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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中风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临床研究概述
申斌，于川
北京市平谷区中医医院，北京 101200
摘要：针刺是中医治疗中风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从针刺方法（体针针刺法、
特殊针刺法、其他针刺法）
、留针时间、介入时机等方面介绍了近年来针刺治疗中风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
的概况，并讨论现有研究之不足，启迪科研思路，以期提高针刺治疗中风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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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Clinical Researches on Acupuncture Therapy in Treating Movement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SHEN Bin, YU Chuan
(Beijing PingG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1200, China)
Abstract: Acupunc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rapies in treating movement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on acupuncture therapy in treating movement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aspects of acupuncture methods (including body acupuncture
methods, special acupuncture methods, and other acupuncture methods), needle retaining time, and intervention
time, and discussed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es, with a purpose to enlighten scientific research ideas
and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therapy in treating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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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病是在气血内虚的基础上，因劳倦内伤、忧

体针针刺治疗与对照组 122 例采用西医治疗的中风

思恼怒、嗜食厚味、吸烟嗜酒等诱因，引起脏腑阴阳

后偏瘫患者进行疗效比较观察，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失调，气血逆乱，直冲犯脑，导致脑脉痹阻或血溢脑

87.40%和 64.75%，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脉之外，临床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言

（P ＜0.05），显示针刺治疗能有效促进患者肢体功能

语謇涩或不语、偏身麻木为主症，并具有起病急、变

康复，具有疗效显著、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等特点。
[2]

化快的特点，是好发于中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中风

康红 将 886 例中风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大体上相当于西医的急性脑血管

580 例和对照组 306 例。治疗组针刺双侧；对照组仅

病，主要包括缺血性脑血管病和出血性脑血管病两大

针刺患侧。结果显示，治疗组痊愈 274 例（47.24%）
，

类。中风的致残率较高，多数患者留有不同程度的肢

显效 168 例（28.97%），好转 129 例（22.24%）
，无效

体运动功能障碍，以偏侧肢体瘫痪最为常见。笔者对

9 例（1.55%），对照组痊愈 94 例（30.66%）
，显效 68

近年来针刺治疗中风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研究进

例（22.30%），好转 103 例（33.80%），无效 41 例

行综述，显示出针刺疗法具有独特的优势。
1 临床治疗进展

（13.24%）
；两组痊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
[3]

1.1 针刺方法

秦娟 将 100 例中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1]

1.1.1 体针针刺法 马立新 将治疗组 119 例采用

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单纯康复训练；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体针针刺治疗。结果观察

基 金 项 目 ： 2013 年 北 京 市 中 医 药 科 技 项 目 青 年 项 目

组患者的总有效率（90%）显著优于对照组（70%），

（QN2013-24）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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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建峰等 将 106 例确诊为中风偏瘫的患者分为
两组，每组 53 例。两组病例均给予康复治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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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针刺治疗。结果显示，对

两组简化的 Fugl-Meyer 评定分值和 ADL 评定分值均

照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75.47%，治疗组治疗后总有

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 ＜0.01）
；且治疗组的改善作用

效率为 90.57%，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
[13]

义（P ＜0.05）
。

何晓华

[5]

为 30 例中风后上肢痉挛性瘫痪患者在

卢春玲等 将 128 例中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肩髃、
曲池、
合谷穴施恢刺和关刺治疗，采用 Ashworth

组、对照组各 64 例。治疗组采取针刺与康复训练相

痉挛量表和简化的 Fugl-Meyer（SFMA）运动功能评

结合；对照组单纯采用针刺疗法。结果治疗组总有效

测表观察治疗前后上肢的痉挛状态和运动功能。结果

率为 93.8%，明显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1.9%，差

显示，治疗后患者 Ashworth 级别降低（P ＜0.05）
，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
。

SFMA 分值明显提高（ P＜0.01），且肢体痉挛程度的

[6]

1.1.2 特殊针刺法 侍小丽等 将 100 例中风后偏

降低与肢体运动功能的改善呈显著正相关（P＜

瘫患者分为观察组 60 例及对照组 40 例。观察组以患

0.01）
。

侧手足三阳经穴为主，采用开阖捻转补泻针法治疗；

[14]

娄必丹等

选择脑卒中痉挛瘫痪患者 106 例，随

对照组采用普通针法治疗。结果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机分为张力平衡针法组 54 例及常规针法组 52 例。张

95.0%和 7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

力平衡针法组采用张力平衡针法，分别于上、下肢的

[7]

姜方建等 用头皮针抽提法治疗 32 例中风后偏

伸肌、屈肌处取穴；常规针法组采用常规针法，穴取

瘫患者，结果临床痊愈 12 例，显效 10 例，好转 8 例，

肩髃、曲池、外关等，治疗前后评定患者肌力、肌张

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3.75%。其手法以向外抽提、

力、肌痉挛状态及关节活动度的变化。结果显示，张

一抽数抽为特点，行针后产生热、胀、麻等感应，可

力平衡针法能显著改善脑卒中痉挛瘫痪患者的肌力、

以刺激大脑皮层的功能，引起神经冲动，有利于患肢

肌张力、肌痉挛状态，并增加关节活动度。

恢复。

1.1.3 其他针刺法
[8]

薛金缓 对中风后偏瘫患者给予醒脑开窍针法

叶忠等

[15]

用头皮针加腹针治疗

中风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取顶颞前斜线、顶中线、

治疗。结果 40 例患者中，基本痊愈 13 例，显著进步

顶旁一线、顶旁二线；腹针取引气归元（中脘、下脘、

15 例，好转 9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3%。说明醒

气海、关元，深刺）
、滑肉门（患侧，中刺）、上风湿

脑开窍针法治疗中风疗效满意。

点（患侧，浅刺）
、外陵（患侧，中刺）
、下风湿点（患

[9]

董赟 将 60 例中风后偏瘫患者分为治疗组（督

侧，浅刺）。对照组常规针刺加电针。结果两组愈显

脉经芒针透刺）和对照组（常规针刺）
，治疗 2 个疗

率分别 75%、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

程后，用 Ashworth 肌张力评定法对两组治疗前及治

[16]

柴英芳

将 873 例中风偏瘫患者分为头针组 296

疗后肌张力的情况各评定 1 次。结果显示，两组治疗

例、体针组 114 例、头针配合体针组 463 例，对疗效

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

进行对比观察。
结果三组总有效率分别 98.3%、92.1%、

张文立等

[10]

将 105 例卒中后偏瘫痉挛状态患者

按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康复组、体针组和透穴针刺组各
35 例，均行基本康复治疗。体针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99.1%，头针配合体针组疗效均优于头针组、体针组
（P ＜0.01）。
[17]

王丽平等

研究头皮针、体针叠加疗法对中风偏

体针治疗；透穴组加用透穴针刺治疗。3 组患者

瘫痉挛状态的疗效，将 10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体针）

Barthel（BI）积分和 Fugl-Meyer 运动功能积分治疗

和观察组（体针＋头皮针）
，采用修改 Ashworth 痉挛

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透穴针刺

评定级、Brunnstrom 分级、Barthel 氏 ADL 指数分别

组明显优于康复组和体针组。

评定痉挛程度、运动功能水平、日常生活能力，考察

[11]

两种针法联合应用对中风后偏瘫患者痉挛状态的疗

黄靖宇等

将 45 例确诊中风上肢瘫痪患者予以

针刺健侧手少阳三焦经穴，以巨刺法治疗。结果临床

效。结果发现头针、体针叠加疗法对改善痉挛状态、

治愈 25 例，显效 12 例，好转 6 例，无效 2 例，有效

提高运动功能水平及日常生活能力的疗效优于单纯

率为 95.56%。

体针对照组（P ＜0.01）
。

[12]

郎建英等

将 79 例脑卒中后痉挛性瘫痪患者随

[18]

王波

将 90 例中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 3 组，每

机分为治疗组 37 例和对照组 42 例。治疗组采用靳三

组 30 例。空白对照组（A 组）给予药物治疗；阳性

针结合康复疗法；对照组单纯采用康复疗法。治疗后

对照组（B 组）在 A 组基础上配合循经辨证取穴法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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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治疗；观察组（C 组）在 A 组基础上配合子午流注

（发病第 11～20 d）
、恢复期（发病第 21～120 d）及

纳甲法针刺治疗。治疗 3 个疗程后，比较 3 组患者治

后遗症期（发病第 4～12 个月）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血液流变学指标及临床

意义；但 10 d 以内的 3 组（分别为病程≤48 h、49～

疗效。结果显示，3 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血

72 h 和 4～10 d）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谭桂

液流变学主要指标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

兰

学意义（P ＜0.05）
；且 C 组和 B 组的指标改善均优于

6 个月 3 个不同时间段脑梗塞患者的针刺疗效，结果

A 组（P ＜0.05）
；C 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3.3%，B 组为

表明病程越短疗效越好，尤其是 1 个月内开始介入针

96.7%，均明显优于 A 组的 73.3%（P ＜0.05）
，说明

刺的病人疗效最佳。解庆凡等

子午流注纳甲法可显著改善中风后患者的神经功能

患者分别在发病 72 h、2 周、4 周 3 个时间段介入治

缺损程度和血液流变学指标。

疗，结果发现，发病 72 h、2 周内介入组在运动功能

胡从富

[19]

[27]

观察比较了病程分别在 1 个月、1～3 个月和 3～

[28]

将 195 例急性脑梗塞

采用针刺配合挑刺治疗中风后上肢瘫

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均较 4 周组显著提高，由此

痪 60 例，3 个疗程后观察，痊愈 18 例，显效 24 例，

认为针刺介入越早效果越好，且具有安全性。东贵荣

有效 15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5%。

等

[20]

吴志敏等

将 60 例缺血性中风后偏瘫患者随机

[29]

于病灶侧百会穴至太阳穴采用头针透刺法治疗

急性出血性中风偏瘫患者，56 例患者均于发病 1 d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电针治疗；

内开始针刺，治疗 1 个月后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常规西

治疗组采用腕踝针结合电针，疗程为 14 次。结果治

药组和血肿碎吸组，表明针刺疗法能促进病灶血肿

疗组总有效率为 93.3%，对照组为 73.3%，两组总有

吸收及周围水肿消退，并无脑出血再发风险。刘孔

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

江

[21]

吕蕊等

将 78 例中风偏瘫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

[30]

则阐述了针刺早期介入重症中风病的必要性，其

根据是针刺治疗能够保护脑细胞，调节脑部供血，并

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39 例。对照组给予常

及时处理卒中并发症。

规药物治疗；试验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眼针治

2

疗。结果试验组治疗中风偏瘫的愈显率明显优于对照

评价与展望
针刺改善中风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疗效肯定。针

组（P ＜0.05）
。

刺方法众多，目前多采用体针、头针或多种刺法相结

1.2 留针时间

合的方法进行治疗。针刺的最佳介入时间越来越被人

针对中风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患者，目前公认的
[22]

体针留针时间为 20～30 min

[23]

。何扬子等

将 251

们接受，即在急性期病情不再进展、生命体征平稳且
不影响临床救治的前提下，针刺介入的时间越早，疗
[31]

例缺血性中风患者随机分为 3 组，针刺留针时间分别

效越好

为 20、40 和 60 min。主要观察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

也有学者认为早期快速针刺不留针能明显减轻瘫痪

分及临床疗效。结果显示，3 组的显效率分别为 46%、

肢体运动功能损伤程度

52%和 58%，大部分指标也显示随留针时间延长而改

少为宜，尚无统一认识。

善幅度较大的趋势，留针时间与针刺治疗缺血性中
风的疗效存在一定时效联系。房丽等

[24]

对脑梗死偏

瘫患者头针治疗疗效的比较研究显示，留针 12 h 疗
效优于留针 15 min。李海舟等

[25]

对头针不同留针时

。目前公认的体针留针时间为 20～30 min，
[32]

。然而头针的留针时间以多

针刺治疗中风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研究仍存
在一些问题。第一，从目前的临床文献来看，大样本、
随机对照、设计严格的临床疗效观察的文献相对偏少；
第二，观察方法尚存在不足之处，不能严格遵循随机、

间治疗脑卒中偏瘫疗效进行观察，研究显示，长时留

双盲、重复和对照原则选择病例；第三，影响针刺效

针组（24 h）治疗后在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

果的诸多因素，如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留针时间等

等方面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和短时留针组（30 min）

标准各异，为系统研究其临床疗效增加了难度。在今

（P ＜0.05）
，而短时留针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准，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疗效评价，使针刺治疗

1.3 介入时机
石学敏等

后的工作中需进一步统一与针刺疗法相关的量化标

[26]

中风病的临床研究更加完善，最大限度地发挥针刺治
采用醒脑开窍法治疗不同发病时期

疗作用。

缺血性中风 1922 例、出血性中风 601 例，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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