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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的中医辨证论治
章文华 　孟宪军※ 　厦门大学医学院中医系 (361005)

　　摘要 :针对近年有关过敏性鼻炎的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 ,探讨中医如何治疗过敏性鼻炎。在中医辨证论治方面 ,病因病

机为肺脾肾气虚、阳虚 ,治法以温阳、益气为主。

　　关键词 :过敏性鼻炎 ;病因病机 ;中医药疗法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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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性鼻炎 (allergic rhinitis ,AR)是临床耳鼻喉科的常见病之一 ,属

于中医“鼻鼽”的范畴。2001 年 ,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写的《中医药

常用术语辞典》中对鼻鼽作出了明确的定义 :“鼻鼽 ,疾病。出自《素问·

脉解篇》。又名鼻嚏。临床表现以突然发作和反复的鼻痒、鼻塞、喷嚏、

流清涕、鼻腔粘膜苍白肿胀为特征。相当于西医学的变态反应性鼻炎。

多因肺脾肾虚损 ,感受风寒或异气 ,以及异物外袭而诱发。”

1 　中医病因病机和辩证分型

中医学以为 ,鼻乃人体体表的一个器官 ,在功能、病理上与人体的

五脏六腑是不可分割的 ,与自然、社会环境亦密切相关。

本病病因病机不外外感和内伤两端。外感者 ,多因病菌病毒、过敏

原、外界冷热空气变化、有害气体等。内伤者 ,通常认为与肺、脾、肾三

脏关系密切[1 ] 。《医方辨难大成·中集》有 :“鼻窍属肺 ,鼻内属脾。”《灵

枢·本神篇》说 :“肺气虚则鼻塞不利”,《素问·宣明五气》曰“五气为病

⋯⋯,肾为欠为嚏”。

中医历代医家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提出本病多为本虚标实之

证 [2 ] 。本虚 ,指肺脾肾气虚、阳虚。其发生是人的体质功能降低所致 ,

以肺、脾、肾虚损为致病的根本 ,由此逐渐总结出三种主要的分型 :肺气

虚弱 ,感受风寒 ;肺脾气虚 ,水湿犯鼻 ;肾阳亏虚 ,肺失温煦。

鹿氏 [3 ]提出本病以肺气虚寒为主 ,治以温补肺气 ,散寒固表之法 ;

邵氏 [4 ]等认为本病的发生或因于肺气虚寒 ,或因于脾虚和肾虚 ;李氏[5 ]

通过实验证实寒冷影响患者的微循环 ,认为疾病的病机是肺肾虚寒所

致。

现代医家中亦不乏创新之士。他们针对本病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实

践和实验研究 ,在不断的总结中提出了新的观点。袁氏 [6 ]在临床实践

及实验研究中都发现 ,瘀血在变应性鼻炎的发展过程中关系重大 ;吴

氏 [7 ]提出鼻鼽在病因病机、证候特点上均与痰饮病类同 ,可将其归于广

义的痰饮 ,并按照痰饮论治。

众多医家就自己的临床经验进行总结并提出新的观点 ,形成了一

种百家争鸣的景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本病病因病机治疗理论的

发展。

2 　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本病方法灵活多变 ,临床上中药、针灸、耳穴、推拿等在治

疗过敏性鼻炎已经显现出其独特的优势。

211 　中医中药治疗　根据中医学病因病机 ,以脏腑辨证为主 ,临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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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医治疗本病的治法综述如下 :

刘氏 [8 ]治疗过敏性鼻炎以补脾益肺 ,调和营卫为主。方用桂枝人

参汤加味 :桂枝 15g ,白术 10g ,生晒参 10g ,干姜 10g ,杏仁 10g ,蝉蜕 10g ,

白芍 10g ,炙甘草 10g ,葶苈子 6g ,大枣 6 枚。有热者去干姜加黄芩 10g ,

清涕多者加五味子 10g。每日 1 剂 ,水煎分 2 次温服。连续用药最短 1

周 ,最长 20 天。治疗 60 例 ,显效 50 例 ,占 8313 % ;有效 10 例 ,占 1617 %。

华氏、孟氏 [9 ]治以益气固表、温补肾阳为主。方用玉屏风散合苍耳

子散加减 :黄芪 18g ,白术 12g ,防风 9g ,桂枝 9g ,附子 6g ,苍耳子 15g ,辛夷

12g ,白芷 9g ,川芎 9g ,蝉蜕 6g ,甘草 6g。每日 1 剂 ,水煎温服 ,日分 2 服 ,

每 15 天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6 例 ,其中治愈 27 例 ,显效 7 例 ,无效 2

例 ,有效率为 94144 %。

王氏 [10 ]等治以温阳通窍为主。基本方 :制附片 10g、仙灵脾 10g、炙

黄芪 10g、苍耳子 10g、辛夷 6g、蝉衣 6g、防风 6g、薄荷 6g、川芎 6g、炙甘草

6g ,每日 1 剂 ,煎煮 2 次 ,分早晚饭后温服 ,10 天为一个疗程。治疗 74

例 ,治愈 27 例 ,好转 43 例 ,无效 4 例 ,总有效率为 9436 %。

郭氏 [11 ] 根据柴胡桂枝汤和解表里 ,通达内外 ,调畅气机 ,舒肝和

胃 ,调和肝脾的效应 ,将其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 ,亦取得不凡疗效。处

方 :柴胡 15g ,桂枝 15g ,党参 10g ,炙甘草 10g ,法夏 15g ,大枣 15g ,黄芩 6g ,

白芍 8g ,生姜 10g。

另见有报道用麻黄方剂治疗变应性鼻炎 ,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张

氏 [12 ]治疗以发散风寒 ,宣肺平喘为主 ,方用小青龙汤加味治疗变应性

鼻炎 386 例患者 ,显效 164 例 ,有效 177 例 ,无效 45 例 ,总有效率为

8813 %。伊氏 [12 ]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 (麻黄、附子、细辛、蝉蜕、荆芥、

乌梅)治疗本病 100 例。其中 78 例临床症状得到控制 ,2 例无效。

在临床实际中 ,往往多种病因交错 ,各种证型夹杂。故临床应用中

不能只是一方治一病 ,而是多方治一病 ,临症加减 ,以多种治法灵活合

用者更为常见。

212 　中医物理疗法　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针灸 ,拔罐 ,推

拿等特色疗法。它们以中医理论为指导 ,根据经络学说调外以治内 ,也

取得了独特而有效的结果。

刘氏 [13 ]运用针灸辨证施治治疗 61 例。取穴三组 ;第一组 (印堂、迎

香、口禾　、风池、合谷、足三里、三阴交)采用平补平泻法 ,得气后 ,留针

30 分钟。起针后 ,针刺第二组穴位 (肺俞、脾俞、肾俞、命门) ,得气后用

捻转补泻法 ,行针 2 至 3 分钟 ,留针 10 分钟。最后对第三组穴 (神阙) 拔

罐 ,患者取仰卧位 ,用闪火法在神阙连拔 3 至 5 次 ,再留罐 5 分钟。嘱患

者每周治疗 3 次 ,10 次为一疗程。

乔氏 [14 ]推拿采用一指禅法 ,取穴上星、印堂、鼻通、迎香 ,进行推、

按揉 ,并根据伴随症状加用其他穴位 ,每日 1 次 ,6 次为 1 疗程。治疗 27

例患者中 ,痊愈 23 例 ,显效 3 例 ,无效 1 例 ,治愈率达 85119 %。

另有 :

王氏 [15 ]采用穴位注射为主 ,取双侧迎香和肺俞 ,用 5 号针头及 5ml

注射器 ,抽取地塞米松 5mg 及维生素 C 500mg 混合分别注入穴位 ,进针

深度应根据患者胖瘦不同而定。进针后进行缓慢的提插 ,使患者感到

有酸麻胀重感 ,回抽无回血后缓慢注入药液 ,每穴 1～115ml。每周注射

2 次 ,3 次为 1 个疗程。同时口服鼻舒适片 ,每次 4 片 ,每日 3 次。2 个疗

程后统计疗效。临床治疗 108 例 ,治愈 98 例 ,好转 8 例 ,无效 2 例 ,总有

效率 98 %。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16 ]采用三伏天中药穴位

敷贴治疗过敏性鼻炎 60 例。取穴膏肓、大椎、风门、肺俞、百劳、脾俞、

肾俞 ,将白芥子、延胡索、细辛、甘遂、黄芩按 2∶2∶1∶1∶1 比例加以姜汁调

制成糊状 ,取一分硬币大小置于专用敷贴的中央 ,贴在上述穴位。贴药

后觉皮肤有微微发痒、灼痛感 ,切勿取下 ,一般敷贴 2～6 小时。此法 10

天贴 1 次 ,3 次为 1 个疗程。上述穴位每次选取 7 个 ,轮换选用。除大

椎穴外 ,其余穴位均取双侧。治疗后显效 46 例 ,有效 10 例 ,无效 4 例 ,

总有效率为 9313 %。

3 　展望

临床上 ,过敏性鼻炎一直是属于难治愈的疾病之一。祖国医学在

悠久而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思维和治疗方法 ,取得了

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显著的疗效。中医在治疗和调理过敏性鼻炎上

有其独特的优势 ,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医学从整体出发 ,辨证施

治 ,三因治宜 ,灵活地以内治法治其本 ,恢复脏腑功能 ,加以外治法调理

气血或直达病所 ,调外治内 ,从而在根本上治愈疾病。而且相对于西医

来说 ,中医治疗更具有价格低廉、副作用少、手段多、疗效比较巩固等优

点 ,更易于被广大的群众接受。尽管如此 ,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也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中医对于过敏性鼻炎的实验研究滞后于临

床 ,缺乏标准化 ,大样本的实验。科研统计也存在不合理性 ,无法全面

而充分地证实中医治疗的临床疗效等[17 ] 。

中医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需要继承与创新 ,这也是中医的发展之

路。例如中药穴位贴敷法就充分结合了中药学与针灸学理论的特点。

敷贴的药物不仅能通过皮肤吸收 ,亦可以刺激穴位 ,调整其兴奋与抑制

过程 ,最终达到提高机体免疫力 ,改善疾病的治疗目的。这是中医治疗

的创新与突破 ,也为中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思路。希望中医学

者能够合理的继承中医学的传统理论、思想 ,同时不断创新 ,深入探讨 ,

提出新理论、新观点 ,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以提高中医临床研究的

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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