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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热敏灸联合独活寄生汤治疗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肝肾亏虚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本院 124 例 KOA 肝肾亏虚证患者按随

证的疗效。方法

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62 例。对照组服用独活寄生汤，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热敏灸治疗。
2 组均治疗 28 d。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症状分级评分，采用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

（WOMAC）评价关节功能；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fibroblast growth factors-2，FGF-2）、TGF-β1、IL-1β、IL-6、TNF-α 水
平，评价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1.9%（57/62）、对照组为 77.4%（48/62），2 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 =5.04，P=0.025）。观察组治疗后症状分级评分和 WOMAC 评分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
2

为 11.33、12.23，P 值均<0.01）。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IGF-1［（15.63±2.03）ng/L 比（12.78±1.57）ng/L，t=

8.75］、FGF-2［（30.26±5.37）ng/L 比（26.31±1.94）ng/L，t=5.45］、TGF-β1［（30.39±6.71）μg/L 比（24.31±

5.12）μg/L，t=5.67］水平高于对照组（P<0.01），IL-1β［（12.50±3.36）ng/L 比（16.09±4.90）ng/L，t=4.76］、
IL-6［（10.59±3.28）ng/L 比（21.75±4.09）ng/L，t=16.76］、TNF-α［（4.04±1.92）ng/L 比（6.48±1.43）ng/L，t=
8.03］水平低于对照组（P<0.01）。2 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热敏灸联合独活寄生

汤可有效缓解 KOA 肝肾亏虚证患者的关节疼痛，改善活动受限，促进关节软骨修复，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骨关节炎，膝； 肝肾亏虚； 热敏灸疗法； 独活寄生汤
基金项目：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2018-3-4112）

Clinical study on thermal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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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rmal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and kidney deficiency syndrome of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124 KOA patients with liver
and kidney deficiency syndrome,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62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rmal
moxibus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28 days. TCM symptom
scores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Osteoarthritis Index of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y (WOMAC) was used to evaluate joint function.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serum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 (FGF-2),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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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F- β1), IL-1β, IL-6, TNF- α levels,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1.9% (57/6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77.4% (48/62)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χ2=5.04, P=0.025). After treatment, the
TCM symptom score and WOMAC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 values were 11.33 and 12.23, respectively, all Ps<0.01).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levels of IGF-1 [(15.63±2.03) ng/L vs. (12.78±1.57) ng/L, t=8.75], FGF-2 [(30.26±5.37) ng/L
vs. (26.31±1.94) ng/L, t=5.45] and TGF- β1[(30.39±6.71)μg/L vs. (24.31±5.12) μg/L, t=5.67]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while the
levels of IL-1β [(12.50±3.36) ng/L vs. (16.09±4.90) ng/L, t=4.76], IL-6 [(10.59±3.28) ng/L vs. (21.75 ±
4.09) ng/L, t=16.76] and TNF- α [(4.04±1.92) ng/L vs. (6.48±1.43) ng/L, t=8.0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There was no adverse
events from both groups during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rmal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Duhuo Jisheng Ddecoction can alleviate the joint pain of KOA patients with liver and kidney
deficiency syndrome, promote cartilage repair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Key words】 Osteoarthritis, knee;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 Thermal moxibustion
therapy;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Fund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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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 骨 关 节 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为 临 床

骨节肥大，活动受限；舌脉：舌质红、少苔，脉沉细

痛和活动受限为主，因其致残率较高，给社会造成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2020-023）且患者或

常见慢性退行性骨关节疾病，临床症状以膝关节疼
。中医学并无 KOA 病名，依据其

［1-2］

较大经济负担

弱）［6］；Kellgren-Lawrence 分级为Ⅰ～Ⅲ级；本研究
其家属对治疗方案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临床表现属中医“痿证”
“痹证”
“骨痹”
“冷痹”
“鹤膝

排除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合并心、肝、肾等重

风”等范畴，与肝肾不足，感受外邪，劳损过度，痰浊

要脏器病变者；有膝关节严重外伤史者；妊娠或哺

血瘀等有关，证属本虚标实、本痿标痹［1］。独活寄

乳期患者；为风湿、类风湿、痛风患者；合并造血系

生汤出自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可祛风湿、

统疾病者；精神疾病者。

止痹痛、补肝肾、益气血，主治痹证日久、肝肾两虚、
气 血 不 足 所 致 的 腰 膝 疼 痛 、痿 软 、肢 节 屈 伸 不 利
等［3］。热敏灸可通过透热、传热、扩热、异位热更好
地激发经气，使气至病所，提升艾灸效果［4］。本研

究拟观察热敏灸联合独活寄生汤对 KOA 患者临床

症状、关节活动受限及关节软骨修复方面的影响，
评价临床疗效。
1

1.1

选 择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 本 院 患 者

124 例，均符合膝骨关节炎临床诊断标准 且均辨
［5］

证为肝肾亏虚证（主症：关节疼痛，痿弱少力；次症：
表1
组别

例数（男/女）

观察组

62（25/37）

χ /t 值
P值

注

良反应或其他原因需改变治疗方案者。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KOA 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 2 组，每组 62 例。2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治疗方法

对照组服用独活寄生汤（桑寄生、生地黄、白

芍、当归、甘草、人参、川芎、防风、肉桂心、茯苓、秦

研究对象

2

差，不能按试验方案用药者；治疗期间出现严重不

1.2

资料与方法

对照组

剔除临床资料不全，无法判定疗效者；依从性

62（26/36）
0.03

0.855

KOA：膝骨关节炎

60.54±4.63
0.09

0.927

房代煎，200 ml/剂，早晚服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结合热敏灸，患者取仰卧位，充分暴露膝关节，

2 组 KOA 肝肾亏虚证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年龄（岁，xˉ ± s） 病程（月，xˉ ± s）
60.62±5.03

艽、细辛、牛膝、杜仲各 6 g，独活 9 g），由本院中药

22.08±5.53
21.47±5.18
0.63

0.527

发病部位［例（%）］
左膝

右膝

30（48.4）

32（51.6）

29（46.8）

0.03

0.857

33（53.2）

Kellgren-Lawrence 分级［例（%）］

Ⅰ级

22（35.5）
20（32.3）

Ⅱ级

16（25.8）
17（27.4）
0.15

0.930

Ⅲ级

24（38.7）
2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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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患者放松肌肉，平稳呼吸，点燃艾条，分别在阳

陵泉、阴陵泉、梁丘、血海距皮肤3 cm处回旋灸30 s，
温热局部气血，雀啄灸 30 s 加强敏化，循经往返灸

30 s 激发经气，再温和灸发动感传和开通经络，以

灸疗至传感消失，
皮肤灼热为度。30 min/次，
1次/2 d。
2 组均连续治疗 28 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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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疼痛和关节活动无明显改善，症状分级评分
减少率<30%。以尼莫地平方法计算症状分级评分
减少率。症状分级评分减少率（%）=［（治疗前评
分-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行正

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观察指标

分 别 于 治 疗 前 后 进 行 症 状 分 级 评 分［7］，包 括

“在不平路面上行走、蹲下或弯曲膝关节、登上标准
登机梯、走下标准登机梯、最大行走距离、坐位站立
时疼痛或不适、行走时疼痛或不适、晨僵或起床后
痛加重、夜间休息时疼痛或不适”9 项，每项按其严

重程度分为无及轻、中、重度，分别计 0、2、4、6 分，
各项评分之和为总分，分值范围为 0～54 分。

采用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

数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8］
WOMAC）
评价关节功能，包括疼痛、僵硬、关节功

能 3 项，分值范围为 0～96 分，评分越低关节功能状
态越好。

采集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6 ml，以离心半径

10 cm、3 000 r/min 离 心 10 min，取 上 清 。 采 用

ELISA 法 检 测 血 清 胰 岛 素 样 生 长 因
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2（fibroblast growth factors-2，FGF-2）、

xˉ ± s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组间比较用

独立样本 ｔ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用
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 察 组 总 有 效 率 为 91.9%（57/62）、对 照 组 为

77.4%（48/62），2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
5.04，P=0.025），见表 2。

2 组 KOA 肝肾亏虚证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表2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观察组

62

17（27.4）

28（45.2）

12（19.4）

对照组
注

2.2

62

9（14.5）

22（35.5）

KOA：膝骨关节炎

17（27.4）

无效
5（8.1）

14（22.6）

2 组治疗前后症状分级评分与西安大略和麦

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评分比较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症状分级评分

TGF-β1、IL-1β、IL-6、TNF-α 水平，试剂盒均购自

与 WOMAC 评分均降低（P<0.01），且观察组低于对

剂盒说明书进行。记录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2.3

武汉益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操作严格按照试
1.4

疗效判定标准
［7］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相关内容制定。临床控制：X 线显示正常，疼痛消
失，关节活动正常，症状分级评分减少率>95%；显

效：X 线显示明显好转，疼痛消失，关节活动不受
限，症状分级评分减少率>70%～95%；有效：X 线显

示有所好转，疼痛基本消失，关节活动轻度受限，症

状分级评分减少率为 30%～70%；无效：X 线显示无
表3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62

对照组
t值
P值
注

62

照组（P<0.01），见表 3。

2 组治疗前后血清学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2 组治疗后血清 IGF-1、

FGF-2、
TGF-β1 水平升高（P<0.01），
且观察组高于对

照组（t 值分别为8.75、
5.45、
5.67，
P 值均<0.01）；
IL-1β、
IL-6、TNF-α 水平降低（P<0.01），且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t 值分别为4.76、
16.76、
8.03，
P值均<0.01），
见表4。
2.4

安全性评价

2 组 患 者 均 未 出 现 明 显 不 良 反 应 ，治 疗 前 后

血、尿、大便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无明显改变。

2 组 KOA 肝肾亏虚证患者治疗前后症状分级评分及 WOMAC 评分比较（分，xˉ ± s）
症状分级评分

WOMAC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36.82±6.45

24.36±2.46

14.21

<0.001

58.03±8.68

21.00±5.94

27.72

<0.001

35.72±4.88
1.07

0.286

29.48±2.57
11.33

<0.001

8.91

<0.001

KOA：膝骨关节炎；WOMAC：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

58.24±8.85
0.13

0.894

34.50±6.35
12.23

<0.001

17.1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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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组别

62

治疗前

P值
62

治疗前

30.26±5.37a
8.82

21.16±7.34

30.39±6.71a
7.31

IL-1β（ng/L）

IL-6（ng/L）

21.34±5.18

38.75±5.36

12.50±3.36a
11.27

10.59±3.28a
35.29

TNF-α（ng/L）
8.93±1.98

4.04±1.92a
13.96

<0.001

<0.001

<0.001

<0.001

10.11±1.40

23.58±2.50

21.19±6.58

22.58±5.37

38.73±5.43

9.03±1.85

<0.001

P值

23.61±2.53

TGF-β1（μg/L）

<0.001

9.99

t值

FGF-2（ng/L）

<0.001

12.78±1.57

治疗后

3

10.09±1.38
17.77

t值

注

IGF-1（ng/L）

15.63±2.03a

治疗后

对照组

· 639 ·

2 组 KOA 肝肾亏虚证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IGF-1、FGF-2、TGF-β1、IL-1β、IL-6、TNF-α 水平比较（xˉ ± s）
例数

观察组

Int J Trad Chin Med, June 2022, Vol. 44, No. 6

26.31±1.94
6.79

<0.001

24.31±5.12
2.95

<0.001

16.09±4.90
7.03

<0.001

21.75±4.09
19.67

<0.001

KOA：膝骨关节炎；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FGF-2：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讨论

KOA 是年龄、炎症、肥胖、遗传、创伤等多因素

6.48±1.43
8.59

<0.001

痛；桑寄生苦平，入肝肾经，强筋骨、补肝肾，共为君
药。臣以牛膝苦酸平，补肝肾、强腰膝、活血通络；

导致的一种严重影响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全关节

杜仲甘辛温，滋肝补肾、强筋健骨。佐以甘草、茯

疾病，病理特点为关节软骨破坏、肌肉萎软无力、关

苓、人参益气扶正；生地黄、白芍、当归、川芎养血和

节囊挛缩、软骨下骨硬化等，上下楼梯时膝关节疼

营；细辛发散少阴经风寒；防风、秦艽祛风胜湿，蠲

痛是 KOA 早期信号，随着病情进展可逐渐出现膝

关节疼痛、肿胀、关节受限，严重者还会出现膝内翻
或膝外翻 。目前研究认为，KOA 是生物学、力学
［1］

痹止痛；桂心入肝肾血分，以散阴寒。独活为少阴
引经药，故又为使药。诸药合用共奏扶正祛邪之
功，使肝肾强而痹痛愈。热敏灸是一种以艾热悬灸

等因素作用下软骨下骨、细胞外基质、软骨细胞降

热敏态穴位提高艾灸疗效的新疗法［10］。胃、脾、胆

解与合成正常偶联失衡而导致的结果［9］。

三经均经过膝部，阳陵泉为足少阳合穴，具有舒筋、

KOA 早在《内经》中就有相关记载。如《素问•

壮筋的作用，阴陵泉为太阴脾经穴位，可健脾渗湿、

长刺节论篇》有云：
“ 病在骨，骨重不可举……名曰

通络止痛。
《玉龙歌》有云：
“ 膝盖红肿鹤膝风，阳陵

骨痹。”
《素问•痹论篇》还详细论述了痹证病因病

二穴亦堪攻。”梁丘为足阳明经郄穴，可理气止痛、

机，根据不同部位提出了“骨痹”
“ 皮痹”
“ 肉痹”
“筋

通经活络。
《针灸甲乙经》有云：
“ 胫苕苕痹，膝不能

痹”
“脉痹”概念，并指出其特异性症状“痹在于骨则

屈伸……梁丘主之。”血海为足太阴脾经穴，可健脾

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

化湿、祛瘀血、通经活络。
《金针梅花诗钞》有云：
“缘

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也”。肝藏

何血海动波澜，统血无权血妄行。”热敏灸阳陵泉、

血，肝血充足则筋脉得以濡养，肝血不足，血不养

阴陵泉、梁丘、血海可补益气血、舒缓筋脉，并疏通

筋，则筋骨酸软；肾主骨生髓，为先天之本，肾精充

经络、活血止痛。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高

足则骨髓生化有源，骨骼得以滋养而坚固有力，肾
精不足则骨髓生化乏源，骨骼不得滋养而脆弱无
力。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所云：
“ 七七，任脉
虚，太冲脉衰少……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肾
藏衰，形体皆极。”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肝肾之气逐

渐衰败 ，KOA 也多发于中老年人群 ，符合这一特

点。KOA 病情缠绵日久，肝肾不足致使筋骨失于
濡养而退变伤及筋骨，因此会出现关节疼痛、局部
僵 硬 、屈 伸 不 利 症 状 ，故 滋 补 肝 肾 是 肝 肾 亏 虚 型
KOA 治疗的关键。

独活寄生汤出自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

方》，方中重用独活，辛苦微温，祛风化湿、蠲痹去

于对照组，且症状分级评分和 WOMAC 评分低于对

照 组 ，提 示 热 敏 灸 联 合 独 活 寄 生 汤 可 有 效 缓 解
KOA 患者的关节疼痛，改善关节活动受限。

关节软骨细胞凋亡和软骨破坏是 KOA 关节软

骨退行性改变及破坏的重要原因［11］。IGF-1 为一

类促进生长发育和调节物质代谢的活性蛋白多肽
物 质 ，可 促 进 软 骨 细 胞 分 裂 和 软 骨 基 质 合 成［12］。
FGF-2 为血管生成因子，可调节软骨形成和修复软
骨［13］。TGF-β1 为多肽性细胞生长负调控因子，能

促进软骨细胞增殖和分化，是诱导软骨修复的重要
生长因子［14］。随着关节软骨的退变，炎性细胞因子
的大量释放，加剧了关节软骨的损伤［15］。IL-1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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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6、TNF-α 被认为是 KOA 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炎

[5]

大量表达［16-17］。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6]

IL-6、TNF-α 水平低于对照组，提示热敏灸联合独

[7]

性细胞因子，在 KOA 患者软骨、骨膜、滑液均出现

IGF-1、FGF-2、TGF- β1 水 平 高 于 对 照 组 ，IL-1β、
活寄生汤可有效抑制 KOA 肾虚血瘀证患者软骨细
胞损伤和炎症反应，促进软骨修复。其机制可能与

[8]

独活寄生汤能通过调节 MYC、MAPK8、caspase-3、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IL-6 等靶点抑制炎症反应与细
胞凋亡有关［18］。联合热敏灸后可增强穴位刺激，调

[9]

控人体经络，提升机体免疫功能，强化独活寄生汤
的作用，获得更好疗效。
综上所述，热敏灸联合独活寄生汤可有效缓解

[10]

其机制可能与促进软骨修复和抑制炎性细胞因子

[11]

KOA 患者的关节疼痛，改善关节活动受限的状态，
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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