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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目的：
：观察筋骨并举靶点推拿法在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方面的临床疗效。方法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的椎动脉型颈椎病的
患者 65 例，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
治疗组 33 例，
对照组 32 例。治疗组采用筋骨并举靶点推拿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推拿法，
分
析眩晕症状与功能评估量表评分、血流动力及临床有效率等指标的改变。结果
结果：
：治疗前将两组患者分别运用颈性眩晕症状与
功能评估量表进行评估，
并结合两组患者左侧椎动脉平均血流速度（Vm）、
椎动脉内径、
阻力指数（RI）进行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
患者的症状及各项指标均有改善，
治疗组在眩晕、日常生活、心理等症状评分以及椎动脉平均血流速
度（Vm）和阻力指数（RI）方面的效果均优于对照组，
有统计学意义（P<0.05）。筋骨并举靶点推拿法的总有效率为 97.0%，
高于
常规推拿组的 81.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结论：
：与常规推拿法相比，
筋骨并举靶点推拿法能提高椎动脉型颈椎病患
者的眩晕症状与功能评估量表评分，
改善椎动脉平均血流速度（Vm）、
阻力指数（RI），
值得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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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pathy treated by massage of the target
point of muscles and bones
PAN Ya-ping1, JIANG Tao2△,CHEN Fei2, LIN Jing-jing1,LI Man1,WANG Cong1,HUI Shan1（1.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
fei Anhui 230038; 2.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Anhui 230061）
Abstract Objective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assage on the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pathy. Methods
Methods:: Select 65
patients with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and divide them into a treatment group of 33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of 32 case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treatment group used both muscles and bones and target-point massage, an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massag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vertigo symptoms and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 scores, hemodynamics, and
clinical effectiveness. Result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cervical vertigo symptom and function assess‐
ment scale, and combined with the hemodynamic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averag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the left vertebral artery,
the inner diameter of the vertebral artery, and the resistance index). In comparison,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ymp‐
toms and hemodynamic indicators of the patients were improved after the two methods of treatment,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excellent effects in
improving patients' dizziness, daily life, psychology, and vertebral artery average blood flow velocity (Vm) and resistance index (RI). In the control
group, i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musculoskeletal target massage was 97.0%, which was higher than 81.3% in
the conventional massag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is more obvious in the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pathy, and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both muscles and bones; target massage

椎动脉型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sis of verte‐

药副作用较大且疗效不明显 ，
因此临床上选择度不

bral artery type, CSA）是一种临床常见的颈椎病类

高，
而中医由于操作难以量化，
所以疗效也是千差万

型 ，约占颈椎病人群的 25％ 。主要是因为长期劳

别。因此，
如何更好地寻求一种新颖、
疗效确切的手

损或外力等因素导致椎动脉受到刺激或压迫 ，
使血

法来解决 CSA 给人们生活、工作带来的麻烦成了亟

管出现狭窄、
折曲等情况，
从而引起椎基底动脉供血

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采用筋骨并举靶点推拿法治

不足所致。其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颈痛、
眩晕、
偏头

疗椎动脉型颈椎病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现报

痛、耳鸣、听力减退等 ，
严重时部分患者甚至可以出

道如下：

[1]

[2]

现焦虑、抑郁等相应的精神症状或猝倒 ，
影响患者

1

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目前认为血管的病变是导致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就诊

CSA 相关临床症状的重要因素

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CSA 患者 65 例，

[3-4]

。治疗上该病目

资料与方法

前多采用保守治疗的方法，
西医以药物治疗为主，
中

采用 SPSS21.0 软件对患者进行随机的分组。将患

医以针灸、推拿、中药外敷等方法较为多见 ，
但因西

者按就诊时间的先后进行编号，
治疗组 33 例采用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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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并举靶点推拿法，
对照组 32 例采用常规推拿。治

法为主。首先以松解类手法放松患者颈项部肌肉

疗组中男性 20 例 、女性 13 例 ，平均年龄为（43.34±

15min，
待肌肉松解后，
再通过 X 线或 CT 准确定位到

2.02）岁，
病程平均为（2.71±0.10）年。对照组中男性

责任椎体即“骨靶点”处 ，
在患者颈部肌肉完全放松

18 例、女性 14 例 ，平均年龄为（43.85±2.08）岁 ，病程

的状态下，
嘱患者低头稍侧偏，
此时医者一手拇指抵

平均为（2.64±0.15）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

住患者的责任椎体 ，
另一手肘部固定于患者下颌处

计学意义（P>0.05），
两组之间具有可比性。

并扣住其头部 ，
施以“巧”力寸劲进行颈椎旋转定位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第二届颈椎病专

扳法，
然后，
在责任椎体的上一椎体或下一椎体施以

题会议座谈会” 制定诊断标准 . 具体如下 ：①颈肩

相反方向的定位板法 ，
以求进一步调节颈椎椎体平

部疼痛伴活动受限；
②眩晕，
部分患者伴有心慌胸闷

衡、改善小关节紊乱 ，
从而改变其对椎动脉的压迫。

等症状 ；
③)发作时间长短不等 ，
且常因体位变化诱

③“筋骨并举”评估论治 ：
当影像学检查既可见骨质

发或加剧 ；
④专科查体可见旋颈试验（+）；
⑤影像学

增生、关节突出或椎间孔变窄等情况且医者触诊可

检查可见颈椎生理曲度改变、椎间关节失稳。中医

触及关节紊乱和肌肉条索状物时 ，
则采用筋骨并举

[5]

[6]

诊断标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中关于

的推拿手法，
即将①和②手法相结合。

“眩晕病”的诊断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2 年），

1.4.2 传统推拿手法 嘱患者取坐位 ，
医者首先用一

具体如下 ：
①头晕目眩 ，
严重时视物旋转 ，
甚则可见

指禅推法、㨰法、拿法等手法作用于患者颈项部 ，
然

猝然昏倒；
②该病发病前多有情志不畅的病史，
且发

后在患者的大椎穴、风池穴和肩井穴附近寻找压痛

病缓慢，
常呈逐渐加重的趋势，
部分患者可见急性起

点 ，并 在 这 些 点 上 进 行 反 复 的 按 揉 ，操 作 时 间 为

病；
③可伴有恶心、
呕吐、
多汗、
等症状。

10min，
最后嘱患者平卧于治疗床上 ，
医者以一手固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中医和

定住患者的下颌部，
另一手固定住患者的后枕部，
双

西医诊断标准；
②年龄在 25 至 65 岁之间，
男女不限；

手同时用力，
拔伸牵引患者的颈项部，
最后再施以颈

③病程 5 年以内 ；
④治疗期间同意不接受其他治疗

部 斜 板 法 结 束 治 疗 ，手 法 操 作 结 束 后 嘱 患 者 平 卧

方法 ；
⑤患者自愿加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5min 再起身。

准：
①有其他类型颈椎病的相关临床症状；
②因耳源

1.5 观察指标

性、
眼源性或其他疾病所导致出现眩晕症状的患者；

1.5.1 疗效标准 CAS 的疗效诊断标准根据《中医病

③合并有心血管、
脑血管等原发性疾病的患者；
④合

症诊断疗效标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2 年）进行

并有颈椎外伤或者骨折的患者 ；
⑤影像学提示有肿

制定[6] ：
①治愈：
眩晕、颈项部疼痛等症状全部消失，

瘤或脊髓空洞的患者 ；
⑥依从性差且未按照研究要

颈部活动度正常，
且持续 3 个月上述症状没有复发，

求定期复诊的患者；
⑦中途拒绝随访或失访的患者。

疗效指数≥90％；
②显效：
上述症状较前明显好转，
患

1.4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推拿手法，
治疗组在

者仅有轻微头晕但不影响日常的生活及工作，
70％≤

国医大师李业甫“筋骨并举、
筋骨辨证、
筋骨论治”的

疗效指数<90％；
③有效：
患者眩晕症状较前好转，
日

思想指导下，
采取筋骨并举靶点推拿法，
每日治疗 1

常生活和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30％≤疗效指数<70％；

次，
一周治疗 6 次。两组均治疗两周为一个疗程。

④无效：
患者头晕、
颈肩部疼痛等症状较治疗前均无

1.4.1 筋骨并举靶点推拿法 ①辨筋评估论治 ：
当影

改善，
疗效指数<30％。

像学检查仅可见颈椎骨质增生 ，
医者触诊时未发现

1.5.2 症状及功能评估 采用《眩晕症状与功能评估

明显颈椎关节紊乱，
但可触及肌肉条索状物时，
认为

量表》[7]评分来判定患者的症状程度、生活工作以及

该种情况属于“筋出槽”的范畴 ，
此时应以理筋类的

心理方面的变化。该表格分别从患者的眩晕症状、

手法为主。此时，
嘱患者取坐位，
医者采用一指禅推

颈肩疼痛症状、
头痛症状、
日常生活及工作和心理及

法、弹拨法、按法等推拿手法 ，
以颈肩部条索状物即

社会适应五个方面进行评分 ，总分为 30 分 ，最低分

“筋靶点”为主要作用点并结合枕后肌群进行操作 ，

为 0 分。该表内的每个方面又可细分为 5 个等级，
于

时间约 15min。再根据《国家标准穴位取穴》选取百

治疗前及治疗后分别评定一次 ，
分值越低代表症状

会穴、
太阳穴、
风池穴三个穴位，
采用一指禅推法，
操

越严重。

作时间为 5min，
最后拿头部五经 3 遍。②辨骨评估

1.5.3 血流动力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 Doppler-

论治：
当影像学检查可见颈椎关节突出、
椎间孔变窄

Box 型经颅多普勒血流分析仪（德国 DWL）对两组

等改变时，
属于“骨错缝”的范畴，
此时应以整复类手

患者左侧椎动脉的血流速度（Vm）、
内径及阻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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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进行监测。

2

1.6 统 计 学 方 法 采 用 SPSS 28.0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值加减标准差（xˉ ± s）表示 ，
两组

结果

2.1 颈性眩晕症状与功能评估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
者的颈性眩晕症状各项积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间均值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t′检验，
自身前后对照

>0.05）。治疗后 ，各项颈性眩晕症状积分均高于治

均值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无序计数资料以频数

疗前（P<0.05）,且治疗组眩晕、日常生活、心理等症

（f）、构成比（P）表示，
采用 χ2 检验。以 α=0.05 为检验

状与功能效果更为显著，
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有统计

水准。
组别

例数
32
32
33
33

对照组
治疗组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颈性眩晕症状的比较（xˉ ± s ，
分）
眩晕症状积分
5.42±1.37
8.23±1.67①
5.98±1.62
10.88±1.98①②

颈肩痛积分
1.58±0.56
2.69±0.66①
1.77±0.48
2.96±0.71①

头痛症状积分
1.15±0.20
1.54±0.28①
1.00±0.39
1.60±0.31①

日常生活
1.56±0.46
2.33±0.44①
1.80±0.49
2.66±0.46①②

心理
1.17±0.47
2.03±0.62①
1.31±0.41
2.20±0.49①②

注：与治疗前相比①P<0.05；与对照组相比②P<0.05

2.2 血流动力指标 治疗前，
两组间血流速度（Vm）、

势。西医根据其发病机制和临床症状 ，
将其分为神

内径及阻力指数（RI）等血流动力指标差异无统计

经根型、椎动脉型、脊髓型、交感神经型以及混合型

学意义（P>0.05），
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数值

五种类型[9]。认为 CSA 的发生与颈椎的退行性改

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
且治疗组在改善患者血流速

变、
血液动力学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椎间盘的病

度（Vm）和阻力指数（RI）上的效果优于对照组 ，差

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椎动脉的血流速度[10]。此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外，
研究发现由于先天发育等因素的影响，
大部分人

表2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33

对照组

32

两组患者血流动力指标的比较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Vm(cm/s)
30.55±3.95
48.50±7.55①②
29.92±3.79
41.17±7.17①

椎动脉内径
2.67±0.41
3.17±0.24①
2.72±0.46
3.07±0.32①

RI
0.72±0.15
0.45±0.12①②
0.71±0.19
0.54±0.23①

注：与治疗前相比，
①P<0.05，
与对照组比较；②P<0.05

存在椎动脉优势 ，
即一侧椎动脉的内径明显大于对
侧，
通常以左侧椎动脉优势较为多见[11]。在治疗上，
目前 CSA 的治疗多采用保守治疗方法 ，以针灸、推
拿等治疗方法多见。针刺不仅能够降低椎动脉型颈
椎病患者血浆中 TXB2 含量,还能够升高患者血浆中
6-K-PGF1α 的含量,以纠正异常的血管舒缩功能从

2.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后，
治疗组总有效

而发挥作用[12]。推拿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局部血流

率为 97.0%，
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81.2%，
治疗组临

速度 ，
降低阻力指数 ，
增加局部血流量 ，
对治疗有不

床有限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可忽视的作用[13]。针刺结合推拿有助于改善椎-基

见表 3。

底动脉血流动力学的情况，
有利于提高疗效、
促进患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3
7
11
14
1
97.0①
对照组 32
3
7
16
6
81.3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P<0.05

3

讨论
推拿是一门古老的中医外治法 ，
可治疗内、外、

妇、儿、骨伤、五官、神经等各科多种病症 ，
“推拿之
效，
助正退邪”。颈椎病属于中医“筋骨病”、
“眩晕”
的范畴 ，
祖国医学认为筋骨失于平衡是导致颈椎退
行性疾病的重要原因 ，
这就说明了治疗颈椎病的关
键就在于保持颈部的筋骨平衡[8]。西医认为 ，颈椎
病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颈椎间盘长期受劳损或因外力
损伤导致颈部平衡失调 ，从而累及颈部的肌肉、神
经、血管等而产生不同临床表现的综合征。流行病
学研究发现，
近年来 CSA 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

者的康复[14]。由此可见，
针灸、
推拿疗法对治疗 CSA
疗效确切 ，
但因手法操作较为复杂 ，
难以量化 ，
所以
疗效较不稳定。因此 ，
寻求一种更加有效且切实可
行的方法十分有必要。
李业甫教授是第三届国医大师 ，
也是我国首位
推拿学科的国医大师。李业甫教授认为 ，
揉筋类手
法能够行气活血 ，
解除肌肉痉挛 ，
达到松解软组织、
平衡肌力、促进循环的作用 ，
而正骨类手法 ，
可起到
矫正关节错峰的作用。伤科疾病多数为筋伤与骨伤
并存 ，
因此治疗上通常将柔筋与正骨并举 ，
起到“骨
正筋柔 ，
气血以流 ，
谨道如法 ，
常有天命之功效”[15]。
传统中医推拿对颈椎病进行诊疗时 ，重视“手摸心
会”，
即筋骨评估[16] ，
“筋骨失衡”是手法治疗颈椎病
的理论基石，
而手法治疗的靶点是错缝脱位的关节，
通过手法有利于调整椎骨与肌肉的应力分布 ，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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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的“筋骨平衡”[17]。本研究基于国医大师李业甫
“筋骨并举、筋骨辨证、筋骨论治”的学术思想 ，
采用
筋骨并举靶点推拿法治疗 CSA，
旨在通过推拿手法
来行气活血、松肌正骨 ，促进颈椎动静力系统的平
衡, 达到筋骨调和的目的[18]。通过观察发现，
筋骨并
举靶点推拿法能够明显改善 CSA 患者的症状程度、
日常生活、心理及血流动力指标 ，且在改善患者眩
晕、日常生活、心理及 Vm、RI 方面的效果更加优于
常 规 推 拿 组 ；筋 骨 并 举 靶 点 推 拿 法 的 总 有 效 率 为

· 11 ·

[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S]. 南京:南京大学
出版社,2012;37-38.
[7] 王文春,张安仁,卢家春,等 . 改良《颈性眩晕症状与功能评估量
表》在椎动脉型颈椎病中医临床中的应用及评价[J]. 西南军医,
2007,9(4):145-146.
[8] 於浩,马勇,郭杨,等 . 从筋骨理论探讨脊柱退行性疾病的病机与
手法治则[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08):4194-4196.
[9] 宋柏林,于天源 . 推拿治疗学[M].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68-69.
[10] 胡沛铎,马军虎,沈明球 . 针刀结合三维定位平衡整脊手法治疗
颈性眩晕的疗效及对患者椎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J]. 针灸临
床杂志,2020,36(01):13-17.

97.0%，
高于常规推拿组的 81.3%。可能是由于筋骨

[11] Vural Ahmet, Derin Çiçek Esma Esin. Is the asymmetry between

并举靶点推拿法重视筋骨调衡，
在缓解肌肉痉挛、
调

the vertebral arteries related to cerebral dominance[J]. Turkish

节小关节紊乱方面疗效显著 ，
有利于更好的改善局
部的血液循环，
使脑部供血不足的情况得以缓解，
因
此疗效更为明显。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2019, 49(6):1721-1726.
[12] 梁永瑛,郭艳明 . 针刺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J]. 中医学报,2021,36
(01),203-206.
[13] 王冠 . 中医针灸联合推拿手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临床疗效观

由上可知 ，
筋骨并举靶点推拿法在治疗椎动脉
型颈椎病上疗效显著，
且具有科学依据，
十分值得在
临床上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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