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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结合镜像治疗急性期脑卒中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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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南宁 530007)

摘要 目的:探讨针刺结合镜像治疗急性期脑卒中吞咽障碍康复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2016年2月至2017年4月在广西医

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70例急性期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5例。两组患者均予以

常规脑血管病药物及常规吞咽康复训练治疗,对照组采用镜像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针刺疗法。分别于治

疗前和治疗4周后采用洼田饮水试验和电视透视吞咽评估(VFSS)对两组患者的吞咽功能进行评定。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

洼田饮水试验及VFSS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且观察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0.05)。结论:针刺结合镜像治疗有协同作用,能明显改善急性期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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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74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8)07-0983-04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8.07.021

  脑卒中患者约有51%~73%发生吞咽障碍,吞
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重要的并发症之一,吞咽障碍

又可引起营养不良、脱水,或因误吸导致吸入性肺

炎、窒息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过程[1]。对

脑卒中急性期吞咽障碍患者常使用传统康复手法结

合留置鼻饲管护理的康复治疗,国内尚缺乏利于临

床推广且简易有效的治疗方案[2]。经口胃管间歇饮

食并发症少,患者接受程度高,有利于患者吞咽功能

的改善[3-4]。研究表明,非侵入性的镜像疗法能明显

改善脑卒中急性期患者的吞咽功能,使多数患者均

可以进食固体或半流食物,但仍有部分患者遗留饮

水呛咳[5]。循证医学已经证实针灸对吞咽障碍的改

善作用[6]。考虑到通过多因素刺激对吞咽功能的重

新组建有利,为进一步提高康复疗效,本文观察针刺

结合镜像治疗在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康复中

的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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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6年2月至2017年4月在广西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的脑卒中患者70例。病例选

入标准:①均符合由中华医学会分会制定的脑血管

疾病的诊断标准[7];②首次发生脑出血或梗死,并且

经过脑部CT或 MRI确诊;③神志清楚,病情稳定

48h后,能配合治疗;④合并有吞咽能功障碍,而且

洼田饮水试验3级以上;⑤无明显听力及视力障碍;
⑥无咽喉、口腔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⑦同意参加

研究。排除标准:①合并有肺部感染、呼吸功能衰竭

者;②充血性心力衰竭、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③合

并恶性肿瘤患者。病例剔除和脱落:①治疗过程中

再次出现脑血管意外,病情加重者;②没有按医嘱执

行或资料不全而影响疗效判定者;③治疗过程中出

现不良反应而不能继续参与实验者;④不愿意继续

参与观察治疗者。
  研究过程中,严格按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选

择研究对象,将70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每组35例。两组各有5例未能按规定完善

相关治疗及第2次吞咽造影检查,均予剔除。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n

男 女

年龄/岁,
x±s

病程/d,
x±s

病变性质,n
脑出血 脑梗死

治疗组 30 18 12 57.30±2.30 7.81±1.23 7 23
对照组 30 17 13 57.42±1.27 7.77±1.27 8 22
t/χ2 0.069 0.455 0.109 0.089
P 0.793 0.634 0.922 0.766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常规脑血管病药物及常规吞咽

康复训练(包括基础训练、呼吸道保护训练、间歇经

口胃管饮食)等对症治疗。对照组予常规吞咽功能

训练结合镜像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针

刺治疗。两组患者均治疗4周,1次/d。
1.2.1 常规吞咽功能训练 ①基础训练:双侧面部

按摩、下颌运动训练及口唇闭锁训练;口咽部冷热交

替刺激;舌的被动、主动运动,10min/次。②呼吸道

保护训练:声门上吞咽训练、超声门上吞咽训练、门
德尔松手法,10min/次。③先进行间歇经口胃管饮

食,根据患者病情好转情况逐渐开始摄食训练,先选

用冻胶样食物,逐渐过渡到糊状食物、固体食物、液
体,10min/次。
1.2.2 针刺治疗 穴位的选择,主穴取:廉泉、玉
液、列缺、风府、金津、天柱、哑门、通里、扶突、完骨、
翳明;配穴取:气虚血瘀配足三里,阴虚风动配太溪,
肝阳上亢配太冲。用标记笔标好穴位,以保证每次

治疗部位一致。操作方法:金津和玉液点刺、廉泉直

刺0.6寸、风府进针1.2寸,局部有酸胀针感即可,
约15s后起针;天柱、完骨、翳明、哑门、扶突、通里、
太冲、地仓、列缺、足三里、太溪采取常规手法针刺,
留针20min,1次/d。
1.2.3 镜像治疗法 ①向患者解释镜像治疗原理

(通过观看他人进食吞咽动作的视觉和听觉刺激,同
时模仿该动作可以诱发吞咽反射,建立正确的吞咽

模式,对吞咽功能的康复有利),并征得患者的配合;
②餐前观看正常人动作视频:播放8min已经录制

好的进食吞咽视频,视频内容包含:形状多样、品种

丰富,颜色鲜艳的各种食物;在近距离拍摄的人物正

面进食时咀嚼食物并吞咽(进食准备、张口、闭唇、咀
嚼、吞咽时快乐的面部表情、吞咽过程中咽喉部上抬

的特写等,进食吞咽过程尽可能方便患者仔细观察

和理解);从人物左侧面近距离拍摄他右手拿起水杯

大口喝水时发出的“咕咚”声音,同时对声音进行放

大刺激,喝水过程中咽喉部上抬前移,随后咽喉部下

降以及颈部肌肉有序收缩与舒张的特写等;播放过

程包含正常速度播放1遍+3倍慢速度播放2遍+
正常速度播放1遍;③在观看视频过程中鼓励患者

模仿视频做进食咀嚼吞咽动作及进行空吞咽喝水练

习;休息1~2min后重新播放此视频并观看刺激3
次,同时模仿练习;④最后要求患者积极配合护士主

动经口吞胃管完成间歇口腔胃管进食。
1.3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后由同一名治疗师进行洼

田氏饮水试验[8]和电视透视检查(VFSS)[9]评估患

者吞咽功能。洼田氏饮水试验评定1级为痊愈,2
级为有效,3级及以上为无效,评定为3~5级提示

有吞咽障碍;VFSS程度评分最高为10分,分数越

低,表示吞咽障碍程度越重[1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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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等
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吞咽功能恢复情况

  治疗前,两组患者洼田氏饮水试验吞咽障碍程

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周后,
观察组吞咽障碍明显改善,且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更

为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表
3。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VFSS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VF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4周后,观察组患者 VFSS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4。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吞咽障碍程度分级(n)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对照组 30 0 0 10 19 1 5 9 12 3 1
观察组 30 0 0 9 19 2 9 14 4 2 1

Z 0.429 1.557
P 0.668 0.019

表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

对照组 30 5(16.7) 9(30.0) 16(53.3) 46.67
观察组 30 9(30.0) 14(46.7) 7(23.3) 76.67*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VFSS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对照组 303.167±1.8215.867±1.570 6.139 0.000
观察组 303.100±1.8456.833±1.488*8.877 0.000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3 讨 论

  中枢神经系统在结构或者功能上具有可塑性,
并且病程越短重塑性越强[11]。脑卒中急性期,效应

肌群未发生明显萎缩,给予适当刺激可以更快的促

进脑功能重组。在缺少现代化操作设备(如经颅磁

刺激仪、吞咽障碍治疗仪等)的医院,针对早期脑卒

中吞咽障碍患者如何尽早开展有效的康复治疗至关

重要,关系到吞咽功能康复的结局与患者后期康复

过程。目前留置胃管进行鼻饲营养仍然是早期脑卒

中吞咽障碍患者最常用的方法,但是长期留置胃管

容易引起患者贲门扩约肌松弛、胃肠蠕动减慢以及

胃—食道反流,诱发误吸,从而易促发或加重原有肺

部感染;留置胃管同时也对咽、食管处黏膜刺激而使

液体分泌过多,也可引起隐性误吸。通过间歇口腔

胃管营养法不但可以保证了患者营养和水分等物质

代谢的需要,同时可以减少留置胃管引起的刺激性

咽痛及异物感,增强咽声门内收反射的敏感性,可明

显降低患者发生胃—食管反流。进行间歇口腔胃管

营养法时,患者主动通过咀嚼肌与舌肌运动把胃管

经口腔运送到舌根部,同时刺激舌根,而间歇诱发了

吞咽反射,舌骨肌张力增强,吞咽动作的出现,喉部

上抬,有助于吞咽运动协调性的恢复[4-5]。
  Mukamel等[12]通过用电极记录,患者在观察和

执行抓握动作与面部表情时的神经元的兴奋性,发
现在观察与执行动作时内侧颞叶和辅助运动皮层等

部位的某些神经元均出现兴奋,从而发现人类镜像

神经元的存在。而后更多的经颅磁刺激(transcra-
nialMagneticStimulation,TMS)研究及脑磁图、脑
电图、脑功能成像技术研究证实人镜像神经元系统

的存在。该系统是一种动作感知与动作执行统一的

“观察—执行匹配机制”,其特点是人们能够通过对

外界的行为表征的观察来居身模仿[13]。近来镜像

疗法(mirrortherapy,MT)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

点[14-15],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多个脑区广泛存在镜像

神经元,而且对脑卒中患者在进行复杂动作模仿、动
作理解以及治疗运动功能的缺损上有帮助。人或动

物对动作的理解和识别过程中,听觉与视觉信号是

最关键的信息来源。Kohler等[16]研究发现视听镜

像神经元的存在,这种神经元对视觉和听觉刺激均

有反应。Ushioda等[17]使用脑磁图研究发现,各种

与吞咽有关的听觉和视觉刺激可激活与吞咽相关大

脑皮质活化区对应的镜像神经元。通过制作一些与

吞咽有关视频,在进餐前播放给患者观看并模仿,进
行吞咽有关的听觉和视觉刺激,达到激活镜像神经

元作用;患者带有学习意图在观察并模仿,不但激活

了传统的镜像神经系统区域,还可能激活其他涉及

运动表征的皮层、亚皮层区域及动作编码。急性期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应用该治疗方法既可以让吞咽

康复训练早期介入,有助于吞咽功能的康复,又可降

低由于过早反复进行吞咽训练引起误吸引发的吸入

性肺炎或窒息的风险。
  针刺主要靠调节脑干网状结构和皮质中的吞咽

中枢来控制吞咽反射和协调吞咽各肌肉的运动[18]。
中医学认为,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是本虚标实,本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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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虚弱、肝肾亏虚,标乃痰瘀阻络,本研究取完骨、翳
明以豁痰利咽、调肝熄风,取哑门、风府穴调理气血,
补脑益髓,故能标本兼治。廉泉是阴维脉、任脉交会

之穴,为治疗言语不清和吞咽障碍等舌部症状之要

穴。通过深刺廉泉穴后形成的神经冲动,经过口、咽
部传入刺激的方式来激活“延髓中枢吞咽模式发生

器”,从而发生反射性吞咽,同时在启动口腔器和实

现咽期吞咽过程中也发挥作用[19];风府为督脉主穴

又称舌本,本穴物质为天部的水湿风气,与至柔之性

的舌部气血同性,故名舌本,常用于治疗脑血管病、
延髓麻痹、咽喉部疾病;扶突为手阳明大肠经穴,其
下有颈升动脉通过,主治咽喉部疾病;天柱主要治疗

头部、颈部、神经病变;治疗舌强不语、滑利舌窍取通

里、列缺二穴,促进吞咽功能恢复;健脑补肾取太溪,
为肾经之原穴,肾经为气血之本源,肾经气血沿经脉

上达到喉咙和舌部,使之得到气血,促使吞咽器官功

能恢复。
  本研究采用针刺结合镜像疗法治疗急性期脑卒

中患者吞咽功能障碍,治疗4周后,两组患者洼田氏

饮水试 验 及 VFSS 评 分 均 较 治 疗 前 改 善(P <
0.05),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临

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脑卒中早

期除常规吞咽康复并结合间歇口腔进食,积极运用

传统针刺配合现代理念的镜像治疗,可以有效增强

多种感觉信息的输入,活化休眠突触与潜伏通路,诱
发吞咽反射,提高康复效果。
  非侵入性的镜像疗法不需要特殊设备、不占用

多余的场地;针刺具有疗效好、无副反应、方法简便

易行等优点,两者结合效果明显,临床适合推广应

用。本研究的局限性:样本量较小,病例追踪观察时

间较短,且在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根据每位患者的

不同特点基础训练或有不同,可能导致均值的代表

性不佳,因此还需要进行更长期、更大样本的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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