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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治疗交感神经型颈椎病的临床
价值观察
官海华

孔雪锟

【摘要】

目的

李航

张雁婷

潘志雄

分析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治疗交感神经型颈椎病的临床价值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本院收治的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 １０６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
组ꎬ每组各 ５３ 例ꎮ 对照组行牵引治疗以及甲钴胺片治疗ꎬ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半夏白术天麻汤加
减治疗ꎮ 结果

观察组在接受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治疗 ３０ ｄ 后ꎬ其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患者的社会生活评分为( ８２.５６± ５.２６) 分、生理职能评分为( ８３.１２± ８.３１)

分、心理职能评分为(８２.４６±８.２５) 分、物质生活评分为( ８４.０２± ８.４１) 分ꎬ与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生活质
量评分对比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 ꎻ观察组患者的头晕评分为( ２.２９±０.２３) 分、颈部疼痛评
分为(１.９１±０.１９) 分、恶心评分为(１.８２±０.１８) 分、耳鸣评分为(２.０９±０.２１) 分ꎬ与对照组患者在治疗 ３０ ｄ 后
的中医症状积分对比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 ꎮ 结论

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接受半夏白术

天麻汤加减治疗ꎬ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ꎬ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ꎬ值得推广应用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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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为临床上常见的颈椎疾病ꎬ此病是由
于患者的椎间盘退变、阶段性不稳定等因素所造成 [１] ꎮ 交感
神经型颈椎病患者的临床症状较多ꎬ患者会出现头痛、头晕、
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眼胀、视力不清、耳鸣、恶心、呕吐
等症状ꎮ 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的颈椎功能严重受限ꎬ患者
的生活、工作受到较大影响ꎬ因此要对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
实施合理的治疗 [２￣３] ꎮ 以往临床上主要对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患者实施保守治疗ꎬ其中较为常见的治疗措施为药物治疗和
牵引治疗ꎬ进而放松患者的肌肉ꎬ缓解其疼痛症状ꎬ但是临床
效果往往不明显 [４￣５] ꎮ 本研究探讨了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治
疗交感神经型颈椎病的临床价值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本院收治
的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 １０６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５３ 例ꎮ 对照组中男 ２８ 例ꎬ女 ２５
例ꎻ年龄 ２４ ~ ７１ 岁ꎬ平均(４７.５１±４.７５) 岁ꎻ病程 １５ ｄ ~ １１ 年ꎬ平
均(５.５１± ０.５５) 年ꎮ 观察组中男 ２９ 例ꎬ女 ２４ 例ꎻ年龄 ２５ ~ ７２
岁ꎬ平均(４８.４３±４.８４) 岁ꎻ病程 １８ ｄ ~ １１ 年ꎬ平均(５.５２±０.５６)
年ꎮ 诊断标准: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的疾病诊断、病情分级
标准参照«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ꎬ患者存在颈部疼痛、眼
部视物模糊、上肢麻木、胸闷、胸痛、恶心、呕吐等症状ꎬ患者在
颈部转动时症状会加重ꎻ对患者查体可见患者颈部活动受限ꎬ
按压情况下会出现疼痛感 [６] ꎮ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疾
病的诊断标准ꎻ所有患者均经过 ＣＴ 检查确诊为交感神经型
颈椎病ꎻ所有患者均不存在椎间盘突出、颈部骨折等症状ꎻ患
者均自愿接受本次的研究工作ꎬ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７] ꎮ
排除标准:排除妊娠期、哺乳期的女性患者ꎻ排除对本次治疗
所用药物过敏的患者ꎻ排除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ꎻ排除有精神
疾病不能配合治疗和研究的患者 [８] ꎮ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研
作者单位:５２８０００ 广东佛山ꎬ佛山志维骨科医院骨科( 官海华、
孔雪锟、潘志雄) ꎬ药剂科( 李航、张雁婷)

究委员会批准同意ꎬ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２.方法:对照组行牵引治疗以及甲钴胺片营养神经ꎬ牵引
治疗的方法为:使患者保持仰卧位ꎬ嘱咐患者保持颈部肌肉放
松ꎬ使用牵引器对患者进行牵引ꎬ起初的牵引质量为 ３ ｋｇꎬ并
根据患者病情ꎬ逐渐增加牵引质量ꎬ最大牵引质量不能超过
１５ ｋｇꎬ每次治疗 ３０ ｍｉｎꎬ每天 １ 次ꎻ给予患者口服甲钴胺ꎬ剂量
为 ０.５ ｍｇ / 次ꎬ３ 次 / ｄꎮ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半夏白术
天麻汤加减治疗ꎬ半夏白术天麻汤的药方为半夏 １５ ｇ、白术
１５ ｇ、天麻 １５ ｇ、茯苓 １５ ｇ、黄芪 １５ ｇ、葛根 １５ ｇ、丹参 １０ ｇ、红
花 １０ ｇ、川芎 １０ ｇ、生姜 １０ ｇ、桂枝 １０ ｇ、橘皮 １０ ｇ、甘草 ５ ｇꎬ煎
煮取药汁口服ꎬ２００ ｍｌ / 次ꎬ２ 次 / ｄꎮ 根据患者的病症ꎬ对药方
进行加减ꎬ若患者心慌ꎬ则在药方中加入五味子 １０ ｇ、酸枣仁
１０ ｇꎻ若患者出汗较多ꎬ则在药方中加入白术 １５ ｇꎻ若患者恶
心呕吐ꎬ则在药方中加入姜半夏 １０ ｇꎮ 两组患者均连续接受
药物治疗 ３０ ｄꎮ
３.观察指标:统计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生活质量评
分、中医症状积分ꎬ并进行对比ꎮ 临床治疗效果评定标准:痊
愈:治疗后使用 ＣＴ 对患者检查ꎬ显示正常ꎬ且患者的恶心、呕
吐、眩晕等症状消失ꎻ显效:治疗后使用 ＣＴ 对患者检查ꎬ显示
好转ꎬ且患者的恶心、呕吐、眩晕等症状消失ꎻ有效:患者仍然
有颈椎功能障碍ꎻ无效:患者的病情无好转甚至恶化ꎮ 治疗总
有效率 ＝ 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９] ꎮ
４.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百分比) [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ꎮ Ｐ<０.０５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观察组在接受夏白术天麻汤
加减治疗 ３０ ｄ 后ꎬ其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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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５３)
对照组( ｎ ＝ ５３)
χ２ 值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ｎ( ％) ]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４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

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 [１３￣１４] ꎮ 以往在对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
者治疗时ꎬ主要是给予患者牵引治疗和口服甲钴胺片治疗ꎬ通

总有效率

５１(９６.２３)

过牵引治疗可以纠正患者小关节不对称的状态ꎬ恢复关节的

３９(７３.５８)

力学平衡ꎬ并且可以使病变部位脊椎的间隙扩大ꎬ改善患者的

１０.６０００

病情ꎻ给予患者口服甲钴胺片ꎬ可以促使神经细胞结构蛋白的

０.００１

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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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传输ꎬ改善神经功能ꎻ这种治疗措施可以一定程度的改善

２.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观察组患者的社会生活评分

为(８２.５６±５.２６) 分、生理职能评分为(８３.１２±８.３１) 分、心理职

患者病情ꎬ但是效果不佳 [１５] ꎮ

本次研究给予患者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ꎬ半夏白术天麻

能评分为(８２.４６±８.２５) 分、物质生活评分为( ８４.０２±８.４１) 分ꎬ

汤中包含半夏、白术、天麻等多种中草药ꎬ可以起到活血化瘀、

表 ２ꎮ

者病情的好转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观察组在接受夏白术天麻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 ꎮ 见
３.两组中医症状积分的比较:观察组患者的头晕评分为

(２.２９±０.２３) 分、颈部疼痛评分为(１.９１±０.１９) 分、恶心评分为
(１.８２±０.１８) 分、耳鸣评分为(２.０９±０.２１) 分ꎬ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讨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ꎬ人们的生活习惯、工作

习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ꎬ进而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容
易出现较多的疾病 [１０￣１１] ꎮ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疾病ꎬ颈
椎病的产生与患者的颈椎退行性变化有关ꎬ在颈椎疾病中ꎬ交
感神经型颈椎病是较为常见的颈椎疾病类型 [１２] ꎮ 交感神经
型颈椎病患者的神经会受到脊椎的刺激和挤压ꎬ导致患者出
现压痛、上肢麻木、眩晕、头痛、心悸等多种临床症状ꎬ这些症
状的出现导致患者不能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ꎬ对患者的身心
表２
组别

社会生活

[７]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患者的头晕评分为( ２.２９±０.２３) 分、颈部疼
痛评分为(１.９１±０.１９) 分、恶心评分为(１.８２±０.１８) 分、耳鸣评
分为(２.０９±０.２１) 分ꎬ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头晕、颈部疼痛、
恶心、耳鸣等中医症状积分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综上所述ꎬ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ꎬ在接受牵引和甲钴胺

片治疗的同时ꎬ给予其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治疗ꎬ可以有效改
善患者的症状ꎬ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ꎬ值得临床推广、应用ꎮ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ｘ
±ｓꎬ分)
生理职能

心理职能

物质生活

Ｐ值

８.９３３０
０.０００１

８.８９５１

９.２８３３

９.７０８９

ｔ值

[６]

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ꎬ具有统计学意义

８４.０２±８.４１

Ｐ值

[５]

评分为(８２.４６±８.２５) 分、物质生活评分为( ８４.０２±８.４１) 分ꎬ与

８２.４６±８.２５

组别

[４]

(８２.５６±５.２６) 分、生理职能评分为(８３.１２±８.３１) 分、心理职能

８３.１２±８.３１

６９.３３±６.９３

头晕

１３.２８８３
０.０００１

参

颈部疼痛

６９.８６±６.９８
０.０００１

两组中医症状积分比较( ｘ
±ｓꎬ分)

观察组( ｎ ＝ ５３) ２.２９±０.２３
对照组( ｎ ＝ ５３) ２.９８±０.３０

[３]

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ꎻ观察组患者的社会生活评分为

８２.５６±８.２６

表３

[２]

汤加减治疗 ３０ ｄ 后ꎬ其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

观察组( ｎ ＝ ５３)
对照组( ｎ ＝ ５３)
ｔ值

[１]

疏经通络的效果ꎬ有效改善患者颈椎部位的血液循环ꎬ促进患

恶心

耳鸣

１.８２±０.１８

２.０９±０.２１

２２.６２５６

１８.８７７８

１５.４５２８

３.０４±０.３１

２.６４±０.２６

０.０００１

考

文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８]

１.９１±０.１９

２.８５±０.２９
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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