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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小儿推拿治疗效应研究各环节规范化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思路。 [方法] 通过整合中国知网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建库以来至 2020 年 9 月小儿推拿相关文献类型，分析小儿推拿治疗效应的既往研究，提出刺激量、治疗量、效应指标等研究环节
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对应的改进思路。[结果]目前小儿推拿治疗效应研究数量少，缺少高质量文献支持，研究环节存在推拿刺激
参数模糊，量效关系不明确，推拿疗程设置、组穴欠规范，生物效应观察指标单一，机制研究不够深入，手法操作中信息技术运用不成熟等问题，是小儿
推拿规范化发展和推广的瓶颈。 改进思路是让现代科技与小儿推拿结合，根据小儿生理特征，改进力学模型，促进手法刺激量可视化，建立手法时间、
强度、效应多维度量化数据库，拓展在体实验与对应离体实验的比较研究，增加手法刺激敏感度与适应性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研究等。 [结论]小儿推拿
治疗效应研究中，目前主要存在技法研究不规范、效应研究不深入、现代化技术应用不到位等问题，应补足短板，充分运用现有技术手段，量化规范技
法研究，多层次、多维度深入研究效应关系，为小儿推拿走向标准化奠定基础。
：小儿推拿；规范；生物效应；标准量化；量效关系；信息技术；数据库；改进思路
：R244
：A
：1005-5509 （2021 ）08-0925-05
DOI: 10郾16466/j.issn1005-5509郾2021郾08郾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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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ach link in the study of pediatric Tuina effect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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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ideas. [Methods]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ypes of pediatric Tuina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
database from the date of construction to September 2020，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effect， put forward the problems
which needed to be solved in the research links such as stimulation amount， treatment amount， and effect indicators，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ideas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ults. [Results]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 effect of pediatric Tuina， lack of high -quality
literature support， the problems of fuzzy stimulus parameters in the research link， unclear dose -effect relationship，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of Tuina
course settings and acupoint grouping， single biological effect observation indicators， and lack of in -depth research on mechanisms， immatur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manipulation are the bottleneck of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pediatric Tuina.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mprovement ideas of combin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pediatric Tuina， improvement of the mechanical model according to the
pediatric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o promote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manipulation stimulus， establish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manipulation time， intensity， and effect， expansion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in vivo experiments and corresponding in vitro experiments， increase
of research on sensitivity and adaptability of manipulation stimulation a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research on therapeutic effect of pediatric Tuina effect， such as the nonstandard research on techniques， the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on
effects， and the inadequate application of modern techniqu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make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technical means， quantify and standardize the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eply study the effect relationship in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so a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ediatric Tuina.
Key words: pediatric Tuina; standard; biological effect; standard quantification;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atabase; improvement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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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推拿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已有四百余年，
现今推拿学科已将标准量化- 效应研究作为学科研
究的主导方向， 但小儿推拿学科近年来在量化研究、
效应研究等方面均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为
一门经验医学或实践医学。 小儿推拿重视手法，通过
不同的手法刺激发挥不同的治疗效应。 目前小儿推
拿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基础研究重视程度不足，其中
治疗效应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刺激参数无明确量化
标准，力学研究不规范，生物效应指标单一，现代技术
应用不成熟，难以突破经验性治疗、临床可重复性低
的局面，严重影响小儿推拿临床研究与实际应用。 因
此，小儿推拿亟需对治疗效应研究进行优化，解决标
准化、规范化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现有的小儿推拿
治疗效应研究，提出几点改进建议，供广大同行借鉴
与参考。
儿推拿治疗效应规范化研究现状
1 小
疗效应研究数量少，质量低相关研究表明，
1郾1 治
自
来小儿推拿相关研究数量剧增，但高质量文
2010年
献的数量与研究文献整体数量不成正比，小儿推拿研
究的规模及研究方向的多样性与同属针灸推拿学科
的针灸研究存在巨大的差距。 笔者以“小儿推拿”为
主题词，对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数据库（China Na鄄
行检索， 采
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 进
，
用高级检索模式，检索时间为建库以来至2020年
9月
， 其
共检索出文献
中临床研究文献821篇，占
1 413篇
比58% ， 基础生物医学研究仅35 篇， 占比仅2% ， 其他
以教学论文、综述、中医理论探讨、古籍及文献分析、
流派介绍及个人经验为主。 见图
前国内外对小
1。 目
儿推拿的认知差别较大， 国外研究重视其生物学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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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国内临床研究、分子生物学机理探讨虽均有涉及，
但发展不均衡，且碍于规范化、标准化进程较缓慢，证
据等级不足，面临国际推广及应用的考验。 进一步
探讨小儿推拿生物学效应研究的各个影响因素，是小
儿推拿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统一化的必经之路。
儿推拿技法刺激量不规范明确刺激量- 生
1郾2 小
物效应关系是小儿推拿研究规范化必不可少的步骤。
小儿推拿以按抑类手法为主，其技法刺激量的主流评
判标准及基本技术要求是柔和、均匀、持久、有力，轻
而不浮， 快而不乱， 平稳着实， 力量深透， 此类半定
性评判标准概念笼统、含糊不清，临床实践中常根据
术者的经验确定，未能量化统一。 小儿推拿学科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流派众多，手法特色各异，其操作参数
不完全相同；小儿推拿对象为儿童，形气未充，与成人
的筋骨肌肉不尽相同，且穴位分布广泛，尤以手部为
多，在患儿身上直接套用现有的生物力学模型可行性
较差。 基于以上因素，目前的小儿推拿技法研究普遍
存在刺激量缺乏规范评价、量-效关系研究可重复性
差等问题，且生物力学模型研发进展慢、推广力度小，
导致其技法刺激量的量化评价难以实现。 近年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创新发展，已建立了较多成熟的测量技
术， 例如图像测量技术、 动作捕捉和三维运动解析
技术等， 通过捕捉医师的推拿操作， 将推拿技法分
解并转化为可视的动作结构、加速度、角速度、压力系
数等数据，并运用于规范化研究中。 技法刺激量的相
关研究促进了大量推拿手法力学特征的传感器和测
试系统的研发，如TDL-Ⅰ型推拿手法动态力测定器、
推拿手法力学信息测定仪、FZ-1 型推拿手
TDL-Ⅱ 型
法测力仪、三维有限元模型、三维测力系统等，能够采
集不同手法力学参数，并规范手法载荷参数 ；还能
运用多体动力学方法研究手法运动轨迹，规范手法操
作技能，现已广泛应用于成人推拿的研究中。 所以欲
进一步规范及推广小儿推拿技术， 需重视可视化研
究，对各技法刺激量进行相对客观的量化，挖掘刺激
量与推拿力之间的关系，以明确推拿作用的本质。
儿推拿生物效应研究不足小儿推拿手法生
1郾3 小
物学效应包括技法在人体局部产生的效应及全身性
反应，明确机体对推拿的敏感度是量化研究的基础和
前提，是指导临床治疗量、疗程设定的方法之一。 目
前小儿推拿的治疗量设定概念模糊。《幼科推拿秘书》
载：“而手法推之数目，即一定之。 一岁三百，不可拘
[3]

[4]

[5]

[6]

[7-12]

图1 国内小儿推拿相关研究文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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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的辅助性T细
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细胞数量
增加，同时使CD8阳性的细胞毒性T细胞数量降低，外
周血免疫球蛋白M （immunoglobulin M，IgM）、 免疫球
蛋白
平增加，从而调节机
G（immunoglobulin G，IgG）水
体免疫功能。 许世雄等利用离体实验观察发现，振
荡类手法作用下组织压随之发生周期性的动态变化，
会造成渗透率、渗透因子和毛细血管内血液表观粘度
的改变，有利于血液流通及物质交换。 优化和完善小
儿推拿技法的动物实验研究及对细胞、组织、器官的
离体研究，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深入明确
小儿推拿治疗作用机制，增强业界置信度及推广度。
息技术运用不成熟小儿推拿流派众多， 手
1郾5 信
法特色各异，临床处方复杂， 信息技术的应用仍不
成熟。 目前小儿推拿手法研究多为单个手法、单个部
位的物理机械力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临床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但仍不能与临床实际情况相匹配，缺乏
较为规范的、针对复杂变量的研究。 成人推拿现已将
压力传感器、等速肌力测试系统等生物力学检测技术
广泛应用于研究复杂手法的生物效应中。 有研究采
集了不同推拿流派揉法的力学参数，施术于利用磁共
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及有限元
软件建立的股四头肌模型，分析其应力-应变与载荷
参数，使不同流派的力学参数特点可视化、规范化。
改变频率、持续时间、操作方向等变量，同一手法操作
所产生的临床效应不同 ，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
性关系，因此也不能机械地套用药物治疗规律研究的
思维模式。 李雪等通过正交设计方法，将临床处方
涉及的各个手法操作参数进行标准量化，力图探索复
杂手法处方较佳的操作参数。 此外，因施术者疲劳度
不同，也影响其治疗效应。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刘超
等建立CASE函数成人推拿治病过程形式化函数模
型，并创建常用推拿动素库、实例库、推拿的动作编码
词汇表，分析医师的双手操作疲劳度，但在小儿推拿
手法研究中尚无相关论证。 从临床和实际出发，充分
运用现有信息技术手段，综合发掘频率、时间、方向、
疲劳度等多因素的治疗效应及临床意义，有利于提高
临床置信度，统一临床治疗方案，扩大小儿推拿选穴
范围，突出流派特点及优势。
化思路
2 优
通过分析小儿推拿治疗效应研究的现状，可以看
4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CD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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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推拿三字经》云：“大三万，小三千，婴三百，加
减良。 ” 均认为小儿推拿的治疗量应根据年龄大小、
病情轻重进行加减。 此项标准对临床实践仍有指导
意义，但缺乏统一标准，可重复性差。 小儿推拿的生
物效应研究刚刚起步，目前对小儿推拿手法、穴位敏
感度研究数量较少，研究方向单一，多以局部“是否发
热”“温度高低”为评判标准，缺乏多样化观察指标，且
其引起局部温度升高的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阐明。
小儿推拿手法直接作用于体表，可引起穴位感受器兴
奋，发放动作电位，向中枢传入感觉性冲动信号，这些
冲动又通过复杂的神经反射，引起人体各系统的功能
变化，从而产生治疗效应。 研究发现，机体组织对外
界刺激存在一定的敏感度，对于同一手法刺激，机体
的敏感度随着刺激时间的延长而发生变化，由最初的
迅速发生反应，逐渐减弱，到最后不再发生反应。 文
献分析提示， 目前生物学效应研究以局部效应为主，
多项研究通过直接探测皮下深层温度的变化，或采用
红外热像技术等，监测不同操作时间单一手法作用于
腧穴的热效应，明确不同腧穴的敏感度，以形成操作
时间的客观化标准 ；姚志城等通过检测局部肌
电活动，明确推拿可增强肌力和对疲劳的耐受性。 推
拿手法作用于腧穴，可通过明确机体对小儿推拿的敏
感度变化，以此作为设定可重复、可量化的治疗量的
基准，深入开展生物学效应研究。
儿推拿作用机制研究欠缺推拿学科的机制
1郾4 小
研究多针对一指禅推法、滚法等少数单一手法，而小
儿推拿技法复杂，其作用机制不能简单套用现有的研
究模式。 目前小儿推拿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重理论、
轻实践，研究方向以中医理论研究、古籍文献溯源较
为多见，生物医学机制研究方面欠缺，而推拿学科的
生物医学机制研究多为对细胞、组织、器官的离体研
究，在体研究很少，两者的比较研究更少。 袁宝国等
毅等分别利用实验动物模型证实滚法、擦法、
、赵
揉法、掌振法能够促进局部体温升高。 魏理珍等、
方淡思分别采用清天河水手法对内毒素发热幼兔
进行干预，研究发现清天河水退热的机制可能与调节
下丘脑中正调节介质前列腺素E （prostaglandin E ，
磷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PGE ）、 环
含量有关。 王之虹等通过检测家兔血清免
cAMP）的
疫物质改变，认为背部推拿手法能够使血清免疫细胞
分化簇3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CD3）、细胞分化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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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小儿推拿手法刺激量缺乏规范，推拿作用力的本质
研究少，生物效应观察指标单一，作用机制探讨深度
不足，现代科技优势的运用不足，致力于统一疗程、操
作参数的研究少。 为了使小儿推拿进一步标准化、规
范化、统一化，增加其可重复性、可信度，给临床诊疗
提供更准确的指导，根据既往研究经验及分析，笔者
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合现代研究技术，规范刺激量设定，组建手法
2郾1 结
量化数据库小儿推拿手法较成人推拿复杂多样，有
单式、复式之分，动物实验中很难实现对手法各量化
指标的精准分析， 因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应借助现代技术，在已有的成人生物力学模型
基础上，结合小儿生理解剖特点，求同存异，对利用率
高的生物力学模型进行改进和完善，运用现代计算机
技术、力的感传技术、模数转换技术等，对概念模糊的
小儿推拿技术要求与推拿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对客
观的量化。 第二，精准计算并记录推拿治疗全过程的
刺激量，动态记录不同时间节点的治疗效应，总结利
用既往研究成果，观察多个不同指标，如在体实验观
察局部温度改变， 离体实验观察血管活性物质变化、
血管内血液黏度改变等， 综合得出机体敏感度曲线，
并可进一步结合生物学效应模型，规范小儿推拿各手
法的标准刺激量。 第三，小儿推拿手法复杂，可建立
相关手法量化数据库， 使传统的小儿推拿手法可视
化，以此将手法的基本技术要求数据化，明确推拿机
械作用力的本质，从而提高可重复性，有利于较大规
模地开展小儿推拿手法量
关系研究。
-效
展小儿推拿手法的生物效应观察指标， 增加
2郾2 拓
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小儿推拿手法多样，不同手
法产生的力学和生物学效应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推
拿相关的生物效应包括对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
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运动系统的
效应。 小儿推拿手法的力学效应研究目前甚少，可
在现代技术支持及手法刺激参数规范的前提下，研究
干预前后组织应力、作功功率、力矩等生物力学变化，
揭示操作者手与受试者体表两个软组织之间的推拿
力作用。 在生物学效应研究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改进
以下几点：第一，优化选择受试对象，增加手法刺激后
人体、人体标本或实验动物生物效应对比，以期得出
最佳生物效应观察对象；第二，生物效应观察指标拓
展至各系统，从肌肉、周围血管、血流动力学等直接作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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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位，如利用晶格玻尔兹曼模型研究推拿手法对血
液流变学的影响，利用非线性模型机有限元方法研
究推拿手法对在体组织血管切应力及血流动力改变
等的影响，拓展观察手法操作前后组织学、电生理、
免疫因子、代谢途径等生物学指标变化，进一步探究
手法临床疗效的作用机制；第三，从微观层次深入探
讨其作用机制，对同一研究层次的观察对象进行离体
与在体研究，增加微观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如利用
弹性软体血管模型和推拿手法细胞力学加载模型，解
决宏观手法无法对微观细胞进行加载的关键问题，并
对离体和在体研究进行比较，探索局部改变与整体水
平改变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全面地诠释小儿推拿作用
机制。
加手法治疗参数的单变量及多变量研究倡
2郾3 增
议从循证医学角度开展相同病症的不同处方之间的
研究，分别对处方中穴位定位、手法力度、频率、方向、
时间、医师手疲劳度等进行量化，同时探讨单变量、多
变量的不同治疗效应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设置单
个手法、单个部位多个手法、多个部位多个手法等条
件，通过完善操作参数，明确不同排列组合后手法单
变量及多变量对疗效的影响，形成统一规范的治疗方
案，并建立手法档案库，以此深度优化小儿推拿治疗
的单次治疗量、总体治疗时间、疗程等设置，同时扩大
小儿推拿选穴优势，以达到最优的治疗效果，避免医
疗资源的浪费。
语
3 结
小儿推拿的疗效在国内已经受到广泛认可，但目
前仍存在推拿刺激参数模糊、量效关系不明确、推拿
疗程设置及穴位组合欠规范、 生物效应观察指标单
一、机制研究不够深入、手法操作中信息技术运用不
成熟等问题。 循证医学理念是大势所趋，小儿推拿需
要摆脱单纯的经验化模式， 走上量化规范的科学道
路，并借鉴现有的成人推拿效应研究模式，继承与发
展创新，以达到最佳的临床疗效为目标，拓宽研究思
路，使现代科技与小儿推拿结合，根据小儿生理特征，
改进力学模型，促进手法刺激量可视化，建立手法时
间、强度、效应多维度量化数据库，拓展在体实验与对
应离体实验的比较研究，增加手法刺激敏感度与适应
性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研究等，使小儿推拿规范化、标
准化、统一化。 还可借鉴实验针灸学，建立实验小儿
推拿学，使生物效应研究各环节有标准可循，以加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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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推拿生物效应研究规范化，更好地融入规范医疗
的大趋势，并向国内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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