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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

基于红外线热成像技术定位肌筋膜疼痛触发点的新型
浮针套针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效果**
浮针套针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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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目的：
：基于红外热成像技术结合触诊肌筋膜疼痛触发点探讨套针新型浮针干预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方法：
：选
取 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康复科诊治 30 例膝骨性关节炎患者，
按照随机数字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
每组各 15 例，
试验组运用红外热成像技术诊断技术结合触诊肌筋膜疼痛触发点，
运用套针新型浮针灭活触发点；对照组采用
传统针灸腧穴穴位进行针刺。两组患者均隔天治疗 1 次，
每周 3 次，
共治疗 2 周，
疗程结束后观察两组患者 WOMAC 评分及临床疗
效。结果
结果：
：套针新型浮针灭活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后，
WOMAC 评分中的疼痛、僵硬、近期日常生活质量评分与传统针灸比较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套针新型浮针灭活膝关节周围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可有效缓解疼痛、晨僵等不适，
恢复日常生活能
力。结论
结论：
：套针新型浮针灭活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可促进膝关节周围力学平衡，
降低肌组织张力，
对膝骨性关节炎患者进行治
疗，
能够有效缓解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疼痛及提高膝关节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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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是一

病 程 1-3 年 之 间 ，收 集 患 者 性 别 、年 龄 、治 疗 前 后

种好发中老年人中最常见的以关节软骨退变和软

WOMAC 评分 ，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患

骨下骨改变、骨赘形成为病理特征慢性退行性的关

者均知情同意。

节疾病 ，以疼痛和丧失活动能力为主要临床表现。

1.2 治疗方法

据统计我国老年化的来临，
老年人和肥胖人口的明

1.2.1 试验组治疗方案 根据红外热成像技术寻找

显增加 ，2020 年膝骨性关节炎的人数预计多达 1.8

温度异常区域定位区域内肌群，
寻找对应肌筋膜疼

[1]

亿左右 ，
为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已经成为影

痛触发点 ，进行标记 ，采用一次性套针灭活肌筋膜

响老年人运动与慢性致残的首要原因之一，
严重危

疼痛触发点。

害老年人健康，
对患者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当

①红外热成像操作方法：
短焦距非制冷远红外热像

前对膝骨性关节炎保守治疗多采用口服非甾体类

仪（DH-2010-A）检查膝关节周围温度；
测量方法：
室

镇痛消炎药、穴位针灸、局部外敷药物等方法进行

内温度维持在 23-26 度，
湿度 45%-70%，
室内面积约

治疗，
缓解疼痛有一定疗效，
但容易复发，
且对关节

1.5m*3.0m,保持室内空气稳定无对流 ，
避免风直吹

活动能力改善疗效不甚满意。笔者通过红外线热

至检查部位或受检者与摄像头之间。受检者进工

成像结合触诊定位肌筋膜疼痛触发点，
并采用套针

作室，
休息并站立 15-20 min,使身体温度稳定，
有汗

新型浮针进行摇摆扫散灭活，
治疗不同程度的膝骨

水者需等皮肤干燥后方能进行摄像。仪器扫面后

性关节炎引起疼痛、关节活动困难症状 ，取得良好

图像经过计算处理后，
打印图像进行分析比较。温

疗效，
现报道如下。

度由高到低对应的颜色依次是白、深红、红、浅红、

1

黄、绿、浅绿、浅蓝、深蓝和黑色。测量找出所有患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在 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南昌市

者局部高温，
并在高温所在肌群区域内寻找肌筋膜

洪都中医院康复科诊治的患者中，
选取符合膝骨性

疼痛触发点并做好标记。②区域划分及测量：
根据

关节炎患者 30 例。纳入研究的患者 30 例 ，按随机

膝关节解剖结构及疼痛多发的位置，
并结合文献中

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 15 例，
对照组 15 例，
其中试验

对于膝关节红外热成像检查测量的方法，
本次研究

组男性 4 例，
女性 11 例，
对照组男性 8 例，
女性 7 例，

中采用膝部正位九分法（如图 1 所示），
即以髌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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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下缘分别作水平线，
以内侧缘、外侧缘分别作垂

域定位区域内肌群 ，寻找对应肌筋膜疼痛触发点

线，
四线相交将膝关节正位图分为九个区域。这种

（图 2 所示），
进行标记，
采用套针新型浮针在选点远

划分的方法以髌骨为中心，
将韧带等软组织划分到

处经皮进入 ，肌肉出现跳动后将针左右摇摆 ，如摇

髌骨低温区域外，
对软组织进行详细的测量。其中

橹之状 ，
要均匀、柔和、稳定 ，
用操作 2-3 分钟 ，
按压

下方横线与两竖线交点区域即为双侧内外膝眼区

痛点，
至患者不再疼痛或者疼痛减轻为止。隔天治

域 ，上方三个分区 ：内侧区域为股内侧肌肉的起止

疗 1 次，
每周 3 次，
共治疗 2 周。

点 ，中间区域为髌上囊的位置及股中间肌的起止
点 ，外侧区域为股外侧肌的起止点。中间三个分
区 ：内侧为髌骨内侧支持带、内侧副韧带、缝匠肌、
股薄肌、半腱肌交叉融合的区域。中间为髌骨 ；外
侧为髌骨支持带、外侧副韧带融合的区域 ；下方三
个分区 ：内侧为胫骨平台、侧副韧带 ，缝匠肌、股薄
肌、半腱肌组成的鹅足滑囊的部分区域 ；中间为髌
韧带及其滑囊区域；
外侧为胫骨平台的外侧及侧副
韧带的区域。规定明确分区后，
对相关区域所相关
的肌群进行寻找肌筋膜疼痛触发点 ，并进行标记。

图1

膝部正位九分法

③操作方案：根据红外热成像技术寻找温度异常区

（1）股中间肌群

（2）股内侧肌群肌
图2

（3）大腿外侧肌群

（4）小腿胫骨前肌群

膝骨性关节炎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大概标记位置

1.2.2 对照组治疗方案 单纯针刺疗法。取穴：
膝三

表示，
采用 χ2 检验。以 α=0.05 为检验水准。

针（犊鼻、梁丘、血海）、足三里。操作 ：
患者取仰卧

2

位,患膝自然伸直(在患膝下垫一高枕,使患膝呈自然

2.1 一 般 资 料 本 资 料 试 验 组（SW=0.968, P=

屈膝状态),取穴后局部皮肤常规消毒,用 2 寸的毫针,

0.828）、对照组（SW=0.973, P=0.0.904）的年龄分布

快速刺入穴位,采用平补平泻手法,得气后,留针 30

值经正态性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 ，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钟。隔天治疗 1 次，
每周 3 次，
共治疗 2 周。

分为试验组 15 例，
对照组 15 例，
其中试验组组男性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比较两组患者的西

4 例，
女性 11 例 ，
年龄（60.47±11.41）岁 ，
对照组男性

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Western Ontario and Mc‐

8 例 ，女性 7 例 ，年龄（55.60±12.09）岁 ，2 组性别、年

Master universities, WOMAC）骨关节炎指数量表评

龄均值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表1

分，
分值越低说明膝关节功能越好、
病情越轻。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8.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值加减标准差
（xˉ ± s）表示，
两组间均值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t′检

验 ，自身前后对照均值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不符
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采
用秩和检验。无序计数资料以频数（f）、构成比（P）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检验统计量
P值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基线比较
性别(例)
男
女
15
4
11
15
8
7
χ2=2.133
0.144

例数

年龄(岁)
60.47± 11.41
55.60±12.09
F=0.169
0.267

2.2 WOMAC 评分表疼痛指数评分 由表 2 及图 3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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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
两组治疗前疼痛指数评分经过两独立样本检

对照组。

验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294，
P=0.206），
具

2.4 WOMAC 生活质量指数评分 由表 2 及图 5 可得

有可比性。治疗后，
两组 WOMAC 疼痛指数评分均

知，
两组治疗前生活质量指数经过两独立样本检验

明显低于治疗前评分 ，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503，P=0.619）,具有

（试 验 组 ：t=13.163，P<0.001；对 照 组 ：t=20.589，P<

可比性。治疗后，
两组 WOMAC 生活质量指数评分

0.001）。提示两组经过治疗后疼痛指数评分均有显

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试

著疗效，
而且试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验 组 ：t =13.364，P<0.001；对 照 组 ：t =7.115，P<

2.3 WOMAC 关节僵硬指数评分 由表 2 及图 4 可

0.001）。提示两组经过治疗后生活质量指数评分均

得知，
两组治疗前关节僵硬指数评分经过两独立样

有显著疗效，
而且试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本 检 验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Z=-0.989，P=
0.331），
具有可比性。治疗后，
两组 WOMAC 关节僵
硬指数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且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 意 义（ 试 验 组 ：t=25.663，P<0.001；对 照 组 ：t=
11.820，P<0.001）。提示两组经过治疗后关节僵硬
指数评分评分均有显著疗效，
而且试验组疗效优于

图3

3

WOMAC 疼痛指数

图4

表2

WOMAC 骨关节炎疼痛、僵硬、生活质量指数量表评分

组别

时间
干预前
试验组
干预后
干预前
对照组
干预后

注：与治疗前比较①P<0.05；与对照组比较②P<0.05

WOMAC 关节僵硬指数

讨论

疼痛指数评分 关节僵硬指数评分 生活质量指数评分
7.133±0.833
7.066±0.798
50.400±5.865
2.266±1.162①②
3.133±0.743①② 30.133±3.226①②
7.600±1.121
6.733±1.032
51.400±4.982
4.333±0.816①
3.800±0.774①
37.866±3.943①

图5

WOMAC 生活质量指数

疼痛综合征可以减轻患者疼痛,并且股四头肌和腘

膝骨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退行性骨关节疾

绳肌的肌肉功能都得以提高。黄强民教授等[8]认为

病[2] ，
其往往带来膝关节疼痛及关节活动受限，
严重

通过灭活膝关节周围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可以减轻

者膝部不能完全伸直;行走时打软腿, 可伴有膝内翻

肌肉内的高张力 ，缓解骨骼肌不均匀牵拉 ，改善力

或膝外翻畸形, 更严重者无法行走[3]。重症患者不

学平衡，
从而缓解关节疼痛。灭活肌筋膜疼痛触发

得不接受关节置换手术严重影响生活，
是导致社会

点,可以有效的控制膝关节疼痛,减少患者的担优和

人群功能残疾、造成经济损失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主

避免不必要的膝关节手术。Rahbar 等[9-10]将 KOA 患

要疾病之一[4]。

者分为两组 ，
对照组进行 16 种常规物理治疗 ，
干预

近年来，
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重视膝关节周围

组针对膝关节周围的存在 MTrPs 的区域进行相同

软组织的损伤与修复的关系 ，并提出了“肌肉功能

的物理治疗，
结果表明，
干预组膝 KOA 的恢复程度

[5]

障碍”是膝骨性关节炎发病及病程发展的关键 ，
其

高于对照组的恢复程度。本研究主要采用一次性

中肌筋膜疼痛触发点产生往往出现软组织的损伤，

套针新型浮针皮下套管针灸针在皮下疏松结缔组

从而导致膝关节周围骨骼肌力学不平衡，
造成膝关

织进行弧形摇摆刺激灭活肌筋膜疼痛触发点，
改变

[6]

节骨与骨的软组织磨损 ，目前有大量研究表明针

了筋膜张力从而恢复组织结构改善膝关节力学平

刺灭活膝关节周围肌筋膜疼痛触发点是治疗膝骨

衡。

性 关 节 炎 保 守 治 疗 的 关 键 ，赵 佳 敏 通 过 VAS、
[7]

目前临床对于肌筋膜疼痛触发点的定位主要

KOOS 评分、膝关节伸肌、屈肌相对峰力矩、平均功

是依赖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通过触诊来定位，
但往

率和总功,结果表明针刺股四头肌触发点治疗髌股

往缺乏客观证据。如何精准的定位肌筋膜疼痛触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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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是灭活的关键 ，
Simons[11] 提出的“整体学说”认

力，
是一种有效、
快速、
精准的治疗方法。

为肌筋膜疼痛触发点的产生往往可导致骨骼肌纤

综上所述，
套针新型浮针灭活肌筋膜疼痛触发

维的紧张 ，进而局部细胞 、组织代谢异常 、缺血缺

点可促进膝骨性关节周围力学平衡，
减低肌组织张

氧，
从而引起病变部位细胞、组织与正常部位细胞、

力，
能够有效缓解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疼痛及提高膝

组织的温度差异 ；Cojocaru 等 同时运用红外线热

关节活动能力。

[12]

成像技术、超声影像及临床触诊技术对 8 位腰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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