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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星状神经节阻滞联合针刺、功能训练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
赵枫林 1

洪 雁 2，3 史

玫1

颈源性头痛（cervicogenic headache, CEH）是指由颈椎和

第6颈椎横突平面为穿刺点，
用7号穿刺针垂直刺入，
针头触及

颈部软组织的器质性或功能性病损所引起的以慢性单侧或双

C6 横突后，
退针少许，
回抽无回血、
无脑脊液、
无气体后缓慢注

侧反复头部头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临床综合征。CEH 是

入阻滞液（阻滞液配方：2%利多卡因 0.1g/5ml，VitB12 0.5mg/

一种非遗传性、
单侧性或双侧性头痛，
头痛可分布于患侧，
颈、

1ml，
加生理盐水 10ml）。注射后出现霍纳综合征，
提示阻滞成

枕、顶、颞和额部，间歇性或连续性发作 。临床上多采用药

功，
注意事项：
在施行星状神经节阻滞时要在有抢救设备的环

物、
牵引、
按摩、
物理治疗等，
但采用星状神经节阻滞联合针刺、

境下施行，
注射后休息30min，
无不适后方可离院。有出血倾向

功能训练治疗颈源性头痛的报道很少，笔者近期将此方法用

者慎用，
注意不要同时阻滞双侧星状神经节，
以防发生心肺意

于颈源性头痛的患者35例，
收到很好的疗效，
现报道如下。

外。有回血现象者勿推药，
可以采用对侧注射或放弃当天的治

[1]

疗，
第二天重新注射。每3天注射1次，
4次一个疗程。
1

资料与方法

针刺治疗：取穴：风池、列缺、太阳、合谷、百会、颈夹脊穴

一般资料

等，肝阳上亢者加太溪、太冲穴；血虚头痛加心俞、足三里；痰

选取 2010 年 8 月—2012 年 8 月在我科或康复门诊就诊

浊头痛加丰隆穴。患者取靠式坐位，皮肤常规消毒，用 30 号

1.1

并确诊为 CEH 患者 70 例。纳入标准：符合 Sjaastad 的诊断标

1.5 寸针施以捻转补泻，得气后留针 30min，期间留针 1 次。

准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病程不少于 1 个月；颈椎 CT 或 MRI

每天治疗 1 次，
12d 为 1 疗程。

[2]

示 C2—4 椎间盘膨出、突出或变性；根据就诊顺序随机（投币

功能训练：指导患者在治疗期间自我功能训练，步骤包

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治疗组患者 35 例，男 15 例，女

括颈左右旋转、环绕颈项、缩头松肩、伸颈抜肩、回头望月、双

20 例；年龄 26—72 岁，平均(40.8±1.6）岁；病程 1 个月—3.5

手上举、挺胸松肩、与项争力等，每个动作重复 5—10 遍，并

年,平均(0.5±2.6)年。对照组患者 35 例，男 14 例，女 21 例；年

逐步加量，
每天 1—2 次，
每次 10—20min。

龄 25—73 岁，平均(41.2±2.3）岁；病程 1 个月—3.8 年，平均
(0.6±1.8)年。排除标准：颈椎结核、恶性肿瘤、颈椎外伤或炎

以上治疗两组均进行 2 个疗程。
1.3

症性半脱位等相关疾病后确诊。两组间性别、年龄、病程等

评定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及治疗 2 个疗程后采用疼痛视觉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3],VAS 分值范围 0—10

1.2

分，
0 分表示无痛，
10 分表示无法忍受的剧痛。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星状神经节阻滞结合针刺、功能训练治疗。

对照组采用针刺结合功能训练治疗。
星状神经节阻滞（stellate ganglion block，SGB）：35 例患

疗效评定方法[4]：治愈：头痛评分值降为 0，并发症状及体
征消失；好转：头痛评分值及每周发作次数较治疗前减轻程
度≥30%，并发症状及体征较治疗前减轻；无效：头痛值较治

者均采用气管旁入路法行SGB，
患者仰卧位，
双肩下垫薄枕，
常

疗前减轻程度<30%,并发症状及体征无改变。

规消毒，
术者用左手的示指和中指将颈总动脉或胸锁乳突肌推

1.4

向外侧，在胸锁关节上方 2.5cm，正中线外侧 1.5cm 处，相当于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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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外风又治内风[17]。百会穴位于巅顶，通诸阳，太阳、合谷散风
通络，列缺穴为是手太阴肺经络穴，四总穴歌曰：
“头颈寻列

2

结果与讨论

缺”。该穴治疗头颈部疾病已为历代医家所证实。夹脊穴为

2 组患者治疗前后 VAS 评分见表 1，治疗后 2 组患者疗效
比较见表 2。
表1

经络存在着广泛的关系，位于颈背部夹督脉伴太阳而行，每
2 组患者 VAS 治疗前、后疼痛评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x±s,分）
治疗后

治疗组
35
6.7±2.6
1.4±3.3①②
对照组
35
6.3±1.3
2.7±1.2①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0.05；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②P<0.05

治愈
例
%
治疗组 35 24 68.6①
对照组 35 12 34.3
与对照组比较①P<0.05
例数

好转
例 %
8 22.8
15 42.9

穴下都有相应椎骨下方发出的脊神经后支及伴行的经脉丛
分布。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原则，针刺夹椎穴能达到通
督祛风行气活血，舒筋活络的功效，同时针刺风池、颈夹脊
穴、百会、太阳穴具有调补髓海的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采用星状神经节阻滞结合针刺、
功能训
练综合治疗颈源性头痛，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SGB 能

表 2 2 组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经外奇穴，颈夹脊穴位于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之间，与脏腑

无效
总有效率（%）
例 %
3 8.6
91.4①
8 22.8
77.1

CEH 属于祖国医学“头痛”、
“筋痹”血痹的范畴，可能的

快速调节头部的血液循环，消除局部炎症，针刺、功能训练能
达到通督祛风行气活血，
舒筋活络的功效，
三者结合能起到很
好的协同作用，
以达到共同治疗 CEH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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