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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隔附子饼灸法治疗中风后尿失禁临床研究
方庆霞 1，邹萍 1，李超 2，张华 1，李竞 1
１．北京市第二医院中医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１；２．北京市第二医院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观察改良隔附子饼灸法治疗中风后尿失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9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
治疗组给予改良隔附子饼灸法、基础针刺治疗，对照组给予基础针刺治疗，2 组均治疗 3 周。结果：治疗后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84.44%，对照组为 64.44%，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 2 组患者 Barthel 指数评分较治疗前有所上升 （P >
0.05）；尿失禁程度评分较治疗前有所降低 （P < 0.05），其中尿失禁程度评分较对照组降低更为显著 （P < 0.05）。结论：改良隔附
子饼灸法治疗中风后尿失禁疗效确切，操作简单易行，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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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当今世界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之一，

程度的尿频、尿急、夜尿多等症状。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②年龄 １８～８０ 岁；

其死亡率约占所有疾病的 １０％，致残率 ５０％￣７０％，严重威

1.3

胁人类生存质量 。尿失禁在脑卒中后排泄障碍中的发病率占

③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纳入标准

①非脑血管疾病引发的尿失禁；②患者意识

首位 。有关文献表明，住院脑卒中患者中有 ３２％￣７９％合并

1.4

有尿失禁，急性期脑卒中近半数有尿失禁，病后 ６ 月的发生

不清或智能障碍，不能配合治疗和检查；③合并严重的心、

率占 １／５［３］。尿失禁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痛苦，也是褥疮、泌尿

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患者。

系感染发生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康复进程和生活质

1.5

量。本研究应用改良隔附子饼灸法治疗中风后尿失禁，临床疗

针、断针等要求停止治疗，未能完成治疗疗程者；②纳入后非

效确切，现报道如下。

病情变化或治疗原因而未按试验方案完成治疗的病例；③受试

１ 临床资料

过程中自行退出者；④患者死亡。

［２］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排除标准

脱落标准

①在进行针灸治疗过程中受试者现晕针、滞

２ 治疗方法
基础针刺治疗。参照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中风

间于北京市第二医院针灸科门诊就诊及中医科病房住院，诊断

2.1

为中风后尿失禁的患者共 ９０ 例，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将患者

病临床路径接受针对中风的常规针刺治疗，对于排尿障碍不予

按 １∶１ 原则分为 ２ 组各 ４５ 例。治疗组男 ２６ 例，女 １９ 例；

特殊针刺治疗。主穴：曲池、合谷、内关、足三里、阳陵泉、

年龄 ５８￣７８ 岁，平均（６８．２９±７．３８）岁；病程 ６￣１８ 月，平均

三阴交为主穴加减，平补平泻法。

（９．３６±３．７４）月。对照组男 ２４ 例，女 ２１ 例；年龄 ５６￣７８ 岁，

2.2

平均（６６．５３±６．９７）岁；病程 ６￣２０ 月，平均（８．５９±３．１６）年。２

附子饼制法：将附子研末，加少量水、精粉、蜂蜜（药物、精

组间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

粉、蜂蜜比例为 ８∶１∶１）制成厚 ０．６ ｃｍ，直径 ３ ｃｍ 药饼，

性。

用 ５ 号注射针在其上等间距穿 １２ 个小孔，晾干备用。操作：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①参照 １９９５ 年全国第四届

对照组

治疗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改良隔附子饼灸法治疗。

在气海、关元穴上放置附子饼，其上放统一规格的自贴式艾柱

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脑血管病诊断要点，诊断为脑卒中；

（河南南阳绿莹艾绒厂），由柱顶点燃艾柱施灸，每个穴位连灸

②随意排尿功能存在或不完全，抑制排尿功能减弱或丧失；③

３ 壮。以患者能忍受为度，局部皮肤以产生红晕充血为宜，防

不同程度的尿失禁，伴或不伴尿急。中医诊断标准：①参照

止起泡或引起烫伤。

１９９５ 年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修订 《中风病中医诊断和疗效
评定标准》 诊断为中风病；②排尿不能自主控制，可伴有不同

２ 组均每天治疗 １ 次，连续治疗 ５ 天后休息 ２ 天，３ 周为
１ 疗程，共治疗 １ 疗程。

［收稿日期］ 2015-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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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辛温大热，行十二经脉，走而不守，外达皮毛而除表寒，内

３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尿失禁程度评分、日

达脏腑而温冷痛，具有补火助阳、散寒止痛功效。与药物同

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评分）、不良事件的种类和数

灸，借助火力以升药力，使灸火药力直达病所，从而加强了艾

量。

灸的作用，以温经散寒、疏通经络、理气止痛。气海、关元均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x±s）

为任脉要穴，具有振奋肾阳、补益肾气之功。在该部位予药物

表示，治疗前后自身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 ２ 组

灸法，可强化其补虚、温阳之功。

3.1

观察项目

２

传统隔附子饼灸法为将清艾绒制成大小、形状合适的艾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柱，将艾柱置于预先制好的药饼上来施灸，该操作方法具有艾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 检验。
痊愈：无尿频、尿急、尿失禁，临床症状评

柱易脱落，易烫伤病人，且附子饼制作有大小等不同，临床疗

分减少 ９０％以上（包括 ９０％）；有效：偶有尿失禁，临床症状

效观察上欠客观性等弊端，同时由于灸法操作的危险性及烟

评分较疗前减少 ５０％￣９０％；无效：临床症状评分较疗前减

熏、气味，限制了其临床应用。笔者将其进行改良，将附子饼

少 ５０％以下。

固定于穴位皮肤表面，将传统艾柱改为统一规格的自贴式艾

4.1

４．２

疗效标准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１。治疗后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柱，粘贴与附子饼上，由柱顶点燃艾柱施灸，既避免烫伤病

８４．４４％，对照组为 ６４．４４％，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人，同时也将附子饼制法方便整齐化，保证了附子饼的统一，

０．０５）。

便于临床观察及应用。

组 别

n

表1
痊愈

治疗组

４５

４（８．８９）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无效
有效

例（％）
总有效

３４（７５．５５）

７（１５．５６）

２７（６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５ ２（４．４４）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１６（３５．５６）

４．３

３８（８４．４４）①
２９（６４．４４）

临床中，有学者采用隔姜隔盐灸神阙穴，或针灸任督脉治
疗中风后尿失禁，均取得了较好疗效 ［４￣６］。在本次观察中，治
疗后 ２ 组患者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评分较治疗前有所上升（P ＞ ０．０５），
尿失禁程度评分较治疗前有所降低（P ＜ ０．０５），其中治疗组对
尿失禁程度评分的改善疗效更显著（P ＜ ０．０５），提示改良隔附
子饼灸法对于中风后尿失禁的疗效确切，今后可进一步探讨隔

2 组治疗前后 Barthel 指数、尿失禁程度评分比较

见表

附子饼灸法的作用机制，为其在临床广泛推广提供理论支持。

２。治疗后 ２ 组患者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评分较治疗前有所上升（P ＞
０．０５），尿失禁程度评分较治疗前有所降低（P ＜ ０．０５），其中尿

［参考文献］

失禁程度评分较对照组降低更为显著（P ＜ ０．０５）。

［１］

表2
组 别

n

治疗组

４５

对照组

４５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８６．

2 组治疗前后 Barthel 指数、尿失禁
程度评分比较（x±s）

时 间

分

［２］

４２．００±１８．５６

９．７８±１．５７

治疗后

５９．００±２１．７６①

３．２６±１．８７①②

治疗前

４１．００±１９．３８

９．３７±１．４８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ｔｕｄｙ ［Ｊ］．Ｓｔｒｏｋｅ， １９９７， ２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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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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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ｌａｄｄ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ｕｒｇｅ ｔｏ ｖｏｉｄ

治疗后
５６．００±１８．９６①
５．３３±１．０５①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ｍｅｎ［Ｊ］．Ｂｒａｉｎ，２００１，１２４（２）：３６９－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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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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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评分 尿失禁程度评分

治疗前

张国瑾，赵增荣．国外脑血管疾病研究进展［Ｍ］．北京：

刘慧林，王麟鹏．隔姜隔盐灸治疗中风后排尿功能障碍
对照研究［Ｊ］．中国针灸，２００６，２６（９）：６２１－６２２．

4.4

不良反应

２ 组患者均见治疗部位皮下出血各 ３ 例，予

［５］

热敷 ３ 天左右皮下出血消失。治疗组未发生烫伤等不良事件。
５ 讨论
中医学认为，本病的病位为膀胱，病因多为肾气亏虚或下
焦虚寒，故在治疗上亦多选用灸法。利用艾绒易于燃烧，火力
温和，其热能穿透皮肤、直达组织深部的特点而治疗疾病。附

罗文舒．针灸任督脉治疗中风后尿失禁的临床研究［Ｊ］．
广西中医药学报，２００９：１２（１）：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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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雅丽，张露芬，付渊博，等．隔姜隔盐灸神阙穴治疗
缺血性中风后急迫性尿失禁 ４５ 例随机对照临床观察［Ｊ］．
中医杂志，２０１４，５５（１９）：１６４８－１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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