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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西医结合综合康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和方案推广

项目简介

缺血性脑卒中占全部脑卒中的 60%～80%，是致残的首要原因，及时科学合理的康复治

疗极其关键。本项目针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中西医结合整体康复及其诊疗方案的制订，在

省内六家三甲中、西医院开展了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共计纳入受试者 610例。研究

一为“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中西医结合康复的临床研究”，设立三个分中心，共计纳入患者

250例，针对卒中后的肢体偏瘫、吞咽障碍、认知障碍进行针刺结合康复治疗，与常规康复

组进行对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针灸结合康复治疗可以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急性期的神经

功能缺损程度、下肢运动功能、吞咽功能以及认知状况。研究二为“缺血性脑卒中亚急性期

（恢复早期）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的临床研究”，设立三个研究中心，纳入患者 360例，针

对患者出现的肢体偏瘫、抑郁状态、认知障碍等进行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包括针灸、中药、

西药以及康复），与常规康复组进行对照研究。结果发现：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可以明显改

善脑卒中亚急性期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对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运动功能、吞咽功能、

认知障碍以及抑郁状态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本项目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最新

研究进展，经过神经内科、康复医学、中医内科、针灸科以及循证医学等多学科专家的研究

讨论，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综合康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诊疗方案”，并于 2014年通过浙江

省康复医学会组织的专家论证。近三年在省内 14家医院进行推广应用，培训医务人员超过

2800人，已应用住院患者 3000余例。推广应用结果表明，该诊疗方案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

的远期预后，缩短住院周期，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方案具有较高的临床指导价值。

本项目研究持续 5年，6 家医院的 64位临床与研究人员参与了本项目研究。发表论文

22篇，其中 SCI源期刊论文 5 篇，授权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培养硕士研究

生 6名，博士研究生 2名。于 2017年荣获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一等奖。

第三方评价（验收意见）

2016年 1月 11日，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对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承担

的浙江省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攻关项目“中风后中西医结合整体康复治疗的临床研究”（计

划编号：2011ZGG003）进行了会议验收。专家听取了项目组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讨

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组提供的资料完整、规范，符合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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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该项目采用客观公认的评价方法对中西医结合综合康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和

亚急性期分别开展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针对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在三家西医医院

（嘉兴市第二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纳入发病一周

之内的轻、中度脑卒中患者 250例；针对脑卒中亚急性期患者，在三家中医医院（浙江中医

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嘉兴市中医院、杭州市中医院）纳入发病一个月左右的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 360例；将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与常规康复治疗方案相比较，通过评价患者的日

常生活能力、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运动功能、吞咽功能、认知功能以及抑郁状态等，对中西

医结合综合康复方案的临床疗效进行验证。本项目实施规范，经过为期 4年余的临床研究，

明确得出以下结论：1.中西医结合综合康复方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优于常规康复治疗方案；

2.针灸疗法（电针+头皮针+体针）早期干预缺血性脑卒中具有较好的安全性；3.针灸疗法早

期干预发病一周内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对改善神经功能缺损、下肢运动功能、吞咽功能以

及意识状态、认知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对上肢运动功能的改善尚需进一步探索更好

的治疗方法或需要更长期的治疗；4.针灸或中药在治疗中风病方面的优势在于对卒中后的各

项功能障碍可以同时治疗，而发挥综合疗效。

三、该项目组发表论文 18篇，培养博士研究生 1名，硕士研究生 6名，制定了中西医

结合综合康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诊疗方案。

四、该项目省中医药管理局资助经费 75万元，经第三方审计，经费使用合理。

该项目已超额完成计划合同书的研究内容和技术指标，同意通过验收。

推广应用情况和社会效益

本项目组经过多学科交叉讨论制定“中西医结合综合康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诊疗方案”，

于 2012年形成初稿，通过浙江省康复医学会专家论证，2016年进行部分更新修订。方案总

体设计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项目完成单位举办多项国家级、省级医学继续教育学习班，

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完成人在各类学术会议和培训班进行专题讲座十余次，培训各类医务人员

超过 2800人次。项目组制定的诊疗方案已在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温州市的

14家医院进行推广应用。近三年推广应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超过 3000例。

本项目组制定的“中西医结合整体康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诊疗方案”的实施，明显减轻

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方案注重对脑卒中患者的常见功能障碍（运

动障碍、吞咽障碍、认知障碍以及卒中后抑郁）的早期筛查和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疾

病预后，并且预防了相关的并发症，特别是吞咽障碍造成的误吸、支气管痉挛、气道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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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脱水和营养不良等。2.中西医结合的整体康复治疗方案对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日常生活能力、运动功能、吞咽功能、认知功能以及卒中后抑郁均有明显疗效，使脑卒

中患者在发病初的三个月得到最大程度的康复。对轻、中度脑卒中患者而言，可以缩短住院

周期，提高独立生活能力和生存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

主要完成人员、完成单位及合作关系说明

项目负责单位及完成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完成人：方剑乔、陈利芳、马

睿杰、徐守宇、张淑青）。

项目合作单位及完成人：嘉兴市中医医院（完成人：沈来华），杭州市中医院（完成人：

包烨华），嘉兴市第二医院（完成人：吴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人：陈丽娜），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完成人：李建华）。

合作时间：2012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

合作方式：本项目成果来自 2011 年浙江省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攻关计划（编号：

2011ZGG003），该项重大攻关计划为多中心临床研究，由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牵头

申报，项目负责人为方剑乔教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负责项目的整体方案设计、

组织管理与实施、课题总结分析、项目成果推广，以及成果奖励申报等。各项目合作单位作

为临床分中心，参与课题方案制定、课题培训、临床病例收集、成果推广等工作。5家项目

合作单位于 2012年与项目负责单位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开始临床研究，2014年完成病例收

集并开始推广应用，于 2017年 1月完成成果登记。

本项目成果为 6家单位共同所有，完成单位排序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嘉

兴市中医医院、杭州市中医院、嘉兴市第二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邵逸夫医院；完成人员排序为：方剑乔，陈利芳，马睿杰，沈来华，包烨华，吴华，陈丽

娜，李建华，徐守宇，张淑青。其中嘉兴市第二医院顾旭东和傅建明、嘉兴市中医医院的罗

开涛因名额限制主动放弃作为本次报奖的完成人之一，由吴华和沈来华分别作为以上完成单

位的项目完成人参加申报。

知情同意说明和推荐单位意见

本项目成果中的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单位，除了浙江中医药大学外，均来自项目

主要完成单位。有些论文的作者参与了本项目研究（本项目共有 6家单位的 64名研究人员

参与），但未列入“主要完成人”。这些人员有：曾友华，Crystal Lynn Keeler，顾旭东，陈

露妮，王超，季聪华，Ronen Froym，金小明，高宏，方针，陈勤，吴媛媛，高峰，倪克锋，

李丽萍，朱敏，陈顺喜，陈晓军，章旭萍，楼美红，李霞，张璐，罗培，董巍，周亚芬, 朱

高峰，钱立锋, 占道伟,茅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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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成果中包含的知识产权发明人部分人员未列入“主要完成人”，这些人员有：周

传龙、梁宜、邵晓梅、包洁、周杰、林咸明、刘喆、陈勤。

项目完成人员中嘉兴市第二医院的顾旭东和傅建明，嘉兴市中医医院的罗开涛因本年度

申报其他项目的奖项，不能再作为主要完成人员参加本项目申报。嘉兴市第二医院由吴华、

嘉兴市中医医院由沈来华作为主要完成人员参加本项目申报。

经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与以上人员和单位沟通，告知本次申报奖励事宜，以上人员和单

位表示知情，并同意申报本次成果奖励。

推荐单位意见：本项目推荐单位为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同意本项目申报浙江省科技进

步奖励。

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1) 授权发明专利名称：制作药罐的装置，授权号：ZL201510411230.1，授权公告日：

2017.03.01，发明人：方剑乔，周传龙，包洁，邵晓梅。

2) 授权发明专利名称：快速清洁火罐的装置，授权号：ZL201510409378.1，授权公告日：

2017.01.11，发明人：方剑乔，周传龙，包洁，邵晓梅。

3)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可拆分针灸针，授权号：ZL201320610625.0，授权公告日：

2014.03.26，发明人：梁宜，周杰，方剑乔，林咸明，刘喆，陈勤。

4)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深度可控型火针，授权号：ZL201420533643.8，授权公告

日：2015.01.28，发明人：邵晓梅，包洁，周传龙，方剑乔。

5)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拔火罐时燃火的装置，授权号：ZL 201420533518.7，授

权公告日：2015.01.14，发明人：周传龙，包洁，邵晓梅，方剑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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