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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卒中单元下的健康教育对气虚型中风病人的影响
王泽颖�赵曼丽

摘要：目的　观察中医卒中单元下的健康教育对气虚型中风病人神经功能缺损、再入院率、血脂等的影响。方法　将100例气
虚型中风病人随机分为中医健康教育组（观察组）与西医健康教育治疗组（对照组）。观察组采取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健康教育�即采
取不限制饮食、减少运动量等健康教育内容。对照组采取低盐、低脂饮食�限制总热量摄取�每天运动1h～2h。结果　与对照组比
较�观察组的气虚证积分、神经功能评价（NIHSS）、生活能力评价（BI）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的再入院率为14．0％、
并发症为38．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6．0％与62．0％（P＜0．05）。医疗满意度评分为（90．82±7．97）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5．11±
9．74）分（P＜0．005）。结论　与现代医学的健康教育内容相比�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健康教育能提高气虚型中风病人的日常生活能
力�提高病人满意度�减少再入院率和并发症�从而降低治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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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in Stroke Unit of Medicine on Stroke with Qi Deficiency
Wang Zeying�Zhao Manli／／Weifang Hospital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dong （Weifang261041）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in stroke unit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on stroke pa-
tients （pts） with Qi deficiency．Methods　One hundred stroke pts with Qi deficienc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2groups：Experimental
group （EG） and control group （CG）．The pts in EG was given health education guid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in
which the exercise was reduced and the food was not limited．The pts in CG toke food with low salt and fat�the total calories were limited
and exercised1－2hours a day．Resul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scale of Qi deficiency�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and Barthel Index （BI） between two groups （P＜0．05）．The complications and the rehospitalization were less in EG than
that in CG （P＜0．05）．VAS （Visual Analogue Scales） was higher in EG than that in CG （P＜0．005）．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modern medicine�the stroke pts with Qi deficiency�whose health education was guid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were be able to improve the daily activities and VAS．The complications and the rehospitalization wer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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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中单元是指为卒中病人提供药物治疗、肢体康复、语言训
练、心理康复和健康教育�改善住院卒中病人医疗管理模式、提
高疗效的系统 ［1］。近年来�各地经过学习与借鉴卒中单元模式�
结合祖国医学的特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卒中单
元 ［2�3］。健康教育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容上祖国
医学与现代医学所提倡的有所不同�但目前尚未见从中医理论
角度进行研究的报道。按照中医理论�不同的辨证分型应该进
行不同方式和内容的健康教育�本研究即是辨证施教�旨在观察
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健康教育对气虚型中风病人的影响�进而为
中医特色的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0例病例选自2004年1月－2005年6月山
东省潍坊市中医院的卒中单元内脑梗死或脑出血的病人�诊断
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 ［4］�并经颅脑
CT 或磁共振（MRI）确诊。中医诊断参照卫生部1993年《中药
新药治疗中风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和《中风病辨证诊断标
准》。气虚证证候诊断得分＞10分者。将病人随机分为中医健
康教育组（观察组）与西医健康教育治疗组（对照组）�其中男59
例�女41例�年龄38岁～80岁�平均62．2岁�住院9d～95d�
平均17．5d。发病前诱因：劳倦者85例�节食（包括刻意限制某
一类食物）76例�过度锻炼22例。治疗前两组病人的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病种、发病部位、发病时间、发病诱因、职业、文化
程度、住院前病史等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均按卒中单元的规范进行中药、西药、针灸、推
拿、物理康复等治疗�教育方式均采取床边口头讲解、集体听课、
发放健康教育传单、播放影碟等。出院前对两组病人发放中风
病健康教育试卷进行测试�住院期间每周1或2次�出院后每2
周～4周1次。
1．2．1　对照组　参照《BNC 脑血管病治疗指南》［5］�如戒烟限
酒�低盐低脂饮食�限制总热量的摄取�每天快步行走或其他运
动（1～2） h�并控制体重。
1．2．2　观察组　不限制饮食总量�根据病人的不同口味�适量
予以瘦肉、奶、蛋等厚味温补及血肉有情之品�但不宜过饱�以不
腻为度�忌食生冷。同时运动量宜少�包括康复锻炼�每次运动
（5～10） min�以病人耐受为度�增加被动运动�减少主动运动�
主动运动尽量不持重�以远端肢体锻炼为主。
1．3　观察项目及指标　气虚证积分、神经功能评价（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生活能力评价（Barthel 指数�
BI）、血脂分析（TC�TG�HDL－C）、并发症（感染、上消化道出
血、抑郁及焦虑等）、再入院率、问卷测试（百分制�＞80分为优�
60分～80分为良�＜60分为差）、病人满意度（用100mm 的直
线�始端是对医疗最不满意�计分为0�末端是对医疗最满意�计
分为100分�病人在线上做标记�根据其距离评定）。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选择5％为置信水平�单因素分析中�
双侧 t 检验比较两组连续性变量�χ2检验比较非连续性数据进
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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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气虚证积分比较（见表1）　治疗2周末及6
个月末两组气虚证积分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P＜0．05）。
说明观察组健康教育方式和内容有助于气虚证病人的恢复。

表1　两组治疗前后气虚证积分比较（ x± s） 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2周末 6个月末
观察组 50 15．23±4．85 13．22±4．211） 8．98±2．671）
对照组 50 14．98±4．96 15．76±5．99 11．78±5．23
　　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1） 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及生活能力评价（见表2）
表2　两组 NIHSS 及 BI 评分比较（ x± s） 分

组别 n NIHSS BI　
观察组　治疗前 50 13．98±5．77 22．47±12．55
　　　　治疗后2周末 50 9．26±4．231） 48．56±17．561）
　　　　治疗后6月末 50 6．41±3．851） 69．85±20．151）
对照组　治疗前 50 14．22±5．46 21．59±11．42
　　　　治疗后2周末 50 11．22±4．98 39．12±15．23
　　　　治疗后6月末 50 8．47±3．96 60．12±21．03
　　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1） P＜0．05

2．3　再入院率　治疗6个月末病人因各种原因再入院情况�观
察组为7例（14．0％）�对照组为18例（36．0％）（χ2＝6．45�P＜
0．05）。
2．4　合并症　治疗2周末新发生的并发症。观察组为14例
（28．0％）�对照组为24例（48．0％）（χ2＝4．24�P＜0．05）；治疗
6个月末观察组为19例（38．0％）�对照组31例（62．0％）（χ2＝
6．11�P＜0．05）。
2．5　血脂分析　治疗前后两组三酰甘油、胆固醇均有明显改
善�但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2．6　问卷测试　观察组治疗2周末和6个月末问卷得分分别
为（86．50±5．66）分、（90．00±6．59）分；对照组治疗2周末和6
个月末问卷得分分别为（88．60±6．77）分、（91．30±7．68）分�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7　病人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为（90．82±7．97）分�对照组
（85．11±9．74）分�观察组满意度较高（ t＝3．20�P＜0．005）。
3　讨　论

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促使
人们自愿地采取有利于健康的行为�消除或减少危险因素�降低
发病率、伤残率和病死率�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并对教育
后果做出评价的一门科学 ［5］。现代医学认为高脂血症、肥胖、久
坐的生活方式都是卒中的危险因素�因此在卒中的健康教育中
建议低脂饮食、控制体重�加强体育锻炼 ［5］。而本组气虚型的卒
中病人主要表现为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动则汗出�甚至心悸气
短�常常因为乏力而不能接受康复锻炼。此类病人如果采取以
上的健康教育方式�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

按照中医理论�造成气虚型中风的原因大多由于劳倦、饮食
不节、起居失常等�本组病例的发病诱因也说明了这一点。按照
审因论治的观点�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关键首先是祛除病因�因此
针对气虚型中风采取了以下3方面的措施�并取得了满意的疗

效：①根据《内经》“劳则气耗”的观点�适当减少运动量�变主动
运动为被动运动�主动运动尽量不持重�适当静卧以养气；②不
限制病人的饮食总量�因为气由饮食水谷所化生�只有饮食充
足�才能使气有化生之源；③根据《内经》“精气夺则虚”“形不足
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原则�适当增加厚味温补
之饮食以补气。这种健康教育的方式�不仅使气虚证得到明显
改善�提高了生活质量�而且在神经功能缺损和日常生活能力方
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减少了并发症�减少了再入院率�因而也就
降低了治疗成本�减少了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本研究中并
发症的明显减少可能是由于重视了整体观念。在健康教育中不
仅考虑到卒中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从气虚证出发�注意到气虚证
及引起气虚证的原因是导致中风的主要因素�也是其他并发症
产生的潜在危险因素。通过中医健康教育有效地改善了气虚
证�不但能促进中风病人尽快康复�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并发症
的产生。这也是“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思想的具体体现。

本组病例由于不限制饮食总量�反而增加了肉类等血肉有
情之品的摄入�从理论上讲造成高脂血症的机会会增加�但本组
病人并没有因为饮食不同而致血脂增高。很多报道显示 ［6�7］�
以肉、奶为主食的藏族、哈萨克族人群的血脂水平反而低于以碳
水化合物为主食的汉族人。这是否意味着气虚型病人与藏、哈
等以肉食为主的民族一样有更强的脂肪代谢能力有待于进一步

观察。我们还注意到两组病人的满意度评分有明显的差异�病
人对中医观念下的健康教育较为满意。除了疗效因素之外�沟
通和交流的增加是使病人满意度增高的原因 ［8］。从问卷测试情
况看�两组病人对健康教育掌握的程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医护
人员与病人交流的时间大致相等�即病人满意度的提高不是由
于医护人员的特别关怀而获得�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医观念
下的健康教育更加充分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并没有
过分强调增加运动量、节制饮食�而是根据不同病人的实际情况
采取了更加适合病人的健康教育方式�使病人更加容易接受而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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