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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结合高压氧对于脑卒中患者情绪障碍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海明 、 魏向阳 、 李文婷 、 祁丹阳 、 任幼红

【摘要】目的　探讨针灸结合高压氧对于脑卒中患者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按照治疗

方案不同将 2016/10 至 2018/11 来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观察组 40 例和对照组 40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实施针灸结合高压氧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康

复疗效、治疗前后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NIHSS）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评分、36 条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评分变化

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康复疗效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

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治疗后 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ADL 评分、SF-36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针灸结合高压氧治疗脑卒中康复效果良好，可明显改善患者情绪障碍和生活质

量，值得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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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n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patients with stroke treated b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
tion combine with hyperbaric oxygen　　WANG Haiming，WEI Xiangyang，LI Wenting，et al.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n emotional disorder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patients with stroke 

treated b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ombine with hyperbaric oxygen. Methods  8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trok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40 cases）and control group（4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treatment，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ombine with hyperbaric oxygen. The clinical effect，the scores of SAS，SDS，NIHSS，ADL，SF-36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rehabilitation effica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NIHSS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ADL，SF-36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t 

has good clinical effects for the patients with stroke b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ombine with hyperbaric oxygen. It 

can improve the emotional disturb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Stroke；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ombine；Hyperbaric oxygen；Emotional disturbance；Qual-

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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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均较高［1］。由于脑卒

中后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神经功能损伤，导致日常

生活能力下降，极易出现不良情绪，严重时可并发

焦虑、抑郁，不仅不利于康复治疗的开展，也会造

成患者生活质量下降［2］。常规治疗效果难以令人满

意［3］。我们尝试加用针灸和高压氧进行治疗，获得

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6/10 至 2018/11 来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治疗方案不同分为

观察组 40 例和对照组 40 例。观察组男性 22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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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8 例，年龄为 45~81 岁，平均年龄为（60.47±
6.75）岁，合并焦虑 11 例、合并抑郁 17 例、合并焦

虑与抑郁 12 例；对照组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

龄为 46~81 岁，平均年龄为（60.33±6.63）岁，合并

焦虑 13 例、合并抑郁 16 例、合并焦虑与抑郁 11 例。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两组入院后即实施常规治疗：降低颅内压、脱

水、抗感染、神经营养药物，根据患者病情开展去

骨瓣减压术或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

对照组实施抗焦虑抑郁治疗：氟哌噻吨美利曲

辛 5mg/ 次，1 次 /d，口服，共治疗 4~7 周。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实施针灸结合高压氧

治疗：①针灸。取百会穴、神庭穴、内关穴、神门

穴、四神聪穴、合谷穴、太冲穴、三阴交穴，其中

内关穴行泻法，其余诸穴行补法，进针得气后连

接电针仪，设定为疏密波，由若至强痛点，留针

20min，采用平补平泻法，1 次 /d，每周针灸 6d 后休

息 1d，开展 4~7 周。②高压氧。使用高压氧舱开展

高压氧治疗，参数设定为：空气压力 0.2MPa、加压

维持 25min，面罩吸氧 2 次，每次 20min，两次间隔

10min，完毕后缓慢减压出舱。1 次 /d，1 个疗程为

10 次，根据病情开展 3~5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康复疗效、治疗前后情绪状态、

神经功能、日常生活能力以及生活质量变化情况。

康复疗效评估标准［4］：临床痊愈：症状体征完全

或基本消失，NIHSS 评分下降 80％以上，能够正常

工作和生活；显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NIHSS 评分

下降 55％~79％，生活能够自理；有效：症状体征有

所改善，NIHSS 评分下降 30％~54％；无效：未达到

上述标准；总有效 = 临床痊愈 + 显效 + 有效。

情绪状态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

量表（SDS）［5］进行评估，两个量表各包含 20 个题目，

每个题目按照 4 级计分法评分，SAS 评分＞ 50 分表

示存在焦虑，SDS 评分＞ 53 分表示存在抑郁，评分

越高表示焦虑、抑郁状态越严重。

神 经 功 能 使 用 神 经 功 能 缺 损 程 度 评 分

（NIHSS）［6］进行评估，包括意识、水平凝视功能、

面瘫 8 项，总评分为 45 分，评分越低表示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越低。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使 用 日 常 生 活 活 动 能 力 量 表

（ADL）［7］进行评估，包括上、下肢共 20 项活动项目，

总分为 60 分，评分越高表示患者自理能力越强。

生 活 质 量 使 用 3 6 条 简 明 健 康 状 况 调 查 表

（SF-36）［8］进行评估，包括躯体健康、躯体角色功

能、疼痛等 8 个维度，每个维度采取百分制评分，

计算总均分，评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20.0 软件，计数资料使

用百分率（％）表示最终结果，组间比较采取χ2 检

验，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最终结

果，组间比较采取 t 检验，P <0.05 则表明有统计学

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康复疗效对比

观察组患者康复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康复疗效对比［n，％］

分组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n=40） 10（25.00％） 21（52.50％） 7（17.50％） 2（5.00％） 38（95.00％）*

对照组（n=40） 6（15.00％） 14（35.00％） 10（25.00％） 10（25.00％） 30（75.00％）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情绪状态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低于

同组治疗前，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 2。

2.3　两组治疗前后 NIHSS 评分、ADL 评分、

SF-36 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后 NIHSS 评分均低于同组治疗前，

表2　两组治疗前后情绪状态对比［分，x±s］

分组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观察组（n=40） 治疗前 55.17±5.88 57.22±6.13

治疗后 36.46±4.53△* 38.29±4.96△*

对照组（n=40） 治疗前 55.09±5.95 57.18±6.25

治疗后 45.11±5.13△ 46.12±5.08△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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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 评分、SF-36 评分均高于同组治疗前，差异显

著（P<0.05）；观察组治疗后 NIHSS 评分低于对照

组，ADL 评分、SF-36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NIHSS评分、ADL评分、SF-36评分对比

［分，x±s］

分组 时间 NIHSS评分 ADL评分 SF-36评分

观察组
（n=40）

治疗前 20.17±2.44 33.15±4.37 61.41±4.52

治疗后 11.06±2.02△* 81.52±5.05△* 85.95±5.37△*

对照组
（n=40）

治疗前 20.10±2.57 33.20±4.15 61.48±4.77

治疗后 15.65±2.31△ 60.47±4.81△ 75.33±5.16△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3　讨论

脑卒中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一种脑血管病，多

见于中老年人群，具有致残率高、复发率高、死亡

率高等特征 ［9］。脑卒中患者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负

面情绪，不利于治疗及功能康复的开展，也会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10］。因此，采取有效的治疗干预改

善患者的情绪障碍，提高预后效果是十分有必要的。

目前治疗脑卒中伴发焦虑、抑郁多采用抗焦虑

抑郁药物进行治疗，整体效果难以令人满意。我院

针对此情况在临床上开展了高压氧结合针灸治疗，

其中高压氧治疗能够利用高压氧舱增加患者血氧分

压和血氧含量，改善组织毛细血管内氧的弥散能力，

有利于促进椎 - 基底动脉和脑部缺血部位的血流量

增加，促进颅内压下降和脑水肿消失，有助于减轻

患者病情［11］。高压氧治疗还有一定刺激病灶部位毛

细血管增生并促进侧支循环形成的作用，有利于促

进肢体功能与脑功能恢复［12］。国内部分研究报道也

指出，脑卒中患者功能改善主要取决于发病后几周

内的治疗干预是否得当，及早采取高压氧治疗有助

于改善患者的脑血流含氧量，缓解脑损伤，促进肢

体功能恢复，并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发生［13］。针灸则

属于中医外治手段，针对患者气机郁滞、气阴两虚、

神明失用之病机取穴百会穴、神庭穴、内关穴等进

行平补平泻法治疗，可达到活血化瘀、安神开郁之

功效［14］。通过针刺能够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增强侧

支循环代偿功能从而减轻脑细胞损伤［15］；同时针刺局

部和四肢穴位还有利于改善肢体血液循环，促进患

肢功能逐渐恢复，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16］。本研

究发现：观察组患者康复疗效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治

疗后 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ADL 评分、SF-36 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也证实了针灸结合高压氧在促进脑

卒中患者病情康复中的显著作用。而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可能与针

灸对情绪障碍的治疗作用以及患者肢体功能、神经

损伤等明显改善后患者心理压力明显减轻等有关。

综上所述，针灸结合高压氧治疗脑卒中康复效

果良好，可明显改善患者情绪障碍和生活质量，值

得临床推荐。但本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也比较

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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