6％，对照组88．3％。张小平等[47t重用哮喘膏敷

贴穴位治疗儿童哮喘596例，寒喘予麻黄、射干、半夏、紫菀、细辛、杏

仁、蜣螂、干姜、延胡索、甘遂、洋金花、附片，喘甚内服小青龙汤；热

喘予麻黄、杏仁、生石膏、苏子、白果、黄芩、冬瓜仁、海浮石、桑白皮、

白芥子、甘遂、青黛，重度者内服麻杏石甘汤。取穴肺俞、膏盲，重度者

加膻中，显效334例，有效232例，无效30例，总有效率为94．96％。单翠英

等【48】治疗非急性发作期哮喘患)1,124例。取定喘、肺俞、膏肓及膻中，中

药采用延胡索、白芥子、甘遂、细辛组方贴敷，于每年三伏、三九天使用，

连续贴3年为一个疗程。结果显示采用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后的哮喘患儿其

发作次数明显减少。姜丕英等【49】采用发作期给予中药雾化、拔火罐、穴位

贴敷；缓解期给予中药香薰等方法治疗小儿哮喘6l例，而对照组6l例患儿

在发作期给予激素类药物、p受体激动剂；缓解期给予小剂量激素类。结

果治疗组总有效率86．88％，对照组62．29％。陈文利1501采用白芥子30克、

细辛15克、延胡索5克、甘遂15克，研成细末用醋调制成敷背散，敷贴风

门、肺俞，每次贴2小时揭去，较大儿童可贴2．4小时，隔日贴1次，3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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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疗程。临床有效率86．8％。盖永鸿等【5l】对80例小儿哮喘患者采用冬病

夏治法将贴药与激光刺激经络穴位、耳穴结合治疗。结果总有效率96．25％，

显效91．25％。治愈5l例，显效22例，有效4例，无效3例。乔贽等【52】将90

例患儿分为艾灸组，主穴为肺俞、风门、足三里等，采用艾条温和灸法，

中药组采用自拟平喘方，灸药组，每组30例。3组总疗效的比较结果，灸

药组优于艾灸组、中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季林香【531采用穴

位按摩合消喘膏敷贴治疗少儿哮喘247例，取坐位或俯卧位，医者以一指

禅法在患儿双侧肺俞、心俞、膈俞上推拿，频率200次／分，然后用大鱼

际和小鱼际在患儿穴位上直线擦约20．30次，将消喘膏(内含生白芥子、生

甘遂、细辛、延胡索、姜末)药泥粘上少许肉桂粉贴在穴位上。每7．10日

贴1次，连贴3次，疗程为3年。总有效率达90．28％。纪彤等【54】运用针灸、

中药贴敷及穴位注射治疗哮喘患儿96例。显效60例，有效19例，无效17

例，总有效率为82．4％。刘良伦【55】采用自拟清肺泄痰汤灌肠治疗小儿咳喘

症50例，基本方有麻黄、炙枇杷叶、杏仁、桑白皮、葶苈子、淡黄芩、川

贝、猴枣散等，并设对照组50例，与口服博利康尼、静脉滴注利巴韦林西

药治疗比较。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4％，对照组70％。黄传萍【561采用药

物灸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缓解期50例，研究组采用中药白芥子、延胡索、

甘遂、丁香和肉桂共研成细末，敷贴大椎、肺俞、膏肓、膻中、脾俞和肾

俞等穴位。与普通艾灸对照组和普米克气雾剂组比较疗效，研究组临床显

效率为98％，明显优于普通艾条和普米克气雾剂组(P<o．01)。提示药物

灸能改善肺通气功能，改善气道高反应，减轻或消除气道阻塞。通过随访对

远期疗效的观察，提示药物灸组患儿感冒次数和哮喘发作次数为零或明显

减少。王晓燕等【571观察治疗55例哮喘患儿，在农历三伏天，采用天然药物

分别贴敷传统背俞穴及神阙穴。临床控制17例，显效17例，好转16例，无

效5例，有效率91％。传统穴位配合神阙伏天贴敷防治小儿哮喘疗效好，

且操作简便易行，无毒副作用。洪波【58】采用消喘膏穴位敷贴治疗小儿哮喘

缓解期64例，并用红外线照射助药力吸收，促使药物由皮肤渗透经络穴位，

发挥药物和腧穴的双重作用，临床近期和远期疗效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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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观察表明中医外治疗法防治儿童哮喘缓解期具有潜在的优势，疗

效显著，并有安全、简便、经济等特点。但是有些传统中医治疗方法，如

刺血拔罐法、穴位埋线法、割治疗法、捏脊法等，历史悠久尚未广泛应用

于临床，其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591。

4．3中西医结合治疗

哮喘缓解期的治疗主要是预防哮喘的复发，这是治疗哮喘的核心和难

点。目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指导思想是标本兼治。现代治疗方式：发作

一治疗一缓解一继续治疗—城药一长期控制。西药主要是吸入糖皮质激素

或配合132受体激动剂、氨茶碱等抗炎解痉、平喘。中医主要是辨证施治，

采用补肺、健脾、益肾、祛风、化痰、逐淤等治疗原则，或采用针灸辨证

取穴的外治方法。临床有代表性的结合点有祛风与抗过敏、治气与降低气

道高反应性、化痰与消除气道慢性炎症、通瘀与抗黏膜附因子、补虚与调

节免疫等唧l。基于小儿支气管哮喘治疗难度大的共识，结合我国的国情，

重在发挥中医药治疗优势，研究“防哮治哮”的临床疗效。在临床观察和实

验研究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61-63】。

5展望

随着现代医学对哮喘病理机制的进一步深入，为中医药防治哮喘提供

了新思路。虽然，目前治疗哮喘的糖皮质激素仍然应用广泛，但合理运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多环节、多靶点的控制，可使患者获得比单一中医、西

医治疗方案更好的疗效。中医药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治

疗哮喘缓解期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中医药防治支气管哮喘也面临着亟

待解决的问题：(1)哮喘缓解期临床辨证分型及疗效标准缺乏量化指标，使

治疗结果的可比性和可重复性差，不利于临床科研的深入。(2)多数临床

报道仍为验案总结或临床观察，或为方药的筛选和制剂验证，缺乏大样本、

规范化的作用机理研究。(3)平喘药物和非药物疗法的实验研究开展得不

够广泛，临床疗效的判断缺乏实验依据。(4)科研设计尚显不足，对有潜

力、疗效确切可靠的处方或疗法，进行大宗病例验证的多中心临床前瞻性

观察研究较少。我们应该吸取中西医精华，制定严格的科研设计方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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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统一诊断标准和疗效判断标准，运用现代

医学科技手段，深入开展实验研究，积极发挥中医药的诊疗特色和优势，

为儿童支气管哮喘的防治寻找更好的方案，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一)

【1]National Heart，Lung，and Blood Institute．USA。Expert Panel Report

3：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sthma．I『pdate on

Selected Topics 2007．National Asthma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Program．

USA：Section 5，Managing Exacerbations ofAsthma，2007；1

【2】全国儿童哮喘防治协作组．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常规(试行)【J]．中华

儿科杂志，2004；42(2)：100．106

【3]钟南山．支气管哮喘．基础与临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5

【4]Masoli M，Fabian D，Holt S，et a1．The global burden of asthma：Executive

summary ofthe GINA Dissemination Committee Report．Allergy,2004；59(5)：

469．478

【5]Asthma．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0(WHO Fact sheet No．

206)．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07／en／index．html，accessed

1 March 2007

[6]C．Janson，J．Anto，E Bumey,et a1．The European Community Respiratory

Health Survey：what are the main results SO far7．Eur Respir J，200 1；1 8(3)：

598．61l

[7]The Intemational Study of Asthma and Allergies in Childhood(ISAAC)

Steering Committee．Worldwide variations in the prevalence of asthma

symptoms：the International Study of Asthma and Allergies in Childhood

OSAAC)．Eur Respir J，1998；12：3 15—325

[8]The Intemational Study of Asthma and Allergies in Childhood(ISAAC)

Steering Committee．Worldwide variation in prevalence of symptoms of

asthma，allergic rhinoconjunctivitis，and atopic eczema：ISAAC．Lancet．1 998；

107



湖北中医药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

35 1(91 1 1)：1225‘1232

【9]Knuffman JE，Sorkness CA，Lemanske RF,et a1．Phenotypic predictors of

long—term response to inhaled corticosteroid and leukotriene modifier

therapies in pediatric asthma．J Allergy Clin Immunol，2009；123(2)：4 1 1-4 1 6

[1 0】Akinbami L．The state of childhood asthma，United States，1 980—2005．

Adv Data，2006；(381)：1-24

【11】全I虱Jl,童哮喘防治协作组．中国城区儿童哮喘患病率调查【J]．中华儿

科杂志，2003；41(2)：123—127

[12]全Iii)1,科哮喘协作组．2000年与1990年儿童支气管哮喘患病率的调查

比较阴．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4；27(2)：l 12．1 16

[13】上海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上海市o．14岁儿童支气管哮喘患病情

况调查[J】．临床儿科杂志，2002；20(3)：144—146

[1 4]R J Chavasse，Y Bastian-Lee，H Richter,et a1．Persistent wheezing in

infants with an atopic tendency responds to inhaled fluticasone．Arch Dis

Child，2001；85(2)：143-148

[1 5]H Cookson，R Granell，C Joinson，et a1．Mothers’anxiety during

pregnancy is associated with asthma in their children．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09；1 23(4)：847—853

[1 6]Lex C，Ferreira F'Zacharasiewicz A，et a1．，et a1．Airway Eosinophilia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Asthma：predictive values of noninvasive tests．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6；174 (12)：1286-1291

[1 7]Kicic A，Sutanto EN，Stevens aT,et a1．Intrinsic Biochemical and

Functional Differences i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6，174(9)：975-1 1 18

[1 8]Saglani S，Payne DN，Zhu J，et a1．Early Detection of Airway Wall

Remodeling and Eosinophilic Inflammation in Preschool Wheezers．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7；1 76(9)：858-864

[1 9]Regamey N，Ochs M，Hilliard TN，et a1．Increased Airway Smooth Muscle

108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Mass in Children with Asthma,Cystic Fibrosis，and Non—Cystic Fibrosis

Bronchiectasis．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8；1 77(8)：837—843

【20]Tumer sw,Young S，Goldblatt J，et a1．Childhood Asthma and Increased

Airway Responsiveness：A Relationship That Begins in Infancy．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9；179(2)：98—104

[2 1]Panettieri RA Jr,Covar R Grant E，et al。Natural history of asthma：

Persistence versus progression---does the beginning predict the end7．J Allergy

Clin Immunol，2008；121(3)：607-613

[22]Frank PI，Morris JA，Hazell ML，et a1．Long term prognosis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wheeze：longitudinal postal questionnaire study 1 993-2004．

BMJ，2008；336(7658)：1 423—1 426

【23]Sivan Y Gadish T，Fireman E．et a1．The Use of Exhaled Nitric Oxide in

the Diagnosis ofAsthma in School Children．J Pediatr,2009；1 55(2)：2 1 1-2 1 6

[24]T琳，王建辉．“痰饮伏肺’’与哮喘病机【J】．陕西中医，2003；24(4)：

334．336

[25】王忠薪．略论肺与血证【J]．浙江中医杂志，2004；39(2)：57

[26】王永炎．中医内科学t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15

[27]汪受传．中医儿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75

[28】张玲丽，王虹，郭红艳．玉屏风散颗粒剂内服预防哮喘发作临床观察

【J】．湖北中医杂志，2007；29(1)：33

[29]许建华，吴敦序，方肇勤，等．哮喘大鼠肺组织cAMP、cGMP的动态

变化及补肾定喘汤对其影响阴．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0；7(1)：26—27

[30]袁斌，孙轶秋，朱先康，等．中医药治疗小儿哮喘缓解期临床观察[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2)：113

[3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_g lt缶床指导原则(施行)瞰】．北京：中

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61．62

[321李智．哮病辨证体系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8；8(8)：

27．29

109



湖北中医药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

【33]刘小凡，司东波．小儿哮喘间歇期的证治探讨[J]．中国中医急症，2004；

1 3(5)：29

【34]Rolph MS，Sisavanh M，Liu SM，et a1．Clues to asthma pathogenesis from

microarray expression studies．Pharmacol Ther,2006；1 09(1-2)：284·294

[3 5]Hiiggqvist B，Hultman R Effects of deviating the Th2一response in murine

mercury—induced autoimmunity towards a Th l-response．Clin Exp Immunol，

2003；1 34：202-209

[36]Mantel PY,Ouaked N，Rtickert B，et a1．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FOXP3 Induction in Human T Cells．J Immunol，2006；1 76(6)：

3593．3602

[3 7]Jeffery PK．Remodeling in Asthma and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

Supplement．Mechanisms of Airway Remodeling，From the 1 6th Annual

Transatlantic Airway Conference．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 1；1 64(1 0

Pt 2)：$28·38

【38】洪建国．不断提高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诊治水平【J】．中华儿科杂志，

2008；46(10)：721-723

[39】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儿

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J】．中华儿科杂志，2008；46(1 o)：745—753

【40]Bateman E，Global Strategy for Asthma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in

Children 5 Years and Younger．http：／／www．ginasthma．org，2009；5

[4 1]Bacharier LB，Boner A，Carlsen KH，et a1．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sthma in childhood：a PRACTALL consensus report．Allergy,2008；63(1)：

5．34

[42]Moore WC，Bleecker ER,Curmn-Everett D，et a1．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evere asthma phenotype by the National Heart，Lung，and B lood Institute’S

Severe Asthma Research Program．J Allergy Clin Immunol，2007；1 1 9(2)：

405．413

【43]Sorkness CA，Lemanske RF Jr,Mauger DT,et a1．Long—term comparison

llO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士3 controller regimens for mild。moderate persistent childhood asthma：the

Pediatric Asthma Controller Trial．J Allergy Clin Immunol，2007；1 19(1)：

64．72

【44]Bacharier LB，Phillips BR Bloomberg G民et a1．Severe intermittent

wheezing in preschool children：a distinct phenotype．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07；1 19(3)：604—610

[45]Toiviainen—Salo S，Kajosaari M，Piilonen A，et a1．Patients with

Cartilage—hair Hypoplasia Have an Increased Risk for Bronchiectasis．J Pediatr,

2008；1 52(3)：422-428

[461李七一．敷贴散防治小儿咳喘286例疗效观察[J】．中医儿科杂志，2007；

3(6)：13—14

[47]张小平，李素莉，杨卉，等．哮喘膏贴穴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的疗效

观察[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3；10(9)：49．50

[48]单翠英，林忠嗣，卞镝．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儿意哮喘的临床及免疫机

制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5(4)：845．846

[49】姜丕英，韩笑冬，王芳．中医综合治疗儿童哮喘6l例临床观察[J】．中

国中医药科技，2006；13(1)：62

[50]陈文利．贴敷疗法治疗儿童哮喘的临床观察[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6；21(3)：61

[5 1]盖永鸿，孙岩．冬病夏治法治疗小儿哮喘80例[J】．中国实用医药，

2008；3(17)：59

【52]乔贽，易蔚．灸药结合治疗虚证小儿哮喘非急性发作期的临床研究【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8(4)：44—47

[53]季林香．穴位按摩和消喘膏敷贴治疗小儿哮喘247例护理[J】．浙江中

医学院学报，2006；30(1)：89—92

[54]至6彤，田永萍，何天有．综合外治法治疗／J,)L哮喘96例[J]．中医儿科

杂志，2006；2(1)：46．48

[55130J良伦．清肺泄痰汤灌肠治疗小儿咳喘症[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



湖北中医药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

育，2008；6(2)：164

【56]黄传萍．药物灸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50例[J]．吉林中医药，2007；27

(3)：37—38

[57]王晓燕．“冬病夏治’’传统穴位配合神阙穴膏药贴敷防治小儿哮喘55例

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2009；1(2)：185

[58]洪波。消喘膏穴位敷贴治疗小儿哮喘(缓解期)64例明。新中医，2009；

41(3)：66

[59]沈宁．中医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的进展[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

育，2009；7(6)：87．89

【60]朱杰．哮喘治疗新说[J】．江苏中医，1999；20(2)：8—10

【61]孟晓露．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缓解期临床研究[J】．四川中

医，2007；25(9)：87

[62】王明明，陆力生，曹建梅．中药久喘康结合吸入激素治疗小儿哮喘缓

解期肺肾气虚证40例临床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2007；34(8)：1069

【63]宋曦，张有花．清肺渗湿汤对哮喘大鼠肺组织淋巴细胞上凋亡调控基

因Fas／Fas．L表达的影响[J】．河北中医，2007；29(12)：1128—1136



冬病夏治穴住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综述二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支气管哮喘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支气管哮喘；研究进展；综述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发作性痰鸣气喘疾患，属

于祖国医学“哮证’’、“喘证”范畴。由于哮喘易反复发作，难以根治，严重

地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哮喘的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呈逐

年上升的趋势，已成为国内外医学界研究的热点，目前，西医主要采用抗

炎、解痉药物治疗，但由于哮喘病因病机复杂，治疗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而中医药学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

指导临床，尤其是在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哮喘的临床运用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笔者通过检索1960—2009年发表在医

学期刊上关于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治疗哮喘文献200余篇，现从历经数

代不断发展的过程，以及临床应用和作用机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

初步综述与分析。

1历史沿革

冬病夏治是中医传统医学的一种特色治疗方法。穴位贴敷法是一种穴

位与药物相结合，充分发挥药物和穴位特异性的一种外治方法。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已有用白芥子捣泥外敷头顶部(百会穴)，

使局部红赤发泡以治疗毒蛇咬伤的方法，此为最早的外治法。《灵枢-经筋》

篇中也有关于马膏、白酒和桂外敷冶“口僻"的记载，此为用膏药之始。以

后历代医家通过不断地医疗实践，在逐步形成药物和穴位结合治疗疾病的

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发挥，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三》中出现了穴位贴

敷方剂，发泡截疟。如“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中“治疟疾寒多热少，或但

寒不热，临发时，以醋和附子末涂背上"；治面神经麻痹“乌头研末，以鳖

血调敷，待正，则即揭去”等。而三伏贴最早源于宋·王执中率先提出的“天

灸"，《针灸资生经·卷三》日：“乡居人用旱莲草椎碎，置在手掌上一夫，

当两筋中，以古文钱压之。系之以故帛，未久起小泡，谓之天灸，尚能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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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为药物发泡疗法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明、清时期，穴位

敷贴或发泡灸使用更为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方法多种多样。明·朱棣《普

济方》用药敷涌泉治鼻渊。李时珍《本草纲目》曾提到磁石末调面敷于胸

上可治“大肠脱肛’’，吴茱萸贴足心治“咽喉口舌生疮”，药敷神阙穴治水肿

等。民间亦有暖脐膏贴脐温中止泄泻，用毛莨叶捣饼敷贴外关治黄疸，用

“吴萸粉醋调敷两足心治失眠”等。赵学敏《串雅外编》有“治喉痹⋯⋯独

蒜瓣半枚，银朱少许，共捣如泥，摊药上，贴眉心印堂穴，如起泡流水无

大碍，勿误入目”的记载。清·吴师机对外治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阐明内

治法与外治法的理、方、药都是相通的，大力推崇和发展了外治法，在《理

瀹骈文》中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

者，法耳。"并专以外治法统治诸病，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

等病种，贴敷方有膏、丹、丸、散、饼、栓、泥等多种剂型，穴位贴敷或

发泡验方不胜枚举。清·张璐《张氏医通·卷四·诸气门下》依据中医“天人

相应”、“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理论，创立了穴位敷贴治疗冷哮的验方，

即“哮证多属寒包热邪，所以遇寒即发，喉中水鸡鸣，有积痰在肺络中，

必用吐法以提散之，不可用寒凉，常需兼带辛散⋯⋯冷哮灸肺俞、膏肓、

天突，有应有不应，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涂法，往往获效【l】’’。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该疗法从理论研究到临床运用均得到较为全面地发展，尤其

是20世纪80年代，“冬病夏治”穴位贴敷被挖掘用于防治冬季易于反复发作

的疾病，对虚寒性的支气管哮喘、关节炎、胃痛、痛经等疾病取得了较好

的预防和治疗效果，使中医“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2中药组方配伍

文献资料显示，三伏穴位敷贴的药物组成多以辛温发散，对皮肤有一

定刺激作用的中药为主，而且注重药物的配伍比例。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2．1采用“白芥子散”原方治疗

清-张璐所著《张氏医通》中关于白芥子散的记载，主要中药是白芥

子、细辛、甘遂、玄胡等，经过研磨后调成糊状，做成小饼状，并加入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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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以备用。其中，延胡索又名玄胡、元胡，文献报道用白芥子散原方敷贴

疗效较好，但临床具体运用中药物剂量、配伍比例存在不同，以白芥子、

延胡索等份，两倍于细辛、甘遂者，即2：2：1：1的比例配伍居多。如

叶正平等【2】夏季穴位贴敷治疗小儿哮喘50例，外敷药物选用白芥子、延

胡索各30克，细辛、甘遂各15克，共研细为末，用鲜姜汁调成药饼，加

少许蜂蜜，药饼中心放置麝香或丁香，结果临床控制16例，显效20例，

好转4例，总有效率达80％。康雅媛【31冬病夏治中药穴位贴敷法治疗儿童

哮喘缓解期100例，选用中药白芥子、延胡索各2份，甘遂、细辛各1份，

将上药研细末用鲜生姜汁与甘油适量搅匀制成3克的块状软膏，治愈28例，

显效43例，好转26例，总有效率为97％。结果提示冬病夏治中药穴位贴敷

法防治儿童哮喘缓解期疗效显著，不仅可以控制疾病的复发，而且还能达到

预防的目的。

药物所用剂量和比例不同的有：张贤武等【4】取白芥子、细辛、延胡索、

甘遂按照17：17：8：8的比例配伍，共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205例，

痊愈65例，显效78例，有效44例，总有效率为91．2％。傅舟波【5】中药穴位

贴敷治疗小儿哮喘127例，选用炒白芥子、制延胡索各21 0克，细辛、制甘

遂各120克，按照7：7：4：4的比例配伍，连续治疗3年，临床控制74例，

显效4l例，有效率90．6％。褚东宁等16]用伏贴膏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

白芥子、元胡、细辛、甘遂按照3：3：2：2的比例配伍，缓解期患者有效

率95．O％，发作期患者有效率87．o％。

2．2以“白芥子散”为基本方加减化裁

很多文献报道在“白芥子散"基本方上加减化裁，药物包括：麻黄、肉

桂、桂枝、丁香、芫花、半夏、防风、洋金花、白芷、川乌、草乌、地龙、

薄荷、麝香、冰片、沉香等。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和作用归经，

多有温肺化饮、宣肺止咳之功，加以芳香开窍之品，更能辟秽化浊，走窜

通闭，促进药物气味透皮吸收的作用。常用药物中麻黄、肉桂使用较多。

如加用麻黄或同时使用麻黄和肉桂的组方有：任换新【7】穴位敷贴治疗支气

管哮喘患者60例，取延胡索、甘遂、丁香、肉桂、白芥子、细辛、麻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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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苑等研细加入陈醋、姜汁和麻油调成膏剂，治愈20例，显效26例，有

效12例，总有效率为97％。耿小茵等【8】根据《张氏医通》所载方剂白芥

子散加味，用白芥子、细辛、麻黄各1份，甘遂、廷胡索各半份，研磨后

用姜汁调成糊状。认为治疗支气管哮喘的较好疗效与麻黄中含麻黄碱能舒

张支气管平滑肌，缓解支气管痉挛的作用有关。徐绿萍等【9】自制“止喘膏”

穴位贴敷，药方组成主要有甘遂、白芥子、细辛、延胡索、生麻黄，并按

照6：6：3：3：2的比例配伍，治疗虚寒型患者156名，总有效率96．8％，

治疗痰热型患者62例，总有效率93．5％。

加用其他药物的还有：黄克文等【101用穴位敷贴治疗支气管哮喘60例，

用细辛、肉桂、白芥子等药物制成平喘膏，敷贴大椎、定喘和肺俞。显效

23例，有效28例，总有效率为85％。白丽君等【111穴位贴敷支气管哮喘缓解

期患者48例，用白芥子、桂枝、延胡索和细辛等量，姜汁调制成药膏，敷

贴心俞、膈俞和肺俞。观察治疗前后的临床疗效，可显著提高哮喘患者的

免疫功能，减少感冒发作次数，减轻和控制哮喘发作。陶红等【12l自制中药

药饼穴位敷贴治疗支气管哮喘70例，采用白芥子、细辛、生甘遂、莪术、

延胡索、硫磺，按6：5：6：4：3：1的比例，敷贴大椎、定喘、肺俞、膏

肓、心俞等穴位，治愈15例，显效28例，总有效率91．4％。庞存生等【l 3J自

拟白芥子外敷散，药方由生甘遂、细辛、洋金花、芫花和公丁香各15克，

白芥子和元胡各24克，白附子18克，丹参30克组成，敷贴心俞、肺俞、

膈俞和肾俞等穴位，中西医结合治疗支气管哮喘疗效肯定。壮健【14】伏天贴

敷防治哮喘52例，药物由细辛、甘遂、白芥子、地龙、廷胡索、冰片等组

成，打碎研末用生姜汁调成药膏三伏天贴敷患者的肺俞、心俞和膈俞，显

效18例，有效29例，总有效率90．4％。药玲等【15】冬病夏治贴敷小儿咳喘500

例，选用药物有炙白芥子和前胡各21克，细辛和甘遂各12克，主穴敷贴天

突、膻中、肺俞、心俞、膈俞，配大椎、丰隆、定喘穴。治愈370例，显

效104例，总有效率94．8％，结果显示患儿冬季咳喘发作次数明显减少。

2．3自拟方的使用

临床报道还有采用自拟方或运用其他经验方三伏贴敷治疗哮喘。如李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l占床疗效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广涛【161冬病夏治贴敷观察哮喘患者68例，中药选用鱼腥草、白芥子和海

浮石各30克，百合和肉桂各18克，细辛和半夏各15克组方，疗效显著。

姬晓兰等【17】自制贴敷药剂，药物组成有甘遂、吴茱萸、苍术、丁香、川芎、

半夏、白芥子和细辛。穴位综合疗法治疗哮喘312例，其中，三伏采用穴

位贴敷，总有效率96．5％。吕荧等【18】采用中药选用百部、白芥子、甘遂组

方，西药选用扑尔敏、氨茶碱、强的松，分别按一定的比例研末，然后再

按照中西药10：1的比例混合穴位敷贴治疗咳喘，总有效率90．47％。马

佰录【19l自制平喘膏药物组成有黄芪、党参、白芥子、五味子、百部、细辛、

甘遂，按照2：2：2：1：1：l：1的比例配伍，研细末后用鲜姜汁混合调

匀贴敷，观察180例哮喘患者，有效率为88．89％。

2．4辨证用药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和特色，是中医诊疗疾病的一种特殊方法，

由于咳喘所属证型有寒热虚实的偏重，所生病变因脏腑阴阳虚损各异，敷

贴时当辨证用药有所区别。如孟宪鹏等【20b台疗支气管哮喘辨证分型观察

500例，肺热型用柴胡、桑白皮、黄芩和鱼腥草各10克，斑蝥20克；肺

寒型取白芥子20克，细辛、甘遂、半夏和麻黄各lO克。并与白芥子、延

胡索、甘遂、细辛按照2：2：1：l的比例配伍对照观察。贴敷穴位分两

组：第1组贴敷肺俞、大杼、厥阴俞和天突。第2组贴敷风门、心俞、督

俞和膻中。总有效率治疗组93．6％，对照组85．4％，肺热型93．4％，肺寒

型93．7％，经统计分析，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疗效差异显著，治疗组不同

证型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毕美芬【21】三伏贴敷治疗咳喘患儿160例，药物基

本方由附子、白芥子、细辛、苍耳子组成，按照1：1：1：1．5的比例配

伍治疗一般体质患儿，基本方中加夏枯草和石膏(2：1)治疗热性体质患

儿。敷贴大椎、膻中、膏肓、定喘和肺俞，观察近、远期有效率分别为

86．4％和92．5％。纪彤等1221采用综合外治法治疗小儿哮喘96例，中药基本

组方有白芥子、苏子、延胡索、细辛、甘遂，其中，肺气亏虚型加麻黄，

脾气亏虚型加天竺黄，肾气亏虚型加洋金花。经3年治疗后，治愈率62．6％，

有效率82．4％。三型之间疗效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差异。颜淑敏【231用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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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贴防治小儿哮喘，寒喘贴敷方由延胡索、细辛、白芥子和甘遂各15克

组成，热喘贴敷方由麻黄、苍耳子、甘草、白芍各9克，黄芩、辛夷、杏

仁各4．5克，生石膏60克组成，并用夏枯草煎汁调成药饼，贴敷百劳、

肺俞和膏肓俞。共敷贴1个月，疗效显著。沈丽华等【24】采用中医辨证治疗

哮喘250例，寒证选用五倍子、五味子、细辛、白芥子、元胡、甘遂、黄

芪、丹参、生姜等中药，热证在上方基础上加南沙参、北沙参、地龙、山

海螺。敷贴定喘、膏肓俞、大椎、肺俞等穴位，连续治疗3—5年。治疗寒

证患者201例，总有效率为89．6％，热证患者49例，总有效率为77．6％。

3穴位处方选穴与分类

文献报道三伏贴敷穴位处方，多数研究者自拟固定基本穴方，或基本

穴方分主穴、配穴，再对症选穴；也有根据辨证分型、疾病分期、性别等

选穴组方；还有两组穴方、三组穴方交替使用的不同运用。

3．1基本穴方或主配穴加对症选穴

支气管哮喘等慢性反复发作性的呼吸系统疾病，以咳喘为临床主症，

同时伴有其他兼证，研究者常采用基本穴方，或在主穴、配穴的基础上对

症选穴。吴鉴明等【251用“截喘膏"治疗哮喘，基本穴方选用大椎、肺俞、膈

俞、肾俞、天突、膻中、涌泉。徐子杭等[261穴位贴敷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基

本穴方选用大椎、定喘、膏肓、心俞、肺俞。李广涛【16】“冬病夏治”治疗哮

喘贴敷基本穴方选用膻中，定喘、肺俞、膏肓、中府。马佰录【19】穴位贴药

治疗哮喘主穴取肺俞、肾俞、心俞、命门、膻中；配穴取天突、丰隆和足

三里；痰多加丰隆，脾气虚加足三里。张小平等【271治疗支气管哮喘患儿，

基本穴方取肺俞、膏肓、定喘；重度哮喘患者加膻中。

3．2中医辨证分型选穴

慢性咳喘主要因脏腑功能失调所致，或肺阴亏损，失于清润，肃降无

权；或脾虚失运，聚湿生痰，上渍于肺，肺气不宣；或肾虚摄纳无权，肺

气上逆。病位主要涉及肺脾肾三脏，肺气上逆则发为咳嗽；痰气搏结，壅

阻气道，肺失宣降则发为哮喘。痰饮之邪为人体水液代谢障碍的病理产物，

从性质来看，属于阴邪的范畴，基本病机为阳虚寒盛。临床辨证有外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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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伤之分，有寒热虚实之别，故常根据脏腑经脉辨证规律选穴。任换新171

贴敷主穴取肺俞、膻中、天突、大椎、膏肓俞、定喘，根据脏腑经络辨证

配风门、脾俞、肾俞。纪彤等【221治疗哮喘缓解期患儿的贴敷穴位处方：肺

气亏虚型贴敷厥阴俞、膏肓俞、膈俞，i脾气亏虚型贴敷脾俞、肺俞和膏肓

俞；肾气亏虚型贴敷肺俞、肾俞和脾俞。随访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李燕燕

t281：治疗慢性咳喘主穴用大椎、天突、膻中、定喘、风门、肺俞、厥阴俞和

膈俞穴。虚寒配肾俞、足三里，痰热必用大椎，配丰隆，3岁以下的小儿

配双侧涌泉。王少军等【291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根据病人临床表现分为肺肾气

虚和脾肾阳虚两型，分别配制不同的中药方和贴敷穴方，肺肾气虚患者按

照三伏取穴，初伏取肺俞、定喘、天突；中伏取风门、厥阴俞、膻中；末

伏取大杼、心俞、华盖；脾肾阳虚者选用脾俞和肾俞、神阙。患者症状明

显缓解。

3．3依据疾病分期、性别等选穴

根据中医“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的治疗原则，一般选穴原则发作

期以祛邪为主，缓解期以补虚为主。男属阳，女属阴，男性选任脉阴穴，

女性选督脉阳穴，通经调气，调节脏腑阴阳平衡。赖新生等130】报道穴位敷

贴治疗过敏性哮喘209例疗效分析，发作期取肺俞、风门、定喘；缓解期

取肺俞、膏盲、肾俞，贴药时间为夏季初、中、末伏的第1天，各贴1次，3

次为l疗程。耿小茵等【8J在对57例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中，常规选穴发

作期取肺俞、风门和定喘；缓解期取肺俞、膏肓和肾俞，每2天1次。三伏

贴敷选穴初伏取定喘、肺俞和膏肓，中伏取大椎、风门和脾俞，末伏取大

杼、肺俞和肾俞。曹建梅等【3I】治疗儿童哮喘缓解期，选择肺俞、心俞和膈

俞，每隔3天1次，贴敷lO次为1疗程。石建芳等132】冬病夏治中药穴位贴敷

法治疗3000咳喘病疗效观察，主穴选用大椎、天突、肺俞，再根据性别不

同男性取膻中，女性取至阳。配穴：气喘加定喘；纳差、痰多加脾俞；久

病肾虚、畏寒肢冷加肾俞。

3．4按照三伏分组交替选穴

依据“冬病夏治”的原则，临床报道多数研究者在三伏“头伏"、“中伏”

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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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末伏’’的第1天各贴药1次，或在夏季三伏期间，每隔10天贴敷1次，贴3

次为1疗程，连续观察3年。贴敷方法分为两组或三组穴位交替使用。陆亚

康【33】“三伏灸"防治支气管哮喘117例临床观察，在初伏取天突、大椎、膏

肓；中伏取定喘、风门、脾俞；末伏取百劳、命门和肾俞。褚东宁等【6】

贴敷穴位分为2组，一组贴敷心俞、肺俞和膈俞，另一组贴敷天突、膻中、

定喘、风门。入伏后每10天贴1次，两组穴交替使用。吕荧等【18J伏天灸贴

治疗咳喘患者1 89例，分3组穴位：(1)肺俞和膻中；(2)膏肓和中府；(3)百

劳和天突。三伏期间，隔日1次，循环交替取穴，治疗15次。徐绿萍等【91

穴位贴敷治疗哮喘218例，初伏取肺俞、定喘和天突；中伏取风门、厥阴

俞和膻中；末伏取大杼、心俞和华盖。虚寒型加膏育、肾俞；痰热型加丰

隆、大椎。除夏季初、中、末伏各贴1次外，有研究者认为必要时可以在

伏前和伏后各加强1次1341。

4穴位贴敷疗法配合其他方法

三伏期间，除了单纯用穴位贴敷疗法治疗，对病情较重的哮喘患者还

结合其他治疗方法观察临床疗效。

4．1穴位敷贴结合口服中西药治疗

张小平等【271自制哮喘膏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596例，将哮喘分为寒哮

和热哮，寒哮者用细辛、杏仁、法夏、附片、麻黄各10克，洋金花20

克，甘遂、延胡索各1 5克，干姜12克，蜣螂5克，射干2克。重度哮喘

配合小青龙汤内服。热哮用生石膏、海浮石各30克，炙麻黄、杏仁、黄

芩、白芥子、甘遂、苏子各10克，百果、冬瓜仁、桑白皮各15克，重度

哮喘可配合麻杏石甘汤内服。显效334例，有效232例，总有效率94．96％。

胡宝珍等【35】三子养亲汤加味合冬病夏治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患者58例，

将白芥子散敷贴于肾俞、肺俞和膏肓，同时配合服用中药三子养亲汤加味，

临床治愈15例，显效30例，有效11例，总有效率96％。对照组单纯采

用西药治疗，总有效率71％，两组间总有效率比较有显著的差别。蒋晓林

等【36】冬病夏治穴位敷贴治疗咳喘病患者1 00例，药物选用地龙、制川乌、

制草乌、制南星、甘遂、肉桂、细辛、白芥子、皂荚各7．5克，麝香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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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研细后用姜汁调成膏状，于初伏、中伏和末伏敷贴肺俞、膏肓和百劳。

每次贴8—12小时，连续治疗3年。同时配合自制中药长效定喘丸口服，

总有效率87％。

4．2穴位敷贴结合拔罐治疗

袁保丰等1371采用拔罐和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50例，

选用肺俞、肾俞、脾俞、定喘、膻中、大椎等穴，先拔罐10分钟，再药

物敷贴，贴敷药物由白芥子、延胡索、细辛、甘遂，按照2：2：1：1的

比例配伍组方。临床控制16例，显效18例，好转10例，总有效率88％。

范莉丽【381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56例，自制定喘膏由中药延胡索、白

芥子、甘遂、细辛、麻黄、冰片组成，按照10：10：5：5：3：1的配伍

比例，研成细末后用生姜调成药膏，敷贴定喘、膏肓、肺俞。敷贴前先拔

罐5分钟，敷贴时间依病人的耐受程度贴3．4小时，儿童1．2小时，在每

年三伏的初伏、中伏和末伏当日治疗，连续治疗3年后观察疗效。治愈

30例，有效20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89．3％。李芝萍【39】拔火罐配合穴

位贴敷观察治疗支气管哮喘患者216例，入伏的第1天开始治疗，每隔

10天敷贴1次，敷贴前用中号玻璃罐拔罐。观察结果治愈1 5例，好转163

例，总有效率82．4％。

4．3穴位敷贴结合穴位注射治疗

周志英【删观察消喘膏三伏天穴位贴敷配合穴位注射防治支气管哮喘

的临床疗效，中药以白芥子、玄胡、细辛、生甘遂组方，按照2：2：1：1

的比例配伍，夏季三伏敷贴治疗哮喘患者114例，取风门、肺俞、肾俞和

膏肓。临床控制16例，显效38例，好转46例，总有效率87．7％，结果提示

穴位贴敷加穴位注射组明显高于单纯穴位贴敷组(P<o．05)。宣丽华等【41】采

用穴位敷贴结合穴位注射治疗支气管哮喘，中药白芥子、延胡索、甘遂、

细辛按2：2：1：1的比例组成，穴位取肺俞、膈俞和心俞，用麝香虎骨膏

固定，进入夏季三伏后，每伏中贴1次即可，每次敷贴4．6小时，总有效率

90．3％。吴荷馨【42】中药穴位敷贴结合穴位注射治疗支气管哮喘，中药以白

芥子3份，延胡索和地龙各2份，白附子、细辛、甘遂和麻黄各1份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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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细末后用酒精调成糊状，贴敷膻中、天突、肺俞、膈俞、肾俞和定喘，

每次5．8小时，夏季三伏治疗4．5次，同时配合足三里穴位注射卡介菌多糖

核酸。治疗观察40例哮喘缓解期患者，发作次数较以往明显减少，症状明

显减轻。杨玉莲等143] 药敷贴、穴位注射观察预防支气管哮喘发作，中药

成分为熟附子2份，巴戟天2份，补骨脂2份，桑寄生2份，仙灵脾2份，肉

桂0．6份，吴茱萸0．6份，丁香0．6份，麻黄1／tiff。研成细末，用鲜生姜汁调

成药丸，贴敷选穴定喘、肺俞和天突，6,,ix时后取下，每周2．3次。同时配

合双侧足三里穴位注射黄芪针剂。结果显示咳喘发作次数减少，病情程度

减轻，取得了显著的预防效果。

4．4穴位敷贴结合其他疗法治疗

孙澄清m】用平喘膏敷贴冬病夏治临床观察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患者

1 80例，平喘膏由白芥子、细辛、甘遂、麻黄、黄芩、肉桂、当归等组成，

用姜汁调和，兑蜜做成膏。敷贴肺俞、心俞、膻中、膈俞等穴位，加电极

板通电。初伏至末伏期间隔日1次，每次通电30分钟。对所有患者随访

未发病者占80％。王岐黄等【45】临床观察穴位敷贴防治支气管哮喘160例，

自拟平喘膏由生、炒白芥子各250克，杏仁、细辛和生麻黄各100克，樟

脑粉和甘遂各60克组成，研成细末，以生姜汁搅成糊状，主穴取膈俞、

心俞、肺俞、足三里；配穴取肾俞、脾俞。辅以吸入糖皮质激素加长效p2

受体激动剂疗效显著。

4．5穴位敷贴结合多种疗法同时使用

侯小藏等[461报道冬病夏治咳喘的治疗方法，在肺俞、定喘、脾俞、肾

俞、膻中穴位上拔罐10分钟，皮肤针叩刺大椎、定喘、风门、肺俞，以

皮肤潮红为度，隔姜灸；按摩背部脊柱两侧；均隔日1次。然后穴位贴敷

用白芥子20克，延胡和细辛各15克，葶苈子和皂角各30克，甘遂、麻

黄和苏子各10克，研末用鲜姜汁调敷在肺俞、定喘、膻中、脾俞、肾俞

等穴位上，治疗哮喘患者163例，临床控制5 1例，显效87例，总有效率

95．6％。郑小伟等【471夏季穴位敷贴结合辨证中药内服和耳穴压豆综合治疗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穴贴药方寒证明显者用细辛、白胡椒、元胡、白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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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法半夏、肉桂等，寒证不明显的用法半夏、细辛、甘遂、玄胡、沉

香、全瓜蒌、白芥子等。将以上药物研成细末后用姜汁和醋调成糊状。贴

敷位于交感神经链附近的大椎、肺俞、膏肓、肾俞、脾俞、颈百劳等穴位，

以及位于胸部的膻中穴。中药内服根据病情、病性、病位辨证施治，耳穴

压豆刺激耳部肺、神门、支气管等，总有效率90．5％。

5临床观察研究方法

三伏穴位贴敷治疗哮喘的临床观察和报道较多，观察病例多在300

以下，极少数报道2000多例。从总的疗效来看，有效率均在80％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100％，治愈率一般在60％左右。为了进一步观察穴位贴敷

疗法的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研究设立对照组，如采用药物治疗与穴位敷

贴比较，穴位敷贴近远期疗效比较，穴位敷贴结合其他疗法与单纯穴位敷

贴或单纯药物治疗比较，穴位敷贴哮喘不同证型之间的疗效比较，穴位敷

贴对病情轻重不同疗效差异的比较。

5．1穴位敷贴与药物治疗比较

杨自威等1481通过穴位敷贴治疗咳喘患者223例，治疗组针刺贴敷，对

照组180例采用口服桂龙咳喘宁，从夏季初伏开始敷贴，每10天治疗1

次，4次为一个疗程，每次贴4．8小时。观察患者哮喘、咳嗽、哮鸣音等

临床症状和体征，治疗组前后测定血清免疫球蛋白和C3补体，结果提示

穴位贴敷对机体免疫功能有良好的调节作用，说明穴位贴敷是防治咳喘病

的有效方法。陆力生等f491穴位敷贴治疗哮喘患者60例，设立西药酮替芬

对照组，结果中药贴敷组总有效率85．o％，12服西药组总有效率73．5％，

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O．05)，临床观察不良反应少，说明中药穴位

贴敷防治小儿咳喘方法简便，疗效较好，使用安全。李玉兰等【50】自制喘敷

灵治疗小儿哮喘90例，设立贴敷治疗组、西药组和对照组分别观察30

例。药物由白芥子、细辛、延胡索、皂荚等组成，用姜汁调成干糊状，敷

贴患儿脾俞、肺俞和定喘穴。夏季入伏后，每隔10天治疗1次，贴敷3

次，每次敷贴2-6小时。结果提示中药喘敷灵三伏穴位贴敷可显著改善患

儿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紊乱状态，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时吉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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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采用白芥子贴治疗支气管哮喘160例，中医辨证分痰热壅肺型、寒痰阻

肺型和肺肾气虚型，贴敷治疗组药物有细辛、白芥子、甘遂、延胡索1

份，洋金花半份，研磨成细末后，用姜汁和白酒调成膏状。敷贴前先按摩

患者肾俞、肺俞、膈俞、定喘、华佗夹脊穴等处，待背部发热后将药泥敷

于相应的穴位上。对照组以白细胞转移因子穴位注射肺俞、定喘、膈俞、

脾俞、肾俞，每穴1单位。治疗组总有效率91．87％，对照组总有效率60％，

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O．05)，寒痰阻肺型和肺肾气虚型治疗组与对

照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

5．2穴位敷贴不同证型的比较

陈铭等【52觇察支气管哮喘三伏灸比较传统取穴和辨证取穴的疗效，设

5组穴方：肺气虚组用大椎和肺俞；脾气虚用大椎、肺俞，以及大椎、肺

俞和脾俞两组穴位；肾气虚用大椎、肺俞，大椎、肺俞和肾俞两组穴位。

结果提示脾气虚和肾气虚的患者，加用脾俞和肾俞后疗效明显优于用大椎

和肺俞的肺气虚组，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意义，证实了辨证分

型，选穴论治的独特作用。

5．3穴位敷贴不同疗程的比较

刘战平等【34】穴位敷贴治疗咳120例，主穴取膻中、天突、大椎、肺俞、

膏肓、风门、定喘。配穴：素体虚弱加足三里、脾俞，痰多加丰隆，心功

能不全加心俞，肾不纳气加肾俞。通过随访观察1个疗程后，治愈率19．17％，

总有效率96．67％；3个疗程后，治愈率为48．33％，总有效率为98．33％；5

个疗程后，治愈率71．67％，总有效率为99．17％。王水妹等【531穴位敷贴治

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等患者190例，所有病例完成1个疗程

的治疗，经过27个月的追踪观察，第3个疗程的有效率明显高于1．2疗程。

宋玉勤等【541采用“哮喘膏”三伏天治疗慢性肺系疾病650例患者，第一年后

随访，痊愈20例，显效190例，好转219例，总有效率66％；第二年继续治

疗，痊愈30例，显效226例，好转238例，有效率76％；第三年继续治疗，

痊愈26例，显效300例，好转220例，总有效率84％。李杰掣55】穴位敷贴治

疗哮喘，连续治疗3年，总有效率治疗l：ff-的66．06％，治疗2年的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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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3年的89．99％，治疗3年以上的93．45％，经统计学分析，各组间存在

显著性差异，说明疗效与疗程之间有关联，治疗年限越长者，疗效越好。

米建平等【56】观察天灸疗法防治支气管哮喘的疗效，将362例支气管哮喘患

者随机分为2组，天灸治疗组和安慰剂对照组各181例，总有效率治疗组近、

远期分别为80．1％、86．7％，对照组分别为21．5％、34．2％。2组近、远期总

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肺功能、生命质量各项指标治疗组治

疗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意义(P<o．05，P<o．01)；治疗

组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意义伊<0．05，P<

0．01)。说明天灸疗法防治支气管哮喘疗效显著。

5．4穴位敷贴不同季节的近远期疗效比较

穴位敷贴一般选在夏季三伏天“头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进

行。敷贴时间长短不一，一般为2-6小时，短的半小时，长的可达24小

时。很多文献报道，以患者皮肤耐受为度，若出现急剧瘙痒、水泡即可取

下。从疗程来看，一般是连续治疗3年为1个疗程。樊学忠等【571观察不同

季节不同证型的支气管哮喘患者，在夏季三伏期间按时穴位敷贴，与冬季

敷贴比较，观察近远期疗效。近期疗效夏季组治疗213例，总有效率89．7％，

冬季组治疗143例，有效率76．2％；远期疗效，夏季组治疗192例，总有

效率68．2％，冬季组118例，有效率54．2％。结论是近、远期疗效夏季组

均明显优于冬季组。

6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对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治哮

喘的作用机制、贴敷药物的药理作用、贴敷穴位的全身调节作用、贴敷疗

法给药途径机制、以及对机体免疫调节作用、气道炎症反应和肺通气功能

改善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6．1中医冬病夏治防治哮喘的机理

支气管哮喘属于中医的“哮证”、“喘证”、“痰饮”范畴，中医认为哮喘

属肺、脾、肾三脏气虚，痰饮内停之本虚标实证；其病位主要在肺，涉及

脾肾。常因气候变化，寒温失调，好发于冬季，故称“冬病"。根据“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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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中医理论，夏季运用辛温发散的中药敷贴穴位，利用人体腠理疏

松开泄，荣卫通达，激发阳气，扶助正气，祛除机体内伏“夙根”，达到“不

治已病治未病”的目的。陆秀兰【58】认为哮喘等疾病属于阴寒虚冷之症，均

可采用冬病夏治之法，如阳虚者，尽管四季均为不足，但受夏季阳气盛隆

的影响和促动，加之人体阳气处于一年中最旺盛之时，阳虚有欲动趋于好

转之势，体内凝寒处于易解之时，抓住治疗时机，乘势施治，可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张鹏飞【59】认为冬病夏治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三

伏天酷热之际，为阳气最旺之时，采用辛温香燥之中药，取其同气相求的

机理。收复耗散之正气，通过散其宿根之邪气，使阳气渐旺，正气渐复，

清除肺中之寒饮“夙根”。二是通过服用温补阳气的药物，达到振奋阳气，

提高机体抵抗力，减少哮喘复发次数，减轻病情，达到扶正祛邪的作用。

倪合[601认为冬病夏治就是利用夏季气候条件直接或间接的治病养病，夏

季治疗某些寒性疾病可以最大限度的以火克寒，从而标本兼治。借助自然

界夏季阳气升发，人体阳气有随之而升的趋势，用补虚助阳药或温里祛寒

药，更好的发挥扶阳散寒的作用。

6．2敷贴药物的功效和药理作用

敷贴药物组方主要是白芥子、延胡索、甘遂、细辛、麻黄等中药，三

伏药贴的功效与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功用和药力作用相关。杨梅香【6l】

从中医药角度分析《张氏医通》白芥子方，认为白芥子味辛，性温，有温

肺、豁痰利气、散结通络止痛之功效；延胡索味辛苦，性温，有活血散瘀、

理气止痛之功效；细辛味辛，性温，有祛风解表、消肿止痛之功效；甘遂

味甘苦，性寒，有逐水攻痰、利水消肿之功效；治疗必须遵循中医辨证论

治的原则。赖新生等【62】在天灸常用药物的抗变态反应现代药理研究综述

中，认为细辛挥发油具有很强的抗炎作用，能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增强

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和炎性介质的释放。延胡索含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物质

延胡索乙素，对于抑制变态反应有很好的疗效。麻黄中的有效成分左旋麻

黄碱属于混合型拟肾上腺素类物质，它既是Q和p受体兴奋剂，又是肾上

腺素递质促进剂，可以通过收缩末梢血管从而缓解支气管黏膜的肿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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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的痉挛作用持久。大蒜主要活性成分是挥发油，还有氨

基酸类、脂质类等，大蒜新素能通过降低血小板内磷酸腺苷(cAMP)而

抑制高胆固醇引起的血小板聚集作用，陈蒜提取物(AGE)可直接或间接

的减轻在过敏性级联反应中起重要作用的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活化

T细胞的功能。白芥子的水解产物，挥发性较小，具有辣味，为强力的皮

肤发红剂，具有很好的发泡作用。

6．3敷贴穴位的全身调节作用

分析穴位贴敷疗法的选穴配方、归经和穴性，使用频次较高的腧穴有

肺俞、膈俞、心俞、肾俞、脾俞，属足太阳膀胱经的背俞穴，药物通过作

用背俞穴调节脏腑经络功能，从而达到防治哮喘发作的目的。高雪等1631

把穴位敷贴治疗哮喘的药物作用机理归纳为对神经、体液的综合治疗作

用；调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状态，转移了迷走神经的兴奋性，从而达到平

喘作用；温热药物通过经穴，使机体阴阳趋于平衡的作用。林成明哗】探讨

天灸“引赤发泡"作用机制，提出作用途径可能与药物通过穴位一经络一脏

腑整体调节作用，天灸发泡的局部刺激作用，天灸药物本身的药理作用，

以及天灸疗法具有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相关。吉训超等【65】认为在夏季对

“冬病”予辛温之药祛寒，择补肾壮阳之要穴“随而济之’’，动其致病之寒邪，

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三伏天灸以自然界阳气旺盛，人体皮毛疏松开泄，

顺时就势摄取阳气，使药物通过经络气血的运行作用可以到达相应脏腑，

调整机体功能状态，增强抗菌能力。穴位贴药通过刺激穴位和药物吸收，

还能直接或间接地反射性调整神经系统功能，促进机体的康复。刘方土等

断】认为药物在穴位的刺激和放大效应作用下，可以对人体的脏器起到良好

的调节作用。

6．4贴敷疗法给药途径的作用机制

贴敷疗法是通过经皮给药系统完成的，是穴位刺激作用和药物吸收作

用的综合效应。王济梅【671探讨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现代研究机制认为是经络

的放大效应，即药物通过体表穴位，渗透并沿着经脉循行和传导，具有放

大增益功效，直达脏腑病变部位，调整机体各系统功能，增强机体的防御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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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从而祛除病邪。赵立岩【68】认为中医透皮给药有独特的经络途径，辨

证选择中药经皮给药的腧穴是中医内病外治的一大特色，把经络腧穴对药

物的作用归纳为放大性、储存性和整体调节性。张晓明等【69】认为穴位敷贴

作为一种经皮给药系统，避免口服给药可能发生的肝脏首过效应和胃肠灭

活，提高了有效血药浓度；当药物通过腧穴吸收时，其作用已不仅仅是穴

位刺激和药物吸收两者功效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相互激发、相互协调而

产生的整体效应，可以取得单纯用药或针灸所不能达到的治疗效果。陈传

江等【7伽运用经络的低流阻通道假说，探讨穴位贴敷疗法的作用机制。认为

穴位敷贴后局部皮肤角质层的含水量明显增加，汗水难以蒸发，角质层吸

收水分后，使皮肤水化，引起角质层细胞发生膨胀成多孔状态，结构变得

疏松使得药物容易吸收和穿透。药物穿透经穴层后，沿着循经低流阻通道

传输，直接作用于经络和脏腑发挥作用。沈惠风等【7u实验观察中药循经外

敷对诱喘豚鼠肺组织和哮喘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p受体的影响，探讨中药

循经外敷治疗哮喘的作用机制，发现中药循经敷贴能明显延长豚鼠的诱喘

潜伏期，明显提高豚鼠肺组织p受体的含量，证实中药循经敷贴的小剂量

间歇给药，使药物的作用持久发挥，逐步释放到血液和淋巴中，降低机体

的过敏状态而治疗疾病。

6．5对免疫机制的调节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支气管哮喘和人体免疫反应有密切的关系。穴位

敷贴治疗哮喘的作用机制之一是通过增强人体免疫力来实现的。潘晓明等

1721研究发现，穴位敷贴可以改善患者肺通气功能，显著升高血清r球蛋白

含量和淋巴细胞转化率，能明显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升高IgE和IgA

的含量，减少嗜酸性细胞含量，说明穴位敷贴能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

和体液免疫功能，改善机体的过敏状态。阎怀士等【73】通过观察哮喘患者穴

位敷贴前后血清干扰素(IFN)的变化，发现治疗组体内血清干扰素明显

升高，和治疗前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表明穴位敷贴可以增强机体的非特异

性免疫功能。吴晓林等【74】认为穴位敷贴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增加体

内干扰素的生成和释放，对支气管有一定的扩张作用。同时，穴位敷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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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善肺通气功能，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经环核苷酸的第二信使作用，

解除支气管平滑肌的痉挛，而达到止咳平喘的作用。胡铁墩等【75l观察中药

穴位敷贴对支气管哮喘儿童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治疗后血清

中IgA、IgG、C3、C4以及淋巴细胞转化率比治疗前有明显提高，结果表

明，中药穴位贴敷疗法能明显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叶芹【761通过观察哮喘

患者冬病夏治穴位敷贴后血清淋巴转化率等指标发现，治疗后血清淋巴转

化率、IgA、IgG和IgM的含量均明显升高，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中药穴位敷贴具有提高患儿免疫功能的作用。

6．6减轻或消除气道炎症反应

现代医学认为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如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T淋

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及气道上皮细胞等)和细胞组分共同参与的气道慢性

炎症性疾患。多种炎性细胞参与炎症反应，是形成气道高反应性的主要原

因。中药穴位敷贴能明显消除炎性细胞，抑制炎症反应。秦亮甫等【771自制

秦氏哮喘膏，药方由麻黄、白芥子、甘遂、生姜、细辛等10味中药组成，

进行穴位敷贴哮喘豚鼠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秦氏哮喘膏敷贴能显著延长

哮喘模型豚鼠的诱喘潜伏期，减轻发作程度，治疗组较非治疗组在病理上

有明显的改变，提示贴敷药膏对哮喘模型豚鼠的气道变应性炎症有一定的

治疗作用。杨君军等【78】通过观察天灸疗法治疗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IgE水

平的变化，治疗后患者血清IgE含量较治疗前明显降低，统计学分析有非

常显著性差异。说明天灸疗法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IgE介导的抗原

抗体反应，减少局部血管扩张血流变缓的效应，从而减少炎症细胞，尤其

是嗜酸性粒细胞沿壁滚动机会来减少细胞粘附的发生，达到治疗的目的。

李月梅等【79】通过穴位敷贴观察哮喘模型豚鼠的引喘症状、潜伏期及其病理

改变，发现从第6天开始，贴药组点头呼吸的潜伏时间比哮喘组明显延长，

从第9天开始，点头呼吸的频度比哮喘组明显减少，贴药组有降低豚鼠炎

症渗出和嗜酸性粒细胞数的作用。实验证明，穴位敷贴可以明显延长致敏

豚鼠哮喘发作的潜伏期，改善哮喘发作的程度，减轻肺组织局部炎症和炎

性渗出，明显改善肺气肿、肺不张状态。倪伟等【80l通过观察穴位敷贴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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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寒性哮喘患者血清IL．5和ECP的含量，检测治疗后患者的血清IL．5

和ECP含量明显降低，说明穴位敷贴具有较为明显改善变应性炎症的作

用。戴文军等【811通过观察天灸疗法治疗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SP和VIP的

含量变化，发现天灸组治疗后血清SP的含量比针刺组降低明显，而VIP

的含量升高明显，两组均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提示天灸和针刺对

哮喘气道的神经源性炎症具有抑制作用。王萍等【82】通过穴贴定喘膏对过敏

性哮喘模型豚鼠作用机理的实验研究，发现模型组血清lgE、IL3和IL5

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o．05)，而穴贴定喘膏则能明

显降低lgE、IL3和IL5的含量，表明该药能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支气

管的损伤，缓解过敏性哮喘的发作。司小兵等【83J通过观察穴位贴敷对哮喘

模型大鼠血清L．8和TNF．0【的影响，结果显示穴位贴敷“咳喘宁"贴膏能降

低哮喘大鼠血清L一8和TNF．a水平，减轻免疫炎性反应，其作用机制可

能是通过减少L一8和TNF．0L的生成，减轻并控制细胞因子级联反应，并

减少炎性反应而到防治哮喘的作用。

6．7改善肺通气功能

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发现，哮喘患者肺通气功能明显减弱，这是造成

临床出现咳嗽、咯痰、哮喘等症状的直接原因。通过改善肺通气功能，达

到止咳平喘的目的是穴位敷贴治疗哮喘的主要机理。邓丽莎等瞰】三伏天观

察代温灸膏敷贴对哮喘儿童肺通气功能的调整作用，测定哮喘儿童治疗前

后的最大呼吸流速(PEF)预测值和变异率，连续观察3年，结果发现第1

年天灸后，两组症状、体征、PEF预测值和变异率积分均值比较差异不显

著(P>0．05)，第2、3年天灸后积分均值比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初步

提示治疗作用是通过降低患儿气道的高反应性和提高肺通气功能来实现

的。何丽等【85】通过实验研究观察喘敷灵敷贴对哮喘豚鼠肺组织中一氧化氮

(NO)、一氧化氮合酶(NOS)浓度的影响，发现造模组豚鼠肺组织中

NO、NOS水平较正常组明显升高(P<0．01)，中药组豚鼠肺组织NO、NOS

水平较造模组明显降低。提示中药喘敷灵穴位敷贴可降低哮喘豚鼠肺组织

NO、NOS水平，对哮喘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于雪峰等【861观察中药穴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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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对哮喘肺功能的影响，分对照组、1年贴敷组和3年贴敷组比较，在治疗

前、后每隔半年测定最大肺活量(FVC)、1秒钟最大呼气量(FEVl)和峰值

流速(PEF)和最大呼吸流量(EMF)。结果提示三组患者治疗后肺功能

指标均有明显改善，其中对照组大气道功能改善较快，小气道功能改善慢；

1、3年贴敷组在大气道功能改善的同时，小气道功能改善幅度较大，且贴

敷时间越长，则小气道功能改善越显著。唐纯志等【87】观察中药穴位敷贴对

实验性哮喘豚鼠血清转化生长因子．pl(TGF．p1)的影响，结果提示穴位

贴敷可以降低支气管哮喘豚鼠血清转化生长因子一p。水平，据此推测，穴

位贴敷治疗哮喘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血清转化生长因子．p。，抑制

气道重塑而发挥作用的。

7问题和展望

冬病夏治是中医“天人相应”理论指导的“择时"治疗，冬病夏治穴位贴

敷疗法防治哮喘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现代医学研究认为经皮给药途径是

药物和穴位双重刺激的整体作用，发挥了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综合

效应。既可以治标消除气道炎症，改善肺通气功能，又可以治本提高免疫

能力。从目前研究水平看，哮喘发病和机制研究已经深入到细胞、分子和

基因水平，随着哮喘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将对指导临床实践和提高临

床疗效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整理和分析近50年来200余篇文献，运用中医非药物疗法预防和治疗

哮喘显示了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治疗支气管哮喘疗

效确切，操作方法简单易行，深受“冬病”患者的青睐。研究者在不断地临

床观察和动物实验研究中，对中医外治特色疗法的作用机制认识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临床采取现代医学理化指标检测手段，设立治疗组与对照组进

行穴位敷贴疗法与中西药的比较，中医辨证分型选穴用方比较，以及结合

其他方法观察综合疗效等，但尚缺乏穴位注射、穴位拔罐、放血疗法等与

穴位敷贴之间的比较。就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本身而言，治疗疾病的干

预措施包括药物、穴位、季节、时间、疗程、贴敷皮肤反应等诸多因素，

属于中医典型的多因素复杂干预，目前，不同的研究者或医院自拟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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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中药选用生、炒白芥子的不同组方，穴位贴敷选穴

处方各异，贴敷时机有选择夏季或冬季、“头伏”、“中伏”、“末伏”第一天

贴敷或三伏期间贴敷等不同，贴敷时间长短、次数、疗程等治疗操作各施

其法，这些都将直接影响着临床疗效。如何开展中医临床疗效评价研究已

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探索国际公认的疗效评定标准和指标检测标准成为

该疗法推广应用的关键问题。哮喘因脏腑阴阳虚损各异，有寒热虚实不同

证型，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此疗法干预措施的核心

是中药和腧穴，筛选优化用药和选穴成为进一步临床规范研究的基础。按

照辨证与辨病论治相结合的思路，借鉴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严格设计，设

立统一的疗效判断标准，有步骤地开展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常用药物组

方或穴位处方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筛选基本核心药物和腧穴，力求优中

选优，探寻规范、简练、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为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提

供合理、可行和科学的依据。

哮喘是全球范围内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一种慢性疾病，其发病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涉及各年龄组。发病原因和病理机制十分复杂，与遗传、环

境、机体免疫、行为、心理等因素相关。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发展、都市化

进程的加速、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众多学者高度关注诱发哮喘发作的危

险因素研究，从流行病学角度认为深入开展疾病预防性研究，防患于未然，

才能从群体水平上对哮喘发作进行有效地控制。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防

治哮喘具有鲜明的中医特色，是中医“天人相应"思想的完美体现，随着

中医药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和内涵将在哮喘等疾病

的诊疗和预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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