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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正骨推拿治疗颈性眩晕所致咔哒声响
与即时镇晕疗效的相关性研究
范志勇，吴山，赖淑华，郭汝松，赵家友

指导：林应强

广东省中医院推拿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１２０

［摘要］ 目的：观察林氏正骨推拿与传统颈椎旋转手法治疗颈性眩晕所致咔哒声与即时镇晕疗效的相关性。方法：将 72 例颈
性眩晕的患者随机分为林氏正骨推拿治疗的观察组 36 例，运用传统颈椎旋转手法治疗的对照组 36 例。结果：治疗 1 次后即时镇
晕率观察组 91.7%，对照组为 75.0%，2 组比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推拿所致咔哒声响与即时镇晕疗效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对照组推拿所致咔哒声响与即时镇晕疗效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林氏正骨
推拿治疗颈性眩晕的即时疗效优于传统颈椎旋转手法治疗，无论治疗组还是对照组的即时镇晕疗效与咔哒声响之间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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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性眩晕是骨科、神经科临床常见病，多因颈椎骨质增

程 1 月～10 年。对照组 36 例，男 21 例，女 15 例；年龄

生、小关节紊乱、颈交感神经受刺激、颈部软组织张力过高等

19～58 岁，病程 1 月～12 年。将就诊的颈性眩晕患者按随机

因素导致椎动脉受压出现缺血症状，临床以头晕或眩晕伴随颈

分组法分成 2 组，观察组(林氏正骨推拿组)、对照组(传统颈椎

部疼痛；头晕或眩晕多出现在颈部活动后；部分患者颈扭转试

旋转手法)，每组各 36 例，2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经统

验阳性；颈部影像学检查异常等。正骨推拿治疗本病效果良

计学处理，差异均无统计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好，一般认为，手法往往通过颈部的理筋整复而达到疗效，手

２ 治疗方法

法成功的标志是通过整复时咔哒声响的发出，患者头晕头痛症

2.1

观察组

采用林氏正骨推拿治疗，具体操作如下：颈椎

状得到好转。手法治疗颈性眩晕所致咔哒声响是否和即时镇晕

上段病变(C1/2)为例，患者端坐于治疗椅上，目光向前平视，

效果有明确相关，笔者拟开展此项研究，于 2015 年 1—5 月

双臂自然放松下垂，并拉住治疗椅下部；术者站立于患者后面

采用林氏正骨推拿和常规颈椎旋转手法所致咔哒声与即时镇晕

偏左，术者右手拇指压住患者右侧颈椎 1、2 间隙旁，其余四

疗效的相关性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指环扣颈椎，固定患处，颈椎屈曲约 5°，并向左侧旋转约

１ 临床资料

45°，左手手臂环过患者下颌，手指略撑开，环抱患者枕后
[1]

部，并固定，使患者左侧颞部贴近术者胸前，借助术者自身脊

及全国第二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要拟订的标准 ，具有典型

柱的旋转带动患者颈椎向左向后旋转，逐渐增大角度，感觉有

表现：①临床表现以头晕、颈部疼痛为主，检查时旋颈试验阳

阻力感时，给予一个快速稳重的力，此时可听到“咔哒”的声

性；②具有颈椎退变的一般临床表现如颈痛、颈僵硬、颈椎活

响，或手下有关节移动感，手法结束[3]。

1.1

诊断标准与纳入标准

参照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2]

动受限，颈肌痉挛或压痛； ③影像学发现颈椎 DR 片 CT、

2.2

MRI 显示环枢关节失稳，或钩椎关节骨质增生，椎间孔变小，

院校教材 《推拿治疗学》 中有关“颈椎病之椎动脉型”推拿治

椎间盘突出等；④脑血流检查有椎 - 基底动脉供血紊乱；⑤

疗的操作规范：以右侧发病为例，术者取坐位，术者立于其背

排除其他疾病所致眩晕如心源性、眼源性或耳源性眩晕，除外

后，左手掌放在患者颈项中下部作固定，右手掌托住患者的枕

脑内病变如肿瘤或单纯精神性神经官能症。

部，肘部托住下颌部并向上稍作牵引，嘱患者放松，将患者颈

1.2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广东省中医院推拿科患者，共 72

例。治疗组 36 例，男 20 例，女 16 例；年龄 18～60 岁，病

对照组

采用颈椎传统推拿手法：参照全国高等中医药

部逐渐向患侧旋转，当感到有阻力时，突然加大旋转幅度，此
时常可听到“咔哒”声 [4]。手法需注意用力适度，松柔深透，

［收稿日期］ 2015-07-20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建设中医药强省专项广东省首批省名医师承项目 （粤中医函 【2015】 20 号）
［作者介绍］ 范志勇 （1978-），男，医学硕士，副主任中医师，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及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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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旋转手法所致咔哒声与即时镇晕疗效的相关性

椎。并观察治疗后有无不良反应的发生。

有无声响

有效

无效

合计

３ 统计学方法

有咔哒声

22

5

27

无咔哒声

5

4

9

运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所测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例

采用秩和检验及 χ 检验。
2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筋的因素包括肌肉、韧带软组织张力过高、颈椎交感神经紊

参照 《实用中西医结合骨伤科手册》 [5]中颈椎

乱、椎动脉硬化等，骨的因素包括了骨刺及小关节紊乱，尤其

病的疗效评定标准拟定，检测治疗 1 次后的止晕疗效。显效：

是寰枢关节错缝，导致了椎动脉痉挛或者受压所致出现椎 -

眩晕明显减轻，治疗后脊椎侧偏棘突基本复位，颈部功能恢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而发作眩晕，因此，调整筋骨力学失衡成

复。好转：眩晕有一定缓解，治疗后脊椎侧偏棘突复位有所改

为手法治疗的关键，通过手法的理筋整复，恢复颈椎内外失

善，颈部功能未完全恢复。无效：眩晕无明显好转，治疗前后

衡是根本。

体征、症状无变化。

5.2

４．２

治疗 1 次即时镇晕疗效比较

见表 1。治疗 1 次后即时

林氏正骨推拿手法的作用特点

颈性眩晕的治疗有许多，

其中手法是关键的治疗之一，目前治疗手法有颈椎旋转扳法、

镇晕率观察组 91.7% ，对照组 75.0% ，2 组 1 次即时镇晕疗

定位旋转扳法、侧屈扳法、仰卧位旋转扳法等等，而林氏正骨

效比较，经秩和检验，Z=2.033，P=0.042，差异有统计学意

推拿由全国名老中医林应强教授所创，从患者的治疗体位看：

义(P＜0.05)，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首先让颈椎屈曲约 5°，并向左侧旋转约 45°，使患者左侧

表1

治疗 1 次即时镇晕疗效比较

例

组 别

显效

好转

无效

即时镇晕率(%)

观察组

19

14

3

91.7

对照组

12

15

9

75.0

颞部贴近术者胸前，将患者脊柱关节调整到最大生理限度后，
术者运用此项技术时还运用自身脊柱的旋转带动患者颈椎向左
向后旋转，进入亚生理区时突然加快旋转速度，迅速发出爆发
力并迅速停止。从手法力学特征看：手法特点以爆发力为主，
“爆发力”是指在最短时间快速发出最大力量的能力，运用它

见

的最大好处在于能使力点作用于病变的节段，而一般手法力点

表 2。经过 1 次治疗，观察组 36 例患者均配合医生完成手法

容易作用于病变其他节段或作用于多节段，强调暴发力手法讲

4.3

林氏正骨推拿所致咔哒声与即时镇晕疗效的相关性

操作，其中有 32 例患者经过手法治疗后均出现咔哒声响(30

求力的收与控，具有刚柔结合的特点，和所谓的暴力有着本质

例有效，2 例无效)，还有 4 例患者没有出现咔哒声响(3 例有

区别[3]。

效，1 例无效)，但经治疗后均出现明确的棘突错动感，经 χ2

5.3

检验，χ =0.102，P=0.749，统计分析有响声者和无响声者疗

哒声往往是作为临床手法整复的标志，这种关节的扳动声响，

效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咔哒声响与即时镇晕

在正常关节来说是一种关节弹响声，而在病态关节则是来自粘

疗效无关系。

连组织被断开时的撕裂声或者关节错位时的复位声响，声响的

2

表2

林氏正骨推拿所致咔哒声与即时镇晕疗效的相关性

有无声响

有效

无效

合计

有咔哒声

30

2

32

无咔哒声

3

1

4

例

正骨手法治疗效果与咔哒声及棘突错动率的相关性

咔

出现往往仅仅代表扳动压力到位，手法成功 [4]，和临床疗效是
否相关联，目前还没绝对的论断，有学者等通过不同手法整复
胸椎小关节紊乱的研究发现：拔伸下胸椎掌按手法治疗胸椎小
关节紊乱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胸椎掌按法治疗；咔哒声响与即
时镇痛疗效无关，和棘突错动感有密切关系。从本次研究的临

见

床疗效也证实这一点：正骨手法所致咔哒声和即时镇晕效应没

表 3。经过 1 次治疗，对照组 36 例患者均配合医生完成手法

有必然联系，手法所致棘突错动感和疗效有密切关系。而且林

操作，其中有 27 例患者经过手法治疗后均出现咔哒声响(22

氏正骨推拿的即时抗眩晕效应优于传统颈椎旋转手法的治疗，

例有效，5 例无效)，还有 9 例患者没有出现咔哒声响(5 例有

可能和手法的爆发力特点有关，比传统颈椎手法更加集中作用

效，4 例无效)，但经治疗后均出现明确的棘突错动感，经 χ2

于病变节段，使病变节段处于旋转中心，使之受到最大作用力

检验，χ =1.235，P=0.267，统计分析有响声者和无响声者疗

而起效。

4.4

颈椎旋转手法所致咔哒声与即时镇晕疗效的相关性

2

效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咔哒声响与即时镇

本研究仅是从不同正骨推拿手法研究手法的抗眩晕效应和

晕疗效无关系。

咔哒声响的相关性，主要针对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手法，观察

５ 讨论

的终点以是否出现咔哒声、棘突错动感、即时镇晕效应的出现

5.1

颈性眩晕的发病及正骨手法的镇晕机制

中医学无颈性

眩晕记载，本病属眩晕范畴 [6]，多因颈部筋骨力学失衡所致，

为主，缺乏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没有明确证明所需要整复的颈
椎节段是否得到完全复位，出现的咔哒声及棘突错动感是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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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需要整复节段所发出等，目前还缺乏解剖学及影像学等细
微检测分析，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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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穴注射复方丹参注射液联合拔罐治疗颈椎病临床观察
唐华峰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２９

［摘要］ 目的：观察阿是穴注射复方丹参注射液联合拔罐治疗颈椎病的临床效果。方法：将选取入院治疗的颈椎病患者 86 例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2 组各 43 例，对照组予以拔罐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经阿是穴注
射复方丹参注射液，检查治疗前后椎动脉 （VA） 和基底动脉 （BA） 的血流速度，并进行主症状评分，观察临床疗效及疾病复发
率。结果：观察组治疗有效率 95.34%，高于对照组 79.07%；观察组疾病复发率 0，低于对照组 9.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 2 组 VA、BA 血流速度均上升，分别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治疗后上升幅度较对
照组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2 组颈背痛、眩晕、上肢无力评分均下降，分别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治疗后下降幅度较对照组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阿是穴注射复方丹参注射
液联合拔罐治疗颈椎病可有效改善颈背痛症状，加快血液流速，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颈椎病；拔罐；复方丹参注射液；阿是穴；血流速度；椎动脉 （VA）；基底动脉 （BA）；症状评分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１．５＋５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６－７４１５ （２０１６） ０１－００７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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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由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压迫周围神经、脊髓等诱

１ 临床资料

发病理改变，临床症状较为复杂，与组织受累情况密切相关，

1.1

以颈背疼痛、眩晕、肢体无力等较为常见，长期未得到有效治

则》 中拟定的颈椎病诊断标准；②颈椎 X 线摄片或 CT 显示

疗，可能诱发上肢肌肉萎缩。临床采用拔罐治疗颈椎病，有一

关节退行性病变、颈椎骨质增生或(和)椎间孔狭窄等；③无精

定疗效，但疗程相对较长 。穴位注射是颈椎病非手术疗法之

神疾病史或家族病史；④符合医院伦理协会要求，患者均了解

[1]

纳入标准

①符合 《颈椎病的基本概念、分型及诊治原

[2]

一，不仅可取针刺镇痛之效果，还可促使药物直接作用于病变

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部位，改善血液微循环异常。本研究观察了阿是穴注射复方丹

1.2

参注射液联合拔罐对颈椎病患者血液流变学、颈肩痛、复发率

器质性病变；④严重心肺功能障碍；⑤颈椎结核或占位性病

等的影响，结果报道如下。

变；⑥全身疏松；⑦过敏体质。

排除标准

①内分泌疾病；②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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