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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肺拔罐应用于 1 例风温肺热咳嗽
发热患者的护理体会
石明杰，王梁敏，刘

静，赵丹丹，张志岩，白

梅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北京 100078）
摘要：总结 1 例调肺拔罐在风温肺热咳嗽发热患者的护理经验，通过拔罐的“补”与“泻”，调动机体气机，缩短
病程，改善临床症状，护理效果较好，总结整理以期提供该类患者护理经验，提高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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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xperience of lung-regulating cupping in a patient
with cough and fever due to Wind-heat Lung Heat Disease
SHI Mingjie，WANG Liangmin，LIU Jing，ZHAO Dandan，ZHANG Zhiyan，BAI Mei
（Department of Fever and Respiratory，，Dongfang Hospit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78）

ABSTRACT：To summarize the nursing experience of a patient with wind-warm lung heat，cough
and fever by using the "supplementing" and "purging" of cupping to mobilize the body's qi，shorten
the course of disease，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achieve good nursing effect，summarize and
organize to provide nursing experience for such patients and improve nursing effect.
KEY WORDS：Lung Cupping；Wind-heat Lung Heat Disease；cough；Fever
风 温 肺 热 病［1］是 由 风 热 病 邪 所 引 起 的 以 发
热、咳嗽、胸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性外感热病，
常见于冬春季，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肺部感染性疾
病（肺炎）。据相关研究报道［2］：目前我国老年人
患肺炎后的病死率在 5～15. 4% 之间，并且随年

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其中肺炎住院患者中，65

岁以上的老人占 65%。西医治疗以抗生素为主，
但过度使用抗生素易导致出现多重耐药菌；且抗

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又会破坏机体免疫功能，对老
年人而言会增加其患病率及病死率［3-5］。中医治
疗风温肺热病以中药、针刺、拔罐等为主，耐药率
极低，操作方便且副作用小。目前，中西医结合治
疗肺炎是讨论研究的热点，本文在西医治疗基础
上增加拔罐疗法进行治疗，调肺拔罐治疗风温肺
热病可缩短退热时间，缓解咳嗽、咳痰、胸痛等症
状，改善预后，提高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郑某，男，72 岁，因 3 天前受凉后出现发

热，最高体温 39. 8℃，自服退热药物治疗后无好

转，伴咳嗽、胸痛，为求进一步系统治疗，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收入院。中医诊断：风温肺热病（痰
热壅肺兼气阴两虚证），西医诊断：双肺肺炎。入

院时：患者精神差，面色潮红，体温 39. 5℃，咳嗽，
咳黄粘痰，每日约 60mL，胸痛，气短，乏力，口干，
纳差，夜寐不安，大便两日未行，小便黄。舌质红，
苔白，脉数。中医九大体质评估：阴虚质，胸 CT：
双肺肺炎；患者既往高血压病史，规律口服硝苯地
平缓释片控制血压，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吸烟

40 余年，每日 10 支，现已戒烟 1 年。患者入院第 1
天，遵医嘱给予静滴中成药痰热清清热解毒、宣肺

化痰，哌拉西林舒巴坦钠消炎，盐酸氨溴索注射液

化痰治疗，并配合调肺拔罐—“泻”法。12 月 11
日，患者体温最高 38. 9℃，咳嗽，咳黄粘痰，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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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0mL，咳嗽时胸痛，深呼吸时不痛；12 月 13 日，

温正常，偶有咳嗽咳痰，痰量少，色白，约 2ml，无

稀痰，每日约 20ml，剧烈咳嗽时胸痛，仍乏力。邪

苔黄腻，脉浮，经过 8 天的调护，患者好转出院。

共“泻”法拔罐 3 次，患者体温正常，咳嗽、咳白色

气渐去，正气已损，调整拔罐方法—“补”法，12 月
18 日，经过 5 天的“补”法治疗后，患者精神可，体
表1

评估项目如表 1：
评估项目

时间

咳嗽程度评分（CET）

数字疼痛评分（NRS）

C-反应蛋白 mg/L

白细胞*109/L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12-10

22

3

179. 2

6. 33

82. 1

12-18

6

0

49. 1

7. 44

78. 3

12-13

2

11

1

护理

2. 1

2. 1. 1

中医特色护理—调肺拔罐
调肺拔罐—“泻”法

拔罐原则［6］：病有虚

发热、咳嗽咳痰、胸痛为主，属实证，以“实则泻之”
为操作原则。操作方法：闪罐［7］：在大椎（三阳、督
脉之会，在颈部后正中线上，第７颈椎棘突下）、肺

俞（属膀胱经，位于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 5 寸）、
膈俞（八会穴之血会，属膀胱经，位于第七胸椎棘

突下旁开 1. 5 寸）、肺部啰音最重处（肩胛骨下）、
曲池（属手阳明大肠经，屈肘 90 度，在肘横纹的末
端）施予闪罐法 ，重复 10 次，至皮肤潮红；走罐：逆
背部膀胱经走罐，持罐体，向上向外提拉罐体，使
罐力由深部向外扩散，引气外出，达到“泻”的作

用。留罐：将罐吸附于相应穴位并留罐 10 分钟。
该治疗方法：每日一次，每次 15-20 分钟。
调肺拔罐—“补”法

121. 8

6. 44

76. 9

羹、萝卜茶等。嘱患者注意休息，起居有常，劳逸

实，法有补泻，补其不足，泻其有余。患者初期以

2. 1. 2

胸痛，无乏力，纳食香，夜寐安宁，二便调，舌淡红、

经过调肺拔罐“泻”

法治疗后，患者热退、咳嗽咳痰、胸痛减轻，以乏力
为主，以“虚则补之”为操作原则。操作方法：走
罐：先按膀胱经循行力量向下，拉动频率较慢的顺
经走罐，导气内入，调气补虚为“补”法；后逆膀胱

适度，病情好转后，适当增加体育锻炼，如太极拳、
八段锦、六字诀等中医康复技术，强身健体，增强
抵抗力。责任护士与患者有效沟通，安抚情绪，为
患者听取抒发情感、曲调悠扬的乐曲，助其保持乐
观、积极向上的良好情志。
2. 3

延续护理
患者出院时，为其进行用药、饮食、运动、情

志、复查、防疫等方面健康宣教，发放纸质版，方便
患者随时查看，并指导患者“三”经络按摩：合谷、
内关、足三里，达到疏经通络、补中益气、增强机体
免疫力的作用。在患者出院第 3 天、第 7 天进行电

话随访，询问疾病康复情况，并对健康宣教内容予
以指导。1 月后患者门诊复查肺 CT：双肺炎症现

片已吸收、消失，见图 1。1 例调肺拔罐应用于风
温肺热病患者治疗前后肺 CT 对比见图 1。

3

讨论
肺炎［9］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死亡率高，

多由细菌或病毒感染所致，
老年患者常伴多种基础
疾病，
病情复杂，
病程较长，
炎症吸收较慢。西医治

经走罐为“泻”法。留罐［8］：将罐吸附于肺俞、膏肓

疗肺炎指南［2］以广覆盖、
足量、
足疗程的抗生素为主，

（属膀胱经，位于第十一胸椎棘突下旁开 1. 5 寸）、

用、
提高疗效是目前治疗的难点。中医治疗风温肺

寸）并留罐 10 分钟。治疗时间：每日一次，每次

系统评价拔罐辅助西药治疗肺炎在有效率、
症状缓

小腿上，犊鼻下 3 寸，胫骨前嵴外一横指处）每日

值得推荐的中医外治方法。

（属膀胱经，位于第四胸椎棘突下旁开 3 寸）、脾俞

长期应用抗生素，
会出现耐药性，
如何优化抗生素使

肾俞（属膀胱经，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 1. 5

热病经验丰富、
疗效确切且不良反应小，
米淑奇等［10］

15-20 分钟。同时艾灸足三里（属足阳明胃经，在

解时间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与本研究一致，
是一种

一次，每次 20-30 分钟。
2. 2

常规护理

饮食以清淡、适量、易消化、高蛋白为主，多饮

肺炎根据临床“热、咳、痛”的症状可归为中医
“风温肺热病”的范畴，风温肺热病病因病机复杂，
病因以“痰、热、虚”为主，诱发因素有寒冷、劳累、

温开水，严禁食用助火的食物，如羊肉、榴莲、膨化

气候骤变等，病机以痰热壅肺、痰湿阻肺、肺脾气

食品、烧烤、辛辣等，食用润肺清痰的饮品，如银耳

虚、气阴两虚等为主。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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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1 例调肺拔罐应用于风温肺热病患者治疗前后肺 CT 对比

疫功能逐渐下降，感受风寒之邪，入里化热，炼津
为痰，痰热壅肺；化火生痰，伤津耗液，正气亏损，
气阴两虚。

害，患者满意度高，提高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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