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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中医分期序贯治疗对哮喘气道重构机制影响的

研究思路
王  力  宁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宁  530023）

摘要：从哮喘治疗领域的进展与哮喘气道重构的病理生理机制，结合中医学防治哮喘的经验与指导思想，阐

述温肺化痰-化痰养阴-滋阴补肾的序贯治疗的理论依据，提出中医分期序贯治疗对哮喘气道重构基础影响的研究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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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包括气道

炎性细胞、结构细胞和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

症性疾病[1]，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由于哮

喘的患病率和病死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儿童

哮喘，已成为儿童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2]。本文

拟就哮喘治疗领域的进展与哮喘气道重构的病理生

理机制，结合中医学防治哮喘的经验与指导思想，阐

述温肺化痰—化痰养阴—滋阴补肾的序贯治疗的理

论依据，提出中医分期序贯治疗对哮喘气道重构基

础影响的研究思路。

哮喘发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及气道重构

支气管哮喘不仅存在气道炎症，而且还发生气

道结构的改变，即气道重构。气道重构是导致哮喘

患者不可逆性气流阻塞及持续性非特异性气道高反

应性（AHR）的重要原因[3]。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参与

气道重构的影响介质方面的研究有了显著进展，并

证明哮喘的慢性炎症中的各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

炎症介质、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及其组

织抑制剂-1（TIMP-1）等因子通过各自的途径参与

了气道重构中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气道平滑肌细胞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s，ASMC）是呼吸道的主

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ASMC的异

常改变是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重要病理特征，其增殖

是气道重构的关键环节。细胞因子与气道重构的关

系密切，各种相关介质对支气管哮喘气道重构的形

成具有较大作用，气道重构不仅出现在哮喘晚期，也

出现在哮喘早期，气道重构的研究将有利于对支气

管哮喘的早期防治。

无论在哮喘患者或动物模型，一旦气道重构形

成，现有的干预措施并不能发挥明显作用，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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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气道重构的进一步研究。随

着气道重构的重要性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高度的重

视，它将成为今后哮喘研究中的热点，也是未来治疗

哮喘应当考虑的新思路。气道重构作为支气管哮喘

的重要病理变化之一，应成为评价哮喘控制状况的

一个重要观测指标[4]。

哮喘防治进展与问题思考

随着西医学治疗哮喘理念的更新，在哮喘治

疗管理史上也产生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抗气

道炎症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以吸入疗法为主的治疗

方法，吸入药物和吸入器具的不断改进，新一代药

物的开发和应用；此外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GINA）方案在全球推广，并定

期更新，GINA的历次修订，不仅反映出对哮喘发病

机理研究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基于多中心随机对照

临床试验所提供的循证医学证据，不断更新哮喘治

疗、管理的理念和手段。2006年GINA，明确了吸入糖

皮质激素在哮喘防治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5]，吸入型

糖皮质激素因其具有高效性和低风险的特点，而成

为儿童哮喘维持治疗的金标准[6]。可以认为现今对儿

童哮喘的治疗已经有比较明确的方案[7]，吸入糖皮

质激素已成为其最主要的治疗手段。2009年修订版

GINA的重要的变化是将5岁及以下儿童的哮喘预防

和管理全球策略成为另外一个版本颁布。我国将推

广GINA方案列为了卫生部“十年百项”计划项目的

重要内容。GINA倡导的“哮喘需要长期干预”的治

疗理念极大地推动了哮喘治疗的进步。

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吸入糖皮质激素主要针对气道的慢性炎症的抗炎

作用，而对哮喘发病中全身免疫功能紊乱的机制并

无相应调节作用，而吸入激素或多或少存在或潜在

的副作用令人担忧；相对高昂的西医药治疗价格限制

了部份患者的使用；在小儿群体中，大多数患儿难以

协调应用和掌握规范的吸入方法，由于依从性的问

题也使得吸入疗法在儿科临床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治疗方案不能得到规范进行。在我国对哮喘的控

制并不理想，哮喘患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8-9]。吸入

性糖皮质激素（ICS）治疗对于5岁以下哮喘患儿具有

显著临床疗效，其可增强肺功能、减少无症状天数、

减轻症状、减少额外药物使用、减轻看管者负担、减

少全身皮质类固醇使用和急性发作次数。但ICS治疗

2年未显示诱导哮喘缓解，当治疗停止后症状几乎总

是重新出现。白三烯调节剂用于2-5岁哮喘患儿，可

减轻病毒诱发的间歇性哮喘病情加重。可减少急性

发作次数，但不能减少就诊频率、泼尼松龙的使用、

急性发作持续时间及无哮喘症状天数。鉴于以上所

述，在治疗策略上西医学提出若小剂量ICS不能控制

哮喘病情，可增加ICS剂量、加用白三烯调节剂、茶

碱或小剂量口服皮质类固醇数周，直到哮喘控制，若

具备最佳吸入技术、且患儿依从治疗，增加ICS剂量

是最佳选择。然而对于5岁以下小儿应用ICS治疗其

依从性则是最大的障碍。

Lundbäck等[10]研究发现ICS/长效β受体激动剂

（LABA）联合治疗3年约有1/3的哮喘患者气道反应

性阴转, 虽然优于单用ICS，但至少说明在足够长的

疗程中，大多数哮喘患者并不能清除气道炎症，不能

消除气道高反应性。刘春涛等[11]的一项研究证实沙

美特罗/氟替卡松治疗哮喘1年，仅有不到1/10的患者

气道反应性阴转。我国哮喘患者面临的药物高风险, 

主要的还不是来自ICS/LABA，滥用β2受体激动剂口

服制剂，滥用全身激素，乃至非正规药物是更为严重

的医疗和社会问题[12]。

在我国对哮喘的控制并不理想，哮喘患者有逐

年增加的趋势。此外，近年来使用的白三烯受体抑制

剂虽然在某些程度上能解决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哮

喘的不足，但其相对价格偏高，儿童用药的有效性与

安全性尚缺乏足够的循证证据。由此可见，单纯的西

医学对儿童哮喘的治疗方案很可能是不完善的，也

不能满足患者多角度的需求。

如何更好的预防和治疗哮喘成为人们越来越关

注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

病谱的改变，不同医学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必然会走

向全球化。医学全球化必将在这一进程中成为病人

对未来医学的期待和治疗的选择，也必将促进不同

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加速。从中西医结合方向着手，追

求方便、经济、无毒副作用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疗理

念就成为一种趋势。

中医学防治哮喘的经验与指导思想

中医学关于哮喘的记载有着近两千多年的历

史，在防治哮喘方面积累有丰富的经验，较西医学院

更早地认识到哮喘缓解期存在“正虚痰伏”的根源，

这比西医学的“哮喘缓解期仍然存在气道的慢性炎

症”而需抗炎治疗认识要早数百年，中医学主张对哮

喘的治疗不仅是发作期以治标，更重要的是强调缓

解期的扶正固本治疗，主要体现在未病体质调节阶

段及已病后缓解期的治疗。

中医学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哮喘病是一种有“宿

根”的反复发作性的疾病，即由先天禀赋不足，脏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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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失调导致伏痰停聚是其发病的内因，感受外邪、

饮食不当、接触异物、情志失常及过度劳累是诱发哮

喘的主要外因。从麻黄治喘到麻黄素以至发展成为

现代的系列性β2受体激动剂，提示了中药防治哮喘

病方面有着极大的潜力。

当今西医学对哮喘的发病机制的认识经历了从

支气管平滑肌痉挛到炎症学说及气道重构性疾病的

认识过程，其对哮喘的缓解后仍存在气道的慢性炎

症及气道高反应性的认识进一步验证了中医学关于

哮喘缓解期正虚痰伏理论的科学性。

对于哮喘的诱发因素，除过敏原诱发外，中医学

非常强调感受外邪引动伏痰的作用，而小儿群体，生

理上肺脾肾三脏不足，不仅存在痰易成而不易去的

特点，也常因正气不足外邪易犯引动伏痰而发作。近

年来西医学也更多的意识到哮喘为机体免疫功能紊

乱性疾病，有研究表明，在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期，呼

吸道病毒感染相当普遍，而HRV为最为重要的病原

体。呼吸道病毒感染是哮喘急性发作的触发因子，但

其与哮喘急性发作期病情严重程度无关[13]。因此，

积极调节哮喘患儿的机体免疫状态，增强体质，可有

效避免哮喘的外感引发机会。相对中医学来说，西医

学在哮喘的发作期气道吸入β2受体激动剂，其平喘

止咳方面确比口服中药饮片要便捷得多，可使患儿迅

速缓解喘咳进入缓解期的固本治疗。目前对儿童哮

喘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疗效评价尚有不同的反应，哪

一种方法更合理、更科学，尚待进一步研究与优化。

温肺化痰—化痰养阴—滋阴补肾的序贯治疗

的理论依据

小儿哮喘分期序贯治疗的思路依据小儿的生理

病理特点、哮喘发病的机制及其病理演变的证候规

律、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与临床经验总结。

1. 哮喘急性发作期（发作期） 其特点有三，一

是常在秋季入冬时节易于发作；二是常因气候转冷或

感寒而作；三是多于半夜、凌晨阳气相对不足时发作

或加剧，故病性之本在于寒，如《景岳全书·喘促》

说：“喘有夙根，遇寒即发”。冬季寒邪当令，外感寒

邪深人肺俞而伏于肺，多由感受风寒、过食生冷、劳

倦等诱因触发，气道受阻，痰气相击，肺失宣降故发

哮喘。因此，寒证居多，发作期属实证，病位在肺，所

以治疗上采用温肺化饮法，正如《金匮要略》指出：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汉代张仲景《伤寒论》

的小青龙汤，具有温肺化饮、解表散寒、止咳平喘功

效，是传统中医治疗哮喘的最具代表性的方剂。近

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证实其可降低哮喘患者外周

血中嗜酸性粒细胞及血中白细胞介素-5（IL-5）的水

平，提示该方可影响哮喘的炎症反应；具有抑制Th2

细胞亚群优势反应和调节免疫平衡的作用，从而减

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高反应性，减轻哮喘的症状

或减缓哮喘的发作。因此，用于支气管哮喘急性发

作期的治疗，疗效显著[14]。笔者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

结合小儿哮喘人群的特点运用小青龙汤与二陈汤化

裁成麻杏二陈汤（组成：炙麻黄、杏仁、射干、僵蚕、

莱菔子、细辛、陈皮、法半夏、云茯苓、甘草）用于治

疗哮喘与咳嗽变异性哮喘，方中炙麻黄宣肺平喘、

杏仁肃肺止咳，射干、僵蚕解痉平喘、莱菔子降气平

喘，使气喘得平、咳嗽得止；细辛温肺化饮；陈皮、法

半夏、云茯苓燥湿化痰，使痰饮得化；由于小儿哮喘

多由感受外邪所诱发，故去五味子之收敛，防滞留邪

气，小儿阳常有余，感邪后易于化热，且多表虚多汗，

故去干姜、桂枝防化热与过汗。诸药同药，以达温肺

化痰、止咳平喘之效。且药效平和，口感适中，易于患

儿接受，有效的提高了患儿治疗的依从性[15]。

2. 慢性持续期（缓解期） 哮喘处于正气虚而

邪未尽阶段，往往表现为哮平喘止，但余痰未尽或

入夜咳喘，此期用《景岳全书》的金水六君煎加减，

《景岳全书·卷三十一·杂证谟·痰饮》认为“痰涎

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

即成痰涎”。《景岳全书·卷十一·杂证谟·伤风》云：

“若外感风寒，咳嗽多痰，喘急而阴虚血气不足，痰

有不活，气有不充，则托逆无力，邪不易解”。故在治

疗上创补气滋阴、金水互生、燥湿祛痰、虚实同治的

金水六君煎。

3. 缓解期（稳定期） 即所谓“真正治疗的祛除

夙根阶段”，可有效减少本病的复发率和复发时病

情。稳定期的治疗重在固气抑痰，杜绝生痰。在哮喘

的治疗上重视缓解期的治疗，中医学而较西医学更

早地提出发作时祛邪治标为主，缓解期扶正固本为

主的治疗原则。传统的中医治疗哮喘缓解期的方法

多以温补脾肾着手，然而小儿群体有着阴常不足阳常

有余的体质特点，加之近十多年来推广应用GINA方

案以来，部份哮喘患儿吸入糖皮质激素后产生的多

毛、多语、多动、多汗、面红等温阳效应，单纯的温补

脾肾的方法不能体现中辨证施治的原则。笔者的前

期研究发现运用以六味地黄颗粒为主的滋阴补肾法

进行辨证施治，不仅改善了哮喘的发作状态，调整了

哮喘儿童的机体免疫力，提高了抗病能力，还减少了

糖皮质激素的吸入量，减轻或消除哮喘患儿长期使

用糖皮质激素所产生的毒副作用。临床研究表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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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地黄颗粒具有很好的抗炎作用，不仅能够改善哮

喘病人的肺功能，调节其内分泌紊乱，还能降低哮

喘患儿痰液中的嗜酸性粒细胞[16-18]。实验研究表明：

六味地黄丸协同必可酮具有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

道反应性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的作用，并能通过

补肾生髓来促进血清骨钙蛋白的生成，同时拮抗必

可酮降低骨钙蛋白的作用[19-22]。为进一步深入探讨

六味地黄颗粒对哮喘抗炎机制及其作用靶位，笔者

的前期研究证实，中医滋阴补肾的代表方六味地黄颗

粒在治疗哮喘过程中可能通过免疫调节抑制肺组织

中炎症介质白三烯B4（LTB4）、白三烯C4（LTC4）分

泌，升高干扰素-γ（IFN-γ）、降低白细胞介素-4（IL-

4）、IL-5 mRNA表达，同时抑制血清中一氧化氮（NO）

及肺组织中一氧化氮合成酶（NOS）的合成与释放，减

轻了气道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治疗哮喘的目的。为中

医滋阴补肾的代表方六味地黄颗粒治疗哮喘提供了

实验依据[23-25]。

综上所述，小儿哮喘分期序贯治疗方法归纳为：

急性发作期（发作期）辨明诱发原因，合理择方选

药，宜温肺化痰，选用小青龙汤化裁成的麻杏二陈汤

为主方；慢性持续期（缓解期）分清标本虚实，重在

扶正固本，宜化痰养阴，选用金水六君煎为主方；缓

解期（稳定期）分辨体质偏颇，科学因人施养，宜滋

阴补肾，选用六味地黄丸为主方。

中医分期序贯治疗对哮喘气道重构基础影响

的展望

哮喘在不同的病程阶段的表现有标证与本证、

邪实与正虚、因证施治抑或因质施养的不同，事实

上治疗不可能执一方到底。基于临床与实践的证实，

运用中医温肺化痰—化痰养阴—滋阴补肾分期序贯

治疗小儿哮喘的方法更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辨证

思维。虽然中医药在防治哮喘的研究方面也有过许

多进展，但目前中医药防治哮喘的多从某方对某指

标的实验或药效机制研究，而小儿哮喘运用中医温

肺化痰—化痰养阴—滋阴补肾分期序贯治疗，能否

更有效的在哮喘防治中起到延缓或阻止气道重构的

进程，需要临床循证及实验依据。通过采用现代科

技手段，建立哮喘动物模型，从多靶点上探讨中医

温肺化痰—化痰养阴—滋阴补肾分期序贯治疗对小

儿哮喘气道重构的气道平滑肌细胞（ASMC）增殖周

期调控及相关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将对中医温肺化

痰—化痰养阴—滋阴补肾分期序贯治疗小儿哮喘及

其相关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深层研究，有望揭示分期

序贯治疗对小儿哮喘气道重构影响的机制。将阐明

中医分期序贯治疗儿童哮喘的作用机制，为更好的

发挥中医药在防治哮喘中疗效可靠、经济安全、改善

哮喘患儿生活质量等优势作用提供科学的临床实验

依据，其将产生的社会效益也将对我国经济建设注

入强大的潜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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