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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色护理对周围性面瘫疗效的影响分析 

方丽波，杨 丽，李贵杨*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色护理对周围性面瘫疗效的影响。方法 本次实验跨越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2 月这一时间段，研究人员对 88 例周围性面瘫患者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将本次实验所选

研究对象按照双盲对照原则进行分组，研究人员采用针刺治疗联合综合护理来治疗对照组所选 44 例患者，

在实验组所选 44 例患者治疗过程中应用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色护理，记录对照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治疗效

果、平均出院时间，并实施分析比较。结果 对照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中治疗效果显著及治疗效果一般的人

数分别为 27 人及 42 人，占组内所选患者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61.36%及 95.45%，分析比较组间治疗总有效

率相关数据，差异较大，（p＜0.05）；对照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平均出院时间比较分析，分别为（9.5±3.4）
天及（6.1±2.8）天，有着较大的差距，（p＜0.05）。结论 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色护理对周围性面瘫疗效

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其能够显著优化治疗效果。 
【关键词】周围性面瘫；中医特色护理；穴位按摩；针刺治疗；治疗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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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acupoint massag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on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spanned the time period from 
August 2020 to February 2022. The researchers studied 88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The researchers 
divided the subjects selected in this experiment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ouble-blind control. The 
researchers used acupuncture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nursing to treat 44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applied acupoints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the 44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ssage was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average discharge time of the 
selecte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27 and 42 selecte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 and 42 patients,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61.36% and 95.4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elected 
patients in the group, respectively. The data related to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average discharge time of the selecte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which were (9.5±3.4) days and (6.1±2.8) days, respectively.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Acupoint massag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has a non-negligible 
effect 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and it can significantly optimiz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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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疾病，周围性面瘫对民

众的健康有着极大的威胁。周围性面瘫是由面神经

管内面神经的非特异性炎症导致，典型症状为无法

完成鼓嘴及抬眉、口眼歪斜，患者面部表情肌的功

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治疗不及时或是不当会

造成不可逆的后果。笔者在本文中比较分析了针刺

治疗联合综合护理、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色护理在

周围性面瘫患者治疗中的作用，以期能够帮助医护

人员优化调整勾选治疗和护理方案，为患者提供更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参与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实验的周围性面瘫患者人数为 88 例，详细情

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将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本

院就诊的 88 例周围性面瘫患者作为实验对象。本院

伦理委员会充分知晓本次实验的目的、细节及可能

导致的后果，并许可研究人员继续开展本次实验。

研究人员在确定本次实验研究对象时应向患者及其

亲属详细讲解本次实验的潜在风险、具体内容，并

在征得患者及其亲属同意后开展本次实验。本次实

验过程中死亡或是退出的患者相关数据均被排除在

实验结果之外。患有其他严重疾病、丧失自主意识、

存在智力缺陷或是精神障碍的患者不得参与本次实

验。本次实验所选患者均积极配合实验的开展。两

组周围性面瘫患者组间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差异较为

微小，基础信息可以用于比较，（p＞0.05）[1-4]。两

组周围性面瘫患者基础信息见表 1。 
1.2 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针刺治疗联合综合护理来治疗对

照组所选 44 例患者，在实验组所选 44 例患者治疗

过程中应用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色护理。在针刺治

疗联合综合护理过程中，医护人员应对患者的足三

里穴、曲池穴、颊车穴、四白穴、颧髎穴、太阳穴、

阳白穴进行针刺治疗，并利用电动仪连接针具，通

过疏密波来对患者面部进行刺激，通过跳动患者面

部肌肉的方式改善患者面部功能。针刺治疗的频率

为每天一次，单次治疗的时间以半小时为宜。患者

应坚持治疗一个半月。在对照组患者治疗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与医生保持密切的沟通配合，对患者实

施综合护理干预，以此保证治疗的效果。在治疗过

程中，护理人员应向患者详细讲解针刺治疗的作用

及周围性面瘫相关知识，帮助患者正视自身的病情，

提高患者的顺应性。而且护理人员应组织治愈患者

与患者进行沟通，帮助患者树立较强的治愈信息，

使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而且护理人员应向患

者讲解注意事项，规范患者的行为，以此保证医护

工作开展的效果。在实验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医护

人员应实施穴位按摩，对患者四白穴、承泣穴、睛

明穴、太阳穴、丝竹空穴、印堂穴等进行按压和轻

柔，刺激患者穴位。在中医特色护理中，护理人员

应注意实施艾灸护理，烟熏患者颊车穴、翳风穴、

印堂穴、四白穴、地仓穴，穴位烟熏时间为 5 分钟，

并要求患者在艾灸烟熏后半小时避免吹风。在中医

特色护理中，护理人员可以实施拔罐护理，对患者

面部进行拔罐，加速患者面部血液循环。而且护理

人员还可以实施耳穴贴压护理，利用中药丸刺激患

者耳穴，加快患者的康复进程。一般情况下，夏季

耳穴贴压时间为 3 天，冬季应延长至一周左右。 
1.3 判断标准 
记录对照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治疗效果、平均

出院时间，并实施分析比较。本次实验中，研究人

员将所选患者治疗效果分为治疗效果显著（面瘫症

状消失，面部活动恢复正常）、治疗效果一般（面

瘫症状减轻、面部活动有所改善）、治疗效果不理

想（面瘫症状无明显变化或是加重，面部活动受限）

三种情况，其中治疗效果显著及治疗效果一般的人

数之和占组内所选患者总人数的比例乘以百分百为

治疗总有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 
治疗总有效率、平均出院时间相关数据均通过

计算机软件 SPSS23.0 分析处理，治疗总有效率利用

百分比进行指代，平均出院时间依靠标准差（±）

加以指代，对应数据的检验借助 X2及 t 完成。组间

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则统计学意

义显著，（P＜0.05）[5-9]。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对照组所选44例患者中治疗效果显著及治疗效

果一般的人数为 27 人，实验组所选患者中治疗效果

显著及治疗效果一般的人数为 42 人，占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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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6%及 95.45%，分析比较组间治疗总有效率相关

数据，差异较大，（p＜0.05），详细情况见表 2。 
2.2 两组患者平均出院时间 

对照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平均出院时间分别为

（9.5±3.4）天及（6.1±2.8）天，比较分析相关数

据，有着较大的差距，（p＜0.05）。 

表 1 两组周围性面瘫患者基础信息 

组别 人数（n） 男女人数（例） 年龄均值（岁） 年龄段（岁） 

对照组 44 22/22 50.1±6.4 30-66 

实验组 44 23/21 50.2±6.1 30-6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组别 人数（n） 效果显著（n） 效果一般（n） 效果不理想（n） 治疗总有效率（%） 

对照组 44 8 19 17 61.36 

实验组 44 26 16 2 95.45 

X2值 - - - - 10.664 

P 值 - - - - p＜0.05） 

 
3 讨论 
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色护理与针刺治疗联合综

合护理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其在周围性面

瘫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更加优异。穴位按摩能够

有效加快周围性面瘫患者面部血液循环，有着调气

血、通经络的作用，患者面部肌肉收缩功能能够得

到显著的改善。在中医特色护理中，护理人员对所

选患者实施艾灸护理、耳穴贴压护理、拔罐护理，

治疗效果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共计 88 例周围性

面瘫患者参与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的实

验，目的是研究分析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色护理对

周围性面瘫疗效的影响，以此帮助医护人员进一步

提高医护工作的开展水平[10-12]。分析本次实验，对

照 组 及 实 验 组 所 选 患 者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61.36%/95.45%）、平均出院时间[（9.5±3.4）天

/（6.1±2.8）天]方面的数据比较，有着较大的差距，

（p＜0.05）。实验结果显示，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

色护理对周围性面瘫疗效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本次实验表明，穴位按摩配合中医特色护理能

够有效提高周围性面瘫的治疗总有效率，加快患者

健康进程方面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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