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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中重度变应性鼻炎
陈陆泉 王奎吉 谭翊 张燕超
【摘要】
效。方法

目的

杨威 李新吾 房高丽

王成祥

评价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中重度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患者的临床疗

选取 2012 年 8 月－2013 年 11 月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及针灸科 42 例中重度 AR 患者为研究对象，

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2 组各为 21 例，治疗组针刺蝶腭神经节，每周针刺 1 次，共 4 次。对照组针刺
风池、百会、迎香、上星、太阳、曲池及足三里穴，每周 3 次，连续 4 周。观察 2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后 1 周、4 周时鼻症状总分量表（total nasal symptoms score, TNSS）、鼻炎伴随症状总分量表（total non-nasal
symptom score, TNNSS）的变化，并采用鼻结膜炎生活质量问卷调查量表（rhinoconjunctivitis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RQLQ）评价生活质量。结果

治疗后 1 周，治疗组和对照组 TNSS、TNNSS 和 RQLQ 评

分[治疗组：5.0（4.0，6.0）分比 9.0（7.0，10.0）分、1.0（1.0，1.5）分比 3.0（3.0，3.0）分、44.0（35.5，
50.0）分比 60.0（53.5，75.0）分；对照组：6.0（5.5，8.0）分比 10.0（8.5，10.1）分、2.0（2.0，3.0）分
比 3.00（3.0，3.0）分、50.0（45.5，58.0）分比 43.0（27.0，48.0）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0.01）
，且 2 组间 TNSS、TNNSS 和 RQLQ 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
。治疗后 4 周，
治疗组 TNSS[2.0（1.0，3.0）分比 3.0（2.0，4.5）分]、TNNSS[1.0（0.0，1.0）分比 2.0（2.0，3.0）分]和
RQLQ[24.0（19.0，29.0）分比 43.0（27.0，48.5）分]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
。结论 针
刺蝶腭神经节治疗中重度 AR 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疗效迅速持久，优于常规针刺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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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t the sphenopalatine gangl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allergic rhinitis. Methods 42 cases of moderate to severe
allergic rhinitis patients in Otorhinolaryngology clinic of Tongren Hospital between August 2012 to November
2013 were randomiz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by
acupuncturing sphenopalatine ganglion, once per week, altogether 4 tim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acupuncturing Fengchi (GB20), Baihui (GV20), Yingxiang (GV29), Shangxing (GV23),Taiyang (EX-HN5),
Quchi (LI11) and Zusanli (ST36)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3 times per week for 4 weeks. The changes of
the Total Nasal Symptoms Score (TNSS) and the Total Non-Nasal Symptom Score (TNNS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Rhinoconjunctivitis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RQLQ) was used to evaluate
DOI: 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5.03.005
基金项目：北京市鼻病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2014BBYJ01）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基金（JJ2013-26）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科研骨干培育基金（TRYY-KYJJ-2014-037）
作者单位：10073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针灸科（陈陆泉、谭翊、张燕超、杨威）
，耳鼻咽喉科（王奎吉、
李新吾）
；10001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耳鼻咽喉科（房高丽）；10007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内
科（王成祥）
通信作者：王成祥，Email: wang601@sina.vip.com

·210·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5年3月第37卷第3期 Int J Trad Chin Med, March 2015, Vol. 37, No.3

the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One week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TNSS, TNNSS and RQLQ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before the treatment (treatment group: 5.0[4.0, 6.0] vs. 9.0[7.0, 10.0],
1.0[1.0, 1.5] vs. 3.0[3.0, 3.0], 44.0[35.5, 50.0] vs. 60.0[53.5，75.0]; control group: 6.0[5.5, 8.0] vs. 10.0[8.5,
10.1], 2.0[2.0, 3.0] vs. 3.00[3.0, 3.0], 50.0[45.5, 58.0] vs. 43.0[27.0, 48.0]; all P<0.01); the scores of TNSS,
TNNSS and RQLQ 1 week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TNSS (2.0[1.0, 3.0] vs. 3.0[2.0, 4.5]), TNNSS (1.0[0.0, 1.0] vs. 2.0[2.0, 3.0])
and RQLQ (24.0[19.0, 29.0] vs. 43.0[27.0, 48.5]) 4 week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1). Conclusions Acupuncture at the sphenopalatine
ganglion could relieve the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allergic
rhinitis, and show more rapid and persistent therapeutic effect. It may be superior to the common acupuncture.
【Key words】 Rhinitis, allergic; Acupuncture; Ganglia, parasympathetic; Quality of life; Treatment outcome

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是以鼻痒、

据进行统计。治疗组 23 例，男性 12 例、女性 11

喷嚏、鼻分泌亢进、鼻黏膜肿胀等为主要特点的一

例；平均年龄（51.0±14.0）岁。对照组 22 例，

[1]

类疾病 。花粉、尘螨和动物毛发等是已知的致病

男性 12 例、女性 10 例；平均年龄（48.8±10.5）

因素。刺激蝶腭神经节可调节鼻部自主神经的兴奋

岁。2 组患者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2]

性，达到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目的 。自 2011 年以

义（P 值分别为 1.000、0.176），具有可比性。

来，同仁医院针灸科采用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中

1.2

重度 AR，并与常规针刺法进行比较，取得满意疗

操作方法：一次性无菌毫针（苏州东邦医疗器械

效，现报告如下。

有限公司生产）直径 0.35 mm、长 60 mm（2 寸半），

治疗方法：治疗组采用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

以酒精局部消毒，选颧骨弓下沿，相当于颞骨颧
1
1.1

资料与方法

突和颧骨颞突合缝线部位稍显膨大处，左手食指

研究对象：收集 2012 年 8 月－2013 年 11 月

在此处的稍后方向上轻轻按压，可触摸到颧骨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及针灸

下方的弓形切迹，相当于外眦至下颌角连线与颧

科门诊患者 45 例，均符合中重度变应性鼻炎诊断

弓外下缘交点。以 55 mm 作为平均进针深度，针

[3]

标准 ；主要症状（鼻塞、流鼻涕、喷嚏和鼻部发

体与自身冠状、矢状、水平面分别保持 13°、85°、

痒）每周发作 4 日以上，且持续 4 周以上者；针刺

15°角 5 ，刺入后患者有电击感或麻胀感并传至鼻

治疗前 1 周的平均鼻症状总分
（total nasal symptoms

部或唇部，有些患者鼻部有喷水或喷砂样感觉，

[4]

[ ]

score, TNSS） ≥4 分；年龄 18～60 岁；均签署

强刺激 2～3 下后出针，不留针。出针后用消毒干

知情同意书。排除 2 周内曾患呼吸道感染或急性

棉球按压针刺部位 2 min。嘱患者当日不要进食过

副鼻窦炎者；胸部Ｘ片提示有炎症现象者；有慢

硬食物，不要过度张口。如出现局部淤血可于 24 h

性副鼻窦炎病史或慢性副鼻窦炎者；鼻腔有器质

内以冰袋冷敷，24 h 后热敷。针刺取穴双侧交替

性病变或行鼻腔手术者；有哮喘等发作性呼吸系

进行，每周治疗 1 次，共治疗 4 次。对照组采用

统疾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或接受治疗过程中

常规针刺治疗，选穴：风池、迎香、上星、太阳、

准备妊娠者；合并有心肝肾、造血系统等严重原

曲池、足三里 6 。操作方法：一次性无菌毫针（苏

发病及精神病者。共纳入 45 例 AR 患者，按随机

州东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直径 0.30 mm、

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在观察过程中，治疗组、对

长 40 mm。患者坐位，取风池穴，刺入 25 mm，

照组分别脱落 2 例和 1 例。最终对 42 例患者的数

得气为度，不留针；继仰卧，取上星，刺入 25 m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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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刺激泻法；迎香穴以毫针向上斜刺 13 mm，泻

示，M（Q1，Q3）采用秩和检验 8 。P＜0.05 为差

法，使患者感觉鼻部酸楚；足三里用补法；太阳、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曲池常规针刺，平补平泻。留针 20 min。隔日 1
次，每周 3 次，观察 4 周，共 12 次。
1.3

2

结果

临床观察指标：① TNSS 评分：包括鼻塞、

2 组完成观察共 45 例，脱落 3 例。其中治疗

流涕、鼻痒、喷嚏 4 个症状，每个症状按轻重程

组 2 例因中途使用影响疗效判定的药物及失访而

度分为 5 个等级：0 分＝无症状，1 分＝轻微，2

脱落。对照组 1 例因工作原因未坚持治疗脱落。

分＝中度，3 分＝较重，4 分＝非常重。累积总分

2.1 2 组鼻症状总分、鼻炎伴随症状总分量表、鼻

为 TNSS 总分。②鼻炎伴随症状总分量表（total

结膜炎生活质量问卷调查量表比较：治疗后 1 周，

non-nasal symptom score, TNNSS）：按鼻涕从咽部

2 组 TNSS、TNNSS、RQLQ 评分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流过、流泪、鼻或眼部痒、鼻或口腔上额疼痛、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治疗后 1 周、4 周，

头痛等症状的有或无获得评分：0 分＝无，1 分＝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 1。

[7 ]

有，累积总分为 TNNSS 总分 。③鼻结膜炎生活

2.2

不良反应：在观察过程中，治疗组 1 例患者

质量问卷调查量表（rhinoconjunctivitis quality of

面颊部针刺后有淤血现象，起针后嘱患者 24 h 内

life questionnaire, RQLQ）：分为活动、睡眠、非鼻

冷敷，24 h 后热敷，当天勿进食过硬食品。3 d 后

眼症状、实际问题、鼻部症状、眼部症状、情感等

淤血吸收。对照组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7 个维度，共 24 项提问，每一项分别按 0 分＝无困
扰，1 分＝几乎无困扰，2 分＝有些困扰，3 分＝
中等程度困扰，4 分＝十分困扰，5 分＝很困扰，

3

讨论
AR 常见症状有眼痒、鼻痒、喷嚏多、流清涕、

6 分＝极度困扰进行评分。各维度单独计分，合计总

鼻塞、头晕、头痛，如长期迁延不愈严重者可引

分即为 RQLQ 总分。2 组均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1 周、

起记忆力减退、中耳炎、过敏性哮喘等多种疾病。

4 周对以上指标进行 1 次评分，并观察治疗过程中

其发病率正在逐年增加，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AR 属中医“鼻鼽”范畴，为肺气虚、宣降失

的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数据

常所致。针刺多在鼻周局部取穴，配合全身阳明经

分析。计量资料如符合正态分布时可用 x ± s 表

远端循经取穴。从经络分布看，风池穴为胆经要穴，

示；若不符合正态分布时用中位数和四分间距表

可驱头面之风；上星可通利鼻窍，祛除在表风寒；

表1

2 组中重度变应性鼻炎患者治疗前后 TNSS、TNNSS、RQLQ 评分比较[分，M(Q1，Q3)]
例数

TNSS 评分

治疗前

23

9.0(7.0,10.0)

3.0(3.0,3.0)

60.0(53.5,75.0)

治疗后 1 周

21

5.0(4.0, 6.0)a

1.0(1.0,1.5)a

44.0(35.5,50.0)a

治疗后 4 周

21

2.0(3.0, 1.0)ab

1.0(1.0,0.0)ab

24.0(29.0,19.0)ab

组别

TNNSS 评分

RQLQ 评分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前

22

10.0(8.5,10.1)

3.0(3.0,3.0)

43.0(27.0,48.0)

治疗后 1 周

21

6.0(5.5, 8.0)a

2.0(2.0,3.0)a

50.0(45.5,58.0)a

治疗后 4 周

21

3.0(2.0, 4.5)a

2.0(2.0,3.0)a

43.0(27.0,48.5)a

注：TNSS：鼻症状评分；TNNSS：鼻炎伴随症状总分量表；RQLQ：鼻结膜炎生活质量问卷调查量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1；与对
照组同阶段比较，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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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香为局部取穴，擅治鼻病，泻迎香可宣通鼻窍；

综上所述，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中重度变应

针刺太阳穴可疏通局部经气；足三里，可健脾益气、

性鼻炎，无论是在治疗后 1 周还是 4 周，其疗效

扶助正气，为足阳明之合穴，亦为强壮要穴。

均优于普通针刺组。干预时，针刺蝶腭神经节组

同仁医院耳鼻喉科李新吾教授在多年的临床

为每周治疗 1 次，不留针，普通针刺组为每周治

实践中发现，刺激蝶腭神经节可调节鼻部自主神

疗 3 次，留针 20 min，治疗组干预频次较对照组

经的兴奋性，达到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目的。针刺

少，且起效更快，疗效持续效果更佳，患者更易

蝶腭神经节，其冲动上行，可激活下丘脑的鼻部

接受。

血管中枢的调定点，促使丘脑中枢重新恢复对鼻

参

黏膜血管床及血流的正常调控 9 。当刺激冲动下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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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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