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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肩袖損傷是一種臨床常見疾病，是引起肩關節疼痛的重要因素，以肩部夜間疼痛並伴有肩關節無力和活
動障礙為典型症狀，廣泛存在於社會人群中。中醫對於痛症的治療一直有很大的優勢，本文就近五年中醫藥治

療肩袖損傷的臨床研究進行綜述，以供學習與參考。 

 

[關鍵詞] 肩袖損傷；針灸；針刺；小針刀；中藥；推拿；綜述 

肩袖，又叫旋轉袖，由岡上肌、岡下肌、肩胛下肌及小圓肌組成，對維持肩關節穩定及密閉肩關節起着重
要的作用。肩袖是肩關節活動中的解剖弱點，轉肩時不僅要保護關節的穩定，同時承擔着轉肩動力的重任，它
與肩峰緊貼，容易受到擠壓和摩擦，使肩袖肌腱、滑囊、韌帶發生損傷。肩關節疾病患者來院就診的常見原因
是肩關節疼痛及功能障礙，嚴重者影響正常生活，其中17%~41%的患者被診斷為肩袖損傷。相比較西醫以消炎、
鎮痛、手術等為主的治療手段，中醫療法因效果顯著，安全性高、副作用小、價格低廉、痛苦小等優勢逐漸被
大眾接受。臨床上將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結合，採用多種治療方法並取得不錯的療效，現綜述如下。 

 

1 針刺治療 
針刺是通過經絡、腧穴的傳導作用來通經脈，調氣血，平陰陽，是一種內病外治的方法。 

1.1 常規針刺治療 
仉樂 [1]選取陽陵泉、陰陵泉以及局部穴位治療16名肩袖損傷運動員，進針後提插捻轉行針，並施以艾

灸和按摩手法。對照組採用微波、干擾電和超聲波物理治療的方法進行治療。治療後觀察組UCLA評分和治療有
效率均高於對照組。楊曉勇[2]選用患側肩髃、肩髎、肩貞及阿是穴治療30例肩袖損傷患者，沿肩袖行多向透刺，
提插捻轉以得氣，對照組採用常規跌打損傷藥物治療，治療後治療組VAS評分及MELLE療效均優於對照組。李
建宇[3]等採用單次針刺治療創傷性肩袖肌腱炎30例，取右太沖穴並施以捻轉補瀉之補法，治療後24h內治癒20
例，佔66.7%；24~48h內治癒7例，佔23.3%；總有效率100%。針刺療法在臨床中應用廣泛，選穴簡練，效果
顯著。 

1.2 特殊針刺療法 
肖斌斌[4]等用浮針治療肩袖損傷，將142例患者隨機分成研究組和對照組。研究組在患肌的上、下、左、右

4個方向5~10cm處確定進針點，用浮針以15~30°平刺進針。手握針座在25~30°範圍內做掃散運動並配合再灌注
活動加強療效，待掃散及再灌注活動完畢，留置軟套管，於3~8h內拔出，對照組使用常規封閉治療。結果：研
究組患者的治療效果與治療滿意度均顯著高於對照組（P<0.05）。劉燚[5]給予「臥針」斜刺阿是穴法治療肩袖
損傷，將80例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觀察組從阿是穴遠端以15~30°「臥針」斜刺向肩峰，穿透阿是穴，得
氣產生酸麻脹或跳動感為度，針感消失後再出針；對照組採用普通針刺法直刺阿是穴，採用捻轉、提插等手法
得氣後留針30min。結果觀察組總有效率85%，對照組總有效率65%（P<0.05）。張春霞[6]採用長圓針解結治療
肩袖損傷24例，尋找陽性結筋病灶點即痛性條索或硬結。將長圓針刺入結筋處。運用關刺法左右刮撥，以解除
表層粘連；採用恢刺法松解周邊粘連。治療後24例患者15例無疼痛，7例偶感輕微疼痛或不適，2例運動或特殊
動作疼痛，1例時有疼痛或關節活動時疼痛，20例關節活動完全正常。認為用長圓針在結筋病灶點行「關



刺」、「恢刺」，既解決了「橫絡」卡壓，又疏通了經脈。對於岡上肌腱炎的治療，王志軍[7]等採用浮針治療，
將45例岡上肌肌腱炎患者隨機分為2組，治療組在肩周壓痛點及距痛點周圍3~5cm確定進針點，將浮針以15~25
°刺入皮下，再沿皮下結締組織向痛點方向推進平刺，深度為3~5cm，手握針座左右搖擺針體，當痛點消失或明
顯減輕時抽出針芯；對照組以阿是穴為主配合患側肩髎、肩髃、肩貞，施捻轉補瀉法得氣後，留針15min。治
療後治療組優良率高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 針刀治療  
小針刀是對針灸療法的提煉和提升，通過松解剝離病變組織以疏通經絡，改善氣血運行，調動與激活人體

經絡自我康復功能； 
鄭建平[8]等對97例慢性肩袖損傷患者實施針刀治療，在結節間溝喙肩穹下方交界和肩峰外下方肱骨頭上方

取進針點，用一次性針刀單針多向松解肱二頭肌長頭腱，行粘連刀剝。治療後3周的UCLA評分、ASES評分和
VAS評分與術前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郭花珍[9]等將72例瘀血型肩袖損傷患者隨機分為
針刀治療組和封閉注射組，治療後針刀組的有效率、滿意度、活動度及各項評分均優於注射組。黃卿[10]等將60
例岡上肌損傷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用小針刀在岡上肌止腱肱骨大結節壓痛點處行多向松解剝
離，對照組採用疏通經絡的局部彈撥法、按揉法、分筋法、肩搖法，牽抖法，治療後治療組的總有效率高於對
照組，復發率低於對照組，認為針刀治療的效果更好。王麗彬[11]等在超聲引導下運用小針刀治療25例肩袖鈣化
性肌腱炎患者，治療後總有效率96%。李宏偉[12]等將118例肩胛提肌損傷患者隨機分為針刀組78例，針刺組40
例。治療後針刀組的即顯率高於針刺組，即針刀的止痛效果遠優於針刺組。 

 

3 推拿手法治療 
通過對患處施以推拿手法能夠松解粘連組織，緩解肌肉痙攣，行氣活血，理筋散結。 
張昕煜[13]等使用推拿手法聯合康復訓練治療慢性肩袖損傷的患者，治療2個療程後，32例患者UCLA肩關節

評分（32±3）分，優13例、良18例、差1例。隨訪時間2~6個月，均無疼痛加重、腫脹等併發症發生。胡軍飛[14]

等用動態定位推拿治療55例岡上肌腱炎患者，取阿是穴、肩井、秉風、肩貞、肩髃、臂臑、曲池施以滾、按揉、
彈撥、搖、搓、抖等推拿手法，治療後治癒23例，佔42%；好轉32例，佔58%；無效0例，總有效率100%。楊
亞軍[15]將174例肩峰下撞擊綜合症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觀察組給與揉法、拿捏法，擦法等推拿手法，
對照組給予保守治療，在患者肩關節部位尋找痛點，給予強的松龍注射液和利多卡因，治療後觀察組有效率明
顯優於對照組，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4 藥物治療 
根據患者感邪的不同給予中藥口服和外用能夠取得更加顯著的效果。 
邵春敏[16]將80例肩袖損傷患者隨機分成兩組，治療組中藥熏洗，對照組布洛芬緩釋膠囊口服，治療結果：

治療組有效率72.5%，明顯高於對照組55%，差異有明顯的意義（p<0.01），認為中藥熏洗治療肩袖損傷，症
狀改善明顯。梅傑[17]等將複方夏天無片（麝香、全蠍、蘄蛇等）應用於關節鏡肩袖損傷修復術後，將65例患者
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觀察組接受複方夏天無片治療，對照組單純接受康復指導，結果經治療3月後觀察組
疼痛評分、ASES評分均優於對照組（p<0.05）。吳雲蘭[18]等運用活血化瘀藥物治療肩縫下撞擊綜合症，給與
37例患者口服由三七、川芎、白芷、當歸、土鼈蟲、紅花組成的紅藥片，最終總有效率為75.6%。淦常勤[19]等
運用舒筋活血湯熏洗肩袖修補術後患者患肩局部，40例患者被隨機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對照組術後常規予冰
敷消腫止血，給予試驗組肩關節吊帶固定患側肩關節於外展60°狀態，制動6周。試驗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術
後2周予舒筋活血湯熏洗患側肩部，先熏後洗，試驗組肩關節功能恢復於術後第4周、6周、8周的優良率明顯高
於對照組，P<0.05，有統計學差異。胡建威[20]等運用痹祺膠囊治療肩袖損傷患者，治療組30例給予痹祺膠囊口



服，對照組30例給予常規理療，治療後治療組的疼痛有效率、活動受限有效率和生存質量改善率均高於對照組。 
 

5 綜合療法 
臨床上根據患者的實際情況會將針刺、針刀、推拿手法、藥物等治療方法結合起來，往往能取得不錯的治

療效果。 
林景雄[21]運用痛點穴位封閉配合針刺治療60例創傷性肩袖損傷，觀察組給予痛點穴位封閉聯合針刺治療，

對照組給予痛點穴位封閉治療，治療後觀察組的總有效率和生活質量明顯優於對照組。羅飛[22]等採用鄭氏中醫
療法治療50例肩袖鈣化性肌腱炎，常規針刺治療後輔以直流電針儀，針灸結束後於痛處外敷自製藥，結果；患
者急性期治療後症狀均明顯緩解，肩關節活動度明顯增大；慢性期治療後病情得到相應控制，無復發，夜間能
平穩入睡。朱紅坤[23]將120例肩袖損傷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採用溫針灸配合傳統推拿和關節
鬆動訓練法，對照組採用超聲波結合手法治療，治療結果治療組的AROM和PROM的改善均明顯優於對照組。
黃霞[24]等將76例老年性肩袖損傷患者給予手法治療和外洗方薰蒸治療，治療後有效率100.00%；6個月後跟蹤
隨訪，有效率98.68%。胡德明[25]等採用小針刀加臭氧的方法治療50例頑固性肩袖痛患者，對照組在根據患者病
變點選取定點注射利多卡因，曲安奈德，骨肽，生理鹽水混合液，治療後觀察組VAS評分、UCLA評分均優於對
照組，觀察組活動範圍增大明顯，治療效果更加明顯。毛玲娣[26]等採用鈹針療法配合推拿手法治療肩袖損傷76
例，患肌推拿手法實施後，在患處周圍尋找筋病灶點，在結筋點處注入0.5m L局麻藥做侵潤麻醉，鈹針快速進
針至病變筋膜後行松解術，完成松解後用持針的幹棉球壓住進針點，迅速將鈹針拔出，治療後痊癒57例、好轉
19例、無效0例，總有效率100%。 

 

6 結語 
肩袖損傷在中醫上屬於「痹症」的範疇，多因氣血虛弱，營衛不足，外感六淫邪氣或外傷所致經絡不通，

筋失所養，氣血阻滯，這就是中醫上所說的不通則痛，不榮則痛。如《素問‧痹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
為痹也」，《五臟生成篇》曰「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為痹症」。不同於西醫抗炎，鎮痛以及手術治療，
中醫治病治病講究整體觀念、辨證論治。除上述幾種治療方法之外，傳統醫學的刮痧、拔罐、放血、耳針、頭
針，埋線等均有不錯的治療效果，醫生在臨床上也往往結合多種方法治療患者。如王延武[27]等探索了治療肩袖
損傷後肩關節疼痛的提高臨床療效的方法，治療結果：電針配合Mulligan動態關節鬆動術的治療效果，在VAS
評分、UCLA肩關節評分、肩關節ROM均優於針刺組及康復組；于素梅[28]對12例運動性肩袖損傷患者進行刮痧
治療，取膀胱經、膽經、大腸經、小腸經、三焦經上的穴位，結果總有效率達91.67%，治癒率達83.33%。 

近年來中醫在治療疼痛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傳統醫學以它的特有優勢得到了越來越多患者的認
可，但同時我們也要正視一些不足之處：1.不同於肩周炎在治療時要增加關節活動，肩袖損傷的治療關鍵則是
制動和靜養，針灸，針刀，推拿以及其他的一些療法都會對患處有刺激量，尤其是不恰當的推拿手法，會減弱
關節穩定性，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肌腱的自我康復；2.大部分肩袖損傷，尤其是損傷初期會伴有無菌性炎症，出
現水腫以及生成積液，傳統的中醫療法比如針灸，雖然也有抗炎消炎的作用，但對炎症的控制沒有西醫治療顯
效快；3.通過針刺、針刀、推拿手法刺激穴位改善局部血液循環，但是這種刺激量的大小不能具體量化，而且
這種刺激量與西醫縫合所能達到的效果有一定差距；4.目前大部分臨床研究樣本量少而單一，大樣本、多中心、
隨機的傳統醫學治療肩袖損傷的臨床試驗還比較少，對於療效缺乏客觀評價標準，因此需進行大樣本、高質
量的隨機對照研究以期更好地評價傳統醫學治療本病的有效性；5.在臨床運用中，用於治療本病的方法有
很多，如耳針、頭針、放血療法等治療方式，雖然也有一定的治療效果，但具體療效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總
而言之，中醫治療本病確實有優勢也有不足，我們要不斷改進治療方法，精準確定病變部位，採用更高質量的
臨床對照研究，提高臨床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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