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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医疗及柳州响水岩洞穴医疗研究
 

朱其光①　朱德浩①　陈华奇②

(①国土资源部岩溶地质研究所 , 桂林 541004; ②柳州市工人疗养院 , 柳州 535004)

摘　要　洞穴医疗 ,是利用洞穴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能 ,使病患者进洞

后身体逐渐得到康复。洞穴医疗主要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

喘、肺气肿等呼吸道疾病。通过我国首家洞穴医疗站—— 柳州响水岩洞

穴近几年的洞穴医疗实践 ,及对其若干主要环境因素进行历时二年的

长期观测、分析和研究 ,结果表明 ,洞穴环境是一种较完美和理想的“天

然康复医院”。洞穴环境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对人类组织器官有积极的正

向作用 ,对多种疾病的治疗及康复有显著效果。

关键词　岩溶洞穴　洞穴医疗　负离子　环境　柳州响水岩洞

1　洞穴环境的主要特征

自然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是一个有若干层次的系统。岩溶洞穴环境是

陆地自然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洞穴是大自然在几十万年、几百万年漫长时期中在特殊的自然

条件下逐渐发育、演化而成的。

洞穴环境的主要特点为:黑暗无光 ;空气流动性差 ,温度稳定 ,大致相当于当地地表年平均

温度 ;湿度高 ,相对湿度多在 90%以上 ;洞穴空气含有比洞外高得多的正负离子和二氧化碳 ;

空气清洁 ;生物量少。可见 ,洞穴环境是一种特殊的小环境。洞穴环境主要组成部分为:洞穴空

气 ,形成颇具特点的洞穴小气候 ;水 (主要是洞顶滴水、洞壁流水、洞底积水或地下河水 ) ;洞穴

围岩和固体堆积物 (机械碎屑堆积物 ,次生化学堆积物 ,生物堆积物 ) ;少量的动植物。从自然环

境角度出发 ,最重要的是洞穴空气 ,从当前人类对洞穴的利用角度出发 ,水和次生化学沉积也

具重要意义。
洞穴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特殊的自然环境又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 ,洞穴环境在不

受干扰时具有稳定性 ,在受到人类所施予的较大的扰动 (超出一定的阈值 )时表现出其脆弱性 ,

一旦被破坏就再也无法恢复 ;第二 ,其数量和空间大小受到已有空间的限制 ,不可能有所增加 ;

第三 ,随着科学的发展 ,洞穴的用途很可能大大增加。

 国家科委 85- 925- 20- 11攻关专题项目《洞穴医疗研究与开发》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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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对洞穴环境的研究主要沿三个方向进行:一是从游览洞穴的保护出发 ,侧重于

次生化学物的保护和对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控制及氡浓度的限制 ;二是从洞穴生物和洞穴

医疗的角度进行研究 ,特别重视洞穴小气候的较深入的研究 ;三是利用洞穴环境来研究全球和

区域环境变化。

2　洞穴医疗发展概况

洞穴和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洞穴和医药之间也有着传统的关系。在中外洞穴

研究史研究中皆有有关利用洞穴矿物、洞穴气侯进行治病的史实被发现。

洞穴在医学上也早就和人类结下不解之缘 ,有着历时悠久的密切关系。

由于现代文明的伤害 ,若干慢性病发病率的世界性的增加 ,不仅产生了医疗问题 ,而且也

产生了经济和社会问题。由于传统医疗的缺陷 ,天然康复方法的兴起已见端倪 ,其中之一便是

气侯疗法 (包括洞穴医疗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现代概念的洞穴医疗的发展起有直接推动作用 ,

即由于战争的需要 ,一些医院不得不建立在地下 ,致使地下环境对某些疾病具有较好的康复效

果得到医学界和非医学界人士的支持和认同。 今天 ,洞穴医疗在某些国家 ,如俄罗斯、乌克兰、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德国、罗马尼亚和美国等都已相继开展。在匈牙利共有六

个洞穴医疗站 ,如在 Tapo lca市的地下 ,有一个很大的洞穴系统 ,而这洞穴的一部分正好位于

该市市医院的下面 ,该医院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从事洞穴医疗。在我国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由于战备的需要 ,一些军医院建立在我国南方的洞穴中 ,同样取得很好的疗效 ,这类地下医院

应为我国洞穴医疗的先驱 ,但没有得到相应的总结、研究和发展。 这几年我国在国家科委和中

国科学院武衡院士的关怀支持下 ,已在广西柳州工人疗养院的响水岩建立了我国首家洞穴医

疗站 ,并开展了一定的洞穴医疗研究工作。

当前 ,国际上洞穴医疗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正在实施: 放射性热洞被用来治疗慢性运动失调

系统的疾病 ;而有着舒适和清洁空气的洞穴主要用于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 Ho r-

va th, 1988, 1989)。所利用的洞穴主要是岩溶洞穴 ,部分为岩盐洞穴和矿坑。研究的方法是从科

学研究和临床两方面探索洞穴环境对人体影响的生理效应及其在治疗和康复中所起的作用 ,

其侧重点是洞穴小气候系统。我们除了研究洞穴小气候及其变化外 ,正在努力探索岩溶洞穴内

存在的能够疗疾和对人体生命有益的特殊物质 (或场 ) ,并认为这是洞穴医疗研究的关键和方

向。

3　洞穴医疗机理的探讨

洞穴医疗 ,就是利用洞穴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能 ,使病患者进洞后的身体逐渐得以康复。

因此 ,把用于疗疾的洞穴称为“天然康复医院”是确切的 ,它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恩赐 ,也是留给

现代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基地之一。生命科学和宇宙间的必然联系现今还研究得很不深入 ,人

的机体在特定的洞穴环境中的变化又是十分复杂的。因此 ,我们现在对洞穴医疗机理所作的探

讨是初步的 ,暂时也只能是借用医学中的一些机理结合洞穴环境的特点 ,进行对照性的初步的

讨论。当人进入“天然康复医院”后 ,洞穴的小气候和洞内特殊物质对人体将起到一种综合性的

作用。 对于病菌、病毒性引起的疾病 ,主要是杀死和抑制病菌的生长繁殖 ,清除病毒 ,以达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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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效果 ;对于功能性的病变 ,则以调节、改善、激活、修复和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提高机体的

细胞和体液的免疫功能 ,以达到治病健身的效果。此外 ,洞穴小气候及洞内的特殊物质还能通

经活络 ,使人体各系统的运行都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洞穴医疗的这些综合效应往往是任何地

面药物治疗难以达到的。洞穴医疗机理的具体分析如下:

3. 1　洞穴小气候

洞穴小气候是指洞穴系统内的微小气候因素 ,它们对人体的机能有一种保护性的良性调

节作用 ,对提高人体免疫力、矫正一些混乱节律、平衡体液的酸碱度等都有很好的作用 ,它具有

疗养性的医疗效果。

3. 1. 1　恒温、恒湿

哮喘病、高血压病、心脏病患者等 ,天气的突变往往对其病情十分不利 ,而洞内温度和相对

湿度的变化不大 ,使患者有如早产婴儿在恒温箱内 ,可使病患者的虚弱身体得到“保护” ,然后

通过自身的调节逐渐恢复健康。

3. 1. 2　洁净的空气

由于洞穴围岩的过滤作用和洞穴自身的净化作用 ,洞内空气不仅粉尘、各种污染物和过敏

原少 ,而且各种病毒、病菌也极少 ,对一些感染性疾病、皮肤损伤等十分有益 ,有如无菌隔离室 ,

具有保护性作用。

3. 1. 3　热、湿

根据洞内温度 ,有暖洞和热洞之分 ,目前在国内已发现有少量热洞。 热洞的作用机理主要

是剌激表皮神经末梢 ,促使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 ,毛孔扩大 ,有利于排泄体内的污物 ,也可增进

皮肤健康的作用 ,类似热水浴效应 ;一般洞内相对湿度较大 ,它有激活支气管纤毛细胞、增强纤

毛活动、松弛平滑肌 ,有利于粘液的排出。因此 ,热和湿对消除疲劳、美容、皮肤病、呼吸道疾病、

口腔及咽喉等疾病均有较好的疗效。

3. 1. 4　洞穴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洞内二氧化碳的含量一般高于洞外空气中的含量 ,在其适宜的浓度范围内 ,医学上认为它

具有剌激呼吸系统、增加呼吸的深度和强度的作用 ,另外 ,还有松弛平滑肌、止痉挛的效果 ,但

这一作用只限于开始阶段 ,较长时间后则此作用甚小 ;从化学原理上讲 ,它对脏内结石的消除

和排出也是有利的 ,对体液的酸碱度平衡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尚待进一步证实 )。

3. 2　洞内的特殊物质 (或场 )

洞内存在能疗疾和对人体生命有益的特殊物质 (或场 ) ,这是洞穴医疗的关键 ,是“天然康

复医院”的必备条件。这些洞内的特殊物质 (或场 ) ,有的具有很好的专科医疗及杀死病菌、清除

病毒的效果 ,有的具有调节身体机能的很好作用 ,有的则两者兼备 ,既治标 ,也治本 ,并且能通

经活络、全面治疗、全面调节 ,其功效是药物无法比拟的。下面根据我们的测试和有关洞穴研究

的调查报告 ,对已发现的能疗疾的一些洞内的特殊物质 (或场 )的医疗原理 ,进行初步探讨:

3. 2. 1　空气负氧离子

有些岩溶洞穴内空气负氧离子浓度很高 ,往往比洞外高 1～ 2个数量级 ,有的甚至高 3个

数量级。它是“天然康复医院”内极其有意义的一种特殊物质。本项研究一开始就将其作为主

要观测、研究对象。

大量科学实验证明 ,空气负离子是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必不可少的、对人的健康长寿十

分有益的一大要素。大家公认的“现代空调病”就是人们长期工作、生活在缺少负氧离子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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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引起的。广西巴马这个世界第五长寿之乡 ,不仅当地人很少患病 ,长寿老人多 ,连一些长期受

病魔折磨的外地人到巴马住上一段时间后 ,也自然恢复了健康。当然 ,综合因素使巴马人长寿

是肯定的 ,但近年来已注意到该地区的空气负氧离子竟高达 5000— 20000个 /cm
3。 1997年 10

月底我们在该地测量到的最高负离子浓度近 30000个 /cm3。“长期维持高浓度的空气负离子是

巴马人长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看法 ,将会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近年来医学界的大量试验研究 ,用高浓度人工空气负离子治疗多种疾病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根据 19篇文献报导资料的统计 ,共 2668个病例 ,包括呼吸系统、五官、皮肤、神经系统、循

环系统 (含心脏、高血压 ) ,除肺结核病外 ,矽肺观察到症状改善 ,其余疾病皆以显效和好转为

主 ,若以治疗显效和好转作为治疗的有效率 ,绝大多数有效率都在 90%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百

分之百 (表 1)。

表 1　空气负离子疗疾效果一览表

Tab. 1　 Results showing the cura tive effect o f air anions

科　　　目 病例 有效率 (% ) 参考文献 (篇 )

矽肺 33 症状改善 1

呼吸系统 (除矽肺、肺结核 ) 1222 70～ 100 8

五官 384 88. 8～ 100 6

皮肤 174 96～ 100 5

神经系统 465 87. 5～ 100 5

循环系统 (含心脏、高血压 ) 390 85～ 99 6

　　　　　　　　　　注:除皮肤病用喷射疗法外 ,其余均用吸入疗法。

另有报导 ,对糖尿病、贫血、白细胞减少等均有一定疗效 ;对增强体力和力 ,减少运动过程

中乳酸堆积、迅速消除疲劳等均有很好的作用 ;此外 ,根据大量动物实验证明 ,对移植肿瘤的生

长和扩散、转移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对预防和治疗矽肺病 ,则能有效减少矽尘在肺部的沉积 ;还

有抗 60Coγ射线损伤、恢复的作用 ;有提高学习效率、增强记忆的作用。 空气负离子为什么有

如此的功效? 可从三方面来看此问题:

3. 2. 1. 1　杀菌和净化作用

空气负离子有杀死和抑制多种病菌生长、繁殖的作用 ,其中实验证明了的有:枯草杆菌及

其黑色变种芽胞、大肠杆菌、绿脓杆菌、芽胞菌、化脓性球菌、霍乱孤菌、伤寒属沙门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痢疾杆菌、肿瘤癌细胞等多种病菌。此外 ,它还有消除病毒、净化各种化学、烟尘污

染的作用 ,所以有人将它称为“环卫警察”是十分确切的。 “环卫警察”之所以有如此功能 ,有人

认为 ,主要是其电化学效应和生物学效应。它属于单电子转移的氧还原对 ,呈单极吸附 ,即不牢

靠吸附 ,电荷易于放出和转移 ,当达到一定浓度和作用一定时间后 ,病菌胞膜和胞液就急剧固

结直至死亡 ;消毒净化作用主要是使空气中的微粒 (包括细菌、烟尘等生物和化学污染物以及

水的微滴等 )逐渐聚合成球并越来越大 ,最后落到地面 ,净化空气。 这种杀灭病菌、消除病毒和

净化生物、化学污染的功能正是医疗取得好效果的重要因素。

3. 2. 1. 2　表皮剌激作用

其医疗机理与前面说的热、湿疗法类同 ,但前者是物理过程 ,后者则主要是电化学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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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过程 ,后者的作用强度和效果比前者大得多。

3. 2. 1. 3　体功能和良性调节作用

根据大量的体功能实验及病员治疗前后体检各项指标的分析 ,功效十分显著。其作用过程

虽然十分复杂 ,但可以简单地予以叙述: 空气负离子通过呼吸道 ,进入肺泡、渗透进入血液 ,流

遍全身 ,整个过程中不管是释放电荷还是感应或吸附或渗透作用 ,都会产生电荷剌激和细胞的

电代谢过程、生物静电效应和直流电效应以及电化学效应、生物学效应和生理效应 ,直接或间

接影响神经系统和各器官功能、血液成分、血压 (血管 )、机体的细胞与体液 ,及各种酶体的分泌

等 ,使其向良性、平衡方向变化 ,或者调节、改善、激活和修复 ,或者增强抵抗能力 (也包括抗过

敏、抗炎症、抗辐射 )和提高免疫功能 ,并且通经活络。这就是其疗疾和康复功效的理论基础和

根本所在。

3. 2. 2　微量元素

有些洞内的水和空气中有锶、硫酸钙、锂、硼、氡等特殊化学成分和微量元素 ,它们都是治

疗关节炎、神经衰弱、皮肤病、妇科病的特效成分 ,这是医学上早已证实并临床应用了的。

3. 2. 3　氡及其子体

这里特别提出氡及其子体的作用。主要是不同地区、不同洞穴内的含量变化很大 ,浓度过

小不起治疗作用 ,浓度过高则成为公认的有害的致癌物 ,只有在适当的浓度时才具有治疗疾病

的作用。其机理与医学上的放疗一样 ,主要是杀伤和抑制癌细胞、肿瘤的生长 ,对病变部位有控

制、改善乃至好转的效果 ,但对正常的机体亦有损伤作用。因此 ,洞穴医疗开发时必须十分慎重

对待。

3. 2. 4　共振

由于洞穴的“烟囱效应”、“呼吸效应”或者外界各种振源的影响 ,洞穴可能会产生共振效应

(共振的能量有时是很大的 ,共振的频率则与厅堂的腔体、结构有关 ) ,这一共振效应将会对人

体的穴位和经络 ,特别是内脏器官产生影响 ,尤其是体腔的二次共振效应 ,对内脏器官可能是

有害的 ,也可能是有益的 ,这取决于共振的频率和强度的大小。有害的机理可借助噪声对人健

康危害的比喻 ,但其危害的程度要比噪声大得多 ,甚至会危及生命 ;有益的机理也可借助振荡

理疗和声乐理疗来比喻 ,但其作用和效果要比它们大得多。 虽然我们尚未深入研究到这一层

次 ,也未查到有关的报导 ,但洞穴共振效应应是存在的 ,其对人体影响的机理是成立的 ,当然对

这些问题尚要进行深入工作才可作出相应的结论。

3. 2. 5　少量的“杂质”和微生物

在洞穴中存在有多种具有治疗疾病的物质 ,如芒硝、“龙骨”、石钟乳、月奶石和微量的气溶

胶 ,月奶石中有具抗菌作用的放线菌 ,而有的洞穴的细菌则能产生维生素 B,所有这类物质都

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一定的疗疾作用。

3. 2. 6　磁场

有的洞穴的围岩是磁性体 (如火成岩 ) ,其磁性较强 ,当排列的顺序“调整”到一定程度后 ,

洞穴的空腔内就形成一个更强的磁场。这一强磁场对人体的穴位的剌激作用和整体调节作用

是任何磁疗器械所无法比拟的。但是 ,在利用这类洞穴进行疗疾时 ,需进行一定的研究 ,多大的

磁场强度、病员入洞后应如何安置 (包括时空、体态 )才能取得最佳效果都是有待深入研究和观

察的问题。

3. 2. 7　宁静与混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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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使人心情烦燥、精神紧张甚至失控 ,从而导致体内机能紊乱。而洞穴内宁静与混沌“世

界”也是一种场 ,洞穴的这种环境条件除了有直接影响人体系统的多种因子外 ,还有另外一些

特殊的心理学上、人类学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洞穴给出具有稳定的小气侯、极端安静和清洁

的环境 ,这种保护性特点给人以具有弛缓效果的强烈的心理印象。洞穴还对复杂的呼吸康复流

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合适的背景 ,此康复流程包括药物治疗和某些物理疗法 ,如呼吸体操、

音乐疗法和去痰处理 ,而大多数这样的活动在洞穴环境中则更为有效。洞穴小气侯加上适当的

照明、音乐、通风和放松性娱乐 ,形成一种非常好的、安全和舒适的休养环境 ,也是有利于康复

的重要因素。

4　柳州响水岩洞穴医疗的初步研究

4. 1　环境观测研究及疗疾适宜性评价

作为洞穴医疗研究的基地——响水岩洞穴 ,是我国首家洞穴医疗站 ,与世界上几个已经开

展医疗的洞穴的小气候及环境因素十分接近 (汪训一等 , 1994)。

近二年来 ,我们继续对响水岩进行较全面的工作 ,主要是洞穴空气中氡及其子体浓度、风、

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和离子浓度的测量。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离子浓度进行了一年以上时

间的观测 ,基本上掌握了洞内小气候和特殊物质 (场 )一年四季、一天 24小时的变化及在洞内

不同部位 (平面位置 )的分布状况 ,即时空变化情况。 根据这些数据 ,可以对洞穴的医疗价值进

行基本评定 ,并对病患者制定基本的具体医疗方案。

根据对各类测量数据的综合分析 ,我们认为:

( 1)响水岩的几个主要厅室空间上是开阔的 ,一号大厅和二号大厅面积分别达到 100和

150m
2 ,加上另外一些南部较宽的廊道 ,可安排 40～ 50张床位并开展相应的辅助治疗活动。

( 2)洞内温度和湿度适宜 ,一年四季相对变化甚微。

( 3)空气洁净 ,有南北二个洞口 ,通风条件好 ,主要厅堂空气流动极其缓慢。

( 4)二氧化碳含量比洞外略高 ,对治疗呼吸道疾病是合适且有促进作用的。

( 5)洞内主要厅室空气负离子浓度的平均值为 4. 35× 103个 /cm
3 (最高值达 1. 0× 104个 /

cm3 ) ,比洞外高一个数量级 ,已超出器官感觉阈值的几倍 ,大于人体舒服感起始值的几倍 ,且

负离子与正离子的比值 N- /N+ > 1. 0,这对疗疾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疗养洞穴是合适的。 但

其负离子浓度还不算很高 ,对于治疗疾病 ,可能需要适当地增加患者在洞内停留的时间 ,才能

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制定具体治疗方案时对此要认真考虑。

( 6)γ射线、氡及其子体含量不高 ,不会对人体产生负向作用。

( 7)主要厅室符合于宁静与浑沌“世界”的状态。

我们认为 ,响水岩洞穴是具有医疗价值 (作用 )的洞穴 ,值得开发利用。尚需进一步开展共

振效应问题和气溶胶含量及其变化的观测研究。

4. 2　响水岩洞穴医疗效果

响水岩洞穴医疗站于 1997年 9月 2日至 16日组织了 11例病患者进行洞穴康复疗养 ,男

5例 ,女 6例 ,年龄 35～ 70岁 ,其中慢性支气管炎 2例 ,支气管哮喘 1例 ,高血压 2例 ,冠心病 1

例 ,风湿性关节炎 1例 ,矽肺 1例 ,精神分裂症稳定期失眠多梦 1例 ,乳腺癌术后 1例 ,健康者 1

例。方法是每天 11点 20分至下午 17点 20分在洞内活动 ,午休 2. 5小时 ,起床后测量 B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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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并根据不同病症进行相应的一般体检、记录症状、体征变化情况以观察分析效果 ,然后进行

健身操、交谊舞、太极剑、麻将等文娱活动。 共在洞内疗养 15天并停用一切药物治疗。

结果:两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入洞后立即有舒适感 , 5天后咳嗽、气促开始减轻 ,后仅偶有

咳嗽 ,气促基本消失 ,原肺部较多的干罗音均消失 ,且睡眠好、精神好、食欲增加。支气管哮喘 1

例入洞后症状体征明显加重 ,不得不服平喘药维持治疗 ; 2例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 , 1例入洞后

4天即降至正常值 ,另 1例入洞后有头昏、头胀、胸闷现象 ,血压较入洞疗养前升高 ,但其入洞

的初期与后期相比 ,血压仍有所降低 ;冠心病频发心悸 1例 , 5天后未再见发作。精神分裂症稳

定期 1例 ,原失眠多梦 ,疗养后有明显好转。其他人无明显变化。

通过 15天的疗养观察结果表明 ,洞穴医疗对慢性支气管炎有明显的康复作用 ,对原发性

高血压、冠心病及失眠等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对于支气管哮喘一例入洞后症状体征明显加重的

原因 ,事后分析认为 ,不是洞穴医疗站不适宜此类疾病患者 ,而是治疗操作不当所引起。患者中

午在烈日高温下自己走路上山 ,当时洞外气温比洞内一般高 8～ 9℃ ,病员马上进入相对低温

的洞内 ,使得哮喘加重。国外资料表明 ,洞穴医疗对支气管哮喘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

5　结论与建议

( 1)洞穴环境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系统 ,它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对人体组织器官有积极的正向

效应。这是由于组成洞穴环境系统的各个因素的协同作用的结果 ,而洞内存在能疗疾和对人体

生命有益的特殊物质 (或场 )是取得好的疗效的重要条件。

( 2)并不是所有洞穴都适合于进行洞穴医疗 ,也不是有疗疾功能的洞穴就能包治百病。 对

拟用于洞穴医疗的洞穴必须进行全面的多因素的测试 ,不同的洞穴安排不同类型的病员 ,并制

定具体的医疗方案 ,才能取得好的治疗效果。还应注意医疗洞穴的极限容量和进行病人入住后

洞内各因素的变化监测。

( 3)洞穴医疗的效果虽然比人工负离子治疗、药物治疗、理疗等要好 ,且洞穴环境也是目前

人类无法在地面营造的 ,但它还有待于发展 ,若能和现代医疗 (包括中、西医 )及气功治疗有机

结合 ,则会取得更佳的效果。

( 4)洞穴环境的研究应继续深入 ,对气溶胶、共振效应、微量“杂质”、微生物和电磁场等因

素 ,即一切能疗疾和对人体生命有益的特殊物质 (或场 )都有待去发现、去研究。

( 5)在以岩溶洞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 ,争取开展不同类型洞穴的洞穴医疗工作 ,一方

面进行对比研究 ,一方面拓宽研究范围。对拟作洞穴医疗并已有一定前期工作的重庆东泉热洞

和福建蝙蝠洞 (火成岩洞穴 )进行进一步的开发研究工作。此外 ,应加强同医院的合作 ,进一步

开展洞穴医疗实践 ,为以后的推广应用积累资料和经验。

( 6)下一步洞穴医疗的重点 ,拟放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病等呼吸道疾病上。 理由是:

从客观需要看 ,这些疾病已成为 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而难以解决的难题 ;从可能性看 ,国

内外洞穴医疗实践皆表明 ,洞穴医疗对这些病具有很好的疗效 ;从客观条件看 ,我国洞穴资源

非常丰富 ,遍及全国各地 ;从主观因素看 ,洞穴治疗所需经费投入相对较少 ,病人负担也轻 ,因

此适宜于大范围的、普及性地开展此种天然康复医疗。

洞穴医疗尽管在现今其发展步履维艰 ,但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 ,洞穴医疗将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我国的洞穴医疗研究和开发不仅可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而且完全有可能在较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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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走在世界这一领域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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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LEOTHERAPY AND ITS EXPERIMENT

IN XIANGSHUIYAN CAVE IN LIUZHOU

Zhu Qiguang
①
　 Zhu De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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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Hu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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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a tural recovery t reatment , the speleo therapy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ed since last

tens of years. The method is mainly applied to t rea t the chronic respi rato ry system diseases,

such as the chronic bronchi ti s, the bronchial asthma and the pulmonary emphy sema, etc. .

Based on the 2-yea r speleotherapy experiment , and the related observ ation, analy sis and re-

search on the ma jo r cave envi ronmental facto rs in Xiang shuiyan Speleotherapy Centre at Li-

uzhou Worker 's Sanato rium in Liuzhou Ci ty , Guangx i, i t has been found that a cave may be

an ideal“ na tural recovery hospi tal” , a nd the cave env ironment may be fav ourable to the re-

covery of some diseases.

Key words　 Karst cave　 Speleotherapy　 Negativ e ion　 Env ironment　 Xiang shuiyan cave of

Li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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