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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痛点针刀闭合松解联合颈椎椎间孔注射治疗神经根型
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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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目的：
：观察痛点针刀闭合松解联合颈椎椎间孔注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方法：
：选取符合神经根型颈椎
病纳入标准的患者 90 例，
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针刀组、注射组和联合组，
每组 30 例，
分别采取痛点针刀闭合松
解、
颈椎椎间孔注射和针刀松解与椎间孔注射联合治疗。治疗前、
治疗 2 周及 3 个月随访时分别采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
评价神经根型颈椎病疼痛程度、
采用颈椎功能障碍指数量表（NDI）评价颈椎功能情况，
并于 3 个月随访时观察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结果
：治疗 2 周及 3 个月随访时三组患者 VAS 评分、NDI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
治疗 2 周及 3 个月随访时，
联合组 VAS
及 NDI 评分均优于针刀组和注射组（P<0.05），
且针刀组与注射组之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临床疗效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结论：
：三组治疗方案均能减轻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疼痛、
改善颈椎功能，
痛点针刀闭合松解联合颈椎椎间
孔注射的疗效优于两者的单一疗法，
能更好地改善颈椎疼痛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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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pain-point needle-knife closure and relaxation combined with cervical inter‐
inter‐
vertebral foramen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XIONG Ying-zong1,ZHU Jun-chen1△,GONG Yue-cheng2,WANG Chao1, ZHENG Zhiwen1（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Anhui 230038;2.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Anhui 230031）
Abstract Objective: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ain point needle-knife closure and relaxation combined with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foram‐
ina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Methods
Methods:: Ninety patients with radiculopathy cervical spondylosis were selecte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eedle-knife group, injection group and combin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30 cases in
each group. Cervical foraminal injection and needle knife release combined with foraminal injection. Before treatment, 2 weeks of treatment and 3
months of follow-up,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ain degree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and the cervical
spine disability index (NDI)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ervical spine. Functional status, and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Results::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and 3 months of follow-up, the VAS scores and NDI score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P<
0.05).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and 3 months of follow-up, the VAS and NDI scores of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acupunctur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knife group and the injection group (P<0.05) and the needle knife group and the injec‐
tion group (P>0.05); the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nclusion::
The three treatments can all reduce the pain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and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the cervical spine. The effect of the
pain point needle knife closure and release combined with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foramina injection is better than the two monotherapy, which can
better improve the cervical spine pain and function.
Keywords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pain-point needle-knife closure and relaxation;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foramen injection; effect obser‐
vation

神经根型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

疗具有创伤小的优点,与传统保守疗法相比疗效更

athy，
CSR）是颈椎病分型中发病率最高的一种类型，

为显著。颈椎间孔注射又称颈椎旁神经阻滞 ，
是一

其发病率占颈椎病人群的 60%-70% 。CSR 的临床

种将混合药液注射至颈椎横突尖结节间沟处 ，
以达

表现主要以颈肩部疼痛伴相应节段的上肢放射疼

到消炎镇痛、迅速缓解症状的新型疗法。目前临床

痛、麻木为主 ，
严重者则出现上肢肌力减退、肌肉萎

关于两种微创疗法联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综合

缩等症状 ，
极大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及睡眠。目前

报道较少，
笔者以此为切入点进行临床研究，
现报道

研究显示，
绝大部分的 CSR 患者可通过非手术治疗

如下。

[1]

[2]

达到缓解和治愈的目的 。小针刀疗法则是非手术

1

资料与方法

治疗中疗效显著的一种治疗方法 ，
其相较于手术治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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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一科门诊和住院收治的

础上嘱患者头向健侧扭转 30°~45°，
使颈部舒张开，

90 例 CSR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病

充分暴露胸锁乳突肌。定位 ：
大部分患者在此体位

人随机分成针刀组、注射组和联合组，
每组各 30 例。

下可在暴露的胸锁乳突肌后缘扪及颈椎的横突尖 ，

具体资料见表 1。三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资

结合其症状及影像学资料 ，
一般在病变部位的横突

料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性 别 ：χ =0.638，P=

尖部可触及明显压痛点 ，
于此横突尖确定为注射部

0.727；年 龄 ：F=0.356，P=0.701；病 程 ：F=0.324，P=

位并做标记。操作 ：
定位完毕后行常规外科手术消

0.724），
具有可比性。

毒，
铺巾，
取 5 号针于标记处约呈 75°刺入皮肤，
直深

2

表1

三组患者基线数据比较（xˉ±s，
n=30）

组别
针刀组
注射组
联合组

性别
男
女
11
19
13
17
14
16

年龄（岁）

病程（年）

52.37±4.55
53.13±4.49
52.13±5.32

3.50±1.31
3.40±1.13
3.23±1.43

1.2 诊断标准 参照《全国第三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

抵至颈椎横突尖，
此时将针尖稍拔出，
针尖略刺向前
下方，
当出现明显的落空感或患者上肢触电感时，
停
止进针，
回抽针筒无回血后，
缓慢注射配伍的混合液
5ml（2% 利多卡因 1ml+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 1ml+
0.9% 生理盐水 3ml）。注射过程中密切询问患者有
无心慌胸闷等不适感 ，
操作完成后注意观察患者生

纪要》 中对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诊断标准：
①具有较

命体征 1 小时。每周行颈椎椎间孔注射治疗一次，
2

典型的根性症状（手臂麻木、
疼痛），
其范围与颈脊神

周为 1 疗程。

经所支配的区域相一致 ；
②压颈试验或臂丛牵拉试

2.1.3 联合组 采用痛点针刀闭合松解联合颈椎间孔

验阳性；
③影像学（x 线、MR）所见与临床症状相符；

注射。先行痛点针刀闭合松解 ，
再行颈椎椎间孔注

④排除胸廓出口综合征、网球肘、腕管综合征、肘管

射，
操作及疗程同上。

综合征、肩周炎和肱二头肌腱鞘炎等导致以上肢疼

1.5 观察指标

痛为主的疾患。

1.5.1 疼 痛 视 觉 模 拟 量 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

VAS）[4]评价患者主观疼痛情况：
患者根据疼痛程度，

准；
②患者知晓及同意参与本项研究，
病签署知情同

在 0~10 的数字里选择（只取整数）并记录其数值，
数

意书。排除标准：
①其他类型颈椎病、
颈椎其他病变

值越大，
疼痛程度越强。

[3]

（如肿瘤、
结核等）、
颈椎外病变（如胸廓出口综合征、

1.5.2 颈椎功能障碍指数量表（neck disability index ，

肩周炎）患者；
②合并严重的心、
脑、
血管系统等疾病

NDI）[4] 评价颈椎功能：
量表中含有 10 项关于颈椎功

者；
③处于妊娠期、
哺乳期妇女。

能的问题 ，
每项分值 0~5 分 ，
总分 0~50 分 ，
分数越高

1.4 治疗方法

说明颈椎功能越差。

1.4.1 针刀组 采用痛点针刀闭合松解。体位 ：
患者

1.5.3 疗效判定采用《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

取俯卧位，
胸前垫枕，
嘱患者略微低头并将额头置于

疗效评判[5] ：
治愈：
颈椎原有的疼痛症状及体征完全

双手手背上，
以此充分打开颈椎的上下关节突关节。

消失, 已完全恢复正常的活动功能，
能参加正常的劳

定位：
根据临床表现、
体征并结合 X 线、
CT 和 MRI 等

动及生活 ；显效 ：临床症状及根性疼痛体征基本消

影像学作为参考，
精准定位颈椎的病变节段，
在该节

失，
偶有发作；
好转：
症状和体征减轻, 颈椎活动功能

段处棘突 ，棘突旁 ，横突结节等部位触诊以寻找条

改善 ；
无效 ：
症状和体征依然存在, 颈椎活动功能无

索、硬结、压痛等阳性反应点 ，
并用记号笔标记。操

改善。本研究于 3 个月随访时进行疗效评价。

作 ：定位完毕后于颈部施以常规外科手术消毒 ，铺

1.6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处理
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值加减标准差（xˉ ± s）表示，
多组

巾，
选用Ⅰ型 4 号针刀，
按针刀闭合松解四步进针规
程，
刀口线与神经、
血管、
肌纤维方向平行，
针刀垂直

间 均 值 比 较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One-way ANO‐

于皮肤进针，
用针刀松解项韧带、
棘间韧带和相应的

VA），
组间两两比较方差齐时采用 LSD 检验，
方差不

肌肉、
韧带、
筋膜、
关节囊。先纵行切开剥离，
再行横

齐时采用 Dunnett's T3 检验；
多时间点关联资料采用

行剥离 ，
碰到有硬结则需切开剥离。出针后压迫针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无序计数资料以频数（f）、构成

孔 1-2 min，
直到不出血为止，
用无菌贴敷覆盖针眼。

比（P）表示，
采用 χ2 检验；
多样本等级资料比较，
采用

若肩、背、臂等处有固定痛点 ，可一并用针刀治疗。

Ridit 分析，
由 DPS 7.05 进行数据处理。以 α=0.05 为

每周行针刀治疗一次，
2 周为 1 疗程。

检验水准。

2.1.2 注射组 采用颈椎椎间孔注射。体位 ：患者仰

2

卧位 ，
项背部垫以软枕 ，
使颈椎保持过伸位 ，
在此基

2.1 VAS 评分的比较 治疗前，
三组患者 VAS 评分差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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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
治疗 2 周及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联合组的临床疗效

3 个月随访时每组评分较治疗前均有下降（P<0.05）。

最优，
见表 4。

VAS 符合球形对称性（X2=2.179，
P=0.336）。三组主

表4

体间（组间）效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5.224，
P

组别
针刀组
注射组
联合组

=0.007），
提示三组处理因素对 VAS 结果有影响 ；
三
组主体内（时点）效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131.302，P=0.000），提示不同测量时点对 VAS 结果
有影响 ；
组间与时点的交互效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F=6.871，
P=0.000），
提示处理因素与时点存在

3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30）

治愈/例
2
1
5

显效/例
18
17
22

好转/例
9
10
2

无效/例
1
2
1

讨论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
电子数码设备的广

泛 普 及 和 人 口 老 龄 化 的 加 剧 ，神 经 根 型 颈 椎 病

交互作用。治疗 2 周后 ，针刀组和注射组评分均高

（CSR）作为一种慢性劳损疾病和退行性疾病已成为

于联合组（P<0.05），
针刀组与注射组评分差异比较

骨伤科十分常见的疾病。其发病机理非常复杂。现

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结束 3 个月随访时，
三
组 VAS 评分与治疗 2 周时比较均有明显改善 ，
联合
组评分低于针刀组和注射组 ，
针刀组与注射组评分
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组别
针刀组
注射组
联合组

三组患者 VAS 评分比较（xˉ±s，
n=30）

治疗前
6.97±1.54
6.80±1.40
7.13±1.63

治疗 2 周
5.03±1.38
5.40±1.61
4.10±1.16①

三个月随访时
4.80±1.24
4.87±1.59
3.30±1.51②

注：与针刀组及注射组比较 ，①P<0.05；与针刀组及注
射组比较，
②P<0.05。

代医学研究表明[6] ，颈椎的软组织慢性损伤导致颈
椎动态力学平衡失调，
引起椎体骨质增生，
椎间盘退
化及髓核突出，
压迫从椎间孔穿行的神经根，
神经根
在神经根管内外口处受压[7] ，并且产生大量炎性因
子引发局部无菌性炎症和水肿 ，
从而引起相应的症
状。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8] ，超过半数的 CSR
患者是因为继发的病理改变而产生症状 ，
而不是因
为椎间盘源性原因造成的。所以在治疗 CSR 的措施
中，
应将重点放在纠正颈椎软组织动态力学平衡、
消
除无菌性炎症和神经根水肿上。

2.2 NDI 评分比较 治疗前，
三组患者 NDI 评分差异

针刀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砭针 ，
属中医“九针”之

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2 周及 3 个月随访时每

一，
同时针刀又吸收了西医软组织外科中的技术，
形

组评分较治疗前均有下降（P<0.05）。NDI 数据不符

成了一种既有针灸舒筋通络作用 ，
又有现代“刀”松

合球形对称性（X2=9.513，P=0.009），采用校正自由

解剥离作用的微创疗法。CSR 患者颈部长期慢性损

的 F 检验结果。三组主体间（组间）效应的差异具有

伤的软组织已出现粘连、
瘢痕，
局部韧带和关节囊挛

统计学意义（F=45.778，P=0.000），提示三组处理因

缩，
筋膜增厚，
形成条索状结节。这些病理改变都可

素对 NDI 结果有影响 ；
三组主体内（时点）效应的差

通过针刀松解达到改善 ，
从而恢复局部动态力学平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412.029，P=0.000），提示不

衡。造成 CSR 根性痛的另一项重要原因是炎症刺激

同测量时点对 NDI 结果有影响 ；
组间与时点的交互

导致局部神经根水肿。颈椎间孔注射把注射器针头

效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7.859，P=0.000），

直抵受压神经根处 ，
直接将复方倍他米松注入受压

提示处理因素与时点存在交互作用。治疗 2 周后 ，

的椎间孔内外口处 ，以迅速达到抗炎镇痛 ，消除水

针刀组和注射组评分均高于联合组（P<0.05），
针刀

肿、
抑制神经末梢兴奋性[9-10]的目的。分析本研究结

组与注射组评分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果可以发现，
三种治疗方法均能改善 CSR 患者的疼

治疗结束 3 个月随访时，
三组 NDI 评分与治疗 2 周时

痛及活动功能状况，
但较于单一疗法，
联合疗法缓解

比较均有明显改善 ，
针刀组与注射组评分差异比较

疼痛和改善功能的效果更为理想 ，
且从远期回访结

无统计学意义（P>0.05），
联合组评分低于针刀组和

果发现联合组更不易复发，
疗效也更为稳定。因此，

注射组。见表 3。

单一疗法具有相对的局限性 ：
椎间孔注射虽然可以

表3
组别
针刀组
注射组
联合组

三组患者 NDI 评分比较（xˉ±s，
n=30）

治疗前
42.43±2.54
42.00±2.05
42.40±2.58

治疗 2 周
30.00±3.14
31.37±2.39
24.97±2.82①

3 个月随访时
25.40±2.50
25.17±2.15
20.80±2.30②

注：与针刀组及注射组比较 ，①P<0.05；与针刀组及注
射组比较，
②P<0.05

2.3 临床疗效比较 经检验，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分布

迅速缓解炎性刺激、
消除水肿，
但无法纠正失衡的形
态力学改变[11] ；
痛点针刀闭合松解具有松解粘连，
恢
复应力平衡的优点 ，
但是施术局部微损伤出血产生
的疼痛因子和局部堆积的大量炎性因子水平无法迅
速降低。因此，
两种方法联用相辅相成，
能有效提高
CSR 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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