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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针灸治疗耳鸣的研究近况
庞金榜

王寅

耳鸣可见于多种疾病，也可成为一个独立的疾病。

果，针刺组在治愈率、总有效率方面均优于药物组。刘
［6 ］

取内关、水沟等治疗耳聋、耳鸣。先刺内关、

临床上分为客观性耳鸣和主观性耳鸣，后者多见。本文

淹清等

所述之耳鸣专指主观性耳鸣。耳鸣，指耳内有鸣响、周

用泻法 1 min，继刺水沟穴、斜向上刺入约 13 mm，用

围环境并无相应的声源，是一种主观感觉，《外科证治

雀啄手法至流泪或眼球周围充满泪水为度，留针 5 min；

［1］

全书》 云：“耳鸣者，耳中有声，或若蝉鸣，或若钟

再取翳风、听会、中渚、侠溪等穴。共治疗 56 例，有

鸣，或若火熇熇然，或若流水声，或若簸米声，或睡着

效率为 98.2%。朱振富

［2］

［7］

选取患侧听宫、听会、翳风、

如打战鼓，如风入耳”。耳鸣的发生率约为 13%～18% 。

完骨、角孙等穴，实证开四关、虚证补肝肾。总有效率

本病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且治疗有一定的难度。由

为 91.9%。夏秋成等

于耳鸣的确切机理目前尚不清楚，因此治疗上未取得满

侠溪、后溪、偏历为主穴治疗耳鸣，并随症加减。结果，

意效果，迄今尚无特效治疗药。针灸疗法以其安全、副

总有效率为 98.4%。

作用小、易于操作易被患者接受，在治疗方面发挥着重要

1.2

作用。笔者通过 CNKI 检索到近十年来有关针灸治疗耳鸣

30 例，主穴取耳门、听宫、听会、翳风、风池、百会，

的文献 70 余篇，具有代表性的 20 余篇，现归纳如下。

头皮针晕听区、胃区、曲池、外关、中渚等，双侧耳门

电针：张翠彦

［8 ］

［9］

取听宫、听会、翳风、中渚、

报道，电针治疗神经性耳鸣患者

穴加用电针治疗仪，电流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每穴
1
1.1

均留针 30 min，1 次/d，14 次为 1 个疗程。结果，总有

针刺疗法
［3］

体针：鄢路洲

针刺治疗 80 例神经性耳鸣患者，

效率为 89.9%。李石良等

［10］

在耳门、或听宫、或听会、

主穴取百会、人中、听宫、下关、翳风。肝胆火盛配太

翳风、神庭、百会、聪耳 1～3 等穴位处行连续多点脉

冲、外关；外感风热配合谷；肾气亏虚配颊溪、肾俞。

冲刺激，每周 3 次，总有效率为 76.5%。罗仁翰等

结果，总有效率为 90%。李冠豪等

［4］

［11］

取风市穴治疗耳

取患侧听会、翳风穴，双侧合谷、侠溪、中渚等穴治疗

聋、耳鸣。用夹持进针法，进针后缓慢提插捻转，得气

耳聋、耳鸣，并随症加减。针刺得气后接电针仪，采用

后改用子午捣臼法，在得气感渐强时，施以迎随补泻之

连续波，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留针 30 min，1 次/d，

泻法，令针尖朝上使得气感向患处传导，持续运针 2～

10 d 为 1 个疗程。结果，观察 30 例，总有效率为 86.7%。

3 min，留针 3 min 后再次运针 2～3 min，如此反复操

郜富春等

作 3 次，当患者自觉针感向上传导甚至隐约传入耳中

风穴上 5 分处）等穴治疗耳聋、耳鸣。针刺得气后接电

时，则以导气法将毫针提至天部，摇大针孔迅速出针，

子针疗仪，连续波强度以患者能忍受为度，1 次/d，10 d

1 次/d，3 d 为 1 个疗程。本组共治疗 8 例，有效率 100%。

为 1 个疗程。
结果，
本组治疗 63 例，
总有效率为 77.78%。

谭开强等

［5］

针刺颈夹脊穴（以上颈段为主）、风池、内

1.3

［12］

取患侧听宫、听会、翳风、完骨、治聋（翳

［13］

体针加耳针：徐仁权

采取耳针配合体针治疗耳

关、脑户（枕中线）等，均采用捻转补泻法、不提插。

聋、耳鸣，取内耳、外耳、三焦颞、耳尖、患听点（肘）

20 min/d 治疗，10 d 为一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结

肾、胆、交感等耳穴。耳尖用消毒三棱针放血，血液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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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红色为止；其余穴位用 0.5 寸毫针直刺，提插捻转至
穴位处酸胀、酸痒。体针取翳风、听会、中渚、侠溪等
穴，翳风斜向上方刺入 25～40 mm，使耳内沉胀如有风
行；听会穴斜向内耳逆刺入约 25 mm，方向斜向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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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感扩散至内耳；侠溪、中渚均顺骨间斜向上方刺入约

5

25 mm，捻动针柄促针感上传。留针 30 min，10 min 行

针刺加穴位注射
张晓菊等

［ 20 ］

采用穴位注射配合辨证取穴治疗耳

针 1 次。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

鸣，针刺主穴取听宫，痰火郁结配行间、丰隆、内庭；

本组共 62 例，总有效率为 98.39%。

肝火上扰配太冲、丘墟、中渚；肾精亏损配太冲、肝俞、
肾俞、太溪、三阴交；脾胃虚弱型配中脘、脾俞、足三

2

艾灸

里、下关、百会。穴位注射取听宫、下关、侠溪、翳风、
［14］

用石菖蒲、郁金、半夏、冰片合生姜汁

听会、中渚。每次选 4～6 个穴位，每穴注入 0.1～0.2 ml

制成直径 4 cm、厚 0.5 cm 的药饼，分别置于听宫、听

维生素 B12。治疗 35 例，总有效率为 94.28 %、痊愈率

会、完骨、天柱穴处，再于其上放置艾炷，每穴各灸 6

17.14 %。笔者认为，治疗耳鸣要辨证与辨经相结合，

壮治疗耳鸣。结果，总有效率为 98.2%。

虚证及肾选用足少阴肾俞穴；实证以泻少阳经为主，强

马胜等

调局部用穴的重要性。
3

针灸并用
康晓利等

［15］

用针刺配合艾灸治疗耳聋、耳鸣，主

6

穴取水沟、内关、百会穴，配穴取翳风、听宫、外关、

耳穴贴压
唐娅琴等

［21］

用耳穴贴压法治疗耳聋、耳鸣，取患

耳门穴，配合中药苍术灸耳，行平补平泻法，留针 20～

侧耳穴肝、肾、内耳、神门、皮质下、外耳。操作时一

30 min，1 次/d；苍术艾灸耳，15 min/d，每周治疗 5 次。

手固定患侧耳廓，另一手持探棒由上而下寻找压痛点，

结果，本组 15 例，有效率为 92%。王卉

［16］

以侠溪、

压痛最明显处即为耳穴治疗点。消毒后用镊子取磁珠贴

中渚、翳风、听会为主穴，针刺得气后在听会穴施温针

于耳穴上，以贴压处感到胀而略沉重刺痛为度，采用点

灸 3 壮，治疗中耳炎所致耳鸣 34 例。结果，痊愈 15 例、

压法每穴点压 20～30 次，每 4 h 按压 1 次，3d 更换磁珠，

显效 10 例、有效 6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1.18%。

14 d 为 1 个疗程。结果，本组 50 例，总有效率为 94%。

4

7

穴位注射
陈兴岷

［17］

针药并用
［22］

谯凤英

以听会、翳风两穴隔日交替注射当归注

报道以针药并用治疗神经性耳聋、耳鸣，

射液、2%利多卡因各 1 ml 治疗 68 例单纯性耳鸣。治愈

治疗组按辨证给予活血通窍药、针刺主穴为耳门、听宫、

59 例（86.8%），其中注射 1 次痊愈者 12 例、2～3 次痊

听会、完骨、翳风，静脉点滴川芎嗪。结果，总有效率

愈 47 例，显效 9 例（13.2%）
，总有效率为 100%。王

为 67%。作者认为，活血化瘀、针刺、静脉点滴三位一

海燕

［18］

穴位注射治疗耳聋、耳鸣，主穴取听宫、中渚，

体的治疗方法可互相协同提高听力、治疗耳鸣。

肝火旺配太冲穴、痰火蕴结配丰隆穴、外感风热配合谷
穴、脾虚配足三里穴、肾虚配太溪穴，各穴位注射维生
素 B12 药液 0.5 ml。本组 26 例，总有效率为 92.3%。厉
［19］

8

其他疗法
于力

［23］

采用针刺配合按摩治疗神经性耳鸣，先针

取维生素 B12、维生素 B1 各 1 ml，轮流注射耳

患侧听宫、听会、翳风，行捻转提插至耳部有胀感；同

门、听宫、听会、翳风四穴之一，1 次/d，16 d 为 1 个

时用鼓膜按摩术和鸣天鼓手法进行按摩，鼓膜按摩时令

疗程。共治疗 28 例，总有效率为 85%。作者认为，病

患者坐位，术者于患者身后手掌压覆于外耳上，按压随

程短、年轻者疗效较好，病程长伴感音性神经性听力下

即放松，手掌有被嘬吸的感觉为 1 次，共做 10 次。单

降、年长者疗效较差，可能与内耳及听神经退行性变有

耳有耳鸣者只做患侧、双耳耳鸣者双侧均做。鸣天鼓时，

关。另外，不伴耳聋者疗效优于伴耳聋者。由上可知，

术者站在患者身前，掌心覆于外耳上，五指置于头后，

穴位注射不仅能保持较长时间的针感作用，还可发挥药液

食指搭在中指上向下弹拨，患者如闻鼓声，左右各做

对穴位的刺激作用。局部注射距耳道近、吸收及见效快。

24 次。结果，治疗 36 例，显效 9 例（25.0%）
、有效 21

金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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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8.3%）
、无效 6 例（16.7%）。马德元

［24］

颊溪、中渚、翳风等为主穴，头针取颞后线治疗神经性
耳鸣 45 例，总有效率为 93.3%。作者认为，头针的颞
后线以治疗耳鸣、耳聋、眩晕为主，但治疗时一定要掌
握操作方法及频率。李璟

［25］

参

以听会、

以腕踝针为主治疗耳鸣，

腕踝针取 32 号、115 寸毫针，在腕踝针上 1 区、上 4

［1］

重的得气感，留针 30 min；配合体穴风池、率谷、听宫、

治疗有效则双耳均有效，若无效则双耳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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