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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引阳入阴推拿联合耳穴埋豆对脑卒中后失眠尧焦虑及抑郁的干预效果遥 方法 选取 2019 年 8 月
至 2020 年 3 月我院脑卒中后失眠的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袁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袁每组各 30 例遥 两组均给
予耳穴埋豆干预袁 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引阳入阴推拿干预遥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 PSQI 评分尧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遥 结果 渊1冤干预后袁干预组与对照组 PSQI 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显著低于干预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约0.05冤曰干预后袁干预组 PSQI 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渊2冤干预后袁干

预组与对照组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干预后袁干预组 HAMD 评分为渊7.6依1.1冤
分袁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渊10.2依1.3冤分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渊3冤干预后袁干预组与对照组 HAMA 评分显著
低于干预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干预后袁干预组 HAMA 评分为渊7.2依1.1冤分袁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渊10.5依
1.3冤分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引阳入阴推拿联合耳穴埋豆可以显著改善脑卒中后患者失眠情况袁
缓解患者焦虑尧抑郁等不良情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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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assage to induce yang conducting to yin combined with auricu鄄
lar buried beans on insomnia袁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fter cereb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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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assage to induce yang conducting to yin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buried beans on insomnia袁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insomnia after cerebral apoplexy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9 to March 2020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鄄
jects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渊n=30冤 and the control group 渊n=30冤. Both groups were
given auricular buried beans袁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massage to induce yang
conducting to yin. PSQI score袁HAMD score and HAMA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渊1冤After intervention袁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total score of PSQI between the interven鄄
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袁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渊P<0.05冤. After the intervention袁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total score of PSQI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渊P<0.05冤.
渊2冤HAMD scores betwee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袁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渊P<0.05冤. After intervention袁 HAMD scor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渊7.6依1.1冤 points袁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渊10.2依1.3冤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袁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渊P<0.05冤. 渊3冤 HAMA scores betwee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袁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渊P<0.05冤. After intervention袁 HAMA scor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渊7.2依1.1冤points袁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f 渊10.5依1.3冤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袁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渊P<0.05冤. Conclusion Massage to induce yang conducting to yin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buried bean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insomnia and alleviate anxiety袁depression and other bad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Key words] Massage to induce yang conducting to yin; Auricular buried beans; Cerebral apoplexy; Insomnia; Anxiety;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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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袁其中
又以失眠最为常见袁严重影响脑卒中患者的情绪尧功
能锻炼及生活质量袁长期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免疫功能袁

引起一系列不良事件的发生[1]遥 研究显示袁存在睡眠障
碍的脑卒中患者袁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更低袁神经功能

缺损更严重[2]遥 脑卒中后焦虑尧抑郁的发生既有心理因

素也有生理因素遥 脑卒中后抑郁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袁与脑卒中时间相关袁表现为抑郁心境的情感

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本研究经过医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遥
1.2 方法
两组均给予耳穴埋豆法治疗遥 采用王不留行籽袁
耳穴选择内分泌尧神门尧心尧肝尧肾尧脾尧皮质下尧交感几
个穴位贴压遥 每次贴压一侧耳穴袁每三天更换为对侧

耳穴袁4 周为 1 个疗程遥 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引阳

入阴推拿法治疗遥 推拿方法院每晚睡前袁患者平躺于床

障碍袁严重者甚至会产生轻生的念头遥 近年来中医疗

上袁两手平放于身体两侧袁手心向上袁两脚分开与肩同

法在卒中后康复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遥 失眠本身

宽袁身体放松袁保持环境安静袁光线柔和遥 操作者坐于

也会加重患者焦虑尧抑郁的情绪袁焦虑尧抑郁情绪又会

患者头侧袁按顺序进行推拿院淤开天门院双手拇指以

加重失眠遥 引阳入阴推拿是治疗失眠的重要中医疗

野一 指 禅冶法 由眉心 自下 向上推 至百 会袁每 次 按 揉

也有报道其可改善患者的焦虑尧抑郁状况[4-5]遥 耳穴埋豆

双手大鱼际及拇指自印堂推至太阳穴袁每次 1 min遥经

法袁既往研究显示袁其可改善不寐患者的睡眠质量[3]遥

法是重要的中医疗法之一袁通过穴位贴压达到刺激

耳穴尧调整机体平衡尧宁心安神尧治疗疾病的作用遥 本
研究联合引阳入阴推拿法与耳穴埋豆法治疗脑卒中
后失眠的患者袁观察其对患者睡眠治疗尧焦虑尧抑郁情

1 min遥 经穴院印堂尧神庭尧上星尧前顶尧百会遥 于推坎宫院

穴院印堂尧攒竹尧鱼腰尧丝竹空尧太阳遥 盂揉太阳院用拇指
指端按揉太阳穴袁每次 1 min遥 榆按百会院用拇指按揉
百会穴袁每次 1 min遥 虞勾风池压安眠院以中指指端由

风池穴勾至安眠穴袁按压安眠穴袁每次 1 min遥 愚勾廉
泉压承浆院双手中指指端勾按廉泉穴袁拇指指腹按压

绪的影响袁现报道如下遥

承浆穴袁每次 1 min遥 上述步骤重复 3耀4 个轮回袁每步
骤推按 30耀50 次遥 每晚 1 次袁每次 20耀25 min遥 两组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3 月我院脑卒中后

失眠的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遥 纳入标准[6]院淤脑梗死曰
于局灶性 神 经功能缺 损 曰 盂 匹 兹 堡 睡 眠 质 量 指 数

渊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袁PSQI冤 [7]逸7 分袁且在卒

疗 4 周后评价效果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 分别于干预前及干预后采

用 PSQI[7]对睡眠质量进行评价遥 包括 7 个项目袁睡眠
质量渊0耀3 分冤尧入睡时间渊0耀3 分冤尧睡眠时间渊0耀3分冤尧

中后发生曰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渊National

睡眠效率渊0耀3 分冤尧睡眠障碍渊0耀3 分冤尧催眠药物渊0耀

虞合并焦虑尧抑郁情绪袁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渊Hamil鄄

1.3.2 两组患者焦虑及抑郁情绪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袁NIHSS冤 [8] 评分约20 分曰

ton Depression Scale袁HAMD冤 [9] 评分 7耀17 分袁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渊Hamilton Anxiety Scale袁HAMA冤 [10] 评分
7耀14 分曰愚认知功能正常袁能够配合治疗曰舆对治疗
知情同意遥 排除标准[6]院淤脑出血者曰于意识障碍者曰

盂失语者曰榆认知功能障碍者曰虞智能障碍者曰愚既往
有情感性精神障碍尧精神分裂症等者曰舆不能完成治
疗计划者曰余合并严重的躯体疾病者曰俞其他原因导
致的失眠者遥 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袁
每组各 30 例遥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3 分冤尧日间功能障碍渊0耀3 分冤袁总分为各因子分之和遥

疗后采用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对患者抑郁及焦

虑情绪进行评价遥淤HAMD 评分[9]院抑郁情绪根据程度
评 0耀4 分曰有罪感评 0耀4 分曰自杀评 0耀4 分曰入睡困难

评 0耀2 分袁睡眠不深评 0耀2 分袁早醒评 0耀2 分曰工作和
兴趣评 0耀4 分曰迟滞评 0耀4 分曰激越评 0耀4 分曰精神性

焦虑评 0耀4 分曰躯体性焦虑评 0耀4 分曰胃肠道症状评

0耀2 分曰全身症状评 0耀2 分曰性症状评 0耀2 分曰疑病评
0耀4 分曰体重减轻评 0耀2 分曰自制力评 0耀2 分遥 总分跃7

分且臆17 分为轻度抑郁曰跃17 分且臆24 分为中度抑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渊男/女冤

干预组

30

14/16

对照组
字2/t 值
P值

30

17/13
0.601
0.438

平均年龄

文化程度

渊x依s袁岁冤

小学

64.8依5.0

10

65.1依4.5
0.244
0.808

11

婚姻

中学

大学

已婚

17

3

26

15

0.316
0.854

4

25

离异尧丧偶

PSQI渊x依s袁分冤

4

15.9依3.0

5

0.131
0.718

16.2依2.6
0.414
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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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干预前后 PSQI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30

干预组

时间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30

对照组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1.5依0.3

1.4依0.3

1.5依0.4

1.5依0.4

1.4依0.3

2.1依0.4
6.573

2.2依0.5
7.515

0.000

0.000

2.6依0.6
8.355
0.000

4.382

3.873

6.573

4.382

4.277

4.277

5.013

1.7依0.3

0.000

2.0依0.5

0.000

0.855

0.855
0.396
3.873
0.000

目袁所有条目按照 0耀4 分评积分袁无症状评 0 分袁轻度
评 1 分袁中度评 2 分袁重度评 3 分袁极重度评 4 分遥 逸7
分可能有焦虑袁逸14 分为肯定有焦虑袁逸21 分为肯定
有明显焦虑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袁计
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干预后袁干预组与对照组 PSQI 各维度评分及总

分显著低于干预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干
预后袁干预组 PSQI 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2.2 两组干预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干预后袁干预组与对照组 HAMD 评分显著低于

干预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干预后袁干预组
HAMD 评分为渊7.6依1.1冤分袁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渊10.2依
1.3冤分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表 3 两组干预前后 HAMD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P值

干预后
7.6依1.1

14.1依2.0

10.2依1.3

0.671

0.000

0.428

8.362

t值

18.900
8.955

P值

0.000
0.000

2.3 两组干预前后 HAMA 评分比较
干预后袁干预组与对照组 HAMA 评分显著低于
干预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干预后袁干预组

HAMA 评分为渊7.2依1.1冤分袁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渊10.5依
1.3冤分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4遥
170

0.000

3.757

1.8依0.3

郁曰跃24 分为重度抑郁遥 于HAMA 评分 [10]院共 17 个条

t值

12.056

0.000

9.7依1.4

15.9依3.0

0.000

14.3依1.6

12.050

0.000

1.3依0.3
2.3依0.5

3.873

30

15.191

1.1依0.2
2.0依0.5

0.396

30

16.2依2.6

2.2依0.4

P 干预后组间比较值

对照组

0.000

2.4依0.4

2.6依0.4

t 干预后组间比较值

干预组

9.859

0.000

总分

2.1依0.3

2.5依0.5

P 干预前组间比较值

干预前

9.862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障碍

2.1依0.4

t 干预前组间比较值

n

2.3依0.4

2.2依0.5

P值

组别

2.5依0.4

2.0依0.3

0.000

1.8依0.3

0.000

0.701

0.000

0.968

0.486
4.277

0.939

0.337

5.477

0.000

0.000

0.968

0.337

0.352

5.164

0.000

1.5依0.4

4.899

0.000

0.000

1.8依0.4
0.000
0.855
0.396
5.477
0.000

12.6依2.0
0.000
0.414
0.681
6.506
0.000

表 4 两组干预前后 HAMA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干预组
对照组
t值
P值

30
30

干预前

干预后

13.2依1.3

7.2依1.1

13.4依1.5

10.5依1.3

0.583

0.000

0.552

10.614

t值

19.298
8.002

P值

0.000
0.000

3 讨论
睡眠是维持机体健康极其重要的生理过程袁睡眠
障碍是指睡眠数量尧质量和时间发生紊乱遥 睡眠障碍
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袁表现为夜间清醒尧白
天嗜睡或伴精神症状的觉醒-睡眠节律异常袁包括失
眠尧觉醒障碍尧睡眠运动障碍尧异态睡眠等遥 失眠是常
见的脑卒中后睡眠障碍遥 目前认为袁脑卒中患者失眠
与急性期病情严重程度尧中远期预后及生活质量有关遥
与睡眠有关的脑部结构相当广泛袁包括额叶底部尧眶
部皮质尧脑干网状结构抑制区尧上行网状系统尧基底节
区尧丘脑尧下丘脑等袁当脑卒中损害上述部位时袁即可
导致睡眠结构紊乱 [11]遥 多种神经递质尧神经调节因子

与睡眠-觉醒循环有关[12]遥 目前认为袁儿茶酚胺尧乙酰

胆碱尧下丘脑分泌素和组胺有促觉醒的作用袁而 5-羟
色胺尧甘丙肽和肾上腺素与促睡眠有关遥 卒中引起与

睡眠有关的解剖部位破坏袁 影响了正常的睡眠-觉
醒系统袁 使睡眠结构发生紊乱遥 脑卒中影响 5-羟色

胺尧褪黑素尧前列腺素 D2尧去甲肾上腺素尧乙酰胆碱尧
下丘脑素等神经递质和神经肽的正常合成与释放袁造

成睡眠周期紊乱袁从而影响睡眠遥 另外袁脑卒中患者机
体的整体功能状态尧精神心理因素尧环境因素尧治疗因
素均可导致睡眠障碍遥 患者可表现为入睡困难尧反复
觉醒尧睡眠不连续及睡眠剥夺尧疲劳等遥
耳穴埋豆是采用王不留行籽尧莱菔子等附在耳穴

位置起到局部持续刺激的作用治疗疾病[13]遥 王不留行

籽具有活血通络的作用袁本研究采用王不留行籽埋籽遥
叶灵枢窑口问篇曳中记载院耳为宗脉之所聚遥 耳为全身经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9 No. 27 September 2021

窑护理研究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9 月第 59 卷第 27 期

络分布最密的部位袁十二经脉尧三百六十五络的气均
走于耳遥 现代医学机制认为袁耳穴良性刺激使全身组
织器官通过神经尧体液综合调节实现袁特点是双向调
节作用遥 全息生物学说认为袁脑内神经元作为反射中
枢袁形成全息反应路袁阐述人体病灶与耳穴之间有直
接联系遥 耳穴埋豆治疗失眠的机制还不十分明了袁一
般认为刺激耳穴神经袁引起上行网状激活系统正常有
序化激活袁发挥调节大脑皮层细胞的兴奋与抑制作用袁
起到调节睡眠的作用[14]遥 也有学者认为袁刺激耳甲去
迷走神经末梢袁可调节肾尧肾上腺尧消化道尧卵巢尧睾丸
等器官褪黑素分泌袁起到治疗失眠的作用[15]遥 王不留行
籽耳穴贴压治疗脑卒中后失眠操作安全袁 疗效确切袁
且无毒副作用[16]遥 张文苑等[17]联合耳穴埋豆与穴位按
摩治疗失眠袁治疗后患者 PSQI 评分尧生活质量评分均
得到显著改善袁疗效显著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对照组采
用耳穴埋豆的干预袁干预后患者的睡眠质量尧焦虑抑郁
情绪均得到有效缓解遥
推拿是在人体上按经络尧穴位用推尧拿尧提尧捏尧揉
等手法治疗疾病的方法遥 推拿是一种自然疗法尧物理
疗法袁具有疏通经络尧推行气血尧扶伤止痛尧驱邪扶正尧
调和阴阳等功效遥 中医认为袁失眠与阳不入阴有关袁当
阳气亢盛独行于外袁或阳气亏虚难以入阴袁或阴虚不
能潜阳袁或阴寒内盛逼阳外出袁或阴阳枢机不利不能
相交袁均会导致野阳不入阴冶袁引发失眠[18]遥 引阳入阴是
由阳入阴袁由表入里的过程遥 王彩娇等 [19]采用耳穴压
豆联合野引阳入阴冶按摩导引法治疗缺血性卒中后睡
眠障碍袁治疗后患者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遥 引阳入
阴推拿调和阴阳袁起到改善失眠的治疗效果遥 开天门
使诸阳经脉开袁阳气蒸腾袁气血旺盛遥 太阳穴为野经外
奇穴冶袁按揉太阳穴可以给大脑以良性刺激袁解除疲劳袁
促进入睡曰百会穴经属督脉袁为各经脉气会聚之处袁能
通达阴阳脉络[20]遥 按揉太阳穴可提升一身阳气袁镇静
安神袁促使体内阳气恢复流注袁可调节机体阴阳平衡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干预组联合引阳入阴推拿法与耳穴
埋豆治疗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干预组患者 PSQI 评分改善
更为显著袁焦虑抑郁情绪改善也更显著遥
综上所述袁引阳入阴推拿联合耳穴埋豆可以显著
改善脑卒中患者失眠情况袁缓解患者焦虑尧抑郁等不
良情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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