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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of medication combined Liu pediatric massage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bronchial asthma at chronic persistent period. Methods: 60 childre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sistent asthmatic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medication group
(conventional medication) and the massage group (conventional medication + massage),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cycle was all 8 weeks.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o analyze the change levels
of intracorporal inflammatory factors of children patients were detected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3.3% in the massage group and 70%
in the medication group. The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treatment in massage group was better than
which in medication group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s, the levels of IL-17, IL-33, IL-6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children patients (P < 0.05); the massage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medication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Liu pediatric massage intervention may relieve children
bronchial asthma and enhance the immune system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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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刘氏小儿推拿联合临床常规雾化治疗对小儿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方法：将60例缓解期哮
喘患儿随机分为药物对照组(药物组)与刘氏推拿药物联合组(推拿组)，各30例，经8周治疗后，分别观察
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后各组患儿临床有效率及治疗前后两组炎症因子水平改变。结果：推拿组临床总有
效率达93.3%，药物组临床有效率70%，推拿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炎症因子IL-17，IL-33，IL-6水
平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P < 0.05)，推拿组炎症因子较药物组改变明显，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05)。结
论：刘氏小儿推拿干预后对小儿支气管哮喘缓解期各症状缓解有显著疗效，从而达到提高患儿免疫力，
降低哮喘复发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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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哮喘是儿科常见的一种常见的肺系慢性疾病，临床表现为喘息、气促、胸闷和(或)咳嗽等症状，其病
程长且易反复发作。近年来儿童哮喘发病率从 10 年前的 0.35%上升到目前的 1.16%增加了两倍以上[1]，
严重影响小儿生长发育。本病病情相对复杂，研究表明小儿哮喘发生与小儿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有关，
如血清 IL 与 IgE 等[2]。随着中医理论技术的发展，在“治未病”理论中，根据哮喘患儿不同时期的特殊
性，结合小儿临床表现，采用“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原则在治疗小儿哮喘方面取得显著疗效[3]。
临床研究证实小儿推拿疗法能增强患儿体质，提高小儿机体的免疫力[4] [5] [6]。近年刘氏小儿推拿在小
儿哮喘临床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就 60 例哮喘缓解期患儿为例，比较传统药物治疗与刘氏推拿联
合药物治疗的临床疗效、与哮喘密切相关的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变化加以观察，以探讨刘氏小儿推拿对小
儿哮喘的临床疗效。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将 2016 年 6 月~2017 年 10 月在院接受治疗的哮喘患儿 6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药物组
和推拿组，各 30 例。纳入标准：所有患儿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制定的《儿童支气管哮
喘诊断与防治指南》2008 年版。患儿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入组前 4 周罹患感
染者，合并严重脏器功能障碍者，未按规定用药治疗，无法判定疗效；临床资料不全者。药物组：男 11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6.02 ± 1.93)岁；平均病程(15.5 ± 0.87)个月。推拿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平均
年龄(5.71 ± 1.04)岁；平均病程 16.7 ± 0.81)个月。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 > 0.05)，具有临床可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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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治疗方法
1) 药物组给予患儿常规雾化吸入治疗[7]，治疗 8 周。
2) 推拿组在此治疗基础上运用刘氏小儿推拿进行治疗，治疗 8 周。小儿推拿方法：开天门、推坎宫、
推太阳、掐总筋、分阴阳各 24 次；先清脾经 400 次，再补脾经 100 次，清肝经 350 次，清肺经 400 次，
开璇玑 100 次，揉创新、定喘、天突各 100 次，推揉膻中 120 次，胸部分阴阳 24 次，揉中脘、丹田各
150 次，揉按足三里 120 次，盐擦“八”字至发红，按揉脾俞、肾俞各 150 次，捏脊 5~8 遍，按肩井 3~5
次偏热者加清天河水，清大肠；偏寒者加揉外劳，痰多加揉丰隆穴。

2.3. 疗效观察
1) 疗效标准[8]：参照新药(中药)治疗支气管哮喘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拟定以下疗效评判标准哮喘症
状明显缓解为显效；哮喘症状有所减轻，为有效；哮喘症状无明显改善或者病情加重，测定值无明显变
化为无效。
2) 治疗前后的每日清晨，抽取两组患儿空腹时静脉血 5 mL，分离血清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中炎
症因子 IL-17、IL-33、IL-6 水平，试剂盒由湖南省长沙艾佳生物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操作检测。

2.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用(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计数资料采用 x2，P < 0.05 时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
经过 8 周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分别为 93.3%和 70%，x2 检验
得 Pearson Chi-Square 值为 3.743，P < 0.05，推拿组治疗总有效率优于药物组。见表 1。

3.2. 两组患儿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经过 8 周治疗后，两组慢性持续期患儿体内炎症因子 IL-17、IL-33、IL-6 较治疗之前均明显降低(P <
0.05)；治疗后组间 t 检验比较，推拿组炎症因子改变水平较药物组改变明显，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05)。
见表 2。

4. 讨论
临床上西医在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的治疗主要以糖皮质激素(ICS)作为哮喘控制治疗的第一线药物，支
气管扩张剂则首选 β2 激动剂，但由于患儿免疫体系发育不完善，病情容易出现反复，长期使用患者很难
接受，尤其对于小儿影响其生长发育。中医学认为，哮喘发病的病因除感受外邪，内因肺脾肾三脏亏虚。
根据朱丹溪提出的“未发以扶正为要”的原则，在哮喘缓解期应加强补虚，同时辨肺脾肾论治。刘氏小
儿推拿对小儿哮喘缓解期治疗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根据小儿五脏的生理特性和病理特点，以补益脾肺
为之固肾纳气为原则，运用独具特色的“推五经”手法，重在补肺脾、肾三经以固本，按揉中脘、足三
里等穴以扶正，按揉天突、膻中、肺俞等穴宽胸理气，宣肺化痰，再据患者其他兼症给予相应施治方案，
辨证施治[9]。近年研究证实，中医药针对小儿哮喘急性发作期、慢性持续期和缓解期的不同特点来选取
四肢、前胸及头面部腧穴，必要时辅以西药治疗，对支气管哮喘有着显著的疗效[10] [11] [12]。有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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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wo groups of children [n(%)]
表 1.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推拿组

30

16 (53.3%)

12 (40%)

2 (6.7%)

28 (93.3%)

药物组

30

11 (36.7%)

10 (33.3%)

9 (30%)

21 (70%)

Table 2. Comparis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wo groups of children ( x ± s , pg/mL)
表 2. 两组患儿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x ± s , pg/mL)
组别
Group

n

IL-17

IL-33

IL-6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推拿组

30

43.70 ± 8.7

26.7 ± 5.6

203.7 ± 72.1

132.6 ± 41.1

213.7 ± 62.1

127.7 ± 32.4

药物组

30

44.50 ± 8.6

30.1 ± 7.2

191.6 ± 68.7

165.1 ± 49.2

225.3 ± 71.7

181.5 ± 62.6

t

−2.36

−2.312

−2.648

p

0.032

0.037

0.023

注释：与治疗前比较，P < 0.05。

明小儿推拿可以有效降低 PAF、PGD2 和提高 PAF-AH 和 DP1 水平，从而有效控制炎症，减轻哮喘发作
[13] [14] [15]。本研究通过临床观察也发现刘氏小儿推拿联合药物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常规药物治疗，治疗
后血清中炎症因子 IL-17、IL-33、IL-6 水平明显降低，也间接表明其作用机理可能是通过有效控制血清
中炎症因子释放，达到减轻哮喘症状同时提高患儿免疫力。本研究因患儿个体差异、经费有限，以及样
本量不充足等因素，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后续研究值得更深入去探讨刘氏小儿推拿在哮喘不同时期
的疗效及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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