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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脑开窍针刺加头针早期介入治疗脑梗死的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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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申，朱蓓蕾，韩 钊，郭献日，谢文霞，陈 勇，董海欣，郑瑞献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温州 325000)

【摘要】 目的采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和神经功能缺损评定评价醒脑开窍针刺加头针法早期介

入(48 h以内)治疗脑梗死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48 h内开始针刺治疗，在神经科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观

察醒脑开窍针刺加头针法(治疗组，20例)和单纯常规药物治疗法(对照组，20例)治疗前后DWI缺血面积及美

国国立卫生院脑卒中量表(NIHSS)评分的变化，并比较疗效及评价安全性。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7 d各进行一

次DWI扫描，并计算各个时间点缺血最大层面的缺血面积变化程度；同时于治疗前及治疗7 d和14 d进行

NIHSS评分并评估疗效。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治疗后缺血面积扩大的例数少(8比15，P<0．05)，且平

均缺血面积较小C(4．26±1．33)cm2比(6．92土1．53)cm2，Pd0．053。对照组治疗后14 d NIHSS评分显著下降，

治疗组治疗后7 d起即显著下降，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O．05)；两组安全性评价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醒脑开窍针刺加头针法早期介入能够有效控制DWI缺血厩积的扩大，同时改

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从而控制脑梗死病情的进展，且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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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ol study of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early(<48 hours)intervention with resuscitating and scalp acupuncture therapies(醒脑开窍针剌加头针

法) YE Tian—shen，ZHU Bei一如i，日AN Zhao，GUO Xian—ri，XJE肌竹一xia，CHEN Yong，DONG

Hai-xin，ZHENG Rui-xian．孤e First A所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College，Wenzhou 325000，

Zhejiang，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and safety of early intervention(<48 hours)with

resuscitating and scalp acupuncture therapies(醒脑开窍针刺加头针法)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by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and nerve defect function evaluation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Methods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48 hours)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two groups(each，l=20)：resuscitating and scalp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routine drug treatment group and routine drug treatment group．The extent of DWI ischemic

area，NIHSS scores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safety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DWI scans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7 days．Then at the time point，the changes of the

degree of maximum layer ischemic area were calculated；in the mean time，before the treatment and 7 and

14 days after the treatment，NIHSS scores were evaluated，and therapeutic effects were assessed．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cases with enlargement of ischemic area were less(8 VS．15，P<0．05)and the mean

ischemic area was small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4．26士1．33)am2 vs．

(6．92士1．53)cm2。P<0．053．The NIHSS scores wer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for 14 days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NIHSS scor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for

7 days(all P<0．05)；the safety evaluation i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O．05)．

Conclusion Early intervention of resuscitating and scalp acupuncture therapies can efficiently control ischemic

area enlargement and improve neurologic impairment．Therefore，the combination of resuscitating acupuncture

and scalp acupuncture can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cerebral infarction，and its safety is well．

[Key words]cerebral infarction；resuscitating acupuncture therapy；scalp acupuncture，

early intervention；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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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致残的最主要原因，对其疗效判定

主要是临床神经功能的评价结果。磁共振弥散加权

成像(DWI)是早期脑梗死最敏感的影像学诊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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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人曾以此评价西医综合治疗的效果n’。我们尝

试通过观察DWI来判定醒脑开窍针刺加头针早期

治疗脑梗死的疗效，并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佐证。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入选标准：急性脑梗死诊断符合第四届全

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包括首发、半年

前有脑卒中史但症状已完全缓解者；美国国立卫生

院脑卒中量表o’(NIHSS)评分≥4分或≤20分，年

龄18～85岁，性别不限；发病48 h内；头颅磁共振

成像(MRI)检查排除有出血可能，且血压控制在

180／100 mill Hg(1 mm Hg=0．133 kPa)以下。

1．2病例排除标准：NIHSS≤3分或≥21分(有意

识、认知、语言问题的患者，从NIHSS得分中可排

除)；以往有脑出血、脑肿瘤、脑外伤及其他脑部病变

者；心功能不全，慢性肝病，有严重并发症或合并症；

近期患出血性疾病或有出血倾向者；不能坚持治疗

或难以随访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1．3一般资料：2007年1—12月住院患者40例，

男23例，女17例。按随机原则均分为醒脑开窍针刺

加头针治疗组和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组。两组患者治

疗前一般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表1)，具有可比性。

表1两组脑梗死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士s)

1．4治疗与评价方法

1．4．1药物治疗：对照组采用胞二磷胆碱、肠溶阿

司匹林、曲克芦丁注射液、低分子右旋糖酐等常规药

物治疗，连用14 d。

1．4．2针刺治疗：治疗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加

用醒脑开窍针刺与头针法，同时将针刺手法根据刺

激时间、频率、角度、深度等参数量化，针刺手法进行

专门培训，做到每位患者的取穴、针刺手法基本相

同。每日1次，周日停1次，共治疗12次(14 d)。

1．4．2．1醒脑开窍针刺法“’：①主穴：取双侧内关

穴，直刺0．5寸(同身寸)，双侧同时捻转1 min、

60次／min；水沟穴，针尖朝向鼻中隔斜刺0．5寸，行

雀啄法，200次／rain，以患者眼球湿润为度(3次后

改为印堂穴，手法相同)；双侧风池穴，针尖朝向喉结

刺1寸，手法同内关穴。②配穴：患侧上肢取尺泽穴，

直刺1寸，行提插法(30次／min)，上肢需抽动3次；

合谷穴直刺1寸。患侧下肢取委中穴，直刺1寸，下

肢需有触电感；三阴交穴，沿胫骨后缘向后斜刺

1寸，下肢需抽动3次；太冲穴，直刺0．5寸，手法同

尺泽穴；丰隆穴，直刺1寸。所有穴位留针30 rain，

于留针10 rain和起针前各行一次上述手法。

1．4．2．2头针法：行第一次手法后即针刺头针，按

国际标准取梗死病灶侧(瘫痪肢体对侧)顶中线、顶

旁一线、顶颞前斜线(上1／3)、顶颞后斜线(上1／3)，

共取4穴；向后或向下平刺0．5～1．0寸，使针身位

于皮肤与帽状腱膜之间的浅筋膜层，不施手法，留针

4 h，起针时压迫针孔防止出血。

1．4．3 DWI扫描方法：采用美国GE公司SIGNA

MR／I 1．5T磁共振扫描仪，头线圈。常规扫描条件：

T1WI(TR／TE=500／20 ms)，T2WI(TR／TE一

4 400／99 ms)，矩阵320×224，FOV 24 cm×18 am。

DWI用SE序列的平面回波成像(EPI)，TR／TE一

5 000／91 ms，矩阵128X 128，FOV 24 cm×24 am，

层厚6 mm，间距8 mm，分别在层面选择、相位编码

和频率编码方向上加弥散梯度场。除T1WI外，其他

序列均应用流量补偿技术来校正首过流动误差，外

加梯度场为层面选择方向(Z轴)。常规扫描包括横

轴位、矢状位，DWI加扫冠状位。

1．4．4影像学观察指标：人选者治疗前均行MRI

常规扫描及DWI扫描，治疗7 d后复查。选择各次

扫描图像用统计软件处理，计算缺血最大层面的缺

血面积，多发性脑梗死者计算缺血面积总和，并以治

疗前缺血面积为标准，计算每位患者缺血面积治疗

前后的变化程度(百分率)。

1．4．5神经功能缺损评定指标：采用盲法由3名康

复专业人员同时在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7 d和14 d

各评定一次NIHSS评分。

1．5统计学方法：用SPSS 11．0软件分析，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b士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x2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NIHSS评分(表2)：与治疗前比较，治疗组治

疗后7 d起NIHSS评分明显下降，对照组14 d才有

改善(P均<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7 d和14 d NIHSS评分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均<O．05)。说明治疗组起效快，疗效好。

2．2 DWI缺血面积(表3)：治疗组治疗前后DWI

缺血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

疗后DWI缺血面积较治疗前显著扩大，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O．01)。对照组治疗后缺血面积扩大比

 

 万方数据



例较治疗组明显增多(P<o．05)，说明对照组缺血

面积明显扩大。

表2两组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NIHSS

评分比较(；士s) 分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cP<0．05

袭3两组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缺血面积比较(j士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6P<O．Oll与对照组同期比较，cP<0．05

3讨论

缺血性脑损伤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它

们均由缺血引发，并有因果、时空上的关联与重叠，

治疗上需采取早期介入、多靶点的综合对策凸’。

急性脑梗死的治疗方法取决于闭塞血管持续的

时间，对发病在6 h以内者常采取溶栓治疗以挽救

缺血脑组织，发病超过6 h者常采用综合疗法，如对

症治疗、控制血压及血糖、防治颅内高压和脑水肿、

抗凝、降纤以及尽早采用康复、针刺治疗等“3。针刺

对缺血性脑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如增加脑血流量、改

善脑电活动及氧代谢、缩小脑梗死体积、抑制细胞凋

亡等。3，并能通过抑制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等

炎症介质起到防治缺血性脑损伤的作用。3。采用头

针为主早期治疗缺血性卒中，能防止血栓进一步加

重，对患者预后起重要作用。3；石学敏院士的“醒脑

开窍”针法则从临床及机制研究方面阐述了早期治

疗脑梗死的疗效“’1∞。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将二法结

合应用，首先，适当调整“醒脑开窍法”的刺激量

(前3次取水沟穴，以后改为印堂穴)，头针采用平刺

法，针身在帽状腱膜以上的浅筋膜层，减少疼痛，增

加患者的依从性；其次，头针采用公认的国际标准取

穴，并采取留针法(以时间为计量单位)，使其更加标

准化。两法结合符合多靶点治疗的思路。

急性脑梗死病情轻重和预后的决定因素是闭塞

血管及其引起的梗死灶大小、位置。临床上缺乏对急

性脑梗死梗死灶大小动态变化直观的监测手段，其

疗效评价主要依靠临床神经功能积分，把临床神经

功能评价与梗死脑组织的变化有机结合起来能更好

地观察疗效。目前，急性脑梗死早期公认的病理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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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为水分子从细胞外进入细胞内，导致细胞肿胀。

DWI对细胞内外水分子移动非常敏感，对超早期急

性脑梗死的检出率几乎达到100％n”，并且DWI所

检出的早期缺血病变与致死性梗死、急慢性临床严

重程度以及预后有很高的关联n们。DWI能够区分急

性与非急性梗死灶n∞。因此，DWI可以用来连续检

测治疗前后以及治疗过程中梗死面积的动态变化。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7 d内对照组仅有5例DWI

图像上测得的缺血面积基本上无变化，而多数病例

缺血面积有明显扩大，与Loubinoux等n33的研究结

果相符。说明早期大部分病例病情仍在进展，属进展

性脑卒中，其预后不良。而治疗组中缺血面积无变化

者较多，且平均缺血面积增加较少，相应临床疗效评

价(NIHSS评分)也优于对照组，说明早期针刺介入

能有效控制病情进展，也证明DwI缺血面积变化与

临床疗效判定结果间有很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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