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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阳陵泉缓解腓肠肌痉挛多中心临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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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阳陵泉缓解腓肠肌痉挛的相对特异性。方法

依据循证医学/DME 原则,运用随机盲法,以规范

的诊断标准、疗效评定标准,以阳陵泉为观察组、非相关穴曲池为对照组治疗老年女性腓肠肌痉挛,运用有关肌肉痉
挛的康复评定方法,对阳陵泉缓解腓肠肌痉挛有效性等内容进行多中心临床考察和评价。结果

2 组症状分级积分,

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2 组各疗程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2 组治疗
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2 组间歇期诱发试验等级积分,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
+
2+
0.01),2 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2 组治疗前后血液 K 、Na 、Cl 、Ca 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

阳陵泉缓解腓肠肌痉挛较曲池效果好,腓肠肌痉挛程度与血液中 K+、Na+、Cl-、Ca2+的含量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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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enter Clinical Evaluation on Acupuncture Yanglingquan for Relieving Gastrocnemius
Spasm

YUE Zeng-hui1, LIU Wu-li1, JIANG Jing-ming2, et al (1.Acupuncture and Massage Colleg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CM, Changsha 410208, China；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CM, Changsha 410007,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ve specificity of Yanglingquan on relieving spastic gastrocnemius.
Methods According to evidence-based medicine/DME principle, the effect of Yanglingquan in relieving
gastrocnemius spasm of old women was studied and evaluated by standard diagnostic and efficacy criteria
in random blind multi-center clinical test, with Yanglingqua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non-related
acupoint Quchi as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 was investigated by muscle spasm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method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rade integral of symptoms of both group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0.01), and among the different courses (P ＜0.01).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1) after treatmen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rade integral of intermission evoked test of both group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
0.01), and the two group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1) after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K+, Na+, Cl-, Ca2+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Yanglingquan in relieving gastrocnemius spasm was better than Quchi, and gastrocnemius spasm isn’t
relevant to the content of K+, Na+, Cl-, Ca2+ in blood.
Key words：Yanglingquan；gastrocnemius spasm；acupuncture
腓肠肌痉挛是突发性疼痛性不自主的腓肠肌强烈收缩,多

术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并进行中期检查,由湖南中医药大学针

见于老年女性,中医称之为小腿转筋,俗称抽筋。阳陵泉为八会

灸推拿学院人员在不知分组的情况下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

穴之筋会穴,善治筋病、痉病,针刺阳陵泉可解痉止搐。我们以

析,有效病例 221 例,其中观察组 115 例,对照组 106 例。

往的工作研究表明,以阳陵泉为主,配伍其他腧穴缓解偏瘫、截

1.2

瘫之肢体痉挛状态确有疗效

[1-2]

。现将我们对阳陵泉缓解腓肠

诊断标准
根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有关腓肠肌痉挛的诊断

肌痉挛相对特异性的研究报道如下。

[3]
标准 拟定：①夜晚睡眠时发作,2 周发作 1 次以上者。②常在

1

伸腿或受凉时发作。③诱发腓肠肌痉挛试验阳性：即在间歇期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本研究病例来自 3 个临床中心,即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暨南大学医学院

用力收缩腓肠肌,使之处于最短的位置 10～60 s 可出现不自主
的腓肠肌痉挛。
1.3

纳入标准

第六附属医院针灸康复科,每个中心各完成 80 例,共完成 240

①符合腓肠肌痉挛的诊断标准。②患者意识清醒、生命体

例,其中阳陵泉组(观察组)120 例,曲池组(对照组)120 例。技

征稳定。③年龄在 50～75 岁之间的女性。④近期未服用中、
西镇静药物及肌肉松弛剂者。⑤志愿参加本试验并签署同意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03XDLZ38)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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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者依从性差,影响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者。②发生严重不良

①不符合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②生命体征不稳定及神志

事件,合并病症和特殊生理变化,不宜继续受试验者。③治疗期

不清者。③伴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糖尿病、严重感染、

间有非规定范围内联合用药,特别是合用对试验药物影响较大,

严重心脏病、恶性高血压、肝肾功能不全、造血系统病症、精

影响有效性和安全性判断者。④因其他各种原因疗效未结束退

神病、艾滋病,以及伴有肝炎、结核等传染病者。④正在应用

出试验、失访或死亡的病例。⑤资料不全,影响有效性和安全

中西镇静药物或肌肉松弛剂等可能影响患者疗效判断者。⑤不

性评价者。

愿加入本试验,或中途主动退出,或未能完成本试验内容者。⑥

1.9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资料均以x±s 表示,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用 SPSS

试验中,病情加重或出现严重并发症者。⑦不能合作或正在参
加其他疗法试验者。

12.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自身前后对照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2

1.5

组资料方差齐时采用成组 t 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秩和检验；

治疗措施

1.5.1

观察组

取穴：阳陵泉(双),在小腿外侧,当腓骨小头

多组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分析 LSD 法,方差不齐时选用

前下方凹陷处。体位：嘱患者放松,取仰卧位,双下肢自然伸直,

Tamhane’s T2 法进行方差检验和两两比较。

腘窝处垫高 15 cm 左右。针具：瑞琪尔牌无菌针灸针,直径

2

0.30 mm,长 40 mm。针刺手法：75%酒精棉球消毒穴位,快速

2.1

刺入 35 mm,得气后每穴行均匀柔和捻转手法 1 min,捻转角度
为 90°±,频率为 100±次/min。手法后接韩氏穴位神经刺激
仪(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出品),电压 220 V,密波,频率 75 Hz,
电流 0.1 mA,时间 20 min。出针前再用上述针刺手法运针 1 min。
每日 1 次,每日上午 9－11 时进行。30 d 为 1 个疗程,每 10 d

结果
针刺阳陵泉缓解腓肠肌痉挛临床症状的观察(见表 1)
—

表 1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分级积分比较(x±s,分)

n

组别

第 1 疗程

第 2 疗程
△△

观察组 115 2.53±0.69 1.70±0.59

△△

对照组 106 2.56±0.66 1.73±0.54

第 3 疗程
△△▲▲

0.22±0.46

△△▲▲

0.90±0.75

0.87±0.57
1.23±0.71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1；与第 1 疗程比较,▲▲P ＜0.01；

可间歇 2 d。
1.5.2

治疗前

对照组

与第 2 疗程比较,◆◆P ＜0.01；与观察组比较,**P ＜0.01(下同)

采用非相关穴对照。取穴：曲池(双),在肘横

2 组症状分级积分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纹外侧端,屈肘,当尺泽与肱骨连线中点。体位、针刺方法、电

意义(P ＜0.01),说明电针阳陵泉、曲池对缓解腓肠肌痉挛的

针、时间、疗程等均与观察组相同。

症状均具有明显疗效。2 组的各疗程之间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

1.6

意义(P ＜0.01),表明缓解腓肠肌痉挛的疗效与疗程的长短相

观察指标

1.6.1

症状分级

0 级：无痉挛发作,计 0 分。Ⅰ级：每周发

关。2 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提示阳陵泉

作 1 次以上,计 1 分。Ⅱ级：每周发作 2 次以上,计 2 分。Ⅲ级：

缓解腓肠肌痉挛症状较曲池效果好。

每周发作 3 次以上,计 3 分。Ⅳ级：每周发作 4 次以上,计 4 分。

2.2

1.6.2

体征分级

0 级：间歇期诱发试验时间(T)＞60 s 仍未

引出者,计 0 分。Ⅰ级：间歇期诱发试验 45 s＜T≤60 s 引出

针刺阳陵泉缓解腓肠肌痉挛体征的观察(见表 2)
—

表 2 2 组患者治疗前后间歇期诱发试验分级积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第 1 疗程

第 2 疗程

者,计 1 分。Ⅱ级：间歇期诱发试验 30 s＜T≤45 s 引出者,

观察组 115 2.17±0.89 1.52±0.69

计 2 分。Ⅲ级：间歇期诱发试验 15 s＜T≤30 s 引出者,计 3

对照组 106 2.33±0.74 1.73±0.66

分。Ⅳ级：间歇期诱发试验 T≤15 s 引出者,计 4 分。
+

+

-

第 3 疗程

△△

0.87±0.55

△△▲▲

0.18±0.41

△△

1.12±0.64

△△◆◆

△△▲▲

0.84±0.82

△△**

2 组治疗后间歇期诱发试验等级积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
2+

检测治疗前后血液 K 、Na 、Cl 、Ca 的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说明电针阳陵泉、曲池对缓解腓

含量。使用深圳越华科技公司生产的 MI-921 型电解质分析仪,

肠肌痉挛的体征均具有明显疗效。除对照组的二、三疗程之间

电极法,相应配套试剂。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2 组的各疗程之间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

1.7

意义(P ＜0.01),表明缓解腓肠肌痉挛的疗效与疗程的长短相

1.6.3

血液电解质

疗效评定标准
采用主症与体征积分综合评分法,按尼莫地平法[(治疗前

关。2 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提示阳陵泉

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计算结果,分 4 级评

缓解腓肠肌痉挛体征较曲池效果好。

定。临床治愈：主症和体征消失,分值≥85%。显效：主症和体

2.3

征明显减轻,分值≥50%。有效：主症和体征部分减轻,分值≥
20%。无效：主症和体征无改变,分值＜20%。
1.8

终止剔除标准

1.8.1

病例剔除标准

针刺阳陵泉缓解腓肠肌痉挛血液电解质的观察(见表 3)
—

表 3 2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电解质 K 、Na 、Cl 、Ca 比较(x±s,mmol/L)
+

组别 时间 n

+

K

+

+

Na

-

2+

-

Cl

2+

Ca

观察组 疗前 115 4.10±0.40 141.40±4.68 102.12± 9.21 1.99±0.24

凡符合以下 1 条者为剔除病例。所有

剔除病例应在病例报告表中说明剔除原因。①不符合纳入标准
而被误纳入者。②虽符合纳入标准而纳入后未曾治疗者。

疗后 115 4.12±0.36 140.72±5.25

99.46±16.39 2.16±0.22

对照组 疗前 106 4.02±0.44 140.84±6.59 103.17± 5.34 1.98±0.32
疗后 106 4.16±0.41 141.36±4.77 102.08± 2.83 2.01±0.31

凡符合以下 1 条者为脱落病例。所有

2 组治疗前后血液 K+、Na+、Cl-、Ca2+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

脱落病例应在病例报告表中说明脱落原因。脱落病例总数超过

意义(P ＞0.05),表明腓肠肌痉挛程度与血液中 K+、Na+、Cl-、

纳入病例数的 20%,则该中心临床试验失败。①试验过程中,受

Ca2+的含量不相关。

1.8.2

病例脱落标准

·18·
2.4

Chines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CM

针刺阳陵泉缓解腓肠肌痉挛临床疗效的观察(见表 4)

Aug.2009 Vol.16 No.8

关于对照组的设立,本研究原设计以阳陵泉旁开 1.5 cm
非经穴点为对照组,但在课题启动论证时,专家们认为阳陵泉

表 4 2 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旁开 1.5 cm 非经穴点与阳陵泉在同一神经分布区,作为对照组

观察组

115

29(25.22)

67(58.26)

14(12.17)

5( 4.35)

不合适。因此,本研究选用尚未见对腓肠肌痉挛状态作用报道

对照组

106

14(13.21)

27(23.48)

52(49.06)

13(12.26)

的曲池为对照点。虽然研究结果表明电针阳陵泉、曲池皆能有

2

注：2 组疗效比较,χ ＝71.406,P ＜0.05

2 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明阳陵泉
缓解腓肠肌痉挛状态的疗效较曲池效果好。
3

讨论

效治疗腓肠肌痉挛状态,但为了治疗措施的齐同可比性,都使
用了电针。若单纯使用手法针刺,排除电针因素,曲池对腓肠肌
痉挛状态的疗效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本研究中,笔者体会到临床科研课题严格按照循证医学

腓肠肌痉挛为“痛性痉挛”最常见的一种,发作时仅累及

方法执行较困难,如：①患者虽然在签属《知情同意书》时,

腓肠肌,肌肉明显隆起,触之较硬且不能放松,伸展及按摩患部

答应“治疗期间不使用镇静剂或肌肉松弛剂”,但有的患者仍

可获缓解,每次发作数分钟,偏侧性,可左右交替发生,可数年至

然服用；同意“不与同病房的患者交谈治疗过程”,但无法避

数十年反复发作,无后遗症,间歇期无不适,多在夜间睡眠时,尤

免。②多中心研究达到严格意义上的一致困难较多,如医生的

其是在寒冷的夜间发生。发作期间无神经肌肉系统的任何阳性

诊察水平、监测仪器型号等皆较难统一。③由于目前针灸临床

体征,多无原发病,实验室检查亦无阳性发现,仅在发作时肌电

实践中多采用配穴方法,在患者心目中已形成了“取穴越多,

图表现为自发性收缩,开放时肌肉出现高频动作电位,可达

效果越好”的观念,因此采用单穴治疗疾病,患者较难接受。

200～300 Hz。西医治疗多用奎宁、苯海拉明等镇静剂,因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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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解作用及对血钾、钠、钙、糖影响的观察[J].中国中医药科技,1999,
6(3)：16－18.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1994.31－32.

本课题由经穴-脏腑相关重点研究室、针灸推拿学重点学
科、针灸生物信息分析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20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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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质量和安全得不到有效控制,临床疗效

和使用安全很难得到保证。
从比较中还可以看到,CP 经过多年的不断修订,已经有了
很大进步,在鉴别、含量测定、灰分检查等项目的方法、标准
上已经与国际较高水平同步；在部分药物的质量标准制定方面,
结合自身优势,甚至做得更好。如甘草,不但制订了详细的重金
属、砷盐和农药残留限量,优于欧、日药典,而且在含量测定上
采用了多指标(甘草苷、甘草酸)。
目前,欧美的植物药市场占主流的产品是植物提取物。在
美国,植物提取物占草药市场的 95%以上,生药材和其他产品
占有率不到 5%。这种状况和植物生药质量标准制订有一定关
系,如果有更多的植物生药通过临床疗效和动物试验,能有高
等级证据验证其药效和安全性,制订出相应的质量检测标准,
获得通过并收载于欧美药典,不但能增加植物生药的市场份额,
而且能使整个天然药物及其加工品的全球市场得到进一步扩
大。作为有着丰富天然药物使用经验和相关市场、政策支持的
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完全应当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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