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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通络针灸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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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温阳通络针灸法及普通针刺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纳入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 2 组各 20 例，普通针刺组采用普通针刺法治疗，温阳通络法组采用温阳通络针灸法治疗，经过 2 周治疗后，通过临
床症状评估、日本骨科协会 （Japanese Orthopedic Association，JOA） 下腰痛量表及临床疗效统计以评估治疗的效果。结果：治疗
后，2 组患者症状及体征积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温阳通络针灸法组临床症状及体征各指标评
分与普通针刺组比较，除生活及工作能力，膝、跟腱反射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其余各项目评分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2 组治疗后 JOA 下腰痛评估量表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温阳通络法
组与普通针刺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总有效率普通针刺组 60.0%，温阳通络法组 95.0%。结论：温阳通络针灸法
及普通针刺疗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可以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腰腿痛的程度及临床症状，温阳通
络针灸法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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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由于纤维环破裂或腰椎间盘退变，导致

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７０ 岁住院患者，男女不限，诊断符合

髓核等间盘内组织突出而刺激或压迫到脊髓神经组织，引发神

1.1

经根炎症、神经根传导及营养障碍，出现坐骨神经性疼痛，或

《最新腰腿痛诊断治疗学》 ［１］的相关标准，经临床检查诊断学、

纳入标准

出现神经功能障碍的一类疾病，属中医学腰腿痛、痿证等范

影像学检查均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机体可很好地耐受针灸

畴。近年研究发现，办公室人群、年轻人发病也有上升的趋

治疗；依从性好，同时签订知情同意书。

势，探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比如坐姿

1.2

不正，驼背，上身不能直立，工作压力大劳累耗伤气血，熬

呼吸、心力衰竭等，严重系统性疾病的患者；发生严重消化道

夜、嗜食冷饮耗伤肾阴肾阳，长期坐而不运，导致脊柱过早退

出血者及凝血障碍性疾病；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精神状态异

化等原因。本研究拟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观察温阳通络针灸法

常，依从性不好的患者。

及普通针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旨在为临床治疗

1.3

腰椎间盘突出症探索最佳的外治治疗方法，并为推广温阳通络

骨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４０

针灸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提供可靠的临床依据。

例，随机分为 ２ 组。观察组男 １２ 例，女 ８ 例；年龄 ２７～６５

排除标准

一般资料

年龄＜２０ 岁，或＞７０ 岁；有肝肾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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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４２．１±１７．８）岁。对照组男 １１ 例， 女 ９ 例 ； 年 龄

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提示温阳通络针灸

２５～６３ 岁，平均（４２．６±１６．１）岁。２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法及普通针刺法均能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症状及体征；治

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疗后温阳通络法组临床症状及体征各指标评分与普通针刺组比

２ 治疗方法

较，除生活及工作能力，膝、跟腱反射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标本来源及分组：实验选用 Ｌ４～５ 椎间盘髓核。分为 ２ 组：
采用非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方法，对 ４０ 例经 ＣＴ、ＭＲＩ 诊断

学意义（P＞０．０５）；其余各项目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０．０５）。

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并拟行髓核摘除术患者分为 ２ 组。
2.1

温阳通络法组

间盘突出椎节相应的夹脊穴（双），肾俞（双）。配穴：环跳，风
市，殷门，委中，阳陵泉，承山，绝骨，昆仑。方法：用
１．５～２ 寸毫针针刺夹脊穴及肾俞，进针得气，夹脊穴要求针
感向腰骶部或下肢传导，之后在针柄固定长约 ２ ｃｍ 的艾条并
点燃，直至燃尽，共灸三壮。配穴要求进针得气。
2.2

采用普通针刺治疗，主穴：患侧大肠俞、

普通针刺组

关元俞、气海俞。配穴同温阳通络组，所有穴位要求进针得
气。２ 组均留针 ３０ ｍｉｎ，治疗 １０ 次为 １ 疗程，共治疗 ２ 疗
程，治疗期间患者应无特殊饮食、特殊元素接触史和特殊用药。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①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症状及体征观察量表：

观察指标

表1

采用温阳通络针灸法。主穴：患者腰椎

2 组临床症状及体征评分比较（x±s）
普通针刺组

项 目

温阳通络法组

治疗后

治疗前

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１３．３３±４．１４

１７．０８±３．７８①②

９．８２±４．７２① １０．２２±４．１０

１４．７７±１．８７①②

疼痛和麻木

１３．３５±４．５９ １４．４２±４．０３

行走

１０．５８±４．１２

①

生活及工作能力 ７．５９±３．３７ １３．９４±３．５６①

７．７８±３．８２

１４．００±２．９７①

压痛

①

８．２６±４．０６ １２．４８±３．３７

８．８９±４．８７

１４．３３±２．９２①②

直腿抬高试验

８．８２±４．９０ １２．２３±４．２８①

９．７８±４．９１

１４．２２±２．９２①②

膝、跟腱反射

９．１７±３．６２

８．５６±３．７２

１３．８９±３．２４①

１３．２３±４．２８

①

总积分
５７．７６±１１．０７ ７４．１８±１６．５６① ５８．５６±１２．５９ ８８．３１±１２．１７①②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普通针刺组治疗后比
较，②P ＜ 0.05

甘肃省中医院针灸科自制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症状及体征观察量

４．３ 2 组JOA 下腰痛评估量表评分比较

见表 ２。经有序分类

表共有 ６ 个项目：疼痛和麻木、行走、生活及工作能力、压

变量 ２ 组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分别对温阳通络法组及普通

痛、直腿抬高试验、膝、跟腱反射，其中最低 ２５ 分，最高

针刺组治疗前后 ＪＯＡ 下腰痛评估量表各项指标评分进行前后

１００ 分。得分越低症状越严重，得分越高，症状越轻。②日

对照比较、组内比较、组间比较。２ 组治疗后 ＪＯＡ 下腰痛评

本骨科协会（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ＯＡ）下腰痛

估量表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提

评估量表 ：ＪＯＡ 下腰痛评估量表是釆用日本矫形外科学会制

示温阳通络针灸法及普通针刺法均能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疼痛

定的腰椎疾患综合评分标准，本量表是由日本骨科协会创建。

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组间比较，温阳通络法组与普通针

各组患者第一次治疗前、最后一次治疗后进行评分。ＪＯＡ 总

刺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提示温阳通络法较普

评分包括三项：主观症状（９ 分）、临床体征（６ 分）、日常活动受

通针刺法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疼痛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效

限度（ＡＤＬ）（１４ 分），最高 ２９ 分，最低 ０ 分。分数越低提示功能

果更佳。

［２］

障碍越明显。③２ 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各评价 １ 次，

表2

间隔时间为 ４ 周。
3.2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ＡＳ１０．０ 统计软件，计数

资料分类变量服从正态分布，用 χ２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
示，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并行相关性检验。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症状疗效判断标准［３］。采

用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临床痊愈：腰腿痛
消失，直腿抬高 ７０°以上，能恢复原工作，能行走 ２ ｋｍ 以
上。好转：腰腿痛减轻，腰部活动功能改善。无效：治疗后腰
椎间盘突出症状无明显改变或反而加重者。
4.2

2 组临床症状及体征评分比较

见表 １。２ 组独立样本的

秩和检验，分别对温阳通络针灸法及普通针刺组治疗前后临床

2 组JOA 下腰痛评估量表评分比较（x±s）
温阳通络法组

普通针刺组

项 目

治疗前

分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１３．３３±４．１４

１７．０８±３．７８①②

９．８２±４．７２① １０．２２±４．１０

１４．７７±１．８７①②

疼痛和麻木

１３．３５±４．５９ １４．４２±４．０３

行走

１０．５８±４．１２

①

①

生活及工作能力 ７．５９±３．３７ １３．９４±３．５６

７．７８±３．８２

１４．００±２．９７①

压痛

８．２６±４．０６ １２．４８±３．３７①

８．８９±４．８７

１４．３３±２．９２①②

直腿抬高试验

８．８２±４．９０ １２．２３±４．２８①

９．７８±４．９１

１４．２２±２．９２①②

膝、跟键反射

９．１７±３．６２

８．５６±３．７２

１３．８９±３．２４①

１３．２３±４．２８

①

总积分

５７．７６±１１．０７ ７４．１８±１６．５６① ５８．５６±１２．５９ ８８．３１±１２．１７①②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普通针刺组治疗后比

较，②P ＜ 0.05

症状及体征各项指标评分进行前后对照比较、组内比较、组间

４．４ 2 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３。治疗后 ２ 组临床疗效

比较。２ 组患者治疗前临床症状及体征积分比较，差异均无统

比较，通过 χ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总有效率

计学意义（P＞０．０５）；治疗后，２ 组患者症状及体征积分与治

温阳通络法组高于普通针刺组，提示温阳通络法组改善腰椎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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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突出症疼痛程度、腰椎活动能力、日常活动能力较普通针刺

通过温阳通络针灸法治疗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髓核常量

组好。

元素含量均有所提高，从此，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前期研究得出
表 3 2 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 别

n

临床痊愈

好转

无效

温阳通络法组

２０

１５（７５．０）

４（２０．０）

１（５．０）

例（％）
总有效
１９（９５．０）①

８（４０．０） １２（６０．０）
５（２５．０） ７（３５．０）
２０
普通针刺组
温阳通络针灸法治疗后与普通针刺治疗后比较，①P ＜
0.05

的结论：髓核的变性是椎间盘突出症发生的直接原因。常量元
素的变化是因为缺少有效的血供，导致局部代谢异常，而相关
离子的减少反过来又促进髓核的变性及椎间盘的突出 ［８］。温阳
通络针灸法正是通过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髓核常量元素
的含量，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及代谢以延缓髓核的退变，进而
发挥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施以温阳

５ 讨论

通络针灸法及普通针刺治疗，穴位选取夹脊穴（双），肾俞穴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上的常见病，是引起腰痛的主要原

（双）。配穴：环跳、风市、殷门，委中，阳陵泉，承山，绝

因，约占腰痛患者的 ２０％。属中医学腰腿痛、痹证范畴，本

骨，昆仑。其中病理机制属经脉阻滞，气血运行不畅，阴阳失

病多为本虚标实症，多数学者认为瘀阻是病机的关键环节，肾

调。温阳通络针灸法通过温阳气逐寒湿，上述穴位联合刺激，

虚是该病的病理基础。是一种多因素引起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一

透诸经而除疼痛，使腰府气机调畅，气行血活，消瘀散结。补

病理结果，患者由于素体肝肾气血不足，加之外伤致瘀血内

虚胜邪，通经化瘀，调和气血。与普通针刺法相比，温阳通络

阻、风寒湿邪等致血液运行失调、阻滞经络致机体阴阳失调而

针灸法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更为明显，为今后的实

引发，主要辨证以血瘀气滞，肝肾亏虚为主症。选用活血化

验研究和临床工作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

瘀、行气止痛、补益肝肾为主要治法。
艾叶，具有重要的内服外用的价值，可以用于通经活血止
血，温阳散寒。其通经之力可以走十二经，奇经八脉，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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