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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经皮电刺激足三里穴治疗对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胃肠道内毒物的清除效果及其安全

性。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的首诊

口服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 62 例，按照单纯随机抽样分组原则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1 例。两组患者均按

照有机磷农药中毒诊疗规范给予综合治疗，观察组同时配合应用经皮电刺激双侧足三里穴位，每 8 h 1 次，每次

30 min，直到排出黑便后停用。观察两组患者应用导泻剂后呕吐发生率、首次排便时间、排出黑便时间、每日排

便次数、达到阿托品化时间、阿托品使用总量，胆碱酯酶（ChE）活性恢复至正常 1/2 时间、住院时间、治愈率和病

死率 ；观察组行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前后血流动力学、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变化及治疗过程中有无不良事

件发生。结果 对照组应用导泻剂后呕吐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32.2%（10/31）比 9.7%（3/31），P＜0.05〕；观

察组首次排便时间（h：9.3±3.6 比 11.6±5.2）、排出黑便时间（h：11.3±5.3 比 14.5±6.8）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均

P＜0.05）；而导泻期间每日排便次数则多于对照组（次 /d ：4.3±0.5 比 3.1±0.4，P＜0.01）；且观察组患者达到

阿托品化时间（h ：66.3±22.8 比 84.6±24.2）、阿托品使用总量（mg ：66.3±22.8 比 84.6±24.2）和 ChE 活性恢复

至正常 1/2 时间（d ：6.1±2.4 比 8.3±3.9）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均 P＜0.01）。治疗终点时，观察组患者平均住

院时间短于对照组（d ：11.3±2.8 比 13.4±4.2，P＜0.05），治愈率高于对照组〔96.8%（30/31）比 83.9%（26/31），

P＜0.05〕。观察组加用穴位电刺激治疗前后的血流动力学及 SpO2 变化不明显 ；治疗过程中未见不良反应发

生。结论 口服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患者配合经皮电刺激足三里穴治疗，可降低导泻剂应用后呕吐发生率，增强

导泻效果，促使胃肠道内毒物尽快排出，减少住院期间阿托品使用总量，缩短达到阿托品化时间，缩短患者住院

时间，促进 ChE 活性的恢复，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足三里 ； 穴位 ； 经皮穴位电刺激 ； 有机磷农药中毒 ； 治疗 ；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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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t 
Zusanli acupoint for elimin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poison in patients with oral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Methods A p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including 62 patients with oral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from September 2013 to February 2015 in th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of Xingtai People's Hospital of Hebei Province.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each, 31 cases) in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 of 
simple random sampling. All th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given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guide for organic 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In addition, the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t bilateral Zusanli acupoints was carried ou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ce therapeutic time 30 minutes and 
every 8 hours once, and stopped until the discharge of melena. The incidence of vomiting after application of cathartics, 
the first stool time, the time of melena discharge, daily defecation frequency, the time of reaching atropinization, the total 
amount of atropine used, the time of cholinesterase (ChE) activity returning to its 1/2 normal activity, th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cure rate and mortality were observed in both groups. The changes in hemodynamics and pulse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SpO2)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herapeutic course were observ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After application of 
cathartics, the incidence of vomiting in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32.2% 
(10/31) vs. 9.7% (3/31), P < 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first stool time (hours: 9.3±3.6 vs. 11.6±5.2)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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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有机磷农药中毒（OPI）是临床最常见急

症，尽早发现并采取各种抢救措施及时清空胃肠道

毒物、减少毒物吸收是抢救成功的关键步骤。临床

上通过留置胃管后洗胃机反复洗胃，可及时有效清

除胃内未吸收农药，但已排至肠道的毒物却没有更

为快速有效的清除办法。目前应用 20% 甘露醇导

泻及药用炭片吸附毒物是清除胃肠道内残留毒物一

致认可的方法，但中毒后胃内注入导泻剂易引发呕

吐，使导泻剂不能尽早进入肠道 ；有机磷农药中毒

后机体保护机制的启动，应用大量阿托品可抑制肠

道蠕动等问题，会影响导泻效果，使肠道毒物不能及

时排出，故加重了患者病情。本院急诊科首次对就

诊的 31 例 OPI 患者联合应用经皮电剌激双侧足三

里穴治疗，疗效良好，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疾病诊断及病例选择标准

1.1.1 OPI 诊断分级标准 ：根据自述或发现口服有

机磷农药史 ；结合临床呼出气体有大蒜样臭味，出

现针尖样大小瞳孔、全身大汗等临床表现 ；实验室

检查全血胆碱酯酶（ChE）活性降低可确诊。OPI 一

般可分为轻、中、重度 3 级。

1.1.2 病例纳入标准 ： ① 16 岁以上成人 ； ② OPI

后在本院首诊 ； ③ 符合有机磷农药中毒诊疗规范

中中毒的诊断标准 ； ④ 双侧足三里穴处局部皮肤

无炎症、损伤。

1.1.3 病例排除标准 ：符合下面任何一项的，均不

能纳入所选病例 ： ① 既往有心、肝、肾器官疾病及

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疾病者 ； ② 有肠道病变（如肠梗

阻、肠内大量息肉）影响胃肠道排空效果者 ； ③ 中

途拒绝治疗和住院期间再次服毒者。

1.1.4 伦理学方法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

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取得患者及家

属的知情同意，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病例资料 ：选择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本

院急诊科收治的首次就诊的 OPI 成人患者 62 例，

全部病例均符合病例入选标准。按照单纯随机抽样

分组原则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1 例。毒物种

类 ：敌敌畏中毒 22 例，甲胺磷中毒 10 例，氧化乐果

中毒 14 例，乐果中毒 8 例，其他 8 例。口服毒物量

20～180 mL ；口服毒物时间 0.5～5 h。诊断分级 ：

轻度中毒 6 例，中度中毒 32 例，重度中毒 24 例。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口服毒物量、服毒时间及中毒程

度等一般资料均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表 1），有可比性。

time of melena discharge (hours: 11.3±5.3 vs. 14.5±6.8)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P < 0.05); while the frequency of bowel movements during catharsi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imes/
d: 4.3±0.5 vs. 3.1±0.4, P < 0.01).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ime reaching atropinization (hours: 66.3±22.8 vs. 
84.6±24.2), the total amount of atropine used (mg: 66.3±22.8 vs. 84.6±24.2), and the time of ChE activity returning to 
its 1/2 normal range (days: 6.1±2.4 vs. 8.3±3.9)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 0.01). 
At the end of treatment, the averag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was shorter (days: 11.3±2.8 vs. 13.4±4.2, P < 0.05) and 
the cure rate was higher [96.8% (30/31) vs. 83.9% (26/31), P < 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observation group, the hemodynamics and SpO2 before and after acupoi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no adverse reactions occurred. Conclusion The addition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ic stimulation at bilateral Zusanli acupoints in patients with oral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has 
following advantages: lowering the incidence of vomiting during catharsis, enhancing the cathartic effect, promoting 
gastrointestinal poisoning discharge as soon as possible, reducing total atropine used during hospitalization, shortening 
the time reaching atropinization, shortening the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cholinesterase 
activity and elevating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Key words】 Zusanli; Acupoint;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Treatment; Safety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中毒程度（例）

男性 女性 轻度 中度 重度

对照组 31 13 18 31.9±14.4 3 17 11

观察组 31 14 17 29.2±13.8 3 15 13

1.3 治疗方法 ：观察组在按照诊疗规范要求治疗的

基础上，配合应用经皮电刺激足三里穴位治疗。对

照组治疗方案按照诊疗规范的要求执行。

1.3.1 规范化治疗措施 ：两组患者均按照有机磷农

药中毒诊疗救治规范采取抢救措施，就诊后立即插

入并保留 26～28 号单腔洗胃管，使用 SCⅡ型电动

洗胃机（天津同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应用温

1%～2% 碳酸氢钠（NaHCO3）溶液（敌百虫中毒禁

用）或温生理盐水 20～40 L 彻底洗胃，直至洗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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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农药味则停止洗胃，并更换 12～16 号胃管保留。

用肥皀水彻底擦洗被农药污染的皮肤、头发、手，再

用清水冲净。住院后用温生理盐水 500 mL 洗胃每

6 h 1 次，共 3～5 d，以清除胃皱壁内残留毒物 ；洗

胃后胃管内注入 20% 甘露醇 250 mL+ 药用炭片 9 g

研碎后混合溶解导泻，每 6 h 1 次，以利于清除和吸

附肠道内毒物，直至有大便排出。应用阿托品对抗

毒蕈碱样症状，直至达到阿托品化状态后维持，共用

3～7 d。应用 ChE 复能剂氯解磷定，根据 ChE 活性

结果可调整用药量，直至外周肌颤等烟碱样症状消

失，维持使用 3～5 d。应用保护胃黏膜、营养脑细胞、

利尿剂等药物综合治疗，必要时给予输血或连续性

肾脏替代治疗（CRRT）以促进毒物排出和减少炎症

反应［1］，出现呼吸肌麻痹导致呼吸衰竭（呼衰）时，

建立人工气道给予机械通气治疗。

1.3.2 经皮电刺激足三里穴治疗：应用电针治疗仪

〔江苏扬州康岭医用电子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G91D，

许可证号：苏食药监械（准）字 2009 第 2270857〕，取

患者双侧足三里穴〔在小腿前外侧，当外膝眼即犊

鼻穴下 3 寸（同身寸），距胫骨前缘外一横中指〕，深

压穴位患者有酸胀感时局部皮肤用生理盐水或 75%

乙醇棉球清洁后贴一次性防磁皮肤电极（上海同安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电极纽扣连接治疗仪电

极。选择治疗模式疏密波，频率 30～60 Hz，刺激强

度 15～20 mA（强度以机体最大耐受度不感觉疼痛

为宜，清醒患者感到酸、麻、胀、重为最佳治疗强度，

昏迷患者选择 15 mA），治疗方案每次 30 min，每 8 h  

1 次。首次治疗在彻底洗胃后胃管内注入甘露醇 + 

药用炭片前 5 min 开始，直到排出黑便次日停用。

治疗前后应用德国 Diager 多功能心电监护仪监测

患者血流动力学、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的变化。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4.1 一般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胃管内注入导泻剂

后呕吐发生情况及首次大便时间、排出黑便时间、每

日排便次数、达到阿托品化时间、ChE 活性恢复到

正常值 1/2 时间、住院期间阿托品使用总量、患者住

院时间及临床疗效（治愈率和病死率）。

1.4.2 安全性评价 ：监测观察组行经皮穴位电刺

激治疗前及治疗后 1、5、30 min 心率（HR）、收缩压

（SBP）、舒张压（DBP）、平均动脉压（MAP）及 SpO2 的

变化，其他不良反应如局部皮肤、肌肉反应，有无晕

厥等情况。

1.5 疗效评定标准 ：治愈是指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及

体征消失，ChE 活性恢复到正常值 60% 以上 ；死亡

表 2 两组患者胃管内注入导泻剂后
发生呕吐及排便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呕吐

〔%（例）〕

首次排便

时间（h，x±s）
排出黑便

时间（h，x±s）
每日排便次数

（次，x±s）

对照组 31 32.2（10） 11.6±5.2 14.5±6.8 3.1±0.4

观察组 31   9.7（  3）a   9.3±3.6 a 11.3±5.3 a 4.3±0.5 b

注 ：与对照组比较，aP＜0.05，bP＜0.01

表 3 两组患者达到阿托品化时间、阿托品使用总量
和 ChE 活性恢复情况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阿托品化

时间（h）

阿托品使用

总量（mg）

ChE 活性恢复至

正常 1/2 时间（d）

对照组 31 6.6±3.5 84.6±24.2 8.3±3.9

观察组 31 4.2±2.8 a 66.3±22.8 a 6.1±2.4 a

注 ：与对照组比较，aP＜0.01

是指经临床治疗无效死亡或多器官功能衰竭（MOF）

放弃治疗出院后死亡。

1.6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行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作统计学描述，采用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呕吐及排便情况比较（表 2）：观察组呕吐

发生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中毒后首次排

便时间、排出黑便时间均较对照组缩短，导泻期间观

察组每日排便次数较对照组增多，两组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2 两组达到阿托品化时间、阿托品使用总量和

ChE 活性恢复到正常 1/2 时间比较（表 3）：观察组

达到阿托品化时间较对照组早，住院期间使用阿托

品总量较对照组少，ChE 活性恢复到正常 1/2 时间

较对照组短（均 P＜0.01）。

2.3 观察组行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前后血流动力

学和 SpO2 的变化比较（表 4）：治疗后 1、5、30 min 

HR、SBP、DBP、MAP、SpO2 的变化平稳，与治疗前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4 两组临床疗效及平均住院时间比较（表 5）：

观察组发生 MOF 死亡 1 例，而对照组共死亡 5 例， 

2 例住院期间死亡，3 例放弃治疗出院后死亡。观

察组治愈率较对照组升高，病死率较对照组降低，但

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

组平均住院时间较对照组缩短（P＜0.05）。



·  625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15 年 11 月第 22 卷第 6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November 2015，Vol.22，No.6

表 5 两组患者治愈率、病死率和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治愈

〔%（例）〕

病死率

〔%（例）〕

平均住院时间

（d，x±s）

对照组 31 83.9（26） 16.1（5） 13.4±4.2

观察组 31 96.8（30）   3.2（1） 11.3±2.8 a

注 ：与对照组比较，aP＜0.05

2.5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组治疗过程中无过

敏、晕针及肌肉疼痛反应 ；1 例在治疗过程中诉足三

里穴位局部刺激过大，有疼痛感，调整电刺激强度为

12 mA ；3 例对经皮电刺激穴位强度不敏感，调整电

刺激强度为 25 mA。1 例治疗第 2 天局部皮肤出现

痒感和局部发红，考虑是患者对防汗扣电极过敏有

关，改为局部导电糊涂抹连接治疗仪电极，3 d 后局

部皮肤反应消失。

3 讨 论

 OPI 是毒物经胃肠道吸收后抑制了 ChE 的活

性，使乙酰胆碱蓄积而引起毒蕈碱样和烟碱样中枢

神经系统症状，常表现为先兴奋后抑制［2］，以及腺体

分泌增多、心率减慢等一系列病理综合征，严重者短

时间内发生呼吸肌痉挛导致中间综合征，危及患者

生命［3］。因此，尽早诊断、及时清除胃内及肠道内

残留毒物，是抢救成功的关键。明确的口服有机磷

农药史、特有的呼出气体大蒜臭味及典型毒蕈碱样

症状，有利于早期临床诊断。患者能被及时送达医

院救治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组病例最短 0.5 h 送

到本院救治。另外，尽早排出肠道内有机磷毒物也

是抢救成功非常重要的措施。临床应用甘露醇导泻

及多次应用药用炭片吸附毒物是清除胃肠道内残留

毒物一致认可的治疗方法，但临床研究发现，患者在

接受导泻剂和吸附剂胃管内注入后，会因胃体痉挛

和毒性作用而出现恶心、呕吐，使导泻剂不能顺利进

入肠道 ；应用大量阿托品抑制肠道蠕动 ；中毒后机

体的保护性反应机制亦使胃肠道蠕动减弱，以上多

种因素均使导泻效果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严重影响

了抢救效果。

 中医辨证分析认为 ：中毒为毒邪入内，侵犯脏

腑，阴阳受损，病位在经

络 及 胃 肠。OPI 患 者 毒

蕴胃肠，侵犯气血，气血

失和，则见恶心、呕吐等

症。足三里穴是足阳明

胃经的一个重要合穴和

胃之下合穴［4］，是补虚要

穴，能增强或促进机体的

抗炎和免疫调节功能［5］。足三里具有调理脾胃、补

中益气、健脾化湿、扶正祛邪的功能，主要用于治疗

胃气不降，邪滞胃脘等证［6］。近年来临床对足三里

穴刺激促进胃肠功能作用和治疗相关胃肠道疾病进

行了大量研究 ：如电针高频电刺激（100 Hz）足三里

穴可提高食管下括约肌压，减少胃内容物反流［7］；

调节胃肠功能紊乱［8］；Liu 等［9］研究发现，低频电

针刺激足三里穴可显著增加慢波频率，促进胃体运

动，电刺激停止后这种效应能持续 90 min；Niu 等［10］

研究发现电针刺激足三里穴通过调节胆碱能神经，

显著增加胃体运动峰电位的数量和振幅，可增强胃

体运动 ；进一步研究发现电针足三里可增加胃移行

性运动复合波使胃收缩增加［11］，并能显著加快胃排

空［12-13］，临床中常用于治疗胃排空紊乱［14］；电针刺

激足三里穴也可促进小肠运动频率加快 20%［15］，有

效治疗小肠无力 ；通过十二指肠 - 结肠反射传递作

用，推动结肠的运动作用［16-17］；并可抑制肠道局部

炎症反应，减轻损伤［18］。以上研究证明，刺激足三

里穴可使胃肠蠕动增强，从而提高胃肠内容物的排

出速度，保护肠道。但以上研究均为有创性，针刺后

再连接电刺激治疗仪治疗，容易对患者产生再发性

损伤；OPI 患者早期常出现烦躁、多动等现象不配合

治疗，若采用针刺治疗更容易对机体产生损伤和导

致意外事件发生。

 经皮穴位电刺激疗法（TEAS）具有无创伤性、

易操作、便于机体移动、安全等优点［19-20］。本研究

通过辨证论治，将现代物理医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相

结合，选择经皮电刺激足三里穴，以期促进胃排空、

加速胃肠道运动，达到提高导泻效果的目的。研究

中应用康岭 G91D 电刺激治疗仪，界面直观易于操

作，能选择合理的模式、频率、刺激强度等，并能设定

治疗时间，对机体无创伤性，不影响常规治疗和翻身

等操作，患者可适当活动，更为安全简便。

 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反复洗胃会对胃黏膜

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毒物刺激易导致恶心呕吐 ；

早期应用阿托品治疗可部分降低食管下括约肌作

表 4 观察组行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前后血流动力学及 SpO2 变化（x±s）

组别 例数（例） 时间 HR（次 /min） SBP（mmHg） DBP（mmHg）MAP（mmHg） SpO2

观察组 31 治疗前 118.2±10.9 115.6±16.8 76.1±17.2 95.9±19.5 0.933±0.028

31 治疗后 1 min 119.1±8.1 118.8±19.1 80.9±15.8 99.8±17.5 0.949±0.032

31 治疗后 5 min 116.2±8.7 116.6±16.0 78.5±17.9 97.6±18.5 0.942±0.031

31 治疗后 30 min 120.1±9.1 118.2±18.1 77.2±18.2 98.0±18.2 0.942±0.042

注 ：1 mm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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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易发生胃内容反流，此时通过胃管注入导泻剂和

吸附剂，胃容量的扩张对胃体形成一定刺激，也易产

生恶心、呕吐。呕吐会影响其治疗效果。介入经皮

电刺激足三里穴治疗，能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协调

和增强胃肠道的收缩能力［21］，使胃肠蠕动有力而规

律［22］，缓解胃痉挛，恢复阿托品所致的胆碱能神经

受体阻断，改善胃肠黏膜血液量，促进胃肠动力［23］，

使注入胃内的导泻剂加速排空，减少呕吐反应，使导

泻剂和吸咐剂快速进入肠道，与对照组比较发生恶

心呕吐的不良反应明显减少。

 胃肠道毒物的排出，有利于早期评估胃肠道损

伤分级，尽早建立肠内营养［24］。通过刺激足三里穴

促使胃气和降，邪毒得去，加快胃肠道内运动，协同

20% 甘露醇的高渗透压作用，进一步缩短排便时间，

增加排便次数，与对照组比较患者首次排便时间、排

出黑便时间明显缩短，排便次数增加。由于毒物的

再吸收减少，患者的毒蕈碱样症状也随之减轻，观察

组使用阿托品总量减少，达到阿托品化时间缩短，此

时阿托品对机体胃肠道的抑制影响随之降低，更有

利于胃肠道蠕动，促进导泻效果。毒物在肠道内的

再吸收减少，减轻了对机体的毒性作用，ChE 活性

恢复至正常 1/2 时间缩短。观察组平均住院时间较

对照组缩短，因病情加重发生死亡者也少于对照组；

观察组治疗后血流动力学及 SpO2 未见明显变化，也

未出现晕针、局部皮肤肌肉损伤等不良反应，仅有 

1 例出现局部皮肤发红，有痒感，考虑与贴附一次性

防汗扣电极有关，说明此项治疗技术是安全有效的。

 综上所述，OPI 患者在综合治疗基础上，配合经

皮穴位电刺激足三里治疗，可降低呕吐发生率，增强

导泻效果，使胃肠道内毒物尽快排出，减少住院期间

阿托品使用总量，缩短达到阿托品化时间和住院时

间，促进 ChE 活性的恢复，提高临床疗效。此项操

作对机体影响小，无不良反应及晕针等意外情况发

生，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为临床尽早、安全清除

胃肠道毒物提供了一种方便、安全、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张晖，高艳霞，赵虎，等 . 大型综合医院 5 年急诊床旁连续性

肾脏替代治疗分析［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5，27（5）：
378-380.  

  ［2］ 陈延周，朱敏，王斌 . 心脏 QTc 间期对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
者死亡和预后的临床指导意义研究［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3，25（9）：558-560. 

  ［3］ 贾永，尤素伟，王绍伟，等 . 抢救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时合理用
药的研究［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5，24（5）：483-485.

  ［4］ 吴立红，董茂生，方剑乔，等 . 逆针灸足三里穴对士兵高强度军
事训练疲劳恢复的影响［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8

（10）：1217-1220. 
  ［5］ 胡森，张立俭，白慧颖，等 . 电针足三里穴对腹腔脓毒症大鼠肠

缺血及氧自由基损伤的作用研究［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9，21（8）：485-487.

  ［6］ 高辉 . 足三里穴位电刺激联合间歇脱机抽液在洗胃中的应 
用［J］. 护理研究，2011，25（20）：1816-1817. 

  ［7］ 张晓艳，谢鹏雁，王化虹，等 . 电针猫足三里穴对下食管括约肌
压力调节功能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09，
17（3）：164-167.

  ［8］ 陈艳，刘诗 . 电针足三里对胃肠功能性疾病作用的研究进 
展［J］.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11，19（7）：705-709. 

  ［9］ Liu JH， Yan J， Yi SX， et al.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gastric myoelectric activity and substance P in the dorsal vagal 
complex of rats ［J］. Neurosci Lett，2004，356（2）：99-102.

［10］ Niu WX， He GD， Liu H， et al. Effects and probable mechanisms 
of electroacupuncture at the Zusanli point on upper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in rabbits ［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07，22（10）：
1683-1689.

［11］ Qian L， Peters LJ， Chen JD.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gastric migrating myoelectrical complex in dogs ［J］. Dig Dis Sci，
1999，44（1）：56-62. 

［12］ Iwa M， Nakade Y， Pappas TN， et al. Electroacupuncture elicits 
dual effects ： stimulation of delayed gastric emptying and inhibition 
of accelerated colonic transit induced by restraint stress in rats ［J］. 
Dig Dis Sci，2006，51（8）：1493-1500.

［13］ Iwa M， Nakade Y， Pappas TN， et al. Electroacupuncture improves 
restraint stress-induced delay of gastric emptying via central 
glutaminergic pathways in conscious rats ［J］. Neurosci Lett，
2006，399（1-2）：6-10.

［14］ 王景杰，夏德雨，卢王，等 . 针刺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足三里穴
对其胃运动功能的影响［J］.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08，
17（7）：561-562，565. 

［15］ Choi M， Jung J， Seo M， et al. Ultrasonographic observation 
of intestinal mobility of dogs after acupunctural stimulation on 
acupoints ST-36 and BL-27 ［J］. J Vet Sci，2001，2（3）：221-
226. 

［16］ 陈兰，刘诗 . 高频电针刺激足三里促进大鼠结肠推进运动［J］.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06，14（30）：2962-2964. 

［17］ 陈兰，刘诗 . 高频电针刺激足三里穴对大鼠结肠传输功能的影
响［J］.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07，16（5）：477-480.

［18］ 杜明华，罗红敏，赵增凯，等 . 电针足三里穴对肠缺血 / 再灌注
大鼠肠通透性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4，
21（2）：117-121.

［19］ 张彩，杨华元 . 经皮穴位电刺激对过度训练大鼠性腺轴的影响
及机制研究［J］. 上海针灸杂志，2014，33（7）：680-683.

［20］ 吴立红，董茂生，方剑乔，等 . 逆针灸足三里穴对士兵高强度军
事训练疲劳恢复的影响［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8

（10）：1217-1220.
［21］ 邹劲林，李振东，袁琦文 . 大承气汤联合针灸治疗对腹部手术

后肠道功能恢复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1，
18（3）：152-154.

［22］ 牛相来，周伟，方丽娜，等 . 针灸配合穴位注射规范化治疗顽固
性呃逆的临床探讨［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4，21

（6）：420-422.
［23］ 胡森，王磊，宋琪，等 . 电针足三里兴奋胆碱能通路对烫伤大鼠

胃肠黏膜血流量和肠动力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
志，2009，16（2）：79-81.

［24］ 高红梅，姚俊利，路玲，等 . 急性胃肠损伤分级在重症监护病房
患者早期肠内营养支持中应用的临床研究［J］. 中华危重病急
救医学，2014，26（4）：214-218.

（收稿日期 ：2015-06-10）
（本文编辑 ：李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