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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扶阳罐循经温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观察
赵蓉
（桂林市中医医院，广西 桂林）

摘要：目的 探讨扶阳罐循经温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8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予
扶阳罐循经温推治疗，对照组予循经推拿治疗。回顾性分析两组治疗前后腰痛 JOA 评分和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有效率为 95%，对照组有
效率为 7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腰痛 JOA 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间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扶阳罐循经温推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有效方法，其操作简单、易于掌握，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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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腰椎间盘突出症又称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症 ，是
骨科常见病和多发病，多见于青壮年。因腰椎间盘发生退行性变，
在外力的作用下，使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
而引起的以腰痛及下肢坐骨神经放射痛等症状为特征的腰腿痛疾
患，属于中医“痹症”、
“腰痛病”的范畴。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症
的患者通过非手术治疗可取得满意效果 [2]，常用的非手术治疗包
括卧床休息、腰背肌功能锻炼、牵引按摩推拿治疗、口服非甾体类
消炎药、辨证口服中药等。笔者采用扶阳罐循经温推疗法来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取得良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创伤外科收治、经影像
学检查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80 例患者，纳入标准：①符合诊
断标准；②年龄 <65 岁；③不合并糖尿病、血友病、严重的心肺系统
疾病；④患者要求非手术治疗。排除标准：①合并胸腰椎骨折；②
多节段的腰椎间盘突出伴有下肢疼痛或（和）麻木；③合并腰椎椎
管骨性狭窄、腰椎滑脱；④ CT 或 MRI 提示腰椎间盘巨大突出或极
外侧突出，患者明显的腰痛伴下肢放射性麻痛，预计非手术治疗无
效；⑤合并马尾综合征；⑥患者无接触类药物过敏史；⑦各种原因
无法坚持治疗者。
将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观察组
男 28 例、女 12 例，年 龄 32 岁 ~57 岁，平 均 47.05±6.44 岁，其 中
L3/4 节段突出 10 例，L4/5 节段突出 15 例，L5/S1 节段突出 15 例；
对 照 组 男 31 例、女 9 例，年 龄 30 岁 ~58 岁，平 均（44.85±7.92）
岁，其中 L3/4 节段突出 9 例，L4/5 节段突出 16 例，L5/S1 节段突
出 15 例。 两 组 患 者 在 性 别、年 龄、病 变 部 位 等 方 面 具 有 可 比 性
(P>0.05)。

位点罐：分别选取阿是穴、腰阳关、肾俞、委中、太溪、悬钟、阳陵泉
等穴，术者右手握住扶阳罐体部，以选定穴位为靶点，垂直用力，靶
点不可有偏移，操作力度由轻到重，逐层渗透。⑤点罐结束后予循
经温推治疗：术者手持扶阳罐，以温热的罐底面接触患者体表，罐
前 1/ ３稍抬起，分别按督脉、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阳
胆经循行方向，操作时力度均匀，做到重而不滞、轻而不浮现，路线
不跳跃，有节律的缓慢进行推罐，以出现皮肤紫红为度。⑥注意事
项：操作人员需经过专业训练，以免用力不当而造成患者不适；操
作后需严格观察患者皮肤有无过敏，如有应及时停用；操作后 4h
内应保持皮肤干燥，避免接触水后引起不适。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的腰痛 JOA 评分，治疗后的皮肤反应。

1.4 疗效标准评价
痊愈：腰痛症状消失，无伴下肢放射性麻痛，可正常参与生活
及工作劳动；好转：腰痛有所减轻，仍伴有下肢放射性麻痛，但麻痛
较前减轻，可基本参与生活及工作劳动，生活可自理；无效：腰痛无
明显缓解，仍伴有下肢放射性麻痛，症状未见明显缓解，无法正常
参与活动及工作劳动。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s）表示，组间、组
内腰痛 JOA 评分采用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未出现皮肤过敏、水泡或感染迹
象。观察组有效率为 95%，对照组有效率为 75%，两组治疗结果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两组治疗后的腰痛
JOA 评分均比操作前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
间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1.2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常规予以入院宣教，嘱患者卧床休息，指导
腰背肌功能锻炼，静脉用药予以活血通络止痛治疗。在此基础上，
观察组给予扶阳罐循经温推治疗；对照组予循经推拿治疗。两组
治疗均 1 次 /d，每次约 1h，10 天为一疗程。
1.2.1 对照组
循经推拿治疗方法：向患者解释并协助患者取俯卧位，施术者
根据腰椎间盘突出节段和下肢放射痛麻木所反映的经脉循行部位
予以循经推拿，采用按法、揉法作用于阿是穴、腰阳关、肾俞、委中、
太溪、悬钟、阳陵泉等穴，滚法、推法作用于腰部督脉、腰部足太阳
膀胱经、下肢足太阳膀胱经、下肢足少阳胆经、下肢足厥阴肝经。
力度由浅入深，操作轻柔。
1.2.2 观察组
扶阳罐循经温推治疗方法：①向患者解释操作流程，取得患者
配合。②操作前检查扶阳罐是否完整，罐口是否光滑，有无裂痕和
毁损，接通电源 10min 后罐底有无温热感。③协助患者取俯卧位，
将配置的扶阳经络油（由红花、血竭、独活、川芎、肉桂、附子、金银
花、食用植物油等配制而成）均匀涂抹在腰部及患侧下肢。④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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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结果比较（n，%）
组别

n

痊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40

3

35

2

95

对照组

40

1

29

10

75

Z值

-2.571

P值

0.010
表 2 两组腰痛 JOA 评分比较（ ±s）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观察组

40

10.93±1.89

20.73±2.63

-20.446

0.00

对照组

40

10.78±2.22

18.78±4.03

-11.256

0.00

Z值

-2.100

P值

0.039

3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 [3]，腰椎间盘突出症是由于腰部过度受累或姿
势不当，长期劳损致腰部韧带和肌肉松弛，影响腰椎稳定性，导致
（下转第 193 页）
投稿邮箱 ：sjzxyx88@126.com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 年第 19 卷第 50 期
2.2 数据处理工具
用 SPSS 17.0 软件，数据由频数、均数、百分比及标准差表示，
计量资料用方差分析，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0.05 代表有统计
学意义。

3 结果
尿失禁评分：出院前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尿失禁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两组患者出院后 3 个月、6 个月观察组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尿失禁评分比较（ ±s）
组别

n

出院前

出院后
3 个月

6 个月

观察组

49

14.19±6.36

10.33±4.03

7.88±2.08

对照组

48

13.85±5.98

12.08±3.98

9.03±2.96

t值

0.271

2.151

2.218

P值

0.393

0.017

0.014

4 讨论
前列腺癌术后并发尿失禁为此类手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随
着近年来泌尿外科医务工作者对此类并发症的重视，临床上会通
过改进手术方式，如术中对患者控尿功能的保护，使得前列腺癌术
后尿失禁的发生率较以往有一定程度上的下降，但术后暂时性尿
失禁的发生率仍高达 6%-20% [5]。患者盆底肌训练作为目前前列
腺癌根治术后预防尿失禁的保守治疗方法在临床上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6]。随着认识度的增加，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研究转向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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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肌的锻炼时机对前列腺癌术后尿失禁的影响，如术前进行盆底
肌训练，对盆底肌训练对尿控的影响 [7-8]。但临床上少有关于术后
盆底肌锻炼的时机对尿失禁的影响，鉴于此笔者通过指导术后患
者在不同时机进行盆底肌锻炼，观察其对患者术后尿失禁的影响，
发现术后尽早进行盆底肌的功能训练对于提高盆底肌功能，缓解
术后尿失禁情况效果值得肯定。适宜在临床上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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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根或硬脊膜，刺激神
经根水肿，而产生无菌性炎症反应，引起腰痛及下肢麻痛 [4,5]。因
而，治疗的关键在于减轻神经根水肿，解除压迫反应，减少无菌性
炎症因子的释放 [6]。扶阳罐循经温推是在传统推拿手法上演变
而来，结合拔罐疗法和推拿手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集“温推、温
刮、热疗、拔罐等”为一体，通过循经推拿来兴奋人体皮肤机械感
受器，用温热来改善人体化学和温度感受器，温通督脉和足太阳膀
胱经，深达病变组织，减轻局部机械压迫刺激，减少无菌性炎症因
子的释放，理气止痛，体现了中医循经辨证的特点。本研究显示，
扶阳罐的恒温设计不会因操作不当而灼伤皮肤，罐缘圆滑不会因
用力过重而损伤正气；循经温推手法不会产生剧烈的痛感，温推作
用可以增加局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痉挛 [7]，无过敏现象，
不论是治疗的有效率还是腰痛 JOA 评分，都明显优于对照组的传
统循经推拿治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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