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椎動脈型頸椎病的中醫藥治療研究進展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ial type cervical spondylopathy 

張士榮 ZHANG Shirong 

（南京中醫藥大學 江蘇省第二中醫院） 

 
[摘要] 整理近幾年關於椎動脈型頸椎病的臨床治療研究相關文獻，了解本病在臨床治療上常用且療效顯著的方
法，旨在為進一步理論研究本病提供借鑒，為更好的治療本病，減少其發病率和復發率提供論據。 

 

[關鍵詞] 椎動脈型頸椎病；推拿、針灸、中藥、綜合治療；綜述 
椎動脈型頸椎病（CSA）是頸椎病的一種常見類型，是多種因素致使椎動脈受刺激、壓迫，以致椎－基底

動脈供血不足為主要症狀的綜合症。臨床主要表現為：頸部不適及患者眩暈、惡心、嘔吐、耳聾、耳鳴等，眩
暈多與頸部活動有關，嚴重時甚至猝倒，猝倒時神志多半清醒。在祖國醫學上尚未有正式病名，很多醫家將其
歸於「眩暈」、「項痹病」、「頭痛」等範疇。CSA目前在臨床上發病率很高，越來越年輕化，已嚴重影響人
們的生活質量，本文筆者就近幾年眾醫家在臨床上治療CSA常用的且療效顯著的方法進行綜述如下。 

 

1 推拿治療 
1.1 傳統推拿手法治療 王冠[1]採用手法整復治療CSA 50例。具體方法：採用中醫傳統手法治療，參照全

國高等中醫藥院校教材《推拿治療學》[2]中頸椎病之椎動脈型推拿治療的操作規範。每次20min，隔日 
1 次 ， 7 次 1 個 療 程 ， 共 3 個 療 程 。 結 果 ： 總 有 效 率 9 0 % 。 

1.2 放鬆類手法為主治療 周志彬[3]等運振法治療CSA 78例。其主要方法：先使用放鬆類手法於頸肩部放
鬆治療；然後在大椎穴，風池（雙）穴運用振法，動作持續，300-400次/min，每穴3min。每日1次，每周5次，
10次1個療程，治療時間 短0.5個療程， 長2個療程。結果：總有效率94.9%。吳燕[4]等運用點按枕下三角治
療椎動脈型頸椎病80例。其主要方法：先輕輕揉捏枕下三角，使頸部放鬆，在點按15分鐘使患者感到局部酸
麻脹痛為度，每日1次，每次30min，15次1療程。對照組80例則採用針刺風池（雙），天柱（雙）、頸夾脊
穴，每日1次，每次30min，15次14療程。結果：推拿治療組總有效率91.25%。針灸對照組總有效率76.25%。
治療組優於對照組，兩組有統計學意義（P<0.05）。 

1.3 整復類手法為主治療 李向欣[5]使用臥位矯正手法為主結合放鬆類手法治療CSA 45例。矯正手法：（1）
上位頸椎矯正手法：患者仰臥，頭向健側旋轉90°，術者位於患者頭頂，一手抵觸偏移橫突，另一手同時將患者
頭部向上牽引，抵觸偏移橫突之手瞬間發力完成矯正；（2）下位頸椎矯正手法：患者側臥，術者一手拇指抵觸
偏移橫突為定點，另一手托患者顏面部作為動點，以枕部為支點，轉動頭部至 大角度，再加給予5°的閃動力，
同時定圖拇指加力，完成矯正。每日1次，每次30min，7次1療程，共3個療程。結果：總有效率93.33%。廖信
祥[6]運用脊柱平衡手法為主治療CSA 120例。操作：患者俯臥位，術者首先使用脊柱平衡手法調整有棘突偏歪
的胸椎、腰椎，再調整兩側骶髂關節及雙側下肢（尤其針對雙下肢不等長），矯正骶髂關節錯位和雙下肢不等
長。在配合扳法、點按法在患者的頸背操作，每日1次，7d為1個療程。對照組120患者則僅使用扳法、點按法
治療，每日1次，7d為1個療程。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97.50%。對照組總有效率70.83%。治療組優於對照組，
有統計學意義（P<0.05）。 

1.4 單一手法 楊繼文[7]等運用拇指頂推法治療CSA 30例。具體操作：術者用左手固定患者頭部，右手拇
指頂推需要治療的患椎，頂推的方向為同側眼球的方向，用力頂推，至 大力時囑咐患者咳嗽一聲即鬆手，如
此重復2-3次。每天1次，14天為1個療程。對照組30例患者則單純採用牽引治療。治療前後功能量表評分比較，



結果分別為：治療組，（25.80±2.33），（5.73±1.36）；對照組（25.07±2.20），（9.27±1.91）。評分標準
主患者的生活能力及心理功能作為標準，評分越高病情越重。治療組積低於對照組，兩組有統計學意義
（P<0.05）。 

1.5 辨證推拿治療 牟新[8]等運用辨證推拿治療CSA 49例。即在常規傳統推拿手法治療本病的基礎上，根
據患者不同的證型鋪以不同的推拿手法。肝陽上亢型加拿頭部五經、項部往返5次，推橋弓從上而下20次，擦督
脈，按揉太沖、三陰交、腎俞、陰陵泉、中府、曲池、外關等穴持續1min；氣滯血瘀型加大魚際揉前額2min，
一指禪推血海、率谷、陰陵泉，掃散顳部30次；風寒阻絡型加按揉肩井、風池各1min，直擦督脈及膀胱經，橫
擦大椎至肺俞；氣血不足型加一指禪推足三里、中脘、關元、三陰交持續1min，摩腹（順時針、逆時針各2min），
擦督脈。對照組則單純進行常規傳統推拿治療。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後症狀和體征評分比較結果為：治療組
為（32.9±6.3）分，（11.8±4.7）分；對照組（33.1±7.2）分，（20.5±5.3）分。症狀和體征評分標準以症狀及
體徵的無、輕、中、重、分別記0、2、4、6為准，評分越高病情越重，兩組治療前後評分均有下降，但治療組
下降更明顯，兩組有統計學意義（P<0.05）。 

 

2 針灸治療 
2.1 單純針刺 陳靜[9]等運用針刺治療CSA 45例。百會、風池、頸百勞、天柱、大杼以及頸夾脊穴為主，

頭痛加太陽，嘔吐加內關，失眠加安眠穴，耳鳴加耳門。針刺方法：百會向後頭頂平刺0.8寸，風池向鼻尖方向
刺0.8-1寸，並行捻轉平補平瀉，其餘腧穴常規刺法。每日一次，留針30min，10d為1療程，結果：總有效率93.9%。
陳曉謙[10]等運用針刺治療CSA 80例。取穴：頸三針（風池、頸4夾脊、安眠穴）。針刺方法：風池穴進針，針
尖對准鼻尖方向，深約1寸，進針後以針感酸麻脹為主，頸4夾脊穴進針為1~1.5寸，針感放散至枕部為佳，安眠
穴進針0.5~1寸，得氣即可，留針30min。每日1次，7次1個療程，4個療程為准，結果：總有效率91.25%。 

2.2 電針 劉兵[11]運用電針治療CSA45例。主要取穴：風池、風府、天柱、C3-7夾脊穴，嘔吐加內關、足
三里；煩躁易怒加太沖、三陰交；失眠多夢加豐隆、神門。針刺方法：常規進針捻轉補瀉得氣後，各穴接G-6805
電針儀，以連續波刺激30min，再配以隔藥灸頸夾脊兩側（以葛根、麝香4：1比例配以白酒製成藥餅），每日
12次，7次1個療程，3個療程為准。結果：總有效率95.6%。 

2.3 溫針 項小林[12]等運用溫針灸治療CSA60例。主要取穴：百會、絡卻（雙側）、陶道、身柱、神道、
天宗（雙側）、腎俞（雙側），選取0.35mm-40mm毫針，常規進針，將艾條切成1.5cm插於預先針於陶道、身
柱、神柱、神道、腎俞（雙側）亮針之上，施行溫針治療，每日一次，10d為1療程，共兩個療程。對照組60例
患者則採用常規針灸（取穴、治療時間、療程都一致）治療。結果：溫針治療組總有效率91.2%。針灸對照組
有效率81.7%。治療組優於對照組，兩組有統計學意義（P<0.05）。 

2.4 穴位注射 高珊[13]等運用頸夾脊穴穴位注射為主治療CSA 40例。操作：先在頸夾脊穴4~6（雙）行常
規針刺治療，行平補平瀉法，留針30min，每日1次，2周為1療程。出針後再於頸夾脊穴4~6（雙）行常規消
毒，用5ML注射器取復方當歸注射液2ML，0.9%生鹽水4ML，快速進針，每次取4個穴位操作，針刺得氣後，回
抽無血後緩慢推入藥液，每穴1ML，注射完畢後，用棉球輕壓針眼片刻，每日1次，左右交替注射，2周為1療程。
結果：總有效率97.5%。 

2.4 刺血療法 胡曉斌[14]等運用刺血療法治療CSA 32例。操作：使用三棱針在消毒後的百會、頭維、大椎
處點刺擠壓放血，並在大椎穴拔火罐，使各穴放血1-3ml，每2-3d治療1次，連續7。結果：總有效率93.75%。 

2.5 針刀 楊才德[15]等採用單純樞椎棘突鬆解術治療CSA44例。取位置：在樞椎棘突上外側骨緣定一點，
若兩側均有壓痛，可同時定。操作：按針刀四步規程，進針後先沿大直肌肌纖維方向縱行疏通剝離2-3次，
再垂直肌纖維方向貼骨而橫行鏟剝2-3次，再沿頭下斜肌肌纖維方向疏通剝離2-3次，再垂直肌纖維方向貼骨而
橫行鏟剝2-3次，刀下有鬆感即出刀。3次1個療程，每次隔5天，共1個療程。對照組43例患者採用單純針刺，
針刺按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規定教材《針灸治療學》[16]操作，每日1次，10次1個療程，共兩個療程。結



果針刀治療組：總有效率95.45%。針刺照組：總有效率88.37%。治療組優於對照組，兩組有統計學意義（P<0.05）。 
 

3 中藥治療 
3.1 氣滯血瘀 周波[17]等認為本病的病機多因由外感風邪，痹阻經絡，氣血運行不暢所引起，病久則淤血

阻滯，故因以活血化瘀、行氣疏風為治則，運用鎮眩湯治療58例，組方（葛根、川芎、當歸、丹參、全蟲、地
龍、白芍、甘草、陳皮、枳殼、桂枝、防風），水煎服，每日1劑，15d為1療程，連服2個療程。對照組58例患
者採用口服愈風寧心片。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100%。對照組總有效率89.66%，治療組優於對照組，兩組有
統計學意義（P<0.05）。 

3.2 肝腎虧虛 張志海[18]等認為本病的發生以虛為本，以實為標，脾腎虛為本，痰瘀為標，治療應標本兼
治，以補益肝腎、健脾補血為主，輔以祛瘀化痰法。運用補腎健脾活血方加減治療CSA85例，組方：淫羊藿、
熟地黃、葛根、黃芪、補骨脂、山藥、白芍、桂枝、甘草。痰濕阻絡型加陳皮、法半夏、製膽南星；偏於肝腎
不足型加桑寄生、杜仲、山萸肉；偏於氣血虧虛加大黃芪、山藥。水煎服，每日1劑，15d為1療程，連服2個療
程。結果：總有效率91.76%。 

3.3 肝陽上亢 傅悅淵[19]等認為本病的發生多以肝腎不足、肝陽上亢，治療以補肝腎，清熱活血，平肝熄
風為治則，採用天麻鈎藤飲加減治療CSA 30例，組方：明天麻；鈎藤（後下）、焦山楂、炒黃芩、桑寄生、石
決明（先煎）、川牛膝、益母草、夜交藤、頸部酸痛加延胡索、製乳香、製沒藥；頭暈明顯加僵蠶、石菖蒲；
頸部僵直明顯加雞血藤、伸筋草、茯神、水煎服，每日1劑，15d為1療程，連服2個療程。對照組30例患者採用
口服頸復康顆粒。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93.3%。對照組總有效率70.0%，治療組優於對照組，兩組有統計學意
義（P<0.05）。 

3.4 痰濕阻絡 成建國[20]認為本病的病機多以痰濕為基礎，故以化痰祛濕、平肝潛陽為治則，治療以半夏
白術天麻湯合天麻鈎藤飲加減為主治療CSA30例，組方：製半夏，天麻，陳皮，白術，鈎藤（後下），葛根，
石決明，茯苓，澤瀉，全蝎，珍珠母，丹參，杜仲，牛膝，枳殼，炙甘草。水煎，取汁400ml，分早晚服，每
日1劑，14d為1療程，連服3個療程。對照組30例患者採用口服頸復康顆粒。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90%。對照
組總有效率76.7%，治療組優於對照組，兩組有統計學意義（P<0.05）。 

 

4 綜合治療 
4.1 針灸結合推拿、牽引 花佳佳[21]運用針灸、推拿、牽引治療CSA40例。針灸取穴：C3-7夾脊穴、大椎、

外關；頭痛、頭暈加百會、率谷等；惡心嘔吐加內關；耳聾耳鳴加聽宮、聽會；肩部不適加天宗、肩髎；上肢
麻木加曲池、手三里、合谷。各穴採用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虛實不明則平補平瀉，留針30min，每日1次，10
次1個療程。推拿：以揉撥法、摩法、一指禪推法、點按、拍法、抖法結合撥伸法、旋轉手法治療，每日1次，
10次1個療程。牽引：根據患者耐受力調整牽引力度，每日1次，10次1個療程。對照組各40例患者則分別採用
單純的針灸以及單純的推拿治療（針灸推拿方法同治療組）。結果：針灸結合推拿、牽引治療組總有效率97.5%。
針灸對照組總有效率95%。推拿對照組總有效率85%。治療組優於對照組，兩組有統計學意義（P<0.05）。 

4.2 中藥結合推拿 鍾燕斌[22]等使用中藥結合推牽、牽引治療CSA90例。中藥以桂枝加葛根湯加基礎方加
減，將上方放入藥缸，製成蒸氣，熏蒸患者頸部，每次30min，每日1次，10次1個療程，共3個療程。結合常規
推拿手法（點按、拿捏、彈撥、揉法、擦法、頸椎旋轉扳法）治療，每日1次，15次1個療程。頸椎牽引，牽引
重量6-10kg，每次20min，每日1次，10次1個療程。對照組90例患者則採用頸椎牽引結合超短波治療，每次
20min，每日1次，10次1個療程。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95.56%。對照組總有效率81.11%。治療組優於對照
組，兩組有統計學意義（P<0.05）。 

4.3 針灸結合中藥 劉玉峰[23]等運用針灸、中藥結合治療CSA41例。針灸：取穴百會、四神聰、風池、太
陽、上星、頭維、內關、水溝等穴，常規針刺，得氣即止，水溝穴採用雀啄灸以眼球濕潤為度，留針20min，



每日1次，連續10次。中藥：葛根湯、聖愈湯合澤瀉湯為基礎方加減。每日1劑，分2次口服，連服10天。結果：
治療前後中醫症候學總分分別為（7.17±1.70）,（2.73±1.14）。（P<0.01）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中醫症候計
分法：將眩暈與視物不清、頭痛分別按主症與次症計分，統計之和即為中醫症候學計分，分數越高病情越重。 

4.4 中藥、推拿、針灸結合 郭玉海[24]等運用推拿、腹針、中藥治療CSA60例。推拿：以旋轉拉手法為主，
施行手法前後配合局部軟放鬆治療，整個過程約15min，2次/d。腹針：取穴中脘、關元、下脘、氣海、下脘上、
商曲（雙）、滑肉門（雙），氣穴（雙）為標準處方加減，1次/d。中藥按辨證分型用藥，每日1劑，脾腎兩虛：
方選附桂理中丸＋補中益氣湯為基礎方加減；痰瘀互阻：方選半夏白術天麻湯為基礎方加減；氣虛血瘀：方選
補陽還五湯為基礎方加減。對照組60例患者則採用靜脈滴注西其汀口服西比靈。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96.67%。
對照組總有效率88.34%。治療組優於對照組，兩組有統計學意義（P<0.05）。 

4.5 中藥熱敷結合牽引 王紹麗[25]運用中藥濕熱敷及牽引為主治療CSA30例。濕熱敷藥物：丹參、當歸、
蘇木、製乳香、製沒藥、川芎、紅花、木瓜、蜈蚣、桂枝、伸筋草、千年健。將中藥製成硬幣大小與厚度，敷
於大椎穴、風池穴、肩井穴、肩中俞、肩外俞、阿是穴等穴位。再將浸過相同中藥合劑的毛巾加熱擰乾後覆蓋
於上述穴位及頸肩部，以患者耐受及皮膚無燙傷為宜。每日1次，5次1個療程，共2個療程。牽引：根據患者耐
受力調整牽引力度，每次20min，每日1次，5次1個療程，共2個療程。結果：總有效率90.0%。 

 

結語 
近幾年CSA的發病率越來越高，病情越來越複雜，臨床各科室專家根據自身的特點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

治療方法，包括推拿，針灸、中藥、綜合治療等。這些治療方法都有自己的特點，推拿治療CSA能緩解局部的
肌肉痙攣、鬆解肌肉的黏連以及調整椎間小關節紊亂以達到改善椎動脈受壓，從而增加大腦的供血。針灸治療
通過針刺相關穴位能疏風散寒、補益氣血、活血通絡止痛、開竅醒腦、從而緩解頸部緊張僵硬的肌肉，解除神
經和血管的壓迫狀態，使大腦供血充足。中藥治療治則是根據中醫的症狀進行辨證論治，不同的證型給予不同
的中醫組方，從而達到恢復人體的陰陽平衡的目的。臨床上治療CSA的方法雖然眾多，療效明確，但也存在不
足之處。本病的病因病機尚未完全清楚，以致本病的臨床發病率、復發率仍然很高、因而仍需進一步研究，以
明確其病因病機，以便更好的治療本病，做好本病的預防，降低本病的發病率及復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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