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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神益髓针刺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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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调神益髓针刺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84 例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 42 例、对照组 42 例,治疗组予调神益髓针刺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对照组予单纯康复训练治疗,于治疗前、第 1疗程、

第 2疗程、第 3疗程、第 4疗程分别进行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分、平衡功能(BBS)评分、下肢功能(Fugl-Meyer)评分。结果  

治疗组治疗后 ADL、BBS 及 Fugl-Meyer 评分及有效率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调神益髓针刺法结合康复训练

对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患者的平衡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及下肢功能方面均有明显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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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iao Shen Yi Sui Needling plu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Post-stroke Balance Disorders  HUO Lei, 
FU Kai-li, ZHAO Man-li, WANG Ze-ying.  Weifang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Weifang 261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iao Shen Yi Sui (regulating mind and supplementing marrow) needling 
plu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treating post-stroke balance disorders. Method  Eighty-four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of 42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of 42 case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intervened by Tiao Shen Yi Sui needling plu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b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lone. Th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Berg 
balance scale (BBS), and Fugl-Meyer Assessment Scale (FMA) were scored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respectively after the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treatment courses. Result  After intervention, the ADL, BBS, and FMA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iao Shen Yi Sui needling plu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produce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improving balance function, ADL, and function of lower extremities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balance disorders. 
[Key words]  Acupuncture; Post-stroke sequelae; Tiao Shen Yi Sui; Balance disorders; Point combination 
 

脑卒中是指由于急性脑循环障碍所致的局限或全

面性脑功能缺损综合征,又称急性脑血管事件。根据病

理性质的不同,又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缺血

性卒中又称脑梗死,是指各种原因所致脑部血液供应

障碍,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出现相应神经功能

缺损。脑出血是指原发性非外伤性脑实质内出血[1]。

脑卒中的年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平均为 140/10 万至

200/10 万人口[2],按照梗死或出血部位不同,分为不同

类型的脑梗死或脑出血。我们选取的患者皆为小脑出

血或小脑梗死患者。我们应用调神益髓针刺法结合康

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取得了一定

的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84 例入组病例均来源于潍坊市中医院 2011 年 9

月至2013年10月中风科病房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按入组时间顺序以 1:1 比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年龄(岁) 病程(月) 分期(例)  中风类型(例) 

男 女  最小 最大 平均( x ±s) 最短 最长 平均( x ±s) 恢复期 后遗症期  缺血性 出血性

治疗组 42 22 20  38 74 59±7 1 7 2.0±1.6 38 4  38 4 

对照组 42 25 17  36 72 59±6 1 7 2.3±1.1 35 7  39 3 

1.2  纳入标准 

①脑梗死、脑出血诊断参照 1995 年第四届全国

脑血管学术会议通过的诊断标准[3];②头颅 CT 或者

MRI 表现为小脑梗死或小脑出血;③临床表现为站立、

行走困难,运动功能失调等;④年龄 35～70 岁,性别不

限;⑤ADL 评分＞41 分;⑥NIHSS 评分≤15 分;⑦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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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量表评分≥21 分;⑧入选者和/或其监护人签署

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①年龄＜35 岁或者＞70 岁的患者;②有严重的

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③有晕厥、哮喘或者是慢

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病史的患者;④检查证实由脑肿瘤、

脑外伤、脑寄生虫病、代谢障碍、风湿性心脏病、冠

心病及其他心脏病合并房颤引起的脑栓塞患者;⑤患

者或家属不同意签署本治疗方案患者。 

1.4  排除标准 

①因不良反应而终止治疗者;②不依从设计方案

规定者。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2.1.1  调神益髓针刺法 

头部取百会、四神聪、调衡三针(枕骨粗隆下缘正

中及其左右旁开各 1.5 cm,向下引 3～4 cm,共三穴)、

调运三针(上点为前发际至枕骨粗隆下缘正中连线中

点后0.5 cm处,下点为眉枕线与鬓角发际前缘相交处,

上下两点连线,分别取上下点连线上点、连线上 2/5

点与下 2/5 点,共三穴)、调颤三针(调运三针向前平移

1.5 cm,共三穴)、晕听区(耳尖直上 1.5 cm)。 

项部取风府、风池(双)、大杼(双)、完骨(双)、

颈夹脊(C3-6)。 

患者取坐位,皮肤常规消毒,取 0.30 mm×40 mm

毫针,快速进针,采取平补平泻手法,留针 30 min。10 d

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2 d,连续治疗 4 个疗程。 

2.1.2  康复平衡训练 

康复平衡训练法参照对照组。 

2.2  对照组 

予康复平衡训练法,包括静态平衡训练、自动态平

衡训练和其他动态平衡训练法。 

2.3  疗程及随访 

10 d 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2 d,连续治疗 4 个

疗程。分别于治疗前、每个疗程结束后进行评价。 

 

3  治疗效果 

3.1  观察指标 

3.1.1  一般情况评定 

一般体格检查及治疗开始和 4 个疗程后的血、尿、

便常规,肝、肾功能及心电图等指标变化情况。 

3.1.2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使用 ADL 评定生活能力,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分。

评分＞60 分基本完成,41～60 分需要帮助,20～40 分

需要较多帮助,＜20 分完全需要帮助。 

3.1.3  平衡功能评定 

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

评价患者平衡功能。评分 0～20 分需要轮椅,21～40

分为辅助步行,41～56 分可独立行走[4]。 

3.1.4  下肢功能评定 

采用 Fugl-Meyer 评价患者下肢功能改善。评分＜

50 分为严重运动障碍,50～84 分为明显运动障

碍,85～95 分为中度运动障碍,96～99 分为轻度运动

障碍。 

3.2  疗效标准 

3.2.1  生活能力评定 

以 ADL 为主要参考指标,采用尼莫地平法计算疗

效指数。疗效指数=[(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治疗

前积分]×100%。 

显效:疗效指数≥20%。 

进步:疗效指数 10%～20%。 

无退步:疗效指数 0%～10%。 

无效:疗效指数＜0%。 

3.2.2  平衡功能评定 

以 BBS 为主要参考指标,采用尼莫地平法计算疗

效指数。疗效指数=[(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治疗

前积分]×100%。 

显效:疗效指数≥20%。 

进步:疗效指数 10%～20%。 

无退步:疗效指数 0%～10%。 

无效:疗效指数＜0%。 

3.2.3  下肢功能评定 

以 Fugl-Meyer 为主要参考指标,采用尼莫地平法

计算疗效指数。疗效指数=[(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

分)/治疗前积分]×100%。 

显效:疗效指数≥20%。 

进步:疗效指数 10%～20%。 

无退步:疗效指数 0%～10%。 

无效:疗效指数＜0%。 

3.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3.4  治疗结果 

3.4.1  两组治疗前后 ADL 评分比较 

经t检验,两组患者治疗前ADL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各个疗程 ADL 评分与

同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治疗后各疗程 ADL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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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ADL评分比较                                                                   ( x ±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第 1 疗程 第 2 疗程 第 3 疗程 第 4 疗程 

治疗组 42 42.23±9.47 43.56±10.17
1)2)

55.29±9.71
1)2)

60.45±8.94
1)2)

 66.57±9.89
1)2)

对照组 42 41.79±9.56 42.55±8.98
1)
 50.67±9.87

1)
 53.42±8.85

1)
 55.78±9.12

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1)
P＜0.05;与对照组比较

2)
P＜0.05 

3.4.2  两组治疗前后 BBS 评分比较 

经t检验,两组患者治疗前BB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各疗程 BBS 评分与同

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

疗后各疗程 BBS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3。 

3.4.3  两组治疗前后 Fugl-Meyer 评分比较 

经 t 检验,两组患者治疗前 Fugl-Meyer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各个疗程

Fugl-Meyer 评分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各疗程 Fugl-Meyer 评分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4。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 BBS评分比较                                                                   ( x ±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第 1 疗程 第 2 疗程 第 3 疗程 第 4 疗程 

治疗组 42 21.83±2.79 23.58±2.89
1)2)

30.12±2.88
1)2)

37.25±2.81
1)2)

 46.25±3.02
1)2)

对照组 42 21.65±2.56 22.67±2.07
1)
 28.55±2.45

1)
 36.44±2.75

1)
 40.81±3.30

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1)
P＜0.05;与对照组比较

2)
P＜0.05 

表 4  两组治疗前后 Fugl-Meyer 评分比较                                                            ( x ±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第 1 疗程 第 2 疗程 第 3 疗程 第 4 疗程 

治疗组 42 50.25±2.25 53.59±2.84
1)2)

59.67±2.67
1)2)

63.94±2.78
1)2)

 67.87±2.58
1)2)

对照组 42 50.17±2.08 53.78±2.57
1)
 57.81±2.69

1)
 60.65±2.75

1)
 64.65±2.78

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1)
P＜0.05;与对照组比较

2)
P＜0.05 

3.4.4  两组 ADL 疗效比较 

两组 ADL 总有效率经卡方检验,P＜0.05,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5。 

表5  两组ADL疗效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进步 无退步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2 13(30.9) 17(40.5)  4(9.5)  8(19.1)  80.9
1)
 

对照组 42  8(19.1) 14(33.3) 7(16.7) 13(30.9) 69.1 

注:与对照组比较
1)
P＜0.05 

3.4.5  两组 BBS 疗效比较 

经卡方检验分析,P＜0.05,两组 BBS 总有效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6。 

表6  两组BBS疗效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进步 无退步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2 10(23.8) 14(33.3) 11(26.2)  7(16.7)  83.3
1)
 

对照组 42  8(19.1) 14(33.3) 8(19.0) 12(28.6) 71.4 

注:与对照组比较
1)
P＜0.05 

3.4.6  两组 Fugl-Meyer 疗效比较 

经卡方检验分析,P＜0.05,两组 Fugl-Meyer 总有

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7。 

表7  两组Fugl-Meyer疗效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进步 无退步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2 10(23.8) 16(38.1) 7(16.7)  9(21.4)  78.6
1)
 

对照组 42  7(16.7) 13(30.9) 8(19.1) 14(33.3) 66.7 

注:与对照组比较
1)
P＜0.05 

 

4  讨论 

平衡是人体保持体位,完成各项日常生活活动,尤

其是步行的基本保证,是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下维持

身体直立姿势的能力。人体能够在各种情况下保持平

衡,有赖于中枢神经系统控制下的感觉系统和运动系

统的参与、相互作用以及合作。躯体感觉、视觉以及

前庭三个感觉系统在维持平衡的过程中各自扮演不同

的角色。从解剖学角度,平衡功能的维持依赖于脑干、

小脑及前庭系统的协同作用[5-10]。 

采用针刺头部腧穴治疗疾病,历代文献均有记载,

最早见于《内经》,因脑与经络关系密切,脑主宰人的

精神和躯体运动,主要是通过经络以运行气血、协调阴

阳、联系脏腑和肢体的功能而实现的,故采用针刺头部

穴位来治疗疾病[11-17]。现代医学认为大脑皮层功能定

位在头皮的投影区即是头针刺激区。针刺大脑皮层所

投影的头皮区,可引起头皮神经和骨膜的效应,造成中

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或抑制,调整人体生理功能,从而达

到治疗目的。我们选择“调神益髓”针刺法主要依据

颅脑解剖定位选取穴位,现将各穴选择方案简单介绍

如下。 

百会位于左右半球中央沟中点,处于人之头顶,在

人的最高处,手足三阳经及督脉的阳气在此交会[18-27];

调横三针均位于后枕部,相当于小脑半球和脑干在头

部的投影区并有枕动、静脉分布,因此针刺调衡三针可

以直接改善小脑脑干的血液供应,进而改善小脑脑干

的功能;调运三针位于大脑皮质中央前回在头皮上的

投影,主管肢体及躯干的运动;调颤三针位于纹状体在

大脑皮层的投影,纹状体具有调节各肌群间的运动和

调节肌张力等功能,因此,针刺调衡三针可以协调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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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功能,调运三针、调颤三针可以协调四肢运动功能,

从而有利于改善肢体平衡。风池、风府两穴均处于脑

后颈部之枕骨大孔及延髓中枢体表投影处,其深部正

是环、枢椎处,而此处是椎动脉发生重大折曲之处,并

经椎动脉沟穿过寰枕筋膜至枕骨大孔段(即椎动脉之

“寰椎段”),椎-基底动脉是脑血液供应的一个重要来

源,脑的动脉血 20%～30%来自椎动脉,椎-基底动脉除

分布于间脑后半部、大脑枕叶和颞叶的一部分外,主要

分布于脑干和小脑,颈夹脊位于椎动脉附近。因此针刺

风池、风府、完骨、颈 3-6夹脊穴可以改善椎基底动脉

系统的血液供应[28-34],进而改善脑干和小脑的血液供

应,从而促进脑干和小脑的功能恢复,改善肢体平衡功

能。 

脑卒中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一方面要积极控制好

基础疾病,另一方面应该进行相应的康复训练,这对患

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有积极的临床意义[35-36]。“调神益

髓”针刺法结合康复训练能有效地改善脑卒中后患者

的平衡功能,提高其生活质量,提高患者下肢运动功能

作用明显优于康复平衡训练法,且临床效果可观。因本

研究样本量不够大,笔者拟将采取多中心研究方式,进

一步扩大样本量,从中医学、针灸学、现代康复医学角

度进一步优化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治疗

手段,为制定临床康复方案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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