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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復方三子養親湯微型灌腸劑通過直腸推入保留灌腸給藥治療小兒痰阻氣雍

型哮喘的臨床療效。 方法 將80例患兒雙盲、隨機分為治療組40例，對照組40例，治療組在常

規吸入信必可都保後予復方三子養親湯型灌腸劑直腸推入保留灌腸，觀察兩組患兒哮喘控制程度、

症候積分的變化及臨床療效的對比。 結果 在有效率及哮喘控制程度方面，治療組與對照組相

比有顯著差異（P<0.05）；在治療後哮喘症候積分方面，治療組顯著優於對照組（P<0.05）；

兩組患兒在不良反應發生率方面無明顯差異。 結論 復方三子養親湯微型灌腸劑直腸推入保留

灌腸給藥治療小兒痰阻氣雍型哮喘療效顯著，副作用低，患兒依從性高，有較高的臨床推廣價值。 

 

[關鍵詞] 復方三子養親湯；微型灌腸劑；保留灌腸；痰阻氣雍型；兒童哮喘 

哮喘是兒童時期臨床常見病，其特點是反復發作，嚴重威脅兒童身心健康，且病因病機複

雜，是一種只能部分控制不能完全根治的疾病。西醫治療主要選用糖皮質激素、β2受體激動劑

等藥物，哮喘雖然得到了一定控制，但隨之出現了較多的副作用，且部分患兒不能耐受。所以我

們經過多年臨床經驗結合現代醫學研究，採用復方三子養親湯高倍提純獲得微型灌腸劑治療小兒

哮喘，具有較好的療效，而且方法簡便，易於操作，無毒副作用。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診斷標準 

1.1.1 西醫診斷標準：參照2008年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哮喘學組《哮喘防治指南》[1]

制定。 

1.1.2 中醫診斷標準：符合中醫哮病痰阻氣雍證型（參考1997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中醫臨床診療術語證候部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2002版《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和《中

醫內科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第六版）。 

1.2 納入標準 

（1）符合西醫診斷標準及中醫診斷標準。（2）年齡1-6歲，病情分級屬輕、中度者。（3）



患兒家屬同意本試驗方案，依從性高。 

1.3 一般資料 

80例患兒均來自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於牡丹江市中醫醫院兒科門診及病房就診的哮喘

患兒。符合以上診斷標準。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40例，男22例，女18例，年齡1-6歲，平均3.5

歲，病程1.2-3.6年，平均2.4年；對照組40例，男19例，女21例，年齡1.2-6.4歲，平均3.8歲，

病程0.8-3.8年，平均2.3年；治療組、對照組兩組患兒見性別、年齡、病程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

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4 治療方法： 

1.4.1 所需物品的準備：（1）醫用恆溫箱（2）微型灌腸劑軟塑球囊藥液（3）石蠟棉球（4）

一次性手套等。 

1.4.2 具體操作方法：將型灌腸劑軟塑球囊用恆溫箱加熱至38℃，去除軟塑球囊封口，戴一

次性手套，令患兒排空大小便，取左側臥位，將臀部微墊高約10cm，用液體石蠟潤滑軟塑球囊

頸部2-3cm及患兒肛周皮膚，將塑球囊頸部緩慢入肛管2-3cm，將藥液緩緩擠入直腸，緩慢拔出

塑球囊頸部，保留到次日早晨，利於藥液吸收。 

1.4.3 治組：吸入信必可都保（布地奈德/福莫特羅粉吸入劑，160ug/4.5ug/吸，60吸），每

次一吸，每日兩次；微型灌腸劑處方：紫蘇子15g，萊菔子15g，白芥子15g，半夏12g，茯苓15g，

陳皮12g，甘草10g（由牡丹江市中醫醫院藥劑科提供，經牡丹江市中醫院製劑室統一煎製），

將以上中藥加水煎製成100%濃度提取液後，再濃縮至300%，100℃流通蒸汽滅菌45分鐘，再加

入0.2%的尼泊金乙脂作為防腐劑，分裝於中空軟塑醫用擠壓型細長頸瓶容器中，每隻10ml，封

口即得。一次10ml，一日二次直腸保留灌腸。 

1.4.4 對照組：採用信必可都保（布地奈德/福莫特羅粉吸入劑，160ug/4.5ug/吸，60吸），

每次一吸，每日兩次；同時忌生冷油膩、發物及刺激性食物，兩組均7天為一個療程。 

1.5 療效判定標準及觀察指標： 

1.5.1 控制程度標準：以GINA2006和GOAL[2-5]研究為標準，將治療後的控制程度分為（1）

完全控制 以下標準需完全符合：無（2次或2次以下/周）日間症狀；無日間活動（包括運動）

受限；無夜間症狀或者因哮喘憋醒；無（2次或2次以下/周）需緩解劑/急救治療；肺功能（FEVI 

or PEF）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無哮喘急性加重。（2）部分控制 任意一周符合以下任一標準：

日間症狀2次以上/周；任意一次活動受限：任意一次夜間症狀/夜間覺醒；需緩解劑/急救治療2

次以上/周；肺功能（FEVI or PEF）<80%預計值或個人的最佳值：哮喘急性加重一次或以上/

年。（3）未控制 任意一周內出現部分控制哮喘的3種或3種以上特徵；任意一周內出現一次以

上惡化。 

1.5.2 中醫療效評定標準：以《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為標準：臨床控制：治療後臨

床、體徵消失或基本消失，證候積分減少≧95%。顯效：治療後臨床症狀、體徵明顯好轉，證候

積分減少≧70%，<95%。有效：治療後臨床症狀、體徵均有好轉，證候積分減少≧30%，<70%。

無效：治臨床症狀、體徵無明顯改善，甚或加重，證候積分減少<30%。 

1.5.3 觀察指標 

對兩組患兒進行治療前後臨床控制程度、臨床療效、主要症狀積分比較。兩組患兒治療前

後均進行血、尿、便常規及肝、腎功能檢查。 



1.6 統計學方法 

均採用X2檢驗，使用SPSS13.0軟件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兩組患兒臨床控制程度比較 

 

2.2 兩組患兒臨床療效比較 

 

表2可見兩組患兒在總有效率方面相比，治療組明顯優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 

2.3 兩組患兒主要症狀平均積分、總積分治療前後比較 

 

由表3可見：治療前兩組積分相比（P>0.05）具有可比性；經7天治療後治療組和對照組各

症狀積分相比有顯著差異（P<0.05）。 



2.4 安全性指標 

兩組患兒治療前後血、尿、便常規及肝腎功能檢查均正常，無明顯差異。 

 

3 討論 

祖國醫學認為「痰」是哮喘發生後臟腑失調的病理產物，又是哮喘再次發作的啟動因子。

哮喘發作時多系「伏痰」遇感引觸，痰隨氣升，氣因痰阻，相互搏結，雍塞氣道，肺管攣急狹窄，

通暢不利，肺氣宣降失常，引動停積之痰，而致痰鳴如吼，氣息喘促。哮喘發作時以痰阻氣雍證

為主，寒與熱俱不明顯，胸滿喘息，坐不得臥，痰涎雍盛，喉如曳鋸，咳痰黏膩難出，舌苔厚濁，

脈滑實，稱為痰哮，為痰阻氣雍證。小兒臟腑嬌嫩、形氣未充，脾常不足，脾虛則生痰。「脾為

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痰之標在肺，痰之本在脾，脾虛納運無權，導致食停痰生，痰盛雍

肺，肺失宣降，故見咳嗽喘息、痰涎雍盛。故治療本病當以止咳平喘、健脾化痰為首要法則。方

中：紫蘇子降氣化痰，止咳平喘，白芥子溫肺利氣，化痰散結，萊菔子消食除脹，降氣化痰，半

夏燥濕化痰，茯苓健脾利濕，陳皮理氣燥濕，甘草調和諸藥。諸藥合用，使肺氣得充，脾氣健旺，

痰濁自消，痰降氣順，咳喘氣逆、胸膈滿悶諸症自解，共奏止咳平喘、健脾化痰之功。 

中藥微型灌腸劑是近十幾年發展起來的新劑型，它是以中藥湯劑為基礎，製成的高濃度的

小劑量液體製劑，能夠通過直腸給藥而起到全身治療作用。對於兒童哮喘的治療是以「假借腑道，

逐邪外出；臟腑相關，上病下取；肺與大腸相表裏，肺朝百臟」為中醫理論基礎。中藥微型灌腸

劑的特點有：（1）藥物生物利用度高，藥物成分吸收快。（2）劑量小，濃度高。（3）可大部

分繞過肝臟循環，減輕首過消除。（4）操作簡便，用藥安全；（5）符合中醫藥理論，適用範

圍廣。而且藥物以分子或微小粒子狀態分散，有利於藥物吸收，尤其適合兒童或不宜口服藥物的

患者使用。尹彬彬等[6]認為微型灌腸劑有50%-70%藥物不經過肝臟直接進入大循環，減少肝臟

首過作用對藥物的破壞和藥物對肝臟的毒副作用；吸收迅速，生物利用度高，僅次於靜脈注射；

使用方便，可避免兒童怕打針的恐懼心理，是嬰兒用藥的理想劑型之一。對呼吸系統急症中更能

發揮高效速效的優勢。劉華鋼等[7]經過試驗證實中藥微型灌腸劑灌腸法吸收好、見效快、作用穩

定持久。 

中藥微型灌腸劑費用低廉，副作用低，家長自行操作即可完成，解除患兒恐懼心理，保證

了治療方案的完整性，易於患兒及家長接受。但是本試驗不是多中心觀察，以及未在免疫層面深

入探討作用機制，是本試驗的不足之處。中藥微型灌腸劑直腸保留灌腸法的深入研究有非常重要

的臨床價值，希望本文能夠引起相關專家及學者的關注，為微型灌腸劑在中醫兒科臨床中得到大

力推廣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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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鄭華明番校2017.04.22） 
表1：兩組患兒經7天治療後哮喘控制程度比較 

組別 例數 完全 

控制 部分 

控制 未控制 控制例數 

百分比（%） 

治療組 40 36 2 2 95 

對照組 40 30 6 4 90 

由表1可見治療組與對照組完全控制率相比有顯著差異（P<0.05）。 

表2：兩組患兒經7天治療後臨床療效比較 

組別 n 治愈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40 35 2 1  2 95 

對照組 40 30 3 3 4 90 

表3：兩組患兒治療後主要症狀平均積分、總積分治療前後比較 

症狀 治療組 對照組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前 治療後 

咳嗽 0.91±0.34 0.13±0.11 0.88±0.46 0.31±0.13 

喘息 3.35±1.51 0.20±0.21 3.48±1.21 1.05±0.96 

咳痰痰鳴 4.27±1.13 0.23±0.11 4.18±1.04 1.70±1.02 

哮鳴音 3.76±0.41 0.18±0.53 3.67±0.42 1.01±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