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2 月第 25 卷第 2 期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133·

综述

中医非药物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临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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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非药物疗法包括针刺、艾灸、穴位贴敷、穴位注射、穴位埋线等，广泛应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稳定期的临床治疗，能明显控制病情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本文对近 5 年中医非药物治疗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稳定期临床研究进行总结，为该病的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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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Research Progress in TCM Non-medicine Therapies for Stable Period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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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CM non-medicine therapies include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point-application, point injection,
acupuncture point thread implanting, etc, which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for stable period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TCM non-medicine therapies can significantly control the progress of
the disease and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linical study on TCM non-medicine
therapies for stable period of COPD in recent 5 year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treatment of CO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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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
[1]

的有氧运动训练基础上分别予治疗针及安慰针治疗，
取穴膻中、乳根、关元、中脘、天枢等，安慰针不刺

多发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 。COPD 属中医

入体内，每周治疗 2～3 次，共治疗 5 周。结果提示

学“咳嗽”“痰饮”“喘证”“肺胀”“肺痿”等范畴。

针刺可提高 COPD 稳定期患者运动耐量，并可缩短有

中医治疗 COPD 稳定期方法多样，除中药内服外，还

氧运动训练的起效时间，且针刺配合有氧运动训练可

有针刺、艾灸、穴位贴敷、穴位注射、穴位埋线等。

更有效提高 COPD 稳定期患者肺功能。

兹就近年中医非药物治疗 COPD 临床研究综述如下。

2

1

穴位贴敷
李竹英等[5]、陈强等[6]、李娟 [7]研究均表明，中

针刺
XIE J H 等 [2] 、朱吉鹏[3] 分别观察温针灸法对

COPD 稳定期老年患者肺功能的改善作用，结果均表
[4]

药敷贴能有效改善 COPD 稳定期患者的肺功能，延缓
肺功能下降进度，提高生活质量，减少急性发作次数，

明温针灸对改善患者肺功能有明显疗效。童娟等 将

安全性高，疗效确切。张云伟等[8]将 79 例 COPD 稳

30 例 COPD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安慰组，在规定

定期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
药物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夏季三伏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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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三九贴穴位贴敷治疗。结果表明，治疗组治疗后

计划（1011JKCA175）

COPD 急性加重次数、COPD 急性加重住院次数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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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证候积分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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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5.7%，对照组为 70.3%，2

照组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耳穴贴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药穴位贴敷治疗 COPD

压。结果表明，出院后 3 个月时，干预组在准时服药、

稳定期的临床疗效显著，能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及相

定期复诊和及时就诊方面的依从性、咳嗽症状改善有

[9]

[10]

关炎性因子。李竹英等 、姚诗清等

研究均表明，

中药穴位贴敷能降低 COPD 患者外周血干扰素-γ、肿

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穴位埋线

将处

孙文善等[21]选择 COPD 稳定期的患者 60 例，随

于稳定期或非急性发作期的 324 例 COPD 患者予“三

机分为 2 组，对照组仅予基础药物治疗，埋线组在西

伏贴”治疗 3 年，结果提示“三伏贴”在预防 COPD

医基础治疗基础上予埋线治疗，治疗 3 个月。结果表

急性发作，减少发病次数，减轻临床症状、体征，改

明，治疗后组间比较埋线组 CAT 评分改善程度优于

善患者生活质量等方面疗效肯定。

对照组，2 组治疗后 SF-36 生活质量评分中的躯体功

3

能、躯体角色、健康状况、精力、情感职能、社会功

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8 水平。樊斗霜等

[11]

艾灸
[12]

采用扶阳火艾灸治疗 COPD 稳定期

能、躯体健康总评和精神健康总评均有统计学意义,

阳虚型患者，结果表明，扶阳火艾灸能明显改善患者

提示微创埋线治疗 COPD 稳定期患者疗效较好，有利

肺功能，延缓肺功能进行性下降，改善患者阳虚体质，

于肺康复。汤杰等[22]、王振伟等[23]研究表明，穴位埋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效提高患者综合疗效。王卫红

线治疗 COPD 稳定期患者可改善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黄海玲等

研究均表明，艾灸能增强体质提高机

张双胜等[24]研究表明，穴位埋线治疗能改善咳嗽、咳

体的抗病能力，改善 COPD 稳定期的症状，从而提高

痰、胸闷等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能提高机体

患者生活质量。临床广泛用督灸治疗 COPD，梁国玲

免疫功能。李竺等[25]将 90 例 COPD 稳定期患者随机

等[15]将 COPD 稳定期中重度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 A 组

分为 2 组，对照组行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

和 B 组。A 组予督灸联合西医常规治疗，B 组予西医

础上行穴位埋线治疗，同时依据人体自身生物节律进

常规治疗，治疗 6 个月，随访 1 年。结果表明，A 组

行给药，给药时间根据患者具体给药次数分为 3 次

在治疗期及随访期的急性加重次数均少于 B 组，差异

（6:00、15:00、22:00）、2 次（6:0、22:00）或 1 次（6:00）
。

有统计学意义，提示督灸联合西医常规治疗能减少中

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1.1%优于对照组

重度 COPD 患者急性加重次数。

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穴位埋线融合中医

4

时间医学治疗 COPD 稳定期效果显著，安全性高。

等

[13]

[14]

、刘韶瑞

穴位注射
卓俊涛等

[16]

用喘可治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

7

综合疗法

COPD 肺肾阳虚证 32 例，有效率为 87.50%，对咳、

王玲玲等 [26]采用针刺加拔罐的方法治疗该病患

痰、喘等症状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在治疗过程中

者 6 个疗程，观察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和呼吸困难评分

[17]

未见明显不良反应。曹李芳等

取穴双侧足三里穴，

情况。结果在改善 COPD 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方面，

运用黄芪针穴位注射治疗 COPD 稳定期，每穴 2 mL，

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变，提示针刺加拔罐在 COPD 稳

于三伏天每隔 5 d 注射 1 次，每年共计 6 次，连续治

定期的应用，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全身

疗 2 年，观察临床症状与肺功能，均得到明显改善。

机能状态。危蕾等[27-28]、郑云[29]研究均表明，穴位贴

赵慧敏[18]将 60 例 COPD 住院患者分成对照组和治疗

敷联合穴位注射治疗 COPD 稳定期患者效果较好。李

组，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另予黄芪注射

争等[30]选取 COPD 稳定期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液穴位注射治疗，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90.0%，对照

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治疗组予平喘敷贴联合发

组为 73.3%。

热贴治疗，对照组予模拟敷贴且不加发热贴治疗，治

5

疗 6 周。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治疗后中医症状评分

耳穴贴压
[19]

将 66 例 COPD 稳定期患者按随机数字表

明显降低，延长治疗后首次急性加重时间间隔。平喘

法分为 2 组，对照组予常规治疗及护理，干预组在对

敷贴联合热疗能改善患者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次数，

照组基础上予磁珠贴压耳穴治疗。结果表明，干预 6

达到治疗和预防发作的目的。吴丛玲[31]研究表明，穴

个月后，干预组症状、活动能力、疾病影响维度及总

位敷贴联合耳穴贴压可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及咳嗽

分较干预 3 个月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对

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王瑜等[32]就 200 例社区 COPD

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提示磁珠贴压耳穴

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予常规西药，实验组在对照组

洪霞

可改善稳定期 COPD 患者的生活质量。吴晓丽

[20]

予对

基础上加用天灸和穴位注射治疗。结果提示天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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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注射治疗 COPD 稳定期患者效果肯定，能明显改
[33]

将 60 例 COPD 患者随机

善患者的肺功能。罗强等

分成 2 组，治疗组采用艾灸及穴位注射配合康复训练
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结果表明，治疗组
总有效率、血气分析、肺功能及呼吸肌功能各项指标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艾灸及穴
位注射配合康复训练是一种治疗稳定期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的有效方法。陈锋

[34]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稳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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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monary disease[J]. World Journa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2014,24(3)：21-24.
[3] 朱吉鹏.温针灸对老年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的影响[J].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17,27(1)：49-51.
[4] 童娟,郭泳梅,何颖.针刺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运动耐量的调
节作用：随机对照研究[J].中国针灸,2014,34(9)：846-850.
[5] 李竹英,王婷,腾超.三伏贴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临床观察[J].
中国中医急症,2017,26(1)：112-114.

COPD 患者分为 2 组，对照组给予多索茶碱片，治疗

[6] 陈强,杨家玥,吴凡.中药穴位敷贴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肺功

组予中医肺病康复疗法（推拿＋针刺＋生活导引＋适

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6,24(6)：464-465.

宜运动）。结果表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1.49%，对

[7] 李娟.穴位贴敷中药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肺功能的影

照组为 72.34%，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肺功能 2 组
指标均有改善，治疗组改善优于对照组。提示该疗法
治疗 COPD 稳定期效果显著。
8

小结

响[J].中医学报,2016,31(6)：787-790．
[8] 张云伟,周燕,廖小琴,等.穴位贴敷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疗
效观察[J].上海针灸杂志,2016,35(9)：1065-1069.
[9] 李竹英,田春燕,高风丽.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

COPD 稳定期的西医治疗以戒烟、
长期家庭氧疗、

60 例临床观察[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11)：4186-4187.

支气管扩张剂、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免疫调节剂等

[10] 姚诗清,朱裕林,赵皓,等.三伏贴治疗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疗

为主要方法，但仅能缓解症状，并会出现一定不良反

效及对白细胞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

应。其中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可产生音哑、咳嗽、口腔

2016,36(4)：1912-1914.

[35]

念珠菌感染等不良反应

，而长期家庭氧疗更可能造

成患者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故不良反应小、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的疗法成为趋势。
近年来，中医治疗 COPD 稳定期广泛应用于临
床，疗效肯定，方法众多，主要有针刺、穴位贴敷、
艾灸、耳穴、穴位埋线及其综合疗法。上述研究表明，
中医非药物疗法能改善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改善症
状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但目前中医非药物治疗
COPD 稳定期的机制研究尚未深入；中医非药物疗法
治疗 COPD 稳定期的临床研究质量不高，缺乏大样
本、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疗效评价标准不
一，穴位选择差别太大；如何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合
理选择 1 种或多种疗法进行综合治疗是需要思考的问
题。中医非药物治疗 COPD 稳定期的疗法要全面推
广，必须从以下方面加强：明确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
COPD 稳定期作用靶点、途径，以增强其疗效说服力；
加强中医非药物疗法的高质量循证医学研究；逐步完
善中医非药物治疗 COPD 稳定期的标准化研究，推进
最佳治疗方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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