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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腺样体肥大的中西医治疗进展
姚韵娟

任现志

【摘要】 文章从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治疗 2 个方面综述近几年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的临床研究情
况，中医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具有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小、可免除手术痛苦且易被接受等优势，可在临
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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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clin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s adenoid
hypertrophy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aspects of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and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It is believed that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for the children with
adenoid hypertrophyhas showed better curative effect and less side effects, which can reduce the operation rates.
It's easy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accept and can be widely promoted in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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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样体位于鼻咽顶部与后壁交界处，属于淋巴组织，

药治疗具有明显优势。通过及时诊断及中医药治疗，可有

表面呈桔瓣样，从出生 6 个月开始发育，6～7 岁时增生最

效改善临床症状、甚至缩小肥大的腺样体，提高免疫力，

[1]

明显，10～12 岁逐渐萎缩，成人基本消失 。儿童腺样体

降低复发风险。现就对儿童腺样体肥大的中医药研究进展

肥大多属于生理性，若影响全身健康及邻近组织功能，则

归纳如下。

属于病理性肥大。研究表明，腺样体肥大在儿童中的发病
率为 9.9%～29.9% 2 ，本病易合并其他疾病，且漏诊率较

1

高。儿童腺样体肥大可引起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

1.1

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OSAS)、分泌

窒”“痰核流注”等与本病有相似之处。儿童腺样体肥大

[ ]

[3]

病因病机及辨证分型
病因病机：中医古籍中所载“颃颡不开”
“鼾眠”
“鼻

性中耳炎、慢性鼻窦炎等多种并发症 ，长期张口呼吸还

以打鼾、张口呼吸、鼻塞、流涕为主要临床症状特征，临

可致“腺样体面容”，最严重的是 OSAS。腺样体肥大、扁

床尚未有统一命名，多数以“鼾症、鼾眠”作为中医病名。

桃体肥大是儿童阻 OSAS 的危险因素，且腺样体、扁桃体

现按中医名家治验总结病名及病因病机进行归纳。于阳和

[4]

大小与儿童的病情程度呈正相关 。

徐荣谦 5 提出“窠囊”之名，归于朱丹溪“痰夹疲血，遂
[ ]

手术切除是目前西医治疗腺样体肥大的主要手段，一

成窠囊”之说范畴，认为此病为气滞与痰阻相互为患、

旦确诊为腺样体肥大，应尽早手术切除治疗。但手术治疗

互为因果，故基本病机为“邪羁、气滞、血疲、痰结”。

存在诸多问题，如患儿面临全身麻醉风险，家属接受程度

李国芳 6 总结俞景茂的经验认为，小儿肺脾肾三脏功能尚

低，而中医对儿童腺样体肥大的治疗有独特见解，采用中

不健全，易致水液输布失常、凝聚成痰、痰凝气滞，气血

[ ]

运行不畅，久病成瘀，痰瘀互结于咽喉而成此病。故痰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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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结为本病的基本病机。李博和张涤 7 认为，儿童鼾症为
[ ]

痰所致，归于“痰核”范畴，病位主要在肺，主要病机为
痰热郁结、肺气不利。患儿多因外感实邪或食积生痰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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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邪、食滞、津亏常兼夹为患。李蕾和刘静[8]总结李淑良

治疗组用海藻玉壶汤合苍耳子散加减治疗，对照组给予酮

的经验，认为腺样体组织位于耳鼻咽喉交通之处，肺开窍

替芬口服、生理盐水喷鼻。2 组均连续治疗 1 个月，治疗

于鼻，脾胃之候为咽，肾主耳，故小儿肺气不足、脾胃薄

组总有效率为 93.3%，对照组为 46.7%。

弱、肾气不充是发病的根本原因。肺脾肾三脏功能薄弱，

2.2

津液代谢失常，水湿内停，聚而成痰，痰湿互结于鼻咽部

有部分患儿因服用汤剂存在困难，无法完全配合治疗，因

形成腺样体肥大。

此临床上也采用雾化、熏鼻、滴鼻、针灸等外治法治疗儿

1.2

童腺样体肥大。采用序贯疗法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将中

辨证分型：目前临床尚未确立统一的中医辨证分型。
[9]

外治法：中药内服法虽然在临床应用中疗效确切，但

冯兵勇 认为，肺脾气虚、肺肾阴虚、气滞血瘀为临床常

草药煎煮后，使药液通过蒸汽熏鼻、蒸馏液滴鼻和汤药内

见证型，以补气固卫、健脾祛湿、益阴降火、宣肺通窍、

服 3 种给药方式治疗，内治与外治相结合增强中药作用。

[10]

活血散结为治疗原则。王永钦

将本病分为肺肾阴虚、肺
[11]

脾气虚、气血瘀阻 3 型。孙书臣等

将儿童腺样体肥大分

方多选用玉屏风散和苍耳子散加减，常用药物为薄荷、辛
夷、鹅不食草等 16 。赵文明和白罡 17 应用针灸疗法，以曲
[

]

[

]

为肺脾气虚证、肺肾阴虚证、气血瘀阻证和痰凝血瘀证 4 型。

池透臂臑为主穴，配伍列缺、太冲、丰隆等治疗腺样体肥

其中，痰凝血瘀多由病情反复治疗发展而来，较严重。

大，针刺约 2 个月可有效缓解临床症状，使腺样体缩小甚
至萎缩。陈雯和丁慧 18 以鼻腺方(柴胡、白芷、黄芩、辛
[

2
2.1

]

夷、赤芍、牡丹皮、黄芪、象贝母)滴鼻治疗 70 例儿童腺

中药治疗
[12]

内服法：倪平敏和陈小宁

认为，小儿脾常不足，脾

样体肥大患儿，3 次/d，用药 14 d，总有效率为 92.8%。

虚则运化失司，其病机关键为脾运失健、痰浊互结、上扰
鼻咽、阻遏脉络，故治以健脾化痰、行气散结，自拟方药

3

中西医结合治疗

(法半夏、陈皮、茯苓、玄参、夏枯草、桔梗、甘草、煅

将中、西医治疗手段联合应用，如中药汤剂口服配合

牡蛎)治疗获效。根据腺样体肥大痰热郁结、肺气不利的

外治西药、手术配合中药调理等方法治疗儿童腺样体肥

主要病机，选用消瘰丸合苍耳子散 (玄参、浙贝母、生牡

大，可缓解症状，提高有效率。多鹏和李凡成 19 采用六君

蛎、辛夷、苍耳子、白芷、甘草) 加减治疗 7 。李许娜 13

]

消瘰汤联合盐酸赛洛唑啉鼻用喷雾剂、糠酸莫米松鼻喷雾

采用健脾益气、软坚散结法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 35 例，

剂和匹多莫德分散片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 48 例，并设盐

观察患儿治疗前后临床症状、体征及鼻咽部 X 线侧位片

酸赛洛唑啉鼻用喷雾剂、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和匹多莫德

A/N 值。治疗 1 个月、2 个月的有效率分别为 71.43%、

分散片为对照组，共治疗 30 d，鼻塞、打鼾、张口呼吸、

91.43%，益气散结法中医治疗不仅可改善临床症状，且可

[ ]
呼吸暂停症状评分均较对照组改善。郭荣辉等 20 将 73 例

提高免疫力，减少复发可能。秦志仁等 14 用“积结”描述

腺样体肥大伴慢性咳嗽患儿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39 例

腺样体肥大，认为肺宣降失调，津液输布失常，聚液为痰，

予氯雷他定片联合孟鲁斯特钠片口服，疗程 2 周，联合孟

痰浊日久化为“积结”。治疗分为 2 个阶段，第 1 阶段方

鲁斯特钠片口服，疗程 8 周，如果咽后壁见黏液附着或鼻

拟加味金平饮(炙麻黄、苦杏仁、黄芩、甘草、炙枇杷叶、

腔见脓涕者加用阿奇霉素；观察组 34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

炒葶苈子、百部、法半夏、荆芥、前胡、茯苓、陈皮、连

加用喘可治注射液雾化吸入 1 周，并配合六君子汤加减，

翘、七叶一枝花、炒白术、炮山甲(冲服)、广郁金、石菖

每月连服 14 d，
疗程 2 个月。结果，观察组治愈率为 82.35%、

蒲)治疗患儿鼻鼾、睡眠呼吸暂停等症状；第 2 阶段用玉

对照组为 43.59%。冯新荣等 21 采用鼻内镜下微波治疗术，

屏风散合参苓白术散加炮山甲巩固防复发治疗，提高患儿

术后给予自制中药煎剂口服及中药滴鼻剂治疗 22 例腺样

机体抵抗力。结果，30 例患儿鼻鼾、呼吸暂停症状均在服

体肥大患儿，治疗 2～4 周，鼻塞、夜间张口呼吸、打鼾

药 2～4 d 减轻，总有效率为 96.7%；腺样体一般 10～15 d

症状消失或明显减轻。中药煎剂补气托毒、活血通窍，中

[ ]

[

[15]

[

]

[

[

]

]

以祛痰活血化瘀散结为基

药滴鼻剂疏风清热通窍，均可起到辅助提高手术疗效、减

本治则，将 60 例腺样体肥大患儿随机分为 2 组各 30 例，

[ ]
少局部反应、改善症状的作用。何春玲 22 将 96 例腺样体

萎缩，逐渐恢复正常。於志娟

·477·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7年5月第39卷第5期 Int J Trad Chin Med, May 2017, Vol. 39, No.5

小的关系探讨[J].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4,28(6):

肥大患儿随机分为手术组、中西医结合组各 48 例。手术
组予鼻内窥镜下腺样体切除术，中西医结合组在手术治疗

381-385. DOI:10.13201/j.issn.1001-1781.2014.06.007.
［5］

6 d 服完 3 剂药，1～3 个疗程后，治愈 35 例、显效 10 例、

2013.10.008.
［6］

有效 3 例，均无并发症，随访半年未见复发。刘峰等 23 采
[

]

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腺样体肥大患儿 128 例，在行腺样

李博,张涤. 张涤教授治疗儿童鼾症经验撷萃[J]. 湖南中医药
大 学 学 报 ,2016,36(1):55-57. DOI:10.3969/j.issn.1674-070X.
2016.01.014.

［8］

李蕾,刘静. 李淑良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的经验[J]. 世界中
医 药 ,2012,7(1):25-26. 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2.

果，术后所有患儿均未复发，鼻窦炎、分泌性中耳炎、咽
炎迅速改善。

李国芳. 俞景茂教授治疗小儿扁桃体-腺样体肥大经验介绍[J].
中医儿科杂志,2015,11(6):1-3.

［7］

体切除术治疗基础上，对患儿以六味地黄汤、补中益气汤
加减，术后 2 d 予中药汤雾化、间断置换的方法给药。结

于阳,徐荣谦. 徐荣谦教授治疗小儿腺样体肥大经验[J]. 光
明中医,2013,28(10):2006-2007. DOI:10.3969/j.issn.1003-8914.

的基础上予中药煎剂口服，以补中益气丸、金匮肾气丸加减，

01.014.
［9］

冯兵勇. 中医药治疗小儿腺样体肥大的体会[J]. 中医儿科杂志,
2008,4(3):29-31. DOI:10.3969/j.issn.1673-4297.2008.04.014.

［10］ 王永钦. 中医耳鼻咽喉口腔科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4

小结

社,2011:605-609.

儿童腺样体肥大的病因、病理机制有待进一步通过基

［11］ 孙书臣,马彦,乔静,等. 《儿童腺样体肥大引发睡眠呼吸障碍
的中医诊疗专家共识》解读[J]. 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14,

础、临床研究进一步确定。目前，西医治疗儿童腺样体肥
大多采用手术治疗，但我国尚未发布权威、统一规范的腺
样体切除术的手术适应症、禁忌症，目前临床上没有患儿
接受手术的具体年龄及明确指征。患儿年龄小、手术耐受
力差、腺样体切除术术后出血率高，存在手术并发症，严
重者甚至威胁生命。儿童实施手术需要全身麻醉，可能对
其神经系统等方面的发育带来影响。腺样体是儿童时期的
重要免疫器官，盲目摘除对免疫功能是否有影响尚需进一
步研究和探讨。手术的远期疗效未明，临床存在复发的可
能性。以上一系列问题需要广大临床工作者权衡手术利
弊，慎重选择。西医药物治疗多采用局部外用激素类制剂，
但治疗安全性、长期疗效证据均有限。
中医药治疗腺样体肥大疗效确切，具有不良反应少、
安全性高、可免除手术痛苦、治疗手法多样和易被患者及
家属接受等优点。但同时也缺乏多中心、大样本、高质量
的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中药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的疗效。
今后尚需要比较中药与手术的远期疗效及安全性。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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