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学, 2017, 6(2), 127-133
Published Online May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tcm
https://doi.org/10.12677/tcm.2017.62021

Clinical Research of Treating Acute Lumbar
Sprain by Single-Point Acupuncture
Xiaoyue Gao, Yan Liang*
Yueyang Hospital of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th

th

th

Received: May 12 , 2017; accepted: May 24 , 2017; published: May 27 , 2017

Abstract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acute lumbar sprain are limited movement, sever pain on the loin, which
is needed to be alleviated quickly, and it is a common disease of orthopedics and traumatolog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manipulation department.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is exact, but
there are a variety of options and different schemes.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summarize the treatment of acute lumbar sprain via single-poin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papers in recent
20 years to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bout single-point treatment of acute lumbar sprain, and
to improve current clin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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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急性腰扭伤的临床表现为活动受限、疼痛剧烈，是需要快速缓解症状的急性病症，也是骨伤科、针灸科、
推拿科的常见病症，针灸临床疗效确切，但选穴方案多样，各家见解不同。作者为了对单穴治疗急性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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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伤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总结，查阅近20年的相关文献，从单经单穴、奇经奇穴等方面，分析了各家采用
单穴治疗急性腰扭伤的临床疗效及其理论依据，以期对目前临床治疗急性腰扭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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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急性腰扭伤是临床骨伤科、针灸科、推拿科常见病症，该病发病急，表现为活动受限疼痛剧烈，严
重影响生活工作。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中的有关标准拟定评定标
准：① 有腰部扭伤史，多见于青壮年；② 腰部一侧或两侧剧烈疼痛，活动受限，不能翻身、坐立和行
走，常保持一定强迫姿势以减少疼痛；③ 腰肌和臀肌痉挛，或可触及条索状硬块，损伤部位有明显压痛
点，脊柱生理弧度改变。临床上患者就诊的主要目的是明确诊断后能迅速缓解症状，针灸、推拿是最常
用的方法。
针灸治疗急性腰扭伤疗效确切，但在临床及文献报道中发现对于治疗急性腰扭伤的针灸取穴治疗方
案众多，各家有不同的见解。有文献报道[2]现代治疗急性腰扭伤以膀胱经、奇穴、督脉、小肠经为主。
根据统计，现代治疗急性腰扭伤最常用的腧穴为后溪穴、委中穴、阿是穴、腰痛穴等，现代治疗中对经
外奇穴的应用比较广泛。本文主要查阅核心期刊中发表的有关于针灸治疗急性腰扭伤的相关研究报道，
选取其中与取穴有关的内容进行总结，以进一步学习、了解此病，希望对今后临床工作、研究有帮助。

2. 疗效评判标准
本文中的临床研究主要是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进行疗效评价。
临床治愈：腰部疼痛消失，脊柱活动正常；好转：腰部疼痛减轻，脊柱活动基本正常；无效：症状无改
善。对于腰部疼痛的评价可以采用 VAS 评分，评判腰部活动程度采用脊柱活动简易评价标准[3]，少数自
拟评分标准来评价肌肉紧张程度，局部压痛等。

3. 针灸治疗取穴
3.1. 阳明经穴位
3.1.1. 伏兔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近年来对伏兔穴的研究日益增多，伏兔穴为足阳明胃经穴位，阳明为宗经之会，且阳明经多气多血，
可强腰益肾，通经活络，使气血“通”、“荣”。周利亭等[4]针刺伏兔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 46 例，要求
取跪位针刺双侧伏兔穴直刺 2.5 寸，经治疗治愈 32 例，好转 14 例。陈晓强等[5]-[8]对伏兔穴进行了系列
研究，均得到满意疗效，结果表明跪取伏兔穴结合新医整骨、针刺伏兔配合火针点刺阿是穴、针刺伏兔
配合支沟、针刺伏兔配合后溪，与常规针刺疗法(对照组：夹脊、肾俞、大肠俞、腰眼等)相比较，治疗组
的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且取穴简单，依从性强，充分说明了针刺伏兔穴在临床应用上的价值。且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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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均指出，需要取跪位针刺伏兔穴。《针灸大成》曰“膝上六寸起肉之处，正跪，做而取之，以左
右各三指按捺，上有肉起，如兔之伏。”高式国认为，跪坐时腿足之气充至两膝之上[9]，且跪取伏兔穴
时其得气感高于仰卧位[10]。
3.1.2. 手三里治疗急性腰扭伤
手三里为手阳明大肠经穴位，《针灸甲乙经》曰“腰痛不得卧，手三里主之”，胡玉海[11]针刺手三
里穴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 30 例，治愈 23 例，治疗前，可在手三里处皮下扪及条索状物，使用直刺泻法，
并配合腰部活动。谢科等[12]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 51 例，取 2 寸针，快速进针 1.5 寸，采用重手法提插
捻转，留针 30 分钟，总有效率为 94.1%。认为针刺手三里可以提高皮肤痛阈，提高针刺疗效。

3.2. 太阳经穴位
3.2.1. 后溪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有研究统计得到 1994 年至 2009 年间文献检索急性腰扭伤针灸治疗常用腧穴频率最高的为后溪穴，
共计 36 次[2]。后溪穴属于手太阳小肠经，具有舒筋活络、行气止痛、醒脑安神、镇惊止痉、清热解表，
宣阳截疟等功效，其中以舒筋活络之效最为显著，是治疗急性腰扭伤的常用基本穴位，后溪所属的手太
阳小肠经与足太阳膀胱经相表里，故可治疗足太阳经脉所行部位的疼痛，足太阳膀胱经第一第二侧线经
过腰背部，“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故可以有效治疗腰痛。吴耀持等对后溪穴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采用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将 320 例急性腰扭伤患者分为后溪穴组和腰痛穴组，结果表明近
期疗效比较，针刺后溪穴治疗急性腰扭伤疗效明显高于腰痛穴(P < 0.05)，而远期疗效比较，二者并无明
显差异(P > 0.05)；采用电针深刺后溪穴治疗急性腰扭伤(深度 30 mm 小幅度提插泻法)，与服用莫比可组
进行对照，结果显示不论近期疗效还是远期疗效，电针组都优于药物组[13] [14]。霍建国[15]等采用单次
治疗针刺后溪穴、二间穴、液门穴，捻转提插 2 分钟，同时配合腰部运动，结果治愈率为 81%。针刺操
作时针尖朝合谷方向深刺，针身能够直透腰痛穴区域，还能够达到了一针多穴的作用，故能够取得良好
的疗效。根据一针多穴的原理，万涛、徐慧卿等也报道了后溪透刺劳宫治疗急性腰扭伤的案例，结果表
明虽然总有效率较高，并且愈显率和首次治疗痊愈率优于常规电针治疗[16] [17]。
3.2.2. 养老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养老穴，位于前臂背面尺侧，当尺骨小头近端桡侧凹陷中，为手太阳小肠经郄穴，治疗气形两伤的
痛证，其支脉与足太阳膀胱经相连，可治疗腰部肌群痉挛所致的足太阳膀胱经腰痛。王国明[18]等针刺患
侧养老穴单穴，针尖向肘部斜刺，使针感上行，小幅度提插捻转手法配合腰部活动来治疗急性腰扭伤 300
例，痊愈 90.7%，疗效显著。
3.2.3. 攒竹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攒竹穴为足太阳膀胱经穴位，首见于《针灸甲乙经》，临床常用于呃逆、面瘫、眼睑不闭等，临床
也有相关研究用于治疗急性腰扭伤[19]。《素问·骨空论》曰“从风憎风刺眉头”，攒竹穴有驱散外来风
寒，激发太阳经气的作用，宋桂红等[20]选取攒竹穴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 160 例，要求在患者位于最疼痛
体位时进针，针刺后达到流出眼泪，1 次治愈 91 例，经治 5~6 次后全部有效，未见无效患者。张跃敏[21]
独取患侧攒竹穴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 50 例，平刺约 1 寸，痊愈 41 例(80.2%)。

3.3. 少阳经穴位
3.3.1. 外关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外关穴为手少阳三焦经之络穴、八脉交会穴，有调畅三焦之气、疏通经络之功，洪媚、宋双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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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外关穴治疗 50 例急性腰扭伤患者，总有效率 98%。汪爽等[23]对 38 例急性腰扭伤患者采取泻法针
刺患侧外关，直刺 0.8~1.2 寸，大幅度提插捻转，总有效率 100%，认为针刺外关对内关，内关通阴维脉，
也可达到一针多穴的功效。
3.3.2. 中渚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中诸为手少阳三焦经之输穴，宋丰军等[24]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 172 例，选用 0.30 × 40 mm 针灸针
向腕关节方向斜刺中渚穴，配合大幅度提插捻转及腰部活动，总有效率为 97.1%，从解剖角度宋丰军认
为，中渚穴下有尺神经的手背支穿行，针刺敏感性较高。高海波等[25]以 2 寸毫针针刺中渚穴，治疗 76
例急性腰扭伤患者，经一次治愈者 47 例。

3.4. 督脉穴位
3.4.1. 水沟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水沟穴属督脉，为手、足阳明，督脉之会。《玉龙歌》“强痛脊背泻人中，挫闪腰酸亦可攻，委中
也是腰疼穴，任君取用两相通”赵文海等[26]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 240 例，对比人中穴(120 例)与委中穴
(120 例)的疗效，人中穴组针尖向上斜刺 0.4 寸，要求鼻根酸胀麻木，委中穴组取直刺，进针 1 寸，两组
均每隔 5 分钟泻法行针，留针 20 分钟，每日 1 次，共治 3 次。结果显示人中穴治疗组疗效优于委中穴组。
王旭凯等[27]将 150 例急性腰扭伤患者分为水沟穴治疗组及腰痛穴对照组，留针 30 分钟，每日治疗 1 次，
3 次为一疗程，治疗后结果表明 VAS 腰腿痛评分、腰椎活动度评分，针刺水沟穴组疗效均优于针刺腰痛
穴组。
3.4.2. 龈交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病在下者，高取之”，龈交穴位于上唇内，唇系带与上齿龈的相接处，属于督脉。艾尼玩·阿布
都热依木、路秋海等[28]针刺龈交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每日针刺 2 次，1 日为一疗程，痊愈率 93.3%。
张党红等[29]认为龈交穴一穴系三经，即任脉、督脉、足阳明胃经，增加了调整阴阳之效。

3.5. 经外奇穴
3.5.1. 腰痛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腰痛穴为治疗急性腰扭伤的经验穴，《灵枢·动输》所言：“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
所以手与全身阴阳经络都有联系。从经络学的“根结标本”理论来讲，可取上肢这个“根、本”治疗病
位在下的腰这个“结、标”，所以手背的腰痛穴可取。韩红[30]等研究采用针刺双侧威灵穴、精灵穴共 4
穴，每 5 分钟行针一次，同时让患者做腰部的多方位运动，与常规局部针灸火罐治疗进行对照，结果表
明针刺腰痛穴治疗配合运动疗法疗效优于局部腧穴针灸拔罐。王慧珍[31]单纯针刺腰痛点治疗急性腰扭伤
患者 54 例，采用 1.5 寸毫针直刺 0.4~0.6 寸，
留针 30 分钟，
每日治疗 1 次，共计 3 天，
总有痊愈率为 79.6%，
她认为选取腰痛点治疗本病的理论基础为手针疗法，手为经脉之气生发布散之处，腰痛点便是腰部病症
在手部的反应点。杜静[32]研究得出腰痛穴可取穴位附近压痛最明显处向腕侧斜 15˚左右进针，这样得气
快，最易出现向上传导的针感，疗效也最佳。
3.5.2. 阿是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钮铭[33]等采用芒针透刺腰背部阿是穴，治疗采用 4 寸针灸针，以阿是穴为进针点，顺肌纤维纹理由
上而下平刺，局部遇阻时行小幅度提插和震颤法，留针 5 分钟左右，待局部肌张力明显下降时退针，同
时配合屈髋屈膝运动治疗急性腰扭伤，
结果治疗 1 次痊愈者占 47.5%，
治疗 2~3 次后，
总有效率达到 95%。
研究者认为体表的阳性反应点、条索状物均是气血停滞具体表现，是由于肌肉的急性损伤产生了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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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代谢产物堆积而成的。此时，刺激局部阿是穴可以及时地疏通经络，恢复气血的正常运行，促进炎
性产物的代谢。杜静等[32]选取手阳明大肠经上手三里穴至手五里穴之间的压痛点作为阿是穴，治疗急性
腰扭伤的疼痛初期，疗效满意。
3.5.3. 内迎香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内迎香穴为经外奇穴，以治五官病症、热病等为主。有研究者认为十二正经与任督二脉中，过腰脊
部的有足太阳膀胱经，“膀胱足太阳之脉…夹脊抵腰中”；足少阴肾经，“肾足少阴之脉…贯脊属肾”；
督脉，“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所以急性腰扭伤与此三经关系密切。膀胱经经筋结于鼻
部，与肾经相表里，督脉循额，至鼻柱，内迎香穴位于鼻孔内，能够通达此三经，张俊清[34]等采用针刺
内迎香治疗急性腰扭伤与常规治疗组进行对照，每日 1 次，3 天为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后进行评价，结
果证明，单纯针刺内迎香的疗效及痊愈例数都优于常规以针刺后溪、肾腧、腰阳关、委中为主的常规针
刺治疗。
3.5.4. 十七椎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十七椎为经外奇穴，位于后正中线上，第 5 腰椎棘突下凹陷处。临床病例报道尚军等[35]针刺十七椎
治疗急性腰扭伤，采用 0.30 mm × 60 mm 毫针，进针 40 mm~50 mm，得气后即将针退出，总有效率 95.8%，
3~5 次的治愈率为 59.2%。其他相关研究较少。

3.6. 其他
3.6.1. 第二掌骨侧全息腰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乔玉成[3]等发现采用针刺第二掌骨侧全息腰穴配合腰部活动，并与推拿组对照，在缓解疼痛方面，
两组均有效，但无显著差异，在疗效等级、改善腰部活动度等方面针刺组疗效显著，优于推拿对照组。
研究者认为第二掌骨侧穴位与病变部位全息对应，手部穴位神经末梢丰富，针感强烈，强刺激后配合腰
部活动使肌肉痉挛解除，促使腰部小关节微小移位，骨节错缝自行回复，以达到治疗效果。
3.6.2. 灵骨穴治疗急性腰扭伤
灵骨穴为董氏奇穴中一大穴，位于手背部第一第二掌骨接合处，杨金龙等[36]通过单纯针刺灵骨穴配
合运动疗法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 45 例，痊愈率为 77.5%。

4. 小结
本文总结了治疗急性腰扭伤的 15 个单穴，分别为阳明经 2 个，太阳经 3 个，少阳经 2 个，督脉 2 个，
经外奇穴 4 个，其他穴位 2 个。临床研究结果表明针刺远端单穴治疗急性腰扭伤的疗效确切，部分疗效
优于常规局部取穴。手法方面，较多临床研究都要求大幅度提插捻转，以泻法为主，并配合腰部运动。
治疗时间方面，以每天治疗 1 次，共计治疗 3 次后评价疗效较多。总体看来，单穴治疗急性腰扭伤的取
穴多以三阳经穴位为主，且操作方便，针刺取穴少，治疗时间短，患者痛苦轻，有较好的临床诊疗价值。

5. 讨论
对于各个远端常用取穴，曹晔[37]等研究者选取了部分穴位进行随机对照研究，采用推拿结合针刺不
同远端穴位的方法治疗急性腰扭伤，结果表明推拿和针刺可以协同改善腰痛程度，腰部活动功能，但是
选取的腰痛穴、后溪穴、委中穴、承山穴、水沟穴五组间疗效没有统计学差异，均能产生较好的疗效。
各个穴位都有运行气血、活血祛瘀、濡养脏腑的功效，使机体达到“通则不痛、荣则不痛”的效果，并
且重手法针刺可以激活脑干下行抑制，提高患部痛阈值，从而引起广泛、强而持久的镇痛效应，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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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穴位治疗急性腰扭伤都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但临床试验中也有部分治疗无效或效果不明显的
患者，治疗时如何选穴，针刺治疗介入的时间或选取的针刺手法，刺激强度等，才能达到更精准，更迅
速的疗效，是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此外，必须加强其针对性治疗，以提高其功效。虽然上述穴
位都取得了广泛的疗效，但由于腰部有多条经脉通过，不同经脉受损临床表现各异，在治疗上仍然应辨
因辨位辨经后选取不同的穴位，相关报道指出，根据不同的疼痛部位，发现损伤后腰部疼痛位于足太阳
膀胱经和腰部督脉上，取后溪(双)穴透合谷(双)穴效果明显；疼痛位于足太阳和足少阳经上的，取腰痛穴
(威灵和精灵穴)最理想[38]。王迪等[39]观察发现，根据疼痛部位选 1~2 个经验穴(腰痛穴、中渚穴、人中
穴、后溪穴、手三里穴)针刺治疗急性腰扭伤，疗效优于安奈德、利多卡因注射痛点阻滞治疗，其认为腰
部正中疼痛首选人中，膀胱经第一侧线疼痛，首选后溪，华佗夹脊部疼痛首选手三里，腰侧部疼痛首选
中渚。现代治疗急性腰扭伤与古代文献取穴相比减少了足少阳胆经的使用，以及经络循行所过的足少阴
肾经也较少应用，增加单穴应用，充分反映了急性腰扭伤属于急证、实证，以及现代诊疗思路的变化。
现代治疗越来越强调针刺配合运动疗法，主动进行腰部的前屈、背伸、侧弯、环转等多方位运动，使骨
节错缝自行回复，两者配合可加强疏筋通络，活血化瘀之功，解除痉挛，促使“骨正筋柔，气血以流”，
使患者得以恢复。
单一穴位治疗急性腰扭伤的研究由于可变因素少，且易于规范化操作，更有助于进行机制的研究，
但目前综合看来，对于临床治疗效果的评价比较宽泛，观察的结果比较简单、单一，机制原理的研究报
道较少[40]。可利用单穴的研究优势，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效用机制，明确各个穴位的适应范围，为临床治
疗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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