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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经络刮痧、头部全息刮痧联合耳尖放血治疗
风温肺热病高热患者的护理病例报告
潘梦雪，王梁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北京，100078）
摘要：探讨 1 例刮痧联合耳尖放血治疗风温肺热病高热患者，分别给予患者经络刮痧、头部全息区刮痧、耳尖

放血，在准确的辨证施护后给予患者生活起居护理、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等护理措施，结果患者体温趋于平
稳，疾病恢复较好出院。该病采取非药物手段退热配合患者综合护理，可提高疗效，达到绿色治疗目的，并能
指导患者出院后进行自我调护。
关键词：风温肺热病；耳尖放血；全息刮痧；经络刮痧

风温肺热病相当于西医的肺部感染，属中医

耳尖放血疗法符合我国古代“刺络放血”的基

急性外感热病的范畴，因感受风热病邪引起，以发

本理论，
《灵枢》记载，古代称其为“启脉”、
“刺络”，

热、咳嗽，伴或不伴胸痛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好发

后世称刺络放血，具有良好的疏通经络、调和气

［1］

于冬春两季 。风温之名，首见于张仲景《伤寒

血、活血袪瘀等作用。能够促进气血正常运行。

论》：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

黄丽春［3］
《耳穴诊断学》总结耳失穴的治疗作用：

汗已，身灼热者，名日风温。”肺热病一名首见于

耳尖是传统治疗穴，通常以放血为宣。耳尖有六

《内经》，其对肺热病的临床表现作了较详细的描

大作用：退烧、消炎、镇静、止痛、降压、抗过敏、清

述，
《素问．刺热篇》：
“ 肺热病者，先浙然厥，起毫

脑明目作用，可治疗发热。因此，刮痧联合耳尖放

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

血综合治疗及护理对风温肺热病高热患者退热较

不得太息，头痛不堪”。
风温肺热病病名，是近年来，随着中医诊疗规

好疗效。现将 1 例经络刮痧、头部全息刮痧联合

耳尖放血治疗风温肺热病高热患者的护理病例报

范化、标准化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1986 年，国

告如下：

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北方热病组将《内经》的肺

1

热病与陈平伯的风温病合而为一，称为风温肺热
病。1994 年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行业
标准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

《中医病证诊疗效标准》
（ZY/T001. 1-94） ，以发
［2］

热重，恶寒轻，咳嗽，咳痰不爽，头痛，舌边尖红或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68 岁，患者主诉于 3 周前洗澡受

凉后出现咳嗽，咳少量黄粘痰，食欲不振，寒及身
痛。2 周前再次受凉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8. 6，伴

恶寒、身痛、乏力。胸部 CT 提示肺间质纤维化合

黄白相间，脉浮数，或高热烦渴，咳喘胸痛，舌红苔

并肺部感染，给予莫西沙星静滴一次后体温正常，

黄或黄腻，脉滑数为临床表现 。

未继续用药，停药后体温再次升高症状未明显缓

刮痧是中国传统自然疗法之一，指用水牛角、
玉板、木梳等边缘光滑圆润的物体，蘸以水、香油、
刮痧油等介质在人体体表反复刮拭，使皮肤出现
红色或紫红色痧点、痧斑，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
瘀、平衡阴阳、调和营卫、清热泻火、扶正祛邪等
作用。

解，为求进一步诊治，收入我科。既往体健。诊断
为风温肺热病（痰热壅肺证）肺部感染。

入院后查体：T 38. 5℃，P 100 次/分，R 20 次/

分，BP 137/80 mmHg，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差，由

门诊步入病房，自动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及
巩膜未见黄染，浅表淋巴结未扪及，扁桃体未见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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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听诊双肺呼吸音粗，双下肺可闻及湿啰音，各
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明品病理性杂音，腹平软，全腹
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助下未及，双肾区无叩痛，
双下肢轻度水肿。刻下症见：咳嗽咳痰，痰黄、质
粘、量少，不易咳出，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偶有腹
胀，发热，汗出多，口干口苦口粘，喜饮，纳呆，小便
可，大便黏腻不爽。实验室检查：C-反应蛋白：
4. 22mg/L，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0. 8×10 /L。辅助
9

检查：①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律，律齐；②影像学检
查：胸部 x 片显示片状改变。

2
2. 1

部使其充血，常规 75% 酒精棉球消毒皮肤，左手
拇、食指夹捏，固定耳廓上端，右手指持三棱针，对
准耳尖穴迅速点刺，针尖刺入约 1-3 毫米深，以
双手拇、食指轻挤针眼四周，使之出血如豆大，以
棉球吸去，如此反复放血 8 滴。

头部全息区刮痧：将全息理论融入传统刮痧

方法，加强对体表全息穴区的刺激修复对应内脏
器官，调节整体机能，机动灵活，可有效避免原有
刮痧部位重复刮拭，达到标本兼治的作用。选穴：
额顶带前 2/3、双侧额旁 1 带、双侧额旁 2 带。采用

厉刮法，使刮板垂直于头部皮肤，刮拭长度为 1

治疗与护理

寸，力度与速度适中，以病人耐受为宜。额顶带前

治疗过程

2. 1. 1 第 1 疗程：经络刮痧，从本病的病因入

1/3 及双侧额旁 1 带对应上焦心肺区，额顶中 1/3
及双侧额旁 2 带对应中焦肝胆脾胃区。李用粹

手，该患者为老年患者，正气亏损，有内伤基础为

《证治汇补·痰证》中：
“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

发病的内因。感受到风寒邪气的入侵为发病的外

之器。”老年人肺脾亏虚，津液布散无常，水液停

因。故而治疗思路为扶正和驱邪。

聚，郁久化为湿热，湿热困阻中焦故临床常见中焦

选择经络：①督脉：从大椎穴至至阳穴，重点

刮大椎穴；②足太阳膀胱经从双侧大抒穴至肺俞
穴，点按肺俞穴；③手太阴肺经从尺泽穴至列缺
穴；④手阳明大肠经从曲池至合谷穴，重点刮曲

湿热兼证，有文献报道老年肺部感染患者表现典
型 呼 吸 系 统 感 染 症 状 仅 占 58. 06％ ，以 恶 心 、呕

吐、食欲不振等消化系统症状尤为常见［6］，故患者
在痰热壅肺辨证施术的基础上采用肺脾同治的治

池、点按合谷。其中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阴肺经和

疗方法，上焦和中焦共同调理，达到清除肺热、清

手阳明大肠经刮痧采用直线刮法，督脉采用角刮

泻中焦湿热的作用。

法，单角循经刮拭，循经络刮拭，每条经络刮拭 15
～20 次，力度与速度适中，采用平补平泻手法，刮

2. 2

护理措施

2. 2. 1 生活起居护理：为患者创造良好休息

板与皮肤呈 45 度角，使用 3-5 分力；按揉穴区时

环境，保持室内适宜温湿度，每日开窗通风 4 次，

力量逐渐加重，以患者耐受为度，每个穴位 5～

者做好晨晚间护理，尤其注意昼夜温差变化对患

频率较慢，每个穴位按揉 15～30 次；点压穴区时
10 次。

督脉为“阳脉之海”，刮拭督脉及其上大椎
［4］

穴、至阳穴等可激发振奋阳气、扶正补虚 。足太
阳膀胱经为气血输注的枢纽，刮拭膀胱经可协调、

同时注意保暖。顺应四时，发病时节为立冬，为患

者体温影响，注意保温，适时增添衣物。日常生活
中做到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制定合理作息时间
和运动计划。保证充足睡眠及休息。

2. 2. 2 饮食护理：患者为痰热壅肺兼夹中焦

巩固脏腑功能，以上诸经穴相配合有助于补益脏

湿热，饮食中宜添加清宣肺热食物及清热除湿食

腑正气，祛除体内余邪。大椎穴为辨证取穴，是督

物，百合、大枣、薏苡仁、蜂蜜柚子饮等利于患者

脉的腧穴，又是手足三阳、督脉的交会穴，主要功

康复。

用为振奋阳气，解表祛邪，主治一切外感表证。另
外有研究显示，刮痧可降低机体炎症反应，故可缓
［5］

解发热症状 。

2. 1. 2 第 2 疗程：耳尖放血：
《素问·调经论篇》

2. 2. 3 心理护理：由于疾病导致患者部分生

活自理缺陷，舒适度下降，生活质量不同程度下
降，容易产生失眠焦虑等情绪，担心疾病无法完全
治愈，逐渐发展成为慢性病，向患者积极介绍本

有“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之说，以此为理论

病，完全可治愈，使其保持愉快的心情，以利于疾

基础为患者耳尖放血，达到开窍泄热，促进气血正

病的恢复。治疗期间移情易性，转移注意力，培养

常运行。

新的兴趣爱好，治疗业余时间制作小手工，放松心

选穴：耳尖穴：耳尖穴的部位将耳轮转向耳屏
对折时，耳廓上尖端处即是。操作方法：按摩耳尖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情，保持乐观积极心态，促进疾病康复。

2. 2. 4 健康教育：本病多发于秋冬两季，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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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注意保暖防寒。适量饮用温开水。做好自我

综合护理措施可增加祖国传统医学信服度，达到

防护，出门佩戴口罩，流感高发季节积极配合流感

非药物治疗疾病目的。

疫苗注射，适量运动，增强免疫力。做好个人健康
管理，建立个人健康档案，按时复诊。

3

讨论
刮痧疗法和耳尖放血作为祖国传统医学外治

疗法治疗风温肺热病高热患者，无副作用且效果
显著，适用人群广泛。
老年风温肺热病患者多病因病机复杂。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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