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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督脉和夹脊穴为主对脑梗死病人平衡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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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针刺督脉和夹脊穴为主治疗对脑梗死病人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将 60 例脑梗死后平衡功能障碍病人随

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2 组病人均给予常规的药物、康复治疗,治疗组加用以督脉和夹脊穴为主针刺治疗,共治疗

4 周,观察治疗前后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评分、Berg 平衡功能评分、改良 Barthel 指数的变化。 结果:2 组病人治疗后 Sheikh 躯

干控制能力评分、Berg 平衡功能评分、改良 Barthel 指数均较治疗前提高(P < 0. 01),且治疗组提高幅度比对照组明显(P <
0. 01),2 组治疗后三项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结论:针刺督脉和夹脊穴为主对脑梗死病人平衡功能具

有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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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cupuncture at Du meridian and Jiaji acupoint
on balanc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JIANG Yong,XU Lei,HAO Qun,YAN Xing鄄zhou,LI Zhen鄄yu,LIN Rong,WANG Min,WANG Min鄄hua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t Du meridian and Jiaji acupoint on balanc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Sixty patients with balance dysfunction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30 cases in each group). Two groups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rug and rehabilitation,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at Du meridian and Jiaji acupoint for 4 weeks. The Sheikh trunk control ability score,
Berg balance function score and improved Barthel index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After treatment, the
Sheikh忆s trunk control ability score,Berg balance function score and improved Barthel index in two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improvement degree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indexes between two group0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Conclusions:Acupuncture at Du meridian
and Jiaji acupoint has good effects on the balanc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Key words] cerebral infarction;balance function;Du meridian;Jiaji acupoint;Tongdu Tiaoshen needling

摇 摇 脑梗死是脑卒中的一种,为临床康复中遇到最

多疾病之一,该病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

和复发率高的特点。 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很
多病人生命因及时抢救得以存活,但大多病人都遗

留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有研究显示,脑卒中病人

中有 70% ~ 80% 留有功能障碍[1]。 平衡功能障碍

是脑梗死偏瘫后遇见最常见障碍之一,临床发现很

多病人在肢体运动功能、感觉功能在恢复较好的情

况下,仍不能正常步行,一定程度影响了病人的康复

效果。 通督调神针法是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针灸医

院国家级名老中医张道宗教授创立的一针灸督脉穴

位为主的针灸方法,其治疗脑病有独特的理论依据

和机制。 我们学习后采用针刺督脉和夹脊穴为主治

疗脑梗死后病人平衡功能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0 月

我院神经内科、急诊内科、康复医学科住院和门诊的

脑梗死后平衡功能障碍病人 60 例 ,按随机数表法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治疗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43 ~ 74 岁。 对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
年龄 42 ~ 75 岁。 2 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
1. 2摇 诊断标准摇
1. 2. 1摇 西医诊断标准 摇 参照《中国脑梗死中西医

结合诊治指南(2017)》 [2] 脑梗死的诊断标准,临床

表现以急性起病,出现偏侧肢体乏力,症状持续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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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头颅 CT 或 MRI 示脑梗死者。
1. 2. 2摇 中医诊断标准摇 参照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中医病症诊断

疗效标准》中中风的诊断标准。
1. 3摇 纳入标准摇 (1)符合西医脑梗死的诊断标准;
(2)符合中医中风的诊断标准;(3)发病在 2 个月

内,并且为首次发病;(4)年龄 40 ~ 75 岁,性别不

限;(5)Berg 平衡量表 < 30 分;(6)病人神志清楚,
病情稳定;(7)病人愿意采用该方法进行治疗,并签

知情同意书。
1. 4摇 排除标准摇 (1)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逆性神

经功能缺损等;(2)神经功能缺损由脑肿 瘤、脑出

血、脑外伤、脑寄生虫病、心脏病、代谢障碍等疾病引

起;(3)不能承受针刺、对针刺过敏、皮肤有缺损感

染或妊娠、哺乳期妇女;(4)合并其他脏器、造血和

内分泌系统等严重的原发性疾病病人;(5)合并有

失语和认知异常,卒中前后伴随或不伴随疾病出现

的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不能配合检查和治疗者。
1. 5摇 治疗方法摇 2 组病人均给予常规的药物、康复

治疗,对于伴随症状和并发症,给予对症处理。 康复

治疗采用坐位平衡训练、站位平衡训练、作业治疗

等。 每次 40 min,每天 1 次。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

基础上予以针刺治疗,取穴以督脉和夹脊穴为主:人
中、神庭、百会、风府、大椎、至阳、腰阳关、后溪、胸段

和腰段华佗夹脊穴(从上到下共 17 穴,单日取 1、3、
5……,双日取 2、4、6……)。 操作:病人取俯卧位或

侧卧位,以舒适为度,使病人处于放松状态。 常规消

毒后,采用无锡嘉健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出品的

0. 30 mm 伊 40 mm 无菌针灸针,人中穴向鼻中隔方

向斜刺;百会向颈后方向平刺约 20 mm;风府穴、至
阳穴、腰阳关直刺约 20 mm;夹脊穴从上而下依次左

右交叉进针,针尖向于脊柱方向与体表呈 45毅夹角,
得气后行平补平泻手法,留针 30 min,中间行针一

次。 每日针刺一次。 2 组治疗均每周 5 次,共治疗

4 周。
1. 6摇 观察指标摇 治疗前后要求由同一医生或治疗

师进行评估,评定均在病人充分休息后安静状态下

进行。
1. 6. 1摇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评分表摇 主要观察病

人在床上转向健侧患侧保持坐位平衡及从卧位坐起

四项,充分体现了躯干的控制能力同时弥补了 Berg
平衡功能评分表不能评定卧位时的不足,使评定更

加全面,总分 100 分,分数与躯干控制能力成正相关

的关系。

1. 6. 2摇 Berg 平衡功能评分表(Berg Balance Scale,
BBS)摇 Berg 平衡功能评分表是目前评价脑卒中后

平衡功能障碍的最主要量表之一 ,具有很好的内在

信用度。 可以评价脑卒中病人在不同姿势的条件

下,其维持平衡和姿势装换的能力,同时还可以评估

病人预期性姿态控制力,包括从坐到站、从站到坐、
双脚并拢站立等 14 项。 量表总分为 56 分,分数与

平衡功能成正相关的关系。
1. 6. 3摇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fe,
ADL)Barthel 指数评定 摇 改良 Barthel 指 数(MBI)
量表是评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主要量表之一,能够

客观有效的评价脑卒中后病人平衡功能及自主生活

能力。 主要包括床椅转移、步行、上下楼梯、洗澡等

10 项,总分 100 分,分数与日常生活能力成正相关

的关系。
1. 7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评分比较 摇 2
组病人治疗前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病人治疗后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P < 0. 01),且
治疗组提高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表 1摇 2 组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0 29. 7 依 14. 6 76. 9 依 13. 8##

对照组 30 28. 9 依 14. 0 61. 3 依 21. 2##

t — 0. 22 3. 38*

P — >0. 05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P < 0. 01;*示 t忆值

2. 2摇 2 组 BBS 评分比较摇 2 组病人治疗前 BBS 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病人治疗

后 BBS 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P < 0. 01),且治疗组

提高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表 2摇 2 组 BBS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0 16. 7 依 8. 1 44. 4 依 9. 3##

对照组 30 15. 6 依 5. 1 32. 2 依 6. 4##

t — 0. 63 5. 92*

P — >0. 05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P < 0. 01;*示 t忆值

2. 3摇 2 组 MBI 指数比较摇 2 组病人治疗前 MBI 指
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病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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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 MBI 指数均较治疗前提高,且治疗组提高程度

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表 3摇 2 组 MBI 指数比较(x 依 s)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0 31. 2 依 9. 6 73. 7 依 18. 3##

对照组 30 30. 4 依 7. 1 60. 9 依 11. 2##

t — 0. 37 3. 27*

P — >0. 05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P < 0. 01;*示 t忆值

3摇 讨论

摇 摇 脑梗死后平衡功能障碍在中医上属于“中风冶
“筋病冶的范畴。 从字面上理解,筋字下边有“月冶和
“力冶,筋病和肌肉组织产生的力学改变有关。 现代

研究验证中风后偏瘫侧躯干肌的肌力较正常侧下降

明显[3],而躯干控制力的减弱是造成脑中风后平衡

障碍的重要因素[4]。
经筋是十二经脉的附属部分,是十二经脉之气

“结、聚、散、络冶于筋肉、关节的体系。 经筋具有联

络四肢百骸、主司关节运动的作用。 《素问·痿论》
云:“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冶。 背部的经筋在经气

的调节下,阴阳经筋协同作用,刚柔相济,使躯体保

持一定的位置和姿态,同时维持躯体各个方向运动。
如若背部经气调节失常,就会出现“筋病冶。 如《灵
枢·经筋》记载了足太阳经“其病小趾支跟肿痛,腘
挛,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盆中纽痛,不可

左右摇。冶其与中风后平衡功能障碍的症状类似。
督脉为阳脉之海,通过一条主干,三条分支与诸

阳经、阴经直接或间接交汇和相联系,具有调节全身

阴阳的作用。 《难经·二十八难》指出:“督脉者,起
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冶,说明

督脉与脑密切相关。 从循行分布上来看,督脉直接

入络脑,且是唯一一条入脑的经脉,因此对脑病中风

能起重要作用;督脉的主干贯通脊柱内,支脉夹脊,
督脉直接分布在躯干的中线和两侧,维护躯干的稳

定。 从功能上说,维持人体平衡功能的十二经筋需

在督脉阳气的温煦推动下发挥“束骨而利机关冶的

作用。 因此督脉在维持人体平衡功能上起重要

作用。
已有较多报道[5 - 9]表明取督脉穴在治疗脑病诸

证上有较好临床效果。 本研究针刺取头部人中、神
庭、百会、风府为督脉要穴,且直接作用于中风病病

位脑起治疗作用;大椎、至阳、腰阳关为督脉在脊柱

部大穴,善调督脉阳气,后溪通督脉 ;有学者认为凡

督脉主干及分支循行经过部位的穴位都有通督作

用[9],督脉“侠脊抵腰中冶,夹脊穴正好位于其分支

上,即能局部取穴调整躯体平衡,又能加强疏通督脉

主干及分支气血。 诸穴相合,恢复诸经筋“束骨而

利机关冶功能,从而使脑梗死后平衡功能障碍病人

得到较好的恢复,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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