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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通膏外敷联合中频电疗治疗冻结肩的疗效观察
何

燕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目的
目的：
：观察温通膏外敷联合中频电疗对冻结肩的临床疗效。方法
方法：
：选取 90 例冻结肩病例，
随机分为温通膏组、中频
组，
联合组。温通膏组使用温通膏外敷患者患处，
中频组使用中频电疗，
联合组则同时给予温通膏外敷及中频电疗治疗，
三组
均连续治疗 10 天。观察患者治疗前后的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评分中的疼痛评分、活动度评分，
并于 3 个月后随访患者，
记
录复发情况。结果
结果：
：治疗后，
三组患者的肩关节 Constant-Murley 疼痛评分、活动度评分均高于治疗前（P<0.05）；联合组患者的
肩关节 Constant-Murley 疼痛评分、
活动度评分明显优于温通膏组及中频组（P<0.05）；治疗 3 个月后联合组的复发率（6.67%）明
显低于其它两组。结论
结论：
：温通膏联合中频电疗可以有效缓解冻结肩患者的疼痛，
改善活动度，
临床效果较单独使用温通膏外敷
或中频电疗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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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he Wentong Paste plus medium frequenc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or treatment of frozen shoulder
He Yan（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Abstract objective: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he Wentong Paste plus medium frequenc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or
treatment of frozen shoulder. Methods
Methods:: A total of 9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the frozen should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Wentong group, medi‐
um frequenc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group and combin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Wentong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Wentong Paste, and the pa‐
tients in the medium intermediate 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dium intermediate 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Wentong Paste plus the medium intermediate 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The patients in the 3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0 days. Respectively in the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measuring shoulder joint Constant-Murley pain score, activity score were eval‐
uated. The recurrence is recorded of the 3 months follow-up. Results
Results:: The Constant-Murley pain score and activity score of the 3 groups were obvi‐
ously increased after the treatment(P<0.05). The Constant-Murley pain score and activity score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than the Wentong Paste group and the medium intermediate 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group(P<0.05). The recurrence rate (6.67%)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other two groups after 3 months treatment.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Both the Wentong Paste and the medium intermediate fre‐
quency electrotherapy can obtain good activity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ain of patients with frozen shoulder , especially in the the combination
group.
Keywords Wentong Paste; frozen shoulder; medium 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冻结肩又称肩关节周围炎 ，
因肩部活动明显受

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伤院区门急诊就诊的 90

限,形同冻结,故称为“冻结肩”,属于中医学“痹证”范

例冻结肩病例 ，
按照诊断标准、纳入标准进行筛选 ，

畴。因其多发于中老年人 ，尤其是 50 岁左右人群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三组，
分别为温通膏组、

因此又常被称作“五十肩”。冻结肩临床症状主要表

中频电疗组、温通膏联合中频电疗组，
每组 30 例，
所

现为肩部慢性疼痛（夜间更重）和主被动活动受限 ，

有患者治疗前均征得知情同意书并经过医院医学伦

后期会出现肩部肌肉萎缩、
肩部软组织钙化，
严重影

理委员会批准。温通膏组 ：男 11 例 ，女 19 例 ；年龄

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我院研制的温通膏 ，
具有

42~61 岁 ，平 均（51.13±5.17）岁 ，平 均 病 程（4.50±

强腰壮肾、通阳行络、逐寒止痛之奇效 ，
广泛地运用

1.50）月；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评分中疼痛评分 3~

在伤科痛症 ，
其在治疗冻结肩的效果尤为理想。因

8 分（4.76±1.27），活动度评分 8~18 分（12.20±2.74）。

此，
本研究通过临床观察，
对比温通膏外敷联合中频

中频电疗组: 男 13 例 ，女 17 例 ；
年龄 43~62 岁 ，平均

电疗治疗冻结肩的疗效和复发率 ，
提供治疗冻结肩

（51.37±4.54）岁 ，平均病程（4.83±1.29）月 ；Constant-

的更优临床方案 ，
进一步发现温通膏在治疗冻结肩

Murley 肩关节评分中疼痛评分 3~7 分（4.36±1.03），

上的优势 ，
为冻结肩患者提供更经济、有效、简便的

活动度评分 8~16 分（12.46±2.27）。温通膏联合中频

治疗手段。现总结如下。

电 疗 组 ：男 10 例 ，女 20 例 ；年 龄 47~64 岁 ，平 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7 月-2020 年 7 月在广州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何燕（1982-）女，
主管护师，
研究方向：
骨伤疾病护理。

（53.97±4.40）岁 ，平均病程（4.17±1.10）月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评分中疼痛评分 3~7 分（4.5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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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度评分 8~16 分（11.53±2.01）。三组一般资料比

保持向后 2 分 ，
手放在头顶肘部保持向前 2 分 ，
手放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在头顶肘部保持向后 2 分 ，手放在头顶再充分向上

1.2 诊断标准 按照《实用关节镜手术学》中关于冻

伸直上肢 2 分；
④内旋，
手背可达大腿外侧 0 分，
手背

结肩的诊断标准：
①肩关节周围疼痛；
②盂肱关节各

可达臀部 2 分 ，
手背可达腰骶部 4 分 ，
手背可达腰部

方向的主动及被动运动均受限 ；
③麻醉状态下肩关

（L3 水平）6 分，
手背可达 T12 椎体水平 8 分，
手背可

节被动活动不能达到正常范围；
④肩关节 MRI 显示

达肩胛下角水平（T7 水平）10 分。

可见关节囊收缩、关节囊下部皱褶消失等变化。临

1.5.3 复发率：
3 个月后进行门诊随访，
记录相关资料

床分期标准参照国外冻结肩 Neviaser 分期 ，
1 期：
轻

（复发率=复发的例数/本组例数）。

度夜间痛，
主动活动轻度受限，
被动活动正常；
2 期：

1.6 统 计 学 方 法 计 量 资 料 以 均 值 加 减 标 准 差
（xˉ ± s）表示 ，
多组间及自身前后对照均值比较采用

夜间疼痛重，
被动活动轻度受限，
无关节僵硬；
3 期：
关节僵硬感 ，
主动、被动活动明显受限 ，
活动末期疼

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组间两两比较

痛显著，
活动后活动度无明显增加，
麻醉下活动无明

方差齐时采用 LSD 检验 ，
方差不齐时采用 Dunnett's

显改善；
4 期：
活动明显受限，
疼痛较轻，
完全形成瘢

T3 检验 ；
无序计数资料以频数（f）、构成比（P）表示，

痕粘连。

采用 χ2 检验 ；均由 SPSS 28.0 进行数据处理。多样

1.3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冻结肩

本等级资料比较 ，采用 Ridit 分析 ，由 DPS 7.05 进行

的诊断标准 ，
且冻结肩 Neviaser 分期标准 2 期以上 ；

数据处理。以 α=0.05 为检验水准。

②年龄 20~80 岁 ；
③近 2 周内未行其它治疗（包括中

2

药、
各类止痛的中西成药、
糖皮质激素、
针灸、
推拿）；

2.1 肩关节疼痛评分比较 治疗前，
三组患者肩关节

④患者充分知情 ，并同意参加研究 ，签署相关同意

疼痛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书，
能如期完成随访。排除标准：
①无法坚持接受温

后，
疼痛评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各组

通膏或电疗；
②近期已使用了其他西药治疗的患者。

均比治疗前显著提高（P<0.05）。其中联合疗组治疗

治疗方法

后疼痛评分高于温通膏组、
中频电疗组，
差异有统计

1.4 治疗方法

学意义（P<0.05）；
温通膏组与中频组之间的比较差

温通膏组，
使用温通膏 2.5g（药膏长约 1.5cm）涂

结果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温通膏组与联合组之间

于患处，
轻按摩使药膏干燥，
每天 3 次，
疗程为 10 天。

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中频组与联合

温通膏组成 ：当归、补骨脂、独活、羌活、安息香、干

组之间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姜、
生川乌、
赤芍、
续断片、
狗脊、
细辛、
红花、
沉香等，

1。

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制剂室提供 ，
粤药

2.2 肩关节活动度评分的比较 三组患者 Constant-

制字：
Z20080086，
50 g/支。

Murley 的活动度评分 治疗前三组患者肩关节活动

中频电疗组，
根据疼痛部位正极选取患侧肩髃、

度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 ，
活动度评

肩髎穴位 ，
负极选取对应的阿是穴。输出强度以患

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各组均比治疗

者耐受为度 ，每日 2 次 ，每次 20 min，疗程为 10 天。

前显著提高（P<0.05）。其中联合疗组治疗后疼痛评

中频电疗采用倍益康 ZP-100 CIIA 中频治疗仪（山

分高于温通膏组、
中频电疗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东博科生物有限公司生产），
治疗频率为 30Hz。

<0.05）；
温通膏组与中频组之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

温通膏联合中频电疗组 ，
联合使用温通膏外敷

学意义（P>0.05）；
温通膏组与联合组之间的比较差

与中频电疗治疗，
具体方法及疗程同前述。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中频组与联合组之间的

1.5 观察指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1.5.1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评分中的疼痛评分（最
高分 15 分）：
无疼痛 15 分，
轻度痛 10 分，
中度痛 5 分，
严重痛 0 分。
1.5.2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评分中的活动度评分
ROM（每种活动最高分 10 分）：
①前屈，
0~30 度 0 分，
31~60 度 2 分，
61~90 度 4 分，
91~120 度 6 分，
121~150

表1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疼痛评分（xˉ ± s ，
n=30）

肩关节疼痛评分
肩关节活动度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温通膏组 4.77±1.28 9.43±1.22①
12.20±2.75 24.27±3.78①②
中频组 4.37±1.03 9.40±1.25①③ 12.47±2.27 24.33±4.27①
联合组 4.53±1.07 10.67±1.30①②③ 11.53±2.01 28.13±3.01①②③
组别

注：与前期比较①P<0.05；与温通膏组比较②P<0.05；

度 8 分 ，151~180 度 10 分 ；②外展标准同前屈 ；③外

与中频组比较③P<0.05

旋，
手放在头后肘部保持向前 2 分，
手放在头后肘部

2.3 复发情况比较 3 个月后随访发现 ，
温通膏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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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率 16.67%，
中频电疗组复发率 20.00%，
联合组复

细辛能散藏于阴经之风寒湿，
搜刮伏于筋骨之风寒

发率 6.67%，
经统计分析，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湿 ；干姜能祛恶养新 ，温阳散寒 ，同时能引药入气

<0.05），
联合组的复发率最低。

分、血分；
在干姜的基础上配以大辛大热的川乌、草

表2
组别
温通膏组
中频电疗组
联合组

3

三组患者 3 个月随访的复发情况
总例数
30
30
30

复发例数
5
6
2

复发率
16.67%
20.00%
6.67%

讨论
冻结肩是肩关节周围炎中常见的一种类型，
以

乌 ，憎寒逐痰 ，破久积之寒痛 ；
续断在益肝肾、强筋
骨同时，
能走经络，
破瘀血，
而补骨脂在其它药攻风
寒湿的基础上 ，邪正兼顾 ，驱邪而不伤正。温通膏
通过治外而达内，
利用药物的芳香性，
透外入内，
渗
透并且聚焦病处，
改变局部内环境及改善局部的微
循环, 抑制无菌炎症反应 ，松懈粘连, 促进水肿吸

肩关节局部疼痛和肩关节功能受限为主要特征。

收, 有效地控制炎症反应[13]。温通膏更有作用持久,

其总体发病率约为 2%-5%[2]。肩周炎是发生在肩关

且无明显不良反应的优点。

节及周围韧带肌腱的退行性病变，
逐渐形成关节内

我院前期研究已表明 ，温通膏能够抗炎镇痛、

外粘连，
与肩部受凉、慢性劳损、外伤有关[3,4]。由于

祛瘀消肿 ，对于风寒湿邪引起的痹症（腰椎间盘突

肩关节周围组织的萎缩使肩关节不能承受过多的

出症、膝骨关节炎等）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14-16]。

外力而导致肌肉肿胀及毛细血管受损，
加重肩周疼

温通膏可以有效降低风寒湿证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痛 ，最终导致肢体肌肉的骨质疏松。因此 ，治疗上

患者关节滑液中 IL-1β、IL-6、IL-17 等炎症因子[17]。

应以缓解疼痛，
恢复关节活动度为主[5,6]。当前对于

在炎症过程中，
这些炎症因子会通过环氧化酶的表

冻结肩的治疗方法众多，
有药物口服、中药外敷、局

达而产生 PGE2 等，
PGE2 正是和机体疼痛感觉密切

部封闭、关节腔注射、针灸、推拿、运动疗法、物理疗

相关的重要的炎性因子之一[18-19]。并且炎症还与组

法等非手术治疗方式和关节镜下松解术、神经阻断

织纤维化进程高度相关 ，IL-1、IL-6 等均可以通过

术、开放手术等手术治疗方式两类。虽然非手术治

TGF-β 信号通路促进纤维化进程。本研究结果显

疗的治疗周期相较手术治疗更长，
但由于手术治疗

示 ，温通膏组、温通膏联合中频电疗组两组患者经

会造成创伤 ，具有一定风险 ，易引起患者抗拒。因

治疗后的 Constant-Murley 疼痛、活动度评分均比治

此 ，临床上早期冻结肩患者仍以非手术治疗为主。

疗前显著提高，
温通膏正是通过减轻肩关节周围组

近年来，
中医药常被用于治疗该类慢性疾病并取得

织的炎症反应以达到治疗效果的。

良好疗效[7]。
中医认为冻结肩属“痹症”范畴，
多由风寒湿邪

中频电疗能够刺激神经肌肉收缩、降低痛阈、
缓解粘连，
对人体的热效应可促进局部组织血液循

侵袭肩部所致。
《类证治裁·痹症论治》有云：
“诸痹，

环和淋巴循环回流[20] ，
发挥消炎消肿的作用。常用

风寒湿三气杂合 ，而犯其经络之阴也”
“营卫先虚 ，

以治疗损伤、炎症疼痛症候群等[21]。本研究结果显

腠理不密，
风寒湿乘虚内袭 ... 气血凝涩，
久而成痹”

示，
中频电疗组患者经治疗后的 Constant-Murley 疼

“在血则凝而不流，
在筋则屈而不伸 ...”。冻结肩患

痛、活动度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明显提高。而运用温

者多处于中老年，
肾气由盛转衰，
正气不足，
气血亏

通膏联合中频电疗治疗冻结肩患者后发现患者

虚，
易受风寒湿邪侵袭。寒性收引、湿性黏滞，
风寒

Constant-Murley 疼痛、活动度评分比单纯使用温通

湿邪乘虚而入，
患者本就形体转衰，
气血不足，
加之

膏或中频电疗治疗后的评分更高 ，复发率更低 ，说

风寒湿邪阻滞经络，
不通则痛。再进一步发展为机

明温通膏外敷和中频电疗在治疗冻结肩上具有一

体的气血凝涩不畅 ，进而导致筋骨屈伸不利。因

定协同作用，
能起到更好的疗效。

此 ，根据病因病机辨证 ，中医药治疗冻结肩不外乎

综上所述，
温通膏和中频电疗可以有效缓解冻

益 气 活 血 、补 肾 固 本 、散 寒 除 痹 、胜 湿 止 痛 等 方

结肩患者的疼痛 ，改善活动度 ，且联合治疗效果更

法

[8-10]

。

为理想，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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