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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過對中醫治療小兒哮喘緩解期的文獻分析，明確中醫對小兒哮喘緩解期的臨床治療思路。 方法 檢
索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萬方資料庫中醫、中西醫治療小兒哮喘緩解期的相關臨床文獻，整理，歸納各醫家對小兒
哮喘緩解期的認識及治法。 結果 小兒哮喘緩解期有正虛和邪實兩個方面，正虛有肺、脾、腎之不足，邪實有風、
痰、瘀等，治法有益肺、健脾、補腎、調肝、祛風、化痰、活血及中西醫結合等。 結論 中醫藥療法能從整體改
善患兒體質，減少哮喘發作次數，減輕哮喘發作程度，改善預後。 
 

[關鍵詞] 小兒哮喘緩解期，中醫藥；綜述 
哮喘是一種以慢性氣道炎症為特徵的異質性疾病。發病率約1%~18%，且有上升趨勢。臨床緩解期是指經

過治療或未經治療症狀、體徵、肺功能恢復到急性發作前水準並維持3個月以上。歷代中醫醫家對本病的辨證論
治規律、療效機理進行了積極探索，展現出療效顯著、標本兼治、副作用小的優勢。現就近10年來的報導綜述
如下。 

 

1 按病理因素論治 
痰是哮喘發病的重要因素，如李中梓《證治匯補卷五》中說「內有壅塞之氣，外有非時之感，膈有膠固之

痰，三者相合，閉阻氣道，搏擊有聲，發為哮喘。」哮喘遷延難愈的關鍵在於痰飲留伏，伏痰的產生主要責之
肺脾腎之不足，另外伏痰並非孤立存在，它與氣滯血瘀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使哮喘宿根難去，反復發作。
痰瘀內伏是哮喘發病的宿根，外邪是哮喘發作的誘因。故治療方法可分為從病理因素論治和從臟論治兩個方面。 

1.1 從風論治 
感受外邪是哮喘發作的主要誘因，而外邪又以風邪為主導。哮喘患兒及家族中常有濕疹、蕁麻疹等病史，

且常有鼻癢、眼癢、噴嚏、咳嗽等症狀，此與風邪的性質相符。故治療多用風藥宣發肺氣，調節衛氣，常用蟬
蛻、僵蠶、細辛、五味子、辛夷、鈎藤、蒺藜等。朱慧華[1]等用自製辛蒼湯和酮替芬對照，治療哮喘緩解期患
兒各30例，3個月後，治療組EOS、IL-5濃度明顯下降，且FEV1明顯改善，優於對照組。表明辛蒼湯具有降低
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濃度和血清IL-5濃度、降低氣道阻力的作用。 

1.2 從痰論治 
宿痰內伏是哮喘反復發作，遷延難愈的關鍵。《丹溪心法‧喘論》曰「哮喘專主於痰」。董幼祺[2]等以「痰

之本源於腎，痰之動主於脾，痰之成貯於肺」作為理法依據，以「杜痰」為法，靈活施治，臨床療效顯著。李
昊威[3]等將76例患兒隨機分為兩組，分別給予常規西藥治療及在此基礎上加用固本止哮湯治療，結果觀察組治
療後1年、2年與治療前相比有明顯差異，且治療後兩組患者的肺功能指標水準以及C-ACT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
義（P<0.05）。 

1.3 從瘀論治 
血液的運行要靠氣的推動，肺朝百脈，病久肺氣虛弱，無力行血，淤血內滯，肺氣宣降功能失常，以致喘

息。臨床觀察發現哮喘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微循環障礙和血流瘀滯現象。因而在哮喘的治療中常用活血化瘀藥
以行肺之瘀血，瘀血消散則肺之宣降正常，喘則自平。孫紅梅[4]認為哮喘緩解期氣道的慢性炎症與中醫的「痰」
和「瘀」密切相關，故在治療中注重活血化瘀以改善肺內微循環，促進炎症吸收。其用自擬化瘀方配合藥枕治



療哮喘緩解期患兒總有效率達93.94%。 
1.4 從痰瘀論治 
痰可釀瘀，瘀可致痰，二者常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痰瘀互結阻於肺絡，以致肺失宣降而作喘息。董

秀蘭[5]等認為哮喘患兒正氣不足為其本，痰瘀內伏為其根，痰瘀互結是哮喘的主要病理機制。針對哮喘患兒久
病多虛，久病多瘀的特點，制定了益氣活血定喘方（黃芪、毛冬青、當歸尾、桃仁、川芎、地龍、僵蠶、杏仁、
紫菀），臨床研究表明其療效肯定，能明顯改善患兒體質，增強肺功能。 

 

2 按臟腑論治 
2.1 從肺論治 
從臨床病因分析看，小兒哮喘常因寒溫失調、感受風邪而誘發。是因為小兒「肺常不足」，易感受風邪，

引動伏痰，痰隨氣升，氣因痰阻，痰氣交阻而發哮喘。白淩軍[6]等認為哮喘緩解期主要是肺衛不固，風痰內盛，
治療以補肺固表消風化痰為主。其將60例哮喘緩解期兒童隨機分為2組，分別給予補肺固表消風化痰中藥加味玉
屏風散和普米克及順爾寧治療，結果治療組控顯率達80%，總有效率為96.67%，治療前後哮喘發作次數明顯減
少。 

2.2 從脾論治 
「痰」為哮喘病的「夙根」。《內經》有云「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脾主運化水濕，若脾之功

能減退，必然導致水液在體內停聚而產生水濕痰飲成為哮喘之宿根。鐘詩旭[7]認為哮喘緩解期的治療應以清除
「夙根—痰」為主，而痰之本水也，脾主運化水濕，故保持脾運如常在防治小兒哮喘中至關重要。臨床常用參
苓白朮散、香砂六君子湯、不換金正氣散等補脾益胃，使脾氣充盛，運化如常，杜絕生痰之源，以減少哮喘的
復發。 

2.3 從腎論治 
研究發現哮喘於學齡前兒童及50歲左右的成年人中發病率 高，而這兩個時期正是腎氣相對不足之際。另

外，哮喘發作常以半夜至淩晨 重，《內經》指出：「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而「腎為陰中之
陰」。腎為先天之本，內藏元陰元陽，腎虛可致五臟六腑虧虛，以致肺失宣降、脾失健運而痰飲內生，留伏於
肺引發哮喘。杜宏武[8]觀察仙巴合劑改善小兒哮喘緩解期的作用，與對照組比較，在3個月治療期內，哮喘急性
發作率明顯減少。(P<0.05)  

2.4 從肝論治  
肝之疏泄可有效調節肺脾腎三臟的功能，從而調節其對水濕的運化以杜絕痰的產生。肝居下焦，從左而升；

肺居上焦，從右而降。肝升肺降，周轉運行，使氣機調暢，因此，哮喘從肝論治，根本在於調氣機，助宣降，從
而 達 到 控 制 哮 喘 發 作 的 目 的 。 徐 王 燕 [ 9 ] 

等強調肝在哮喘緩解期治療中的重要作用。臨症每於治療哮喘的常用方法基礎上，合以柔肝、清肝、疏肝、養
肝之法。另外哮喘小兒常有急躁易怒，噁心嗆咳，胃脘脹悶不適等症狀，中醫辨證為肝木犯胃，胃失和降。有
文獻報導胃食管返流可能是嬰幼兒哮喘的主要病因之一。魏玉嬌[10]運用疏肝固表湯（黃芪、白朮、防風、佛手、
柴胡、香櫞）加減治療小兒哮喘緩解期，總有效率達94.6%。 

2.5 從肺脾腎論治 
哮喘病程長，反復發作，遷延難愈，日久必致肺脾腎三臟俱虛，《柳選四家醫案‧環溪草堂醫案》中說：「哮

喘氣急，原在寒入肺腧，痰凝胃絡而引不已，肺虛必及腎，胃虛必累於脾。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痰
戀不化，氣機阻滯，一觸風寒，喘即舉發。治之之法，在上治肺胃，在下治肝腎，發時治上，平時治下。……
除根，必須經年累月，服藥不斷。」從而說明緩解期應注重肺脾腎的治療。林燕芬[11]將90例患兒隨機平行分為
兩組。對照組予硫酸沙丁胺醇及異丙托溴銨。治療組在此基礎上予補腎益肺健脾湯（肉蓯蓉、冬蟲夏草、黨參、
靈芝、白朮、熟地、麥冬、補骨脂、陳皮、五味子、胡桃肉）。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93.33%，對照組總有效率



75.56%，治療組療效優於對照組（P<0.05）；免疫球蛋白指標兩組均有改善（P<0.05），治療組改善優於對
照組（P<0.05）。 

 

3 按八綱論治 
3.1 從氣虛論治 
「肺為主氣之樞、脾為生氣之源」，脾土與肺金為母子關係，脾健則中氣充足，化生有源，可輸布精微以

養肺氣，肺氣充盛則不致有宿痰留戀於肺而發作哮喘。李向東[12]等認為小兒「肺常不足」，「脾常虛」，故治
療應側重健脾助運益肺，一則「建中洲以溉四旁」，二則消除痰濁內生的根源，三則調節免疫功能， 終提高
機體的抗病能力。葉華[13]等認為脾虛為宿根之源，肺虛為發病之本。根據虛則補其母的原則，自擬健脾益肺湯
（太子參、炒白朮、茯苓、陳皮、砂仁、半夏）用於哮喘緩解期的治療，總有效率達84.6%，且可減少發作次
數。 

3.2 從陽虛論治 
脾主運化水液，為水液代謝的樞紐，腎主水液，氣化作用貫徹在水液代謝始終，故曰水液代謝「其本在腎，

其制在脾」。脾腎功能失常，則易內生痰飲。高媛媛[14]等認為哮喘患兒大多為過敏性體質，即屬脾腎陽虛。陽
虛易水泛為痰，致哮喘反復發作。治療應「急則治肺，緩則治脾腎」，運用溫腎健脾法以治痰之本，臨床採用
腎氣丸合參苓白朮散加減治療，取得良好效果。 

3.3 從陰虛論治 
肺屬金、腎屬水，金水相生，腎陰為一生之陰，可滋養肺陰，若肺失滋潤，則生內熱致肺氣上逆失於宣肅

而作喘。金東明[15]認為哮喘病機關鍵是肺腎具虛，治療強調補肺益腎，五味子具有上斂肺金之氣，下滋腎水之
陰的功效，故在臨床上常選用含五味子的方劑，如小青龍湯、厚朴麻黃湯，療效顯著。 

 

4 外治療法 
所謂「良工不廢外治」，採用穴位敷貼、針刺、艾灸及推拿等方法單獨運用或結合內服中藥治療小兒哮喘，

有一定效果。熊宇航[16]分析冬病夏治穴位敷貼療法治療小兒哮喘緩解期的臨床效果。將92例哮喘緩解期患兒分
為常規維持劑量的糖皮質激素吸入治療組及在此基礎上加用冬病夏治穴位敷貼（白芥子、延胡索、甘遂、細辛
磨成細粉，姜汁調成糊狀），取適量用膠布敷貼於肺俞、心俞、膈俞，每隔3日治療1次，每次5h，2周為一個
療程）治療組。結果觀察組患兒治療後發作頻率、急診次數及住院次數均明顯少於對照組患兒，差異均有統計
學意義（P均<0.05）。 

 

5 中西醫結合治法 
臨床上對於少數病情控制不佳的患兒常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治療，以中藥減輕西藥的副作用及西藥加強中

藥的控制作用。王明明[17]等用中藥久喘康結合吸入激素治療小兒哮喘緩解期肺腎氣虛證患兒。其將100例哮喘
緩解期患兒隨機分為3組，久喘康加吸入激素治療組40例，久喘康治療組30例，吸入激素治療組30例，3個月為
一個療程，各治療2個療程，觀察治療前後肺腎氣虛證的主證積分變化，結果久喘康激素組優於久喘康組和激素
組，久喘康組和激素組比較無統計學意義。 

 

6 問題與展望 
綜上所述，中醫藥在減少患兒哮喘發作次數、提高生活品質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臨床效果。但現在臨床研

究仍存在諸多缺陷：①實驗設計方面隨機、雙盲、對照、多中心研究等相對不足，多數研究為孤立性研究，研
究結果不夠穩定，重複性差，因而降低了研究價值。②實驗方法仍存在各項標準主觀性較大，樣本量偏少，研
究週期過短等不足，使實驗的可比性和重複性差，研究結果常難以令醫界信服。③藥物治療方面只是一味的驗



證其療效，缺乏藥物作用機理的研究。④疾病認識方面中醫藥防治哮喘的機理研究相對滯後，對支氣管哮喘多
細胞、多因數介導的慢性炎症這一基本病理生理特徵認識不足，系統的臨床研究不多。 

因此，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首先我們應開展大樣本、多中心的臨床研究，制定嚴謹的科研設計方案，統
一診斷及療效評定指標，增強說服力。其次應借鑒西醫學對哮喘病理生理的認識，從哮喘患兒的體質特點出發
進一步探討中醫藥對支氣管哮喘發病機制的認識。再次應進一步研究中草藥的作用機理，找到中藥作用
靶點和作用途徑，從而提高中藥的精准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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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asthma in children by literatures on the treatment 

of asthma in children. Methods: To retrieve Chinese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a database of ten thousand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pediatric asthma remission of 
relevant clinical literature, sorting, summarized the subject that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asthma remission. Results: Children with asthma remission is false and evil reality two aspects, is deficiency 
of lung, spleen and kidney deficiency, and actual wind, phlegm, blood stasis, etc., treatment is good for lung, 
spleen, kidney, liver, wind, phlegm, invigorate the circulation and combin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etc. Conclusion: TCM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constitution of children, reduce the number of 
asthma attacks, reduce the degree of asthma attack,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Keywords: remission of childhood asthm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ound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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