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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针联合中频中药导入治疗颞颌关节紊乱病的疗效观察

王玉龙,张媛媛,李艳霞,王摇 丽

[摘要]目的:观察浮针联合中频中药导入治疗颞颌关节紊乱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取颞颌关节紊乱病病人 40 例,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各 20 例。 对照组采用浮针治疗,观察组采用浮针联合中频中药导入治疗。 比较 2 组病人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卡

氏生活质量(KPS)评分。 结果:观察组治疗有效率(90. 0% )显著高于对照组(60. 0% )(P < 0. 01)。 治疗前,2 组 KPS 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治疗后,2 组 KPS 评分均显著提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浮针联合中频中

药导入治疗颞颌关节紊乱病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与病人生活质量,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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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loating needl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disorder

WANG Yu鄄long,ZHANG Yuan鄄yuan,LI Yan鄄xia,WANG Li
(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 of Acial Surgery,Cangzhou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Cangzhou Hebei 06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floating needl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disorder. Methods:A total of 40 patients with 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20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floating needl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floating needl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karnofsky(KPS)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effective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90. 0%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60. 0% ) (P < 0. 01).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of the KPS scor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fter treatment,the KPS scores in two group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treatment of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disorder with
floating needl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hich has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disorder;floating needle;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intermediate frequency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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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不是单一疾病类型,而是尚无明确发病病因但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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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下颌运动异常、弹响、疼痛等,严重影响

病人的咀嚼功能,降低病人生活质量[2]。 研究[3] 发

现颞颌关节紊乱病可能是精神因素、免疫因素、解剖

因素、关节负担过重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因
此,积极探寻有效的治疗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

研究随机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院口腔

门诊收治的 40 例颞颌关节紊乱病病人作为研究对

象,观察浮针联合中频中药导入治疗颞颌关节紊乱

病的临床疗效,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40 例病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 其中观察组 20 例,男 10 例,女 10 例,年龄 18 ~
27 岁,病程 0. 7 ~ 23 个月;发病部位:单侧 13 例,双
侧 7 例;疾病类型:翼外肌功能亢进型 8 例,翼外肌

痉挛型 12 例。 对照组 20 例,男 9 例,女 11 例,年龄

18 ~ 28 岁,病程 0. 6 ~ 24 个月;发病部位:单侧 14
例,双侧 6 例;疾病类型:翼外肌功能亢进型 9 例,翼
外肌痉挛型 11 例。 2 组病人性别、年龄、病程、发病

部位、疾病类型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纳入及排除标准 摇 纳入标准:(1)符合《颞颌

关节病检查与诊断指南》 [4] 中关于颞颌关节紊乱病

的诊断标准,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张口受限,咀嚼、
张口时关节区域出现杂音或弹响且伴有不同程度的

疼痛感;MRI 或 X 线片显示颞下颌关节间隙异常。
(2)意识清楚,神志清醒,病情稳定,治疗依从性较

好。 排除标准:肿瘤疾病、结核病、关节损伤、合并严

重造血系统疾病或心血管疾病、封闭治疗史、肌肉松

弛药物治疗史、身体其他部位出现慢性疼痛症状等

病人。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且病人知

情同意。
1. 3摇 方法摇 观察组采用浮针联合中频中药导入治

疗,具体方法如下:(1)浮针治疗。 定位压痛点,取
穴,指导病人取侧卧体位,将浮针快速刺入病人下颌

角处,进针角度以与皮肤呈 15毅为宜,再沿病人皮下

疏松结缔组织将浮针向前推进,当针体全部进入皮

下组织后,选取进针点作为支点,将针座用手握住,
采取左右摇摆方式使针体以扇面形式平扫,直至病

人压痛部位的疼痛感减轻或消失为止,最后将针芯

抽出,使用创可贴固定软套管针座于病人皮肤表面,
留置 6 h 后将其拔出。 浮针疗法中使用的浮针为中

国苏州市吴中区东方针灸器械厂提供的中号浮针,
在治疗过程中需根据病人病情变化实际情况对进针

深度进行适当调整以避免张口过大。 1 次 /天,10 天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再次进行第 2 个疗程。
(2)中频中药导入治疗。 将颞下颌关节或耳屏前方

的压痛部位作为中心,取直径 3 cm 左右的 4 层纱布

作为衬垫,喷洒中药(组方成分:桂枝、当归、白芍、
元胡各 15 g,全蝎 5 g,姜黄、甘草、防风各 10 g,鸡血

藤 30 g),喷洒剂量以纱布湿润但不滴为宜,采用国

产 ZW鄄3B 型高级电脑中频治疗仪,选用 7 号处方

(专治关节疾病),对中频电流进行调节输出指数

波、三角波波形,输出频率为 4 000 ~ 6 000 Hz,取圆

形电极(直径 3 cm 左右)并置,逐渐增大电流强度,
直至达到病人最大耐受值,每次 20 min,1 次 /天,连
续治疗 3 周。 对照组采用浮针治疗,具体治疗方法

参照观察组浮针治疗法。
1. 4摇 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摇 治疗 3 周后,比较 2 组

病人临床疗效。 评定标准主要参考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年版《颞下颌关节病的基础与临床》 [5] 中的相

关标准,辅以临床症状进行综合评判。 (1)痊愈:临
床症状(疼痛、张口受限、关节弹响、功能障碍等)完
全消失,关节区域及四周无胀痛、压痛症状。 (2)显
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关节区域及四周无胀痛、压
痛症状,关节部位偶尔轻度弹响,张口度趋于正常。
(3)有效:临床症状改善。 (4)无效:临床症状未改

善甚至加重。 治疗有效率 = (痊愈 + 显效 + 有效) /
总例数 伊 100% 。 比较 2 组病人治疗前后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评分采用卡氏生活质量(Karnofsky,KPS)
评分,评价标准:若治疗后评分增加 10 分以上为提

高,减少 10 分以上为下降,若治疗后评分变化 < 10
分为稳定,KPS 评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临床疗效比较摇 观察组病人治疗有

效率 (90. 0% ) 显著高于对照组 (60. 0% ) (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临床疗效比较

分组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 % uc P

对照组 20 3 5 4 8 60. 0

观察组 20 10 5 3 2 90. 0 2. 68 < 0. 01

合计 40 13 10 7 10 75. 0

2. 2摇 2 组病人治疗前后 KPS 评分比较摇 治疗前,2
组 KP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治疗后

2 组 KPS 得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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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S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治疗前后 KPS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情感角色 心理健康

治疗前

摇 对照组 20 72. 47 依 2. 78 78. 29 依 3. 45 80. 25 依 4. 69 79. 29 依 2. 31

摇 观察组 20 73. 56 依 1. 89 77. 92 依 3. 51 81. 53 依 3. 29 79. 93 依 2. 48

摇 摇 t — 1. 45 0. 34 0. 99 0. 85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治疗后

摇 对照组 20 81. 56 依 3. 65** 82. 34 依 1. 58** 85. 67 依 1. 09** 83. 29 依 4. 36**

摇 观察组 20 92. 37 依 4. 59** 94. 29 依 2. 73** 95. 38 依 3. 07** 94. 93 依 3. 31**

摇 摇 t — 8. 24 16. 94 13. 33 9. 51

摇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与治疗前比较**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中医学将颞颌关节紊乱病归于“痹症冶范畴,病
机为寒、风、热、湿之邪侵入机体,导致机体气血运行

不畅、关节与经络筋脉受阻[6 - 7]。 本研究所取中药

成分中,白芍可抗炎、松弛肌肉,桂枝可镇痛解热、促
使血管扩张、调整机体血液循环状况,当归可化瘀活

血、解痉平滑肌,甘草可解毒、抗病毒、抗炎,多种中

药共同作用,可有效缓解病人的临床症状,提高疗

效。 中频中药导入作为一种物理疗法,是指应用脉

冲电流(频率 1 000 ~ 1 000 000 Hz)将中药离子经病

人皮肤导入体内,药物通过机体毛孔、汗腺导管口进

入黏膜组织后,最大程度地被吸收[8 - 9]。 李会敏

等[10]采用单向中频电中药导入治疗颈性眩晕病人

的研究结果显示,中频中药导入治疗可通过穴位刺

激调整病人气血,让经络得到疏通,缓解患处痉挛;
另外,其电离子运动将中药成分导入病变部位,增大

局部药物浓度的同时,增强舒筋活络化瘀效果。 浮

刺疗法也被称为横刺、平刺、皮刺,在治疗过程中通

过传递针尖针感至机体肌腱韧带,并直接作用于筋

膜上,可使经筋张力改变,提高其柔韧性,进而促进

局部的无菌性炎症加速吸收;与垂直进针法相比,沿
皮针治疗法可增大肌肉接触面积和刺激强度,促使

机体末梢神经血液供应状况得到改善[10]。 本研究

显示,观察组治疗有效率(90. 0% )明显高于对照组

(60. 0% ),说明浮针联合中频中药导入疗法更能显

著提高治疗有效率;治疗前,2 组 KPS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治疗后,2 组 KPS 评分均提高,且观察组

高于对照组,说明浮针联合中频中药导入治疗颞颌

关节紊乱病可显著提高病人生活质量。 本研究所取

中药中桂枝、当归、白芍、元胡、全蝎、姜黄、甘草、防
风、鸡血藤等相辅相成,经由中频中药导入治疗不仅

可显著止痛化瘀、促使机体气血通畅、扩张局部血

管,还可降低局部注射、口服等方法的治疗不良反

应,以最少剂量获得最佳疗效,从而提高药物吸收效

果[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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