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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小儿腹泻的研究进展
盛轶蕾
上海市黄浦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上海 200010
[ 摘要 ] 小儿腹泻是指大便次数增多和性状改变，是儿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小儿腹泻属中医“泄泻”的范畴，
中医治疗该病经验丰富，具有独特优势。通过文献检索，本文对近年来小儿腹泻的中医药治疗做了概述，阐
述了小儿腹泻的临床表现和中医病因病机，并从中医内治法（如辨证分型治疗、经方治疗、自拟方治疗）、外治
法（如针灸推拿治疗、穴位敷贴治疗）两方面叙述小儿腹泻的治疗进展。认为中医治疗小儿腹泻的效果良好，
且毒副作用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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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diarrhea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G Yile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Shanghai Huangpu District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anghai 200010, China
[Abstract] Infantile diarrhea refers to the increase of stool frequency and change of character. It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 occurring disease in pediatrics. I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diarrhea”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rich experience in treating the disease and has unique advantages. 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diarrhe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which
narrates i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 cause and pathogene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discusses the progress
of infantile diarrhea from internal treatment (such as dialectical classification treatment, classic formula treatment
and self-made formula treatment) and external treatment (such as acupuncture, massage and acupoint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satisfactory, and the toxic and
side effects are small,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Key words] Infantile diarrhea;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Review

小儿腹泻是一组由多病原、多因素引起的消化

除了较重的胃肠道症状外，可引起脱水、电解质紊

道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儿科疾病之一。夏秋季多

乱及全身中毒症状，易造成小儿营养不良、免疫力

发病，好发于婴幼儿，若不及时治疗，可造成腹泻反

低下、生长发育障碍等，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小儿

复发作，长时间则会导致小儿营养不良，影响正常发

腹泻的临床分期按病程长短可分为急性腹泻（2 周

育。临床治疗小儿腹泻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以及饮

以内）、迁延性腹泻（2 周~2 个月）和慢性腹泻（2 个

食指导，必要时加用抗菌药物，但由于儿童胃肠肝肾

月 以 上）；按 临 床 症 状 可 分 为 轻 型、中 型、重 型 和

及各项生理机能未发育完全，加上如今滥用抗生素

脱水 [1]。

的现象仍然存在，易损伤肝肾、破坏肠道菌群，甚至

2 中医病因病机

对药物产生耐药等影响。中医药治疗小儿腹泻经验

本病属祖国医学“泄泻”范畴。《幼幼集成·泄

丰富，治疗方法较多，具有独特的优势。本文通过搜

泻证治》提到，
“夫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盖胃

索万方、知网等文献数据库，查阅小儿腹泻中医药治

为水谷之海，而脾主运化，使脾健胃和，则水谷腐化

疗的相关资料，从临床表现、中医病因病机和中医药

而为气血以行荣卫。若饮食失节，寒温不调，以致脾

治疗进展方面综述如下。

胃受伤，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精华之气，不能输

1 小儿腹泻临床表现

化，乃至合污下降，而泄泻作矣。[2]”其发病大多因

小儿腹泻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儿科综合征，临

感受外邪、饮食内伤、脾胃虚弱所引起，病位在脾、

床以大便次数增多和大便性状改变为特点，可伴有

胃、大肠、小肠。小儿脏腑娇嫩，明代万全曾提出小

恶心、呕吐、发热、腹痛、腹胀、纳差等症状，重型腹泻

儿“脾常不足”，清代吴塘也提出小儿“稚阳未充，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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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未长”的生理特点。小儿肌肤薄弱，冷暖不自知，

著，且能缩短症状及治疗时间，同时排便次数、便质

感受六淫之邪，六淫中以湿邪与风寒暑热诸邪相合

评分改善明显。提示葛根芩连汤治疗小儿腹泻效果

困脾，损伤脾阳；脾喜燥恶湿，湿盛则生飧泄，又或

确切，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控制病情。

小儿饮食不节，则脾胃运化失司，清浊不分，水谷混

小儿腹泻如表现为脾胃虚弱，复又感邪，内停水

杂而下，发为泄泻。本病四季均可发生，夏秋季节易

湿，治当以补脾胃、利水湿为原则。五苓散为《伤寒

于发病，不同季节发生的腹泻，其证候表现也不相

论》中治疗“蓄水证”的主方之一，
《伤寒论》云：
“伤

同。张沛忠认为春天多风寒泻，夏天多热泻，长夏多

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

湿泻，秋天多水泻，冬天多冷泻，故不同季节发生的

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

[3]

小儿腹泻治则治法也应因时而异 。梁佰寿

[4]

认为，

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

小儿腹泻的辨证，必须抓住外感与内伤、邪盛与脾虚

者，当利其小便。”提出“利小便以实大便”的治泄思

的关系。外感所致泄泻实证偏多，内伤泄泻病程长、

想。高杰芳 [9] 的治疗则运用了此思想，采用张仲景

虚证多或虚实夹杂并易造成疳证。

创制的五苓散加减治疗 35 例腹泻患儿，治疗 7 d 后

3 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

提示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常规西医治疗），退热时

3.1 中医内治法

间明显更短。

3.1.1 辨证分型治疗 李文星

[5]

根据不同病因及症

黄芪建中汤为《金匮要略》中的经典方：
“虚劳

状，将 108 例小儿腹泻患儿分为伤食腹泻、湿热腹

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其在小建中汤的

泻、脾肾阳虚腹泻、风寒腹泻、脾虚腹泻、气阴两伤腹

基础上加用黄芪，旨在益气建中之力，主治阴阳气血

泻、暑热腹泻，分别予以消食健胃、清热利湿、祛寒

俱虚证。李国清 [10] 认为小儿腹泻主要由外感或内

治湿、健脾止泻、补阴健脾、清热解表、祛暑止泻等方

伤饮食而致脏腑虚损，中阳不振。在临床实践中，在

法。治疗后有效率为 89.8%，认为遵循中医辨证分

黄芪建中汤原方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减化裁，治疗脏

型论治的原则可达到满意的临床疗效，且副作用小。

腑虚损所致的腹泻，观察 50 例小儿腹泻病例，治疗

胡艳明

[6]

对腹泻患儿在西医治疗基础上予以中医辨

结果痊愈 25 例，有效 23 例，相较于对照组（蒙脱石

证分型治疗。将 117 例收治病例分为表寒里湿型、

散）症状改善明显，可缩短止泻时间、退热时间、呕吐

湿热型、脾虚型，表寒里湿型腹泻予以藿香正气散加

停止时间，并发症（脱水、便秘、呕吐）的发生率也低

减，湿热型腹泻予以葛根芩连汤加减，脾虚型腹泻予

于对照组。

以七味白术散加减，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91.45%，高
于西药组。詹加

[7]

四君子汤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人参、

将 128 例腹泻患儿分为乳食内

白术、茯苓、甘草组成，四药配伍，共奏益气健脾之

伤型、风寒外束型、湿热内蕴型、脾失健运型和脾肾

功，主治脾胃气虚证。临床上运用广泛，该方治疗小

阳虚型。乳食内伤型治以利小便而实大便、消食导

儿腹泻具有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付京喆

滞，方拟平胃散合五苓散加减；风寒外束型治以解

用四君子汤加减治疗脾胃气虚型小儿腹泻 34 例，

表散寒、行气温中，方拟藿香正气散加减；湿热内

治疗 1 周后，与对照组（思连康双歧杆菌四联活菌

蕴型治以清热祛湿、行气止痛，方拟葛根芩连汤加

片）比较，总有效率达 94.12%，高于对照组，且腹泻

减；脾失健运型治以健脾止泻，方拟参苓白术散加

缓解、大便改善、退热时间较对照组较短，不良反应

减；脾肾阳虚型治以温阳益气止泻，方拟肾气丸合

发生率低。

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后痊愈 72 例，总有效率达

3.1.3 自拟方治疗 许德军等 [12] 认为脾虚、湿盛是小

93.8%。

儿腹泻的基本病机，风寒暑湿则是诱发本病的外因

3.1.2 经方治疗 葛根芩连汤为张仲景《伤寒论》中

条件，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自拟止泻汤（葛根 6 g、

的经典方，原文中提到：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

黄芩 6 g、黄连 3 g、茯苓 6 g、泽泻 6 g、木香 3 g、肉桂

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

3 g、扁豆花 6 g、生姜皮 3 g）治疗 56 例秋季腹泻患

芩黄连汤主之。”方中葛根为君，解表升阳；黄芩、黄

儿。治疗结果总有效率为 92.86%。

[11]

采

连为臣，清热燥湿止利；甘草为佐使，调和诸药。四

杨春玲等 [13] 将 70 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患儿分

药合用，外疏内清，表里同治，使表解里和，热利自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金双歧、蒙脱石散口

愈。刘树香

[8]

运用葛根芩连汤加味治疗小儿腹泻

41 例，结果显示，与西药组（蒙脱石散）比较，疗效显

服治疗，必要时予口服 ORS 或静脉补液以纠正水、
电解质紊乱；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治疗方法上，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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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利湿，补肾固涩为法，加用自拟健脾补肾固涩汤

揉板门，呕吐者运八卦。治疗 7 d 后研究组总有效

（党参 9 g、茯苓 9 g、白术 9 g、甘草 6 g、诃子 9 g、金樱

率高于对照组，症状积分改善优于对照组，且症状、

子 10 g、泽泻 6 g、薏苡仁 10 g、车前子 9 g、建曲 9 g、

实验室检查正常时间、住院治疗天数明显短于对照

补骨脂 6 g、杜仲 9 g）。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与

组，提示采用三字经派推拿法联合针灸治疗小儿腹

对照组比较，优于对照组，且治疗有效时间、治疗持

泻疗效安全、显著。

续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3.2.2 穴位敷贴治疗 中药穴位敷贴法是中医传统的

郭改玲等

[14]

自拟葛根固敛汤（葛根 30 g、黄芩

外治法之一，是指将中药调制的药膏、药丸、药饼等

9 g、黄连 9 g、车前草 9 g、泽泻 9 g、木香 6 g、炙甘草

敷贴于特定的穴位以达到治疗效果的一种方法。小

6 g），生津升阳、清热燥湿、消炎解毒，利小便以实大

儿脏腑功能发育不完善，对药物的代谢、耐受性差，

便，有逆流挽舟之功。在口服蒙脱石散的基础上，运

长期口服药物或药物应用不当会导致小儿肝肾损伤

用葛根固敛汤治疗 59 例腹泻患儿，并从临床疗效、

及其他不良反应。小儿皮肤角质薄，屏障作用小，通

症状康复时间、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及不良反应与复

透性较成人高，对药物经皮吸收更好。使用穴位敷

发情况与对照组（蒙脱石散）进行比较，提示葛根固

贴法治疗小儿腹泻，不经胃肠道给药，起效迅速，安

敛汤联合西药治疗小儿腹泻疗效良好，且能减轻不

全有效，简便易行。

良反应的发生并预防腹泻复发。

王氏保赤丸由大黄、黄连、生姜等中药组成，临

3.2 中医外治法

床上主治脾胃虚弱、胃呆食减、腹泻、便秘等胃肠道
认为针刺脐四穴

疾病。杨红叶等 [19]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口

治疗小儿腹泻的作用机制可能在于针刺物理作用于

服双歧杆菌；观察组口服双歧杆菌、蒙脱石散，同时

肠壁受体，抑制肠道内平滑肌的收缩，减少了肠蠕动

将王氏保赤丸 4~5 支研粉，取适量甘油调成糊状，贴

以达止泻效果。其将 84 例腹泻患儿随机分为治疗

敷于神阙穴、足三里，贴敷时间 1~3 h，2 次 /d。经治

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1 例采用针刺治疗，针刺脐四

疗观察组显效 31 例，有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97.2%，

边穴，寒湿加足三里、阴陵泉，伤食加足三里、中脘，均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8.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使用半刺法，取“提壶揭盖”之义；对照组 43 例予以

意义（P < 0.05）。提示王氏保赤丸外敷联合双歧杆

蒙脱石散口服。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2.7%，

菌、蒙脱石散治疗小儿腹泻疗效优于单纯口服双歧

优 于 对 照 组，且 治 疗 后 治 疗 组 的 大 便 性 状 评 估 表

杆菌、蒙脱石散，且操作简单。马宁 [20] 将藿香正气

（Bristol stool form scale，BSFS）评分及中医证候量化

散用蜂蜜调成糊状，敷贴于神阙穴，并口服妈咪爱

3.2.1 针灸推拿治疗 朱敏杰等

[15]

评分优于对照组。提示该法能减少患儿腹泻次数，
改善患儿大便形状。邓桂元

[16]

治疗 50 例住院腹泻患儿，连续给药 3 d 后，疗效优

对研究组 40 例腹泻

于单纯口服妈咪爱的腹泻患儿，提示藿香正气散敷

患儿采取针药结合的方法，选取患儿的足三里、大肠

贴联合妈咪爱口服对小儿腹泻有较好的疗效，有较

俞穴及脾俞穴进行针灸治疗，在此基础上加用葛根

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林慈升等 [21] 以 58 例门诊患儿

止泻汤口服；对照组 40 例使用思密达治疗。结果

作为临床观察对象，其中对照组 29 例口服复合乳酸

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0%，对照组为 60％，两组总有

菌胶囊，治疗组 29 例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健脾

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针刺

固元膏（党参、黄芪、白术以 2 ∶ 2 ∶ 1 的比例混匀

结合中医治疗对腹泻有明显的疗效，值得推广。

打成粉末，使用蜂蜜调成糊状，置于穴位敷贴胶布

胡菁麟

[17]

认为小儿推拿具有调和阴阳、调理脏

上）在患儿中脘、天枢、足三里、大横穴等穴位上进行

腑功能的效果，故以感受外邪的 15 例腹泻患儿为临

敷贴，保留 6~8 h，1 次 /d。连续治疗 1 周后，结果提

床观察对象，单用推上七节骨，用示指、中指指面自

示外敷健脾固元膏并口服复合乳酸菌治疗小儿腹泻

下而上做直推 300 次。经治疗 24 h 后，总有效率达

疗效显著，可缩短病程，安全可靠。朱慧 [22] 将收治

93.33%，并能改善患儿症状及预后。常宗焕等 [18] 将

的 80 例腹泻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

90 例急性腹泻患儿分为两组，均进行常规西医治疗，

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用吴茱萸 60 g、干

对照组选取脾俞、足三里、大肠俞等穴位进行针刺；

姜 20 g、丁香 6 g、胡椒 15 g，研粉后用温水或米醋调

研究组在针刺基础上采用三字经派推拿治疗，推六

成糊状，均匀地抹在患儿脐部，用纱布和胶带固定，

腑、清小肠及大肠、清补脾土、揉小天心，伴有腹痛者

换药 1 次 /d，连续治疗 3 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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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程。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优于对照组，提示中
药外敷辅助治疗小儿腹泻疗效显著。
综上所述，中医药在小儿腹泻治疗上创立了很
多有效的方药以及外治法，相比西医常规治疗，中
医药治疗小儿腹泻疗效显著，且毒副作用小。而针
灸推拿治疗、敷贴治疗等外治法操作安全简便，效果
显著，免除了患儿汤药之苦，更容易被患儿和家长接

[10] 李国清 . 黄芪建中汤化裁治疗小儿急性腹泻疗效观察 [J].
实用中医药杂志，2020，36（8）：986-987.
[11] 付京喆 . 四君子汤加减治疗小儿腹泻的临床效果分析 [J].
反射疗法与康复医学，2021，2（4）：53-55.
[12] 许德军，
瞿慧 . 自拟止泻汤治疗小儿秋季腹泻的效果 [J].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8，5（77）：173.
[13] 杨春玲，周容萱 . 健脾补肾固摄汤治疗小儿抗生素

受。总之，无论在疗效上还是在安全性上，该病的

相 关 性 腹 泻 临 床 观 察 [J]. 光 明 中 医，2017，32（22）：

中医药治疗都体现了较多的优势。另外，对于小儿

3255-3257.

腹泻，更应该注重的是预防，强调中医治未病理念，

[14] 郭改玲，王玉霞 . 自拟葛根固敛汤联合蒙脱石散治疗

从合理的饮食养护着手，以减少该病的发生，防患

小儿腹泻疗效及对患儿炎性因子的影响 [J]. 陕西中医，

于未然。

2018，39（11）：1613-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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