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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刀联合牵引疗法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主症
及生活能力的改善作用
杜忠举，夏菊荣，张华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麻醉科，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９

［摘要］ 目的：观察针刀联合牵引疗法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主症及生活能力的改善效果。方法：将 2013 年 6 月-2014 年 9
月入院就诊的 84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按随机抽样法分成 2 组各 42 例。对照组采用单纯牵引疗法，观察组予以针刀联合牵引疗
法。比较 2 组患者临床疗效，记录其主症评分、颈椎功能评分及生活能力改善效果。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73.8%，高于对照组
4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观察组肩部疼痛、颈部活动范围、麻木程度等主症评分分别下降至 （0.8±0.2）
分、 （0.7±0.3） 分和 （0.6±0.3） 分，ODI 评分降低至 （17.3±2.6） 分，ADL 评分则提升至 （83.3±9.3） 分，上述指标与本组治疗前
及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将针刀联合牵引疗法应用于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临床治疗中，
可有效改善其颈椎功能，促进其病情转归，对提高患者生活能力、改善其预后水平等有利。
［关键词］ 颈椎病；针刀；牵引疗法；神经根型；主症；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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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根型颈椎病是一种临床较常见的骨科疾病，由单侧或

病中的可行性，并分析其对患者主症与生活能力的影响，结果

双侧脊神经根受刺激或受压致病，患者多出现根性痛、根性肌

报道如下。

力障碍、腱反射改变、颈椎棘突或棘突间的直接压痛、叩痛等

１ 临床资料

症状 ，对生活质量影响较大，积极有效的治疗是促进病情转

1.1

［１］

纳入标准

①符合神经根型颈椎病相关诊断标准［４］；②压

归，改善患者预后水平的关键。当前临床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颈试验或臂丛牵拉试验呈阳性；③１８～７５ 岁；④知情研究内

的非手术方案较多，尤以头颈持续（或间断）牵引、颈围制动及

容，自愿参与研究；⑤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患者自愿签

纠正不良体位等最为常见 ［２］，但疗效差异较大。针刀作为一种

署知情同意书。

中医特色的治疗手段，可疏通血气、以通止痛［３］，被用于多种

1.2

疾病的临床治疗中，获得较理想的疗效。本研究选取 ８４ 例确

肿瘤、凝血功能障碍、肝肾功能不全、自身免疫性疾病；②合

诊患者为受试对象，以观察针刀联合牵引疗法在神经根型颈椎

并精神疾病、意识障碍；③相关治疗禁忌症；④妊娠哺乳期妇

排除标准

［收稿日期］ 2016-01-10
［作者简介］ 杜忠举 （1980-），男，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临床麻醉，疼痛诊疗。

①颈椎先天畸形或合并其他颈椎疾病、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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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０．０５）。

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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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将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本院就诊的 ８４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按随机抽样法分成 ２ 组各 ４２ 例。对照
组男 ２０ 例，女 ２２ 例；年龄 ３２～７３ 岁，平均（５４．６±５．３）岁；
病程 ６ 月～１０ 年，平均（５．２±１．３）年；临床表现：颈肩疼痛 ４０
例，颈部僵直 ３５ 例，手指麻木 ３３ 例，上肢放射痛 ３９ 例，其

组 别

n

表1
临床控制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有效
显效
无效

观察组 42 1 6(38.1 )① 1 5(35.7)

例(%)
总有效

7(1 6.7)① 4(9.5) 31 (73.8)①

对照组 42 8(1 9.0) 1 0(23.8) 1 7(40.5)
与对照组比较，②P ＜ 0.05

7(1 6.7) 1 8(42.9)

他 ４ 例。观察组男 １９ 例，女 ２３ 例；年龄 ３１～７４ 岁，平均
见表 ２。治疗前，２ 组

2 组治疗前后主症变化情况比较

（５４．４±５．５）岁；病程 ６ 月～１１ 年，平均（５．４±１．１）年；临床表

4.3

现：颈肩疼痛 ４１ 例，颈部僵直 ３３ 例，手指麻木 ３５ 例，上肢

肩部疼痛、颈部活动范围、麻木程度等主症比较，差异均无统

放射痛 ４１ 例，其他 ３ 例。２ 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临床

计学意义（P＞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肩部疼痛、颈部活动范

表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

围、麻木程度等主症评分均下降，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２ 组间

比性。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２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重量为 ７～９ ｋｇ，每次 ３０ ｍｉｎ，每天 １ 次，治疗 １０ 次为 １ 疗
程，持续牵引 ３ 疗程后观察疗效。
2.2

观察组

表2

予以单纯牵引疗法：指导患者取仰卧位，牵引

予以牵引联合针刀治疗方案：牵引疗法同对照

组患者一致；针刀治疗在牵引治疗后进行：指导患者取坐位，
充分暴露颈肩部；以颈、肩、背部压痛点为进针点（每次选
择＜５ 个），使用龙胆紫标记；常规消毒铺巾，２％ 利多卡因于

组 别 n

分

2组治疗前后主症变化情况比较（x±s）
肩部疼痛

治疗前

颈部活动范围

治疗后

治疗后

治疗前

麻木程度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2 2.3±0.5 0.8±0.2①② 2.2±0.7 0.7±0.3①② 2.4±0.7 0.6±0.3①②
对照组 42 2.3±0.6 1.4±0.4 ① 2.3±0.8 1.4±0.3① 2.3±0.8 1.1±0.4 ①
与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②P ＜
0.05

标注的进针点行皮下注射麻醉；按压进针点周围皮肤使之凹

4.4

陷，手持朱氏 ４ 号小针刀于皮肤表面垂直处指甲被压刺破皮

前，２ 组 ＯＤＩ 评分及 ＡＤＬ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肤进针；倾听患者主诉，待其表明有酸胀感即证实达到病灶；

（P＞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ＯＤＩ 评分降低，ＡＤＬ 评分升高，

松解粘连组织，针刀遇硬结感则纵行切割 ４ 下出针；压迫进

分别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２ 组间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针点 ３～５ ｍｉｎ，使用无菌纱布压迫防止出血。５～７ 天针刀治

意义（P＜０．０５）。

2 组治疗前后 ODI 评分及 ADL 评分比较

见表 ３。治疗

疗 １ 次，治疗 １～３ 次后评估疗效。
表3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 ２ 组治疗前后肩部疼痛、颈部活动

范围、麻木程度等主症评分（均按照“无、轻度、中度、重度”
四个等级分为“０、１、２、３”分）、颈椎功能障碍指数（ＯＤＩ）［５］
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ＡＤＬ 评分）［６］变化情况，记录其临床疗效
差异。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处理数据，计

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组 别

2 组治疗前后 ODI 评分及 ADL 评分比较（x±s）
n

ODI 评分
治疗前

分

ADL 评分

治疗后

治疗前

观察组 42 38.9±4.2 17.3±2.6

①②

治疗后

55.4±1 0.7 83.3±9.3①②

对照组 42 39.0±4.1 25.2±2.5① 55.3±1 0.8 72.5±9.3①
与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②P ＜
0.05
５ 讨论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颈椎病的常见分型之一，发病率较高，

参照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４］中颈椎病疗

髓核的突出或脱出、后方小关节骨质增生或创伤性关节炎、钩

效标准。临床控制：临床症状、体征、肌力、颈部及肢体功能

椎关节骨刺形成、椎体间关节、钩椎关节及后方小关节松动、

恢复正常，可正常工作及活动；显效：临床症状、体征、肌力

移位等均可致病，需引起临床重视。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颈部及肢体功能大致恢复，可参与大部

中医学将颈椎病归入骨痹、痹症范畴，认为其发生同颈椎

分工作及活动；有效：临床症状、体征、肌力、颈部及肢体功

损伤后血气不畅、瘀血内积、寒气闭阻等相关 ［７］，需以活血

能较治疗前有所改善，臂丛神经拉伸试验可疑阳性，可独立完

化瘀、行气活络的方法疏通梗阻的血气，以松促通、以通止

成部分工作；无效：临床症状、体征、肌力、颈部及肢体功能

痛 ［８］，从而改善压痛、叩痛症状，促进患者预后提升。针刀是

均未缓解或持续恶化。

一种似针又似刀的针灸用具，在古代九针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１。观察组总有效率 ７３．８％ ，

高于对照组 ４２．９％ ，２ 组比较，χ ＝８．２７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外科用手术刀发展而来。以其为主要治疗用具的小针刀疗法是
针刺方法与切开性手术治疗方法的有机结合，能微创进针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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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病变处，以切割、剥离等刺激方式获得止痛祛病的功效，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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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华，梁雄勇，李亚军，等．中医药治疗神经根型颈
椎病的现状［Ｊ］．甘肃中医，２０１１，２４（１）：７４－ ７７．

已被应用于多种软组织损伤性病变或骨关节病变的临床治疗
中，其疗效已受到广泛认可。本研究 ８４ 例确诊为神经根型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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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任晓东，丁满飞，张向梅，等．针刀加斜扳手法治疗神

椎病患者中，４２ 例接受针刀联合牵引治疗方案，获得较确切

经根型颈椎病疗效观察［Ｊ］．国际中医中药杂志，２０１３，

的治疗效果。提示在常规牵引治疗基础上联合针刀方案，能通

３５（９）：８２７－ ８２８．

过深入病变部位行松懈治疗，以缓解慢性损伤后形成的软组织

［４］

粘连挛缩症状，改善神经卡压情况，以得到良好的近远期疗
效。本研究中采用联合方案的观察组患者不仅肩部疼痛、颈部

［５］

王凡星．针灸临床诊疗纲要［Ｍ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６］

范卫星．电针结合中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观察［Ｊ］．

［７］

白玉，邓素玲，孙树椿，等．跟随孙树椿教授治疗神经

社，２００９：１１０－ １１２．
新中医，２０１５，４７（７）：２２０－ ２２２．

提示针刀治疗不仅能促进颈椎生物力学平衡恢复，以松懈瘢痕
组织与痉挛组织的方式解除其对神经的刺激、压迫，还能发挥
其生物信息刺激调节作用，加快肌肉收缩、气血流通速度，达

根型颈椎病的临床体会［Ｊ］．中医正骨，２０１３，２５（１１）：
６４－ ６６．

到活血通络、解痉止痛的目的 。
［９］

综上所述，将针刀联合牵引疗法应用于神经根型颈椎病患

［８］

周海华．传统医学对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认识及手法治疗
探讨［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３４）：３８６９－

者的临床治疗中，可有效改善其颈椎功能，促进其病情转归，

３８７１．

对提高患者生活能力、改善其预后水平等有利。
［９］

徐正莉，田新发．综合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远期疗
效观察［Ｊ］．新中医，２０１５，４７（１０）：８５－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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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理疗对颈椎病患者椎动脉血流及管径的影响
尚德锋
磐安县人民医院针灸理疗科，浙江 磐安 ３２２３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针灸、理疗对颈椎病患者椎动脉血流及管径的影响。方法：随机双盲法将 82 例颈椎病患者分为 2 组各 41
例，对照组采取药物及理疗治疗，观察组行理疗加针灸干预，比较 2 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症状与功能评分、椎动脉血流及管径
变化。结果：总有效率观察组 97.6%，高于对照组 8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观察组症状与功能评分、左侧
及右侧椎动脉血流量分别为 （25.42±2.21） 分、 （132.12±28.04） mL/min、 （120.86±38.04） mL/min，分别与对照组 （20.32±3.13）
分、 （117.95±29.12） mL/min、 （102.21±40.36） mL/min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治疗前后左右侧 C3～4 管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而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2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 ＞ 0.05）。2 组均无不良反应发生。结论：针灸、理疗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疗效较好，能有效改善患者椎动脉管径，使椎动
脉血流量增多，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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