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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尖放血应用于一例麦粒肿患者中的护理报告
贾宗灿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眼科，北京 100078）
摘要：目的

报告 1 例麦粒肿患者应用耳尖放血的护理病例。方法

耳尖穴放血治疗早期麦粒肿效果显著，可有效缩短病程。结论

在麦粒肿早期在耳尖进行放血。结果

耳尖穴放血疗法操作易掌握，创伤小，在麦粒

肿治疗中可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值得在眼科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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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report of ear tip bloodletting in a patient
with wheat granuloma
JIA zongca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78）

ABSTRACT：objective to report a nursing case of ear tip bloodletting in a patient with wheat
granuloma. Methods bloodletting was performed at the tip of the ear in the early stage of granulo⁃
ma. Results Auricular acupoint bloodletting wa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wheat granulo⁃
ma and could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Conclusion Auricular acupoint blood⁃
letting therapy is easy to master and less invasive，and can play a good auxiliary role in the treat⁃
ment of wheat granuloma，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ophthalmology.
KEY WORDS：bloodletting at the tip of the ear；stye；nurse；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麦粒肿又称针眼，在眼科门诊中属于常见疾
病，分为内麦粒肿与外麦粒肿。麦粒肿是以眼睑

表明，运用耳尖放血可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组织供
养、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边缘部生小硬结，红肿痒痛，形似麦粒多单眼发

耳尖放血疗法是祖国医学中一种独特的针刺

病，随着病情发展，逐渐出现脓点，且有惯性，以青

治疗方法，具有清热解毒、镇静止痛、消坚散结等

少年为多发人群，早期临床表现患处呈红、肿、热、

作用。现代医学中，耳尖放血疗法在各科疾病治

痛，通常水肿越重疼痛越重。大多为葡萄球菌，

疗中也被广泛应用。对于麦粒肿患者来说，早期

特别是金黄色葡萄球感染眼睑腺体而引起。

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至关重要。正是如此，应抓

由于病程长因皮肤破溃切开排脓或肉芽组织

住麦粒肿初期红肿的最佳时机治疗。

形成造成面部组织瘢痕，给患者生活和心理造成

耳尖放血治疗早期麦粒肿是我科近几年来治

不便及痛苦，故应早期治疗，控制炎症发展，使疾

疗早期麦粒肿有效方法之一，观察效果满意，治愈

病在早期得到根治可通过刺破排脓以自行痊愈，

率高、操作简便、费用低廉、疗效认可，值得推广和

但易留瘢痕，影响美观。若患者在疾病早期没有
得到及时有效治疗，病情严重时可能引发败血症，

应用。本科室于 2020 年 10 月门诊接诊 1 例麦粒

肿患者，通过辩证施护结合耳尖放血、健康教育、

危及生命。研究表明，采用耳尖放血疗法可以减

心理护理对患者进行治疗，效果明显。本文将方

轻麦粒肿相关症状，缩短病程。实验研究和临床

法及结果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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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患者李女士，年龄 25 岁，主诉：左上眼睑异物

感伴疼痛 2 天；于 2020-10-15 来医院就诊。中医
诊断：针眼病，西医诊断：麦粒肿，辨证分型：热毒
壅盛，患者无其他疾病史，但患者平素工作忙，常
加班熬夜，爱吃辣。生命体征：T37. 2℃，R18/分，
P70 次/分，BP110/68mmHg。四诊：望诊：左眼上
睑缘有一 6*5mm 红肿伴 4*3mm 硬结，舌红苔黄。
闻诊：无异常。问诊：现伴疼痛，无分泌物，推之不
移，小便黄，大便干。切诊：脉数。专科评估：左眼
上睑缘有一 6*5mm 红肿伴 4*3mm 硬结。心理评
估：患者平素工作忙，精神压力大，常加班熬夜，对
疾病康复有较高的期望值，外地居民有北京医保。
患 者 的 疼 痛 评 分 是 4 分 ，轻 度 疼 痛 ，轻 度 影 响
睡眠。

治疗及转归：2020 年 10 月 15 日给予患者耳

尖放血，按摩耳廓，先用手指按摩耳廓使其充血，
消毒，双手带上无菌手套后，用安尔碘和酒精棉签
仔细擦拭穴位及其耳廓周围皮肤。针刺手法，左
手固定耳廓，右手持针对准穴位，迅速刺入一针，
深约 1-2 毫米，随即出针，放血，轻轻挤压针孔周
围的穴位，使其自然出血，然后用酒精棉签吸取血

液，嘱患者按压。治疗完毕，患者即感到眼部灼热
感减轻，眼睑有轻松感；治疗第 3 日，患者述其下

眼睑疼痛明显改善，下眼睑硬结变小，红肿减退；
治疗第 5 日，患者症状消失。治疗 1 次病情痊愈，

2. 4

延续护理

患者于当日 10 月 15 日回家，10 月 18 日、20 日

进行微信回访，患者眼部红肿结节逐渐变小至完
全消失，疼痛评分也从原来 4 分降到了 0 分。告知

患者以后要注意清淡饮食，少熬夜，保证充足的
睡眠。

3

讨论
耳尖放血方法具有清肝明目、泻火通腑，改

善血循环之功效。中医认为，麦粒肿为外感风热
和热毒上攻所致。早期采用放血疗法具有疏风清
热、清热解毒、泻风通腑之功效，可速控制炎症、
缓解病程，促进转归、减轻痛苦，是治疗麦粒肿最
佳疗法之一。在治疗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三点：
①针刺不宜太深，切忌穿透耳廓或耳廓软骨。②

挤压后消毒干棉球按压针点。③嘱病人两日之内
冷敷患眼。局部点眼。
我们认为采用耳尖放血疗法治疗麦粒肿具有
迅速控制炎症、缓解病程、减轻患者痛苦等优点。
其疗效显著、操作简单、方法易行、无痛苦、费用
低，更适用于广大农村及基层单位推广。其不足
之处就是应用耳穴压豆或者结合其他配穴进行放
血，会不会对患者疗效更好一些，这是我以后要深
入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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