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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电针头皮针配合面部埋针法治疗面肌痉挛 38例 

王 敏 

[摘要]目的：观察电针头皮针配合面部埋针法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电针头皮针配合面部埋针法治疗面部痉 

挛38例，并与常规针刺法治疗的 32例作对照。结果：电针头皮针配合埋针组治疗面肌痉挛痊愈率 28．95％，总有效率 89． 

47％，常规针刺组痊愈率 12．50％，总有效率71．88％，两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电针头皮针配合埋 

针组治疗面肌痉挛具有良好的效果 ，而且操作简单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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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acupuncture，scalp acupuncture and needle implant combined for 

treatment of hemifacial spasm ：a report of 38 cases 

WANG Mi“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Bengbu Third People S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scalp acupuncture and needle implant on hemi~cial 

spasm．Methods：Thirty—eight cases of facial spasm were treat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scalp acupuncture and needle 

implan．The outcome w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32 cases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method．Results：The cur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28．95％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9．47％ ．The cure rat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12．50％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71．88％．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Conclusions：The electro—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scalp acupuncture and needle implant is effective in treatment of hemifaeial spasm．Being easy to operate，it is worth bpopularizing in 

clinical pa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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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肌痉挛又称面肌抽搐，是指面神经支配的肌 

肉发作性无痛性阵挛性收缩，常起始于眼轮匝肌，随 

即波及到口轮匝肌，只限于一侧面部。本病多因精 

神紧张、情绪激动、疲劳、天气变化、自主运动等而加 

重，入睡后症状消失。2006年 3月至 2009年 7月， 

笔者采用电针头皮针配合面部埋针治疗面肌痉挛 

38例，取得较好疗效，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70例均为康复科门诊患者，病程 

3天至2年，按门诊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8例，男6例，女32例；年龄23～78岁；面肌痉挛病 

程 3天至 2年。对照组 32例，男 5例，女 27例；年 

龄 22～75岁。面肌痉挛病程4天至 2年。两组资 

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诊断标准 J̈ 一侧面部不 自主阵挛性抽动， 

多在中年以后发病，女性较多。开始多为眼轮匝肌 

间歇性轻微颤动，逐渐扩展至同侧其他面肌，如口角 

肌肉，严重者累及颈阔肌，抽动逐渐加重，可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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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疲劳和 自主运动加剧，入睡后停止。无神经系 

统阳性体征。 

1．3 治疗方法 

1．3．1 治疗组 采用头皮针治疗。选面肌痉挛对 

侧顶颞前斜线、顶颞后斜线下 2／5面部对应区。进 

针时向前斜刺入帽状键膜，用拇食指捻转至疫胀感， 

得气后接 G6805—2型电针治疗仪，采用疏密波，电流 

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每次 30 min，每天 1次，10 

次为 1疗程。头皮针治疗结束后再采用埋针法。注 

意观察面部，找到痉挛多发部位，75％乙醇消毒，采 

用特制消毒环形揿针刺入穴位，胶布固定。埋针一 

般 3天，夏季2天，休息 1天，再行第2次治疗 ，5次 

为 1个疗程。治疗过程中，嘱患者 自己轻轻按压揿 

针，每次 3～5 min，每 日4～6次。2个疗程后判断 

结果。 

1．3．2 对照组 采用体针治疗，选穴参考文献[2] 

面肌痉挛取穴：患侧翳风、颧 、太阳、双侧合谷、太 

冲。进针后行平补平泻法。留针30 min，每 日1次， 

10次为 1疗程。2个疗程后判断结果。 

1．4 疗效评定标准 疗效评定根据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1994年6月颁发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结合临床实际制定。痊愈：患侧面部无牵拉抽动，随 

访半年无复发；有效：面部牵拉抽动、麻木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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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气及情绪变化时偶有发作；无效：面肌痉挛的程 

度无改善或稍有改善。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疗效 治疗组痊愈 11例，对照组痊愈4例，两 

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n) 

2．2 典型病例 女，36岁。于2008年11月7 Et就 

诊。主诉：右侧颜面肌肉不 自主抽搐 1月余。起初 

无明显诱因，仅仅出现右下眼睑不自主明动，后因工 

作繁忙、精神紧张而病情加重，逐渐发展为上眼睑 

区、太阳穴区及口角区抽搐痉挛，以右外眼角区最明 

显，每因劳累、情绪激动、受冷热刺激时加剧，并伴有 

心烦、失眠、头晕、头痛来我科门诊治疗，现症见右侧 

面部抽动频繁，痉挛持续发作时间约 5 s，2次痉挛 

发作时间间隔3～6 rain。面肌抽搐时右侧眼裂略小 

于左侧。舌质淡红，舌苔薄白，脉象弦细。无面瘫病 

史。依据病史及临床特点，诊断为“面肌痉挛”，肝 

郁血虚型。按上述头皮针结合揿针治疗，治疗 3次 

后，症状开始缓解，1个疗程后症状明显改善，每 Et 

发作6～9次，持续时间 2～5 s，2个疗程症状消失， 

随访半年未复发。 

3 讨论 

现代医学对于面肌痉挛的病因，病理尚无明确 

定论。但绝大部分的面肌痉挛都是有原因的。部分 

患者可能冈椎 一基底动脉系统的动脉硬化性扩张或 

动脉瘤压迫所致 。李善泉等 建立的面肌痉挛 

动物模型也进一步证明面神经脱髓鞘变和血管压迫 

是引起面肌痉挛的两个必要条件。本病属中医学的 

“眼睑明动”、“筋惕肉明”、“面明 ”的范畴 J。中医 

学认为本病病因责之于风，病机为风滞经络，内风、 

外风均可引发本病 。外因是由于风寒之邪，入侵 

筋脉，阻滞气血运行络脉，内因是正气不足，或者气 

血亏虚，面部经筋失养，或者肝肾之阴暗耗，阴虚阳 

亢，水不涵木，浮阳不潜，久之营血暗耗，肝血不足， 

阴液枯竭，无以濡养筋脉，血不荣络，虚风内动，以致 

阳愈浮而阴愈亏，终至阴不制阳而发病。病情由轻 

逐渐转重，由筋惕肉胭，间断发作之轻症，转为痉挛 

J Bengbu Med Coil，July 2010，Vo1．35，No．7 

肉膈、筋肉跳动整个面肌无休止 日、强直痉挛。表现 

为“风胜则动”，善动不居，善行数挛之重症。 

对于本病的治疗，针灸疗法疗效较好。临床上 

以平肝熄风、祛风通络、补气养血、滋肾柔肝、健脾化 

痰为主。体针取合谷、太冲两穴，息风、清热、调一tb 

神、开窍醒志、疏肝解郁；面部局部取穴可疏通局部 

气血，诸穴合用可使经脉气血充盈通畅，筋肉协调而 

病愈。而针刺头皮针通过高阻抗颅骨对面神经在皮 

层的投影区进行刺激，促使面神经的高级中枢对面 

神经的低级中枢及面神经的周围神经末梢抑制增 

强 ，从而产生治疗作用。同时采用电针刺激既痛 

苦小又能达到恒定、规律的刺激量和刺激频率，消除 

了手捻针的人为因素，针与电两种刺激相互结合，可 

提高疗效。研究 表明，电针对痉挛状态的面肌有 
一 定的调整作用，主要是通过电流产生电场和磁场， 

使电磁波穿透颅骨作用于大脑皮层中央前回运动中 

枢，运动中枢接受刺激后将抑制信号传递到面神经 

兴奋处，从而对异常兴奋的面肌纤维产生较好的抑 

制性作用。同时，电针还可促进面神经受损髓鞘脱 

失部位恢复，并且将电信号传递到面神经肌肉运动 

点，可抑制运动神经末梢突触前膜释放乙酰胆碱，使 

面部痉挛肌肉得到松弛、麻痹，从而达到治疗面肌痉 

挛 目的 J。揿针直接作用于痉挛的原发点以疏通 

局部气血，两者合用可以促进面部血液循环，并使针 

刺信号与某些异常传人信号吻合，从而降低了异常 

信号的传人，消除某些刺激源及面神经的异常兴奋 

状态，使面肌痉挛得以缓解乃至消除 。 。 

本文结果表明，治疗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说 

明电针头皮针配合面部埋针治疗面肌痉挛有良好的 

效果，并且操作简单，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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