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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d 技术结合面肌协调性训练治疗重度周围性面瘫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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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讨 Rood 技 术 结 合 面 肌 协 调 性 训 练 治 疗 重 度 周 围 性 面 瘫 的 疗 效 。 方 法

选取

2017-06—2020-06 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重度周围性面瘫患者 60 例，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采用药物治疗、针灸、理疗等，治疗组采用 Rood 技术加面肌协调性训练，同时采取与对照组相
同的治疗手段。总疗程 4~6 周，治疗结束后比较 2 组 House-Brackmann（H-B）面神经功能分级、Portmann 评
分。结果

治 疗 后 H-B 分 级 ：治 疗 组 Ⅰ 级 8 例（26.7%），Ⅱ 级 16 例（53.3%），对 照 组 H-B 分 级 Ⅰ 级 1 例

（3.3%），Ⅱ级 12 例（40%），治疗组 H-B 分级变化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 Portmann 评分：
治 疗 组（17.2±2.7）分 ，对 照 组（12.7±3.2）分 ，治 疗 组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P＜0.05）。 2 组 H-B 分 级 评 分 和
Portmann 评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根据面部表情肌的解剖学走向，应用

Rood 技术结合面肌协调性训练治疗重度周围性面瘫，可使面肌的主、被动运动更充分，传入大脑的感觉信

号更具体，更有利于中枢对肌肉再支配的恢复，可促进面部表情肌肌张力恢复，促进运动控制能力的提
高，提升疗效，缩短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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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d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facial muscle coordination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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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ood technique combined with facial muscle coordina⁃

tion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severe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June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

trol group, 30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3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rug therapy, acupuncture and physiotherapy.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od technology and facial
muscle coordination training, and the same treatment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4-6

weeks. After treatment, House-Brackmann（H-B）facial nerve function grading and Portmann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H-B grade after treatment：in the treatment group，8 cases （26.7%） we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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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Ⅰ，16 cases（53.3%）were in grade Ⅱ，and 1 case（3.3%）was in grade Ⅰ，12 cases（40%）were in grade
Ⅱ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 of H-B grad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Portmann score after treatment : the treatment group was（17.2±2.7）points，the control

group was（12.7±3.2）points，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B grading score and Portmann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
ment （P<0.05）.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anatomical trend of facial expression muscle, the application of

Rood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facial muscle coordination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eripheral facial pa⁃
ralysis. They can make the active and passive movement of facial muscle more fully, and the sensory signal transmit⁃
ted to the brain more specific,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recovery of central reinnervation of muscle. The tech⁃
nique cab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facial expression muscle tensio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motor control abili⁃
ty, improve curative effect and shorten the course of disease.

【Key words】 Severe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Rood technology；Facial muscle coordination training；

Facial nerve function；Neurorehabilitation

神经麻痹的报道较多［1-4］，但采用 Rood 技术与

周围性面瘫是因各种原因导致的面神经
失神经支配，面部表情肌肌张力低下的一组临

面肌协调性训练治疗面瘫鲜见报道。本研究
观察 Rood 技术结合面肌协调性训练治疗重度

床表现，多为特发性面神经麻痹（Bell 麻痹）。
Bell 麻痹如恢复不完全会影响美观，造成患者

周围性面瘫的疗效。

心理和社交功能障碍。目前面瘫的治疗多为

药物、针灸、理疗等方法，多为有创治疗，对

1

Bell 麻痹发病早期病情较轻的疗效尚可，但对

1.1

病情较重的重度面瘫疗效不甚满意，且这些疗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重度周围性面

法缺少提升肌张力、诱发面肌主动运动的环

瘫患者 60 例，均经头颅 MRI 排除脑桥小脑角

识到神经生理发育疗法在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系统性功能训练对于面神经功能恢复的作用

一般资料

选 取 2017-06—2020-06 在

区和脑干病变，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 30 例。2

节。随着神经康复研究的深入，人们已普遍认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针对面部表情肌的

资料与方法

组 患 者 性 别 、年 龄 、病 程 、House-Brackmann

（H-B）面神经功能分级、Portmann 评分等比较

研究较少。国内关于针灸及运动疗法治疗面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见表 1。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 1 2 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Table 1

1.2

组别

n

治疗组
对照组
t/χ2 值
P值

30
30

纳入和排除标准

Comparison of basic data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性别
男
女
15
15
16
14
0.067
0.796

年龄/岁

病程/d

44.2±15.7
40.6±17.9
—0.834
0.408

5.96±1.28
5.93±1.47

入选标准：
（1）符合周

围性面瘫诊断标准［5］；
（2）单侧发病，可伴或不

H-B 面神经功能分级
Ⅳ级 V 级 VI 级
15
11
4
16
11
3
0.175
0.916

伴同侧耳后疼痛或乳突压痛、耳周带状疱疹、
同侧舌前 2/3 味觉消失、听觉过敏等；
（3）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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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d 技术的施加方向：①抬眉：沿枕额肌

分级［6］Ⅳ～Ⅵ级。抬眉、皱眉、闭眼、耸鼻、鼓

额腹的走向，从眉弓向头顶方向施加；②皱眉：

腮、示齿、噘嘴动作均不能完成，患侧额纹完全

沿降眉间肌方向，自额头中部向患侧眉毛内

消失，眼睑不能闭合，鼻唇沟平坦，口角下垂明

端、眉间施加；③闭眼：沿眼轮匝肌的走向，自

显，进食时食物残留于齿颊之间。

颧部向内呲处方向施加；④耸鼻：沿提上唇鼻

排除标准：
（1）外伤、肿瘤所致面瘫；
（2）中

翼肌、鼻肌方向，自上嘴角向内呲处施加；⑤鼓

枢性面瘫［7］；
（3）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

腮：在患侧口角旁，自外向内施加于患侧面颊

经炎；
（4）严重认知障碍不能配合治疗者。

部；⑥示齿：沿颧肌、笑肌和颊肌走向，在患侧

1.3

口角旁，放射状施加；⑦噘嘴：沿口轮匝肌走

方法

1.3.1 对照组：
2 组均进行神经内科常规治疗，
给予糖皮质激素、抗病毒及神经营养药物应

向，自患侧上、下口角处向内施加；⑧张大鼻
孔：沿鼻孔开大肌走向施加。

用，当病情稳定、面神经症状不再进展后，开始
进行针灸治疗，针刺太阳穴、睛明、阳白、四白、
迎香、颊车、地仓、承浆等穴位，留针 30 min。

面肌协调性训练：治疗者在患者练习上述
8 个动作的同时应注意抑制健侧面肌的过度

活动，告知患者健侧面肌的正确运动方向和用

护士每天监督患者进行面部肌肉运动训练，练

力程度，避免过度牵拉患侧，并向患侧面肌提

习抬眉、皱眉、闭眼、耸鼻、鼓腮、示齿、噘嘴、张

供正确的示范。

大鼻孔 8 个动作，30 min/次，3 次/d。为增加趣

应根据 H-B 分级情况选择面肌协调性训练

味性，可练习吹口哨、气球、用吸管吹水、嚼口

的助力方式：
Ⅵ级被动运动；
Ⅳ～Ⅴ级主动助力

香糖等。

运动；Ⅰ～Ⅲ级主动运动或抗阻运动。每个动

1.3.2

作重复做 10 遍，8 个动作练习约 30 min/次，嘱

治 疗 组 ：治 疗 组 在 上 述 基 础 上 采 用

Rood 技术加面肌协调性训练治疗。患者坐于
矫形镜前，认真观察自己的面肌活动，尽可能

患者再自行练习 2 次/d。训练过程中应避免表
情肌疲劳。

保持双侧面部表情肌的对称性。治疗者站于

1.4

患者背后，根据面部表情肌的解剖学走向，运

评定 H-B 分级和 Portmann 评分。

用 Rood 技术的兴奋性手法作用于各部位面

肌，帮助、指导患者进行抬眉、皱眉、闭眼、耸

1.4.1

疗效评定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结束后

H-B 分级：H-B 面神经功能评价分级系

统［6］：Ⅰ级：面部各部位运动功能正常；Ⅱ级：

鼻、鼓腮、示齿、噘嘴、张大鼻孔 8 个动作的练

静止时面部左右对称且张力均等，额纹基本对

习，嘱患者尽最大努力，每个动作达到最大幅

称，眼睛轻用力即可完全闭合，嘴部轻度不对

度时保持 10～15 s，休息 5 s 后重复进行训练。

称；Ⅲ级：两侧有明显差异但不影响外观，明显

毛刷对患者患侧面部的皮肤进行快速刷擦，软

搐，上额轻微运动，额纹不对称，用力闭眼可闭

毛刷应逆着患者面部毛孔生长的方向，刷擦

合，口明显不对称；Ⅳ级：静止时面部不对称，

3～5 s 后要求患者主动运动面肌；也可用手指

上额无运动，用力闭眼不能完全闭合，口明显

对患侧面部皮肤进行快速叩击，方法和擦刷

无力，只见轻微运动；Ⅴ级：静止状态时面部明

相同。

显不对称，额部无运动，眼部闭合不完全，嘴部

Rood 技术的兴奋性手法：使用手指或软

可见但不严重的联带运动，痉挛和（或）面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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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配对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功能，
额部、眼部、嘴部均无运动。
1.4.2

Portmann 面瘫简易评分［8］：比较抬眉、

2

闭眼、鼓腮、噘嘴、示齿、张大鼻孔 6 项运动，每

结果
治疗前 2 组 H-B 分级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项满分 3 分。运动时：
正常 3 分，
减弱 2 分，
明显

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疗组 H-B 分级评

度不对称 1 分，
明显不对称 0 分，
满分共 20 分。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 2 组 Portmann

减弱 1 分，
消失 0 分。面部静态观：
正常 2 分，
轻
1.4.3

分变化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2 组比较差异有

疗效评定：①治愈：H-B 分级Ⅰ级；②显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效：H-B 分级Ⅱ级；③好转：H-B 分级Ⅲ、Ⅳ级；

后治疗组 Portmann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2 组

④无效：H-B 分级Ⅴ、Ⅵ级。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

应用 SPSS 21.0 软件包进

H-B 评分、Portmann 评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

验，Portmann 评分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治疗

H-B 评分、Portmann 面瘫简易评分比较差异均

1.5

统计学分析

行数据分析。组间比较：H-B 分级用卡方检

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前后比较：
H-B 分级用卡方检验，
Portmann 评分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3。

表 2 2 组治疗前后 H-B 分级比较 ［n（%）
］
Table 2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Comparison of H-B grade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n（%）
］

n

30

治疗前

3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

Ⅰ级

Ⅱ级

Ⅲ级

8（26.7）

16（53.3）

6（20.0）

1（3.3）

12（40.0） 13（43.3）

0
0

0
0

Ⅳ级

Ⅴ级

0

0

4（14.0）

0

VI 级

P值

0

15（50.0） 11（36.7）

4（13.3）

<0.05

0

16（53.3） 11（36.7）

3（10.0）

<0.05

0
0

A

B

图 1 2 组治疗前后 H-B 分级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H-B grad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表 3 2 组治疗前后 Portmann 评分比较 （分，x±s）

Table 3

Comparison of Portmann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cores，
x±s）
组别

n

治疗组

30

对照组
t值
P值

30

Portmann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4.4±2.4

17.2±2.7

0.668

5.717

4.8±0.2
0.506

12.7±3.2
<0.05

t值

P值

32.607

<0.05

18.60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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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利用反复的感觉运动反应提高患者对动作

周围性面瘫的病变在面神经核或核以下

的掌握程度，以引出目的性较强的面部表情肌

周围神经，属于下运动神经元损伤，是面神经

的动作。面肌协调性训练使面部 26 块表情肌

传导通路受损所致。早期的病理变化主要表

在产生运动时，机体作用肌群之时机正确、动

现为神经水肿、变性及脱髓鞘改变，严重时伴

作方向及速度恰当的运动，以恢复有目的、可

随一定程度轴突变性，临床研究表明约 30%的

控制的主动运动，恢复双侧表情肌的对称性和

患者会遗留明显的后遗症［9-10］。目前面瘫的治

美观［34-38］。近年来神经生理发育疗法和运动

疗主要以激素、抗病毒药物、针灸、理疗、推拿、

疗法在神经功能恢复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被业

神经阻滞治疗为主，目前关于面瘫的研究也多

界同仁认可［39-41］。王会会等［2］报道红外偏振光

集中于此。郭江玲等［3］对 364 例面瘫患者进行

联合运动想象治疗面神经炎可以缓解面神经

研 究 发 现 ，微 波 综 合 治 疗 面 瘫 有 效 率 为

肿胀，改善循环，可促进面神经恢复，提高临床

92.34%；
程明霞等［11］报道神经丛封闭治疗面神

治愈率。还有学者［1］报道应用鳝鱼血外敷加

经炎有效率为 88.4%；还有学者报道对面瘫患

中频和运动疗法治疗面神经麻痹，可促进神经

者行针灸治疗可加速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新陈

功能恢复，有利于神经的再生，同时使残存的

代谢，改善面神经缺血、水肿症状，减轻面神经

肌细胞和接受神经再支配的肌纤维肥大并强

的受压程度［12-16］。这些方法均疗效可靠，但传

化，可延缓、预防肌萎缩，提升肌力。本研究显

统治疗方法未重视面肌的主动性训练，达到

示，治疗后治疗组 H-B 分级评分变化幅度明显

H-B 分级Ⅰ级，
即治愈患者所占百分比不高［14］。
随着中西医结合的发展，针灸结合运动疗

法、面肌训练等治疗面神经麻痹已成为临床研
究热点［17-20］。针刺肌肉可帮助肌肉主动收缩
和放松，肌纤维的充分收缩和放松可改善面部
淋巴回流、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神经缺血，进而

大于对照组（P＜0.01），Portmann 评分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治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治愈为 H-B 分级Ⅰ级，表
明应用 Rood 技术加面肌协调性训练治疗重度
周围性面瘫，大部分患者面部各部位运动功能
达到正常水平。

使受损的肌肉和神经功能逐渐恢复［21-26］。本

本研究表明，根据面部表情肌的解剖学走

研究对照组采用针灸结合护士监督患者训练

向，应用 Rood 技术加面肌协调性训练治疗重

的 方 法 ，治 疗 后 H-B 评 分 较 治 疗 前 降 低 ，
Portmann 面瘫简易评分较治疗前提高，且无无

度周围性面瘫，应用 Rood 技术的兴奋性手法，
采用多途径感觉刺激输入，可使传入大脑的感

效病例，表明针灸结合护士监督患者进行面肌

觉信号更具体，更有利于中枢神经对面部表情

训练可达到一定控制周围性面瘫病情的程度，

肌再支配的恢复，同时通过调整感觉神经的兴

同时可促进面肌功能恢复。

奋性以改变肌肉的张力，使瘫痪的面肌产生运

面瘫的本质为面部表情肌肉的迟缓性瘫

动方向和时值正确的主动运动，促进面部表情

痪［27-33］。Rood 技术又称多感觉刺激疗法，是一

肌肌张力恢复，使面部表情肌的主、被动运动

种神经生理发育疗法，认为适当的、有目的的

更充分，促进面肌运动控制能力的提高。方法

感觉刺激可以保持正常肌张力，并能诱发所需

安全无创，可减轻患者的痛苦，缩短病程，提升

要的肌肉反应，主要强调选用有控制的感觉刺

周围性面瘫治疗效果。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21 年 12 月第 24 卷第 24 期

4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Nervous Diseases Dec.2021，Vol.24 No.24

2173

pathological stages of Bell’s palsy［J］. Neurore

参考文献

［1］ 许梦雅.鳝鱼血外敷加中频和运动疗法治疗面
神经麻痹［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9，12

（24）：
63-64.

［2］ 王会会，李娅娜，曹岚，等.红外偏振光联合运动
想象治疗面神经炎临床观察［J］.中国实用神经疾

病杂志，2020，23（2）：130-134. DOI：10.12083/
SYSJ.2020.02.141.

［3］ 郭江玲.微波综合治疗面神经麻痹临床观察
［J］.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4，17（23）：
133-134.

［4］ 许梦雅. 面肌按摩并协调性训练辅助治疗周围
性面瘫的疗效观察［J］.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
志，
2010，32（9）：
665-666.

［5］ HECKMANN J G，URBAN P P，PITZ S，et al.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diopathic
Facial Paresis（Bell’s Palsy）
［J］. Dtsch Arztebl
Int，2019，116（41）：692-702. DOI：10.3238/
arztebl.2019.0692.

［6］ REITZEN S D，BABB J S，LALWANI A K.
Significanc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House-

Brackmann grading system for regional facial

nerve function［J］.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9，140（2）：154-158. DOI：10.1016/j.otohns.
2008.11.021.

［7］ INDURUWA I，HOLLAND N，GREGORY R，et

port，2014，25（14）：1162-1168． DOI：10.1097/
WNR.0000000000000246.

［10］ 杜景卫，王桂芳，张传臣.面神经炎治疗前后神
经电生理变化的临床研究［J］. 中国实用神经
疾病杂志，2017，20（24）：
51-54.

［11］ 程明霞，蔡静. 神经丛封闭治疗面神经炎的效
果及护理［J］.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3，
16（12）：
90-91.

［12］ XIA W，ZHENG C，ZHU S，et al. Does the
addition of specific Acupuncture to standard

swallowing training improve out comes in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after strok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Clin Rehabil，2015，30（3）：
237-246. DOI：10.1177/0269215515578698.

［13］ ZHOU L Y，LIU T J，LI X M，et al. Effects of
intraorbital

electroacupuncture

on

diabetic

abducens nerve palsy［J］. Chin Med J，2017，
130（14）：1741-1742. DOI：10.4103/0366-6999.
209902.

［14］ ZHOU L Y，LI X M，LIU T J，et al. Efficacy of
intraorbital

electroacupuncture

for

diabetic

abducens nerve palsy：study protocol for a

prospective single-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Neural Regen Res，2017，12（5）：
826-830. DOI：
10.4103/1673-5374.206654.

al. The impact of misdiagnosing Bell’s palsy as

［15］ 王芹，
黄伟，
姚敏. 针灸对颞骨骨折引起的周围

（6）：
494-498. DOI：
10.7861/clinmed.2019-0123.

用神经疾病杂志，2020，23（13）：1126-1130.

acute stroke［J］. Clin Med（Lond），2019，19

［8］ DONG Z Y，ZHANG B Q，GUO X Q.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herbal-cake

partitioned

性面瘫患者术后康复的价值研究［J］. 中国实
DOI：
10.12083/SYSJ.2020.13.256.

［16］ 龚泽辉，王义亮，郭强.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

moxibustion is superior to routine acupuncture

进技术对中枢性面瘫的疗效分析［J］. 中国实

［J］. Zhen Ci Yan Jiu，2019，44（2）：131-135.

［17］ TEIXEIRA L J，VALBUZA J S，PRADO G F.

［9］ HE X，ZHU Y，LI C，et al. Acupuncture—

facial paralysis）［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DOI：
10.13702/j.1000-0607.180304.

induced changes In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varied with

用神经疾病杂志，2014，17（6）：
7-8.

Physical therapy for Bell’s palsy （idiopathic
Rev，2011（12）：CD006283. DOI：10.1002/
14651858.CD006283.pub3.

2174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21 年 12 月第 24 卷第 24 期

［18］ GAGYOR I，MADHOK V B，DALY F，et al.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Nervous Diseases Dec.2021，Vol.24 No.24

180304.

Antiviral treatment for Bell’s palsy（idiopathic

［26］ SANTOS-LASAOSA S，PASCUAL-MILLÁN L

Rev，2019，9（9）：CD001869. DOI：10.1002/

paralysis：etiology，diagnosis and treatment［J］.

facial paralysis）［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14651858.CD001869.pub9.

［19］ AYSEL A，MÜDERRIS T，YILMAZ F，et al.
Pediatric Bell’s palsy：prognostic factors and
treatment outcomes［J］. Turk J Pediatr，2020，62

（6）：1021-1027. DOI：10.24953/turkjped.2020.
06.014.

F，TEJERO-JUSTE C，et al. Peripheral facial
Rev Neurol，2000，30（11）：
1048-1053.

［27］ ÖZKALE Y，EROL ，SAYGı S，et al. Overview

of pediatric peripheral facial nerve paralysis：
analysis of 40 patients［J］. J Child Neurol，
2015，30（2）：193-199. DOI：10.1177/088307
3814530497.

［20］ KARALOK Z S，TASKIN B D，OZTURK Z，et

［28］ NELLIS J C，ISHII M，BYRNE P J，et al.

Nerv Syst，2018，34（5）：911-917. DOI：10.

and Quality of Life in Facial Plastic Surgery

al. Childhood peripheral facial palsy［J］. Childs
1007/s00381-018-3742-9.

［21］ REDDY S，REDETT R. Facial paralysis in

children［J］. Facial Plast Surg，2015，31（2）：
117-122. DOI：10.1055/s-0035-1549042.

［22］ RAZFAR A，LEE M K，MASSRY G G，et al.

Facial Paralysis Reconstruction［J］. Otolaryngol

Clin North Am，2016，49（2）：459-473. DOI：
10.1016/j.otc.2015.12.002.

［23］ AYOUB N F，ABDELWAHAB M，ZHANG M，
et al. Facial Paralysis and Communicative
Participation：The Importance of Facial Symmetry

at Rest［J］. Ann Otol Rhinol Laryngol，2020，
129（8）：788-794. DOI：10.1177/00034894209
12446.

［24］ SU P，ISHII L E，NELLIS J，et al. Societal

Association Among Facial Paralysis，
Depression，
Patients［J］. JAMA Facial Plast Surg，2017，19

（3）：190-196. DOI：10.1001/jamafacial.2016.
1462.

［29］ ILEA A，CRISTEA A，DUDESCU C M，et al.
Lip

Forces

and

Chewing

Efficiency

in

Children with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J］.

Neuropediatrics，2015，46（4）：242-247. DOI：
10.1055/s-0035-1550146.

［30］ BARRY P，MANCINI J，ALSHUKRY A，et al.

Validation of French versions of the Facial
Disability Index and the Facial Clinimetric

Evaluation Scale，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scales
for peripheral facial palsy patients［J］. Clin

Otolaryngol，2019，44（3）：313-322. DOI：
10.1111/coa.13294.

Identification of Facial Paralysis and Paralysis

［31］ BENAIM J L，AMAR O，ALLIEZ A，et al. The

（4）：272-276. DOI：10.1001/jamafacial.2017.

facial palsy［J］. Ann Chir Plast Esthet，2015，60

Location［J］. JAMA Facial Plast Surg，2018，20
2402.

［25］ DONG

Z

Acupuncture

Y，ZHANG

combined

B Q，GUO X Q.
with

herbal-cake

partitioned moxibustion is superior to routine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J］. Zhen Ci Yan Jiu，2019，44

（2） ：131-135. DOI：10.13702/j.1000-0607.

interest of electroneuromyography in peripheral

（5）：374-376. DOI：10.1016/j.anplas.2015.07.
001.

［32］ GONZÁLEZ-DARDER
GUASCH

J

P， ESCARTÍN

M， CAPILLAF

P， et

al.

Side-to-End Hypoglossal-Facial Neurorrhaphy
for Treatment of Complete and Irreversible

Facial Paralysis after Vestibular Schwannoma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21 年 12 月第 24 卷第 24 期

Removal

by

Means

of

a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Nervous Diseases Dec.2021，Vol.24 No.24

Retrosigmoid

Approach：A Clinical and Anatomic Study［J］.

World Neurosurg，2020，136：e262-e269. DOI：
10.1016/j.wneu.2019.12.149.

［33］ ZHANG H T，QIU L L.“Santong Needling”
by Stages for Moderate and Severe Peripheral

2175

Zhongguo Zhen Jiu，
2013，33（11）：
1048-1049.

［38］ CHUNG S E，YOON T H，LEE K M，et al. A

case report of multiple cervical artery dissection
after peripheral type facial palsy and use of
steroids［J］. BMC Neurol，2018，18（1）：74.
DOI：10.1186/s12883-018-1080-x.

Facial Paralysis in the Acute Period［J］. Zhen

［39］ HONTANILLA B，VILA A. Comparison of

［34］ GÜNDÜZ A，UZUN N，KARAALI-SAVRUN

a cross-facial nerve graft and muscle transplant

Ci Yan Jiu，2015，40（5）：
419-422，
426.

F，et al. Reorganization of sensorimotor gating
after peripheral facial palsy starts at brainstem

［J］. Neurol Res，2018，40（7）：541-548. DOI：
10.1080/01616412.2018.1453102.

［35］ WANG S Q，LI Y，BAI Y P. Early clinical
features of severe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and acupuncture strategies［J］. Zhongguo Zhen
Jiu，
2010，30（5）：
427-429.

［36］ KASAHARA T，IKEDA S，SUGIMOTO A，et

al. Efficacy of Tape Feedback Therapy on

Synkinesis Following Severe Peripheral Facial

Nerve Palsy［J］. Tokai J Exp Clin Med，2017，
42（3）：
139-142.

［37］ ZHANG X，AN G H，SONG M J. Penetration

acupuncture at expression muscle for 12 cases
of

severe

peripheral

facial

hemihypoglossal-facial nerve transposition with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facial paralysis using
the facial clima method［J］. J Plast Surg Hand
Surg，2012，46（1）：25-31. DOI：10.3109/
2000656X.2011.644716.

［40］ MAKEHAM T P，CROXSON G R，COULSON

S. Infective causes of facial nerve paralysis［J］.

Otol Neurotol，2007，28（1）：100-103. DOI：
10.1097/01.mao.0000232009.01116.3f.

［41］ KLEISS I J，HOHMAN M H，SUSARLA S M，
et 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794

patients with a peripheral facial palsy using the

Face Scale：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Clin Otolaryngol，2015，40（6）：651-656. DOI：
10.1111/coa.12434.

paralysis［J］.

（收稿 2021-04-16）

本文引用信息：许梦雅，
朱庆华，
贾艳露，
陈素艳，
姜波，
张振香. Rood 技术结合面肌协调性训练治疗重度周围性
面 瘫 疗 效 观 察［J］. 中 国 实 用 神 经 疾 病 杂 志 ，2021，24（24）：2168-2175. DOI：10.12083/
SYSJ.2021.09.024
Reference information：XU Mengya，ZHU qinghua，JIA Yanlu，CHEN Suyan，JIANG Bo，ZHANG Zhenxiang.
Rood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facial muscle coordination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facial paralysis［J］.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Nervous Diseases，2021，24
（24）：
2168-2175. DOI：10.12083/SYSJ.2021.09.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