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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揿针留针候气治疗低中频下降型突聋６０例
临床观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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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

雷

赵颜俐△

刚

（重庆市中医院，重庆４０００２１）
中图分类号：Ｒ７６４．４３＋７文献标志码：Ｂ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７４５Ｘ（２０１７）０７—１２９８—０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７４５Ｘ，２０１ ７．０７．０５６

【摘要】目的观察方便揿针长时间留针候气对低中频下降型突聋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患者１１３例按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５３例，采用常规治疗药物治疗和耳后注射治疗；治疗组６０例，采用方便揿针埋针长

时间留针候气治疗为主，辅以对照组治疗方法，随访２周，对疗效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观察组治疗后听力、
耳鸣、耳闷塞感改善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眩晕改善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方便揿针
留针候气治疗低中频下降型突聋疗效肯定，值得推广。
听觉丧失

【关键词】

突发性

方便揿针

留针候气

急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ｎｅｅｄｌｅ’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ｆｎｅｓｓ ｉｎ ６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ｅｅｄｌｅ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ｏｗ—

ＬＩＡＮＧ Ｙｕｎ，ＬＥＩ Ｇａｎｇ，ＺＨＡ０ Ｙａｎｌｉ．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２ 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ｎｅｅｄｌｅ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５３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ｎｐ ｏｆ ６０
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ａ

ｌｏ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ｎｏ

ｅａ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ａｓｅｓ

ｄｅａｆｎｅｓ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１ １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ｄｒｕｇ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ｗｅｒｅ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ｎｅｅｄｌｅ’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ｅｅｄｌ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Ａｌｌ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ｅ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２ ｗｅｅｋ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ｎｎｇ，ｔｉｎｎｉｔｕｓ，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ｇｏ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ｎｅｅｄｌｅ’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ｗ－ｍｉｄｄ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ｕｄｄｅｎ

ｏｎ

ｅａｒ

ｓｔｕｆｆ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ｎｅｅｄｌｅ’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 ｎｅｅｄｌｅ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ｏｎ

ｌｏｗ—ｍｉｄｄ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ｆｎｅｓｓ．ｗｏｒ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Ｓｕｄｄｅ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ｎｅｅｄｌｅ；Ｎｅｅｄｌｅ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ｅｅｄｌｅ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突发性耳聋是耳鼻喉科急症之一，极大影响患者

形、外耳道阻塞外伤等引发的耳聋耳鸣者；恶病质及意

的生活质量，其发病机制目前仍未明确。参考中国突发

识不清症状者；合并恶性肿瘤者；近期内服用免疫抑制

性耳聋多中心研究的分型标准［１１，笔者对本院近年来

剂者；严重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病变者；对药物过敏

收住的２０８例（２１７耳）低中频下降型突聋患者的临床

者：妊娠及哺乳期妇女；人选患者应住院治疗，如果不

资料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能住院，所有临床检查资料必须完整；所有患者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所有患者就诊时均进行耳纤维内窥

镜检查、纯音测听、声导抗、听性脑干反应，伴有耳鸣的
可行耳鸣匹配检查。有眩晕症状者进行前庭功能检查、
冷热试验和变位性眼震检查，必要时行颞骨ＣＴ和
（或）头颅ＭＲＩ检查。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
耳鼻咽喉科学会制定的突发性耳聋诊断标准，并结合
听力检查确诊：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经本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中耳炎、先天性耳道畸

１．２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

重庆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及门诊的低中频下降型突
发性耳聋患者１１３例，男性４０例，女性７３例；平均
（３７．５０＿＋５．３０）岁；就诊距离发病时间１ ｈ至２周；除听
力下降外，伴耳鸣８８例，耳闷胀感５９例，眩晕２ｌ例，
糖尿病８例。治疗组６０例，男性２１例，女性３９例；平均
年龄（３７．５０＋＿５．３０）岁；就诊距发病时间（４．３０＋０．８０）ｄ。
对照组５３例，男性１９例，女性３４例；平均年龄
（３７．５０＿＋５．５０）岁；就诊距发病时间（４．３０＿＋０．６０）ｄ。两组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基金项目：重庆市中医院院内培育课题（２０１４—２—８）
△通信作者（电子邮箱：７８７８１６５１＠ｑｑ．ｃｏ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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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治疗方法治疗组治疗如下。１）揿针治疗。采取

！旦支垦璺窒丝！！竺！塑篁堑堂笙！望！婴鱼竺：！坐：垫！！：！型：堑：望！立
局部取穴与远端辨证取穴相结合，局部取患侧耳门、听

２．３

宫、听会、翳风等为主，每次选取２个穴位。风热侵袭

疗组耳闷改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两组耳闷症状改善疗效比较见表３。结果示治

者，可加大椎、曲池、外关、合谷；肝火上扰者可加太冲、
表３两组耳闷症状改善疗效｝ｔ．ｔ４（ｎ）

丘墟、中渚；痰火郁结者可加丰隆、大椎；气滞血瘀者可
加膈俞、血海；肾精亏损者加肾俞、关元：气血亏虚者加
足三里、气海、脾俞【２］。操作：将皮肤常规消毒清洁干燥
后，将新型揿针（日本清铃株式会社研制）垂直刺入皮
肤，留针候气７２ ｈ。揿针在治疗中注意事项：头面部皮薄
ｍｍ

２．４两组眩晕症状改善疗效比较见表４。两组患者

针：埋贴时注意避开表浅血管，尽量不要刺到血管：注

眩晕症状均得到了显著改善，组间总有效率差异无统

意消毒，进针时常规消毒，贴埋期间针处不能着水，夏

计学意义（尸＞０．０５）。

肉少之处选用０．６ ｍｌＴｌ针，肌肉丰满之处０．９～１．５

季贴埋不得超过４８ ｈ，以防感染；贴埋后适当按压，并

表４两组眩晕症状改善疗效比较（凡）

活动患处以提高疗效：体表毛细血管扩张密布者不宜
用此法，因容易造成皮下出血；如果在原穴位再埋，需
隔１～２ ｄ，如果换穴位，可直接埋第２次［３］。２）耳后注
射。使用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０．７ ｍＬ加利多卡因
０．３

ｍＬ患侧耳后骨膜下注射，隔２

１次，共５次。３）

ｄ

药物治疗。应用注射用前列地尔０．２９稀释于１００

ｍＬ

０．９％氯化钠注射液静滴，每日１次，连续７ ｄ为１疗
程，连续治疗２个疗程。伴眩晕者，给予敏使朗６

ｍｇ，

３讨论
目前突发性耳聋的发病机制仍未明确，治疗以综
合性治疗方案为主。其治疗原则为改善微循环、糖皮质

每日３次，西比灵５ ｍｇ，每晚１次对症处理。对照组只

激素等㈤］。前列地尔可激活血管上皮细胞内的一系列

行耳后注射和药物治疗，方法同治疗组。

蛋白酶。导致血管扩大，血流量增加，还可使红细胞的

１．４观察方法按照２００５年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医

变形能力增强，能够使局部组织缺氧得到缓解［６】。甲泼

学会头颈外科分会制定的突聋诊治标准。痊愈：受损

尼龙琥珀酸钠作为人工合成的糖皮质激素．有抑制血

频率恢复至正常或达健耳水平，或患病前水平。显效：

小板激活、扩张痉挛血管、减少微血栓形成等作用，能

受损频率平均听力提高≥３０ｄＢ。有效：受损频率平均

显著改善患者微循环器官的血氧供应，从而改善患者

听力提高１５～３０ ｄＢ。无效：受损频率平均听力改善不

突发性耳聋的症状【７］。利多卡因可以抑制毛细胞的Ｎａ

足１５ ｄＢ。总有效率为治愈率＋显效率＋有效率。耳呜、

离子通道，从而对传人的冲动起到阻滞作用，保证了耳

眩晕等伴发症状的疗效判定参照文献ｆ３］。

蜗螺旋器外毛细胞生物电位的正常稳定，内耳异常兴

１．５统计学处理

奋消除，放电活动改变。此外，具有离子通道组织功能

应用ＳＰＳＳｌ３．０统计软件。采用ｘ２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
２．１

的利多卡因可以扩张微血管，改善耳蜗及中枢神经系
统血液循环，改善螺旋神经节及毛细胞缺氧情况［８］。耳

果

两组听力疗效比较见表１。结果示治疗组总有

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１

后注射糖皮质激素可以有效地避开血一迷路屏障，药
物快速进入内耳．并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使内耳血药
浓度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同时其在全身的药物浓度低，

两组听力疗效比较（ｎ）

全身副作用小归ｊ。
本病病因病机多为风邪侵袭，肺失宣肃，风邪循经
上犯清窍；或肝气郁结，气郁化火，肝胆火热循经上犯
耳窍；或痰火郁结，蒙蔽清窍；或因瘀血凝滞，耳窍经脉
痞塞；或因肾精亏损，不能上奉于耳；或痰湿困结中焦，

与对照组比较，６Ｐ＜０．０５。

升降失调，湿浊之气七蒙清窍；脾失健运．气血生化不
２．２

两组耳呜症状改善疗效比较

见表２。结果示治

疗组耳鸣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耳呜症状改善疗效比较（ｎ）

足．耳窍失养。听宫、听会、耳门、翳风等穴，可疏导少阳
经气，有行气活血、宣通耳络、清宣开窍的作用，可疏耳
部瘀滞之经气：配合中渚．同为治疗本病的主方。如外
感风邪ＤＭ＇Ｉ＂关、合谷以疏散表邪；肝火上扰，可配肝胆
经的原穴太冲、丘墟清泻肝胆之火；痰火郁结配丰隆、
大椎清热化痰，散结通窍：肾开窍于耳，故取肾俞、关元

万方数据

中国中医急症２０１７年７月第２６卷第７期

以调补肾经元气．使精气上输耳窍；脾虚失健运，气血

［３］何玲．论皮内针疗法的临床应用［Ｊ］．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０３，
２２（２）：３８—３９．

生化不足，可配足三里、气海、脾俞健脾益气，养血通
窍。诸穴配合，起到调经气通耳窍的作用。本研究入选

［４］孙饶奚，赵宇，刘军．布地奈德鼓室内注射治疗难治性突发
性聋［Ｊ］．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６，３０（１２）：９７２一

的患者起病时间、病程、具体病情不同，其病症又随着

ｒ

９７６．

饮食生活起居、情绪而变化，客观上很难寻找到具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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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规律的最佳针灸作用时间。根据《素问》中“静以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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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使用新型揿针留针候气结合药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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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皆宜，还可减少患者来医院治疗的时间，给很多上班
族带来便利，非常值得推广使用。由于观察病例较少，
时间较短．远期临床疗效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参

［１］

王萍，骆文龙．突发性耳聋治疗进展［Ｊ］．吉林医学，２０１２，

考

文

［１２］闻慧．揿针疗法的临床应用！Ｊ］．上海医药，２０１４，３５（２２）：
３４—３５．

『１３］卢佩斯．揿针同刺配合悬灸与麦粒灸治疗急性期带状疱疹

献

对比研究［Ｊ］．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１４，３（９）：８２９—８３１．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耳鼻咽喉头

［１４］沈瑾．徐纬，张大同，等．方便揿针留针候气治疗颈性眩晕

颈外科学分会．突发性耳聋的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５）［Ｊ］．

５７例［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８（５）：６３４—６３６．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５０（６）：４４３－４４７．

［１５］沈瑾，张大同，裘涛．揿针埋针候气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

［２］熊大经，刘蓬．中医耳鼻咽喉科学［Ｍ］．９版．北京：中国中

２０例疗效观察［Ｊ］．浙江巾医杂志，２０１４，４９（２）：１２７．

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２：９３—９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ｌ—ｌ １）

活血化瘀方联合麦肯基疗法治疗第三腰椎
横突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

曾祥毅凌耀权

关铭坤

（广东省中医院朱海医院，广东珠海５１９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Ｒ２７４文献标志码：Ｂ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７４５Ｘ（２０１７）０７—１３００—０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６．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７４５Ｘ．２０１７．０７．０５７
【摘要】

目的观察活血化瘀方联合麦肯基疗法治疗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机制。方法

将６０例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３０例。对照组患者给了麦肯基疗
法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措施基础上另予活血化瘀方治疗。结果观察组治疗后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功能障碍指数（ＯＤＩ）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
察组治疗后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３．３３％，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７０．００％（Ｐ＜０．０５）。结论活血化瘀方联合麦肯基疗法可有效减轻第ｊ腰椎横突综合征患者疼痛感，恢复
患者机体功能．降低患者炎症水平，治疗效果优于单独使用麦肯基疗法。

【关键词】

活血化瘀方

万方数据

麦肯基疗法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