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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外治法用于辅助机械通气重症患者 
镇静镇痛疗效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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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评价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重症患者镇静镇痛疗效

的影响。方法  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维

普、中国临床试验中心数据库、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PubMed 数据库、荷兰医学文摘 Embase 数据库、Cochrane

图书馆数据库以及美国临床试验中心关于中医外治法辅助机械通气治疗重症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的

文献，中文检索词为耳穴磁珠、耳穴、耳穴压豆、针刺、电针、经皮电穴位穿刺、重症监护病房（ICU）、镇静、镇

痛、机械通气，英文检索词为 auricular magnetic beads、acupuncture、auricular、respiration、artificial、mechanical 

ventilation、 sedation、deep sedation、conscious sedation、analgesia、acupuncture analgesia、transcutaneous electric 

nerve stimulation、ICU，检索时间从建库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对照组干预措施为西医常规镇静镇痛治疗 ; 试

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医外治法。由两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文献的质量，以及

进行偏倚风险评估后，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绘制漏斗图分析纳入文献的发表偏倚。结果  最

终纳入 18 篇 RCT，试验组 534 例，对照组 524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机械通气时间、

ICU 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均数差（MD）＝-2.48，95% 可信区间（95%CI）为 -3.35～-1.60，P＜
0.000 01；ICU住院时间：MD＝-20.45，95%CI 为-34.17～-6.74，P＝0.003〕，咪达唑仑用量显著减少（MD＝-5.73，

95%CI 为 -8.39～-3.07，P＜0.000 1）；而两组 Ramsay 镇静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0.05，95%CI
为 -0.03～0.13，P＝0.24）。针对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重症患者机械通气时间的影响绘制漏斗图进

行发表偏倚检验，结果显示，漏斗图左右分布对称，提示均不存在发表偏倚。结论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

治疗可提高机械通气重症患者的疗效，但尚需更多高质量研究加以验证。
【关键词】 中医外治法；  机械通气；  镇静；  镇痛

基金项目：睿 E（睿意）急诊医学研究专项基金项目（R2018-016）

DOI：10.3969/j.issn.1008-9691.2022.02.016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on sedation and analgesia in severe 
patients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Yue Long1, Li Jie2, Sheng Song1, Sun Mingyue3, Huang Ye1

1Department of Emergency, 2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3Medical Office, Xiyuan Hospital, Beijin 10009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uang Ye, Email: yellow_926@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n  sedation  and  analgesia  for  treatment  of  severe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  by  using Meta  analysis.  Methods  A  computer  was  used  for  retrieval;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CNKI),  Databases  of  Wanfang,  SinoMed,  VIP,  China  Clinical  Trial  Center,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and  American  Clinical  Trial  Center  were  searched  fo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on  sedation  and  analgesia  of  severe  patients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ssis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from  the  establishment  dates  of  the  above  journals  and  databases  to  January  29,  2021. 
The Chinese search  term were ear acupoint magnetic beads, ear acupoints, ear acupoint pressing beans, acupuncture, 
electro-acupuncture,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punctur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sedation,  analgesia,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he  English  search  term  auricular  magnetic  beads,  acupuncture,  auricular,  respiration, 
artifici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sedation,  deep  sedation,  conscious  sedation,  analgesia,  acupuncture  analgesia, 
transcutaneous  electric  nerve  stimulation,  ICU.  The  interfering  measure  was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sedation 
and  analgesia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measure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n  the  basis  of  the 
western routine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addition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was applied. 
Two  researche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the  literatures,  extracted  data,  evaluated  the  quality  of  enrolled  literatures 
and  carried  out  assessment  of  bias  risks;  after  evaluation,  Me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RevMan  5.3  software; 
funnel  graph  was  drawn  to  analyze  the  publishing  bias  of  enrolled  literatures.  Results  A  total  of  18  RCT  were 
accepted,  including  534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524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the ICU length of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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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ICU 住院时间。

1.1.3  排除标准：① 重复发表的文献；② 综述、系

统评价、评论、动物实验；③ 研究内容不吻合或干

预措施不一致；④ 数据不完整或无法获取全文。

1.2  文献检索策略：用计算机检索中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CNKI）、

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Service System，SinoMed）、维普、

中国临床试验中心数据库。检索词以耳穴磁珠、耳

穴、耳穴压豆、针刺、电针、经皮电穴位穿刺、ICU、

镇静、镇痛、机械通气主题词搜索 RCT；外文数据库

包括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PubMed 数据库、荷兰医

学文摘 Embase 数据库、Cochrane 图书馆数据库和美

国临床试验中心，检索词以 auricular magnetic beads、

acupuncture、auricular、respiration、artificial、mechanical 

ventilation、 sedation、deep sedation、conscious sedation、

analgesia、acupuncture analgesia、transcutaneous electric 

nerve stimulation、ICU 为主题词搜索 RCT。检索时间

均为从建库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根据筛选文献的题目和

摘要，由 2 位研究者应用 Endnote X9 软件按照预先

制定的标准进行独立筛选。首先根据标题和摘要剔

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其次通过回顾全文获取

相关信息再次对文献进行筛选。若出现分歧，由两

位研究者讨论解决，如果仍存在分歧，则由第三位研

究者做出判断。提取原始文献筛查表，得到如下数

据：第一作者、发表时间、样本量、性别、年龄、干预

措施、结局指标、基线可比性和质量评价等。

1.4  文献质量评价：按照 Cochrane 协作网系统评

价手册 5.1.0 版质量评价标准［8］，对各项研究进行质

量评价。内容包括：① 随机分配方案；② 分配方案

是否隐藏；③ 受试者是否采用盲法；④ 研究者、评

  机械通气是多种呼吸系统疾病必不可少的治

疗方法之一［1］；而许多患者在给予机械通气治疗后

病死率仍较高［2］。几乎所有机械通气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都会经历伤害性刺激，包括不同于生理的通

气方式、被动体位以及插入气管导管相关刺激、护

理相关刺激、环境因素刺激等。这些外源性刺激均

可诱发或加重重症患者强烈的不适感，最终使患者

产生焦虑、躁动、谵妄等不良情绪，严重影响患者预 

后［3］。目前，镇痛镇静已作为机械通气重症患者的

常规治疗之一［4］。然而，镇静镇痛不足或过度的弊

端以及由此治疗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备受关注。

中医学早在《帛书》中就有灸法镇痛的描述，《内经》

也记载了有关针刺镇痛方面的系统理论和操作方

法，《灵枢》亦首先提出“以痛为俞，以知为度”的针

刺镇痛疗法［5］。近年来，中医学已对耳穴［6］、针刺、

电针［7］等中医外治法在镇静镇痛的疗效展开了有益

探索，并初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将中医外治法引入

危重症患者镇痛镇静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领

域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本研究采用 Meta 分析评

价中医外治法辅助机械通气重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以期为机械通气重症患者镇痛镇静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1.1.1  文献纳入标准：① 研究类型：国内外发表的

中英文文献涉及中医外治法对重症机械通气患者镇

痛镇静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不限制盲法及分配隐藏；② 研究对象：

性别、年龄、民族、病程、病例来源限制为重症监护

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机械通气重症患者；

③ 干预措施：对照组采用的西医常规镇痛镇静治

疗，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医外治法；④ 结

局指标：机械通气时间、咪达唑仑用量、Ramsay 评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the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ean  difference  (MD)  =  -2.4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3.35 to -1.60, P < 0.000 01; the ICU length of stay: MD = -20.45, 95% CI was -34.17 to -6.74,  
P = 0.003], midazolam dosage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MD = -5.73, 95%CI was -8.39 to -3.07, P < 0.000 1).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amsay sedation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D = -0.05, 95%CI was -0.03 
to 0.13, P = 0.24). A funnel plot was drawn to test  the bias of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s from directing at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was distributed symmetrically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funnel plot, suggesting that there was no publication bias.  Conclus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an  elev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severe patients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the efficacy of combined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simpl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However, more high-quality studies are needed to test the above result.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Mechanical ventilation;  Sedation;  Analgesia
Fund program: Rui E (Rui Yi) Emergency Medicine Special Research Fund Project (R 2018-016)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2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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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医外治法辅助机械通气重症患者镇静镇痛效果的
Meta 分析纳入 18 篇文献质量评价 Jadad 量表

纳入文献
时间

（年）

随机

（分）

分配隐

藏（分）

盲法

（分）

撤出与 

退出（分）

Jadad 量表

总分（分）

AminiSaman 等［9］  2018 2 1 2 1 6
郁慧杰等［10］ 2016 2 1 0 1 4
韩云等［11］ 2010 2 1 0 1 4
Zheng 等［12］ 2012 2 1 0 1 4
蔡莉娟等［13］ 2014 2 1 0 1 4
高学民等［14］ 2017 1 1 0 1 3
耿艳霞等［15］ 2017 2 1 0 1 4
孟建标等［16］ 2018 2 1 0 1 4
倪春燕等［17］ 2016 2 1 0 1 4
宁怡乐［18］ 2016 2 1 0 1 4
王碧炯［19］ 2009 2 1 0 1 4
王磊等［20］ 2015 2 1 0 1 4
吴艳春等［21］ 2008 2 1 0 1 4
肖红等［22］ 2017 2 1 0 1 4
叶忠亮［23］ 2009 2 1 0 1 4
张诗元［24］ 2017 2 1 0 1 4
周洁等［25］ 2011 1 1 0 1 3
林闽等［26］ 2019 2 1 0 1 4

表 2 中医外治法辅助机械通气重症患者镇静镇痛 
效果的 Meta 分析纳入文献基本信息

纳入文献
时间

（年）

例数（例） 干预措施

试验组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AminiSaman 等［9］  2018 25 25 经皮电穴位针刺 ①
郁慧杰等［10］ 2016 25 25 针药联合 ①
韩云等［11］ 2010 28 30 针药联合 ①
Zheng 等［12］ 2012 15 15 电针 ①
蔡莉娟等［13］ 2014 16 14 电针 ①
高学民等［14］ 2017 49 48 加味黄连解毒汤 

  联合电针

①

耿艳霞等［15］ 2017 26 25 电针 ①
孟建标等［16］ 2018 35 35 电针联合大承气汤 ①

倪春燕等［17］ 2016 68 68 耳穴压豆配合 
  五行音乐

①

宁怡乐［18］ 2016 28 24 电针 ①
王碧炯［19］ 2009 21 19 电针 ①

王磊等［20］ 2015 25 28 加味黄连解毒汤 
  联合电针

①

吴艳春等［21］ 2008 21 20 电针 ①
肖红等［22］ 2017 20 20 电针 ①
叶忠亮［23］ 2009 15 15 电针 ①
张诗元［24］ 2017 39 38 电针 ①
周洁等［25］ 2011 18 18 电针 ①
林闽等［26］ 2019 60 57 电针 ①

注：① 为西医常规镇静镇痛治疗

估者是否采用盲法；⑤ 结果数据是否完整；⑥ 是否

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⑦ 是否存在其他偏倚来源。

对纳入的研究就以上 7 条作出“高风险”“偏倚风险

不确定”“低风险”3 种评价。采用 Jadad 量表进行

评分，描述随机方法、随机分配方案隐藏、盲法、撤

出与退出 4 个方面，4～7 分为高质量研究，1～3 分

为低质量研究（表 1）。本次 Meta 纳入文献 16 篇为

高质量研究，2 篇为低质量研究。

1.5  统计学方法：使用 RevMan 5.3 软件分析数

据。采用χ2 检验对纳入文献进行异质性检验。当

P≥0.1，I2≤50%，认为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当 P＜0.1 或 I2＞50%，认

为研究间有统计学异质性，进一步查找异质性的来

源，若仍无法消除异质性，但临床又具有一致性，则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绘制漏斗图评估发表

偏倚，采用敏感性分析查找具有显著异质性的文献。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表 2; 图 1）：通过检索初步得

到 31 篇文献，去除重复文献后获得 26 篇文献，经

筛选后剔除系统评价、评论、综述及动物实验后获

得 25 篇，其中非 RCT 1 篇，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及摘

要剔除研究内容不吻合或干预措施不一致的 6 篇文

献，最终纳入 18 篇［9-26］文献进行 Meta 分析。其中

2 篇［9，12］为英文文献，16 篇［10-11，13-26］为中文文献。

共纳入患者1 058例，对照组534例；试验组524例。

纳入文献均采用随机对照；由于中医外治法的特殊

性质，1 篇文献采用双盲法，17 篇未采用盲法。6 篇

文献存在脱落，所有文献均不存在选择性报告研究

结果及其他偏倚来源。

2.2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

重症患者通气时间的影响（图 2~3）：18 篇文献中 

11 篇对机械通气时间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 1 篇 

记录方法不包含标准差，剔除后将剩余 10 篇进行异

质性检验（I2＝81＞50%，且 Q 检验 P＜0.000 1），提

示本次 Meta 分析所选文献间的异质性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需要进行异质性查找。对本次 Meta 分析的

10 篇文献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韩云等［11］、 

耿艳霞等［15］和张诗元［24］发表的文献对异质性

影响较大，去掉这几篇文献后，再次进行异质性检

验，结果显示，余下 7 篇文献无统计学异质性（I2＝

4%≤50%，P＝0.39＞0.1），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均数差（mean difference，

MD）＝-2.48，95% 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为 -3.35～-1.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5.55，P＜0.000 01），提示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

疗较单纯西医治疗可显著缩短机械通气时间。漏斗 

图分析显示，散点基本对称，提示不存在发表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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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重

症患者咪达唑仑用量的影响（图 4）：5 篇文献对咪

达唑仑用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 1 篇记录方法

不包含标准差，剔除后剩余 4 篇进行异质性检验 

（I2＝63%＞50%，且 Q 检验 P＝0.04），提示本次 Meta

分析所选文献间的异质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需

要进行异质性查找。对本次 Meta 分析纳入的 4 篇 

文献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倪春燕等［17］发表

的文献对异质性影响较大，去掉这项研究后，再次

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余下 3 篇文献无统计学

异质性（I2＝40%≤50%，P＝0.19＞0.1），故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MD＝-5.73，

95%CI 为 -8.39～-3.07，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4.22，P＜0.000 1），提示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

图 3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重症患者 
通气时间影响的 Meta 分析纳入文献发表偏倚漏斗图

值
对
数
的
标
准
误

值

注：A 为偏倚风险构成比，B 为各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① 为随机 
分配方案的产生（选择性偏倚），② 为分配隐藏（选择性偏倚）， 

③ 为对患者和医生实施盲法（实施偏倚），④ 为对结果的评价实施
盲法（检出偏倚），⑤ 为不完整的结果数据（失访偏倚）， 
⑥ 为选择性的结果数据（报告偏倚），⑦ 为其他偏倚

图 1  中医外治法辅助机械通气重症患者镇静镇痛效果的 
Meta 分析纳入文献质量评价

图 2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重症患者通气时间影响的 Meta 分析

图 4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重症患者咪达唑仑用量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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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较于单纯西医治疗可显著减少咪达唑仑用量。

2.4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

重症患者 Ramsay 评分的影响（图 5）：3 篇文献

对 Ramsay 评分进行了统计分析，异质性检验显示 

（I2＝0%≤50%，且 Q 检验 P＞0.1），提示本次 Meta

分析所选文献间无统计学异质性，故采用固定效

应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MD＝0.05，95%CI
为 -0.03～0.13，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17，P＝
0.24），说明中医外治法对 Ramsay 评分无影响。

2.5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

重症患者 ICU 住院时间的影响（图 6）：10 篇文献

以 ICU 住院时间进行了统计分析，异质性检验显示 

（I2＝81%＞50%，且 Q 检验 P＜0.1），提示本次 Meta

分析选择文献间的异质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需要

查找异质性。对本次 Meta 分析的 10 篇文献进行敏 

感性分析，结果显示，郁慧杰等［9］、耿艳霞等［15］、张

诗元［24］和周杰等［25］发表的文献对异质性的影响

较大，去掉这几项研究后，再次进行异质性检验，结

果显示，余下 6 篇文献无统计学异质性（I2＝0%≤ 

50%，P＝0.90＞0.1），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MD＝-20.45，95%CI 为 -34.17～-

6.74，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92，P＝0.003），提

示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较单纯西医治疗可

显著缩短机械通气重症患者的 ICU 住院时间。

3 讨 论 

  镇痛镇静已成为 ICU 患者机械通气的常规治

疗方法之一［27］。适当的镇静镇痛可减少患者躁动

甚至谵妄发生率。然而过度镇静普遍存在，发生率

约为 40%～60%［28］，过度镇静导致机械通气时间延

长，可增加切开气管的概率，影响患者预后［29］。因

此，适度、有效镇静镇痛对机械通气患者的治疗及

预后至关重要。

  针刺具有通经活络、行气活血、镇痛和调节人

体生理功能的作用，对人体某些穴位进行刺激可达

到痛觉迟钝或消失的效果［30］。针刺用于重症肺炎

需要机械通气的患者，可减少常规西医镇痛镇静药

物的剂量，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31］。耳穴与全身脏

腑经络存在内在联系，具有操作简单，多途径、多靶

点的优势。耳穴治疗可通过调节全身脏腑经络、气

血阴阳，达到镇静安神的目的，应用于镇痛镇静治疗

疗效良好［32］。此外，有学者对耳穴治疗的作用机制

进行了初步探讨，发现耳穴刺激能有效提高癌症患

者血清 β- 内啡肽含量；同时调节中枢神经递质分

泌，抑制交感神经活动，提高机体痛阈和对疼痛刺激

的应激反应［33］。基于此，本研究采用 Meta 分析，以

机械通气时间、ICU 住院时间、咪达唑仑为代表的

图 5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重症患者 Ramsay 评分影响的 Meta 分析

图 6  中医外治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机械通气重症患者 ICU 住院时间影响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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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静药物用量和 Ramsay 评分作为评价指标；机械

通气时间、ICU 住院时间缩短能显著减少患者住院

开支，降低因机械通气导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ICU

获得性肌无力等并发症发生率；咪达唑仑用量的减

少可促进患者独立功能的恢复，降低 ICU 谵妄的发

生率［34］。Ramsay 评分是目前临床常使用且可信度

较高的镇静程度评分系统，是评价患者镇静深度的

客观指标之一［35］。

  本研究尽管较全面地检索了国内外数据库并

对纳入文献进行了严格的方法学质量评价，但仍

存在局限性：① 研究所纳入文献数量较少。其中

Ramsay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纳入相关文

献较少有关，仍需临床进一步研究探讨；② 由于中

医外治法的特殊性，17 篇文章均未采用盲法，所有

文章均未提及分配隐藏，故可能存在一定偏倚。

  综上所述，在基线相同的情况下，中医外治法

联合西医常规治疗较单纯西医治疗可显著缩短机械

通气重症患者的通气时间、ICU 住院时间，减少咪达

唑仑用量。该结论尚需多中心、大样本、高质量的

RCT 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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