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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穴位埋线疗法系列讲座（８４）

针灸推拿配合揿针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观察※
朱晓玲１罗会用１李信明１冯庆奎１任正强１安嘉懿１杨才德鲈
（１遂宁市中心医院康复中心，四川遂宁６２９０００；
２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岗院区中西医结合科，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目的观察针灸推拿配合揿针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颈源性头痛患者６０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各３０例，治疗组患者予以针灸推拿配合揿针治疗，对照组患者予以洛索洛芬钠片联合替扎尼定治疗。观察２组患者治
疗前及治疗７天、１４天、３个月后ＶＡＳ评分并评价临床疗效。结果２组患者治疗前ＶＡＳ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７天、１４天、３个月后，治疗组ＶＡ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治疗组患者治
疗总有效率为９３．３３％（２８／３０），高于对照组的９０．００％（２７／３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针灸推拿配合撒针治
疗颈源性头痛可有效改善患者头痛症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颈源性头痛；针灸；推拿；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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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源性头痛是指由颈椎或颈部软组织的器质性或

张采用药物治疗、神经阻滞、脉冲射频等治疗。中医

功能性病损所引起的以慢性、单侧头部疼痛为主要表

治疗包括中药、针刺按摩、针灸推拿、悬吊牵引、穴

现的综合征【１１，由Ｓｊａｓｓｔａｄ等［２１首次提出并命名为颈源性

位注射疗法、小针刀等，可获得理想的疗效。针灸推

头痛。近年来，由于人们长时间伏案工作以及电脑的

拿按摩疗法可使痉挛肌肉松弛，促进肌肉血液循环，

使用，颈源性头痛的发病率逐年增加，低龄化趋势明

能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揿针（皮内针）又称“埋

显，普通人群的发病率在０．５％～４．０％，慢性头痛的患

针”，是古代针刺留针方法的发展，可以给穴位以持续

者约有１５％。２０％可能是颈源性头痛１３１。甚至有报道称，

刺激，解决惧针，减少反复针刺的麻烦，病人还可以

颈源性头痛在普通人群的发病率高达３４％［４１。颈源性

自己手压埋针以加强刺激。其问不受患者运动影响，

头痛的发病机制尚未清楚，尚缺乏一种有效的治疗方

其可以通过较长的刺激时间，效应得到累积从而起到

法可以治愈或完全缓解颈源性头痛。因此，颈源性头

治疗作用。本研究采用针灸推拿配合揿针的方法治疗

痛的治疗基本上是对症治疗，目前治疗颈源性头痛主

颈源性头痛，评价临床效果，为其安全应用及临床推
广提供基础。

※基金项目：四川省遂宁市市级科研项目【Ｎｏ．２０１５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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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本研究的患者全部来源于２０１５年６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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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９月遂宁市中心医院针灸科门诊、住院部患者，

息２ ｄ。

确诊为颈源性头痛，共６０例。所有患者均符合诊断和

纳入标准，病人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参加本试验，按

１．５．１．３揿针治疗材料：清铃牌，日本静冈市清水区袖
师町１００７—１，中国代理：四川唯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随机对照方法（随机数字由ＰＥＭＳ ３．１软件包产生，并

型号：０．２０

用不透光的专用牛皮信封密封，病人就诊后符合纳入

ｍｍ。取穴：风
池穴，太阳穴，阿是穴。施针者在针刺前应先洗净双

标准启封）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３０例。６０例

手，对手指消毒，并对患者穴位皮肤消毒处理，待其

患者均完成了整个研究过程。６０例患者年龄２１～６７岁，

干后才可针刺。每穴位１针。一般埋入１～３枚（１－３个穴

男性１８例，女性４２例。２组患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年
龄、性别、身高）及病程情况经统计学分析无差异

位）后，应让患者活动感觉一下患部，寻找出阿是穴
再补埋１～２枚、再活动感觉。每次４～６个。针灸按摩５次

“哆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以头

后给以揿针治疗，保留４８ ｈ后取出。
１．５．１．４时间和疗程每周５次针灸按摩，后予揿针治疗，

痛为主要症状，伴有不同程度的头痛、视觉症状及神

持续２个疗程。治疗前，治疗７天、１４天、３月后观察治

１．２诊断标准

经根症状；

（１）符合颈椎病诊断标准；

（３）上颈段及枕大神经处有压痛；

（４）ｘ

线摄片或ＣＴ、ＭＲＩ检查上颈段有异常改变１５１。
１．３纳入标准

（１）所有患者符合诊断标准，均为首

（２）所有患者确诊

ｍｍ×１．５ ｍｍ，０．３０ ｍｍ×１．５

疗效果。

１．５．２对照组予以洛索洛芬钠片（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０１ １４，
吉林英联技术有限公司）６０ ｍｇ，每天３次；替扎尼定

后，将自愿接受此治疗方法的患者纳入其中。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６４５企业名称：四川科瑞德制药有限
公司）２ ｍｇ，每天３次。连续服用１４ ｄ。

１．４排除标准

１．６疗效评定标准采用１０分制视觉模拟量表（Ｖｉｓｕａｌ

次单侧发病，连续治疗２个疗程；

（１）有头痛症状但颈椎ｘ线摄片或

ＣＴ、ＭＲＩ检查上颈段或上颈段颈椎体检正常者；
（２）有针灸禁忌证者；
疾病者；

（３）患有严重的心、肝、肾

（３）五官科疾病、癫痫、内耳前庭疾病及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测定患者的疼痛感，分别在治

疗前及治疗２个疗程后进行评定。依据ＶＡＳ加权计算方
法对疗效进行评估，ＶＡＳ加权值＝（Ａ—Ｂ）／Ａｘｌ００，

（４）有精神病史

为治疗前ＶＡＳ评分，Ｂ为治疗后ＶＡＳ评分。临床痊愈：

（５）服用洛索洛芬钠及替扎尼定

ＶＡＳ加权值Ｉ＞７５；显效：ＶＡＳ加权值≥５０～７５；有效：

颅内器质性疾病等引起的头痛者；
及治疗不合作者；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禁忌者。

ＶＡＳ加权值≥２５～５０；无效：ＶＡＳ加权值≤２５。

１．５治疗方法

１．７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２５．０软件统计，计

１．５．１治疗组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元蜘）表示，用ｔ检验；计数资料

１．５．１．１针刺疗法①取穴网：大椎，天柱，后溪，颈夹脊穴，

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用ｕ表示。Ｐ＜

风池，太阳穴；②材料统一选用苏州生产的“华佗牌”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不锈钢毫针。针身规格０．３０

２结果

４０

ｍｉｎｘ２５

ｍｍ或者０．３０

ｍｍｘ

ｍｍ；操作：大椎穴直刺１～１．５寸，使针感向肩臂部

２．１

２组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３．３３％，高于对照

传导，夹脊穴直刺或向颈椎斜刺针尖微下，向鼻尖方

组总有效率９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

向斜刺０．５～０．８寸，其他穴位常规针刺。采用平补平泻

见表１。
表１

手法，加用２～３组电针加强刺激，采用疏密波，强度以

２组患者疗效比较【例惭）】

患者耐受为宜。每次留针３０ ｍｉｎ，中间行针１次。每天

进行１次，５次为１疗程，中间休息２

ｄ。

１．５．１．２推拿治疗以常规颈项部操作与面部推拿手法相

２组患者ＶＡＳ评分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ＶＡＳ评分无

配合对患者进行治疗。使患者取坐位，医师立于患者

２．２

背后在颈项肩背部施法，先对颈肩部肌肉采用攘按揉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７天后，１４天后，３个月后２组ＶＡＳ
评分明显降低，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治疗组与对照组同期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法进行放松，然后与颈椎屈伸、侧屈以及旋转等一些
被动运动相结合，然后对风府、风池、肩中俞以及棘
突旁阿是穴与天柱穴进行按揉，对风池与颈椎的３—７节
进行推拿，由上到下推拿３遍，对肩井部进行推拿，次

数为８～１０次，最后对颈椎关节进行拔伸；对头面部进
行推拿，使患者取仰卧位，医师以一指禅对患者的眼

眶周进行推拿，每天进行１次，５次为一疗程，中间休
万方数据

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者ＶＡＳ评分比较

（元±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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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颈椎功能活动方面均有较好的疗效，在后续的研究中

颈源性头痛属于中医“头痛”范畴，与颈椎病变
关系密切。针灸推拿治疗颈椎病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

将进一步探讨。

同时揿针治疗头面部颈肩部疼痛亦得到认可，二者优
势互补，可以提高临床疗效。揿针疗法（皮内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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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公孙、内关穴治疗消化系统急性腹痛疗效评价※
侯志鹏包永欣＋郝长宏王健
（原沈阳军区总医院门诊部针灸室，辽宁沈阳１１０８４０）
摘要：目的观察电针公孙、内关治疗消化系统急性腹痛的临床疗效。方法将符合诊断、纳入标准的３０例患者随机分为
２组，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１５例。治疗组采用针刺公孙、内关后，采用低频率、大幅度捻转泻法，待患者有强烈得气感后。
连通脉冲电疗仪的方法进行治疗，治疗时间为３０分钟，分别在治疗结束时及治疗结束６０分钟后统计疗效。对照组采用常规
电针取穴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９３．３３％（１４／１５），对照组为８６．６７％（１３／１５），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结论电
针公孙、内关治疗消化系统急性腹痛的临床疗效显著。
关键词：电针；公孙；内关；急性腹痛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２７７９．２０１８．１９．０５０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７７９（２０１８）．１９．０１１８—０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研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Ｇｏｎｇｓｕｎ ＩＳＰ４ｌ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ｕａｎ ＩＰＣ６ｌ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删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

ＨＯＵ Ｚｈｉｐｅｎｇ’ＢＡＯ Ｙｏｎｇｘｉｎ，ＨＡＯ 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ｌ １０８４０，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Ｇｏｎｇｓｕｎ（ＳＰ４）ａｎｄ Ｎｅｉｇｕａｎ（ＰＣ６）ｉｎ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ｉｒｔ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１５ ｃａｓ荡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１５ ｃａｓｅｓ．Ｆｉｍｆｌｙ．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０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ｂｙ ａｃｕｐｕｎｅ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ｓｕｎ
（ＳＰ４）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ｕａｎ （ＰＣ６），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ｌｏ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ｃ ｎｅｅｄ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ｕｓ ｏｒ ｍｉｎｕ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ｗｉｒｌ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ｏｌ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ｌｅ
ｈａｎｄｌｅ．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ｒ１１Ｉ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Ｆ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ｌｌ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６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ｑｕｉ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Ｐ＜Ｏ．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９３．３３％ａｎｄ ８６．６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ｔ Ｇｏｎｇｓｕｎ
（ＳＰ４）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ｕａｎ （ＰＣ６）

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

ｉ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ｌｅｅｔｒｏａｅ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Ｇｏｎｇｓｕｎ（ＳＰ４）；Ｎｅｉｇｕａｎ（ＰＣ６）；ａｃｕｔ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消化系统急性腹痛是临床常见的一类疾病，常因
消化系统的功能性或器质性病变所引起，临床主要表

ｐａｉｎ

现为患者突发腹部的持续性疼痛或阵发性绞痛，可伴
有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西医治疗本
病主要为控制饮食、使用非甾体抗炎药、胃肠解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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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果伴随恶心呕吐、腹泻等导致患者出现体液丢
失及电解质代谢紊乱则需要采取补液的方法补充水分
及纠正电解质紊乱。笔者采用电针公孙、内关治疗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