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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灸联合叩刺拔罐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观察
李冬波 1，2，范波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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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温针灸联合叩刺拔罐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RA） 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4 例 RA 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各
42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西药治疗，观察组采用温针灸联合叩刺拔罐法治疗，比较 2 组临床疗效、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的变化情
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92.9%高于对照组 7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观察组关节疼痛指数、关节肿胀个
数少于对照组，晨僵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观察组 RF、抗 CCP 抗体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温针灸联合叩刺拔罐能缓解 RA 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 RF、抗 CCP 抗体水平，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温针灸；叩刺拔罐；疼痛指数；类风湿因子 （RF）；抗环瓜氨酸多肽抗体；晨僵时间；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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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Ｒ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常累及四肢

效，结果报道如下。

关节，临床表现为关节疼痛、肿胀、功能下降等，可导致关节

１

软骨和骨质破坏，引发关节畸形。据报道，ＲＡ 患者约有 １／３

1.1

会在 ２ 年内致残。及时治疗对于控制疾病的发展，减轻 ＲＡ 功

无内分泌系统病变；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正常；疾病处于活

能损害，维持患者的劳动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常

动期；药物均无禁忌症或过敏体质；未继发有其他自身免疫性

规西药治疗 ＲＡ 的疗效有限，且副反应较多。本研究选取８４

疾病；未曾使用过糖皮质激素。

例 ＲＡ 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温针灸联合叩刺拔罐的临床疗

1.2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

排除标准

［收稿日期］ 2016-08-16
［作者简介］ 李冬波 （1986-），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作。

均符合 ＲＡ 的诊断标准 ［１］；均自愿参与研究；

丧失劳动力；合并有肿瘤；妊娠期和哺乳期

新中医 2017 年 2 月第 49 卷第 2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136·

February 2017 Vol.49 No.2

妇女；关节畸形；严重的急慢性感染疾病、肝功能、肾功能不

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

全、造血功能障碍；合并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其

用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他关节炎等；近 ３ 月内进行甲氨喋呤、生物制剂等 ＲＡ 治疗。

４

1.3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５－ １２ 月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８４

一般资料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治愈：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率≥７５％ ，关节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２ 组各 ４２ 例。观察组男 １４

活动范围恢复正常，实验室指标正常或接近正常；显效：临床

例，女 ２８ 例；年龄 ３５ ～７０ 岁，平均（５２．３ ±１１．９）岁；病史

症状、体征改善率 ５１％ ～７５％ ，关节活动范围明显改善，实

１～８ 年，平均（５．７±２．２）年；关节功能分级：Ⅰ级 １４ 例，Ⅱ

验室指标有改善；有效：临床症状、体征改善率 ３０％ ～５０％ ，

级 １９ 例，Ⅲ级 ９ 例；体质量指数 ２２．９ ±２．３。对照组男 １０

关节活动范围有所改善，实验室指标有改善或无改善；无效：

例，女 ３２ 例；年龄 ３８ ～７３ 岁，平均（５３．４ ±１２．３）岁；病史

临床症状指标改善率＜３０％ 或有所加重，实验室指标无改善

２～７ 年，平均（５．６±２．１）年；关节功能分级：Ⅰ级 １３ 例，Ⅱ

或加重。

级 １７ 例，Ⅲ级 １２ 例；体质量指数 ２２．５±１．９。２ 组一般资料

4.2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高于对照组 ７６．２％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治疗期间给予饮食指导，注意动物脂肪和胆固醇

的摄入，鼓励患者禁酒禁烟，参加适当运动。
2.1

对照组

采用西药甲氨喋呤单药治疗。甲氨喋呤，口服，

起 始 剂 量 为 每 次 ５ ｍｇ， 每 周 １ 次 ； 之 后 每 周 增 加 剂 量

组

观察组

采用温针灸联合叩刺拔罐法治疗。①温针灸：

表1
治愈

别 n

观察组 ４２

见表 １。总有效率观察组 ９２．９％ ，

例（％）
总有效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显效
有效
无效

１ １ （２６．２） ２１（５０．０） ７（１ ６．７）

３（７．２）

３９（９２．９）①

５（１ １．９） ２２（５２．４） ５（１ １．９） １ ０（２３．８） ３２（７６．２）

对照组 ４２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２ ． ５ ｍ ｇ，最大不超过 １５ ｍ ｇ，维持剂量为 １０ ｍ ｇ。
2.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4.3

2 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情况比较

见表 ２。治疗前，２ 组

痛点循经取穴为主穴，辅以脾俞、肾俞、肝俞、关元、气海、

关节疼痛指数、关节肿胀个数以及晨僵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

阳陵泉、足三里。根据患者的疼痛部位及证型不同，辨证取

计学意义（P＞０．０５）。治疗后，２ 组关节疼痛指数降低、关节肿

穴，上肢配肩髃、阳池、合谷、外关、阳溪、腕骨等穴位；背

胀个数减少、晨僵时间缩短，且观察组关节疼痛指数、关节肿

部配华佗夹脊穴、身柱、秩边、腰阳关、次髎等穴位下肢配穴

胀个数少于对照组，晨僵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犊鼻、内膝眼、鹤顶、梁丘、血海、昆仑等穴位；使用 ７５％

义（P＜０．０５）。

酒精将皮肤消毒后，不锈钢毫针（均用 ０．３ ｍ ｍ ×４０ ｍ ｍ ）进针，
行捻转提插手法，得气后在穴位上施灸。以长 ２ ｃｍ 的艾条插
于针柄点点燃，艾条距离皮肤 ３ ｃｍ 左右，以患者感觉局部温
热为宜，在贴近皮肤处用厚纸板隔垫以防灼伤，艾柱烧完后除

组 别 n
观 察 组 ４２

去灰烬，每次灸 ３ 壮毫针完全冷却后再出针，以防烫伤。②
叩刺拔罐：温针灸后用三棱针在阿是穴点刺出血加拔火罐，留

对照组 ４２

次，治疗 １２ 天为 １ 疗程，连续治疗 ３ 疗程。
２ 组治疗时间相同。疗程结束后对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３
3.1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①类风湿因子（ＲＦ）、抗环瓜氨酸多肽抗体

（ＣＣＰ）：于治疗前后取肘静脉血 ４ ｍ Ｌ，乙二胺四乙酸（ＥＤＴＡ）

（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抗 ＣＣＰ 抗体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检
测仪器为美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ＵＴＥＲ 公司生产的 ＢＮＰ 特种蛋

关节疼痛指数 关节肿胀个数 晨僵时间（ｍｉ ｎ）

治疗前 ７．３５±１ ．２５
治疗后 ３．１２±１ ．０４

治疗前 ７．４１±１ ．４３

4.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①②

８．２５±２．１ ７

３８．３２±１ １．９８①②
８０．４６±１ ６．３２

①

2 组治疗前后 RF、抗 CCP 抗体比较

见表 ３。治疗前，

２ 组 ＲＦ、抗 ＣＣＰ 抗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治疗后，２ 组 ＲＦ、抗 ＣＣＰ 抗体均较治疗前下降，且以上各指
标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表3
组

别

n

观察组

４２

对照组

４２

2 组治疗前后 RF、抗 CCP 抗体比较
时

间

ＲＦ（ＩＵ／ｍＬ）

抗 ＣＣＰ 抗体（Ｕ／ｍＬ）

治疗前 １ ８２．５１±１ ６．２１
治疗后

８８．２１±１ ３．３２

５４．２８±１ ０．５２

治疗前 １ ７８．２５±１ ５．６７

①②

４５．５３±１ ２．７９①②
８５．２６±１ ５．３４

８７．２１±１ ０．６５①
５７．２３±１ ４．２３①
治疗后
与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②P ＜

痛指数、关节肿胀数以及晨僵时间的变化。
3.2

４．８５±１ ．２７

①

白仪，正常范围为 ０～２５ Ｕ／ｍ Ｌ，若检测水平＞２５ Ｕ／ｍ Ｌ 则认
为抗 ＣＣＰ 抗体阳性。②临床症状：记录治疗前后患者关节疼

８２．７２±１ ２．４５

８．４２±３．２３
①②

0.05

抗凝，２ ５００ ｒ／ｍ ｉｎ 离心 １０ ｍ ｉｎ，取血清分装，做好标记，置
４℃ 冰 箱 冻 存 用 于 统 一 检 测 。 ＲＦ 采 用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试 验

2 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情况比较

时间

治疗后 ４．３１±１ ．３２
５．３５±２．４６ ４６．３１±１ ２．３２①
与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②P ＜

罐 １０～１５ ｍ ｉｎ，起罐后用一次性无菌干棉球把局部血迹擦干
净，将创可贴贴于针刺局部，预防感染和出血。隔 ３ 天治疗 １

表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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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通经络、活血逐痹［６］，进而有效改善患者的关节肿胀、疼痛

讨论
在我国，ＲＡ 的患病率为 ０．３２％ ～０．３６％ ，女性多于男

以及晨僵时间。拔罐可以疏通经络，消散瘀血，改善血液局部

性［２］，局部致残率高达 ６０％ 以上。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均

循环，其联合温针灸治疗能够达到祛风寒、湿气的效果。温针

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步伐的加快，ＲＡ 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就

灸和拔罐都属于物理疗法，是通过人为刺激和负压使人体毛细

目前而言，ＲＡ 的发病机制仍未明确，尚缺乏根治手段，仍以

血管破裂淤血，活化干细胞的修复功能，加快类风湿部位坏死

缓解临床症状为主。以往临床上常采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

物质的吸收，使经气得到激发，气血得到调理 ［７］，显著改善患

制、非甾体消炎药等治疗，其目的主要是减轻或消除疼痛，矫

者的临床症状。
综上所述，温针灸联合叩刺拔罐能显著缓解 ＲＡ 患者的临

正畸形，改善或恢复关节功能。但以上治疗方法大多数只能短
期缓解患者的治疗症状，疗效有限且合并有一定的不良反应，

床症状，降低患者的 ＲＦ、抗 ＣＣＰ 抗体水平，提高临床治疗效

不能有效控制疾病的发展。但就目前而言，临床上尚缺乏一套

果。

完整的根治方案。
《素问·痹论》 “风湿寒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老年肾精
渐亏，肝血不足，筋骨失养，外邪侵袭人体，闭阻经络，气血
［３］

运行不畅，血瘀则痛，关节肿胀 。其病位在筋骨，病性为本
虚标实，虚实夹杂。故治疗应采用祛风、散寒、除湿、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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