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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甲状腺结节的护理病例报告
刘素娟，胡海荣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中医绿色护理门诊，北京 100072）
摘要：本文对一例主诉双侧甲状腺结节，咽喉部有异物感和压迫感的患者进行健康评估，诊断出患者为双侧
甲状腺多发结节。针对病情，制定了个性化的中医治疗—全息刮痧，中医治疗后患者症状明显改善。中医全
息刮痧以中医理论为基础，根据病情逐一选择局部以及相关部位的全息穴位进行中医外治疗法。不仅能够疏
通体内的经脉淤堵，反馈治疗的脏腑部位，治疗过程更是方便快捷，有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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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case report of 1 case of thyroid nodules
LIU Sujuan，HU Hairong
（Green Nursing Clin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100072）

ABSTRACT：In this paper，a case of bilateral thyroid nodules with foreign body sensation and
pressure in the throat was evaluated and diagnosed as bilateral multiple thyroid nodules. In view of
the condition，a personalized TCM treatment - holographic scraping was developed. After TCM
treatment，the patient's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olographic scraping of tradition⁃
al Chinese medicine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con⁃
dition of the disease，the local and related holographic acupoints are selected one by one for the ex⁃
ternal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can not only dredge the blockage of the meridi⁃
ans in the body，but also feedback the treatment of the viscera parts. The treatment process is
more convenient and quick，and has a very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
KEY WORDS：thyroid nodule；Holographic scrapping
甲状腺结节（Thyroid nodules，TNs）是常见的
甲状腺疾病。美国甲状腺协会（AmericaThyroi⁃
dAssociation，ATA）将其定义为甲状腺内的离散
病变，影像学上表现为与周围甲状腺实质不同的
一个或多个异常结构［1］。TNs 在全球范围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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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患者孟某，男，58 岁，已退休。主诉：咽喉部

有异物感和压迫感，进食时呛咳。既往史：冠心病

十余年，糖尿病十余年。体检，右侧颈部有隆起组

行，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疾病之一 70 岁以上患者的

织且明显高于皮肤。彩色超声检查：甲状腺右页

展为恶性肿瘤［2］。但甲状腺良性结节的恶变概率

3. 9×3. 2cm）；中医诊断：瘿瘤。由于患者心脏功

TNs 检出率高达 70%，其中 5%-15% 的 TNs 可发

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若非必要首选不进行手术
治疗或是患者本身基础素质接受不了手术治疗，
中医外治疗法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医药在治
疗良性甲状腺结节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
验，中医外治疗法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增大，双侧甲状腺多发结节，部分结节伴钙化（图

1）。西医诊断：双侧甲状腺多发结节（右叶 4. 7×
能差，不能手术治疗。医生建议保守治疗，通过中

医全息经络刮痧给予调理，患者颈部甲状腺结节
明 显 缩 小 ，治 疗 四 次 后 主 诉 进 食 时 不 再 发 生
呛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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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颗粒状结节。脾胃区有片状结节。刮拭时患者主
诉刮拭部位有酸痛感。

（图 1 彩色超声检查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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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护理
护理检查及诊断
面诊：两眉之间肺区凹陷，肺气不足。两眼之

间心区横纹明显，心气血不足。全息舌诊：舌体：

（图 3）

3. 3. 2

手 部 ：手 掌 中 指 第 一 指 节 颈 部 区（图 4）

刮拭第三掌骨颈区，刮痧板下有颗粒状结节，患者
主诉有酸痛感。

舌胖大，色淡白，中间有裂纹；舌苔：舌苔黄腻；舌

下：静脉曲张。护理诊断：1. 痰浊血瘀；2. 心脾肺
气虚。
（图 2）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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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一周来中医绿色护理门诊治疗两次，头

部和手部的全息穴区继续交替进行治疗。
治疗前患者主诉进食时经常发生呛咳，治疗
两次后患者主诉呛咳明显减少，治疗四次后，主诉
进食时不再发生呛咳，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改善，患
2. 2
2. 3

（图 2）

护理计划及目标

患者呛咳减少或改善。

2. 3. 1

护理措施—全息刮痧
手部：手第二掌骨桡侧心肺及脾胃区（图

3） 刮拭第二掌骨心肺和脾区，刮痧板下有明显
空虚感，说明患者有心肺和脾的气虚。心肺区有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者满意。

第 2、3、4 次治疗后，甲状腺结节大小分别是

4. 2×5. 5cm、4. 0×4. 5cm、3. 5×4. 2cm（图 5）。 疗

前心肺和脾胃区都是凹陷的，治疗后给心肺补充

了气血，心肺区变饱满（图 6）。舌下静脉的曲张，
治疗后较前缓解（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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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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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中医认为，脏腑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出现气血

瘀滞是很多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3-4］。中医全息
经络刮痧调理过程中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畅达气
血，改善人体整体大环境。再以全息穴区针对性
的刮拭相应部位，舒筋散结，改善局部小环境，标
本兼治，可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图 6）

近年来，已有多个临床研究证实中医外治疗
法在治疗甲状腺结节上起到了降低甲状腺结节最
大直径的作用。全息刮痧法有着简便易行等优
点，在非必要手术的情况下，采用中医外治疗法，
例如全息刮痧，可以在临床上对于甲状腺结节起
到抑制效果，但目前尚缺少足够级别的临床证据
支持，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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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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