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Med J, Oct. 2018, Vol. 29, No. 19 海南医学2018年10月第29卷第19期

耳穴压豆护理在高血压自管小组中的应用
朱磊 1，廖晓琴 2，梅久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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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市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临床护理教研室，上海 200120)

【摘要】 目的 探讨耳穴压豆护理在高血压自管小组中的临床作用。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上海

市浦东新区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血压自管小组的 100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例，对照组根据血压水平给予常规高血压药物治疗及自我健康管理教育，观察组在相

应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耳穴压豆护理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舒适度、满意度、依从性及精神状况，并

于治疗 1年后比较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 6个月、9个月和 12个月时的收缩压/舒张压分别为 (130.8±

8.2) mmHg/(85.6±6.5) mmHg、(125.5±7.9) mmHg/(80.3±5.4) mmHg、(120.7±6.1) mmHg/(80.1±6.3) mmHg，明显低于

对照组治疗后的(135.7±8.6) mmHg/(90.3±6.1) mmHg、(130.4±8.3) mmHg/(88.7±6.7) mmHg、(129.8±7.9) mmHg/

(85.3±6.5)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9个月和12个月时的舒适度、满意度、依从性及精神

状况评分分别为(16.0±3.5)分和(17.9±1.9)分、(16.0±3.0)分和(18.0±1.7)分、(17.6±2.2)分和(18.3±1.5)分、(16.6±3.1)分

和(17.5±2.4)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4.6±3.1)分和(15.9±2.4)分、(14.1±3.2)分和(16.0±2.9)分、(14.6±3.8)分和(15.4±

2.7)分、(14.3±2.9)分和(15.4±2.7)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4.0%，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7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耳穴压豆可显著降低患者的血压、提高患者舒适度、满意度、

依从性，改善精神状况，从而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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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ar acupoint sticking nursing in self-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ZHU Lei 1, LIAO Xiao-qin 2, MEI
Jiu-hong 1. 1.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Health, Yingbo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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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role of ear acupoint sticking in the self-management of hyper-

tension. Methods One hundred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in the self-management group of hypertension

from Yingbo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hypertension medication and self-health man-

agement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blood pressure level.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ar acupoint sticking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drug treatment. The comfort, satisfaction, compliance, and mental status were compared,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compared one year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s of the ob-

servation group after 6 months, 9 months and 12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ere (130.8±8.2) mmHg/(85.6±6.5) mmHg,

(125.5±7.9) mmHg/(80.3±5.4) mmHg, (120.7±6.1) mmHg/(80.1±6.3) mmHg,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

er than corresponding (135.7±8.6) mmHg/(90.3±6.1) mmHg, (130.4±8.3) mmHg/(88.7±6.7) mmHg, (129.8±7.9) mmHg/

(85.3±6.5) mmHg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omfort, satisfaction, compliance, and mental statu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9 months and 12 months were (16.0±3.5) and (17.9±1.9), (16.0±3.0) and (18.0±1.7), (17.6±2.2) and

(18.3±1.5), (16.6±3.1) and (17.5±2.4), respectively, who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rresponding (14.6±3.1) and

(15.9±2.4), (14.1±3.2) and (16.0±2.9), (14.6±3.8) and (15.4±2.7), (14.3±2.9) and (15.4±2.7)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94.00% vs
74.00, P<0.05). Conclusion Ear acupoint sticking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atient's blood pressure, improve patient

comfort, satisfaction, compliance, and improve mental status, thus further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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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是临床上常见慢性病之一，其主要的临
床表现是动脉血压升高[1]，其主要原因为血管神经调
节障碍对全身血管会造成超过身体承受的压力，从而
造成血管脆性增加，导致血管的堵塞甚至破裂，对身
体造成很大的伤害，这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状
况和生活质量的罪魁祸首。目前高血压的治疗以药
物治疗为主，主要药物有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
剂、利尿剂等，上述类型药物虽对高血压有较好的治
疗效果，但一旦停药后的血压回升较快，长期使用，对
患者的肝肾功能有一定的影响[2]。因此，寻求非药物
治疗已成为临床医生和患者共同关注的课题。

本课题在常规降血压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选取高
血压治疗频率最高的 6个穴位(降压沟、神门、肝、心、
交感、肾)开展耳穴压豆护理，从生理、精神、舒适度、依
从性、满意度 5个方面观察其在高血压自管小组患者
中的应用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参与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血压自管小组的
100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62

例，女性 38 例；年龄 45~78 岁，平均 (60.23±9.56)岁；
病程 1~10 年，平均(6.23±2.16)年；将上述 100 例原发
性高血压患者采用计算机随机程序随机分为对照
组(n=50)和观察组(n=50)，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以
及病程等一般情况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1.2.1 入选标准 (1)符合高血压Ⅰ期、Ⅱ期诊断标

准：收缩压在 140~159 mmHg (1 mmHg=0.133 kPa)之
间、舒张压在90~99 mmHg之间为高血压Ⅰ期，此时机体
不存在器质性病变，损伤较轻；收缩压在160~179 mmHg

之间、舒张压在100~109 mmHg之间为高血压Ⅱ期，此
时机体会出现器质性病变，主要有左心室肥厚及心
脑肾的损伤，但机体仍处于代偿期，功能障碍较轻。
(2)患者自愿加入自管小组。(3)患者不曾针对高血压服
用药物或者虽曾服用降压药但是疗效不佳者。(4)患者
自愿签订知情同意书。

1.2.2 排除标准 (1)病情较严重，达到Ⅲ级，血
压一般在 180/110 mmHg 以上，且患者器质性病变较
为严重，出现心力衰竭及肾功能衰竭等的症状，此时
患者已进入失代偿期，功能出现异常；(2)患者诊断为
高血压的同时合并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严重者影
响到了肝、肾等身体器官，甚至出现精神异常；(3)糖尿
病等疾病引起的继发性高血压、顽固性高血压、恶性
高血压、白大衣性高血压患者；(4)过敏体质或实验药
物过敏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该组患者由于血压水平不同，给

予患者不同剂量的高血压药物治疗(包括利尿剂、钙离
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
受体阻滞剂等)及自我健康管理教育。

1.3.2 观察组 该组患者在相应药物治疗的基
础上给予耳穴压豆护理治疗。耳穴的定位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耳穴名称和定位，分别取降压沟、神
门、肝、心、交感、肾6个穴位。由中医科两位主治医师
做好操作前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操作实施前对患者
进行耳穴部位的讲解，使其辨别相应反应区，以便于
患者在自管小组活动后的自我按摩。耳穴定位方法
参照《耳穴名称与定位》[3]标准。降压沟：对耳轮沟和
对耳轮上、下角处；神门：三角窝后1/3的上部，对耳轮
上下脚交叉前，即三角窝4区；肝：耳甲艇的后下部，即
耳甲 12区；心：耳甲腔正中凹陷处；交感：在对耳轮下
脚末端与耳轮内缘交界处，即对耳轮 6区前端；肾：对
耳轮下脚下方后部，即耳甲10区。选用华佗牌磁疗贴
在耳穴位置进行贴压，将耳背降压沟区域分为上中下
三个区域，每个区域以 1籽贴压。按压贴于耳穴的磁
疗贴，直至该处出现明显的发热发胀甚至酸痛，时间
以5~10 min为宜。在对患者进行耳穴压贴的同时向
患者讲解高血压疾病对身体危害的相关知识，并指
导患者基本预防急救的方法。叮嘱患者每日勤于按
压，至少不能少于 5 次，每次的持续时间以 5~10 min

为宜。“1 次”的界定标准为将所贴压的穴位按压 1

遍，每次直至出现热、胀甚至酸痛时停止，每侧的治
疗时间为 7 d。测量血压的方法参照《中国高血压防
治指南》[4] 中的测量方法。

1.4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以3个月为一期，
分别于随访前、随访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2个月后
比较两组血压变化情况；(2)于干预前后采用高血压患
者报告的临床结局评价量表(PRO量表)[5]，该问卷观测
患者舒适度、满意度、依从性及精神等方面变化，该问
卷包含 4个维度 10个小方面组成的包含 44个条目的
终量表，其中生理领域共16个条目，包括躯体症状、独
立性和认知功能三个方面；精神理领域共9个条目，包
括焦虑、抑郁和敌对等三个方面；社会领域共 8 个条
目，包括社会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两个方面；治疗领域
共11个条目，包括依从性和满意度两个方面。正向条
目按照原始得分进行分级，分为1~5分，逆向条目则相
反，将其按照 6减去原始得分的顺序进行分级。各个
领域所有得分相加即为该领域最后的分数。

1.5 疗效标准 显效：症状消失，舒张压下降
10 mmHg以上，并达到正常范围；或者舒张压虽未降
至正常，但已下降20 mmHg以上；有效：临床症状显著
减轻，舒张压下降不及10 mmHg，但已达到正常范围；
或者舒张压较治疗前下降10~19 mmHg，但未达正常范
围；或者收缩压较治疗前下降30 mmHg以上；无效者是
指：患者临床症状以及血压较之治疗前均没有改善，或者
无法达到上述标准。治疗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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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
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各时间段血压变化比较 观察组
患者治疗 6个月、9个月和 12个月收缩压和舒张压均
较对照组明显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各时间段血压变化比较(x-±s，mmHg)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收缩压

145.2±10.8

147.6±9.3

0.204

0.841

舒张压

95.4±7.3

97.1±8.1

0.540

0.597

收缩压

140.3±9.9

138.2±8.9

0.546

0.592

舒张压

94.3±6.5

91.4±6.8

1.068

0.031

收缩压

135.7±8.6a

130.8±8.2ab

2.541

0.022

舒张压

90.3±6.1a

85.6±6.5ab

2.422

0.028

收缩压

130.4±8.3a

125.5±7.9ab

2.516

0.023

舒张压

88.7±6.7a

80.3±5.4ab

3.381

0.004

收缩压

129.8±7.9a

120.7±6.1ab

3.158

0.006

舒张压

85.3±6.5a

80.1±6.3ab

2.173

0.045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治疗前 3个月 6个月 9个月 12个月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舒适度、满意度、依从
性及精神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第 9个月和 12个月
舒适度、满意度、依从性和精神状况评分均较对照组
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其他各时
间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12个月后，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4.0%，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7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40，P=0.006)，见表3。

3 讨 论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

几十年来我国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增加的
趋势，而且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已经成为威胁人们
健康和生命的主要代谢性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
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有10亿高血压患者，每年约有
71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到
2025年，将有 15.6亿人患上高血压[6]。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2012年的调查研究显示，2012年我国高血压
的患病率为 25.2%，全国患者预估达 2.7亿，而且患病
率呈上升的趋势。

高血压对于人们的生活质量有着严重影响，因为
高血压是难以彻底治愈的，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
主要药物有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
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
等。但在目前的高血压随访中发现，患者还是存在着
配药难、药物副作用大等问题。

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非药物治疗应成为高
血压的首选治疗方法。通过对 30篇高血压患者耳穴
压豆护理文献的回顾和展望，中医适宜技术的开展是
高血压非药物的主要措施。耳穴疗法，以其操作简
便，价廉、无创伤、安全性高的特点而被患者接受。吴
川丽等[7]研究表明耳穴压豆疗法降压效果明显，其特
点为有效、安全、方便，而且易掌握。其降压效果最明
显的时间为治疗后10 min及30 min，因此临床上值得
广泛推广。魏思宁等[8]研究证明单纯耳穴压豆治疗可
以有效降低高血压 I期患者的血压。杜晓军等[9]研究
进一步显示，耳穴压豆疗法除了降压效果明显外，还
可以改善高血压患者的睡眠质量，有助于患者进入良
好的睡眠状态。世博社区在2012-2014年对10 971名
60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结果分析，发现世博社区老
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56.03%，高居疾病榜首 [10]。因
此，针对本社区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高的问题，作者
选取高血压治疗频率最高的 6个穴位(降压沟、神门、
肝、心、交感、肾)开展耳穴压豆护理。结果观察组患者
收缩压和舒张压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观察组患者舒适度、满意度、依从性及精神状况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舒适度、满意度、依从性及精神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舒适度

治疗前

3个月

6个月

9个月

12个月

满意度

治疗前

3个月

6个月

9个月

12个月

依从性

治疗前

3个月

6个月

9个月

12个月

精神状况

治疗前

3个月

6个月

9个月

12个月

对照组

12.5±2.3

13.1±2.6

13.9±2.9

14.6±3.1a

15.9±2.4a

11.5±2.7

12.5±2.9

13.7±2.4

14.1±3.2a

16.0±2.9a

13.1±2.0

13.7±2.5

14.2±2.9

14.6±3.8a

15.4±2.7a

12.7±2.5

13.1±2.3

14.0±2.5

14.3±2.9a

15.4±2.7a

观察组

12.8±2.6

13.5±2.7

14.6±3.0

16.0±3.5ab

17.9±1.9ab

12.0±2.5

13.4±2.6

14.9±2.7

16.0±3.0a

18.0±1.7ab

12.9±2.4

14.5±2.9

15.9±3.1

17.6±2.2a

18.3±1.5ab

13.0±2.1

13.9±2.5

15.2±2.1

16.6±3.1a

17.5±2.4a

t值

0.299

0.370

0.581

2.276

2.654

0.552

0.939

1.349

2.245

2.167

0.260

0.849

1.627

2.775

3.814

0.373

0.957

1.493

2.201

2.361

P值

0.769

0.716

0.569

0.033

0.014

0.587

0.358

0.191

0.035

0.041

0.797

0.405

0.118

0.011

0.001

0.713

0.349

0.150

0.039

0.027

表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50

50

显效

22

29

有效

15

18

无效

13

3

总有效率(%)

74.0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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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减少鼻腔填塞物拔除时出血的影响
王雅燕，杨妙靓，林义清

(汕尾市第二人民医院 汕尾逸挥基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广东 汕尾 516600)

【摘要】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减少鼻腔填塞物拔除时出血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汕尾市第二人民医

院(汕尾逸挥基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收治的98例鼻内镜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

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9例，对照组患者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综合护理干预，干预时间为

1周。术后及拔除鼻腔填塞物前分别采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患者进行评分，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价

疼痛程度，并记录出血量；比较两组出院时的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 鼻腔填塞物拔除前，观察组患者的SAS评分

为(42.2±5.3)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9.7±6.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拔除时，观察组患者的VAS评分为

(2.8±0.8)分，出血量为(3.2±1.4) mL，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7±2.9)分，出血量为(6.7±2.6) 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出院时，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91.3±8.2)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4.9±7.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鼻内镜术后鼻腔填塞患者，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减少鼻腔填塞物拔

除时疼痛和出血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关键词】 鼻内镜；鼻腔填塞；护理干预；疗效；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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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reducing the bleeding during the extraction of nasal stuffing.
WANG Ya-yan, YANG Miao-liang, LIN Yi-qing.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Surgery, Shanwei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Shanwei Yihui's Funds Hospital), Shanwei 5166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reducing the bleeding

during the extraction of nasal stuffing. Methods A total of 98 cases of nasal endoscopic surgery patients, who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Surgery of Shanwei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Shanwei Yihui's Funds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2016 to October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

ing to randomly number method, with 4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

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lasted for one week. Zung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core was evaluated.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as used to evaluate pain, and the

amount of bleeding was recorde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discharge.

Results Before the extraction of nasal stuffing, the SA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2.2±5.3), which was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49.7±6.8)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VAS score and bleed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e-

·护 理·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8.1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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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
患者与对照组相比，其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94.00% vs 74.00%，P<0.05)，因此肯定了耳穴压豆疗
法在临床上对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耳穴压豆法治疗高血压病疗效显著，
但在实际临床工作中，耳廓上穴位分布较密，穴位间
距较近，在取穴的精确性上较难把握，应请中医科的
专家现场示范指导取穴，并每人发放穴位示意图，以
期准确取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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