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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铺灸疗法治疗颈型颈椎病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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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比药物铺灸疗法、针刺疗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为优化颈型颈椎病的治疗方案提供临床依
据。方法

选择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针灸科门诊与住院患者共 120 例,按患者就诊顺序随机分为 2 组,药物铺灸疗

法组 62 例,针刺疗法组 58 例；以颈型颈椎病主要症状、体征分级量化计分表和 NPQ 颈痛量表为客观检测指标；2 组
治疗 5、10 d 后分别对疗效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 个疗程后,铺灸组治愈率为 20.97%,愈显率为 56.45%；针刺组治

愈率为 12.07%,愈显率为 34.48%。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第 2 个疗程后,铺灸组治愈率为 55.74%,
愈显率为 90.16%；针刺组治愈率为 53.45%,愈显率为 87.9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
复发率均比较低。结论

药物铺灸疗法临床疗效肯定,早期疗效更为显著,治疗过程较为轻松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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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oxibustion in Treating Cervical Spondylosis
LI Ju-lian1, ZHAO Bin-yuan2, FAN E1, LIU Li-yan1, YIN Qin1, HE Tian-you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Gansu TCM College,
Lanzhou 730020, China；2.Gansu College of TCM,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contrast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ces of
moxibustion and acupuncture o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to provide clin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the treatment schemes of cervical spondylopathy.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hospitalized patients and outpatients of departmen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f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ansu TCM College were randomly divided by registration order into moxibustion group and
acupuncture group of 62 cases and 58 cases. The objective indices included the main symptoms of
cervical neck, the 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score sheet of signs, and the neck pain NPQ scale.
The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fficacy was made after 5 days and 10 days’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one
course of treatment, the recovery rate in moxibustion group was 20.97% and the apparent efficient rate
was 56.45%. The recovery rate in the acupuncture group was 12.07% and the apparent efficient rate
was 34.48%.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After 2
courses of treatment, the recovery rate in moxibustion group was 55.74% and the apparent efficient rate
was 90.16%. The recovery rate in the acupuncture group was 53.45% and the apparent efficient rate in
it was 87.9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ide effect rates
and recurrence rat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oxibustion is more
positive, and the short-term outcome was better.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is more relaxed and
comfortable.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oxibustion；cervical spondylosis；clinical research
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sis)是颈椎间盘组织退行性

极的意义。近年来,我们应用药物铺灸疗法治疗颈型颈椎病,

变及其继发病理改变累及周围组织结构而出现相应临床表现

取得了显著临床疗效,现总结报道如下。

的一种疾病。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近年来颈椎病的

1

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且患病年龄日趋年轻化。颈型颈椎病

1.1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多属于颈椎病发病的早期,并可伴随于各型颈椎病的发病过程

入组的 120 例病例均为 2008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间就

中,发病率高。因此,对该型的研究在防治颈椎病方面有非常积

诊于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针灸科门诊与住院患者,采用单盲
法,按照患者就诊顺序将符合纳入标准并经排除标准筛选的患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兰

者随机分为 2 组。铺灸组 62 例,男 34 例,女 28 例,平均年龄

州市科技局科研基金(2009-1-90)；甘肃省科技成果鉴定项目

(43.32±2.61)岁,平均病程(6.85±2.32)年；针刺组 58 例,

(2010y0194)

男 33 例,女 25 例,平均年龄(44.48±2.74)岁,平均病程(7.08±

通讯作者：何天有,E-mail：hetyfly@163.com

2.70)年。2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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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颈、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能参加正常生活和工作；临床症

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Apr.2011 Vol.18 No.4

状、体征总积分减少≥95%。显效：临床症状明显减轻,颈、肢

诊断标准
[1]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体功能明显改善；95%＞临床症状、体征总积分减少≥60%。有

拟定。临床表现：颈枕部痛,颈项部活动受限,颈肌僵硬,肩胛

效：临床症状减轻,颈、肢体功能改善；60%＞临床症状、体征

骨内侧缘及内上角压痛。颈椎 X 线片示：颈椎生理曲度变直或

总积分减少≥25%。未愈：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临床症状、

骨质增生。

体征总积分减少＜25%。

1.3

2.2.3

纳入病例标准
①根据诊断标准确诊为颈型颈椎病者；②能够接受并坚持

镇痛疗效判定标准

参考临床颈痛程度改善及 NPQ 颈

痛量表评分制定。痊愈：颈痛基本消失,NPQ 百分比≤5%；显

本研究治疗方法者；③观察期内未接受其他治疗方法者。

效：颈痛明显减轻,5%＜NPQ 百分比≤30%；有效：颈痛有所减

1.4

轻,30%＜NPQ 百分比≤90%；无效：颈痛无明显缓解,NPQ 百分

排除病例标准
①不符合病例纳入标准者；②合并有严重心脑血管、肝、

比＞90%。

肾、血液、精神等系统疾病者；③颈椎骨关节结核、骨折、脱

2.2.4

位、肿瘤、椎管内占位性病变者；④妊娠期妇女。

分别对患者临床症状、体征评分及总积分,并按 NPQ 颈痛量表

2

对疼痛值进行测定。治疗过程中随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研究方法

2.1

治疗方法

观察方法

治疗前及 1 个疗程、2 个疗程治疗结束后

治疗结束 1 个月及 3 个月后随访,统计复发率。

铺灸组采用药物铺灸疗法。①铺灸材料：鲜姜 500 g 榨成

2.3

统计学方法

姜泥和汁,细艾绒 250 g,自行研制中药抗骨质增生散(威灵仙、

全部资料用 SPSS1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组内治疗

羌活、独活、肉桂、丁香、细辛、川芎、冰片等各适量,研细

前后计量资料的差别采用配对 t 检验,2 组间计量资料的差别

末装瓶备用)。②方法：患者取俯卧位,抱枕头于胸前,充分裸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2 组间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 Ridit 分析,

露颈项部,术者以手或棉签蘸少许姜汁涂抹在颈椎及颈夹脊部位,

临床疗效的比较用秩和检验。所有检验结果以 P ＜0.05 作为

将抗骨质增生散均匀撒在涂有姜汁的部位(厚度约为 1 mm),然后

评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将姜泥制成长方形饼状体铺在药末之上,厚约 1 cm,长度和宽

3

度依据患者体质及病变情况灵活掌握(宜恰好覆盖施术部位)；

3.1

结果
2 组病例执行情况
共入选颈型颈椎病患者 120 例,其中铺灸组有 1 例试验期

再将艾绒制成三棱锥体艾炷(底宽约 3 cm,高约 3 cm),置于姜
泥之上如长蛇状,从三棱锥体艾炷上缘分多点位点燃,让其自

间脱落,有效性分析病例 119 例,安全性分析病例 120 例。

然燃烧,待患者有灼热感并不能忍受时将艾炷去掉,更换新艾

3.2

2 组治疗前与各疗程后症状、体征评分及总积分比较
治疗 1 个疗程后,2 组各项症状、体征指标及总积分均有

炷；依次更换施灸 3 次,然后去掉燃尽的艾炷灰烬,保留尚有余
热的药末与姜饼,外以大块胶布固定。保留 2～3 h,待患者感

所好转,组内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铺

觉姜饼无温热感时,取尽所有铺灸材料,灸疗完成。
每日治疗 1 次。

灸组多项评分及总积分低于针刺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针刺组采用针刺疗法。取穴：病变颈椎部位夹脊穴、风池、

意义(P ＜0.05)。治疗 2 个疗程后,2 组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差异

大杼、肩井、列缺(双侧)。操作方法：患者取坐位或者俯卧位,

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穴位常规消毒后,选用 1～1.5 寸毫针,风池向鼻尖方向斜刺

3.3

2 组各疗程后镇痛疗效比较

0.8～1.2 寸；颈项部夹脊穴向锥体方向斜刺 0.5～0.8 寸；肩

治疗 1 个疗程后,2 组治愈率和愈显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井、列缺两穴斜刺 0.8 寸。均行捻转提插手法,得气后平补平

意义(P ＜0.05)。第 2 个疗程后,2 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泻。每次留针 30 min,中间行针 1 次。每日治疗 1 次。

意义。见表 2。

2 组均治疗 5 次为 1 个疗程,间隔 2～3 d 后进行下一疗程

3.4

2.2

统计学意义(P ＜0.05)。第 2 个疗程后,2 组疗效无明显差异。

疗效观察

2.2.1

2 组各疗程后综合疗效比较
第 1 个疗程后,2 组临床治愈率和愈显率比较,差异具有

治疗。第 1、2 个疗程结束后分别进行疗效对比。
病情程度判定标准

①临床主要症状、体征评分：参

[2]
照颈椎病临床评价量表(CASCS) 项目和评分标准以及《中药

见表 3。
3.5

[3]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从局部疼痛的程度、疼痛位置的

铺灸组有 1 例患者因感觉减退出现烫伤水泡；针刺组有 1

广泛与否、压痛程度、压痛点数量以及颈部活动障碍程度 5

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晕针,1 例出现皮下血肿。说明 2 种

个方面按 4 个等级分别计 0、1、2、3 分。②Northwith Park

治疗方法均比较安全,不良反应少。但也提示在治疗过程中要严

颈痛量表(NPQ)评分：从现在颈痛的程度、颈痛对睡眠的影响、

格注意操作规范,随时注意观察患者情况,防止不良反应发生。

每天疼痛持续的时间等 9 个方面评价颈部疼痛等级。

3.6

2.2.2

临床综合疗效判定标准

2 组复发情况比较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治疗结束后,分别在 1 个月与 3 个月后进行随访,1 个月后

[1]
准》 标准拟定。临床症状、体征总积分减少比例＝(治疗前

均无复发患者,3 个月后铺灸组复发 1 例,针刺组复发 2 例。说

分数－治疗后分数)/治疗前分数×100%。治愈：临床症状基本

明 2 组均疗效持久,不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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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组颈型颈椎病患者治疗前后症状、体征评分及总积分变化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铺灸组

针刺组

表2

例数

局部疼痛

疼痛范围

压痛程度

压痛点数量

颈部活动受限

总积分

治疗前

62

2.58±0.51

2.87±0.31

2.35±0.42

2.54±0.51

2.49±0.52

12.82±1.52

1 个疗程

62

1.56±0.53

1.63±0.53

1.50±0.52

1.63±0.48

1.36±0.71

7.68±1.58

2 个疗程

61

0.46±0.50

0.68±0.63

0.49±0.42

0.36±0.37

0.73±0.53

2.73±1.63

治疗前

58

2.55±0.57

2.83±0.46

2.32±0.40

2.51±0.48

2.42±0.50

12.63±1.52

1 个疗程

58

2.04±0.43

2.12±0.51

1.94±0.32

2.07±0.34

1.69±0.71

9.86±1.50

2 个疗程

58

0.48±0.44

0.77±0.60

0.56±0.52

0.40±0.39

0.75±0.46

2.96±1.43

2 组颈型颈椎病患者不同时点镇痛疗效比较[例(%)]

组别

时间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愈显率(%)

铺灸组

1 个疗程

62

13(20.97)

22(35.48)

27(43.55)

0

56.45

2 个疗程

61

34(55.74)

21(34.43)

6(9.84)

0

90.16

1 个疗程

58

6(10.34)

18(31.03)

34(58.62)

0

41.38

2 个疗程

58

31(53.45)

20(34.48)

7(12.07)

0

87.93

针刺组

表 3 2 组颈型颈椎病患者不同时点综合疗效比较[例(%)]
组别

时间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愈显率(%)

铺灸组

1 个疗程

62

11(17.74)

20(32.26)

31(50.00)

0

50.00

2 个疗程

61

31(50.82)

19(31.15)

11(18.03)

0

81.97

1 个疗程

58

6(10.34)

14(24.14)

38(65.52)

0

34.48

2 个疗程

58

30(51.72)

18(31.03)

10(17.24)

0

82.76

针刺组

4

讨论

疗作用。威灵仙、羌活、独活、肉桂、丁香、细辛、川芎等中

颈型颈椎病是以颈椎间盘退变,颈椎失稳或颈部肌肉、韧

药具有祛风散寒、理气活血、消肿止痛之功效。治疗时艾绒、

带、关节囊损伤为基础,以颈项强直疼痛、活动受限、易反复

姜泥将药物覆盖,使药物不易向外挥发,药效直接作用于病所；

发作为特征,以感受风寒或姿势不当为诱因的最常见的一种类

艾灸结束后将药物与姜泥用胶布固定留灸,可使药物及灸疗作

型。关于本病的病理基础,目前普遍认为,由于颈椎不断承受各

用更持久。因此,该疗法是将艾绒、生姜及多味中药的多种功

种负荷、劳损或者意外损伤,导致椎间张力下降,从而使椎间松

效作用于局部而起到祛风散寒、温经通络、理气活血、消肿止

动不稳。椎关节的失稳,一方面直接导致颈部各肌群之间失去

痛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铺灸组在第 1 个疗程结束时其临

平衡,引起肌肉的防御性痉挛；另一方面,椎关节的失稳会引起

床治愈率、愈显率、镇痛率均高于针刺组,表明在治疗早期铺

椎间出血水肿,直接刺激分布于椎间周围的神经末梢,使颈部

灸疗法疗效更显著；铺灸组在第 2 个疗程结束时的临床治愈

[4]

出现酸、痛、胀等临床症状 。目前颈椎病的治疗可分为手术

率、愈显率、镇痛率都与传统针刺疗法组近似,说明药物铺灸

疗法和非手术疗法,颈型颈椎病多采用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

疗法的临床疗效是肯定的。在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复发率方面,

包括口服中、西药物,牵引、推拿、理疗、针灸等。其中针灸

药物铺灸组与传统针刺组均比较低,说明该疗法安全可靠,作

疗效肯定,已成为该病的一个主要治疗方法。但以上疗法也存

用持久。药物铺灸疗法具有施术部位广、治疗作用强、取效迅

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疗程比较长,易复发,药物毒副作用,针刺

速、疗效持久、治疗过程患者感觉舒适无痛、操作简便、安全

治疗过程中患者痛苦比较大、比较畏惧等。

无毒副作用等特点,适宜于在各级医疗机构中推广应用。

铺灸(又称督灸、长蛇灸)是治疗颈型颈椎病常用的一种方
法。有关研究表明,艾燃烧时,中心温度可达几百度不等,能产
生包括红外线在内的特殊的热信号。通过人体穴位对热信号的
[3]

传递,可振奋经气,通过经络对脏腑起到特殊的调节作用 。铺
灸可恢复和促进刀豆素(ConA)诱导的脾淋巴细胞增殖反应,促
进白细胞介素-2 的产生,降低白细胞介素-1 的含量,抑制渗出
性水肿,防治炎性肉芽组织增生,起到抗炎免疫和抗变态反应
[6]
的作用 。此外,铺灸可减轻神经及周围软组织的炎症,改善血

液循环和局部营养及新陈代谢,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药物铺灸疗法是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针灸科何天有教
授在继承传统铺灸疗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创制的一种新的
灸治方法。铺灸材料中,大量艾绒的使用,使逐风散寒、温经通
络的功效更强；生姜味辛温,含有挥发性姜油酮和姜油酚,具有
温经散寒、解肌止痉之功,制成姜泥使用,可更有效地发挥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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