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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风止嗽汤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 46 例疗效观察
郝小梅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９５

［摘要］ 目的：观察祛风止嗽汤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 （CVA） 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46 例患者予自拟祛风
止嗽汤治疗，2 周为 1 疗程，一般治疗 2～3 疗程。结果：治愈 24 例，好转 20 例，未愈 2 例，总有效率为
95.65％。治疗过程中未出现明显的毒副作用。结论：祛风止嗽汤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取得显著的临床疗效，
且使用安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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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型哮喘（Ｃ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ｓｔｈｍａ，ＣＶＡ）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哮喘，又称为隐匿性哮喘或过敏性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６－ ７４１５ （２０１４） ０３－ ００６６－ ０２

试验阳性；③支气管舒张剂治疗有效。
２ 治疗方法

哮喘，咳嗽是其唯一或主要临床表现，无明显喘息、

予自拟祛风止嗽汤治疗。处方：炙麻黄、蝉蜕、

气促等症状或体征，但有气道高反应性。主要表现为

紫苏叶、僵蚕、桔梗、款冬花、紫苑各 １５ ｇ，荆芥、

刺激性干咳，通常咳嗽比较剧烈，夜间咳嗽为其重要

防风、柴胡、白芍、白蒺藜、苦杏仁、甘草各１０ ｇ。

特征。感冒、冷空气、灰尘、油烟等容易诱发或加重

加减：风寒甚者加细辛、干姜、桂枝；若风热甚者加

咳嗽 。由于咳嗽变异型哮喘的临床症状不典型及对

菊花、桑叶、薄荷、连翘；兼有里热者加桑白皮、生

其认识不够全面，在临床上容易造成误诊、漏诊，从

石膏、黄芩；干咳少痰阴虚者加南沙参、梨皮，更甚

而延误病情。笔者自拟祛风止嗽汤治疗 ４６ 例 ＣＶＡ

者加麦冬、玉竹、百合；痰多且粘者加半夏、厚朴、

患者，取得显著疗效，现报道如下。

茯苓；痰中夹有血丝者加生地黄、白茅根；咽痒者加

１ 临床资料

蛇床子；咽痛甚者加射干、青果、马勃；鼻塞者加辛

［１］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夷花、苍耳子；痰多且难咳者加贝母、瓜蒌；兼有胸

年 ９ 月本院门诊及住院诊治的患者，共 ４６ 例，男 ２８

闷气逆者加枳壳、旋复花；夜间潮热盗汗者加鳖甲、

例，女 １８ 例；年龄 ２１～５７ 岁，平均（３５±１２．２８）岁；

青蒿、胡黄连；兼有心悸失眠者加夜交藤、远志；肺

病程 ２～１５ 月，平均（５．２±０．６）月；有吸烟史者 ２４

气虚者加黄芪、白术；脾气虚者加茯苓、白术；肾虚者

例，有过敏史者 ４ 例，无明显诱因者 １８ 例；曾用过

加山药、补骨脂、菟丝子。

抗生素治疗 ２０ 例，曾用过抗过敏及止咳药物治疗 １６

每天 １ 剂，加水煎至 ２５０～３００ ｍＬ，温服。２

例。所有患者均行胸部 Ｘ 线检查，排除肺、气管、

周为 １ 疗程，一般治疗 ２～３ 疗程。治疗期间，嘱患

支气管等器质性病变。

者饮食起居上注意气候变化，避免受凉，饮食不宜肥

1.2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 《咳嗽的

甘厚腻、鱼腥、辛辣香燥之品，戒烟酒不良习惯，尽

诊断与治疗指南（２００９ 版）》 标准：①慢性咳嗽，常

量避免吸入刺激性的气体。

伴有明显的夜间刺激性咳嗽；②支气管激发试验阳

３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性，或呼气峰流速日间变异率 ＞２０％ ，或支气管舒张

3.1

［１］

疗效标准

参照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２］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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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治愈：咳嗽咳痰症状及临床体征消失失且停药后

肺经，两者皆能祛风止痉，且前者亦能化痰利咽通

３ 月以上无复发者。好转：咳嗽明显减轻，痰量减少

络，后者亦能发散风热，宣肺利咽。柴胡、白芍、白

或无咳痰，或停药后 ３ 月以内复发但病情较前轻。

蒺藜三药合用疏肝柔肝，调畅气机。桔梗宣肺利咽止

未愈：用药 ３ 疗程后，咳嗽咳痰及临床体征无明显

咳。款冬花、紫苑、苦杏仁均有止咳平喘之功效。甘

改善或者加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草祛痰止咳，调和诸药。综观全方，功能宣肺疏肝、

治愈 ２４ 例，好转 ２０ 例，未愈 ２

祛风止咳，既可疏散外风，又可平熄内风，改善肺脏

例，总有效率为 ９５．６５％。治疗过程中未出现明显的

宣发肃降功能。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证实，炙麻黄、紫

不良反应。

苏叶能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痉挛；蝉蜕有免疫抑制及抗

４ 讨论

过敏作用；柴胡、白芍中的主要成分（柴胡皂苷、芍

3.2

治疗结果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ＣＶＡ 是哮喘的早期阶段，

药苷）有抗炎、镇咳、保肝等作用［５］。荆芥含有能拮抗

是哮喘的前驱状态，可发展为典型的哮喘。ＣＶＡ 的

白三烯炎症介质的挥发油，对免疫调节、抗炎、抗过

发病机制目前被普遍认为是与典型哮喘相同，均属于

敏有重要意义［６］。防风、白蒺藜合煎剂可通过组织生

以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主的气道变态反应性炎症。但

物活性物质作用于效应器官反应来减轻或消除过敏反

ＣＶＡ 病理上气道炎症变化较轻微和表浅，主要累及

应［７］。综上，祛风止嗽汤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舒张

大气道，且 ＣＶＡ 的气道高反应性较典型哮喘轻，而

支气管平滑肌、缓解支气管痉挛、抗炎、抗过敏等作

喘息需要更强的气道高反应，因此，ＣＶＡ 只有咳嗽

用。本观察结果表明，祛风止嗽汤治疗 ＣＶＡ 有着明

没有喘息 。ＣＶＡ 以长期慢性咳嗽为主症，常表现为

显疗效，且无明显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３］

阵发性、突发性、反复性，并伴有咽干、咽痒，咽痒
即咳，难以克制等兼症。其证候特点正符合风证“善

［参考文献］

行而数变”、“风盛则痒”、“风盛则挛急”的特性。

［１］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咳嗽的诊断与治疗

《素问·太阴阳明论》 中有“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明

指南（２００９ 版）［Ｊ］．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２００９，３２（６）：

代李梴 《医学入门》 咳嗽总论有“风乘肺咳，则鼻塞

４０７－ ４１３．

声重，口干喉痒，语未竞而咳。”肺为脏腑之华盖，
咽喉为肺之门户。外邪侵袭人体，首而犯肺，又风为
百病之长，故外邪犯肺以风邪为先导 ［４］，阻滞肺络，
肺气壅遏，肃降失常，肺气上逆，发为咳嗽。肝五行

［２］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ＺＹ／Ｔ００１．１～００１．９－ ９４

［３］

余兵，何权瀛．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认识［Ｊ］．中国社区

［４］

李友林，晁恩祥，罗社文．从疾病本质上认识咳嗽变异

断疗效标准［Ｓ］．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２．
医师，２０１１，２７（４３）：５．

属木，主疏泄，主升发之气，内风与肝脏关系紧密。
若肝失疏泄，气机郁结，肺失肃降，而致咳嗽；若肝

性哮喘［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０６，２１（１２）：７８０－ ７８１．
［５］

失调达，久郁化火，上逆侮肺，木火邢金而咳。
综上所述，外感风邪与内生之风均可触发咳嗽。

喘咳之要药。荆芥、防风、紫苏叶助麻黄疏风解表，
宣肺止咳，共奏疏散外邪之风。僵蚕、蝉蜕均归肝、

黄兆胜．中药学［Ｍ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３５，３８，５４，５７，４５２．

［６］

权美平．荆芥挥发油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Ｊ］．现代食品

［７］

陈子瑶，李庆生，李云森，等．防风与刺蒺藜的药理实

科技，２０１３，２９（６）：１４５９－ １４６２．

因此，笔者辨证以宣肺疏肝、祛风止咳为治则，自拟
祛风止嗽汤。方中炙麻黄辛温散寒、止咳平喘，为治

中医病证诊

验研究［Ｊ］．中成药，２００３，２５（９）：７３７－ ７３９．

（责任编辑：冯天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