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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痙攣性斜頸是一種累及頸部深、淺層肌肉，以頸部異常姿勢為主、肌張力障礙性疾病，其治療包括肉毒
毒素、藥物、手術及理療等諸多方面。祖國醫學在結合患者臨床特點的基礎上，發揮其辨證論治等傳統優勢治

療本病取得良好效果。本文主要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從病因病機、中藥、針灸及針藥結合治療等方面進行總

結，為本病的中醫傳統治療提供臨床依據。 

 

[關鍵詞] 痙攣性斜頸；病因病機；治療；中藥；針灸  

痙攣性斜頸（Spasmodic torticollis, ST），是一種由於胸鎖乳突肌、斜方肌等頸部肌群連續或間斷性的不
自主收縮，導致的以頸部不規則的重複運動或（和）姿勢障礙為主要表現的局灶性肌張力障礙[1]。ST的病理改
變目前定位於基底節區，其臨床症狀與杏仁核、眶額皮層的神經衝動傳遞有關[2]。目前西醫主要以A性肉毒毒素
治療本病，但副作用較多[3]。中醫中藥及針灸手法在ST治療中有所裨益，筆者將本病的臨床表現、流行病學及
現代治療，尤其是祖國醫學對本病的認識及針刺、中藥治療作一簡要綜述，以提高廣大醫療工作者對本病中醫
病因病機及辯證思路的認識。 

 

1 痙攣性斜頸的臨床表現及分型 
本病初起症狀通常表現為一側或雙側肌肉牽拉感或（和）頸部僵硬感，或伴有肌肉痙攣性疼痛。後漸進性

出現頭頸部不自主歪斜、震顫，症狀逐步加重，影響日常生活，查體可發現頸部雙側肌肉飽滿度不對稱，觸痛
感明顯。ST患者頸部異常姿勢以不自主扭轉、側傾、前屈或後仰最為常見，根據頸部肌群受累的程度及範圍不
同，呈現出不同姿勢異常的組合。根據本病患者頭部位置及運動方向大致分為旋轉型、側屈型、後仰型、前屈
型和混合型五類[4]，但臨床上也可見以震顫為主的病例。Ledoux等[5]在一項納入1000例ST患者的分析中發現，
女性患者佔75%，美國本土白種人比非洲裔美國人更常見。ST患者中47.4%的僅表現為頸部受累，21.1%的患
者還累計肩部和上臂，31.5%患者的臨床症狀表現出更廣泛的解剖分佈，而女性ST患者可能更容易伴有頭部震
顫、喉部肌張力障礙及精神疾病[5]。ST異常姿勢及震顫與其他類型的肌張力障礙表現頗為相似，在疲勞、緊張、
情緒波動時肌緊張明顯，在症狀顯現期常伴有感覺詭計。ST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絕大多數患者為特發性，少數
病例顯示有家族遺傳史。目前尚無確切遺傳學資料顯示有與ST發病相關的特異性基因，研究顯示CIZ1、THAP1、
TOR1A、GNAL基因突變可能與ST有關[5]。 

 

2 痙攣性斜頸的流行病學 
流行病學資料顯示ST在歐洲患病率約為5.7/10萬人[6]，美國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市1950-1982年間局灶性肌

張力障礙的流行病學進行調查顯示該地區ST患病率為8.9/10萬[7]。Tomic等[1]估計每ST患病率為16.43/10萬人，
是第三常見的運動障礙性疾病。Comella等[8]在一項納入38個國家和地區的1071例ST患者的調查中發現ST的男
女比為258:813，平均發病年齡為53.2歲，其中有66% 的患者伴有局部疼痛，61%的患者存在抑鬱症狀或情緒
障礙。我國尚無大樣本流行病學資料。 

 



3 痙攣性斜頸的現代治療 
目前ST的治療方案分為口服藥物、外科手術及神經阻滯療法、肉毒毒素及物理療法等。其中口服藥物包括

抗膽鹼能藥物、多巴胺能藥、γ-氨基丁酸能藥物、肌松劑及其他類[9]。筆者臨床發現口服藥物治療本病療效欠佳，
多用於輕度肌緊張或伴有震顫患者，也可以作為BTX-A後的維持治療手段。由於側屈型和旋轉型ST患者受累肌
肉主要為頭夾肌、頸夾肌及胸鎖乳突肌，多由頸脊神經和副神經支配，臨床上多運用頸脊神經聯合副神經阻滯
療法治療上述兩型ST患者[9]。本方法可以阻斷局部疼痛刺激的傳導通路，緩解局部肌痙攣及疼痛。手術治療適
用口服藥物或BTX-A療效不佳者，根據不同臨床症狀及患者意願適當選擇。有研究[10-11]將ST手術分為副神經
離斷術、選擇性肌肉切除術、頸神經1~6後支選擇性切斷術三種，並根據ST不同類型選擇不同的手術方案，
旋轉型、側屈型採用++方案，水準旋轉、前屈型單獨採用方案，後仰型採用+方案。ST外科手術
療效一般較好，需結合患者的臨床分型、病情特點，合理選擇手術方案。但手術治療損害性較大，目前尚無有
效評價標準。A型肉毒毒素（BTX-A）屬於生物毒類肌松劑，主要通過抑制運動神經末梢突觸前膜乙醯膽鹼的釋
放，阻斷神經肌肉興奮傳導，以緩解肌肉過度收縮引起的疼痛、異常姿勢。BTX-A用於治療ST具有起效快、有
效率高、耐受性好等優點，是目前治療本病的首選方法[12-13]。有研究指出BTX-A注射治療ST不良反應發生率為
26.2%[14]，主要包括導致肌肉收縮無力，出現豎頸無力、眼瞼下垂、吞咽困難及注射點疼痛、皮疹，甚至導致
過敏性休克等嚴重不良反應[3,13-14]。物理療法包括肌電生物回饋療法、電療法、重複經顱磁刺激等。 

 

4 痙攣性斜頸的中醫病因、病機概括 
4.1 古代中醫對本病的認識 
祖國醫學無「痙攣性斜頸」或「斜頸」之名，由於ST以頭頸部不自主運動、異常姿勢為主要表現，符合中

醫「痙證」、「瘛疭」、「轉筋」等範疇，以頭部震顫為主要表現者又可歸為「顫證」一類，統屬於肢體經絡
病證。諸多臨床文獻中均把「痙證」作為本病的中醫理論研究切入點，但筆者需要指出的是「痙證」乃以項背
強急，四肢痙攣、抽搐，角弓反張等症狀為主要表現，而ST的肌緊張所導致的異常姿勢僅出現在頸部，且絕大
多數患者存在感覺詭計，屬於局部症狀，病變範圍較局限；其次，ST所表現出的不自主運動多以頭搖、頭顫為
主，在症狀學上更接近於「顫證」的範疇；若是疼痛顯著、屈頸不利者又當歸為「痹證」。二者無論是在疾病
表現形式、病變範圍以及伴隨症狀上都有明顯的區別，故用「痙證」理論去解釋ST的中醫病因病機特點有待商
榷。有關本病的中醫病因病機需從本病的臨床發病及疾病自然演變史中尋求，不能以古人之驗，求現病之辯。 

ST病位在肝，《素問‧至真要大論》認為：「諸痙項強，皆屬於濕」，「諸暴強直，皆屬於風」。把本病的
病因歸結於「濕」與「風」。「濕邪」致病，起病隱襲，常不易被察覺。多由久居濕地，或傷於霧露，或過食
生冷、肥甘厚味，日久中陽不振，水濕不運。濕邪侵襲人體各部，遍及臟腑、肢節、肌肉等處，濕蒙上焦則頭
項重脹，肌肉酸楚不適。濕邪為病，黏膩、留滯，不易去除，故病程纏綿難愈。風性輕揚，「風邪」致病，最
易侵犯人體高位及肌表，故《素問‧太陰陽明論》說：「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又因「風性主動」，風邪致病，
臨床多表現為頭項、肢體動搖不定，此所謂「風勝則動」之理。風為百病之長，常作為外邪致病先導，其他邪
氣可依附於風而侵襲機體，常與「濕」、「寒」等合而為病。《諸病源候論》說：「風邪傷於太陽經，複遇寒
濕，則發痙也」。寒為陰邪，寒邪侵襲，易傷陽氣，又因其具有「凝滯、收引」之性，如侵襲肌肉，可使局部
氣血凝滯，阻滯不通，不通則痛；侵襲筋脈、關節，可使筋脈拘急攣縮，而出現關節屈伸不利，活動受限。《靈
樞‧經脈》中道：「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反折筋急」指由於寒邪的收凝之性，引起
筋脈牽拉、縮短，肌肉緊繃。ST可因感受風寒濕邪氣，多隱匿起病，病程延綿，病情具有波動性，臨床多以頸
部肌肉酸脹、疼痛，雙側頸部肌肉（胸鎖乳突肌）緊張度、飽滿度不一致，後漸出現頸部強直、頸部活動受限，
甚則頭搖頸顫之證。古代中醫認為本病多責「風寒濕」三邪合患所致。 

4.2 現代中醫對本病的認識 
ST多中年起病，女性居多，發病高峰約在40-50歲[8,14]，多數患者除頸部肌僵直外，在發病前後多伴有局部



疼痛、抑鬱症狀或情緒障礙。既往研究發現肌張力障礙患者多伴有歇斯底里症狀[15]。由於本病的發生與杏仁核、
眶額皮層神經衝動傳導有關，此二者又參與了情感的表達，故也被認為是ST與精神情緒障礙相關聯的解剖學基
礎[2]。筆者在臨床診療中亦發現本病患者發病前多伴有憂思寡慮，情志不舒，喜太息、失眠多夢等精神行為異
常，部分患者合併有精神分裂症[4]，其頸部不自主運動及姿勢障礙往往在一次情感事件後顯著加重。雖然目前
沒有確認證據說明「抑鬱體質」人群更易罹患本病，但目前發病形勢、加重誘因都說明了本病與情志相關。筆
者推斷「七情」參與了本病的發生發展。長期的精神情緒刺激或突發的精神創傷，超過了生理活動所能調節的
範圍，就會打破正常人體臟腑氣血功能而發病，張景岳稱之為：「因鬱致病」。臟腑的功能失調也會產生情志
的異常改變，此所謂「因病致鬱」，故ST的發生發展與「七情」內傷相互關聯，相互影響。 

此外，有研究指出部分病例顯示有家族遺傳傾向[5]，此乃責於先天稟賦不足。「稟賦」是指機體在先天遺
傳因素及胎前產後內外環境的雙重作用下，所表現出生理病理相對穩定的狀態。「稟賦不足」則是「稟賦」的
病理表現，多指由於遺傳缺陷或在胎孕期間感受外邪、內傷所致個體成熟後的病理改變，屬於發病的內在因素。
張景岳《類經》云：「夫稟賦為胎元之本，精氣之受於父母者是也」。稟賦不足者，有生而即見者，亦有初生
不顯，成年後發病者，ST多屬於後者。 

總之，ST統屬於肢體經絡病證，病在筋脈，由肝所主，病因病機可歸納為外感、內傷兩方面。外感由於感
受風、寒、濕三邪，阻滯經絡、脈道，氣血流行不暢；內傷多責先天稟賦不足，體質素弱，複加七情過極，導
致情志失調。需要說明的是ST多為內外因素共同作用致病，在臨床診治過程中不能過於追求某一方面的因素，
需綜合判斷。 

 

5 痙攣性斜頸的中醫治療 
祖國醫學的四診合參、辨證論治及情志調護等特點為ST的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 

5.1 中藥治療 
5.1.1 葛根湯專方對本病的治療作用 
韓貴周等[16]觀察8例ST患者發現多數發病前伴有外感症狀，後漸出現以胸鎖乳突肌強直、痙攣的特點，根

據《傷寒論》「太陽病，項背強幾幾、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運用葛根湯（麻黃，桂枝，白芍，甘草，
生薑，大棗）治療ST，每日1劑，配合針刺承山、風池穴，8劑後8例患者均痊癒。李敏等[17]運用葛根湯加味治
療以頭脖歪斜，頸項強硬，肩背部有緊束感或伴有疼痛者153例，總有效率達99.3%，其中74.5%痊癒。方中麻
桂相配，發散風寒，桂枝、白芍調和營衛，葛根解肌止痙，開腠理，白芍平肝柔肝、解痙止痛，生薑、大棗補
脾和胃，益營助陽，甘草調和諸藥，合白芍柔肝止痛，治療肢體脘腹攣急性疼痛。上述諸藥合而為之共奏祛風
散寒、驅邪扶正，解痙止痛。陳大舜[18]認為本病症狀反復發作，實屬肝陰不足，引動肝風，運用葛根湯聯合鈎
藤飲、首烏湯治療本病，三方合用以達養肝柔肝，息風止痙之效。吳義春[19]認為本病為邪閉太陽所致，運用葛
根湯治療本病時重用葛根以提升中陽，潤養筋脈，重劑起沉屙。諸多經驗方中葛根為君治療ST之主藥，葛根除
了可用於太陽感邪之頸項強痛外，現代研究[20]指出還其有效成分葛根素具有擴張血管，改善微循環，同時還能
通過抑制Bcl-2蛋白及凝血酶受體mRNA表達而誘導的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 

5.1.2 餘辨證論治方案 
臨床治療本病尚有其他方案，如程醜夫[21]認為本病是由風寒濕邪外束，壅滯經脈，導致氣血運行不暢，筋

脈失養，拘急成痙，治以祛濕散寒祛風、舒筋活絡、解肌、榮筋止痛，故以羌活勝濕湯為基礎方治療ST。李華
等[22]認為ST為肌肉痙攣急性疾病之一，病位在肝筋，病因不明，症狀難消，治當平肝息風，舒筋，止攣急為主，
以芍藥甘草湯主之；又據怪病多痰，加用半夏、天南星、威靈仙、木瓜等化痰利濕之品；久病入絡，配伍赤芍、
雞血藤、薑黃、僵蠶等活血通絡之品，共奏活血化瘀、化痰息風之效。治療12例ST患者痊癒者3例，顯效者4
例，有效者3例，總有效率達83.3%。朱廣旗[23]認為本病為肝腎不足、陰虛風動所致，治以補肝益腎、平息肝風
治療ST，擬方中以天麻、鈎藤、龍骨、牡蠣平肝潛陽、息風，骨碎補、狗脊補肝腎，全蠍、蜈蚣、僵蠶祛風止



痙，茯苓健脾利濕，木瓜舒筋活絡，葛根解肌，諸藥共奏補肝腎、息內風、舒筋絡之功。 
目前中藥治療ST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病例數太少，缺乏對照研究資料。此外，對於本病的中醫病因病

機不可拘泥於一點，需根據患者起病形勢及病症特點辨證選方，乃中醫中藥辨證論治之要點所在。 
5.2 針灸治療 
針灸治療ST臨床報導諸多，療效頗著。武連仲等[24]研究指出運用「開竅順筋」針刺手法，以「五心穴」（水

溝，雙側勞宮、湧泉）為主，治療6個月後，ST患者的臨床症狀顯著改善，尤其對未注射BTX-A的患者療效更
佳明顯。「五心穴」治療ST的臨床研究較多，劉慧琴等[25]運用「五心穴」治療50例ST患者，12天/1療程，45
例患者在1-5療程後症狀基本消失，總有效率為90%。徐彥龍等[26]在運用矩陣針法聯合「五心穴」治療ST患者
的臨床研究中，觀察到BTX-A局部注射治療ST顯效快，但不良反應亦較多（9例頸肌無力，5例頸肌疼痛），而
針刺治療組顯效雖慢，但在治療後的1月、6月隨訪中療效與BTX-A治療組無統計學差異，無明顯不良反應，且
價格低廉，值得推廣。 

臨床治療本病尚有其他方案，如莊禮興[27]認為本病為情志過激，複感風寒邪氣，則頸部經脈拘急，精血無
以上供腦髓，提出「調神針法」的施針思想，主選心經（神門）、督脈（百會、神庭）、三陰經交會穴（三陰
交）、調氣升陽之四神針治療ST患者取得滿意效果。王玉林等[28]認為本病病因複雜，外邪，氣鬱、痰熱、瘀血、
血虛等病理因素共同參與下導致氣血陰陽失調而發病，運用疏通督脈與太陽膀胱經氣血之夾脊穴治療16例ST患
者，結果完全緩解2例，明顯緩解7例，部分緩解6例，無效1例，說明夾脊穴針刺法為治療本病療效顯著。劉赫
[29]認為ST臨床表現複雜多樣，涉及臟腑功能失調及經絡氣血瘀滯，治則應以溝通表裡上下氣血陰陽為要，結合
「針之要，重在調氣」的思想，選用五腧穴，同時輔以郤穴、頸部阿是穴治療本病取得良好效果。徐翔等[30]運
用通督調神針法，選取督脈之百會、神庭、水溝、風池為主穴，配伍夾脊穴、氣海、關元、完骨、天柱、合谷、
三陰交等穴治療ST，6次/周，2個月一療程，連續治療2個療程後患者症狀明顯改善。李平[31]在治療ST中也強調
了通督調神的重要作用，選督脈和手足太陽經穴位為主，以調神志、和陰陽。而周立武[32]在本病的治療時先在
患側胸鎖乳突肌和斜方肌處行溫和灸、雀啄灸法，後在患處肌腱壓痛點上行合穀刺法，此法能疏風散寒、解痙
止痛，治療45例ST患者痊癒39例，顯效4例，有效2例，有效率達100%。岳運青等[33]運用抑制Ⅱ型刺激手法行針輔
以溫和灸治療25例ST患者，13例治愈，10例有效，2例無效，有效率達92%。針灸（以針為主）治療本病療效確切，
成本低廉，可臨床推廣。 

5.3 針藥聯合治療 
針藥聯合治療本病已有報導，劉肇恒等[34]認為風寒外束，情志刺激是造成本病的關鍵因素，以百會、四神

聰、上星、神庭、通天、承光為主穴，配以雙側內關、神門、通里、心俞、足三里，水溝平補平瀉；同時運用
葛根湯加減以針藥並舉，平肝調神共用，治療1月後患者患者症狀基本消失。曹國元等[35]針刺患側絕骨、足三里、
陽陵泉、合穀、中渚、後溪、曲池、風池穴，並在不同時段辯證施用葛根湯、桂枝湯加減治療1月後患者未再復
發。李薇薇[36]以「五心穴」為君，臣取上星、百會、印堂、郤門，佐以頸臂、人迎、豐隆，以頷厭為使共行刺
法，配合鎮肝息風湯（生龍牡，煆磁石，珍珠母，僵蠶），局部肌肉僵硬者加白芍，葛根，狗脊；痰熱者加石
菖蒲，遠志，竹茹；情志不舒者加郁金，合歡皮。針藥配伍治療15例ST患者愈顯率為80.5%，明顯高於單純針
刺治療（53.3%）。武連仲[37]認為此類疾病病標在經筋，病本在腦竅，分別責於肝、腎，心、督脈。如為氣機
內鬱，治以行氣活血通經，調神通竅，越鞠散加減方聯合五心穴、調神組穴（印堂、上星）等為主；痰濁濕盛
者，治以滌痰通經散結，醒神通竅，以五心穴、強督振頹組穴（前頂、後頂、雙側通天穴）、脛前三針（三里、
豐隆、騰躍穴）等為主配伍溫膽湯加減；若為肝腎虧虛者，應以調神開竅，滋陰息風為要，以強督振頹組穴、
補腎三穴（複溜、太溪和腎俞穴）等為主穴配伍鎮肝息風湯治療。徐美婷等[38]取雙側風池、百會、四神聰、人
迎、天鼎、氣舍、合谷、陽陵泉、足三里、豐隆、太沖、昆侖、頸部阿是穴，採用呼吸撚轉補瀉合九六複式手
法刺之。同時根據所治患者以痰熱壅滯，本虛標實為主，故擬生地黃，山茱萸，石菖蒲，陳皮，遠志，葛根，
瓜蔞，丹參，羌活，炒白術，炒穀芽，木香，木瓜，禹餘糧，紅藤，玄參，黃芪，山藥，天竺黃，知母，柴胡，



本方以清熱利濕、化痰舒筋為主，兼顧健脾、益智之功，針刺10次，並湯藥煎服，患者症狀改善。針藥並舉之
法對ST治療裨益頗多，是中醫傳統療法的優勢體現，故可在臨床廣泛推廣。 

5.4 中西醫結合治療 
藥物及手術在治療ST療效迅速，但不良反應較多，維持時間短，未達到滿意效果。中醫通過辨證施治，結

合病因病證間的因果關係，巧用中醫中藥及針灸療法治療本病療效肯定。中西醫結合療法有其獨特的優勢，曹
以正[39]以針刺後溪、外關穴及局部痛點，同時肌注安定10mg治療3例ST患者，頭頸歪斜、屈頸不利等症狀迅速
改善。盛玉武[40]治以本病首先將患部肌肉分作10點，每點注射BTX-A 11U，共計110U，後以葛根湯鎮痛止痙，
再配合針刺中諸、三間、列缺、內庭、太沖以疏通氣血、舒筋通絡。閆彥江等[41]以中藥聯合手術治療21例ST患
者，具體步驟為先服用桂枝加附子湯，水煎服，每日1劑，3周後行痙攣肌肉切斷術，治癒率為85.7%，其療效
明顯優於單一手術組（47.4%）。陳穎等[42]以四逆散加減、輔以中藥注射液疏肝息風、活血安神，同時配合中醫傳
統之針刺、推拿、刮痧、整脊及外敷法共治，使ST患者症狀明顯改善。 

筆者認為目前ST的治療仍應以BTX-A為首選方案，不僅能快速緩解患者頸項僵硬症狀，還能提高患
者對日常生活的信心，同時可輔以口服抗肌張力障礙藥物及中藥、針灸、推拿等傳統治療方案，以鞏固
療效。  

 

6 總結 
痙攣性斜頸是一種臨床常見的局灶性肌張力障礙，嚴重影響患者生活品質。目前本病尚未找到明確病因，

中醫在本病的治療中優勢突出，但各文獻報導均存在樣本量少，療效不恒定等局限，故後期臨床應加大對中藥
及針灸療法治療本病的研究投入，擴充樣本量，長期隨訪觀察，充分利用和發揮中醫特長，為本病提供更廣闊
的治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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