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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针灸阳池穴对腕管综合征疗效的影响
丁乾

沈芳

【摘要】 目的 探讨针法与灸法并用对阳池穴治疗腕管综合征（carpal tunnel syndrome，CTS）的
影响。方法 收集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中医科门诊 CTS 患者 38 例，按病例
尾号随机分为两组各 19 例。治疗组采用电针治疗，对照组采用灸法治疗，两组患者均治疗 5 次/周，治
疗 2 周后观察疗效。治疗前后根据视觉模拟评分（VAS）和整体症状分数表（GSS）得分情况进行系统疗
效评价。结果 治疗后两组 VAS、GSS 评分[治疗组分别为(3.95±1.87)分、(13.42±7.81)分；对照组分
别为(4.26±2.38)分、(14.63±9.97)分]均较同组治疗前[治疗组分别为(6.89±1.56)分、(25.58±8.09)分；
对照组分别为(5.79±1.69)分、(20.37±8.67)分]减少（P＜0.05），且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t 值分别
为－3.06、－3.39，P＜0.05）
。治疗结束后 3 个月随访，两组患者 VAS、GSS 评分[治疗组分别为(3.29±
2.31)分、(8.06±7.77)分；对照组分别为(3.28±2.95)分、(10.44±9.82)分]均较同组治疗前[治疗组分别
为(6.76±1.56)分、(24.76±8.17)分；对照组分别为(5.78±1.73)分、(20.33±8.92)分]减少（P＜0.05），
但两组治疗后 V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9，P＞0.05）
；GSS 评分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t＝－2.64，P＜0.05）。结论 针刺可改善 CTS 患者的疼痛感、麻木感及运动能力。
【关键词】 腕管综合征；阳池穴；针刺疗法；灸法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f Yangchi point on carpal tunnel syndrome
*
*
DING Qian , SHEN Fang. The Second Centr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oding 0727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treating 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 with
needling Yangchi point and moxibustion on Yangchi point. Methods 38 cases of CTS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19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19 case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on Yangchi poi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xibustion on Yangchi point. VAS
(visual analogue scale) and GSS (overall symptom score table) scores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VAS, GSS scores were (3.95±1.87), (13.42±7.81)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4.26±2.38), (14.63±9.97) i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decreased than those in the same group
before the treatment [treatment group were (6.89±1.56), (25.58±8.09); the control group were (5.79±1.69),
(20.37±8.67)],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t＝－3.06, －3.39, P＜0.05). 3
months follow-up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value of VAS and GSS scores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3.29±2.31)%
and (8.06±7.77);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3.28±2.95) and (10.44±9.82), both decreased than those in the
same group before the treatment [treatment group were (6.76±1.56), (24.76±8.17); the control group were
(5.78±1.73), (20.33±8.92) (P＜0.05)]. The difference of VAS score was not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t＝－1.49, P＞0.05); while the difference of GSS score showed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2.64, P＜0.05). Conclusion Acupunctureon Yangchi poi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in,
numbness and motor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the carpal tunnel syndrome.
【Key words】 Carpal tunnel syndrome；Yangchi acupuncture；Acupuncture；Moxibustion

腕管综合征（carpal tunnel syndrome，CTS）
指正中神经在腕管内受压而表现出的一组症状和

体征，是周围神经卡压综合征中常见的一种
属中医“痹证”范畴

［1］

，

［2］

，多见于长期从事文案工

作人群，具有反复发作或渐进性的特点。临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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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000 河北省高碑店市医院神经内科（沈芳）

用针刺或灸阳池穴治疗 CTS。为了明确阳池穴位不
同方法的疗效差异，笔者分别采用针刺法和灸法
治疗 CTS，并进行对照观察，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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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18 mm×200 mm。②取穴：患侧阳池穴。

资料与方法

1
1.1

一般资料：收集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

③方法：治疗组取阳池穴电针治疗，患者取硬卧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中医科门诊 CTS 患者 44 例。

位或端坐位，暴露前臂，单手进针，阳池穴直刺

采用 CHISS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区组随机，按就诊

1.2～1.5 寸，施提插捻转法，使患者出现由针刺部

顺序随机分为两组各 22 例，治疗期间脱落 6 例，

位向上肢远端放散的串电样针感后，用 KWD-808I

共完成 38 例，包括治疗组 19 例、对照组 19 例。

电针，2 Hz 连续波，调节负载至受试者可承受范

两组患者从性别、年龄、病情方面比较，差异无

围，留针 20 min。对照组艾灸阳池穴，使局部皮

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肤变红有温热感即可，灸 20 min/次。两组患者均
治疗 5 次/周，治疗 2 周后总结疗效。

表1
组别

例数

两组 CTS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平均年龄

(岁， x

±s)

男/女

VAS 评分

(例) (分，x

1.5
GSS 评分

± s )(分，x ± s )

临床观察指标：①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3 ：在纸上或尺上划 10 cm
［ ］

长的直线，直线左端注“无痛”，右端注“极痛”。

治疗组

19

57.00±8.90

3/16

6.89±1.56

25.58±8.09

对照组

19

55.11±9.86

4/15

5.79±1.69

20.37±8.67

让受试者目测后，在线上或尺上表示出自己疼痛
的相应位置以表示疼痛的程度。②整体症状分数

2

t 值/χ 值

0.620

0.000

2.100

1.920

P值

0.538

1.000

0.043

0.063

注：CTS：腕管综合征；VAS：视觉模拟评分法；GSS 整体症状

表（global symptom score，GSS）：根据腕管综合
征的疼痛、麻木、刺痛、肌力减退、夜间疼醒五

分数表

个临床表现判断腕管综合征的严重程度，每个症
1.2

临床诊断标准：① Phalen 屈腕试验：受试者

状分为 0 至 10 分共 11 个评分等级，得分越高症
［4-5］

将肘关节平放于桌面，并使前臂垂直，同时做极

状越重

度屈腕的动作。以 60 s 为限进行测试，若 60 s 内

意 5 分、基本满意 4 分、说不清 3 分、略感不满

出现桡侧手指的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的加重则为阳

意 2 分、不满意 1 分、很不满意 0 分。④评价时

性。② Tinel 叩击试验：检查者沿受试者腕掌侧正

点：在治疗开始前、治疗两周及治疗结束 3 个月

中神经走向进行轻叩，若能引出正中神经支配区

后分别采用 VAS、GSS 评分法进行疗效评价，并

域的感觉异常则为阳性。③腕部加压试验：对于

于治疗结束 3 个月后评价患者满意度。

受试者的腕部施加150 mm Hg（1 mm Hg＝0.133 kPa）

1.6

甚至更高的压力，并持续至少 30 s，若患者桡侧手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指出现疼痛或者麻木、感觉异常的加重则视为阳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性。④神经传导速度检查：按患者的同意下进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③患者满意度评价：很满意 6 分、满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数据

± s )表示，

检查神经传导速度。
1.3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⑴纳入标准：①符合

2

结果

腕管综合征的诊断标准；②年龄为 20～85 岁者；

2.1

③为反复慢性损伤者；④近 2 周之间未按受药物

VAS、GSS 评分均较同组治疗前减少（P 均＜0.05），

治疗者；⑤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属知情同意书者。

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3.06、－3.39，

⑵排除标准：①因严重的心肝肾疾病未能检查者；

P＜0.05），见表 2。

②外伤、手术等导致有并发症者；③不能坚持治

2.2

疗者。

束后 3 个月对 38 例患者进行随访，3 例因电话号

1.4

码错误失访，其中治疗组 2 例，对照组 1 例。两

治疗方法：①针具：华佗牌一次性无菌针灸

针，规格：0.3 mm×40 mm。艾条：汉医牌艾条，

治疗前后 VAS、GSS 评分比较：治疗后两组

治疗后 3 个月 VAS、GSS 评分比较：治疗结

组患者随访 VAS、GSS 评分均较同组治疗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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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但 VAS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3

结语
腕管是指由腕横韧带和腕关节掌侧的腕骨所

学意义（t＝－1.49，P＞0.05）；GSS 评分治疗组
优于对照组（t＝－2.64，P＜0.05）
，见表 3。

围成的纤维骨性管道，腕管内有正中神经和肌腱
通过

表2

两组 CTS 患者治疗前后 VAS、GSS 评分
比较(分， x ± s )

组别
治疗组

例数

VAS 评分

［6］

。当腕关节慢性劳损或外伤后，腕管组织

发生炎症、水肿、肥厚、导致腕管变形、腕管变
窄，压迫正中神经，产生神经压迫症状和刺激症

GSS 评分

19

状

［7］

。中医认为本病为风寒湿瘀、阻滞经络，经

治疗前

6.89±1.56

25.58±8.09

络不通，出现麻木、疼痛诸症。阳池穴为手少阳

治疗后

3.95±1.87ab

13.42±7.81ab

三焦经之原穴，具有激发推动原气，进而调整十

5.79±1.69

20.37±8.67

二经气运行，使经通络和，麻痛自消。阳池穴的

对照组

19

治疗前

4.26±2.38

治疗后

a

14.63±9.97

a

注：CTS：腕管综合征；VAS：视觉模拟评分法；GSS 整体症状
分数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bP＜0.05

表3

两组 CTS 患者治疗前及随访后 VAS、GSS 评分
比较(分， x ± s )
组别

治疗组

例数

GSS 评分

6.76±1.56

24.76±8.17

17

治疗前
随访 3 个月
对照组

VAS 评分

3.29±2.31

a

8.06±7.77

医“疏经通络，化瘀止痛”的治则，缓解腕管综
合征的诸多症状。本结果初步表明，针刺阳池较
阳池灸法可有效缓解腕管综合征的临床症状。研
究中包括患者满意度在内的一些指标经统计学分
析两组差异无显著意义，考虑主要与样本量小有
关，进一步将争取开展更大规模临床研究。

ab

参

18

治疗前

5.78±1.73

20.33±8.92

随访 3 个月

3.28±2.95a

10.44±9.82a

注：CTS：腕管综合征；VAS：视觉模拟评分法；GSS 整体症状
分数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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