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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祛痛逐瘀汤配合毫针治疗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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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自拟祛痛逐瘀汤配合毫针治疗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方法 选取2018年12月
至2020年12月海口市中医医院收治的82例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41例。对照组患者应用单一毫针治疗，观察组患者则应用自拟祛痛逐瘀汤配合毫针治疗，疗程均

15 d。比较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不同时间视觉模拟疼痛(VAS)评分以及腰椎功能、日常活动能力和生

活质量。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5.1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0.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7 d和 15 d，观察组患者的VAS评分分别为

(3.22±1.06)分、(1.02±0.93)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5.68±1.24)分、(4.28±1.1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前，两组患者的生理功能、精神状态、社会功能、情感职能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上述四项评分均大幅度提高，且观察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腰椎功能、日常活动能力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腰椎功能、日常活动能力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自拟祛痛逐瘀汤配合毫针治疗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可缓解患

者疼痛，改善机体腰椎功能与日常活动能力，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临床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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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elf-made Qutong Zhuy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iligree nee-
dles in the treatment of bulg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2 patients with bulging lumbar interverte-
bral disc herniation who were admitted to Haik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
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 single filiform
needle,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self-made Qutong Zhuy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iligree needle.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15 d. The treatment effect,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score at differ-
ent time, lumbar spine function, daily activity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1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0.73%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7 d and 15 d after treatment, the VA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3.22±1.06) points
and (1.02±0.93) point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5.68±1.24) points and (4.28±1.19)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mental state, social function, and emotional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above four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umbar spine function
and daily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umbar spine function and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elf-made
Qutong Zhuy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iligree needles in the treatment of bulging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
tion can relieve pain, improve lumbar spine function and daily activiti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remarkabl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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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于常见骨科疾病，是引发腰腿

痛的主要原因，目前其发病率呈现年轻化趋势。腰椎

间盘突出症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椎间盘出现退行性变

化或纤维环损伤，进而造成髓核脱落、压迫神经而出

现腰腿疼痛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临床症状

有腰部疼痛、下肢疼痛和活动障碍等，病情严重者甚

至可引发瘫痪，因此，该病十分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与生活质量[1-2]。目前临床上对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

症通常以常规牵引治疗为首选方案，但长期的临床试

验表明，该治疗方案并不能取得理想化的预后效果。

鉴于对腰椎间盘突出发病机制的分析，应用中医治疗

可满足治疗要求，可行性较强。我院近年来应用自拟

祛痛逐瘀汤配合毫针治疗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取

得显著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12月至 2020年 12
月海口市中医医院收治且符合以下纳入和排除标准

的82例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1例。对照组

患者中，男性 21例，女性 20例；年龄 40~62岁，平均

(50.54±4.32)岁；病程 3~10年，平均(6.48±2.26)年。观

察组患者中，男性 19例，女性 22例；年龄 39~63岁，平

均(50.52±4.35)岁；病程 3~11年，平均(6.46±2.25)年。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纳排标准 (1)纳入标准：①均经CT/MRI检
查确诊；②符合《外科学》[3]中对于膨隆型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诊断标准(直腿抬高角度＜正常50%；存在肌肉

萎缩、无力症状或有感觉减退、腱反射减弱感)；③近期

未应用其他药物治疗；④患者知情同意。(2)排除标

准：①存在重要脏器器质性病变者；②存在精神障碍

或意识不清者；③有血液系统/凝血功能障碍者；④合

并脊柱肿瘤/结核者。

1.3 治疗方法

1.3.1 对照组 该组患者应用单一毫针治疗。

具体方法：患者取得侧卧位姿势，选定患侧L5~S1委中、

秩边、夹脊穴与两侧的肾俞，采用2寸毫针对委中直刺

1寸，手法采用捻转提插泻法；采用 3寸毫针对秩边直

刺2.5寸，并采用捻转提插泻法至少1 min；采用4寸毫

针对夹脊穴直刺0.5寸，并采用捻转提插泻法，待1 min
后出针；采用2寸毫针对两侧的肾俞直刺 1寸，并采用

捻转提插补法，留针20 min。
1.3.2 观察组 该组患者则在对照组治疗基础

上加以自拟祛痛逐瘀汤治疗。基本处方：丹参20 g，桑
寄生、黄芪、川断、狗脊与地龙各12 g，当归、川穹、赤芍

各10 g，香附、茯苓、元胡、肉桂各9 g，甘草6 g，以水煎

服，每次200 mL，分早、晚两次服用，疗程15 d。

1.4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治疗效果：依据

《中医病症诊断与疗效标准》[4]评价两组患者的治疗

效果。痊愈：腰椎活动正常、直抬腿呈阴性；显效：

腰部痛感基本消失，生活行动基本恢复正常，腰椎

活动得到好转；有效：腰部痛感明显改善，能够适当

运动；无效：未达到上述要求。总有效率=痊愈率+
显效率+有效率。(2)疼痛：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

疗后 7 d、治疗后 15 d三个不同时间点的视觉模拟

疼痛(VAS)评分。VAS总分 10分，得分越高，患者疼

痛越严重。 (3)腰椎功能和日常活动能力：采用

FuglMeyer评分系统 [5]评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腰

椎功能，满分 25分，得分越高代表腰椎功能恢复越

佳；日常活动能力依据日常活动能力表(ADL)评分 [6]

测定，满分 100分，得分越高代表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越强。 (4)生活质量水平：采用健康调查简表

(SF-36)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该量

表满分 100分，对患者生理功能、精神状态、社会功

能、情感职能进行评分，分值越高则说明患者生活

质量水平越高。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4.0统计学软件分

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5.1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7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05，P=0.007<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的VAS评分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 7 d和 15 d，观察组患者的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腰椎功能和日常活动

能力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腰椎功能、日常活动

能力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腰椎功能、日常活动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1

41

痊愈

20

15

显效

10

8

有效

9

7

无效

2

11

总有效率(%)

95.12

70.7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的V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1

41

治疗前

6.12±0.34

6.21±0.46

1.008

0.317

治疗后7 d
3.22±1.06

5.68±1.24

9.656

0.001

治疗后15 d
1.02±0.93

4.28±1.19

13.82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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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

前，两组患者的生理功能、精神状态、社会功能、情感

职能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上述四项评分均大幅度提高，且观察组评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腰椎功能和日常活动能力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1

41

治疗前

12.60±1.21

12.58±1.22

0.076

0.941

治疗后

24.75±0.22a

20.84±1.42a

17.423

0.001

治疗前

57.62±2.45

57.65±2.41

0.056

0.957

治疗后

87.14±2.12a

76.88±2.34a

20.806

0.001

腰椎功能 日常活动能力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1

41

治疗前

65.88±5.80

65.48±5.55

0.319

0.751

治疗后

83.61±5.21a

72.17±5.59a

9.586

0.001

治疗前

65.79±5.79

65.64±5.14

0.124

0.907

治疗后

92.07±5.21a

75.40±5.30a

14.362

0.001

生理功能 精神状态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治疗前

65.19±5.35

65.44±5.37

0.211

0.833

治疗后

88.80±5.77a

73.27±5.65a

12.314

0.001

治疗前

65.25±5.35

66.00±5.79

0.607

0.544

治疗后

92.27±5.79a

72.19±5.24a

16.465

0.001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3 讨论

中医是我国传统医学技术，其诊治历史悠久。中

医将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归属“痹痛”范畴，认为与

劳累过度，加之风寒湿邪侵入，致使患者出现气血不

足、气滞血瘀及经络受阻有关，最终引起腰府气血运

行不畅和经络不通、腰腿疼痛等病症。若持续发展，

严重可危及患者身心健康 [7-8]。以往临床治疗膨隆型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式常以保守干预为主，如牵引治

疗，其作用原理在于拉大椎间隙、放松关节突、恢复变

形椎间孔。但若仅依靠单一牵引疗法，其维持时间

短，且极易复发，在治疗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方面

还有一定应用局限性[9-10]。

有研究结果显示，毫针治疗利于有效刺激压迫神

经，促使机体释放神经递质，并且有助于改善局部神

经根微循环，阻断伤害性信号的传导[11]。该种方式通

过运用捻转、提插的方式将毫针刺进穴位，可达到疾

病治疗目的，并利于进一步改善与减轻神经根水肿与

炎症。其中，针刺委中，利于改善受压神经所引发的

相关临床症状；针刺夹脊穴，利于促进局部血运，以此

快速消退局部炎症；而针刺肾俞可达到强健筋骨的作

用。但是，单一毫针治疗在温经止痛方面的效果较为

局限。而自拟祛痛逐瘀汤经过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

具有活血化瘀、温经止痛之功效[12]。方中丹参、赤芍、

当归三药可起活血、止痛之功效；肉桂、元胡与地龙三

药可起温经与通络之功效；桑寄生、狗脊与川断可起

强筋健骨之功效。诸药合用，共奏壮骨、化瘀、止痛之

效。因此，将两种中医治疗方式有效结合，可在治疗

作用方面相辅相成，强化治疗效果。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并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腰椎

功能、日常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水平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这些结果均表明自拟祛痛逐瘀汤配合毫针治疗膨

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优势性，证实两者联合应用可

充分发挥出其最大治疗功效，有助于促进患者腰肌炎

性反应的恢复，达到局部血液正常循环的目的，对患

者的自主生活能力、腰椎部功能、生活质量等方面均

有明显改善效果。

综上所述，膨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应用自拟

祛痛逐瘀汤配合毫针治疗效果显著，可缓解疼痛，改

善机体腰椎功能与日常活动能力，并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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