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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筋膜激发点针刺治疗盘源性腰痛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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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讨论盘源性腰痛实施肌筋膜激发点针刺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将96例盘源性腰痛患者

纳入本次实验，按随机数字表达法将其中48例纳进对照组 (实施基础治疗模式 )，剩余48例纳进实验组 (实施

肌筋膜激发点针刺治疗 )，比较2组治疗价值。结果：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7.72%，对照组为79.17%，实

验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经治疗后实验组腰痛ODI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结论：盘

源性腰痛实施肌筋膜激发点针刺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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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yofascial stimulation point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discogenic low back pain.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discogenic low back pain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expression method, 48 of them were enroll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receiving 
basic treatment mode)and the remaining 48 cases were enroll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receiving myofascial 
stimulation point acupuncture therapy). The therapeutic value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7.72%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79.17%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i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ain degre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ODI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myofascial stimulation point acupuncture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discogenic low back pain,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waist pain. Therefor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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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源性腰痛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其属于椎间

盘退变的顽固性腰痛。相关数据显示，具有 80%的

人群均在一定阶段受到腰部疼痛的困扰，而持续超

过12个月慢性腰痛患者人数可高达65%，进而严重

危及患者生活质量。因此为该类患者提供针对性治

疗措施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我国中医技术不断

进展，最新研究显示，肌筋膜激发点针刺治疗盘源

性腰痛效果显著，可有效提高临床治疗效率，缓解

腰部疼痛，进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1]。鉴于此，本

文选取盘源性腰痛患者实施上述治疗方案进行研究，

详细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07年 6月~2017年 6月，将 96例盘源性

腰痛患者纳入本次实验，按随机数字表达法将其中

48例纳进对照组 (实施基础治疗模式 )，剩余48例纳

进实验组 (实施肌筋膜激发点针刺治疗 )，2组男女比

例分别为：23: 25、24: 24例；年龄分别为：16~52
岁、17~51岁，平均值分别为：(31.14±1.50)岁、

(32.21±1.62)岁；两组资料差异无意义 (P>0.05)，可

进行对比。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基础治疗，嘱咐其卧床休息，准医

嘱给予五马膏外敷，每日 2次，持续治疗 7d。实验

组实施肌筋膜激发点针刺疗法，予肌筋膜触摸发点

针刺，其中包括牵涉疼痛点、腰方肌激发点、髂腰

肌激发点等。并对局部皮肤及毫针实施常规消毒，

腰部肌筋膜触发点选择 0.30mm×40mm的针灸针，

臀部选择0.30mm×75mm的针灸针，采用毫针实施

分层提插，每次强度需以肌肉颤动消失为宜，肌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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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激发点均需留针 30min，1次 /d，连续 7d后休息

2d，连续治疗7d。
1.3观察指标

(1)治疗评价标准 [2]：显效：活动不受限，腰部

疼痛完全消失；有效：活动受限状况趋势好转，腰

部疼痛逐渐消失；无效：腰部症状未得到好转，反

而加重。(2)观察腰痛ODI评分 [3]：其中包括站立状

况、坐力状况、行走状况、举重重物状况、药腿疼

痛状况等5项实施评估，每项依据疼痛程度分为1~5
分，分值越高疼痛越严重。

1.4统计学处理

全文数据均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分

析，其中均数±标准差 ( x±s)用于表达，计量资料，

采取 t检验，百分比表达计数资料，采取χ2检验，其

中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实验组总有效率是97.9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17%(P<0.05)，见表1。

表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实验组 (n=48) 28 19 1 47(97.92)

对照组 (n=48) 21 17 10 38(79.17)

χ2 - - - 17.331

P - - - <0.05

2.2两组腰痛ODI评分比较

治疗后实验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2。

表2　两组腰痛ODI评分比较 [(x±s)分 ]

组别 例数
ODI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48 60.14±10.54 16.52±3.14

对照组 48 61.45±11.32 27.62±4.56

t - 0.587 13.890

P - >0.05 <0.05

3讨论

盘源性腰痛属于中医学“腰痛的”范畴，其病

理机制为五脏虚损为本、本虚标识、痰浊淤血为标、

情志内伤 [4]。且饮食不节、劳逸失当以及寒邪侵袭

属于该疾病的诱发因素，其病变部位好发于筋骨，

且多见于青少年，若未对其实施针对性治疗，可严

重危及患者生活质量。

近年来，随着我国中医技术不断进展，肌筋膜

激发点针刺治疗方案逐渐步入临床，且被众多学者

应用于腰痛疾病中，临床已证实效果显著 [5-6]。其中

肌筋膜触摸发点的主要机制为：针对受累肌肉或肌

群的牵拉，其正常肌肉收缩主要依靠肌丝的滑动，

若筋膜形成触发点，则影响肌肉的整体收缩状况。

同时在实施针刺治疗时选择毫针分层次的提插，再

进行留针，使穴位得气的同时局部肌肉可产生抽搐

颤动，针刺强度适宜，促进抽搐颤动消失为准，进

而起到刺激疼痛触发点，缓解肌肉痉挛、缓解疼痛、

减少炎症释放等功效。本文研究显示，实验组治疗

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实验组的腰痛ODI评
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充分说明盘源性腰痛实施肌筋

膜激发点针刺治疗效果显著，可有效提高临床治疗

效率，减轻腰部疼痛。

综上所述，盘源性腰痛实施肌筋膜激发点针刺

治疗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治疗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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