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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study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workers, and it is discussed by the class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assag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cupoint application and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d a definite effect. It showed a better effect in the degree of dysfunction, pain
score, recurrence rate, quality of life score, cervical functional activity, cervical physiological curvature and cervical muscle strength measurement, numbness score and so on. It was superior to
the general treat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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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近3年来中医综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文献报道，根据中药联合针灸、针灸联合推拿、针灸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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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贴敷、针灸联合穴位注射这几个分类来论述神经根型颈椎病中医综合治疗的情况，为临床和实验工
作者提供参考。通过分析发现，中医综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效果确切，在功能障碍程度、疼痛评分、
复发率、生活质量评分、颈功能活动度、颈椎生理曲度和颈部肌力测定、麻木评分等方面显示出较好的
疗效，优于一般西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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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及工作模式，神经根型颈椎病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发病率逐
年增高，且呈年轻化的趋势。在各型颈椎病中，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发病率最高，临床表现为与受累神经
相符的神经干性痛或丛性痛，伴有感觉障碍、感觉过敏和感觉减弱[1]。患者往往受神经根型颈椎病所累
影响正常生活。中医药综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较好的疗效。作者查阅知网数据库，分析 2015 年
~2018 年中医综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文献报道，论述神经根型颈椎病中医综合治疗的情况，根据中
药联合针灸、针灸联合推拿、针灸联合穴位贴敷、针灸联合穴位注射这几个分类来论述神经根型颈椎病
中医综合治疗的情况，为临床和实验工作者提供参考，具体如下。

2. 中药联合针灸
杨茜等[2]应用针灸联合桂枝加葛根汤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作为治疗组，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以 2
周为一疗程。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92.68%)明显高于对照组(63.41%) (P < 0.01)，两组患者症状体
征评分、视觉模拟定级(VAS)评分以及焦虑量表 SAS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 < 0.05)，在不良反应
方面，治疗组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 < 0.05)。
高勇[3]将 10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予内服双氯芬酸钠缓
释片联合颈椎牵引；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消痰通络饮 I 号方联合针灸治疗，2 周为一疗程，连续治疗四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观察组临床有效率 90.0%高于对照组 72.0% (P < 0.05)；观察组 VAS、疼痛评定指数
(PRI)、现时疼痛强度(PPI)评分下降幅度优对照组(P < 0.05)。
赖米娜等[4]观察 30 例针药合用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风寒阻络证的临床疗效。两组均用针刺治疗，治
疗组加用颈痛方治疗，连续 4 周。治疗组总有效率 86.7%高于对照组 66.7% (P < 0.05)。两组中医临床症
状各指标评分比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 < 0.05)，治疗组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P < 0.05)。
周飞等[5]采用加味逐瘀颈康汤联合组加用颈三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有较好的疗效，且复发率
低。联合组总有效率、VAS 评分下降幅度、综合疗效评分上升幅度、颈肩痛相关功能障碍量(NDI)均优于
对照组(P < 0.05)；随访 6 个月后，联合组复发率为 2.53%，对照组复发率为 11.3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

3. 针灸联合推拿
杨海霞[6]收治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120 例，治疗组(60 例)予针灸推拿，对照组(60 例)予物理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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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组疗效。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及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治疗前后，
疼痛评分及颈椎功能恢复时间所得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
张云霞[7]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口服颈痛颗粒、甲钴胺胶囊、美洛昔康分散片)，观察组选取针
灸配合推拿治疗，持续两周。观察组总有效率、治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治疗后 3、6、
9、12 个月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治疗 1 周后、2 周后的单肢麻木、上肢麻木疼痛、颈
项不适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针灸配合推拿治疗能改善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症状，并且远期
复发率低。
赵海艳[8]收治 88 例非急性期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4 例，研究组予针
灸推拿治疗，对照组予常规物理治疗，观察疗效。研究组患者疗效明和功能恢复时间优于对照组(P < 0.05)。
提示针灸结合推拿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疗效优于常规物理治疗，且取效更快。
蔡景光[9]为 46 例治疗组患者采取温针灸和推拿治疗，每日一次。对照组 38 例口服复方氯唑沙宗片
和维乐生。
10 天为一疗程，
治疗 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治疗组总有效率 93.51%高于对照组 76.2% (P < 0.05)。

4. 针灸联合穴位贴敷
杨瑞萍等[10]将 10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常
规药物治疗(冲服颈舒颗粒，1 次 1 袋，每日 3 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颈三针联合维药穴位贴敷
治疗，针灸每日 1 次，穴位贴敷隔日 1 次，10 次为一疗程，治疗一疗程。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两组治疗后的颈功能活动度、颈椎生理曲度和颈部肌力测定结果均显著大
于治疗前(P < 0.05)；且观察组的以上各项指标测定结果均显著大于对照组(P < 0.05)。
高峰等[11]治疗组 30 例采用施氏温针合穴位贴敷疗法治疗，对照组 30 例采用普通针刺合穴位贴敷治
疗，3 周为一疗程，共观察治疗一个疗程，每周针刺 6 次。治疗组愈显率为 80%，高于对照组 53.3% (P <
0.05)；两组治疗前后 VAS、PRI、PPI 均有所降低(P < 0.01)；在 PPI 和 PRI 积分方面，治疗组较对照组明
显降低(P < 0.01)，而 VAS 治疗组较对照组降低(P < 0.05)。
李长河[12]回顾性分析 62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治疗及康复过程，对比单纯温针灸的治疗组，施
以温针灸配合穴位贴敷疗法治疗的观察组，总有效率和颈部疼痛评分均更优(P < 0.05)。

5. 针灸联合穴位注射
张蕊等[13]将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112 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56 例。对照组给予推拿和
牵引治疗。观察组加予针灸联合穴位注射治疗。主穴(风池、百会以及颈部病变相应部位对应的夹脊穴为)
与配穴(太冲、三阴交、足三里、伏兔、髀关、肩髃、臂臑、手三里、曲池、外关)各取 1 对，每穴注射疏
血通注射液 2 ml 和腺苷钴胺 1 mg，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隔 3 d，共治疗 3 个疗程。治疗后
两组患者生活、工作、社会能力积分，临床症状积分以及体征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 均 < 0.05)，且
观察组均好于对照组(P 均 < 0.05)；两组治疗后 VAS 评分及麻木积分均明显降低(P 均 < 0.05)，且观察组
明显低于对照组(P 均 < 0.05)；在远期疗效方面，对照组治疗后 6 个月及 12 个月后复发率高于观察组(P
均 < 0.05)。
邱超等[14]采用穴位注射联合针灸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对照组单用针灸治疗，穴位注射选用复
方丹参注射液和维生素Ｂ12 混合液 2 ml，1 次/d，均以 10 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间隔 2 d 进行下
一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观察组总有效率(91.07%)显著高于对照组(75.51%) (P < 0.05)；观察组 VAS 评
分治疗后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麻木评分治疗后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MDA
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SOD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 均 < 0.05)；两组治疗期间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DOI: 10.12677/tcm.2019.81003

10

中医学

项莲莲

张伟中[15]收治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156 例，对照组予针灸治疗，观察组 78 例予针灸配合穴位注射
治疗，穴位注射选取复方当归注射液，1~2 ml/穴，隔天 1 次。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 0.05)；
观察组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 0.01)。
杨金锁[16]收治 78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对照组 39 例给予针刺治疗，观察组 39 例予针刺联合穴
位注射方法治疗(1 ml 复方当归注射液与 0.5 ml 维生素 B12)。治疗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94.87%高于对照组
的 66.67% ( P < 0.05)。观察组 VAS 评分明显比对照组低(P < 0.05)，SF-36 评分明显比对照组高(P < 0.05)。

6. 总结
神经根型颈椎病可归属中医“项痹”、“颈肩痛”范畴，主要病机为风寒湿外邪侵袭，气血失和；
筋骨劳损，经脉不通；痰湿阻络，阻遏阳气[17]。中医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多用中药、针灸、推拿、穴位
贴敷、穴位注射等方式，具有通经活络、疏风散寒、祛风除湿等功效。通过分析近年来相关文献发现，
中医综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效果确切，在功能障碍程度、疼痛评分、复发率、生活质量评分、颈功能
活动度、颈椎生理曲度和颈部肌力测定、麻木评分等方面显示出较好的疗效，优于一般西医治疗。但笔
者认为仍存在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相关临床实验虽然数目众多，但却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临
床研究；其次文献以临床实验为主，以主观指标为主，缺乏更具有说服力的实验研究、机理研究及客观
指标加以支持。希望今后在广大医务工作者共同努力下，对于中医药综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研究能
更上一层楼，得以在临床中更加广泛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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