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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外感初期患者刮痧治疗的护理观察
姚红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血管外科，北京 100078）
摘要：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一例外感病人应用刮痧治疗进行观察，病例临床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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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Observation of Gua Sha Treatment for
A Patient with Exception
YAO Honghong
（Department of Vascular Surgery，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78）

ABSTRACT：Discuss the initial treatment of exogenous Gua Sha to improve symptoms and ob⁃
serve patient comfort. Observation of Gua Sha treatment on an exceptionally susceptible patient in
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case was cured clinically.
KEY WORDS：Exogenous feelings；Gua Sha；care
1. 2 操作方法：①评估：核对医嘱：患者基本

感冒是一种外感风邪或时行病毒所引起的发
热性疾病，感冒一年四季皆可发病，以冬春寒冷季

信息、诊断、临床症状、既往史、刮痧方法、部位。

节为多，是临床常见的多发病。现代医学称之为

环境、主要症状、既往史、是否有出血性疾病、妊娠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临床表现为发热、恶寒、头

或月经期、体质及对疼痛的耐受程度、刮痧部位皮

痛、鼻塞、流涕、喷嚏、咳嗽、咽喉肿痛、脉浮。由于

肤情况。②操作流程：用物及患者准备，治疗盘、

外感病邪不同，中医认为感冒有风寒、风热和暑湿

刮痧板；治疗碗内放润滑剂；纱布、弯盘。③健康

［1］

之分 。

1

宣教：刮痧结束后，最好饮用一杯温水，不宜即刻

食用生冷食物。出痧后 30 min 内不宜洗冷水澡；

临床资料
1. 1 病例陈述：患者，女，35 岁。感冒 3 d，头

痛，发热，恶寒，鼻塞，流清涕，无咳嗽咳痰，伴有腰

背部酸痛不适、咽痛，无恶心呕吐，无腹痛腹泻，饮

食可，二便可。测体温 38. 5℃。4 d 前受凉后持续

发热至今，经物理降温、静滴抗生素治疗效果不明
显。舌淡苔白，脉细沉。患者外受风寒，邪入足太
阳膀胱经，引起头痛、发热，患者表气素虚，鼻塞、
流清涕为寒邪犯肺表，表卫失司，膀胱与肾相表
［2］

里，邪陷入里，直入少阴肾经脉，腰为肾之外腑 ，
可出现腰背部酸痛不适。综合考虑患者为风寒表
证，治疗以麻黄、桂枝等温散表寒的药物为主。

冬季应避免感受风寒；夏季避免风扇、空调直吹刮
痧部位。④刮痧结束：协助病人穿衣裤，整理床单

位，安置舒适体位，休息 20～30 分钟，记录刮痧时
间、部位、出痧效果及患者反应［3］。

2
2. 1

刮痧
刮痧操作要点

角度：刮痧板与皮肤之间夹角约为 45°进行

刮痧。长度：刮痧部位刮拭时应尽量拉长，如背部
每条 6～15 厘米。力度：力量适中均匀。速度：适

中。程度：一般刮拭 20～30 次左右，以痧痕为度，
停止刮拭。如一些不出痧或出痧少，不可强求。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2 ·

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再次刮痧时间需间隔 3～6 天，以痧退为标准。刮

风疹样变化等现象，均为正常。

后胸腹，先上肢后下肢，先内侧后外侧逐步按顺序

时不涂活血油，用补法，手法宜轻。颈部刮拭第七

刮痧［4］。刮痧时用力要均匀，由轻到重，以患者能

颈椎（大椎穴）时，手法宜轻。胸部乳头禁刮［7］。

耐受为度，单一方向刮拭，不宜来回。刮好一部位

腹部孕妇禁刮。禁忌症：年老体弱者应轻手法刮

4、人体各部刮痧的注意事项：头部，面部刮痧

痧总原则刮痧顺序一般为先头部后手足，先腰背

（经络），再刮另一部位（经络）。
2. 2

拭；皮肤病如溃疡、严重过敏、痣瘤、皮下有不明原

刮痧部位/穴位

因包块新鲜伤口禁刮；骨拆病人骨拆部位禁刮；凝

上述病例治疗方法：祛膀胱经表寒，温通足少

血机制障碍疾病如白血病、血小板减少等禁；严重

阴。穴取大椎、风门、肺俞、腰俞等穴位温通足少

下肢静脉曲张、下肢水肿的患者［8］，刮拭方向应从

阴经脉，取肾俞、命门以温肾，祛经络之寒湿［5］。

下向上刮。

刮痧手法：用刮痧用具蘸润滑剂或刮拭皮肤上涂

4

抹润滑。弧线刮痧法：刮试方法呈弧线，刮试后体

讨论

表出现弧线形的痧痕，操作时刮痧方向多徇肌肉

刮痧在外感中应用能提高病人舒适感，改善

走行或根据骨骼结构特点而定。本法宜用于胸背

病人症状。"刮痧"是中医外治疗法之一，简便易

［6］

部肋间隙，肩关节和膝关节周围等部位 。

行，见效快无副作用。早在唐代，人们就用苎麻刮

3

治痧病［9］。元明时期，已有较多的刮痧疗法记载，

3. 1

护理
观察时段：操作中及操作后。
操作中若出现头晕、目眩、心慌、出冷汗、面色

苍白、恶心欲吐，甚至神昏扑倒等晕刮现象，应立
即停止刮痧，取平卧位，立即通知医生配合处理。
操作后观察患者局部皮肤颜色变化，询问患者有
无不适。
3. 2

护理效果
每日治疗１次，３次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１个

疗程。
疗效：治疗１次后烧退；治疗２次后，症状明
显减轻；治疗３次后痊愈。嘱劳逸结合，避风寒，
预防复发。
3. 3

注意事项

1、室内空气新鲜、流通。注意保暖，避免直接

吹风，以免风寒之邪。

2、操作过程中，应注意观察皮肤颜色情况，随

时询患难与共者感觉及时调整力度。

3、刮痧后 1～2 天内在刮痧部位出现疼痛（不

是很剧烈），痒，虫行感，冒冷，热气，皮肤表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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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瓷调羹醮油刮背，使邪气随降，病自松解。适当
的对身体进行刮痧，有活血化瘀、祛瘀生新、促进
身体新陈代谢的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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