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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综合护理干预对改善脑卒中后

气虚血瘀型患者运动功能的效果

邹生燕,马凤荣

[摘要]目的:观察中医综合护理干预对改善脑卒中后气虚血瘀型患者运动功能的效果。 方法:将 96 例脑卒中后气虚血瘀型

住院患者按抽签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8 例。 对照组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脑

卒中患者中医护理方案进行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中医综合护理干预,包括膳食护理、艾灸疗法、中药泡洗

与热敷。 分别于治疗前与治疗 42 d 后,观察 2 组 Fugl鄄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指数变化情况。 结果:2 组

患者运动功能 Fugl鄄Meyer 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P < 0. 01),观察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P < 0. 01)。 结论:中医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气虚血瘀型患者运动功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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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on post鄄stroke patients with deficient vital energy and blood stasis

ZOU Sheng鄄yan1,MA Feng鄄rong2

(Departmen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Huguos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3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deficient
vital energy and blood stasis after stroke. Methods:Ninety鄄six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post鄄stroke deficiency of vital energy and blood
sta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routine nursing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plan delivered by Beijing Bureau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given comprehens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cluding food nursing,moxa鄄wool moxibustion nursing,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am washing and hot compress. The Fugl鄄Meyer movement function marking and Barthel index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before treatment and 42 day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The Fugl鄄Meyer movement function marking and Barthel index of both
groups improved significantly(P < 0. 01),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
Comprehensive nursing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y improve the daily movement function and life ability of the patients with
deficient vital energy and blood stasis after st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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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脑卒中属于中医中风病范畴,中医认为中风病

位主要在脑,病机以气虚为本,血瘀为标。 由于中风

主要表现为四肢运动功能障碍[1],其病在阳,患者

上气不足,不能推动血行,瘀血凝滞于脑脉,气血渗

灌失常,致脑神失养,神机失守,形成神昏、半身不遂

的病理状态,因此,此型病因为上气不足,阳气虚所

致[2 - 3]。 本研究以脑卒中后气虚血瘀型患者为切入

点,基于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统计学方法探索中

医综合护理干预对改善脑卒中后气虚血瘀型患者运

动功能的效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96 例脑卒中后气虚血瘀型患者均

为我科 2012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住院患者,且符

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

准》 [4]中有关脑卒中后气虚血瘀的诊断标准。 采用

抽签法,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8 例。
观察组中男 25 例,女 23 例;年龄 40 ~ 68 岁。 对照

组中男 22 例,女 26 例;年龄 39 ~ 72 岁。 2 组年龄、
性别、临床症状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诊断标准摇 脑卒中西医诊断参照中国卫生部

疾病控制司、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制定的《中
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0》进行诊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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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诊断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内科

常见病诊疗指南》中风病证候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

与辨证分型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

2011 年发布《针灸科中医诊疗方案》中风病证候诊

断标准。 气虚血瘀型多表现为:肢体偏枯不用,肢软

无力,面色萎黄,舌质淡紫或有瘀斑,苔薄白。
1. 3摇 排除标准 摇 对同时患有严重的急、慢性传染

病,呼吸、消化、神经和泌尿系统等严重疾病的患者

不纳入观察对象。
1. 4摇 治疗方法摇
1. 4. 1 摇 对照组 摇 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脑卒中(恢复期)中医

护理方案进行护理。 2 个疗程(42 d)后评定疗效。
1. 4. 2摇 观察组摇 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综合

护理干预。 (1)膳食护理:饮食可以养人,也可以治

病,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专门的“食医冶。 《内经》进而

强调: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
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这说明药物配

合饮食治疗,既可减少毒药对人体的损害,又能补精

益气,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根据气虚血瘀型患者的

特点,在饮食上宜进食益气活血的食物,如:香菇、海
参、山药、大枣、黄芩、人参、莲子等,对此证型患者加

强饮食调养,对其康复有重要作用。 (2)艾灸疗法:
艾灸腰背部督脉、足太阳膀胱经,选取:肾俞、大椎、
百会及至阴等穴。 灸法:艾条( 苏州市艾绒厂生产,
批号:Z32021059) 点燃后,在距离皮肤 2 ~ 3 cm 处

进行温和灸,以温热不烫、皮肤稍有红晕为宜,艾灸

百会穴时要防止点燃的艾条烧灼头发,以免引起损

伤,每穴灸 10 ~ 15 min,每天 1 次。 21 d 为 1 个疗

程,治疗 2 个疗程。 艾灸时要及时弹去艾灰,防止灼

伤皮肤及衣物,并注意保暖。 (3)中药泡洗与热敷:
给予患者中药泡洗及热敷,使中药的有效成分在热

力的帮助下,渗透进皮肤,进入人体血液循环,从而

达到调理全身气血,活血化瘀的目的。 中药热敷采

用的中药主要有独活、细辛、延胡索、桃仁、红花、桑
寄生等,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随证加减各种中药。
通常将配置好的中药研成细粉,放入药包加热后热

敷于四肢。 每天 2 次,每次持续 30 min,21 d 为 1 个

疗程。
1. 5摇 疗效观察摇
1. 5. 1摇 观测指标 摇 Fugl鄄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和日

常生活能力 Barthel 指数变化情况。
1. 5. 2 摇 Fugl鄄Meyer 量化评定法[5] 摇 该评价法由 4
部分组成:即运动、平衡、感觉、关节活动度及疼痛,

总分 226 分,其中运动 100 分、平衡 14 分、感觉

24 分、关节活动度及疼痛 88 分(与运动相关的评定

法是简式 Fugl鄄Meyer)。
1. 5. 3 摇 日常生活能力评估 摇 采用 Barthel 指数

法[6]:正常分 100 分, > 60 分为良;40 ~ 60 分为中,
有功能障碍,稍依赖; < 40 分为差,依赖较明显或完

全依赖。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治疗前后 Fugl鄄meyer 运动功能评分 摇 2 组患

者治疗前 Fugl - 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治疗后 Fugl鄄meyer 运动功能评分

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 < 0. 01),观察组治疗后

42 d Fugl鄄meyer 运动功能评分优于对照组 (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组患者治疗前后 Fugl鄄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42 d(d 依 sd) t P

观察组 48 113. 33 依 6. 94 58. 55 依 12. 20 33. 25 < 0. 01

对照组 48 114. 38 依 5. 89 26. 66 依 10. 98 16. 82 < 0. 01

t — 0. 80 13. 46

P — >0. 05 < 0. 01

2. 2摇 2 组患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指数

分级法评分比较 摇 2 组患者治疗前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治疗后

42 d 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升

高(P < 0. 01),而观察组治疗后 42 d 效果显著优于

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组患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42 d(d 依 sd) t P

观察组 48 35. 38 依 2. 13 29. 20 依 6. 85 29. 53 < 0. 01

对照组 48 35. 67 依 2. 96 16. 41 依 2. 90 39. 20 < 0. 01

t — 0. 55 11. 91

P — >0. 05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脑卒中经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后,往往会留下较

为严重的后遗症,出现神志障碍、运动、感觉以及语

言障碍。 气虚血瘀证是脑卒中后常见证型之一,中
医学认为气是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有推动、温
煦、防御、固摄、营养、中介的功能,具有生命物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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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功能双重属性。 《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生

于气也冶。 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虚则无力鼓

动血液运行,尤其是心气不足,更易引起血行不畅,
血液初起流动缓慢,继而瘀滞成块,形成虚中夹实的

气虚血瘀证[7]。
脑卒中后气虚血瘀型患者大多嗜食肥甘,久而

损伤脾胃,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虚弱则化生气血

不足,气为血帅,气虚则行血无力,淤血内停,气虚则

见乏力,《黄帝内经》云:“食饮有节,谨和五味虚者

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冶,古代医书《千金食疗》
中记载:“凡欲治疗,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

药尔。冶可见,治病防病,食疗的作用不可忽视。 黄

芩性甘温,归脾、肺经,可补气固表,利水消肿的功

效;人参有“神草冶之美誉,具有大补元气、固脱生津

等作用,对脑卒中后半身不遂之肢体功能改善有较

好的效果。
《灵枢·经脉》 说: “盛则泻之,虚则补之。冶

“虚冶是指人体的正气虚弱,补虚就是扶助人体的正

气,增强脏腑器官的功能,补益人体的阴阳气血以抗

御疾病。 艾灸疗法是借艾条灸火的热力给人体以温

热性刺激,通过经络腧穴的作用,以达到治病、防病

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8]。 大椎是督脉与手、足三阳

经的交会腧穴,督脉主一身之阳,对六阳经的气血阴

阳平衡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 《会元针灸学》:“百
会者,五脏六腑奇经三阳百脉之所会冶,刺激百会可

以起到升阳举陷、益气固脱的功效。 灸肾俞和至阴

可起到养心安神、滋养肝肾的作用。 总而言之,艾灸

具有温煦阳气、温通气血、温经散寒的功效[9]。 艾

灸腰背部督脉、足太阳膀胱经治疗气虚血瘀型中风

病,集合了艾灸与热敷,可以最快、最大地调节全身

五脏六腑的功能,温补阳气,疏通经脉气血,恢复肢

体功能。
外用中药泡洗与热敷的方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

史,在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记载了采用

中药泡洗与热敷治疗痔瘘、烧伤、毒虫咬伤等多种病

症,且其设计构思巧妙,如汤药置于容器中,容器中

有木踏脚,靠滚动木踏脚来加温药液。 从《黄帝内

经》到明代吴师机《理瀹骈文》,中药泡洗与热敷疗

法日渐完善,并得到广泛应用。 清代徐灵胎主张

“若病有定所,在皮肤、筋骨之间,可用外治法,使药

物从毛孔入,通达经络,较服药尤有力冶。 气虚血瘀

寒凝是外周神经毒性的中医学基本病机。 以通络温

阳、益气活血为基本治疗原则,采用中药泡洗,同时

注意选用虫类药物、芳香类药物,以促进药物透皮吸

收,达到促进肢体康复的作用。
近年来,探讨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治疗脑卒中偏

瘫患者的方法成为神经康复领域的热点问题[10]。
本研究将中医综合护理干预引入脑卒中后气虚血瘀

型患者的康复治疗,2 组患者运动功能 Fugl鄄Meyer
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

有所改善(P < 0. 01),观察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P < 0. 01)。 说明了中医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脑

卒中后气虚血瘀型患者的优越性,适宜在临床治疗

中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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