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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刀激痛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研究
高丙南
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 目的：观察针刀激痛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法：纳入本院 9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 45 例。对照组行电针治疗，观察组行针刀激痛法治疗。观察 2 组治疗前后颈部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 评分和
颈椎活动障碍指数 （NDI） 的变化，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1β （IL-1β）、白细胞介素-10 （IL-10） 及椎动
脉外膜上血浆神经肽 Y （NPY）、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CGRP）、血管活性肠肽 （VIP） 水平。结果：治疗 3 周和治疗 6 周，2 组颈部
VAS 评分及 NDI 均较治疗前降低 （P ＜ 0.05）；观察组的颈部 VAS 评分及 NDI 均低于同期对照组 （P ＜ 0.05）。治疗 3 周和和治疗 6
周，2 组 TNF-α 及 IL-1β 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 （P ＜ 0.05），IL-10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 （P ＜ 0.05）；观察组的 TNF-α 及 IL-1β 水
平均低于同期对照组 （P ＜ 0.05），IL-10 水平高于同期对照组 （P ＜ 0.05）。2 组治疗 3 周和治疗 6 周时的 VIP、NPY 及 CGRP 水平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针刀激痛法对改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疼痛和颈椎活动障碍的疗效比电针更显著，
这可能与针刀激痛法抑制炎症反应、阻断神经肽能纤维通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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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Needle-Knife Irritating Pain Therapy for Nerve Root Cervical Spondy－
losis
GAO Bingnan
Abs tract： Objective ： To obs 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eedle- knife irritating pain therapy for nerve root cervical
s pondylos is . Methods ：Selected 90 cas es of patients w ith nerve root cervical s pondylos is in our hos pital，and divided them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 ervation group random ly， 45 cas 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 as treated w ith
electroacupuncture ，w hile the obs ervation group w as treated w ith needle- knife irritating pain therapy. Obs erved changes of
neck vis ual analogue s cale(VAS) s core and neck dis ability index(NDI)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 ent. Detected levels
of tum or necros is factor- α (TNF- α)， interleukin- 1 (IL- 1) and interleukin- 10 (IL- 10) and levels of neuropeptide (NPY)，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 (CGRP) and vas oactive Iintes tinal peptide (VIP) in vertebral arterial adventitia. Res ults ： After
three w eeks and s ix w eeks of treatm ent， neck VAS s cores and NDI in both groups w ere decreas ed w hen com pared w ith
thos e before treatm ent (P ＜0.05)， and the neck VAS s core and NDI in the obs ervation group w ere low er than thos 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After three w eeks and s ix w eeks of treatm ent， com paring w ith thos e before treatm ent， levels of
TNF- α and IL- 1βin both groups w ere reduced(P＜0.05)，w hile levels of IL- 10 in both groups w ere rais ed (P＜0.05). Levels
of TNF- α and IL- 1βin the obs ervation group w ere low er than thos 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w hile levels of IL- 10 in
the obs ervation group w ere higher than thos 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m pared levels of VIP，NPY and CGRP in both
groups after three w eeks and s ix w eeks of treatm ent， differences w ere all s ignificant (P ＜0.05). Conclus ion： Needle- knife
irritating pain therapy has m ore evident effect than that of electroacuquncture in treating pain and neck dis ability of patients
w ith nerve root cervical s pondylos is ， w hich m ay be related to the inhibition of inflam m atory reaction and blocking of fiber
tracts of neuropeptide.
Keywords：Cervical s pondylos is ；Nerve root；Needle- knife irritating pain therapy；Electroacupuncture ；Vis ual analogue
s cale(VAS)；Neck dis ability index(NDI)；Inflam m atory factor；Neuropep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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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颈椎椎间盘、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退行性损伤

布。③辅助治疗：激痛点针刀治疗后，被针刺的肌肉应进行

所致的以颈项疼痛、颈椎活动障碍、行走困难等为主要表现的

3～5 次最大范围的主动运动或进行牵拉等被动运动或行热敷

临床症候群。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颈椎病发病

疗法。每周 1 次，每次选取 2～4 个激痛点进行治疗，共治疗

率逐年上升 。激痛点是指存在于骨骼肌内可诱发局部和远处

6 周。

[1]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疼痛的高敏压痛点，针刺激痛点可改善疼痛状况。为此，本研

3

究选取 9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观察针刀激痛法的治疗效

3.1

果，结果报道如下。

(VAS)疼痛评分和颈椎活动障碍指数(NDI)的变化。VAS 评分使

1

临床资料

观察指标

①观察 2 组治疗前后颈部视觉模拟评分法

用游动标尺，刻度 0～10 cm ，由患者根据疼痛程度选择对应
选取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在本院治疗

刻度，分值越高表示疼痛越严重。NDI 包括疼痛强度、个人护

的 9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理、提起重物、阅读、头痛、集中注意力、工作、睡觉、驾

组 45 例。对照组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 46～59 岁，平均

驶、娱乐 10 项评分，每项满分 5 分，分值越高表示颈椎活动

(52.7±3.0)岁；病程 4～10 年，平均(6.7±1.9)年。观察组男

障碍越严重。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检测 2 组患者治疗

23 例，女 22 例；年龄 48～57 岁，平均(53.4±3.2)岁；病程

前后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 α(TNF- α)、白细胞介素 - 10(IL- 10)

4～9 年，平均(6.2±1.7)年。2 组性别、年龄及病程等一般资

及白细胞介素 - 1β(IL- 1β)水平的变化 。③采用 免 疫 组 化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ABC 法和硫酸镍胺增强显色法检测椎动脉外膜上血管活性肠

1.1

1.2

一般资料

诊断标准

①符合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诊断标准：具有典

肽(VIP)、血浆神经肽 Y(NPY)及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

型颈项麻木、疼痛或活动障碍症状；压颈试验或臂丛牵拉试验

3.2

阳性；X 线可见颈椎曲度改变或现椎体后缘重影 。②年龄

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多时点比较采用方差

20～65 岁。③患者意识清晰，能配合完成相关治疗。④对本

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次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4

1.3

排除标准

①非颈椎退行性改变引起的颈项疼痛者；②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治疗结果

4.1

2 组治疗前后颈部 VAS 评分及 NDI 比较

见表 1。治疗

合并有心脑血管及造血系统严重原发性疾病者；③妊娠、哺乳

前，2 组颈部 VAS 评分及 NDI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期及精神意识障碍者；④仅有影像学表现但无症状；⑤影像学

(P＞0.05)。治疗 3 周和 6 周，2 组颈部 VAS 评分及 NDI 均较

检查可见骨质疏松、椎体融合、骨结核等疾病者；⑥有手术适

治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颈部

应症，急需手术治疗者。

VAS 评分及 NDI 均低于同期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

(P＜0.05)。
给予常规针刺治疗。主穴：双侧风池、颈椎夹

脊；配穴：肩井、肩髃、天柱、合谷、手三里、外关、后溪、
双侧太溪及局部阿是穴。采用汕头市医用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6805- A 型电针仪，每次取 3～6 个腧穴(2 个主穴加 2～4 个配

表1
指 标
VAS 评分(分)

穴)，针刺得气后接通电针治疗仪，连续脉冲波刺激。参数设
置：电流 2 m A，频率 40 Hz，每天 1 次，每次留针 15 ～20

NDI

m in，每周 5 次，连续治疗 5 次为 1 疗程，共治疗 6 疗程。
2.2

观察组

给予针刀激痛法治疗。①针刺定位：以手指平

滑式由上而下来回推动颈椎附近头后大小直肌、颈后下斜肌、

2组治疗前后颈部 VAS 评分及 NDI 比较(x±s)
组 别

n

治疗前

治疗 3 W

治疗 6 W

对照组

45

4.69±1 .02

3.98±0.64①

3.62±0.61①

观察组

45

4.83±1 .15

3.04±0.76①② 2.55±0.58①②

对照组

45

3.69±1 .02

2.98±0.64①

2.62±0.61①

观察组 45 3.83±1 .15 2.04±0.76
1.55±0.58①②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同期比
①②

较，②P ＜ 0.05
2 组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比较

见表 2。治疗前，2 组

颈回旋肌、多裂肌等肌肉组织，若发现可触摸硬结、硬结压痛

4.2

点及按压后发生传感疼痛症状点，即可确定为激痛点，使用针

TNF- α、IL- 10 及 IL- 1β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刀标号笔进行标记。②施刀方法：患者取坐位，颈部前屈，选

(P＞0.05)。治疗 3 周和 6 周，2 组 TNF- α 及 IL- 1β 水平均

用泰兴三里医疗用品厂 YZB/ 苏 0044- 2007 型小针刀。常规

较 治 疗 前 下 降 (P ＜0.05)， IL- 10 水 平 均 较 治 疗 前 升 高 (P ＜

消毒后，以拇指和食指持刀，中指和无名指紧贴针刺部位皮

0.05)；观察组的 TNF- α 及 IL- 1β 水平均低于同期对照组

肤，将施针点固定在两手指间，并在距其 1～2 cm 处顺着肌

(P＜0.05)，IL- 10 水平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

纤维方向迅速进针，针刀尖与皮肤呈 25～30°，进针深度应以

4.3

针尖完全穿透硬结或患者有酸胀感为宜，停针后即可剥离黏连

疗前，2 组 VIP、NPY 及 CGRP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组织，若遇硬结可进行切割。剥离或切割时应根据肌肉纹理一

义(P＞0.05)。2 组治疗 3 周和治疗 6 周的 VIP、NPY 及 CGRP

定方向进行，而后将针尖提至皮下组织，出针止血，敷无菌纱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组治疗前后 VIP、NPY 及 CGRP 水平比较

见表 3。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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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 组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比较(x±s)

pg/mL

指 标 组 别

n

治疗前

治疗 3 W

治疗 6 W

对照组

45

14.87±2.94

13.74±2.37①

1 2.89±2.01 ①

TNF- α
IL- 1 0
IL- 1 β

观察组

45

15.54±3.22

①②

1 0.05±1.96

脉外膜肽能神经分布进行检测，发现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①

VIP、CGRP 及 NPY 水平比较差异显著。考虑针刀激痛法持续

4.11±1.58

5.31±1.71

5.98±1 .44

45

3.98±1.65

7.02±2.03①②

8.23±2.21 ①②

45

1 6.03±2.91

1 4.92±2.55

①

11.08±1 .62

观察组 45 1 5.58±3.08 1 0.23±1 .96
4.95±0.82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同期比
①②

①②

较，②P ＜ 0.05
表3

VIP
NPY
CGRP

刺激使患者局部血管反射性扩张，抑制 CGRP 和 NPY 等神经
纤维表达，恢复椎基底动脉舒缩平衡，并通过神经系统整体调
节作用，激活疼痛抑制中枢，加速致痛因子和代谢产物排除。
综上，针刀激痛法能显著改善颈椎病患者疼痛和颈椎活动
障碍等临床症状，这可能与其抑制炎性因子表达，阻断神经纤

2 组治疗前后 VIP、NPY 及 CGRP水平比较(x±s) ng/mL

指标 组 别

痛物质清除，达到改善疼痛症状的作用。此外，本研究对椎动

4.36±1 .38

45

对照组

IL- 1β 显著降低，IL- 10 显著升高，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

①②

观察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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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故推测针刀激痛法可通过抑制炎性因子表达，促进炎症致

对照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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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治疗前

治疗 3 W

治疗 6 W

对照组

45

0.24±0.05

0.27±0.06

0.39±0.07①

观察组

45

0.26±0.06

0.38±0.08①②

0.47±0.09①②

对照组

45

2.41±0.59

2.28±0.43

1.89±0.31 ①

观察组

45

2.35±0.62

1.55±0.54 ①②

0.46±0.1 9①②

对照组

45

0.45±0.10

0.44±0.07

0.37±0.05①

①

观察组 45 0.43±0.09
0.35±0.04 ①② 0.21±0.02①②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同期比

较，②P ＜ 0.05

维通道，促进致痛因子和代谢产物排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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