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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腑泻浊汤灌肠联合按摩辅助救治急性脑中风疗效与护理体会
梁城英，郑婷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成人急诊，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通腑泻浊汤灌肠联合按摩辅助救治急性脑中风的临床疗效，并总结护理经验。方法：将 88 例急性脑中风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4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及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通腑泻浊汤灌肠，并配合循经按摩，
治疗前及疗程结束后均对患者进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NIHSS） 评分，并评估临床疗效。结果：总有效率对照组为
77.27%，观察组为 93.18%，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治疗后，2 组 NIHSS 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P < 0.01）；观
察组 NIHSS 评分改善较对照组更明显 （P < 0.01）。结论：通腑泻浊汤灌肠辅助救治急性脑中风，并配合循经按摩，能迅速、有效
地改善急性脑中风患者的意识水平、活动能力及语言能力，缓解神经功能缺损表现，促进中风后康复。
［关键词］ 急性脑中风；通腑泻浊汤；灌肠；按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NI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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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风又称脑卒中，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临床分为

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③年龄 １８～８０ 岁，病程≤７２ ｈ；④疗程

出血性和缺血性两大类，其主要临床表现是忽然出现不同程度

完整。

的意识障碍、言语不利及肢体麻木或瘫痪，有较高的致残率和

1.5

死亡率。脑中风属于中医学厥证范畴，急性期风、热、痰、瘀

肝肾功能不全、造血系统、心脏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的患者；③

等标实之症明显。本院急诊科采用通腑泻浊汤灌肠、按摩辅助

合并恶性肿瘤或恶病质者；④临床资料不全。

救治急性脑中风患者，临床疗效明显，现报道如下。

２ 治疗与护理方法

１ 临床资料

2.1

排除标准

对照组

①治疗期间出现其他较严重并发症；②合并

予积极治疗原发病，降颅压，亚低温脑保护，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在本院治疗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抗感染及营养支持治疗。予脉络宁注射

的 ８８ 例急性脑中风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液（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２０ ｍＬ 加入 ５％葡

组各 ４４ 例。对照组男 ２６ 例，女 １８ 例；年龄 ５０～７８ 岁，平

萄糖注射液 ５００ ｍＬ 中静脉滴注活血通脉，每天 １ 次；予以常

1.1

一般资料

均（６４．３±１１．０）岁；病程 １０～５８ ｈ，平均（２５．５±９．４）ｈ；急性脑

规护理，包括监测生命体征、吸氧、定时吸痰和拍背预防肺部

出血 ２０ 例，急性脑梗死 ２４ 例。观察组男 ２９ 例，女 １５ 例；

感染、定时翻身预防褥疮等。以 ７ 天为 １ 疗程，连续治疗及

年龄 ５１～７７ 岁，平均（６３．７±１０．８）岁；病程 ９～６０ ｈ，平均

护理 ４ 疗程。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通腑泻浊汤灌肠，基

（２３．２±８．８）ｈ；急性脑出血 １８ 例，急性脑梗死 ２６ 例。２ 组性

2.2

别、年龄、病程、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本药物组成：生大黄（后下）５０ ｇ，瓜蒌、胆南星、石菖蒲、川

（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芎、枳实、桃仁、丹参各 １５ ｇ，水牛角（先煎）１０ ｇ，生甘草 ９

1.2

诊断标准

参照 《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 中脑出
［１］

血、脑梗死的诊断标准。

观察组

ｇ。每天 １ 剂，水煎至 ２５０ ｍＬ，待药液冷却至 ４０℃左右时保
留灌肠，每天 １ 次。除常规护理外，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经

中医辨证分型属中风 － 中脏腑 － 痰热腑实

络按摩，选取手足阳明经及督脉循经进行揉按，每次 ２０～３０

证 ，症见口噤不开，两手握固，大便干燥，肢体强痉，躁动

ｍｉｎ，每天 ２ 次。以 ７ 天为 １ 疗程，连续治疗及护理 ４ 疗程。

不安，颜面潮红，呼吸气粗，舌绛身热，脉弦数。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1.3

辨证标准

［２］

1.4

纳入标准

①符合以上诊断标准与辨证标准，且经头颅

ＣＴ 或 ＭＲＩ 确诊；②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患者家属知

3.1

观察指标

治疗前及疗程结束后均对 ２ 组患者进行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ＮＩＨＳＳ）评分，包括意识水平、凝视、

［收稿日期］ 2015-07-11
［作者简介］ 梁城英 （1979-），女，护师，主要从事急诊科的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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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瘫、上肢运动、下肢运动、语言等 １１ 项，分值越高代表神

瘀，恢复中焦转运之功，达到大便通畅、六腑通顺、肝风平

经功能损伤越严重，并根据 ＮＩＨＳＳ 评分判断临床疗效。

熄、血热清利、脉络畅行、瘀阻消散、神志复聪等一系列良性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循环的功效。中风急性期应用通腑泻浊法，不但能使腑气通

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畅，气血得以敷布，从而改善肢体麻木或不遂症状，还能使胃

料比较采用 χ 检验。

肠之痰热积滞泻出，浊邪不能上扰清阳，三可急下存阴，防止

3.2

统计学方法
２

阴液劫伤于内，阳气外脱，导致变证发生［３］，也避免气血逆乱、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 《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行）》

［２］

腑气不通、用力排便而造成脑络破裂，血溢脉外，发为中风。
通腑泻浊之法同样可以用现代医学进行解释。急性脑中风

拟定。痊愈：ＮＩＨＳＳ 评分减少 ９１％～１００％，病残程度为 ０
级；显效：ＮＩＨＳＳ 评分减少 ４６％～９０％，病残程度为 １～３

患者脑组织受损、神经功能紊乱，应激产生的毒性氧自由基、

级；有效：ＮＩＨＳＳ 评分减少 １８％～４５％；无效：ＮＩＨＳＳ 评分

代谢毒性物质及兴奋性氨基酸（ＥＡＡ）等损伤了微血管内皮细胞

减少 １８％以下或患者死亡。

和神经细胞，而且由于脱水降颅压治疗，机体水液负平衡，胃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１。总有效率对照组为７７．２７％，

肠液体丢失，必然出现大便秘结。通腑泻浊法可祛除损害因

观察组为 ９３．１８％，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１）。

素、畅通气血的渗灌，是治疗急性脑中风的核心环节，一方面

组 别

n

表1
痊愈

对照组

４４

２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无效 总有效率（％）
有效
显效
９

１６
６
观察组 ４４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1
４．３

２３

１０

１９

３

2 组治疗前后 NIHSS评分比较

７７．２７
９３．１８①

辅助西药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改善脑循环，另一方面使
大量有毒的代谢物质排出，减轻其对神经系统的损伤。另外，
通腑泻浊法还可通过减轻腹压、下降膈肌，改善肺通气功能，
减少肺部感染发生率，治疗中风急性期可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通腑泻浊汤中以大量生大黄荡涤肠胃、通腑泻热、行瘀通
经，功专力宏而效速；瓜蒌清热化痰、润肠通便，枳实破气除

见表 ２。治疗前，２ 组

痞、化痰消积为辅，助大黄荡涤痰热、通腑下气；水牛角平肝

ＮＩＨＳＳ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治疗后，２ 组

熄风、凉血泻热，使肠道积热速泻；桃仁、丹参清血分瘀毒；

ＮＩＨＳＳ 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P ＜ ０．０１）；观察组 ＮＩＨＳＳ 评分改

川芎行气活血，为血中之气药，使气行则血行；石菖蒲开窍醒

善较对照组更明显（P ＜ ０．０１）。

神、涤痰散结；胆南星清热化痰、熄风定惊；全方共奏通腑泻

表2
n
组 别
对照组

４４

2 组治疗前后 NIHSS评分比较（x±s）
分
治疗后
治疗前
平均减少分
２６．２３±７．４７

１５．２１±３．５８①

１０．０２±２．３４

４４ ２５．７５±６．６９
观察组
９．２５±２．３３①② １５．７７±２．０８②
与治疗前比较，①P < 0.01；与对照组比较，②P < 0.01
５ 讨论

浊、清热化痰之功。使用灌肠的方式将药液直接作用于肠腑，
可迅速被肠道吸收，从而达到速效的目的。而配合循经按摩可
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治痿独取阳明”，阳明经多气多血，
为五脏六腑之海，阳明经气顺则气血通畅、关节滑利、机体功
能得到逐步恢复。督脉起于胞中，上行入脑，刺激手足阳明经
及督脉，可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患肢营养，保持患者肌张力，
为下一步的主动康复锻炼做好准备。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结构的形成，脑中风的发病率逐年提

临床实践证明，通腑泻浊汤灌肠辅助救治急性脑中风，配

高，药物及手术治疗无法从根本上降低脑中风总体的致残率及

合循经按摩能迅速、有效地改善急性脑中风患者的意识水平、

死亡率，严重威胁患者身体健康，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

活动能力及语言能力，缓解神经功能缺损表现，促进中风后康

担。如何对脑中风患者进行急救，改善神经功能缺损，是医护

复，值得临床推广。

人员共同关注的问题。
就中医学而言，脑出血多为邪盛标实之证，脑梗死则为本
虚标实之证，故脑中风急性期病机特点以“风、火、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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