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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药联合物理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４５例疗效观察
王思源韦旭日
【摘要】

目的观察口服壮骨伸筋胶囊和腺苷钴胺片联合物理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

效。方法对在综合训练基地门诊部就诊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４５例进行疗效观察。结果４５例全
部完成治疗，回访观察７个月～３２个月，疗效：优２３例，占５１．１％；良１３例，占２８．９％；可６例，占
１３．３％；差３例，占６．７％。总优良率为８０．０％。结论口服壮骨伸筋胶囊和腺苷钴胺片联合物理疗法
治疗腰椎问盘突出症，方便经济，疗效比较满意，值得在基层医疗单位推广。
【关键词】壮骨伸筋胶囊；腺苷钴胺片；六合治疗仪；腰椎间盘突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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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部队训练强度大，反复弯腰、扭转动作多，导致官兵

１．５疗效标准采用Ｍａｃｎａｂ疗效标准”］。①优：疼痛消

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率高，是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不可忽视

失，无运动受限，恢复正常工作和活动；②良：偶尔疼痛，能正

的因素之一。严格的卧床休息、药物加理疗的保守治疗方

常工作；③可：疼痛有所改善，能做轻的工作；④差：仍有神经

法，可使８０％的患者急性期疼痛的症状得到缓解¨Ｊ。从

根受压表现，需进一步手术治疗。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年１月，广州军区综合训练基地门诊部

２结果

采用壮骨伸筋胶囊、腺苷钴胺片联合物理疗法治疗腰椎间盘

经过中西药联合物理疗法连续治疗４周，４５例全部完成

突出症４５例，疗效较好。现分析报告如下。

治疗，回访观察７～３２个月。疗效：优２３例，占５１．１％；良１３

１资料与方法

例，占２８．９％；可６例，占１３．３％；差３例，占６．７％。总优良

１．１一般资料本组４５例患者中，男２８例，女１７例；年龄

率为８０．Ｏ％。治疗期间有Ｉ例发生轻微恶心症状，停药２

２２—６５岁，平均３８．６岁；病程１５ ｄ一１０年，平均８．２年；Ｉ型

后消失。

（膨隆型）３１例，占６８．９％，Ⅱ型（突出型）１２例，占２６．７％，

３讨论

ｄ

Ⅲ型（脱垂游离型）２例，占４．４％；Ｌ４。，突出２３例，占

椎间盘是由上、下软骨终板、中心的髓核及四周的纤维

５１．１％，ＩＪ５一ｓ，突出１８例，占４０．Ｏ％，其他节段突出和多个

环构成。软骨终板是厚约Ｉ ｎｕｎ的透明软骨，连接于椎体与

椎间隙同时发病４例，占８．９％；腰部活动受限４５例，占

椎间盘之间。髓核是一种富有弹性的胶状物质，有缓和冲击

１００％，棘突问压痛４１例，占９１．１％，直腿抬高试验阳性３８

的作用。纤维环由多层呈环状排列的纤维软骨环组成，围绕

例，占８４．４％。

在髓核的周围，坚韧而有弹性，可防止髓核向外突出。软骨

１．２病例纳入标准参照《外科学》心Ｊ。

终板及髓核无血管神经结构，仅靠软骨终板中央区血管的弥

１．３病例排除标准①近一月内接受过其他方法的治疗；

散作用取得营养，故椎间盘损伤后难以自行修复。腰椎间盘

②严重的椎管狭窄或侧隐窝狭窄者；③心脑血管疾病、血液

突出症是因椎问盘变性，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

病、精神病患者及妊娠、哺乳期妇女。

神经根、马尾神经所表现的一种综合征。

１．４治疗方法①中西药口服：壮骨伸筋胶囊（通化金马药

主要临床症状表现为腰痛和一侧下肢放射痛。腰痛常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６粒／次，３次／ｄ，腺苷钴胺片（河北恒

发生于腿痛之前，也可二者同时发生，活动时加剧，休息后减

祥医药集团扁鹊制药有限公司）１．５ ｍｇ／次。３次／ｄ。均连服４

轻。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根，使腰肌呈保护性紧张，腰椎生

周。②物理治疗：使用ＬＫ—Ｄｌ智能型六合治疗仪（湖南六

理性前凸消失，脊柱前屈或后伸时可出现一侧下肢的放射

合医疗保健用品公司），患者取俯卧位，加水使电极的海绵垫

痛，当正后方突出的髓核压迫马尾神经时，髓核突出平面以

保持湿润，置于腰骶两侧皮肤表面，沙袋压紧，启动电源开

下患侧臀部、股外侧、小腿及足部出现感觉减退，重者出现大

关，根据患者耐受程度调节输出电流强度和电极热量，２５

小便失禁或性功能障碍。

ｍｉｎ／次，１形ｄ，１０

ｄ为一个疗程，连续治疗３个疗程。

主要病因：①椎间盘退行性变。随着年龄的增长，纤维
环和髓核含水量减少，椎间盘变薄，透明质酸及角化硫酸盐

作者单位：５４１００２桂林，广州军区综合训练基地门诊部

万方数据

减少，低分子糖蛋白增加，髓核失去弹性，椎间盘结构松驰，

·２３·

主国狸盐蕴丝瘗厦垫！Ｑ生！！旦筮垒鲞筮！！翅垡丛！』丛鲤堡蛆叁殴！：丛竺垫！Ｑ，Ｙ丛：堡，№：兰！
软骨板囊性变¨Ｊ。②过度负荷。经测试，前屈位时腰椎间盘

度后，能使患部肌肉、韧带及椎体产生类似针、推、捏、揉的功

承受的压力是负荷的２—３倍，站立持重时腰椎间盘承受的

效，紧张的肌肉得以放松，疼痛减轻。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

压力是负荷的１０倍。腰椎间盘负重超过１００ ｋＰａ／ｃｍ２时，即

究显示，突出的椎间盘压迫硬脊膜外及神经根周围的血管，

导致椎间盘纤维环破裂，说明前屈位或过度负荷是导致椎间

造成椎体后方静脉回流障碍，引起无菌性炎症【５ｊ。智能型六

盘变性或损伤的不良姿势和主要诱因。中医认为腰椎间盘

合治疗仪还能因人而异手动调节电极热量，使局部产生热敷

突出症归痹症范畴，是肝肾亏损、感受外邪所致。肝藏血，主

效果，能缓解肌肉痉挛、扩张血管，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

筋，肾藏精，主骨。肝肾精血不足致筋骨失养；脏腑虚弱，卫

局部代谢，加速炎症的吸收，使治疗更直接有效。

外不固，风寒、湿邪乘虚侵人，影响气血运行，经气不畅通，发

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系列症状都是由于纤维环已经

生骨关节病；慢性劳损致使气血、筋脉运行不利，瘀血阻滞、

破裂，髓核突出压迫神经而引起的，无论药物还是理疗都只

筋脉骨骼营养障碍，产生关节疼痛、屈伸不利。中医治法宜

能缓解疼痛，功能恢复是无法逆转的，骨质修复更是无从谈

选补养肝肾、宣痹活络、活血化瘀、舒筋通络、祛风利湿。壮

起，所以平时的预防尤为重要。有意识地进行腰部肌肉锻

骨伸筋胶囊配方中的淫羊藿补肾、强筋骨、祛风湿，主治筋骨

炼，长期坐位时改变姿势，弯腰提重物时采用屈膝下蹲的方

痿软、风湿痹痛；肉苁蓉补肾益精、润燥、滑肠、润五脏、长肌

式，已患病的患者应尽量卧床休息，睡硬板床，避免弯腰负

肉、暖腰膝；熟地黄补血滋润、益精填髓；鸡血藤、茯苓活血、

重，只要采取这些综合措施才能有效防止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舒筋、渗湿利尿，消除水肿；洋金花解痉镇痛，缓解肌肉紧张；

发生或较快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症状。

红参补虚、益肾、祛风除湿，可提高人体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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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微小癌的诊断与治疗
周振宇
【摘要】

目的探讨甲状腺微小癌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方法对诊断明确的３０例甲状腺微

小癌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术前仅８例疑为甲状腺微小癌，余２２例均于术中冰冻和术后病理确诊。
１７例合并甲状腺良性疾病。伴颈淋巴结转移３例。３０例中有７例术后无瘤生存时间≥ｌＯ年，１２例术后
无瘤生存时间≥５年。结论甲状腺微小癌在女性发病较多，以单发癌结节为主。应综合运用Ｂ超、细
针穿刺细胞学检查（ＦＮＡＣ）、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等方法以求提高甲状腺微小癌的检出率。甲状腺微
小癌手术治疗的预后较好，但术后仍需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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