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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按摩配合背部走罐治疗老年功能性便秘疗效观察
古爱群，赖婷姗，姚丽媚
增城市中医医院，广东 增城 511300

［摘要］ 目的：观察腹部按摩配合背部走罐治疗老年功能性便秘的效果。方法：将 96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予口服莫
沙必利片；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腹部按摩配合背部走罐。2 组疗程均为 15 天。结果：显效率和总有效率观察组分别为
75.00%和 95.83%，对照组分别为 43.75%和 72.92%，2 组显效率及总有效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
腹部按摩配合背部走罐具有安全、操作方便、效果肯定的优势，结合莫沙必利治疗老年功能性便秘疗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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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便秘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经调查显示女性

比性。

多于男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患病也增加。本研究采用腹

2

部按摩配合背部走罐结合莫沙必利治疗老年性功能性便秘，结

2.1

果报道如下。

疗 15 天为 1 疗程。

1

临床资料

2.2

治疗方法
对照组

莫沙必利片，每次 5 m g，每天 3 次，口服，治

观察组

在进行治疗前予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在对照组

参照 《实用内科学》 [1]罗马Ⅲ标准及 《中医病

的基础上给予腹部按摩配合背部走罐治疗。①腹部按摩：患者

证诊断疗效标准》 [2]拟定：在过去 1 年中至少有 3 月以上时间

放松平卧，宽衣解带，操作者站在其右侧，用双手全掌沿着升

出现以下 2 个以上症状：①每周自发性排便少于 3 次；②超

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方向在脐周进行顺时针按摩，力度以病

过 1/3 时间粪便团块或硬结；③超过 1/3 时间有排便不尽或排

人能耐受为宜。每天早晚各 1 次，每次 5～10 m in，治疗 15

1.1

诊断标准

便时肛门下坠感；④超过 1/3 时间排便肛门阻塞感；⑤超过

天为 1 疗程。②走罐治疗：在患者背部涂上适量按摩油以润

1/3 时间排便以手法帮助；⑥超过 1/3 时间不使用泻药时几乎

滑皮肤，选取大小合适的玻璃罐吸附在大椎穴，沿着督脉、膀

无松软大便。

胱经，匀速上下推拉，以皮肤出现鲜红色或紫红色为宜。同时
符合诊断标准；年龄≥60 岁；并经肠镜、生

在大椎、肾俞、肺俞、脾俞等穴位上留罐 5～10 m in。走罐时

化等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内分泌疾病、出血性疾病及代谢性

要求动作娴熟，用力要均匀，同时用手稍向上提罐，以减轻疼

疾病等。

痛。每天 1 次，治疗 15 天为 1 疗程。均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护

1.2

1.3

纳入标准

排除标准

①患有精神疾病，无法沟通及配合推罐者；

士进行治疗。
健康指导：指导 2 组患者每天晨起后喝 1 杯温开水，确

②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
③有严重皮肤疾病无法推罐；④对酒精过敏者；⑤不愿接受本

保摄入足够的水分。多饮水，病情许可时每天液体摄入量≥

治疗方法的患者。

2000 m L。安排合理的饮食。如果没有禁忌证，鼓励患者多食

观察病例为 2012 年 6 月—2014 年 5 月本院

粗粮、蔬菜、新鲜水果等高纤维食物。指导患者养成定时规律

患者，所有入选病例均符合老年性功能性便秘的诊断，共 96

的大便习惯，不随意使用缓泻剂及灌肠。指导患者盆底部肌肉

例。将入选病例随机分为 2 组各 48 例，观察组男 22 例，女

运动。患者平卧，双下肢并拢，双膝屈曲稍分开，轻抬臀部，

26 例；年龄 63～85 岁，平均 72.5 岁；病程 6 月～23 年，平

缩肛、提肛连续 10～20 次，每天练习 4～6 次。确保患者适

均 3.6 年。对照组男 20 例，女 28 例；年龄 65～81 岁，平均

当运动，每天坚持排便。

73.3 岁；病程 3 月～25 年，平均 2.9 年。2 组性别、年龄、

3

病程等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3.1

1.4

一般资料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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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治疗前后大便次数、大便性质、排便时

新中医 2015 年 3 月第 47 卷第 3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274·

间及有无其他症状等情况的变化。
3.2

统计学方法

维含量少，易引起排便困难。西药以肠动力药治疗为主，疗效

使用 SA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欠佳 [4]。灌肠虽可通便，但是存在患者不舒适并不乐意接受，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
4.1

疗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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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操作不便。选背部督脉、膀胱经走罐，因其为人体诸阳之

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3]制定。

会，主一身之表，可抵抗外邪侵袭。走罐兼具拔罐和刮痧的作

显效：大便次数正常，便质软而成形，其他症状消失。有效：

用，在治疗老年性功能性便秘方面具有健脾温肾、益气助运，

排便间隔时间至少缩短 1 天，便质干结改善，其他症状均有

润肠通便使肠道推导有力之功效。而且研究还发现走罐疗法在

好转。无效：排便次数和便质均无改善。

调整亚健康状态、抗衰老方面也有作用。腹部按摩法也是在中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显效率和总有效率治疗组分

医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正确的手法作用于人体的穴位上。通

别为 75.00% 和 95.83% ，对照组分别为 43.75% 和 72.92% ，

过局部的刺激，达到疏通经络，提高肠道蠕动能力的一种技术

2 组显效率及总有效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操作。本研究结果表明，腹部按摩配合背部走罐治疗老年性功

0.05)。

能性便秘具有安全性高、操作方便、效果肯定的优势，为临床
表1

组

别

n

观察组

48

显效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有效

36(75.00)① 1 0(20.83)

对照组 48 21(43.75) 1 4(29.1 7)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无效

例(%)
总有效

2(4.1 7)

46(95.83)①

1 3(27.08)

35(72.92)

治疗老年性功能性便秘提供多一种方法，患者舒适满意并乐意
接受，且无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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