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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压强刺激内关防止晕针刀的作用机理
王宗佼 1，张强 1

指导：张天民 2

１． 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５；２． 湖北中医药大学针刀医学教研室，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５

［摘要］ 目的：观察指压强刺激内关防止晕针刀的作用机理。方法：将 40 例患者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 2 组各 20 例，在针刀治
疗过程中全程心电监护，记录患者生命体征变化。在发现患者心率及血压有明显波动时，对 2 组患者分别实施指压强刺激内关及
指压强刺激足三里，观察患者心率及血压变化情况，并记录 2 组数据。结果：内关组在指压强刺激穴位后，舒张压、收缩压及心
率的均值均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且足三里组在指压强刺激穴位后，舒张压、收缩压的均值无变化，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但其心率的均值呈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结论：针刀治疗过程中指压强刺激内关
对患者心率及血压的波动有改善作用，指压强刺激内关能有效防止晕针刀，值得临床运用。
［关键词］ 针刀；晕针刀；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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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针刀是指在针刀治疗过程中或治疗后半小时左右，患者

平 均 １８ 次 ／ｍｉｎ； 血 压 术 前 ９０／６０ ～１５０／９５ ｍｍＨｇ， 平 均

出现头晕、心慌、恶心、肢冷汗出、意识淡漠等症状的现象。

１２２／８０ ｍｍＨｇ； 波 动 值 ８／６ ～２８／２２ ｍｍＨｇ， 平 均 １６／１４

部分患者由于体质、精神、体位、刺激部位及环境等因素的影

ｍｍＨｇ。将所有患者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 ２ 组，每组 ２０ 例。

响，在接受针刀治疗过程中常常会发生晕针刀情况。内关是针

２ 方法

灸学中应用较广泛的重要腧穴 ［１］，在预防晕针刀方面有独特效

2.1

果。本科室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收集在针刀颈椎病

的 《针刀医学临床诊疗与操作规范》 ［２］的内容，颈椎病患者分

治疗方法

参照中国针灸学会微创针刀专业委员会制定

治疗过程中心率及血压波动的患者 ４０ 例，观察强刺激“内

３ 次针刀整体松解，分别松解颈椎棘突、关节突、横突以及上

关”对患者的影响，结果报道如下。

项线上软组织的粘连和瘢痕。

１ 临床资料

2.2

测量记录方法

记录所有患者入院时记录其基础血压及

①患者疾病范围为颈椎病，手术次数均为 ３

心率的数值，在针刀治疗过程中全程心电监护，记录患者生命

次，针刀松解部位相同；②患者治疗前检查心电图及血压测量

体征变化。在发现患者心率及血压有明显波动时，记录心电监

1.1

纳入标准

在正常范围内，患者针刀治疗过程中心率波动值不少于 １０ 次

护显示的心率及血压值，立即对内关组患者实施指压强刺激

／ｍｉｎ，心率波动值不少于 ８／６ ｍｍＨｇ；③排除合并有其他系统

“内关”穴处理或对足三里组患者实施指压强刺激“足三里”

疾病的患者；④自愿接受针刀治疗者；⑤能够良好配合门诊治

穴处理，持续 １ ｍｉｎ 后观察患者心率及血压变化情况，并记录

疗、随访和观察者。

此时数据。在此过程中不断询问患者主观感受，如发现在实施

1.2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纳入标准者；②有凝血机制障碍，

刺激后患者心率及血压未见明显变化或者患者主观感受差难以

不适合做针刀者；③有严重心、肺、肝、肾、造血系统等疾

忍受，则立刻停止针刀操作，拔除全部针刀，让患者去枕不平

病；④未按规定治疗，无法判定疗效，或资料不全（观察中断

卧，按晕针刀给予急救处理［３］。

或失访者）等影响疗效判断者。

３ 统计学方法

1.3

一般资料

将纳入的 ４０ 例患者均为在针刀颈椎病治疗过

先建立 Ｅｘｃｅｌ 数据库用来管理所有研究的数据，用统计学

程中心率及血压波动的患者，男 １８ 例，女 ２２ 例；心率术前

软件 ＳＰＳＳ１７．０ 对所有数据进行双侧统计学分析的检验方法，

５８～９５ 次 ／ｍｉｎ，平均 ７６ 次 ／ｍｉｎ；波动值 １０～３５ 次 ／ｍｉｎ，

计量资料以（x±s）表示，应用 t 检验的方法。

［收稿日期］ 2015-06-25
［作者简介］ 王宗佼 （1986-），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针刀治疗脊柱相关病的临床研究。
［通讯作者］ 张天民，E-mail：ztm9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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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２ 及图 １、２、３ 中发现：内关组在指压强刺激穴

４ 结果

位后，舒张压、收缩压及心率的均值均呈下降趋势，经 t 检

2 组患者血压变化情况比较 见表 １，图 １、图 ２。

4.1

November 2015 Vol.47 No.11

表1
组 别

n

内关组

２０

足三里组 ２０

2 组患者血压变化情况比较（x±s）

项 目 基础血压值

ｍｍＨｇ

穴位刺激前血压值 穴位刺激后血压值
１４５．２±６．２

１２５．３±４．２①

８１．２±６．５

９５．４±４．９

８９．２±２．１①

收缩压 １２１．１±３．８

１４６．２±４．８

１４９．３±５．２②

收缩压 １２０．５±１０．８
舒张压

９４．４±５．１
舒张压 ８０．９±５．７
９５．２±２．１②
与穴位刺激前比较，①P < 0.01；与穴位刺激后比较，②P <

0.01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１）；而足三里组在指压强刺激
穴位后，舒张压、收缩压的均值无变化，经 t 检验，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０．０５），且其心率的均值呈上升趋势，经 t 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１）。提示指压强刺激内关对降低患
者心率及血压的情况优于指压强刺激足三里。
５ 讨论
5.1

为何选择针刀治疗颈椎病的患者为纳入对象

针刀整体

松解术是在针刀医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运用针刀器械刺入人
体进行切割和分离软组织粘连、瘢痕的手术，是在掌握了人体
解剖结构的前提下完成的一类闭合性手术 ［４］。由于针刀器械不
同于传统针灸针，其针身直径 １ ｍｍ，刀口线 ０．８ ｍｍ，对人
体的刺激量可达针灸的 ４０ 倍以上，即使在局部麻醉的作用
下，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痛觉，多数患者也难以忍受这种感觉。
多数患者由于紧张、恐惧心理或针刀疼痛刺激，而出现心率加
快，血压升高 ［５］，如不及时处理，则很有可能出现头晕目眩，
面色苍白，恶心欲吐，多汗心慌，四肢发凉，血压下降，脉象

图 １ ２ 组收缩压的变化趋势图

沉细，甚至神志昏迷，仆倒在地，唇甲青紫，二便失禁，脉细
欲绝的晕针刀情况。针刀治疗颈椎病时，患者采取俯卧低头
位，很容易导致呼吸不顺畅，再加上人体颈部本身比较敏感，
患者下意识地会将其识为“禁区”，因此，在颈部进行针刀操
作会更容易导致患者心理紧张，增加晕针刀的发生率。
5.2

晕针刀的机理

关于晕针刀的机理，曾有人将其与休克

混为一谈。其实，晕针是一种血管抑制性晕厥（或称血管减压
性晕厥），属于反射性晕厥的范畴［６］。它是由于强烈的疼痛及恐

图 ２ ２ 组舒张压的变化趋势图
4.2

惧心理等刺激，通过迷走神经反射，引起血管床（尤其是周围
肌肉的）扩张，外周血管阻力降低，回心血量减少，因而心脏

2 组患者心率变化情况比较 见表 ２，图 ３。
表2

2 组心率变化情况（x±s）

组 别

n

基础心率值

内关组

２０

６８．１±３．９

刺激前心率值
９５．４±４．２

的输出量减低，血压下降，导致暂时性、广泛性的脑血流量减
次／分

刺激后心率值
７４．１±２．１①

少，而发为晕厥。
5.3

内关穴预防晕针刀的作用机制

内关穴位于上臂内侧、

腕横纹上二寸，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间，支配神经起自脊

９５．３±４．１
足三里组 ２０ ６８．３±３．４
１００．４±３．２①②
与刺激前心率值比较，①P < 0.01；与内关组刺激后心率

髓颈 ６ 至胸 １ 节段［７］。内关属手厥阴心包经，为络穴，通于阴

值比较，②P < 0.01

于乳房，往上循上臂内侧，直至中指指端。“关”指在寸口关

维脉，厥阴经起于胸中，历络三焦，从属心包络，体表循行起
脉的斜后方，意指此为经气出入之处，似关隘，而“内”仅对
于外而言，合名内关 ［８］。主治本经经病和胃、心、心包疾患，
以及与情志失调和气机阻滞有关的脏腑器官及肢体病变。
“内关”是临床调节心率和血压的常用穴位，研究发现其
对心率和血压有双向调节作用 ［９］，研究表明同一内关穴内的刺
激参数对异常的窦性心率具有调整作用，对慢心率具有拟交感
神经样作用；对快心率具有拟副交感神经样作用［１０］，它能使低
血压升高，高血压降低，还可以调整心率的快慢，使快的减
慢，慢的增快，临床常用于心律失常、休克、高血压、无脉症

图3

2 组心率的变化趋势图

等心血管病。且内关有镇静止痛作用，内关不但能治心胸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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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１２：１３７．

痛，而且对全身各部位的急性痛证也颇有效验，因内关和手少
阳三焦经相联络，并与阴维脉相通，一穴兼联三经，三经走遍

［５］ 金善荣．“内关”穴的临床应用验案举隅［Ｊ］．中医药导报，
２０１２，１８（３）：９６－９７．

胸腹及五脏六腑的间隙，实践证明内关镇痛效果是明显的。
指压强刺激操作手法是提高效果的关键。因内关与心脏之

November 2015 Vol.47 No.11

［６］

李汉先，蒋兆健，程汉兰，等．电针兔“内关”穴抗降

间既存在通过中枢的长反射，也存在着不依赖中枢神经系统的

压作用及对血浆中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影响［Ｊ］．针刺研究，

短反射，两者的联系途径主要是正中神经［１１］，只有用力按压内

２０００，２５（３）：２００－２０２．

关穴才能达到刺激正中神经的作用，从而发挥其调节机制。

［７］

周华．针刺“内关”太冲穴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病的临床

［８］

倪丽伟．“内关”穴功能及临床应用揽要［Ｊ］．针灸临床

观察［Ｊ］．上海针灸杂志，１９９８，１６（４）：２７．

综上所述，针刀治疗过程中指压强刺激内关对患者心率及
血压的波动有明显的改善，指压强刺激内关能有效防止晕针

杂志，２００８，２４（３）：４５．

刀，值得临床推广。
［９］

国针灸，１９９５（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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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病外治新疗法常年招生（教社证字 Ｇ０３００５ 号）
一、鼻炎头痛学习班：重点讲解为什么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不在鼻部肺部治疗能快速神奇治愈。顽固性正偏头
痛、头晕、三叉神经痛、牙痛、口腔溃疡，结膜炎，失眠神经衰弱，不在头部治疗的新理论和快速治愈方法。二、颈肩腰
腿痛学习班：重点讲解为什么腰痛不治腰，腿疼不治腿，足跟痛不治脚，肩周炎有真假，骨质增生能软化，治股骨头坏死
与膝关节炎取穴一样等关节软组织疼痛的新理论和快速治愈方法。三、内科病学习班：讲解 ２ 型糖尿病，胃病．结肠炎．冠
心病．胆囊炎．小儿腹泻．厌食同治一个病根新理论。四、男科妇科病学习班：讲解男女乳腺增生。痛经．前列腺炎．阳萎，早
泄，慢性肾炎．同治一个病根的外治新理论。五、皮肤病科：讲解点耳穴，根治青春痘，湿疹，皮炎，各种癣疣等皮肤病的
外治方法。六、快速查病诊断班：患者无需开口，看一眼患者的双腿便知道患者的病根在哪里，超前诊断患者现在或将来
易患什么病。让患者心服口服，是大夫接诊快速准确诊断不可少的绝招技术。七、特效针法学习班：一秒钟埋线法治疗各
种慢性疑难病。泻血法，六针法、Ｘ 针法、穿针法一次性治疗肱骨外上髁炎，急性腰扭伤，牙痛，尾骨痛，足跟痛，踝关
节扭伤，棘上韧带损伤等症收效神速，大多患者入针即效，拔针即愈。以上各科明确全身慢性疑难病原发病因和继发病症
的鉴别诊断治疗，本疗法防治结合治未病，可作为大夫本人即家庭治疗保健康复之首选。本校为学员可代为办理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门颁发的全国通用高级按摩师证书，中医康复保健证书，高级针灸师证书，网上可查，凭证可开业。每月 １ 号，
１５ 号开班。本疗法把疑难病的诊断治疗简单化。有无医学基础 ７～１０ 天即可学会，学校有实习门诊，患者很多，不熟练可
多学几天，学会为止。七个科学费 ５０００ 元。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健康路省第四人民医院西 ２００ 米，石家庄内病外治新疗
法培训学校，联系人：王卫平。手机 １３９３０９６２０１５。详情登陆 ｗｗｗ．ｎｂｗｚｘｌｆ．ｃｏｍ，农行卡号：６２２８４８１２５００１８０２６４１９，邮政
账号：６０１３３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１４３２７，乘车路线：石家庄火车站乘 １３１ 路省四院下西行 ２００ 米即到或石家庄北站乘５ 路省四院下西
行 ２００ 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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