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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中风后顽固性呃逆的研究进展
代杨瑛琪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四川成都

610032

[ 摘要 ] 中风是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也是激发顽固性呃逆的重要诱因之一。对于顽固性呃逆的病因病机，现
代医学理论尚缺乏共识。常规的西医治疗费用较高且疗效欠佳，目前针对中风后呃逆的中医治法或理论有
针刺的“调神”理论、中药汤剂“和胃降逆”之法、穴位注射、埋线埋豆和耳穴“全息”理论等。若经过上述疗
法联合中西结合、针药并用，其治疗效果与单纯西药或某一中医疗法治疗效果相比优势肯定。选用治法以
和胃降逆为优，配合滋补肝肾，中医以综合费用低、简便等多方面因素，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治疗手段。本
研究查阅 2013 年 6 月至 2020 年 7 月中医药治疗中风后顽固性呃逆的文献，发现中医药疗法该病的治疗上
有其独特优势，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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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stud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intractable hiccup
DAI Yangyingqi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chuan,
Chengdu 610032, China
[Abstract] Stroke is a commo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ucing causes of intractable
hiccup. Modern medical theories haven’t formed a consensus on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intractable
hiccup. Besides,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is expensive and less effective. Currently,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s or theories for post-stroke hiccup include the theory of "regulating the spirit" with
acupuncture, the method of "regulating the stomach and descending adverse Qi" with deco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cupoint injection, acupoint thread/bean embedding, and holographic earacupoint therapy, etc.
Clinical practice show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therapie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and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edicines can achieve better efficacy compared
with western medicines only or a single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 method. The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ethod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ing the stomach and descending adverse Qi first, plus the auxiliary treatment
of nourishing the liver and kidne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ndispensable treatment tool due to low cost, simplicity and other advantages. In this paper, the literatur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intractable hiccup from June 2013 to July 2020
is reviewed, and it is foun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ractable hiccup; Combined therapy; Review

中风在中国发病率、病死率及致残率高，是世

1

呃逆及中风的病机研究

界引起死亡的第二原因，为社会和家庭造成了较大

呃逆为中医病名，是以喉间作声不断，声短而

的负担 。呃逆俗称“打嗝”，中医称为“哕”，现代

频，令人无法自我约束、控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

医学认为主要是由膈肌痉挛引起，表现为喉间呃声

症 [2]。呃逆同现代医学中的单纯性膈肌痉挛相似，

无法自制。中风后呃逆作为中风的并发症，发病率

一般可以自行缓解或通过其他手段自愈而不必就

较高，不易控制，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影响，甚

医治疗。器质性病变发生时，出现顽固性呃逆表现

则威胁生命。本研究对中风后呃逆的病因病机、诊

为呃逆的时间持续超过 2 d，会对患者的饮食、睡眠、

断治疗进行检索分析，以期为临床应用和相关研究

社交活动等造成影响，甚至出现心理疾病。脑血管

提供参考。

相关病变，如中风，是激发顽固性呃逆的重要诱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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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中医和西医对此病的认识各有不同。

现、年龄大小即可确诊。上述条件不满足者，可结

1.1

合 X 线片、CT、MRI 等检查结果诊断。

呃逆的中医理论
呃 逆 一 词，古 人 称 之 为“哕”，最 早 见 于《礼

顽固性呃逆的诊断参照《最新消化系统疾病临

记·内则》“在父母姑舅之所……不敢哕噫……” 。

床诊断治疗实用技术手册》[6] 中的疾病诊断标准：

现存的中医相关文献中，
《素问·宣明五气论》有最

超过 24 h 呃逆仍未停止，呃声高低不一，时而会间

早的记载：
“胃为气逆，为哕、为恐”，此处的哕就是

止，半小时或一小时后再次出现，甚至呃声无间止，

呃逆的意思。《灵枢·口问》中“今有故寒气与新谷

昼夜不绝者 [6]。

气，俱还于胃……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就

3

指出呃逆的中医直接病因病机是胃气不降，膈气郁

3.1

[3]

结。明清至近代以来，对呃逆又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治疗方法
基础治疗
参照《中国脑血管病指南》《中国糖尿病防治

其中李中梓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呃逆包括

指南》《中国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国高血压病

寒、热、食、瘀、气等多种病因。

防治指南》制订 [7-10]。包括抗血小板、抗凝、稳定血

1.2

呃逆的现代医学理论

压、降糖调脂、稳定斑块、调整大脑细胞代谢及循

呃逆可由多种因素导致，但顽固性呃逆的病因

环治疗等。

病机，现代医学理论尚未统一，而继发于中风后的

3.2

呃逆，现代医学认为是在呃逆发生的现有生理基础

3.2.1

上，其反射弧中枢受损，导致膈肌痉挛，中风后（脑

诊等卫生机构的中风后顽固性呃逆患者若干例，男

血管病变）引发呃逆的病变部位大多在延髓以及脑

女比例无特殊要求，年龄限制在 45 ～ 65 周岁的中

桥附近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患有脑桥、延髓等相

老年（每项研究的具体年龄限制稍有出入），保证患

关疾病的患者（如延髓背外侧综合征 14%）有更大

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可能性会并发顽固性呃逆 ，其生理机制为：呃逆

意义的前提下，采用完全随机方法分为观察组（实

反射弧受到压迫或损伤后使膈肌收缩，导致声门被

验组）和对照组，齐建华等 [11] 采用“调理情志，和

空气刺激而被迫发出特别的声音。呃逆反射是一

降胃气”法治疗，选用主穴为内关、人中、四神聪、足

种不经主观意识支配的低级反射，具有完整的反射

三里、上脘、膻中、攒竹；相对于对照组加刺人中、

弧。传入支神经由 T6 ～ T12 的膈神经、迷走神经和

攒竹、四神聪以达“调神”的目的。其中，人中穴是

交感神经束组成；反射中心由膈神经核、髓质网状

石学敏“醒脑开窍法”的第一要穴，佟媛媛 [12] 使用

结构、脑干和下丘脑组成；传出神经由膈神经、前斜

“醒脑”法总有效率为 91.3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肌和肋间神经组成；效应器由膈肌、肋间肌和前斜

78.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处方加刺

肌组成。其中任一反射通路的异常都可能导致呃

调神类针法在治疗中要优于普通针法，
陈瑶等 [13] 在临

逆的发生 [2]。

床上使用“调神和胃”法亦收效显著。祝波等 [14-15] 临

[2]

[2]

中医治疗
针刺疗法

选取一段时间内所在医院、门

除以上所述的中枢性病因外，中风后的顽固性

床以头针为主的针刺方法中，在单纯体针无效的前

呃逆还可能与自主神经过度兴奋后的应激性溃疡

提下收效明显，且在体针基础上加一头针治愈率明

以及电解质紊乱、酸碱平衡失调有关。

显提高。这与上述加刺人中穴等“调神”之法不谋

2

而合。黄玉婷 [16] 提倡以“镇静安神法”针刺治疗中

呃逆的中西医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订的

风后顽固性呃逆，循《内经》心为君主之官，主藏神

《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 ；西医诊断参照第

原则，以针刺巅顶百会、神门、三阴交为主，镇静安

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各类脑血管疾

神，使心神安定，进而胃气安复，气以通降，对照组

病诊断要点》 ，确诊需辅以影像学的诊断。《中风

有效率低于实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王敏 [17] 首

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中的疾病诊断标准：①主

次开展经筋疗法治疗中风后顽固性呃逆的研究，针

症：偏瘫、意识障碍、言语不利或不出、偏身感觉障

刺经筋阿是穴并证明了经筋疗法的有效性，
扩展经筋

碍、口舌歪斜；②次症：头痛、眩晕、瞳神紧小或散

疗法的治疗范围。孙一丹等 [18] 临床针刺膈俞、
肺俞、

大、饮水呛咳、目偏不瞬、共济失调；③起病急，有诱

胃俞、肝俞降上冲之胃气、疏肝补土，配中脘、水道等

因，有先兆；④发病年龄多在 40 岁以上。

调中下二焦，百会、四神聪等醒脑开窍。王家悦等 [19]

[4]

[5]

至少满足上述两个一级症状，或一个一级症状
两个二级症状，并结合患者起病、发病诱因、先兆表
68

治疗仅膻中、
中脘两穴，
患者随即呃止，
收效显著。
3.2.2

穴位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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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器抽取能够缓解胃肠道平滑肌痉挛的盐酸消旋

和其他相关的数据研究发现，头针与穴位埋线联合

山莨菪碱注射液，进行穴位注射；针刺足三里，提插

治疗要优于常规针刺治疗效果，且具有循证依据支

捻转，待得气后再进行如上穴位注射，每日行 1 次

持。于小洁 [33] 采用耳穴埋豆法，取单耳（左右耳均

完整治疗，1 周为 1 个疗程。王东平 [21] 对水沟、合

可）胃穴、耳中（膈）穴、神门穴、交感穴、下脚端穴、

谷、攒竹、内关、中脘、太冲针刺并对双侧足三里针

十二指肠穴总体有效率为 90%，优于肌内注射甲氧

刺后穴位注射，注射药物为维生素 B6。姚黄

取

氯普胺的 67.5%，具有循证依据支持。池响峰等 [34]

双侧足三里穴，得气后将氯丙嗪注射液进行穴位注

用连续 7 d 为 1 个疗程，用梅花针叩刺 C3 ～ C5 夹

射，抑制中枢系统的异常兴奋，缓解膈肌痉挛，提高

脊穴，总体有效率要优于甲氧氯普胺注射液，差异

治疗效果。

有统计学意义。

3.2.3

中药治疗

刘晶晶等

[23]

[22]

使用方剂柴胡桂

3.3

枝汤加减，建立疗效标准以及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联合疗法
甘俊鹤

[35]

联合中药汤剂和穴位针刺中魁

处 理，与 盐 酸 异 丙 嗪 相 比，实 验 方 剂 总 有 效 率 为

穴，旋覆代赭汤加减配合针刺中魁穴治疗组有效

82.6%，盐酸异丙嗪有效率为 69.57%，尤其善于治疗

率 95.35%，显著高于使用口服巴氯芬片的对照组

肝胃不和型中风后顽固性呃逆。王颖等

针对患

75.00%，具有循证依据支持。刘翠华等 [36] 使用阴

者中风后顽固性呃逆，伴见大便十余天未行，采用大

阳九针配合旋覆代赭汤加减，旋覆花 20 g，代赭石

承气汤加减灌肠，收效甚速。胡岱君等

15 g，党参 10 g，生姜 10 g，炙甘草 6 g，法半夏 9 g，

[25]

[24]

联合应用

丁香、柿蒂、代赭石，相比于甲氧氯普胺（胃复安）

大枣 4 枚。每日 1 剂。秋风扫叶：从拇指两翼，进

而言，对呃逆症状具有明显的控制和改善，但调整

针方向与指甲下缘齐平，向指端的相反方向刺入，

三味药的剂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翟长皓等

经过指关节，具有平肝息风的效果；范涛等 [37] 发现

[26-27]

以生牡蛎与代赭石先煎，旋覆花包煎，熟地黄与芡

针药并用较于单纯用针组，有效率高。针刺选穴有：

实各 30 g，丹皮、韭菜子、生麦芽各 10 g，白芍 15 g

百会、太渊、膻中、中腕、天枢、气海、内关、足三里、

为基础方，采用补肝益肾、固气降逆之法，实验结果：

合谷、太冲、太溪，针药并用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白

观 察 组 总 有 效 率 为 93.3%，高 于 对 照 组 的 63.3%，

蔻仁 9 g 和山楂核 30 g 研磨冲服，每天 2 次。两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杨军玉

方法并用的有效率为 95%，高于单用的 85%。宋秀

[28]

采用疏肝健脾、理

气降逆法，选用白术 20 g，白芍药 20 g，陈皮 10 g，

霞等 [38-39] 也研究了针药联合治疗中风后顽固性呃

川悚子 10 g，郁金 10 g，太子参 10 g，丁香 6 g，厚

逆，在用药方面宋秀霞用的是治疗呃逆基础方五磨

朴 10 g，甘草 10 g 在以上基础进行加减。总有效率

饮子，治法以降逆开郁、理气和胃为主，而王家鹏采

为 86.95%，高于对照组的 50.00%，差异有统计学意

用通腑降气法；在针刺选穴上，攒竹、足三里、内关、

义（P < 0.05）
。娄秀生

采用上述治则治法，观察

中脘等是共有穴位，除此之外还选有印堂和公孙等

组有效率为 90.9%，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8.2%。杨

穴。陈桂珠等 [36] 临床研究发现采用刺络放血、针刺

玉坤 [30] 采用旋覆代赭汤化裁，相较于单纯双侧足

联合平胃散相较于使用平胃散，对于临床疗效和症

三里进行穴位注射，前者有效率为 95.00%，后者为

状的提高和改善优势显著，总有效率接近 100%，显

82.50%，相比于对照组，实验组的疗效有明显改善。

著高于对照组的 71%，且联合疗法在治疗后的短时

3.2.4

间内效果更为显著。辛善栋 [41] 针刺配合刺络疗法，

[29]

穴位埋线、耳穴埋豆

穴位埋线是一种历史

悠久的针刺疗法，是多种疗法的结合体，由针刺、留

选膻中、攒竹、内关、足三里、太冲，治疗组总有效率

针、穴位封闭等组成，属于多重手法结合的治疗方

为 95.65%，高于单使用西药组的 18.18%，差异有统

法。穴位埋线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使埋线部位能

计学意义（P < 0.05）。

够受到长久的、随时间推移不同程度的刺激。最终

4

达到治疗呃逆的目的。耳穴埋豆法是利用全息理

讨论
中医理论认为，中风后阴阳失调、气机逆乱，

论，将王不留行籽或菜籽按压固定于脏腑在耳的投

虚、瘀、痰、火等是根本的病理因素；现代医学理论

影，该法操作简便，既能对穴位产生长久的作用，又

中脑血管相关疾病的发生导致神经方面传导失常，

方便高效、疗效确切，患者依从性高。

膈肌痉挛，中风后患者较常人更容易发生顽固性呃

董建萍等

[31-32]

关于头针配合埋线治疗时，头

逆。在检索到的所有文献中，涉及针刺治疗（含穴

针取百会、四神聪（头针胃区）；穴位埋线取内关、足

位埋线，穴位注射等）方面，除单用特殊（中魁穴）外，

三里、膻中、膈俞、中脘，通过对呃逆症状的了解、结

内关是治疗呃逆的必选穴，是八脉交会穴，与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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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相通，在胃、心、胸通过冲脉与脾经的络穴公孙相

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 年修订版）[J]. 中国循环杂志，

会。在缓解胃气上逆症状同时尚可通心，心主神明，

2016，31（10）：937-953.

以安神定志，针对中风后脑血管疾病有裨益。近部

[11]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血压联盟（中国 )，

选穴有，膈俞、膻中等，以及夹脊穴的梅花针叩刺，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具有宽胸利膈之效，结合现代医学神经分部，针刺

（2018 年修订版）[J]. 中国心血管杂志，2019，24（1）
：

该区域可使肌肉松缓，缓解膈肌痉挛。

24-56.

诸多临床研究表明，在维持治疗的基础上联合

[12]		齐建华，李兴山，韩宝杰 .“调神和胃”针法治疗

中药、针刺、艾灸、穴位注射等治疗手段，疗效结果

中风后顽固性呃逆临床观察 [J]. 时珍国医国药，

相对于单法治疗更具有优势。

2018，29（2）：371-373.

中风后顽固性呃逆，目前中医成效显著，综合

[13]		佟媛媛，吕建明，石学敏 . 醒脑调神针刺法治疗中

费用低、简便、副作用少等多方面因素，中医治疗

风后顽固性呃逆 46 例 [J]. 陕西中医，2014，35（2）：

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治疗手段。但对于该病的临

219-220.

床研究尚有问题需要解决。①中风后顽固性呃逆
缺乏中医辨证分型规则，与一般性呃逆界限区分不
明。③缺乏统一的诊断及评价标准量表，各自量表

[14]		陈瑶，韩宝杰 . 调神和胃针法治疗中风后顽固性呃
逆验案 1 则 [J]. 湖南中医杂志，2020，36（3）：78.
[15]		祝波，焦杨 . 头针为主治疗中风后顽固性呃逆临床

虽各有优势，仍存在自身局限性。③目前多个中心、

体会 [J]. 中国中医急症，2010，19（1）：125-126.

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尚属不足。受资源条件限制，

[16]		黄东挺，关燕 . 头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伴中风后顽固

现有临床试验多为几十例或个例报道。有一定说
服性，但缺乏同一试验的可重复性。

性呃逆 30 例 [J]. 中国民间疗法，2014，22（2）：13.
[17]		黄玉婷 . 镇静安神法针刺为主治疗中风后顽固性呃逆
的临床研究 [D]. 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20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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