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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儿推拿

二、小儿捏脊

三、穴位贴敷

主要内容



一、小儿推拿



（一）基本知识

1、定义：推拿法又称按摩法

是指依靠术者的手法作用于人体的局部

或穴位上，刺激和调动机体抗病能力。

作用：驱除病邪、舒筋活络、活血祛瘀、

调整气血及内脏功能作用。



2、小儿生理特点

脏腑娇嫩，形气未充。

“纯阳之体”，生机蓬勃，发育

迅速，恢复很快。



3、小儿推拿的优点

不用针，不用药，见效快

简 便

验 廉



4、治疗对象：

多用于5周岁以下的患儿

特别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



5、小儿推拿的手法



6、小儿推拿操作的特点

其手法特别强调补泻，与手法的轻重、
操作的速度、方向有关。一般分补、泻、
平补平泻3种。
补 用力轻、速度慢、顺经方向操作。
泻 用力重、速度快、逆经方向操作。

平补平泻 用力大小和手法的速度介于补
泻之间，往返方向操作。



北派：离心为泻，向心为补，

南派：向心为泻，旋推为补

临床上：离心为泻

向心和旋推为补

（肾经、天河水相反）



7、小儿推拿的顺序

头面部 上肢 胸腹 腰背 下肢



8、小儿推拿的手法要求

轻快柔和、平稳着实

轻 手法操作时所用的力度轻。

快 手法操作时所用的频率快。

柔和 操作手法要均匀柔和。

平稳 操作时所用的力度、频率始终如一。
着实 手法操作时要紧贴穴位的表面，轻而不浮。



手、前臂

腹

背

足

（二）常用推拿穴位



常用推拿穴位—手（推法、揉法、摩法、运法）

脾常不足，宜补不宜清。
肝为将军，只清不补。
心多有余，宜清不宜补。
肺为娇脏，可清可补。

肾无实证，只补不清。

补

清
清

清
补

补



补脾经：

补脾胃
益气血

脾常不足，宜补不宜清。



清肝经：

平肝
泻火
镇惊

肝为将军，只清不补。



清心经：

推心火之热

心多有余，宜清不宜补。



补肺经
补益
肺气

清肺经
清热
宣肺

肺为娇脏，可清可补。



补肾经：

补肾益脑

肾无实证，只补不清。



食
指
桡
侧

补大肠：

温中止泻

清大肠：

清利肠府



揉板门：顺逆时针揉按

健脾和胃，消食导滞



八卦：

以掌心为圆心，
圆心至中指根横纹
内中、外1/3交界为
半径做圆。

顺时针：除气胀
满。如伤乳食、
胸闷、腹胀等。

逆时针：降气平
喘，如痰喘呕吐。



常用推拿穴位—前臂（推法）

天

河

水



推三关：

温阳散寒

前臂桡侧，由腕至肘



清天河水

清热泻火

前臂掌侧中央，
由腕至肘



退六腑

清热凉血

前臂尺侧，
由肘至腕



常用推拿穴位—背(推法）

上推七节骨: 温阳止泻

下推七节骨：泻热通便



常用推拿穴位—背（揉法和按法）

龟尾：尾椎骨端，调理大肠的功能



常用推拿穴位—腹（摩法和揉法）

摩腹：

健脾和胃，

促进消化吸收

操作者中指放于神阙、天枢穴，食指放于中脘穴，
无名指放于气海、关元力度以皮肤凹陷3～5mm为
宜，顺时针方向揉腹5～6min。降低NEC的发生。



常用推拿穴位—腹（拿法）

拿肚角：止腹痛



常用推拿穴位—足（揉法、按法）

1/3

2/3

增加免疫力

调理脾胃

散热生气，

急救要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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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大肠 ②退六腑

③清补脾土 ④运内八卦

⑤摩腹 ⑥按揉足三里

⑦推下七节骨

小儿便秘（实证）



33

①补脾经 ②推肾水

③清大肠 ④推上三关

⑤摩腹 ⑥捏脊

⑦ 按揉足三里

小儿便秘（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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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大肠 ②清板门

③清补脾土 ④退六腑

⑤拿肚角 ⑥推上七节骨

⑦ 按揉足三里

小儿腹泻（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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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补脾土 ②补大肠

③推上三关 ④摩腹

⑤推上七节骨 ⑥捏脊

小儿腹泻（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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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补脾土 ②推上三关

③退六腑 ④揉板门

⑤运内八卦 ⑥推四横纹

⑦摩揉脐腹 ⑧捏脊

⑨按揉足三里

厌 食 、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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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开天门 ②推坎宫

③揉太阳穴 ④揉耳后高骨

⑤清肺经 ⑥退六腑

⑦清天河水 ⑧揉大椎

⑨推下七节骨

小儿发热





适应症

临床上用于治疗小儿疳积、厌食、腹泻、

呕吐等症。



操作方法

即沿着督脉的循行路线，从自骶尾部长强穴直至大

椎穴。通过捏脊，可通经活络、疏通气血、调和脏

腑功能，尤以调整脾胃的功能为显著。



●让宝宝俯卧于床上，背部保持平直、放松。

●捏脊的人站在宝宝后方，两手的中指、无名指

和小指握成半拳状。

●食指半屈，用双手食指中节靠拇指的侧面，抵

在孩子的尾骨处；大拇指与食指相对，向上捏

起皮肤，同时向上捻动。两手交替，沿脊柱两

侧自长强穴(肛门后上3～5厘米处)向上边推边

捏边放，一直推到大椎穴(颈后平肩的骨突部

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632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4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4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53871.htm


●第2、3、4遍仍按前法捏脊，但每捏3下需将背
部皮肤向上提一次。再重复第一遍的动作两遍，
共6遍。
●最后用两拇指分别自上而下揉按脊柱两侧3～

5次。
●一般每天捏一次、连续7～10天为一疗程。疗

效出现较晚的宝宝可连续做两个疗程。

http://baike.baidu.com/view/63223.htm


图一：从尾椎开始拇指往下
压，食指、中指在上

图二：往肩颈部方向，拇指
不可离开背部

图三：至肩颈部时，手顺着
脊椎滑下来



捏脊的具体操作方式有两种：

另一种是手握空拳，拇指指腹与屈
曲的食指桡侧部对合，挟持肌肤，
拇指在前，食指在后。然后拇指向
后捻动，食指向前推动，边捏边向
项枕部推移。

一种是用拇指指腹与食指、中指
指腹对合，挟持肌肤，拇指在后，
食指、中指在前。然后食指、中
指向后捻动，拇指向前推动，边
捏边向项枕部推移。



在捏脊的过程中，用力拎起肌肤，称为“提

法”。

每捏3次提一下，称“捏三提一法”

每捏5次提一下，称“捏五提一法”；也

可以单捏不提。

其中，单捏不提法刺激量较轻，“捏三提

一法”最强。



捏脊常用穴位
肾俞（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

三焦俞（第一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

胃俞（第十二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脾俞（第十一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捏脊注意事项

1.时段：捏脊在早晨起床后或晚上临睡前进行疗效较
好，饭后不宜立即捏拿，需休息2小时后再进行。
捏脊前要露出整个背部，力求背部平、正、肌肉放
松。

2.时间：每次捏脊时间不宜太长，以3～5分钟为宜。

3.温度：捏脊时室内温度要适中，捏脊者的指甲要修
整光滑，手部要温暖，手法宜轻柔、敏捷，用力及
速度要均等，捏脊中途最好不要停止。



4.手法：①开始手法宜轻巧，以后逐渐加重,使小儿
慢慢适应。

②要捏捻，不可拧转。

③捻动推进时，要直线向前，不可歪斜。

5.年龄：捏脊疗法适于半岁以上到7岁左右的宝宝。
年龄过小的宝宝皮肤娇嫩，掌握不好力度容易造
成皮肤破损；年龄过大则因为背肌较厚，不易提
起，穴位点按不到位而影响疗效。

6.皮肤破损，或患有疖肿、皮肤病者，不可使用本
疗法。伴有高热、心脏病或有出血倾向者慎用。



三、穴位贴敷治疗



1.定义

穴位贴敷疗法:是一种中医临床常用的外治方

法。是以中医经络学说为理论依据，根据治

疗需要将各种不同的药物制成相应的剂型，

贴敷于患处或一定的穴位上，通过药力作用

于肌表，传于经络、脏腑，达到温经活血、

行气止痛、疏经通络、调和阴阳、健脾和胃

的治疗目的的一种方法。穴位贴敷疗法既有

穴位刺激作用，又通过特定的药物吸收以发

挥明显的药理作用，即可发挥药物、腧穴的

双重治疗作用而使疗效倍增。



2.药物特性：

各种药材除具备寒热温凉、升降沉浮的

特性外还各自有解表、清热、理气、理

血、祛风、安神、调补气血等作用。



3.四大用药特点

善用温药：肉桂、吴茱萸、丁香、川椒、茴

香等。

善用归膀胱经、脾胃经药：麻黄、桂枝、生

姜等。

善用引经、开窍药:麝香、冰片等。

善用皮肤刺激性强药物：川椒、大蒜、生姜、

斑蝥、冰片、滑石粉等。



4.四字功效

“拔”—凡病所聚集之处“拔”之则病邪能

出，免除深入内陷之患。

“截”—截之则邪气内消，解除妄行传遍之

虞

“通”—可行滞解郁，化积消瘀，调和营卫

“调”—调则阴平阳秘，五脏六腑偏胜偏虚

之虑。



5.配方用穴

根据八纲辨证选药方：贴敷药物与内服药物

在选药上有一定区别，但许多外敷药物在临

床上内外通用，如镇痛、活血、舒筋、清热

等。外用药物时药物毒副作用减小，即使由

峻猛药物配伍的外用敷药直接造成的副作用

也极小。

根据针灸用穴原则选穴。



6.选穴原则

基本上与针灸用穴基本一致，但又有其特殊

性，如多直接用痛点，即“阿是穴”以利于

药物作用于患处。其次多选用窍穴，如神阙

穴。

①局部选穴：“腧穴所在，主治所及”根据

每一腧穴都能治疗所在部位和邻近部位的病

证这一普遍规律而取穴。多用于治疗体表部

位明显和较局限的症状，如胃痛取中脘、梁

门。



②远端取穴:在距离病变部位较远的地方选穴。

《黄帝内经》称其为：“远道刺”体现了

“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治疗规律。如胃痛

取足三里。

③辨证选穴:指针对某些全身症状或针对病因

病机而取穴。本方法根据中医理论和腧穴主

治功能而取穴，如哮喘取肺俞、定喘等。



④背部取经穴:即取背部督脉和膀胱经的腧穴。

如慢性腹泻取膀胱经大肠俞。肾虚喘证取督

脉命门穴。

⑤高频使用经穴:穴位：背俞穴、募穴、八会

穴、交会穴、关元、气海、神阙、中脘、命

门、大椎、志室、足三里、涌泉、悬钟。经

脉：足太阳膀胱经、足三阴经、足阳明胃经、

任督二脉。





7.穴位贴敷疗法适应证

消化系统疾病：婴幼儿消化不良，小儿厌

食症，小儿疳病。

呼吸系统疾病：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泌尿系统疾病：小儿遗尿症。



呼吸道疾病 消化道疾病



8.注意事项及禁忌证

●凡用溶剂调敷药物的，需随调随敷，以防蒸发。

●贴药后注意防止药贴脱落，必要时外加胶布固定。

●对胶布过敏者，可改用纱布或绷带固定。

●对刺激性强的药物，贴敷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发泡过大。

●皮肤局部有感染、肿块、破溃禁用。过敏体质患者慎用。

●避免贴敷刺激性强、毒性大的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