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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高血压患者应用中医全息刮痧的护理病例报告
贾宗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中医绿色护理门诊，北京 100078）

摘要：全息刮痧疗法作为传统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对高血压疗效显著。本文对一例高血压患者给予实施中医
外治疗法——全息刮痧法，对治疗前后的体征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了全息刮痧法对于治疗高血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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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ursing case report of the application of
holographic scrap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JIA Zongyi
（Green Nursing Clin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100078）

ABSTRACT：Long-term hypertension will lead to lesions of various organs. Holographic scrap⁃
ing therapy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reatment，the effect of hypertension is very
significant. This paper will give a case of hypertension external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holographic scraping method，to the treat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physical sign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so a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holographic scraping method for the treat⁃
ment of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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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2

高血压是指体循环动脉血压，包括收缩压和

2. 1

舒张压增高为主要特征（收缩压 140≥mmHg，舒张
压≥90mmHg）。其主要症状包括头痛、头晕、耳

鸣、失眠、心悸、胸闷、烦躁易激动、腰腿酸软、乏力
［1］

等 ，长期高血压会引发多种器官的病变。全息
刮痧疗法作为传统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对高血压
的疗效十分显著。中医全息经络刮痧是以中医理
论为基础、中医经络学说和现代生物全息理论作
指导，选择刮拭局部的全息穴区与病变脏腑相关
的部位，防病治病的非药物治疗方法。本文将对
一例高血压患者给予中医外治疗法-全息刮痧
法，对治疗前后的体征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讨出
全息刮痧法对于治疗高血压的重要性。

临床资料
临床病历

患者戴某某，女，37 岁，本科学历，已婚。患

者肥胖（体重 99. 6 公斤，胸围 117cm，腹围 110cm，
臀围 122cm），有高血压病史 2 年，目前服三联降

压药（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mg qd 缬沙坦 80mg qd

酒 石 酸 美 托 洛 尔 47. 5mg qd），血 压 仍 高 ，头 痛 ，
NRS 疼痛评分为 6 分，偶有头晕，纳可，眠差，二
便调。
2. 2

诊断与鉴别诊断
中医诊断：眩晕。辨证分型：气虚血瘀，痰湿

阻络。发病节气：大寒。西医诊断：高血压，现测
血压 169/115 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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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治疗原则
在刮痧上要通经络、泻三浊、补三虚。
平补平泻法：刮拭压力中等、速度适中，按压

力大、速度慢，按压力小，速度快。
2. 4

补法刮痧：刮拭压力小、速度慢。

2. 4. 1

治疗方法及依据

耳部：降压沟（图 1）
（图 2）

2. 4. 3

刮拭耳部降压沟

可以降压。百会为督

脉经穴，配风池，有良好的祛风止痉、降压止眩的
作用。血压点是有降压作用的经外奇穴［3］。

3
3. 1
2. 4. 2

（图 1）

头颈肩部（图 2） 督脉—百会至风府；奇

穴—双侧血压点；胆经—双侧头临泣至风池肩井。

护理
护理措施

3. 1. 1 耳部降压沟刮拭（图 3）：
（3、5、7 分力逐

层刮拭）用面刮法刮拭耳前部，用刮痧板边缘刮拭
耳背，再用边缘垂直按压降压沟。

（图 3）

3. 1. 2

刮拭头部脊椎对应区、
颈部血压点（图 4）

（1）先在后颈部均匀涂刮痧油，
用面刮法（3、
5、
7

分力）在第2颈椎处从上向下刮拭至第7颈椎。

（图 5）

层刮拭，找到结节，用软坚散结法刮拭结节。

血 压 点（图 7）：位 于 第 6、7 颈 椎 棘 突 间 旁

开 2 寸。
（图 4）

（2）用刮痧板双角部（3、5、7 分力）刮拭 2-7 颈

椎两侧膀胱经部位（图 5）。

（3）再用单角刮法刮拭风池穴（图 6），用面刮

法刮拭颈部两侧的胆经和血压点。3、5、7 分力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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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刮拭头部百会穴（图 8）

（1）以 面 刮 法 从 百 会 呈 放 射 状 向 四 周 刮 拭

全头。
（2）用刮痧板角部重点刮拭百会穴。

Integrative Nursing Preprint

·3 ·

（图 9）

（图 6）

（图 10）

4

（图 7）

（图 8）

3. 2

3. 2. 1

护理效果评价

舌诊（图 9） 刮拭 20 分钟后，患者舌色变

淡，瘀滞减轻，舌苔黄腻明显减轻，痰湿减轻，心肺
区凹陷减轻，调动气血。
3. 2. 2
3. 2. 3
3. 3

患者血压较前下降（图 10）
头痛 NRS 评分为 2 分。

心理护理与健康指导

患者较年轻，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心理状态，

进行有效针对指导，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
指导病人顺应四时，起居有常，劳逸结合，适
宜运动，宜选择静功、太极拳、八段锦，以调节周身
气血，逐渐恢复脏腑功能，减肥。

讨论

目前高血压的临床治疗主要以长期规律的服
用降压药物来控制血压，有部分患者不能耐受药
物的不良反应，全息刮痧法具有刮拭范围小，刮拭
时间短，治疗部位灵活多样的特点，可以辅助降
压，并趋于稳定。
所以我们就要充分掌握和学习有关疾病的多
方面知识，比如不同证型的症状以及舌苔，选择适
宜的护理措施，并给予患者日常生活的指导和健
康教育，使各个护理内容能够落实到位，对提高中
医护理操作的有效性和提高我们护理工作的价值
有重要意义。
小结如下：
（1）刮痧疗法对高血压患者具有良好的即刻
降压疗效。
（2）临床取效的关键是刮痧时点线面的有机
结合，循经走穴，辨证刮痧，运用不同的手法补法、
泻法、平补平泻法。
（3）注意寻找和消除阳性反应可以增强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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