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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針灸治療改善缺血性中風神經功能的情況以及對日常生活能力的影響。 方法：本研究納入

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2015年9月至2017年5月）腦病一科住院患者60例，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和對

照組各30例，對照組予缺血性中風常規治方法，治療組在缺血性中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輔以針灸治療。採用神

經功能缺損評分（NIHSS）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Barthel指數評價針灸治療改善缺血性中風神經功能

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響。 結果 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3.33%，對照組總有效率為86.67%，治療組高於對照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組與對照組在治療後神經功能缺損評分（NIHSS）、Batherl指數比較，差

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組均優於對照組。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和日常生活能力均得到顯著改善。 結

論：針刺治療缺血性中風的臨床療效顯著，能有效改善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和日常生活能力，改善臨床症狀，提

高臨床療效。 

 

[關鍵詞] 缺血性中風；針灸治療；NIHSS評分；Barthel指數 
中風是一種神經內科常見疾病，是由於氣血陰陽運行失常，臟腑功能失調引發的疾病。臨床表現主要為語

言功能障礙或身體某側癱瘓等[1]。近年來研究調查顯示，急性缺血性中風是單病種致殘率最高的疾病 [2]。

中風後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明顯下降，隨着日益提高和不斷完善的現代診療水平，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但致殘率

卻明顯有上升的趨勢，在我國約有80%的患者在缺血性中風後遺留肢體活動障礙症狀。針灸是我國傳統醫學治

療痹症、痛症的常用治療手段，針灸治療具有醒腦利竅、緩急止痛、疏經通絡的功效，顯著提高缺血性中風患

者的生存質量。因此本研究觀察了傳統中醫針灸治療改善神經功能的情況及對日常生活能力的影響，以期能夠

為臨床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5年9月至2017年5月期間遼寧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腦一科病房住院患者60例，年齡為51~86歲的

患者。按1:1的比例用隨機數字表法平均分配為對照組和治療組，其中治療組中男17例，女13例，平均年齡為

（69.20±10.03）歲；對照組中男18例，女12例，平均年齡為（70.17±11.29）歲。通統計學比較分析，兩組患

者在年齡、性別、病程等一般臨床資料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診斷標準 

中風病診斷標準主要參照《中風病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試行）[3]擬定。 

1.3 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符合中醫診斷缺血性中風中經絡的患者。 

排除標準：1）嚴重的血液病、惡性腫瘤、心血管疾病、及免疫類疾病者；2）顱內佔位史、顱腦外傷史、



腦出血史、蛛網膜下腔出血史、腦炎史等；3）患者生命體征不穩定或合併嚴重肝腎功能損害、重症感染、嚴重

糖尿病等患者；4）影像學檢查提示有腦出血者；5）中風後合併中、重度認知障礙或失語症，不能配合評估和

治療者；6）暈針的患者。 

1.4 治療方法 

兩者患者均給予常規治療缺血性中風的藥物，如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循環的西藥及活血化瘀的中成藥等。

糖尿病、高血壓、高脂血症等患者均對症予患者降血糖、降血壓、降血脂等藥物進行干預。治療組治療均參照

《針灸治療學》[4]中風病治療方案，針刺治療取穴如下，主穴：內關、三陰交、足三里、曲池、委中；風痰阻

絡證加豐隆、地機、陰陵泉、風池；肝陽上亢證加太沖、行間；氣虛血瘀證加氣海、關元、膻中、血海；陰虛

風動證加三陰交、太溪。上述穴位均雙側取穴。主穴採用補法，其餘配穴採用平補平瀉法，留針時間約為半小

時。每周一到周五針灸，每日一次，共五天。周末休憩，治療共2周。 

1.5 療效判定 

具體項目包括：1）患者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價標準參照《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5]

擬定，臨床療效評分的判定的主要依據是NIHSS評分的減少率[6]。2）評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療效是以日常生活

能力（ADL）量表作為參考，分別在治療前和治療後應用Berthel指數對治療組和對照組來進行判定。 

1.6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採用統計軟件SPSS 20.0。其中計量數據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運用用t檢驗和秩和檢

驗，計數資料使用x2檢驗，以P<0.05表示差異性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神經功能的臨床療效結果，治療前後兩組臨床療效經比較分析，組間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

有統計學意義。治療組優於對照組，詳見表1。 

 

2.2 治療前後兩組神經力能缺損評分結果，經比較分析，組間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有統計學

意義。治療組優於對照組，評見表2。 

2.3治療組前後兩組日常生活能力，經比較分析，組間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有統計學意義。治

療組優於對照組，詳見表3。 

3 討論 
近年來，飲食結構的改變、人口的逐漸老齡化、生活方式的調整等因素影響下，缺血性中風的發病率長期

處於居高不下的態勢[7]，中風可使供血區的腦組織缺血缺氧，導致腦組織軟化和壞死，同時，腦細胞的能量代

謝障礙會釋放出大量的氨基酸，導致自由基損傷、細胞內鈣超載等，加重腦組織的損傷程度[8]，從而引發神經

功能缺損的症狀，如偏癱及失語等，嚴重影響了患者生活質量[9-10]。有報道指出，針灸可改善腦細胞的缺血、缺

氧狀態，使腦血流量提升，增加腦組織的氧分壓，加快構建腦側支循環，促進腦組織修復，提高患者的免疫力，

與此同時，亦可加快腦損傷的恢復速度。傳統針灸療法能顯著改善中風偏癱患者缺血及缺氧狀態，避免發生腦

灌注不足，顯著促進缺血性中風後患者的神經功能康復，減少遲緩、痙攣等現象[11]。 

在針灸治療中，不同穴位作用也各有不同。曲池為手陽明大腸經的合穴，主治手臂痹痛、上肢不遂等上肢

疾患，同時亦可理氣和胃、降逆活絡；足三里為足陽明胃經的合穴，為多氣多血之經，可治療下肢痿痹、下肢

痙攣、痿軟無力等活動不利症狀，治痿獨取陽明經為主，起到補益氣血、疏經通絡的作用；陽陵泉為足少陽膽

經合穴，又為八會穴中的筋會，具有調和營衛氣血的功效，肝膽相表裏，肝在體合筋，與四肢的屈伸活動的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太沖為足厥陰肝經原穴，具有疏肝利膽，平肝熄風之功效。四穴合用共奏疏經活血之功，效

果相得益彰。《百症賦》亦提到「半身不遂，陽陵遠達於曲池」。現代醫學亦指出足三里可改善大腦血液環，

促進腦灌注量和血管彈性的增加；內關穴為心包經絡穴，有寬胸行氣、養心安神之功。現代醫學研究表明內關



穴也可以增加腦灌注量，提高腦組織代謝，升腦細胞自我修復能力，促進肢體運動功能的康復[12-13]。對於針灸

治療改缺血性善中風病患者在整體常規治療穴位的基礎上還要探索創新，不斷發揮針灸特色治療，在治療中嘗

試不同取穴原則，靈活變換穴位，既可以減少對同一穴位的不斷刺激產生的疲勞性，又可以減少病人的痛苦，

同時再配合辨證施治，必然療效更加顯著。 

從大體上看，針灸相關穴位刺激血管，降低血流的阻力，加大腦部的血流量，迅速恢復腦梗死區域的血液

循環[14]。針刺穴位周圍有豐富的血管和神經，針灸穴位後，可以加快回恢復神經細胞功能，進而使腦代償得以

提高，改善肢體痙攣狀態，重新修復運動神經元，緩解肌肉痙攣，改善關節活動不利。在針刺過程中要注意一

些問題。針灸取穴和方法應當注意個體差異、病情輕重，進行辨證施治。手法要輕柔，不可粗暴運針和大幅度

的提插捻轉，防治局部神經、血管的損傷，選擇舒適易於留針的位，隨時調整針刺深度和角度[15-16]。辯證選取

穴位後施以針刺，刺激了中樞神系統的可塑性以及功能重組，激活神經傳導通路之下促使神經細胞經由軸突再

生及調整突變閾值，脊中樞神經在持續的運動、感覺刺激因子輸入下發出响應，有效減輕其機體肌群的痙攣情

況，改善肌群功能，改變下肢偏癱情形，逐步恢復運動功能[17-18]。針灸治療方法能夠醒腦利窗、疏經通絡，保

持神志清醒、全身血流通暢，縮短肢體恢復所需時間。 

本研究中，予對照組缺血性中風的常規治療，予治療組在常規治療基礎上加用針灸治療，對比兩組的治療

結果。通過比較發現，雖然兩組的NIHSS評分、Barthel指數均得到改善，但治療組患者的NIHSS評分、Barthel

指數改善程度卻明顯優於對照組，對缺血性中風患者在常規治療基礎上給予針灸治療，可有效改善患者神經功

能缺損程度與日常生活能力，較單純給予常規治療效果更為顯著。比起缺血性中風常規治療，傳統針灸治療對

促進缺血性中風患者的恢復療效更顯著，值得在臨床上廣泛應用。 

綜上所述，針灸治療缺血性中風患者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程度、提高日常生活能力，提升其生

存質量。針灸療法逐漸成為改善缺血性中風的重要療法之一，操作方便、簡單易行，是一種經濟有效的治療方

法。在中醫針灸運用上要發揮中醫整體觀念和辯證論治的優勢，在臨床上根據中風的不同定位及不同的證型辯

證取穴。但至今仍存在一些樣本量小，差異性，及後期患者隨訪的問題，在針刺手法，留針長短上以及取穴等

問題上仍存在很多爭議，隨着研究的深入和不斷的探索，不斷完善針灸治療方案，揚長避短，大膽創新，以期

達到更好的臨床療效，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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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兩組治療前後神經功能臨床療效比較 例（%） 

組別 

 

n 

 

痊愈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30 

 

3(10.00) 

 

16(53.33) 

 

9(30.00) 

 

2(6.67) 

 

28(93.33) 

 

對照組 

 

30 

 

2(6.67) 

 

11(36.67) 

 

13(43.3) 

 

4(13.33) 

 

24(86.67) 

 

 

注：治療後，神經力能臨床療效比較，＊P<0.05 

 

 

 

 

表2 兩組治療前後NIHSS評分比較(x±s) 

組別 

 

n 

 

NIHSS評分治療前 

 

NIHSS評分治療後 

 

治療組 

 

30 

 

6.07±2.04 

 

2.07±2.15* 

 

對照組 

 

30 

 

6.80±2.66 

 

3.70±3.25* 

 

 

注：治療後與對照組比較，＊P<0.05 

 

 

 

 

表3 兩組治療前後Barthel指數比較(x±s) 

組別 

 

n 

 

Barthel評分治療前 

 

Barthel評分治療後 

 

治療組 

 

30 

 

57.17±10.14 

 

85.50±11.40* 

 

對照組 

 

30 

 

57.50±12.02 

 

74.50±15.33* 

 

 

注：治療後與對照組比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