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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运用循证医学系统评价的方法对针刺联合艾灸治疗急、慢性腰痛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进行评价。
方法：根据 Cochrane 系统评价员手册制定文献的纳入与排除标准及检索策略，对中国
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CNKI）、维普数据库、中国医药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PubMed 数据库进行检索，Cochrane Library 并对所纳入的文献进行方法学
质量评估；使用 Revman 软件对所纳入文献进行有效性及安全性的定量分析，采用视觉
模拟疼痛评分(VAS)和日本矫形外科协会 JOA 评分作为结局指标，分别从各自的疗程结
束时间对有效性进行评价。计数资料采用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及其 95%的
可信区（Confidence interval, CI）；计量资料采用标准化均数差值(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及其 95%可信区间。
结果：
1.共检索到文献 440 篇，最终纳入 17 个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文献，其中中文文献 17
篇。
2.文献质量：本文纳入实验为小样本随机对照试验。
3.Meta 分析结果显示：在有效率方面，所纳入的 17 个试验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治疗
前后疗效对比方面，所纳入的 17 个试验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针刺联合艾灸治疗急慢性腰痛效果良好，能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
关键词 针灸疗法；艾灸；急性腰痛；慢性腰痛；Meta 分析

Meta-analysis of acupuncture and integrative acupuncture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go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low back pain by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Methods: According to Cochrane system evaluator's manual,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and literature retrieval strategy were formulated. The CNKI, VIP, Wanfang and
PubMed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and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was evaluated. Revman 5.3 softwa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and Japanese Orthopedic Score (JOA) were used as the outcome
indicator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ver the course of each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 (RCT).
Relative risk (RR) and it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used for counting data, and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and it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used for
measurement data.
Result:
1. A total of 440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and 17 research articles meeting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finally included, totaling 17 Chinese articles.
2. Literature quality: the included experiment was a small sample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3.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in terms of efficacy rate, the 17 trials included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in the comparison of efficac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ll
the 17 trial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other methods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low back pain has a good effect, can reduce the pain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 acupuncture alone; moxibustion; acute low back pain; chronic low back pain;
Me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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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腰痛是发生于腰部的临床常见的疼痛性疾病，其多因感受外邪、跌扑损伤和劳欲过
度而发病，并且多伴随腰椎间盘突出、腰部扭伤、腰部长期劳损、骨质疏松等其他疾病
[1-4]

。根据疼痛时间可分为急性腰痛和慢性腰痛两种，急性腰痛是指疼痛时间持续不足 6

个月，慢性疼痛通常是指疼痛时间持续超过 6 个月。腰痛作为临床常见疾病，病人群体
数目庞大，对于轻中度腰痛，中医疗法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价值，不仅操作方法简单，
直达病所，而且较手术风险小且无副作用。中医治疗急慢性腰痛主要有针刺、艾灸、推
[5]

拿、药物治疗等方法 ，其中针灸疗法包括普通针刺、火针、三棱针、电针等手段，通
过发挥经络的调节作用，可以起到调整阴阳，舒筋止痛的作用。艾灸疗法通过艾叶燃烧
发挥的温热效应，实则疏通经络以止痛，虚则温阳补虚以止痛[6]。推拿疗法是通过医者
外力刺激患部以调理局部的经气，使压迫的血管、肌肉、软组织得到松解，从而消除临
床症状的一种治疗方法。中药具有活血化瘀、消除水肿的功效，可以消除炎症引起的水
[7-8]

肿，进而消除临床症状

。

Meta 分析是文献的量化综述，是以同一课题的多项独立研究结果作为研究对象，
在严格设计的基础上，运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对多个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客观、定量的综
合分析[9]。研究发现[10-12]，针灸治疗腰痛具有显著疗效，作为祖国医学的精华，针灸具
有价格低廉、操作简便的临床功效，其穴位的应用，多选用华佗夹脊穴、大肠俞、十七
椎、承扶、承山、悬钟、委中等穴，临床中单独应用针刺治疗腰痛的案例较少，多与艾
灸等其他治疗方法同时联合应用，而针刺与艾灸的结合可以加强温经散寒、调畅气血、
活血通络的功效，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但是，目前对急性腰痛和慢性腰痛的疗效
进行 Meta 分析的研究较少。故本研究以急慢性腰痛为切入点，以单纯针刺联合温针
灸、脐疗、热敏灸、督灸等灸法，运用循证医学系统评价的方法对治疗急慢性腰痛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进行评价，以期为临床治疗急慢性腰痛的诊疗思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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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材料与方法：
（一）文献检索方法
1.检索数据库
（1）中文数据库：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CNKI）、维普数据库、中国医药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全部为电子检索。
（2）英文数据库：PubMed 数据库，全部为电子检索。
（3）文献检索时间区间：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的文献。
2.检索词
（1）中文搜索词：① 疾病：腰痛、急性腰痛、慢性腰痛、痹痛 ②干预方法：针刺联
合艾灸；针刺联合脐疗；针刺联合督灸；针刺联合温针灸；针刺联合热敏灸；温针灸。
（2）英文搜索词：① Pain: lumbago, acute low back pain, chronic low back
pain,lumbar arthralgia ② Injury typ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oxibust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umbilicus therapy;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Governor’s vessel moxibust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warm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heat-sensitive moxibustion; Warm acupuncture.
（二）纳入、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
（1）研究类型：针刺联合艾灸疗法治疗急慢性腰痛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2）研究对象：①纳入的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 2002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临床疾
[13]

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 或参考其他与下述诊断标准依据相同或近似的诊断标准：
包括沿腰痛分布区域内传导性或放射性疼痛；腰痛支配范围内不同程度的运动、感觉、
反射和自主神经障碍,常见的有跟腱反射减低或消失；②包括非特异性慢性和急性腰
痛；③临床完善病史采集以及相关的体格及辅助检查；④研究对象不受年龄、性别、病
情轻重及病程长短等因素限制。

针刺联合艾灸疗法治疗急慢性腰痛 Meta 分析

（3）研究干预措施：针刺联合温针灸、针刺联合脐疗、针刺联合热敏灸、针刺联合督
灸、针刺联合艾灸治疗、温针灸。
2.排除标准
（1）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
（2）不采用针灸为主要治疗方法的文献：
（3）研究者使用西药进行干预的文献；
（4）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5）个案分析的文献；
（6）重复发表的文献。
（7）文献中未提供上述研究措施的文献；
（8）同一机构重复报告的文献不予选择；
（三）结局指标
有效率、疗效指标的治疗前后对比。
（四）资料筛选与数据提取
1.筛选方法
由 2 位专业研究者严格按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对有分歧而难以确
定者通过讨论协商解决，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通过联系作者获取，无法联系作者的则排
除。
2. 数据采集表的设计
数据库的范围包括：参考文献信息、研究对象、干预措施、研究类型、分组情况、
患者信息（性别、年龄、病类、病程等），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前后的 VAS 和 JOA 的评
分、治疗方法、病例数、是否采用盲法、随访。
(五）文献评价方法
文献评价依据 Cochrane handbook 5.3 中 Risk of Bias Assessment 进行评估。从
随机方法及隐匿、盲法、是否失访等方面对临床试验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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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ochrane 风险偏倚评估内容
序号
1

2

评价条目

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selection

指随机序列生成不足导致的选择偏差

bias) （随机序例产生）

（对干预措施有偏见的分配）。

Allocation concealment (selection bias)

Bli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

试验受试者和研究者被随机分配在实验
组或对照组时，研究者和受试者对此过
程不知情。
当参与者被分配到不同的群体中时，研

(performance bias) (对研究者和受试者

究者是不知情的。

(分配隐藏）
3

评价内容

施盲）
4

5

Bli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指研究者和受试者实施盲法的方法，一

(detection bias) (研究结果盲法评价)

防其知晓受试者的干预措施。

Incomplete outcome data (attrition bias)

不完全结果数据是指实验中没有全部数

(结果数据的完整性)

据被报告。它还涉及研究项目的参与者
是否完成了整个研究。

6

7

Selective reporting (reporting bias) (选

指信息可供系统评价这判断选择性报告

择性报告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的可能性及相关情况。

Other bias (其他偏倚来源)

指提供的信息是否可评估存在其他引起
偏倚的因素。

（六）统计方法
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提供的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各研究间进行异质
性检验，以 P<0.1 为检验标准，当各研究无统计学异质性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如各研
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时尽量找出其本原，若无临床或方法学异质性，则使用随机效应
模型进行合并分析。连续变量采用加权均数差（WMD）,分类变量采用相对危险度(RR)，
二者效应量均用 95%CI 表示，P＜0.05 认为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果研究存在明显的
临床异质性，仅进行描述性分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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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
（一）文献搜索结果
通过检索、剔除重复文献，初步筛选出 440 篇文献，经过阅读题目、摘要以及部分
文献的全文，最后纳入 17 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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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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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1. 纳入研究的观察对象
共纳入文献 17 篇[14-30]，纳入的研究对象在 25 例到 70 例不等，其中有 2 个研究的
治疗组、对照组样本数量不相等。
2.纳入研究的干预措施
纳入的 17 个样本中，主要的干预措施是针刺结合温针灸，依据治疗措施的特点，
可将纳入的样本列为温针灸与针刺对照组，齐刺结合温针灸与针刺对照组，隔姜铺灸结
合针刺与针刺对照组，命门隔盐灸结合针刺同针刺对照组，督灸结合针刺与针刺对照
组。
3. 纳入研究的结局指标
纳入的 17 个研究中均采用了临床总有效率作为结局指标，其中 16 个研究报告了疗
效指标。详情见表 2。
表2
研究者

纳入标准

曾芙蓉

《中医内

2019

科学》

金煐训
2017

徐首静
2019

陈柳丹
2016

孙洁 2
016

受试人数

干预措施

疗程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组

对照组

30

30

温针灸

针刺疗法

7天

25

25

针刺疗法

10 天

40

39

温针灸

针刺疗法

7天

58

58

温针灸

针刺疗法

30 天

《中医病
证诊断疗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效标准》

齐刺+温
针灸

《中医病
证诊断疗
效标准》
《中医病
证诊断疗
效标准》
《常见疾
病临床诊
断和疗效

结局指标
临床总有效率、标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临床总有效率、标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临床总有效率、标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临床总有效率、标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临床总有效率、标

35

35

温针灸

针刺疗法

20 天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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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
临床总有效率、标
刘理 2
020

《中医病
证诊断疗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32

32

温针灸

针刺疗法

20 天

效标准》

（VAS）、JOA 下腰
痛评分标准制定临
床症状积分

《中医病

临床总有效率、标

证诊断疗
孙辉 2

效标

012

准》、

30

30

针刺+隔
姜铺灸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针刺疗法

20 天

患治疗成绩评分

《针灸

表》

学》

李冠臻
2017

《中医病
证诊断疗

（VAS）、《腰椎疾

临床总有效率、标

针刺+命
30

30

效标准》

门隔盐

针刺疗法

9天

灸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VAS）、腰痛评价
量表 ODI 指数
临床总有效率、视

吕志灵
2019

《中医病
证诊断疗

觉模拟评分法(VAS)
49

49

温针灸

常规针刺

90 天

效标准》

评分、JOA 下腰痛
评分标准制定临床
症状积分、IL-6

滕春志
2015

《中医病
证诊断疗

临床总有效率、标
40

40

温针灸

常规针刺

20 天

效标准》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VAS）
临床总有效率、标

黄建华
2015

《中医病
证诊断疗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20

20

温针灸

针刺疗法

12 天

效标准》

（VAS）、简式 Mc
Gill 疼痛问卷表
(MPQ) 评分

熊卫艳

《中医病

2019

证诊断疗

52

52

温针灸

针刺疗法

30 天

临床总有效率、JOA
下腰痛评分标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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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标准》

定临床症状积分、M
cGill 疼痛分级评
分
临床总有效率、标

刘先松
2020

《中医病
证诊断疗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32

32

温针灸

针刺疗法

20 天

效标准》

（VAS）、日本骨科
学会（JOA）下腰痛
系统评分、 IL-6

李峰彬
2013

临床总有效率、标

《中医病
证诊断疗

38

34

温针灸

针刺疗法

10 天

效标准》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 VAS) 、疼痛腰痛
病情计分的变化

《常见疾
林真真

病的诊断

2012

与疗效判

70

70

温针灸

针刺疗法

10 天

临床总有效率

定标准》
《临床诊

韩玉 2
020

疗指南-骨

临床总有效率、标

科分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册》、

30

30

温针灸

针刺疗法

20 天

（VAS）、日本骨科

《中医病

学会（JOA）下腰痛

证诊断疗

系统评分

效标准》
《中医病
古丽尼

证诊断疗

尕

效标

尔·阿

准》、

布力孜

《腰椎间

2020

盘突出症
症》

临床总有效率、标

30

30

针刺+督
灸疗法

准视觉模拟评分表
针刺疗法

12

（VAS）、JOA 下腰
痛评分标准制定临
床症状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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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质量评价
本研究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见表 3，偏倚风险分析见图 2、图 3。
1. 基线比较：所纳入研究的病历均具有基线可比性。
2. 随机化：所纳入的 17 篇文献中 15 篇采用了随机分配方法，但仅有 6 篇详细描述了
采用随机数字分配方法。
3. 分配隐藏、盲法：所有纳入文献仅一篇提及提及对研究者和受试者施盲、以及对研
究结果盲法评价。
4.结果数据报道：所纳入的 17 篇文献中，数据结果均具有完整性。
5.选择性报告偏倚：所纳入的 17 个试验中，均对结局指标进行了报道。
表 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研究者

基线可
比性

曾芙蓉
2019
金煐训
2017
徐首静
2019
陈柳丹
2016
孙洁 2
016
刘理 2
020
孙辉 2
012

随机分配方法

分配方
法隐藏

盲法

数据完整
性

选择性报
告数据结
果

其他
偏倚

满足

非随机分配

否

否

是

否

无

满足

随机对照（随机数字）

否

否

是

否

无

否

否

是

否

无

否

否

是

否

无

否

否

是

否

无

满足

满足

满足

随机对照（未描述随机
分配方法）
随机对照（未描述随机
分配方法）
随机对照（未描述随机
分配方法）

满足

随机对照（随机数字）

否

否

是

否

无

满足

随机对照（随机数字）

否

否

是

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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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臻
2017
吕志灵
2019
滕春志
2015
黄建华
2015
熊卫艳
2019
刘先松
2020
李峰彬
2013
林真真
2012
韩玉 2
020

满足

随机对照（未描述随机
分配方法）

否

否

是

否

无

满足

随机对照（随机数字）

否

否

是

否

无

满足

非随机分配

否

否

是

否

无

否

否

是

否

无

否

是

是

否

无

否

否

是

否

无

否

否

是

否

无

否

否

是

否

无

否

否

是

否

无

否

否

是

否

无

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随机对照（未描述随机
分配方法）
随机对照（未描述随机
分配方法）
随机对照（随机数字）
随机对照（未描述随机
分配方法）
随机对照（未描述随机
分配方法）
随机对照（随机数字）

古丽尼
尕
尔·阿
布力孜
2020

满足

随机对照（未描述随机
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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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纳入文献偏倚风险总结图

针刺联合艾灸疗法治疗急慢性腰痛 Meta 分析

图 3 纳入文献偏倚风险评估图
三、Meta 分析结果
（一）临床总有效率
本文 17 篇文献均评价了单纯针刺联合艾灸疗法与单纯针刺治疗腰痛的有效率的比
2

2

较，结果显示异质性检验 ChI =18.29,自由度 df=16,P=0.31,I =13%,未见明显异质性,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单纯针刺联合艾灸疗法与单纯针刺治疗腰痛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单纯针刺联合艾灸疗法治疗腰痛总有效率优于常规针刺组(WMD=0.81,95%CI(0.
77,0.85),P<0.00001，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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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单纯针刺比温针灸治疗急性和慢性腰痛总有效率 Meta 分析森林图
（二）疗效指标
1. VAS 症状积分
13 篇文献评价了针刺联合艾灸疗法与针刺治疗腰痛的 VAS 评分比较，结果显示异
质性检 ChI2=221.57,自由度 df=12,P=0.00001,I2=95%,异质性明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
析, 针刺联合艾灸疗法与针刺治疗腰痛的 VAS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针刺联合艾
灸疗法止痛效果优于常规针刺(WMD=5.04,95%CI(4.59,5.49),P<0.00001,见图 5)。

图 5 针刺联合艾灸与针刺改善腰痛患者 VAS 疼痛评分 Meta 分析森林图
2. JOA 评分
6 篇文献评价了针刺联合艾灸疗法与针刺治疗腰痛的 JOA 评分比较，结果显示异质
性检 ChI2=130.92,自由度 df=5,P<0.00001,I2=96%,异质性明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WMD=1.91,95%CI(-0.95,4.78),P=0.19>0.05,95%CI 横线、菱形格均与无效线相交(见
图 6),说明该研究中单纯针刺联合艾灸疗法与单纯针刺治疗腰痛的 JOA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单纯针刺联合艾灸疗法止痛效果与单纯针刺相比较效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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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针刺联合艾灸与针刺改善腰痛患者 JOA 疼痛评分 Meta 分析森林图

（三）发表偏倚分析
由图 7 漏斗图可以看出，漏斗图两侧分布基本对称,发表偏倚风险小。

图 7 发表偏倚评估漏斗图（一总有效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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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一)腰痛的中医药研究概况
1.中医对于腰痛的认识
1.1 病名
腰痛作为临床中的常见的症状，常见于多种疾病。翻阅古代医籍可见，“腰痛”一
词见于《黄帝内经》，而且书中对其多有论述。例如《素问·刺腰痛篇》有道:“腰痛
引少腹控眇, 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此外腰痛在古代文献中还有其他病名表
述，如“肾腰”、“肾着”等。“肾腰”一词首见于《诸病源候论》，书中有云“肾腰
者，谓猝然伤损于腰而致痛也”。“肾着”也是以腰部疼痛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疾病，最
早见于《金匮要略》，“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腰以下冷
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书中详尽描述了“肾着”的症状表现和具体
治疗方法。
1.2 病因病机
关于腰痛的病因病机，古代文献也早有记载，《内经·痹论》有云“风寒湿三气杂
至，合面为痹也...以冬遇此者为骨痹。”提出了风寒湿邪侵袭人体腰部，可阻滞腰部
气血，经络气血不通则痛。《灵枢·五窿津液别》则提出：“五谷之津液，和合面为膏
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谷。”说明了若脾胃健运，骨得所养，则不易发
生退化等病变；若脾胃运化失常，骨失精养，则不荣则痛。此外，《素问》还有论述道
“肾主骨而生髓，肝主筋而藏血”，肾藏精，精生髓，精血还可同源互化，精血充足则
筋骨强健。由此可见，腰痛的发生与脾、肝、肾三脏关系密切。隋代医家巢元方则进一
步总结性的归纳了腰痛的病因和机理。提出了“凡腰痛病有五：一曰少阴，少阴肾也，
十月万物阳气伤，是以腰痛。二曰风，风寒着腰，是以痛。三曰肾虚，役用伤肾，是以
痛。四曰肾腰，坠堕伤腰，是以痛。五曰寝卧湿地，是以痛。”后世医家朱丹溪于《丹
溪心法》中又提出“腰痛主湿热，肾虚，瘀血，挫闪，有痰积”。
综上，腰痛的病因病机无外乎以下四点，一为外伤，如突然的跌扑损伤；二是腰肌
劳损，如长期的久坐劳累；三是脾胃、肝肾亏虚，“腰为肾之府”，若脾胃、肝肾亏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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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腰部失却精血濡养而发病；四是风寒湿热之邪侵袭腰部经络，造成腰部局部气血
阻滞，经络不通，不通则痛[31]。
2.治疗
中医药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治疗腰痛方面有毒副作用小、疗效
确切、安全性高等独特的优势。目前，临床治疗腰痛最常应用的中医药疗法有中药疗
法、针灸疗法、中药穴位贴敷、推拿理疗等疗法。
2.1 中药治疗
早于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就有运用方药治疗腰痛的记载，《伤寒杂病
论·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有言“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
中......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论述了寒湿腰痛的发病、
症状以及方剂治疗。目前临床中中药内服治疗腰痛的方剂多选用独活寄生汤、甘姜苓术
汤等加减，方药多选用川乌、附子、威灵仙、细辛、独活、杜仲、清风藤、牛膝等具有
温阳散寒、行气活血功效的药物[32]。胡文治[33]等通过运用甘姜苓术汤治疗寒湿型腰痛，
于疗程结束后观察其结果，发现 84 例腰痛患者中治愈 43 例,有效 36 例,无效 5 例,总有
效率达到 94.05%，说明了中药汤剂对腰痛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疗效。
清代医家吴师机的《理瀹骈之》曾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
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除了中药内服，中药外用贴敷治疗腰痛临床中也有普遍的应
用[34]。中药外用贴敷优势明显，其给药途径为皮下给药，无需经历消化道及血液循环等
发挥作用，相对于口服中药具有起效快、直达病所等优势，是中医外治法中治疗腰痛的
重要手段。此外，中药熏洗同样作为常用的中药外用疗法，也广泛的应用于在临床腰痛
[35]

的治疗中。潘天明

应用外用熏洗合剂结合独活寄生汤治疗寒湿腰痛，治疗 7 天一个疗

程后观察其结果。 结果统计发现 60 例腰痛患者中痊愈 56 例, 显效 2 例, 有效 1 例,
总有效率 98.33%，中药熏洗疗法操作简捷，无疼痛及副作用，作为辅助疗法治疗腰疼
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价值。
2.2 针灸治疗
针灸作为中医传统疗法，在治疗腰疼方面疗效显著。《黄帝内经》中不乏针灸治疗
腰痛的诸多记载。《素问·刺腰痛篇》有言:“少阳令人腰痛, 如以针刺其皮中, 循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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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以 俯仰 , 不 可以顾 。 刺少阳成 骨之端 出血, 成骨在 膝外廉 之骨独起者, 夏无 出
血。”、“阳明令人腰痛, 不可以顾, 顾如有见者, 善悲。刺阳明于前三痏, 上下和之出
血, 秋无见血。”提出了由于腰痛证型不同，其相应的治疗方法也不同。另外，《素
问·骨空论》中有言:“腰痛不可以转摇, 急引阴卵, 刺八髎与痛上, 八髎在腰尻分间。”
则进一步提出了腰骶部的八髎穴可以治疗缓解腰痛。
针灸疗法通过刺激穴位调动自身正气来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较西药具有起效
快、副作用小而疗法健康的优势。从中医理论上来说，针灸疗法可以通过针刺刺激局部
和远端的穴位，以达到疏通经络、调畅气血的功效。从西医的理论上来讲，针刺可以改
变病变部位的血液供应和营养代谢，促进炎症组织阿片肽的释放和体内各种内源性镇痛
[36]

物质含量的提高来达到止痛的效果 。腰痛从经络循行部位来看，多累及督脉和足太阳
膀胱经，疼痛部位也多见于上述经络的循行部位，故局部取穴多选用足太阳膀胱经的大
肠俞、秩边、关元俞、肾俞等穴，远端多配以委中、昆仑、承山等穴，上下、远近相配
可以加强舒筋通络之功。针灸疗法包括针法与灸法，针法包括普通针刺、火针、内热
针、温针灸、激光针等疗法，灸法包括温针灸、脐疗、督灸、热敏灸、麦粒灸等。通过
查阅文献发现，不论是单纯针刺亦或灸法，在临床腰痛治疗过程中均有广泛应用，且疗
效显著，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37-39]。
2.3 针药结合
针刺结合中药是临床常用的一种中医综合疗法。叶冰云、张红美[40-41]等应用温针
灸同方剂甘姜苓术汤治疗腰痛，其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通过中药汤药内服，结合
针灸外治，内外相兼，可以明显提高治疗效果，在未来的临床中值得进一步的推广和研
究。
2.4 推拿疗法
推拿作为中医传统疗法中的一种，也广泛地应用于临床腰痛的治疗中。推拿通过
手法刺激病变局部和相应穴位，调节肌肉的张力，消除局部组织的痉挛来改变病变部位
的病理状态，使长期紧张的肌肉状态得到放松和缓解[42]。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造成腰痛
的患者，推拿可以松解粘连，缓解椎体周围的韧带紧张，减轻突出的髓核对硬膜、神经
根的压迫，进而减轻患者的症状。

针刺联合艾灸疗法治疗急慢性腰痛 Meta 分析

3.疗效评价
《灵枢·终始》篇云：“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
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未去也，多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
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古人强调脉象的变化是验证“气至而有效”的重
要依据，意指施用泻法之后，脉象如由原来的动疾变为和缓，说明邪气已退，正气来
复。若医者施行补法，患者的脉象由原来的虚软无力变为和缓有力，说明正气已得到充
实。古人依据脉诊，通过比较治疗前后脉象的变化来判定治疗是否有效。
随着时代发展，目前针灸临床主要通过设立随机对照试验来判断某种疗法能否取得
疗效。随机对照试验是评价某种方法是否有效和安全可靠方法之一，是疗效和安全性评
价的金标准，包括随机性、对照性、设立盲法三个基本特征。临床试验通过设立治疗组
与对照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对比两组的临床有效率、治疗前后症状积分等来判定
治疗手段是否有效。
4.总结
中医作为流传千年、历经验证的传统医学，具有现代医学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作
用，通过查阅文献可以发现，无论是中药，还是针灸疗法对于腰痛的治疗都具有显著的
疗效，可以显著改善 VAS、JOA 等症状积分，提高临床治愈率，同时不良反应也较少。
但是对于中医药治疗腰痛的试验也存在着样本量小、缺乏统一标准以及缺乏后续的跟踪
随访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未来的临床试验研究设计中，应加强完善临床设计方案，
以保证临床疗效更具说服性、参考性。
（二）针灸治疗疾病的 Meta 分析概况
Meta 分析又称为系统评价，是循证医学重要的科研方法，对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
重要意义，近几年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循证医学也越来越受到广大医学研究者的
[43]

关注。研究发现

，近几年发表的循证医学文章，其质量也在逐渐升高，对临床实践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系统评价类文献主要分为三类：单纯 Meta 评价、系统评价再评
价以及网状 Meta 分析。
1.单纯 Meta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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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分析是文献的量化综述，是以同一课题的多项独立研究结果作为研究对象，
在严格设计的基础上，运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对多个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客观、定量的综
合分析。郑旭耀[44]等人对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进行了系统评价，共纳入 31 篇文献,
结果显示，总体上来说，手法比其他疗法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方面更加安全、有效,
并且在总有效率、VAS 评分、JOA 评分、ODI 评分方面优于其他疗法。杨志波[45]等人对
针灸治疗湿疹进行系统评价, 结果共纳入 19 篇文献,对纳入文献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
示针灸治疗湿疹与常规治疗湿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针灸在提高有效率、降低复发率方
面均优于其他疗法。
2. 系统评价再评价
系统评价再评价是对已有治疗某种疾病系统评价的一个再评价，以适应最新发表文
献的数据，杨晗[46]等人对针灸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痪的系统评价再评价，共纳入 7 篇文
献,评价结果显示,针灸疗法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痪具有明显优势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周
俊[47]等人应用 AMSTAR 及 GRADE 系统对针灸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系统评价进行再评价，共
纳入 17 篇文献,结果显示，针灸治疗变异性鼻炎在治疗有效率、改善鼻部症状等方面疗
效优于常规药物。
3.网状 Meta 评价
对于某些疾病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治疗措施，而单纯 Meta 评价只能比较 2 种方
法，故网状 Meta 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其可借助间接比较技术对处于同一个证据体的所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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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干预措施同时进行综合评价并排序 。张金焕

等人对不同针灸疗法治疗肩周炎进行

网状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西药相比,温针灸有最高的可能性改善肩周炎症状,其次是
热敏灸、电针、毫针，故在纳入的 4 种针灸疗法中,热敏灸和温针灸可被考虑作为治疗
肩周炎的补充替代疗法。刘福水[50]等人对不同针灸疗法治疗中风后肩痛进行网状 Meta
分析，最终纳入 25 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共 1898 例中风后肩痛患者，结果发现，8 种
不同针刺方法在治疗中风后肩痛方面,针灸综合疗法优于单一针灸疗法和康复治疗,且单
纯针灸疗法和康复治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类针刺综合疗法也互有优劣,建议结合临床
实际情况及中医辨证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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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单纯 Meta 评价、系统评价再评价还是网状 Meta 分析均具有其自身的优
势，对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大多数文献纳入试验的方法学质量较低,
期待科学设计临床研究方案,进行严格的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以提供高质量
的科学文献，未来应在研究设计时适当结合中医特色,以期获得更高质量的临床证据。
（三）结果分析
1.文献质量
本文纳入的是小样本随机对照试验，采用临床普遍使用的方法学，样本量小，多中
心临床试验未见。所纳入的文献基本没有详细提及随机分配的方法，因此对文献的质量
存在疑问。所纳入的 17 篇文献仅有一篇涉及分配隐藏及盲法，这同时也为文章的选择
性偏倚提供了隐患，这与研究的难度和研究者重视程度密切相关。成功的施行盲法，可
以在随机对照试验的多个阶段控制偏倚，可以减少对结局事件的差异性评估。因此，通
过本文文章质量的评价可以看出，在日后的文章纳入方面，需要更多的考虑样本量大
小、中心的多少、是否采取分配隐藏及盲法等。
2.评价指标
本研究纳入的 17 篇文献均采用了临床总有效率作为评价指标，16 篇将标准视觉模
拟评分表（VAS）作为评价疗效指标，6 篇将日本骨科学会（JOA）下腰痛系统评分作为
评价指标，其中有 8 篇的临床总有效率是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1994 年发布的《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制定。评价指标作为评估临床治疗效果的黄金准则，直接决定了
临床研究的数据结果，相较于主观评价，其专业性和客观性能最大程度避免偏倚，提高
临床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与权威度。
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是指将疼痛的程度用 0 至 10 共 11 个数字表示，0 表示无
痛，10 表示最痛。依据自身疼痛程度在这 11 个数字中代表疼痛程度。0-3 分表示轻微
疼痛，疼痛可以容忍。4-6 分表示疼痛并影响睡眠，但尚能忍受，需要口服止痛药物。
7-10 分表示较强烈的疼痛，疼痛剧烈或者难忍。
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JOA）是由日本骨科协会针对脊柱疾病功能状态评估推出
的评定方法，包括颈椎 JOA 评分和下腰痛 JOA 评分。其中颈椎 JOA 评分包括上肢运动功
能、下肢运动功能、感觉和膀胱功能四分部分,总分 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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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模拟评分法与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具有简单直接、临床中易于操作等优势，
但同时又存在着指标主观性过强，可能对结果的客观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3.结果分析
本文研究针刺结合艾灸疗法治疗急慢性腰痛的疗效，治疗组的治疗手段包括温针
灸、温针灸结合齐刺、针刺结合督灸、针刺结合隔姜铺灸法、针刺结合命门隔盐灸，对
照组则采用针刺疗法。通过将查找的文献中相同结局指标的文献进行汇总发现，临床总
效率、标准视觉模拟评分表（VAS）和 JOA 下腰痛评分标准三个指标具有可比性。根据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从临床总效率，还是从标准视觉模拟评分表（VAS）和 JOA
下腰痛评分标准制定临床症状积分来比较，针刺结合艾灸疗法治疗腰痛的疗效均优于对
照组。
(四)思考
腰痛又称“腰脊痛”，是以腰部疼痛为主症的病症，多由外力损伤、风寒湿邪侵入
人体导致腰部经络气血不通，经脉痹阻，不通则痛，或年老体衰、劳欲过度导致肾精亏
虚，气血不足，腰部失于濡养，不荣则痛。临床上腰痛多见于腰部软组织损伤、肌肉风
湿、腰椎病变、椎间盘病变以及部分内脏疾病，腰椎影像学检查或其他相关检查可鉴
别。
临床常使用单独针刺治疗腰痛，虽疗效较好，但针刺结合艾灸治疗，不仅可以发挥
针刺疏通经络以止痛的效果，还可以发挥艾灸温通、调和气血阴阳的作用，通过整体调
节以达到治疗疾病的最终目的。腰痛作为针灸科常见疾病，其治疗见效快、简便廉效、
副作用少，相较于西药与手术治疗优势明显。通过文献检索发现，温针灸做为最常用的
灸法广泛应用于腰痛的临床治疗，值得临床普遍开展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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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一）结论
1.共检索到文献 440 篇，最终纳入 17 篇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文献，其中中文文献
17 篇，含学位论文 5 篇。
2.文献质量：本文纳入试验为小样本随机对照试验。
3.Meta 分析结果显示：在有效率方面，17 篇文献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治疗前后
疗效对比方面，所纳入的大部分试验也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温针灸、针刺结合督灸、针刺结合命门隔盐灸能增加治疗效果，减少患者的疼痛，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文在应用针刺联合灸法作为干预措施的基础上，将有效率、疗效指标的前后对比
作为结局指标，避免了各试验中不同病情对本研究结果的偏倚。但同时，本研究的局限
性也比较明显，如未收集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将对本次研究造成较大的影
响。因此，应在未来中加强对本类研究的完善和发展。
（二）问题与展望
1.通过针刺结合艾灸疗法治疗腰痛的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关于艾灸的疗法的方案均
缺乏确切的描述和相对统一的规范，所以艾灸疗法的应用可能会影响疗效评价。
2.由于本研究受时间、经费以及研究者水平影响，有待更多的对针灸治疗急慢性腰痛的
大样本临床试验，或者更系统的 meta 分析来进一步评价针灸治疗急慢性腰痛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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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针灸治疗腰痛的研究进展

腰痛是发生于腰部的临床常见的疼痛性疾病，其多因感受外邪、跌扑损伤和劳欲过
度而发病，并且多伴随腰椎间盘突出症、腰部扭伤、腰部长期劳损、骨质疏松等其他疾
病。中医依据其病因和临床表现，通常分为寒湿腰痛、湿热腰痛、瘀血腰痛以及肾虚腰
痛等证型，其中以寒湿和肾虚腰痛较为多见。临床中各证型腰痛患者均以腰部疼痛不适
为主要表现，湿热腰痛可同时伴局部热胀不适，热剧痛剧，舌红苔黄腻脉数疾等症状；
瘀血腰痛患者多有外伤史，腰部刺痛，痛处固定；对于肾虚腰痛，症状则表现为酸痛隐
隐，喜揉喜按。近几年中西医治疗腰痛取得了显著疗效，本文通过整理 2010 年至 2019
年 10 年间针灸治疗腰痛的研究进展，以便为临床治疗腰痛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医理论对痛证的概括有言：“不通则痛”、“不荣则痛”，机体正气虚弱是腰痛根本
原因，感受外邪是其发病的重要因素。针灸治疗腰痛的方法主要有：毫针疗法、芒针疗
法、火针疗法、电针疗法、温针疗法、针刀疗法、平衡针法以及针灸配合其他疗法法
等。
1、毫针疗法
《灵枢•九针论》：“毫针取法于毫毛，长一寸六分。主寒热痛痹在络者也”。毫
[1]

针为针刺最基础的工具，最能体现出传统疗法的精华所在，王燕珍 选用人中、后溪、
腰痛穴治疗急性腰扭伤引起的急性腰痛，通过按压找寻局部压痛点并进行辨经，腰部压
痛点在督脉者选取人中穴，腰部压痛足太阳膀胱经者选取后溪穴，痛点在足少阳胆经
者，选取腰痛穴。同时左病取右，右病取左。在留针过程中嘱患者配合肢体活动及深呼
吸。经过治疗结果统计发现，痊愈 46 例、有效 7 例、无效 2 例，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2]

95.33%。王焕梅等 选取患者臀部和股后明显疼痛点针刺（髂后上棘与大转子连线中点
处、髂后上棘与坐骨结节连线中上 1/3 交点、大转子与坐骨结节连线中上 1/3 交点、
股后中线、臀沟处、骶尾关节与大转子连线中点），患者取侧位、屈腿以刺激神经干，
并做扇形探索性针刺，直至沿坐骨神经走行出现异感或触电感后行提插、捻转等手法，
每天治疗 1 次，10 次为 1 疗程，针刺力度适量，以免伤及血管及肠道，临床有效率达
95.5%；朱剑寰等[3]采用“臀三针”法治疗坐骨神经引起的腰痛，选用环跳穴、居髎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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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二穴连线做一等边三角形所选的第三穴，选取阳陵泉、委中、承山等作为配穴，采
用泻法，针感要求放射到足底，每日治疗 1 次，6 次为 1 个疗程，而对照组采用口服布
洛芬胶囊配合 B 族维生素肌肉注射进行治疗，通过对治疗结果观察发现针刺组总有效率
（96.7%）优于对照组（80%），故毫针刺可有效治疗坐骨神经痛。
2、芒针疗法
芒针疗法是由“传统九针”中的“长针”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有云:
“长针者 ,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曾贤等[4]以大肠俞、关元俞、膀胱俞等为主穴，
用 5 寸或 6 寸芒针深刺，针尖刺向棘突，并通过提插泻法使部位产生灼热感、放射
感。每日治疗 1 次，5 次为 1 疗程，并于 2 个疗程后观察评价其疗效，结果发现治疗后
总有效率高达 96.4%，芒针可激发经气、循经传导、直达病所，具有较好的镇痛效果。
3、火针疗法
火针古称“焠刺”、“烧针”，“《灵枢•官针》云：“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
也”,武建生[5]取环跳、阳陵泉、秩边、委中、足三里等有压痛感觉的穴位进行治疗，
隔日 1 次，通过对治疗结果进行观察发现，患者 5 次后疼痛自觉减半，20 次治疗结束
[6]

后症状消失，患者自述走路无牵强觉，睡眠恢复正常。孔祥飞 选用 L4、L5 棘突旁开
0.5 寸夹脊穴进行火针疗法，并配以秩边、环跳、风市、阴陵泉等穴，采用快进快出的
手法，不留针、不行针，治疗后叮嘱患者防止针刺部位感染，治疗隔日一次，10 次为 1
疗程，1 个疗程后对患者进行疗效评估，结果发现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98.28%。
4、电针疗法
电针疗法为针刺与电刺激有效结合，在针刺得气后，输以不同频率的电流，能舒经
[7]

活络通脉 ,从而达到止痛的作用。刘光涛 对照组主穴选肾俞、大肠俞、腰夹脊等穴，
治疗组则在对照组选穴的基础上加上电针治疗，治疗组与对照组均每日治疗一次，10
次为一个疗程，治疗两个疗程。经过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93.75%与
81.25%，研究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李文顺等[8]应用电针与温针
灸治疗腰痛病进行疗效对照，治疗组与对照组均选取肾俞、大肠俞、委中等穴，治疗应
用接有连续波的电针进行治疗，对照组则应用温针灸疗法进行治疗，两组均治疗两星期
后观察其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治疗组 JOA 评分、Osw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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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障碍指数等评分较对照组改善更为显著。杨元庆等[9]对 104 名患者进行了电针治
疗，将其分为两组，每组 52 名患者。对照组的 52 名患者则接受了腰夹脊、肾俞、大肠
俞等穴位的针灸治疗，根据辨经配穴法，研究者选择了殷门、委中、跗阳等穴位。对于
经络辨证后属于足少阳经络的患者，增加环跳、阳陵泉、悬钟等穴。对于瘀血腰痛，研
究者选择膈俞穴以活血化瘀。而寒湿腰痛的患者，则依照温阳散寒治法选取穴位以减轻
腰部酸痛，穴位选择为腰俞、阴陵泉以补肾温阳、健脾利湿。肾虚腰痛的患者，研究人
员选择命门以益肾壮腰。对于治疗组的患者，选择局部疼痛区域进行针刺治疗，操作方
法为患者触诊并描述该区域，然后使用标记器对其进行标记，以确定针刺的具体部位。
在两个治疗方案中，均每次 30 分钟。每天一次，连续十天为一疗程。疗程结束后观察
其结果，结果显示治疗组治愈率为 80.76%，有效例数为 5，占总有效率的 9.62%，无效
率 9.62%，而对照组治愈率 57.69%，有效率 19.23%，无效率 23.08%。在 VAS 评估中，
治疗组的疼痛评分下降更高。综上可见，电针同针刺或其他疗法对于腰痛的治疗效果显
著。
5、灸法
灸法起源于《黄帝内经》时期，是一种古老的外治疗法。《灵枢•官能》曰：
“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督灸为灸法中代表性治疗方法之一，具有温阳通督，行
气活血的作用。刘鹏

[10]

运用扶阳通督灸法治疗寒湿腰痛患者，对照组为温针灸治

疗，两组均以十次为一个疗程，治疗结束后应用评估治疗分数（JOA）评价腰椎功能
和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 JOA 积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路晓红
等 [11] 在单纯督灸的基础上配以针刺治疗肾虚性腰痛，而对照组应用普通针刺联合回
旋灸法，结果治疗组有效率 94.44%，远高于对照组 88.89%。郭敏等

[12]

依据“全息

疗法”选择在任脉进行铺灸治疗非特异性腰痛，并于常规督灸进行对照，结果治疗
组总有效率和愈显率分别为 94.1%和 76.5%，远高于对照组。温针灸属于灸法中的一
种，即将针刺同灸法相结合的疗法，可借助艾灸的温热刺激来激发穴位的经气，以达到
调理脏腑、行气活血的作用，其独特的温热效应尤益于寒湿型腰痛患者[13]。冼超俊等[14]
将 60 名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采用温针灸，每组 30 人，在 25 天的疗程中
（每天 3 个疗程，为期 7 天，间隔 2 天休息），实验组采用 40mmx22.5mm 和 25 mm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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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规格的针灸针，穴位选取肾俞、肠俞和委中。依据辨证，瘀血腰痛者，选取膈俞和
血海；寒湿腰痛者，选取腰阳关和命门；肝肾亏虚者，选取肝俞、肾俞和太溪；湿热腰
痛者，取穴内庭和阴陵泉。治疗一段时间后观察其实验结果。结果观察：治疗组的有效
率及疼痛减轻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温针灸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在汤志锋进行的一项
研究中[15]，研究人员将 68 名受试者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34 人。对照组，使用频
率为 30-50 赫兹和 2 毫安的电刺激装置连接 15 分钟，实验组第一次针刺 5～10 分钟，
随后再用艾灸补充治疗 10 分钟。治疗结束后应用 VAS 和 Owestry 问卷评估对照组和治
疗组从治疗计划开始到结束的疼痛变化程度。结果发现实验组在 VAS 评分以及 Owestry
问卷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谢雪榕等

[16]

将 90 名患者分为温针

灸组与普通对照组，治疗结束后依据 Mc Gill 疼痛分级评分及腰痛 JOA 总评分对其进
行测评，温针组总有效率 95.56%,显著高于普通针刺组的 86.67%。此外，雷火灸 [17] 、
麦粒灸

[18]

等灸法在临床中治疗腰疼也有应用。

6、针刀疗法
针刀疗法有效的结合了现代医学中外科切开性手术疗法同与传统针刺疗法，属于
闭合性松解术的常用工具，具有疗效广泛，起效快等优点,对于腰痛患者。可直达病
所，松解病变粘连组织[19]。丁梦娜等[20]将 112 名受试者被分成两组，每组 56 人。治疗
组每人接受一次治疗，然后在康复 5 天后完成报告症状。根据病变的深度选择针刺深
度。当针的边缘与肌筋膜（纤维）层保持平行时，针缓慢地插入深层，同时以扇形弧度
上下移动，并挤出残余出血。对于对照组，参与者接受每天一次，共计 5 天的普通针刺
治疗。针具选取规格为 0.25x60mm 的毫针，穴位选取双侧肾俞、大肠俞、昆仑和阿是
穴。治疗结束后采用 VAS 和 ODI 问卷表评价其疗效。研究人员还使用了以下类别：治
愈、非常有效、有点有效和无效。试验结果：治疗组的 ODI 评分（适应性）为 5.7±
0.71，结束时为 2.81±0.36。对照组开始时为 8.88±0.98，结束时为 5.58±0.65。两
组比较有显著差异。对于 VAS，治疗组以 6.21±0.17 治疗前，他们以 3.11±0.12 结束
研究项目。对照组以 5.86±0.16 开始，以 3.46±0.15 结束。两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从疗效程度的分类分布来看，治疗组治愈 0 例，有效 2 例，有效率 51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4.6%，远高于对照组的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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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平衡针法
平衡针疗法是以针刺为手段，选择身体健侧的某一特定穴位，激发中枢系统的调节
作用，以达到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自我调节的作用[21]，具有较强的镇痛效应和消炎效
[22]

果，广泛应用于颈肩腰腿痛疾病 。
丁维超[23]应用平衡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通过标准纳入腰痛患者 75
例，随机将其分为平衡针治疗组与西药静脉输液对照组，治疗组采取交叉取穴、定位取
穴等原则进行选穴，手法施以提插手法，针感以局限性、强化性的酸麻胀感为主，经过
治疗发现治疗组治愈率、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且治疗后疼痛程度治疗组显著轻
[24]

于对照组，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张萍等 应用针药结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采取平
衡针与中药汤剂结合的方法，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单纯中药对照组。除了针药结合，平衡
针结合电针疗法[25]、平衡针结合康复训练手段[26]结合治疗腰痛在临床中也多有运用。
8、针灸配合其他方法
李丽[27]等选取了 60 名研究对象，分为 2 组，治疗组每天针刺 20 分钟，每周 5 天，
连续 4 周。穴位选取：阿是穴、大肠俞、委中。依据辨证，寒湿腰痛者加腰阳关。瘀血
腰痛者加隔俞。肾虚腰痛者加肾俞、命门、志室。实验组除了针灸治疗外，还接受运动
治疗，包括以下运动：1.五点支持练习。2.仰卧直腿抬高。3.仰卧，臀部、肩部和颈部
伸展。4.脊柱侧弯。治疗结束后应用 VAS 用于评估疼痛缓解情况。ODI 被用来评估在进
行日常生活活动时残疾的减少情况。结果显示实验组和治疗组的所有得分都有显著性差
[28]

异，但实验组效果较好。李春镇等 运用 Thera-Band 渐进抗阻系统结合针刺、推拿对
50 例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进行治疗，经过三周治疗后，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单纯针
灸、推拿的治疗组。此外，作为灸法的一种，脐疗结合低频脉冲治疗产后所出现的腰痛
也具有显著效果[29]，有进一步研究应用的价值。
腰痛作为临床常见疾病，病人群体数目庞大，对于轻中度腰痛，针灸疗法正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重要和价值，不仅操作方法简单，直达病所，而且较手术风险小无副作用
[30]

。研究表明，无论毫针疗法、芒针疗法、火针疗法、电针疗法、温针疗法、针刀疗

法、平衡针法以及针灸配合其他疗法均具有显著疗效，综合疗法与单独针灸相比，都具
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在这一发现之后会出现的问题是：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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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们看起来都比简单的针灸疗法同样有效，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更多的治疗
（包括在研究项目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比单纯治疗疗法更有效。这可能表明研究中存在
潜在的治疗偏见，也可能是发表偏见，即只发表显示积极结果的研究项目。无论是哪种
方式，都可以肯定地看出，针灸在临床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理论基础，对于腰痛的治
疗，无论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还是某种类型的腰椎退行性疾病，都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即使是简单的针灸治疗也能产生积极的结果，由此可见，针刺治疗腰痛是安全有
效的，并可辅以其他多种治疗方法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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