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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综合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观察
杨蒙，杨传崇，林聪祥，施正阳，王家林，陈肖健，支绍信，吕永涛
平阳县中医院，浙江 平阳 ３２５４０１

［摘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综合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0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治疗组采用中药封包、关节松动术及口服西药治疗，对照组仅单纯口服西药治疗，7 天为 1 疗程，共治疗 3 疗程。结果：
疗程结束及随访 3 月，总有效率治疗组分别为 95.9%、91.8%，对照组分别为 76.0%、72.0%；2 组不同时点临床疗效比较，经
Ridit 分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中西医结合综合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近远期疗效均优于单纯西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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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根型颈椎病是颈椎病中发病率最高的一种类型，病因

即停止该试验者；②受试者不愿继续进行试验者；③受试期间

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骨质增生，椎间关节或韧带松动、错

出现过敏，或治疗未达到试验所要求的疗程次数者；④受试期

位，刺激、压迫神经根等组织。临床表现主要为颈部疼痛、酸

间合并使用其他疗法或药物，无法判定疗效者。

胀，可向上肢或背部放射，严重者头向病侧歪斜，或阵发性剧

２ 治疗方法

痛；部分患者伴有头晕、耳鸣、耳痛等症状，病情可反复发

2.1

对照组 给予西乐葆胶囊（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每次

作。查体可见颈项部活动受限，下颈部棘突、患侧肩胛骨内上

０．２ ｇ，每天 １ 次；呋喃硫胺片（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口服，

角、胸大肌区域等压痛，臂丛牵拉、压顶试验阳性等。本病常

每次 ５０ ｍｇ，每天 ３ 次；甲钴胺片（卫材药业有限公司）口服，

因受凉、劳累、损伤而发病，在中医学上属“痹证”范畴。临

每次 ０．５ ｍｇ，每天 ３ 次。

床常见证型有气血亏虚、痰湿阻络、气滞血瘀、风寒湿痹、肝

2.2

肾不足等。笔者采用中药封包、关节松动术为主治疗该病，收

组。②中药封包治疗。处方：白芥子、紫苏子、莱菔子、吴茱

治疗组

采用中西医结合综合疗法。①药物治疗同对照

到良好效果，结果报道如下。

萸各 ２０ ｇ。加减：气血虚加黄芪 ３０ ｇ，当归 ２０ ｇ；血瘀气滞

１ 临床资料

加桃仁，木香各 ２０ ｇ，肾阳气虚加续断 ２０ ｇ，肉桂 １０ ｇ。操

1.1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本院门诊

作方法：将备好的中药稍打碎装入棉布袋内（１５ ｃｍ×１５ ｃｍ），

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１００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各 ５０

扎好袋口，放微波炉中加热至 ５０℃（约 １ ｍｉｎ），敷于患者颈肩

例。治疗组男 ２４ 例，女 ２６ 例；平均年龄（４１．５±１０．５）岁；平

部位，每天 １ 次，每次 ３０ ｍｉｎ。③关节松动术治疗，采用

均病程（１２．５±６．５）月。对照组男 ２３ 例，女 ２７ 例；平均年龄

Ｍ ａｉｔｌａｎｄ 手法［２］。于封包结束后操作，治疗时患者取卧位，依

（４０．２±１１．１）岁；平均病程（１３．３±５．９）月。２ 组性别、年龄、病

次进行：分离牵引→侧屈摆动→旋转摆动→后伸摆动→垂直按

程等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压棘突→垂直按压横突。上述 ６ 个步骤治疗时间约 ２０ ｍｉｎ，

1.2

纳入标准

①诊断符合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１］中颈

每天 １ 次。

椎病（神经根型）标准；②年龄 １８￣６５ 岁；③愿意接受治疗并签
1.3

排除标准

２ 组均以 ７ 天为 １ 疗程，治疗 ３ 疗程后统计疗效。
３ 统计学方法

署知情同意书。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

①颈椎骨折、脱位、结核、肿瘤等；②合并

心脑肺、肝肾、消化和造血系统等危及生命的原发病；③精神

示，采用 t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Ｒｉｄｉｔ 分析。

病、怀孕者；④肝肾阴虚型或实热体质者。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1.4

脱落标准

①试验期间病情加重，根据医生的判断应立

4.1

疗效标准 参照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１］中相关标准

［收稿日期］ 2016-05-11
［作者简介］ 杨蒙 （1966-），男，副主任中医师，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颈腰痛及四肢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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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治愈：原有病症消失，肌力正常，颈、肢体功能恢复正

状，考虑系中药封包过敏，退出试验。治疗组 ４９ 例、对照组

常，能参加正常劳动；好转：原有症状减轻，颈、肩疼痛减

５０ 例最终完成试验。疗程结束及随访 ３ 月，总有效率治疗组

轻，颈、肢体功能改善；未愈：症状无改善。

分别为 ９５．９％ 、９１．８％ ，对照组分别为 ７６．０％ 、７２．０％ 。２ 组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１。治疗组有 １ 例女性患者受试

１ 次后颈项部皮肤出现片状红斑、瘙痒等“接触性皮炎”的症
表1
组

不同时点临床疗效比较，经 Ｒｉｄｉｔ 分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０．０５）。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疗程结束

随访 3 月

别

n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

治疗组

49

36(73.5)

11(22.4)

2(4.1 )

47(95.9)

34(69.4)

11(22.4)

4(8.2)

45(91 .8)

对照组

50

17(34.0)

21 (42.0)

1 2(24.0)

38(76.0)

14(28.0)

22(44.0)

1 4(28.0)

36(72.0)

５ 讨论

通过热能使毛孔张开、腠理疏通，药物直达病变部位，使脉络

现代医学认为，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致病原因素有：机械压

调和，气血畅通，促进炎症消退，减少炎性介质渗出，从而发

迫学说中的“压迫”
，化学性神经根炎学说的“炎性刺激”，自

挥治疗作用；且中药封包后颈部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痉挛状态

身免疫学说中的“免疫反应”等 。目前对本病的临床治疗分

得到松解，更利于关节松动手法的操作。

［３］

为手术和非手术治疗。手术治疗虽然有很多方式，但由于并发

西乐葆为选择性环氧化酶 － ２ 抑制剂，与传统的非甾体抗

症较多，以及费用昂贵等，故除了少数有典型手术指征的患者

炎药品相比，消化道反应较低，镇痛抗炎疗效确切。呋喃硫

接受手术疗法外，大多数病人仍倾向于非手术治疗。而关节松

胺、甲钴胺为神经营养药物，适用于周围神经病变，这二种药

动术是根据生物力学原理，在关节面上施以微小作用力而引起

内服，符合中医治病求本的治疗原则。

关节较大幅度的运动，通过调整颈椎椎体、椎间关节的位移或

临床观察，治疗组采用中药封包、关节松动术与药物口服

成角入手，为椎间盘及椎旁局部韧带等静力性稳定结构的自我

结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效果叠加，疗效显著，并且操作方

良性调节提供条件，使颈椎及椎间关节恢复正常排列，增大椎

便、安全，适宜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间隙及椎间孔，从而解除神经根压迫刺激。
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主要症状为颈项、肩臂痛。中医学认
为其主要病机是络脉瘀滞，以肝肾亏虚、气血衰少为本，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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