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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的效果
尹鹏凤
张 艳
李 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北京 100074
[ 摘要 ] 目的 分析推拿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21 年 7 月至 12 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七三一医院收治的 48 例过敏性鼻炎患儿作为观察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对照组（24 例）和实
验组（24 例）。对照组施行西医治疗，实验组施行推拿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儿治疗 4 周后的各项指标情况，
包括临床疗效、鼻部积分、生活质量、不良反应。 结果 经过 4 周治疗后，实验组患儿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
照组，鼻部积分低于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均无不良反应。
结论 对于过敏性鼻炎患儿推拿治疗的整体临床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应用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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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ve effect of massage on children with allergic rhinitis
YIN Pengfeng ZHANG Yan LI Meng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Industry Corporation 731 Hospital, Beijing 10007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massage on children with allergic rhinitis. Methods
A total of 48 children with allergic rhinitis who were admitted to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Industry
Corporation 731 Hospital from July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and th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24 case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24 case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massage therapy. The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including
clinical efficacy, nasal score, quality of life, and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nasal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ere no adverse reactions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For children with
allergic rhinitis, the overall clinical efficacy of massage therapy is significant, and it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Massage; Children; Allergic rhinitis; Quality of life; Clinical efficacy

过敏性鼻炎是儿科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患儿

平均（5.15±2.68）岁。实验组中，男 14 例，女 10 例；

通常表现为打喷嚏、流鼻涕、鼻炎等，并且随着病情

年龄 3~10 岁，平均（5.23±2.54）岁。
两组患儿的性别、

的不断发展，甚至可能会出现哮喘疾病，严重影响

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小儿的睡眠、饮食、学习等 [1]。虽然现阶段有大量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

的药物可以治疗过敏性鼻炎，但仍然有复发率高、

核批准。

副作用大等弊端，对小儿的成长发育影响较大。采

纳入标准 [2]：①经临床诊断为小儿过敏性鼻炎

用推拿治疗手段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且治疗效果也

患儿；②年龄 2~12 岁；③患儿家属对本研究内容、

更为明显。本研究分析推拿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

流程、目的均已了解，自愿签署相关协议书；④治疗

的效果。

依从性高。
排除标准 [3]：①小儿在经过推拿治疗前 3 个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内，服用过敏性鼻炎相关的药物，包括中药、西药，包

选 取 2021 年 7 月 至 12 月 中 国 航 天 科 工 集 团

括但不限于抗组胺类、抗胆碱类等；②治疗前 15 d，

七三一医院收治的 48 例过敏性鼻炎患儿作为观察

合并严重的呼吸道疾病；③近 1 个月内服用过抗生

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24）和实验

素药物；④有鼻部手术史；⑤有其他鼻部疾病，如鼻

组（n=24）。对照组中，
男 13 例，
女 11 例；年龄 3~9 岁，

窦炎或鼻部病变；⑥合并器官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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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3.4 不良反应 观察、记录患儿治疗过程中可能出

1.2.1 对照组 采用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 [ 商品名：

现的不良反应，包括乏力、恶心、皮疹、眩晕、皮损。

内 舒 拿；Schering-Plough Labo N.V.（比 利 时）；国

经过 4 周治疗，以电话随访的方式统计患儿发生不

药 准 字 H20140100；规 格：50 μg×140 揿；批 号：

良反应的例数、时间、不良反应类型、次数等 [8]。

2KTLD48007]，每日 1 次，以 6 d 为 1 个疗程，持续治

1.4 统计学方法

疗 4 周。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4]

1.2.2 实验组 采用宣肺健脾推拿手法，具体手法 ：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采用 t 检验；

取宣肺、健脾穴，采用四大手法 [ 运耳后高骨（50 次）、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

推坎宫（100 次）、揉太阳（50 次）、开天门（100 次）]，

有统计学意义。

补脾经（200 次）、鼻通穴（200 次）、上星穴（200 次）、

2 结果

肺俞穴（200 次）、迎香穴（200 次）、肺经（200 次）、风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池穴（200 次）、风门穴（200 次）、印堂穴（200 次）、肾
经（200 次）、风府穴（200 次）、尺泽穴（200 次）、足三

实验组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里穴（200 次）、阴陵泉穴（200 次）、脾俞（200 次）、膻
中穴（50 次）。以 6 d 为 1 个推拿疗程，持续推拿治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 n（%）]

疗 4 周。

组别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实验组（n=24）15（62.50） 9（37.50）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0

24（100.00）

对照组（n=24）10（41.67）10（41.67） 4（16.67） 20（83.33）

1.3.1 临床疗效 显效：小儿鼻部各项症状完全消
失，并且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有效：小儿鼻部各

χ2值

4.3636

P值

0.0367

项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但仍有部分临床症状，生活质
量得到改善；无效：小儿鼻部各项症状没有好转，甚

2.2 两组治疗前后鼻部积分比较

至鼻部症状加重，生活质量降低 [5]。总有效率 =（显

两组治疗前的鼻部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效 + 有效）例数 / 总例数 ×100%。

义（P > 0.05）；两组治疗后鼻部积分低于治疗前，且

1.3.2 鼻部积分

实验组治疗后鼻部积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根据《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

[6]

南》 中鼻炎症状、患儿体征，并结合视觉模拟评分

学意义（P < 0.05）。见表 2。

法，对患儿过敏性鼻炎症状进行评价。无鼻炎症状，
记 0 分；轻微鼻炎症状，记 1 分；中度鼻炎症状，记

表2

两组治疗前后鼻部积分比较（分， xx±s）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实验组（n=24）

2.96±0.14

0.92±0.11

56.1314

0.0000

对照组（n=24）

3.01±0.13

1.36±0.12

45.6896

0.0000

t值

1.2821

13.2414

P值

0.2062

0.0000

组别

2 分；重度鼻炎症状，记 3 分；各项症状均严重，记
4 分。分别记录患儿治疗后和治疗前的总鼻部积分。
1.3.3 生活质量 采用儿童少年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QLSCA）评
估患儿的生活质量，主要针对患儿的生理功能、心理
功能、社会功能、生活环境 4 个方面。量表采用 4 级

2.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评分制，低分表示生活质量水平差，反之则表示生活

实验组的生活质量（生理功能、生活环境、心理

质量水平高。量表中总共包含 20 个条目，总积分为

功能、社会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100 分 [7]。

义（P < 0.05）。见表 3。
表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xx±s）

生理功能

生活环境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实验组（n=24）

70.52±7.61

76.51±6.68

78.89±8.18

79.65±7.45

对照组（n=24）

组别

60.48±7.89

70.22±6.49

71.59±8.46

71.54±7.58

t值

4.4870

3.3086

3.0390

3.7382

P值

0.0000

0.0018

0.0039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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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生化之源，在小儿阶段由于脾常不足，若喂养不当，

两组患儿经 4 周治疗，电话随访统计记录两组

脾胃功能受到严重影响，脾胃一旦受损，则会造成脾

患儿均无不良反应发生。

气不足，导致体质虚弱。因此，中医治疗方面不仅要

3 讨论

宣肺，也要健脾。小儿过敏性鼻炎中医治疗要遵循

过敏性鼻炎是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疾病，此疾

宣肺、健脾的原则 [14]。针刺疗法治疗成人患者可起

病虽然不会对小儿身体造成严重伤害，但患儿经常

到一定的临床疗效，但小儿与成人患者相比，耐受力

打喷嚏、流清水样涕，在日常生活中引起各种不适，

较差，难以忍受针刺所带来的疼痛 [15]。采取宣肺健

不仅妨碍生活中各种活动行为，在学习时也受到一

脾推拿疗法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体现了以人为本、

[9]

定的影响 。虽然过敏性鼻炎能得到及时控制，但

人文关怀的治疗理念。

复发率较高，并且无法根治。相关调查研究显示，过

本研究中，对照组施行西医治疗（糠酸莫米松

敏性鼻炎已经成为较为常见的流行病，并且在儿童

鼻喷雾剂），实验组施行推拿治疗，结果显示，实验

中发病率也相对较高，随着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可能

组患儿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鼻部积分低于

会产生哮喘疾病

[10]

。部分过敏性鼻炎与季节变化有

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直接关系，植物花粉在传播过程中，小儿若对花粉有

学意义（P < 0.05）。提示宣肺健脾推拿疗法通过按

较强的敏感性，每当季节变化时则会导致小儿发生

压 宣 肺 穴 位 和 健 脾穴位，并采用头面四大推拿手

过敏性鼻炎。按照疾病发作的时间，过敏性鼻炎可

法，可显著降低小儿鼻部不良反应发生率，减少鼻

以分成间歇性和持续性；按照病情发展的程度，可

部症状，生活质量更高，症状好转更快，具有较高的

以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诱发小儿过敏性鼻炎的

安全性。

原因不仅是花粉，也可能与遗传因素、周围其他环
境物质，如螨虫、皮屑、真菌等均有一定的关联

[11]

。

综上所述，推拿疗法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的临
床效果显著，但中医疗法在当下依然缺少大众认同，

随着小儿不断地打喷嚏，可出现眼部红肿的情况，

需要中医推拿相关从业人员不断努力，将推拿疗法

且小儿的自控力相对较差，用手揉眼睛，容易导致

应用于小儿过敏性鼻炎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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