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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冲击手法联合针刺运动治疗肩周炎的临床观察

陈摇 彦,胡金鲁,谢摇 辉

[摘要]目的:探讨徒手冲击疗法联合针刺运动治疗肩周炎的康复疗效。 方法:根据治疗手段的不同,将 60 例肩周炎病人随机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采用徒手冲击疗法联合针刺运动治疗,对照组采用针刺运动治疗。 观察 2 组的简式 McGill 疼痛

问卷(SF鄄MPQ)量表、肩关节活动功能(Melle)评分量表 2 个效应指标。 结果: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 < 0. 01);治疗前 2 组

SF鄄MPQ 各项指标及总分与 Melle 评分均高于治疗后(P < 0. 01);治疗前 2 组 SF鄄MPQ 各项指标及总分与 Melle 评分相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治疗后 2 组 SF鄄MPQ 中的 PRI 情感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其他 SF鄄MPQ 中各指标及总

分与 Melle 评分对照组均高于观察组(P < 0. 05)。 结论:徒手冲击疗法联合针刺运动可显著提高肩周炎的临床疗效,值得

推广。
[关键词] 肩周炎;徒手冲击治疗;针刺运动

[中图法分类号] R 247. 9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0. 10. 006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unarmed shock 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exercis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arthritis humeroscapularis

CHEN Yan,HU Jin鄄lu,XIE Hui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Chenzhou,Chenzhou Hunan 42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s and feasibility of unarmed shock 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exercis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arthritis humeroscapularis. Methods: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60 patients with
periarthritis humeroscapular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unarmed shock 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exercise,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exercise. The two
effect indexes in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simple 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 SF鄄MPQ) scale and shoulder joint activity
Function(Melle) scale. Results:The curative effec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total
score of SF鄄MPQ indexes and Melle score i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after treatment(P < 0. 01).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total score of SF鄄MPQ indexes and Melle score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
After treatment,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I emotional item of SF鄄MPQ between two groups ( P > 0. 05), and
other indicators and total score of SF鄄MPQ,and Melle score in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observation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Unarmed shock 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exercis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eriarthritis

摇 摇 humeroscapularis,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 Key words ] periarthritis humeroscapularis; unarmed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shock therapy;acupuncture exercise

摇 摇 肩周炎全称“肩关节周围炎冶,中医名为“冻结

肩冶“五十肩冶,是临床中常见的退行性骨关节疾病,
正常人群发病率为2%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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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而在骨科中约占 8% ,女性多于男性,50 岁左

右高发[1 - 3]。 其病因病理机制尚不明确,可能的病

因病机有外伤、慢性劳损、无菌性炎症及骨关节退行

性病变引起肩部组织的血液运行障碍,代谢异常所

致。 临床表现以肩关节功能活动障碍、肩颈部及上

肢疼痛为主,夜甚,呈渐进性加重,易反复发作,病程

长等特点。 部分病人可自愈,但仍有 60% 的病人不

能完全恢复,病情严重时导致肩关节畸形甚至残疾,
给病人带来严重的身心痛苦,也增加了家庭与社会

经济负担,降低病人的生活幸福指数[4 - 5]。 西医治

疗本病的原则是解除疼痛、改善关节粘连、活动度等

对症治疗,中医则以温经通络、活血化瘀、消炎止痛、
恢复功能为主。 临床中常以中西医结合的保守治疗

为主,如药物、理疗、关节松动术、针灸推拿等方法

等,疗效尚可,但具有疗程长、经济成本较高等缺点。
徒手冲击疗法[6] 是谢辉教授所创,疗效显著,安全

经济,迅速而持久。 针刺运动[7 - 8] 是一种新兴针灸

方法,针刺后进行肩关节运动,疗效较好,但有较局

限性。 因此,我院在临床中采用徒手冲击疗法联合

针刺运动治疗肩周炎病人,取得了较显著的疗效,现
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9 年 1 - 7 月就诊于湖南

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 60 例病人,按随机

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2 组病人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有可比性。

表 1摇 2 组一般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男 女 年龄 / 岁
患侧

摇 左摇 摇 右摇
病程 / 月

观察组 12 18 49. 28 依 5. 18 13 17 3. 20 依 2. 04

对照组 13 17 49. 88 依 4. 77 14 16 3. 19 依 2. 70

字2 0. 07 0. 47* 0. 07 0. 02*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 值

1. 2摇 诊断标准摇 参考《肩关节周围炎》 [9] 中的肩周

炎诊断规范。 (1)缓慢起病,多伴有慢性损伤或过

度劳损,寒冷潮湿环境或过度劳累时可加重。 (2)X
光片显示可有肩部骨质疏松影及边缘化骨赘,肩峰

下钙化影等。 (3)症状:肩关节周围疼痛,僵硬伴活

动受限,甚则有三角肌等肌肉萎缩,肩周有明显的压

痛点。 (4)肩关节周围软组织有绷紧感,可伴有肩

部及上肢感觉异常。 (5)关节挛缩或畸形,由功能

障碍演变为关节僵硬,穿衣、梳头、举臂托物等动作

存在障碍。
1. 3摇 纳入标准摇 (1)符合以上诊断标准者;(2)年
龄 40 ~ 65 岁,病程在 6 个月以内者;(3)愿意签订

知情同意书并自愿积极配合者;(4)首次发病,且只

有单侧肩周炎病人。
1. 4摇 排除标准 摇 (1)伴有其他心脑血管及肝肾功

能不全或伴有精神类疾病,不配合者;(2)属于肩关

节脱位、肩袖损伤及扭伤等疾病病人;(3)参与其他

治疗及相关药物治疗者。
1. 5摇 方法摇 对照组采用针刺运动及基础治疗的方

式,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徒手冲击疗效进

行治疗。 2 组病人均每日治疗 1 次,每次 30 min,每
周 6 次(周一至周六),共治疗 12 次。
1. 5. 1摇 基础治疗摇 2 组均接受中频脉冲、TDP 灯照

射及功能康复锻炼组成的基础治疗。 中频脉冲、
TDP 灯照射:每日各治疗 1 次,每次各 15 ~ 20 min。
功能锻炼以甩手臂、旋肩等动作为主,每组 10 次,每
次 3 组。
1. 5. 2摇 针刺运动疗法摇 操作体位:座位或站立位。
治疗方法:(1)治疗师先触诊患侧肩周围,寻找肩关

节周围的筋膜结点、疼痛点、压痛点等,并用面前涂

上络合碘定位;(2)局部取穴,确定位置后采用华佗

牌针灸针,规格为 0. 30 mm 伊40 mm 毫针(苏州市医

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严格消毒后快速进针以上

穴位点,以皮下筋膜处平刺进针,进针后可轻微提擦

扭转,并以针下无任何疼痛及不适感为佳,若病人针

下有疼痛及异物感,则需重新调整角度进针;(3)针
刺结束,嘱病人在肩关节无疼痛或轻微疼痛感的程

度下做前屈、外展、内外旋等肩关节活动。
1. 5. 3摇 徒手冲击疗法摇 操作体位:坐位或站立位。
治疗方法:(1)病人取坐位,施术者站于患侧面,以
弹拨、点按、推揉等手法施术于患部周围组织,时间

3 ~ 5 min;(2)施术者双手指并拢弯曲,用指尖部从

由患侧肩胛骨内侧缘沿肩胛骨与肋骨之间向同侧肩

峰方向缓缓插入并左右摇动以尽量松解肩胛骨(指
尖插入肩胛骨与肋骨之间 3 ~ 5 cm),持续约 1 min,
休息半分钟,重复 2 ~ 3 次,时间 3 ~ 4 min;(3)根据

已评估的病人病情情况,施术者施以相应的冲击手

法,如此重复 2 ~ 3 次,每次之间休息半分钟,时间

3 ~ 5 min。 (4)病人进行外展、前屈、后伸三个方向

不同角度的抗阻,同时治疗师以另一只手冲击病人

的肩关节周围,松动肩关节粘连组织。 (5)玉级,适
用于病情较轻的病人,以无痛或轻度疼痛为度;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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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适用于病情中度的病人,以病人中度疼痛为度;
芋级,适用于病情较重的病人,以产生能忍受的轻度

疼痛感为度。
1. 6摇 观察指标及疗效标准 摇 (1)病情综合评价观

察指标:淤疼痛采取简式 McGil 疼痛问卷(Simplify
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SF鄄MPQ)量表[10],该量表

主要包括三个大项,总分 0 ~ 60 分,得分越低,病人

疼痛越轻,第一项是疼痛评级指数 PRI 的评估,0 分

为无痛,3 分为重度疼痛,共 15 个小项目,包括感觉

项与疼痛项;第二项是 VAS 评估,0 分为无痛,10 为

剧痛难忍;第三项是现在疼痛状况 PPI 评估,0 分时

无痛,5 分是极度疼痛。 于功能活动采取肩关节活

动功能(Melle)评分量表[11] 进行评定表,该表肩外

展、肩中立位外旋、手到颈、手到脊柱、手到嘴五个项

目,每个项目为 0 ~ 3 分,共 15 分,得分越低,表明症

状越轻,功能恢复越好。 (2)疗效标准参考《中医病

症诊断与疗效标准》中针对“肩周炎冶的疗效标准。
以 SF鄄MPQ 和 Melle 评分的变化率来评价综合疗效,
积分值 = SF鄄MPQ 评分 + Melle 评分。 计算公式采

用尼莫地平法[12]:综合改善率 = [(治疗前积分 -治

疗后积分) /治疗前积分] 伊 100% 。 淤治愈:改善率

逸90% ,肩关节达到正常活动范围,肩部疼痛症状消

失;于显效:70% 臆改善率 < 90% ,肩部疼痛缓解显

著或基本消失,偶有疼痛,基本恢复肩关节活动功

能;盂有效:30% 臆改善率 < 70% ,肩部疼痛症状明

显减轻,部分改善肩关节活动功能;榆无效:改善率

< 30% ,肩部活动功能及疼痛症状无明显好转。
1. 7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配对 t
检验、 字2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 SF鄄MPQ 的各项指标及总分比较摇 2 组治

疗前的 SF鄄MPQ 的各项指标(PRI 总分、PRI 感觉、
PRI 情感、VAS、PPI 及 SF鄄MPQ 总分)评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均高于治疗后(P < 0. 01) 。
2 组接受治疗后的 PRI 情感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而 PRI 感觉项、PRI 总分 VAS、PPI 及
SF鄄MPQ 总分对照组均高于观察组(P < 0. 05) (见
表 2)。

表 2摇 2 组 SF鄄MPQ 的各项指标及总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PRI 总分 PRI 感觉 PRI 情感 VAS PPI SF鄄MPQ 总分

治疗前

摇 观察组 30 9. 13 依 6. 46 6. 80 依 4. 57 2. 33 依 2. 02 4. 70 依 0. 92 2. 87 依 1. 04 16. 70 依 7. 68

摇 对照组 30 9. 77 依 5. 97 7. 37 依 4. 04 2. 4 依 2. 24 4. 57 依 1. 04 3. 23 依 0. 90 17. 57 依 7. 44

摇 摇 t — 0. 40 0. 51 0. 13 0. 51 1. 43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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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后

摇 观察组 30 2. 73 依 3. 73** 1. 97 依 2. 65** 0. 77 依 1. 16** 1. 00 依 1. 36** 0. 77 依 1. 04** 4. 50 依 5. 91**

摇 对照组 30 5. 03 依 4. 93** 3. 93 依 3. 90** 1. 10 依 1. 24** 1. 80 依 1. 69** 1. 40 依 1. 22** 8. 23 依 7. 56**

摇 摇 t — 2. 04 2. 28# 1. 06 2. 02 2. 15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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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与治疗前比较**P < 0. 01;#示 t忆值

2. 2摇 2 组 Melle 评分比较 摇 2 组治疗前的 Melle 评

分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且均高于

治疗后(P < 0. 01);接受治疗后对照组的 Melle 评分

高于观察组(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2 组 Melle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0 6. 90 依 1. 94 2. 30 依 1. 49**

对照组 30 6. 87 依 1. 94 3. 57 依 1. 68**

t — 0. 06 3. 10

P — >0. 05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与治疗前比较**P < 0. 01

2. 3摇 2 组病人综合临床疗效比较摇 2 组病人接受治

疗后,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4)。

表 4摇 2 组病人综合临床疗效比较

分组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摇 总有效率 / % uc P

观察组 30 16 9 3 2 93. 33

对照组 30 7 8 10 5 83. 33 2. 79 < 0. 01

合计 60 23 17摇 13 7 88. 33

3摇 讨论

摇 摇 肩周炎在中医学归属于“筋痹冶 “痹症冶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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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 《素问》云:“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行,名日筋

痹冶 [13]。 本病的因病机有内外因,内因主要为肝肾

亏虚、脾胃虚弱、气滞血瘀、经络痹阻,即不通则痛;
而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精气血无以濡养全

身,即不荣则痛;外因主要为风寒湿邪侵袭,年老体

弱,正气不足则邪气乘虚而入并积聚于内,外邪客于

筋骨,因瘀致痛[14]。 西医认为肩周炎是慢性劳损、
外伤等所致的肩周关节、肌肉、韧带等软组织出现无

菌性炎症、疼痛、粘连等障碍,其病程包括开始期、冻
结期与解冻期这 3 个阶段,若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肩

关节活动障碍甚至残疾的可能[15]。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 33% ,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3. 33% ,2 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5),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治疗后,2
组 SF鄄MPQ 中的 PRI 情感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表明肩周炎病人对于情感状态改善一

致;2 种治疗均有效,均能改善 SF鄄MPQ 和 Melle 评

分指数(P < 0. 01)。 证明了针刺运动对于肩周炎的

功能改善是有意义的,但结合徒手冲击疗法更能显

著性的改善病人的病情,缓解疼痛,提高肩关节及上

肢功能与生活质量。
大量的临床经验总结认为,肩周炎与肩颈部及

上肢骨关节神经肌肉及筋膜等组织之间张力平衡、
解剖力线关系等密切相关,而长期劳损或损伤促使

肩周局部组织充血水肿、粘连渗出、钙化挛缩等病理

现象,进而引起肩周疼痛,活动功能受限,而肩部的

疼痛点、卡压点是其经络痹阻、不通则痛的典型体

现,临床处理这些痛点症状常有缓解,正如《素问·
举痛论》 中提及的: “按之则气血散, 故按之痛

止冶 [16]。 近代学者将针刺肩关节周围的痛点及筋膜

结点进行针刺,以局部取穴的原则结合现代医学的

理念,让病人肩关节进行主动运动,将被动针刺与主

动活动相结合,以达到松解筋膜结点、消除炎症、提
高痛域、疏通经络的作用[17 - 19]。 正如《灵枢·经筋

篇》云“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冶徒手冲击疗法是通过

对患部结构进行冲击,产生力学冲击与传导,徒手冲

击过程中产生的振动性效应与冲击效应则形似中医

推拿的抖法和拍法,具有振动、冲击、拍打等推拿作

用机制,具有舒筋通络、活血化瘀、行气止痛、滑利关

节等功效。 进而改善使肩周的肌肉张力,松解组织

粘连,疏通经络,以缓解肩部组织的紧张和痉挛,缓
解疼痛,改善功能的作用,具有预防、改善、恢复的作

用。 徒手冲击疗法吸收了中医推拿操作手法的技

巧,以中医推拿理论与西医理念为指导,从整体出

发,以局部治疗相结合,确保巩固肩周炎的治疗疗

效[6]。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针刺运动起到疏通经络、

松解肌筋膜结点的作用,而徒手冲击疗法更是从整

体上恢复肩部组织的解剖力线结构与肌肉张力,两
者动静相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肩周炎病人的痛

域,消炎止痛,以恢复肩部功能。 因此徒手冲击疗法

联合针刺运动能显著性提高临床疗效,该方法切实

可行,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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