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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炳煌针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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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炳煌教授是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临床倡导无痛针刺，以针刺得气及针刀治疗腰椎多种疾患，获得
满意疗效。本文从对病因病机认识、循序治疗方案和临床特色疗法 3 方面介绍吴教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经验。
关键词：名医经验；吴炳煌；针刺；针刀；腰椎间盘突出症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8.01.026
中图分类号：R274.915.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8)01-0114-04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U Bing-huang i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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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or WU Bing-huang is one of the national famous TCM experts. He advocates painless
acupuncture and uses acupuncture to regulate qi and needle knife to treat a variety of diseases about lumbar, with
satisfying efficacy.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Professor WU’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understanding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sequential treatment strateg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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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以下简称“腰突症”）是由于

般与肾相关。先天禀赋不足，加之劳累太过，或久病

腰椎间盘纤维环退变或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

体虚，或年老体衰等，肾精亏损，无以濡养筋脉而致

经根、马尾神经所表现的一种临床综合征，是腰腿痛

腰痛。现代医学认为，腰椎间盘退行性病变是本病的

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原福建中医学院针推系主任吴炳

病理基础，与遗传、体质、后天劳损有关。中医学认

煌教授是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从事针灸临床、教学

为，肝主筋，腰与肝脏的关系主要是肝藏血及血养筋。

50 余年，重视中西医相关理论有机结合，在针推结合

《素问•痿论篇》有“肝主身之筋膜”
。肝血虚，则筋

治疗脊柱性疾病方面有深入研究。临床上，吴教授基

脉不得濡养，遂致腰腿痛、下肢筋脉痉挛或弛软。

于“时相辨证、循序分期治疗”原则治疗腰突症，获

1.2

得满意疗效，兹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邪”以风、寒、湿为主
风、寒、湿邪是腰腿痛的外因，犹以寒湿为多。

《素问•痹论篇》云：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

吴教授通过对历代文献的整理，结合前人的临床

又“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湿性重浊，湿

案例，认为引起本病发病原因多与虚、邪、瘀三方面

性趋下，留滞经络关节，故见腰腿关节疼痛、肌肤不

密切相关。

仁、沉重。

1.1

1.3

“虚”即肝肾亏虚
“腰为肾之府”，肾藏精，主骨生髓，故腰痛一

“瘀”即气滞血瘀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中医认为，跌扑挫伤，

损伤脊柱腰部、筋肉、经脉，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气
基金项目：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吴炳煌教授传承工作室建设项

滞血瘀、经脉不通，是腰腿痛发病的原因。另外，
《景

目（2014 年）

岳全书》认为感受风邪可致血气闭郁，寒邪可致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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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滞，湿邪可使血气壅滞，均为外邪入侵致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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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腰突症之腰腿痛病因，包括外因之感受风

1 cm 艾条，并根据燃烧情况调整艾条位置，艾火距皮

寒湿邪、外伤之气滞血瘀，内因之肝肾亏虚；病机为

肤约 3 cm，每穴施灸 40 min，每日 1 次，于针刺后进

肝肾亏虚、邪瘀阻络。治应补益肝肾、通督强脊，祛

行，1 个月为 1 个疗程。

邪除瘀。

2.3

2

康复期

“循序分期分型”辨治经验
基于上述认识，吴教授认为当以“时相辨证、循
[2]

本期腰部仍有酸痛和麻木感，腰椎活动可接近正
常，但不耐劳，腰腿无力。病机仍以虚为主，治疗当

序分期分型论治” ，提出 3 期论治，具体分期辨治

以扶正固本、预防复发为主，治法同缓解期。

如下。

3

2.1

3.1

急性期

临床特色疗法

本期主要表现痛剧、腰背肌肉痉挛、活动受限等，

基于解剖基础，定位精简取穴
吴教授将腕踝针整个操作过程分为检查区、选点

多因风、寒、湿等外邪入侵为主，治疗当以祛邪治标

和针法 3 个主要步骤。首先查明患者所患疾病部位，

为要，法以祛邪除痹、缓急止痛。具体操作如下。

结合病位和症状，对应全身纵区划分范围，选取腕部

2.1.1

或踝部治疗点。在腕踝针进针方面，吴教授提出“卧

常规取穴
按疼痛部位及放射路径循经选取足太阳、足少阳

刺”法，即术者拇、中指握针柄，食指尖指向针尖方

经穴为主。主穴为 L2～5 夹脊穴、秩边、环跳、阳陵泉、

向，使针与施术部位平行，快速透皮后，用食指紧贴

委中等。加减：寒湿阻滞者，加灸肾俞、命门、腰阳

针柄，拇指缓慢推针尾进，医者无指下沉紧感；针刺

关；瘀血阻络者加膈俞。

深度要恰在皮下，避免过深或过浅，患者应无酸、麻、

2.1.2

胀、痛等感觉，并要求针尖指向病所，并施以轻微左

董氏奇穴
对于疼痛较剧者，可取董氏奇穴之肾关、灵骨、

右摇散针尾手法，使经气随皮部快速至病所。留针时，

大白等以速取效。①肾关位置在阴陵泉下 1.5 寸处，

胶布固定针柄部分，并嘱患者进行疼痛部位大而缓慢

乃治疗肾亏之第一要穴，举凡肾虚引起之各种疼痛皆

的活动，当即见效。

有疗效。②灵骨位于手背拇指与食指叉骨间，第一掌

由于腰椎间盘及其周围韧带等解剖学特点，临床

骨与第二掌骨接合处，大白即三间，二者为董公之第

常见 L4、L5、S1 神经根受压，并表现为 L4、L5、S1

一大奇穴，合用治疗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患者若

相应神经分布区疼痛、麻木等。取穴：①L3/L4 椎间

右脉寸虚而无力，一针即可见效。另外，灵骨、大白

盘突出，L4 脊神经受压，表现为大腿前及小腿前外侧

取穴法，必须立掌，虎口向上，针须 1～1.5 寸以上，

痛，相当于足阳明胃经循行路线及皮部分布（下 4 区），

方能取得满意效果。

可在腰椎局部取穴基础上加足三里。②L4/L5 椎间盘

2.1.3

突出，L5 脊神经受压，表现为大腿及小腿外侧痛、麻

腕踝针
腰痛之处与腕踝针下 4、5、6 区相对应，而下 4、

木，相当于足少阳胆经循行路线及皮部分布（下 5 区），

5、6 刺激区（点）分别指双踝关节上 3 寸外侧前、中、

可在腰椎局部取穴基础上加阳陵泉。③L5/S1 椎间盘突

后各 1/3 的皮部区域。

出，S1 脊神经受压或 L5、S1 同时受压，表现为大腿及

2.1.4

小腿的后外侧痛，与膀胱经循行线及皮部相吻合（下

点刺放血
在委中部位寻找瘀血络脉，刺络出血数毫升，以

血色黯红至淡红为度。
2.2

6 区），可在腰椎局部取穴基础上加委中。
3.2

善用运动针刺，调节腰椎功能
吴教授根据腰腿疼痛部位不同及腰椎功能受限

缓解期
本期病情处于迁延、反复发作阶段，或急性期治

不同，常选择上肢或头面穴位，在针刺同时，嘱患者

疗后，腰部出现间断性、可忍受性局部疼痛和麻木，

主动或被动活动腰椎，产生运动针感及疼痛转移现

腰椎活动依然受限。本期外邪已弱，而正气亦虚，故

象，以达通络止痛、改善腰椎功能的目的。

治疗当攻补兼施、标本兼治。督脉为阳脉之海，本期

3.2.1

多为督脉空虚，久则虚瘀夹杂，故治以温阳补虚、活
血通督。

按疼痛部位不同取穴
腰椎正中疼痛，多见棘上、棘间韧带损伤，取人

中；腰椎外侧疼痛，多见腰背肌筋膜损伤，取后溪；

具体操作：采用重灸法，主穴选取肾俞（双侧）

一侧腰痛，牵扯至臀部、大腿后部，多见骶棘肌、臀

肝俞（双侧）、命门、关元。使用六孔艾灸盒施灸。

肌筋膜损伤，取液门透中渚；腰胀痛及腹，多见合并

用单孔艾灸盒施灸关元，每个孔插上直径 2 cm、长度

腹膜后组织损伤直接刺激腹膜，取手五里。针刺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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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留针期间嘱患者主动或被动运动腰部。

于垫上，踝关节下垫厚毛巾，臀部贴向脚跟。拉伸方

3.2.2

法：重心向后，使膝关节离地。双手伸直放于身体后

按功能受限不同取穴
腰椎前屈受限，后伸肌群（棘间肌、骶棘肌、臀

方支撑体重。肌肉缓慢拉伸到一定的紧张度时，维持

大肌、腘绳肌等）相对紧张时，取腰部阿是穴、委中、

30～45 s，每组 10 次，每日 1～2 次。

承山；腰椎后伸功能受限，前屈肌群（腰大肌、髂肌、

3.3.3

腰椎侧屈旋转痛康复训练方法

腹直肌）相对紧张时，针刺可取腰椎棘突下缘距中线

①跪姿躯干旋转训练：双膝＋单手支撑于地面并

水平旁开 1.2～1.5 横指，即关节突关节处，深刺刺激

固定，一手放到头侧，躯干向手抬起侧方向旋转到最

腰大肌起点处，或取髀关透股骨小转子处，刺激髂腰

大角度。可两侧交替进行，每组 10 次，每日 1～2 次。

肌止点处。腰部侧屈的肌肉主要有横突间肌、腰方肌

②侧向支撑训练：侧卧位，贴地侧手部弯曲，撑起上

及背阔肌，旋转腰椎的肌肉有横突棘肌、腹内斜肌。

半身；腰部用力，全身离地，以脚部及单手支撑身体。

侧屈或旋转受限时可取腰痛穴（手背第 2、3 掌骨及

保持 5～7 s，期间休息 2～3 s，每组 10 次，每日 1～

第 4、5 掌骨之间，腕横纹与掌指关节中点处），配合

2 次。

腰眼穴（第四腰椎棘突左右 3.5 寸凹陷处，在腰背筋

3.3.4

膜、背阔肌、髂肋肌中）。以上取穴针刺后留针 30 min，

核心腰背肌训练方法
①力拔腰背：抬头挺胸，双手自然垂于体侧，双

并嘱患者不间断活动腰部。

臂向后抬起，置于体后，同时极度耸肩、缩腹、提臀、

3.3

强化康复理念，重视防治保健

提肛，使项背部肌肉强力收缩持续 5 s，然后完全放松

针刺配合运动功能训练可显著提高腰突症患者

回位。②平衡拱桥：全身放松仰躺，双手交叉置于胸

[1]

临床疗效和腰椎功能恢复 。吴教授在针刺治疗后，

前，双膝屈曲；以足跟、背部为支点，抬起骨盆及腹

注重患者腰椎功能肌群的康复训练，并根据不同受限

部，尽量与膝关节抬平，然后缓慢放下，一起一落为

疼痛情况，拟定针对性腰椎防治康复训练方法。

1 个动作，连续 20～30 个，逐渐增加。每日 1～2 次。

3.3.1

4

腰椎前屈痛康复训练方法

典型病例

①腘绳肌过紧者，仰卧直腿抬高小于 60°（直腿

患者，男，38 岁，2007 年 10 月 28 日初诊。1

抬高受限），采用腘绳肌伸展训练。具体方法：患者

个月前弯腰时不慎扭伤后出现腰部酸痛，拘急不可俯

取仰卧位，将手环抱于大腿后侧，轻轻将其拉向胸口

仰，伴右下肢外侧、后方放射痛，咳嗽、喷嚏时加重，

处，同时保持另一条腿贴实地面。每次保持 30～45 s，

疲劳或阴雨天尤甚，休息后缓解。2007 年 9 月 20 日

每组 10 次，每日 1～2 次。②小腿三头肌过紧者，足

在某医院行腰部 CT 检查示：L4～5 与 L5～S1 椎间盘突

背屈测试阳性，采取腓肠肌伸展训练。具体方法：患

出。曾经针灸治疗，症状稍改善。刻下：腰痛，右下

者取站立位，面朝墙站立，健侧腿往后膝关节屈，患

肢外侧放射痛，咳嗽时症状加剧，纳可，寐安，二便

侧腿伸直，患侧前脚掌贴于墙面同时脚跟尽量靠近墙

调。体格检查：神清，痛苦面容，腰部生理曲度变直，

面，双手扶墙保持身体平衡，健侧膝逐渐伸直将重心

腰背肌紧张，L4～5 与 L5～S1 椎间隙及棘突旁压痛，右

前移以拉伸患侧小腿。每次牵拉动作持续约 30～45 s，

侧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双侧膝跳反射对称。舌质淡，

每组 10 次，每日 1～2 次。

苔白腻，脉沉。西医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缓解期）。

3.3.2

中医诊断：痹证。吴教授认为，本案乃风寒湿邪为患，

腰椎后伸痛康复训练方法
①髂腰肌过紧者，Thomas 测试阳性，可采取健

故见腰部酸痛或拘急不可俯仰；外邪侵犯阻滞腰部经

侧下肢小腿前移立位，屈膝屈髋，患侧后移，小腿伸

脉，故痛连骶、股、腘处，遇天寒阴雨加重；舌质淡、

直足背屈平放实地面，大腿后伸位与实地面保持约

苔白腻、脉沉为寒湿内宿之象。故治以祛除寒湿、温

45°。拉伸方式：健侧前移，躯干重心朝前，牵拉患

阳止痛。取穴：肾俞（双侧）、肝俞（双侧）、命门、

侧。每次保持 30～45 s，每组 10 次，每日 1～2 次。

关元、委中（右侧）。各穴以 30 寸毫针直刺 0.8～1

②股直肌过紧者，股神经紧张测试阳性，采用股四头

寸，针刺得气后，用单孔艾灸盒施灸关元，每个孔插

肌牵伸运动。具体方法：患者取站立位，髋关节保持

上直径 2 cm、长度 1 cm 艾条，并根据燃烧情况调整

不动，左膝关节屈。左手尽量握住左踝关节，将小腿

艾条位置，艾火距皮肤约 3 cm，每穴施灸 40 min。每

拉近大腿往后上拉。每次保持 30～45 s，每组 10 次，

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根据后外侧反射痛区域特

每日 1～2 次。③胫骨前肌过紧者，足跖屈测试阳性，

点，选取腕踝针下 6 区，以 15°刺入皮下，沿皮平刺，

采用胫骨前肌牵伸运动。具体方法：患者上身正直跪

留针 30 min，以增强止痛作用。针刺后拔罐，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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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患者卧硬床休息，避风寒，并加强核心腰背肌训练。

舍其（进针）点，勿舍其区（进针点与病位属同段内）
”
。

治疗 1 个疗程后，患者腰痛及右侧下肢放射痛明显缓

缓解期和康复期则强调背腧穴和督脉穴位灸法的应

解，腰椎活动功能改善。

用，注重腰椎功能恢复与机体免疫功能的密切相关性。

5

另外，吴教授临床中西医有机结合，在现代医学

讨论
吴教授认为，腰突症属本虚标实之证，故补肝肾、

基础上，总结利于腰椎功能恢复的针刺运动疗法、取

通督强脊贯穿治疗始终，扶助正气以祛邪化瘀。与此

穴方式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方法，强调中医辨证分期

同时，注重艾灸的应用，以“养阳育阴”治其本，
“重

论治和西医辨病位解剖的定位取穴、功能锻炼二者有

灸关元或命门”则是养阳育阴、通调督任常用的方法

机结合，以达到腰突症患者个性化治疗目的。

之一。现代研究显示，艾灸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和新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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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远端部位进针，甚至可以两针或三针排刺；只要
进针点在病灶局部，针尖朝向病灶，针体位于浅筋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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