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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缪刺法配合隔姜灸治疗顽固性面瘫临床效果。方法：研究对象选取我院近年来收治顽固性面瘫患者 104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2 例）和治疗组（52 例），分别给予隔姜灸单用治疗和在此基础上加用缪刺法治疗；比较两

组患者临床疗效和治疗前后 Sunnybmok 面瘫评定系统（SFGS）评分等。结果：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G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缪刺法配

合隔姜灸治疗顽固性面瘫可有效缓解临床症状体征，促进面部功能恢复，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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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contralateral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ginger moxibus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ctable facial paralysis. Methods: 104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facial paralysis in recent years were chosen from our 

hospital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52 patients) for whom ginger moxibustion treatment used alone and 

treatment group (52 patients)for whom contralateral acupuncture method was used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unnybmok facial paralysis assessment system score (SFG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FGS scores of treatment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before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Contralateral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ginger moxibustion can efficiently relie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facial fun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ctable facial par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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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以我院近年来收治顽固性面瘫患者 104例作为研

究对象，分别给予隔姜灸单用治疗和在此基础上加用缪刺法治

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和治疗前后 Sunnybmok 面瘫评定系

统（SFGS）评分等，探讨缪刺法配合隔姜灸治疗顽固性面瘫

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顽固性

面瘫患者 104 例，均符合《神经病学》（5 版）[1]诊断标准，病

程＞3 个月，同时排除合并腮腺炎、神经根炎及妊娠哺乳期女

性。入选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2 例）和治疗组

（52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基础面神经功能评

分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隔姜灸单用治疗，即切取鲜生姜 6 片，厚

度 2～3 mm，直径 20～30 mm；姜片中间穿孔，分别将艾灸柱

放置于太阳、阳白、下关、颊车、四白及颧髎等穴位；点燃艾

柱给予灸刺，待燃尽且无温热感觉后将姜片移除，1 次/d；治

疗组患者则在此基础上加用缪刺法治疗，即常规皮肤消毒后，

针刺健侧四白、阳白、攒竹、太阳、颧缪、下关、颊车及地仓

等穴；采用平补平泻法斜向进针，得气后留针 30 min，1 次/d；

脾胃亏虚甚者加双侧足三里，痰湿甚者加双侧丰隆，血瘀甚者

加双侧三阴交；两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 12 周。 

1.3 观察指标 

面部功能恢复情况评价采用 Sunnybmok 面瘫评定系统

（SFGS）评分[2]进行，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12 周评分。 

1.4 疗效判定标准[3] 

①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显缓解或消失，面肌功能恢复正

常；②有效：临床症状体征有所缓解，面部表情可见轻度不对

称；③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未见缓解或加重。 

1.5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录入及逻辑纠错选择 Epidata3.03 软件，数

据分析选择 SPSS15.0 软件；统计学方法采用 t 检验和 x2 检验；

P＜0.05，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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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2 14 26 12 76.9 

治疗组 52 22 25 5 90.4※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FGS 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G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FGS 评分比较   （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2 20.13±4.12 12.50±1.89△
 

治疗组 52 20.24±4.18 7.78±1.05※△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与治疗前比较，

△P＜0.05 

3   讨  论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顽固性面瘫病机为正气脉络亏虚，外邪

内侵以致经脉阻滞失养；而病情久之则致气血瘀滞，运行失畅，

而痰瘀互结则缠绵难愈，属正虚邪实之顽症[4]。故中医治疗应

以扶正祛邪，温经活血为主。隔姜灸属于中医传统疗法之一，

其所用艾柱可起通经行气之功效；而生姜则兼具温阳散寒，化

饮补中之功效；治疗中通过艾火温热发散作用于面部穴位，可

进一步提高其对于患侧面部温经通络作用[5]。对于顽固性面瘫

这类久治疗效欠佳疾病，患侧面肌长时间针刺治疗后，存在神

经及肌肉刺激敏感性下降，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及难以辨认病变

经脉分布情况等问题[6]；故行缪刺法可治疗其健侧有余，补其

患侧不足， 终达到纠经气失衡，达阴阳平秘之功效。 

本次研究结果中，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和治疗后 SFGS 评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缪

刺法辅助隔姜灸治疗顽固性面瘫在减轻症状体征，促进面部表

情、眼睑闭合及双侧对称性恢复方面疗效显著。 

综上所述，缪刺法配合隔姜灸治疗顽固性面瘫可有效缓解

临床症状，促进面部功能恢复，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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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敏热灸结合刺络拔罐治疗顽固性面瘫的临床体会 

目的：探讨敏热灸结合刺络拔罐治疗顽固性面瘫的临床效

果。方法：选取我院在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 月之间收治的

50 例顽固性面瘫患者，对其采用敏热灸联合刺络拔罐方法进行

治疗，评估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50 例患者中，痊愈 35 例，

占 70%，显效 10 例，占 20%；好转 4 例，占 8%；无效 1 例，

占 2%；总有效率 98%。结论：敏热灸联合刺络拔罐治疗顽固

性面瘫的效果较为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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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牵拉滞针法治疗顽固性面瘫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分析采用固定牵拉滞针法治疗顽固性面瘫的方

法及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50 例顽固性面瘫患者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 25 例给予“马氏”特色牵拉滞针

法治疗，对照组 25 例给予常规针刺治疗，比较两组面神经功

能改善情况及临床疗效差异。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2.0%，

高于对照组的 68.0%（x2＝2.381，P＜0.05），观察组面神经功

能改善率为 84.0%，高于对照组 56.0%（x2＝4.667，P＜0.05）。

结论：固定牵拉滞针法治疗顽固性面瘫临床疗效显著，患者依

从性强，能够较好的改善患者面神经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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