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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1 .定义:
功能性胃肠疾病是指患者有胃肠道的种种不适

症状，但相应的理化检测，胃肠道又无明显器质性
病变的一类疾病。
2.发病情况：

西方国家资料统计，功能性胃肠疾病约占
消化系统疾病的20%～30%，中国内地统计
约占胃肠专科门诊患者的1/3以上，为临床常
见病和多发病。



3. 治疗情况：

（1） 发病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

（2）治疗上以药物内服为主；

（3）现代的相关研究表明，部分功能性胃肠疾

病与脊椎关节的移位和周围的肌肉韧带损伤有关

，采取中医整脊组合疗法能有效地减轻或消除患

者的胃肠不适症状。



二、功能性胃肠疾病与胸椎小关节紊乱的相关性研究

（一）调查研究

1、调查对象：

（1）符合胸椎小关节紊乱症判断指标者：有急慢性

脊背损伤史;有急慢性脊背疼痛或脊背累,沉重等不适

感;胸椎检查有数目不等的棘突偏歪或后突以及棘旁

肌紧张或压痛;

（2）胸椎X线平片可排除结核、肿痛、骨折、炎症等

疾患;

（3）年龄在16-60岁的门诊和和住院患者。



2.调查方法：分别在骨伤与针灸推拿专科门诊和病

房对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胸椎小关节紊乱患者

进行调查，并统计并发胃肠症状的几率。

3.调查结果：120例受调查患者中,有48例并发程度不

同的胃肠症状,胃肠症状的发生率为40%。

（1）48例具有胃肠症状患者的症状情况

部位 主要症状 例数

胃 胃脘疼痛、纳差厌食、餐后腹胀、嗳气 21

肠 阵发性腹痛、腹泻或大便秘结 18

胃肠 胃脘闷痛、腹胀腹泻或便秘 9



（2）48例具有胃肠症状患者的检查情况：

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2例

慢性活动性胃炎3例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2例

其余36例均未见明显胃肠道器质性改变,

符合功能性胃肠疾病的判断标准



（3）36例功能性胃肠疾病的治疗情况

方法：松筋正骨+点按调理+脊背熨疗

疗效标准

临床治愈:脊背疼痛及胃肠症状均消除;

显效:脊背症状消除,胃肠症状明显减轻;

有效:脊背症状及胃肠症状均有改善;

无效:脊背症状减轻而胃肠症状无改变。

效果：临床治愈7例;显效12例;有效10例,无效7例,总

有效率80.5%。



（4）治疗前后胃肠电图对比情况

16例具有胃脘症状患者的体表肠电图检测提示：

治疗前后患者的胃电振幅和频率相比均有显著性改
变(P<0.01)。



14例具有肠道症状患者的体表肠电图检测

提示：治疗前后患者的肠电振幅和频率相比
均有显著改变(P<0.01)。



结论一:

胸椎小关节紊乱是引起功能性胃肠疾病的

原因之一,手法整复错动紊乱的胸椎小关节,可

有效地调节胃肠功能,是治疗某些功能性胃肠

疾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文献来源：

周学龙，翁太来，卢美芬.胸椎小关节紊乱与功能性胃肠

疾病的相关性研究[J],广西中医药,2005,28（6）：12-14



（二）临床研究(1)

1.方法:

将68例胸5~8关节紊乱并脾胃虚寒型胃脘痛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病例均以手法纠正胸

5~8小关节紊乱和腧穴点按为基础治疗,治疗组于胸

5~8棘旁敷贴自制调衡膏,对照组于脾、胃、肾两侧腧

穴敷贴调衡膏,以症状、体征及胃电图为观察指标,评

价两种敷贴部位的治疗效果。



2.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4.29%,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9.70%,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两种敷贴部

位均能调整胸椎性虚寒型胃脘痛患者的胃电活动

(P<0.05或P<0.01),但胸5~8棘旁敷贴调衡膏更能调整患

者的胃电活动(P<0.05)。



结论2:
胸5~8节段区域是脾胃虚寒型胃脘痛采用体表治疗

方法的较适宜部位。
文献来源：

周学龙.李新姣.翁泰来，等.敷贴不同部位治疗胸5~8关节紊

乱并脾胃虚寒型胃痛疗效观察[J],广西中医药，2007,30（1）：
26-27



（三）实验研究
1.方法:

将16只家兔随机分为A、B两组,每组各8只,运用手术

切开人工错位内固定的方法造成家兔A组(胸5~8)和B组(

胸9~12)两节段的骨错筋伤;采用便携EGEG_2D双导胃

电图仪检测实验前后家兔胃窦的体表胃电活动变化。

胸9~12节段胸5~8节段



2.结果:

组内实验前后的胃电频率和幅值自身比较,A、B组

均有明显差异(P<0.01或P<0.05);组间实验后的胃电率

和幅值两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实验

后的体表胃电活动均表现胃电频率和幅值的降低,其中

以A组更为明显。



结论3:

家兔胸推5~8节段的骨错筋伤对体表胃电活动的影

响更大。

文献来源：

周学龙,王方,王明杰,等.家兔胸椎不同节段骨错筋

伤对体表胃电活动影响的实验研究[J],广西中医药

,2013,36（5）：72-74



（四）临床研究（2）

1.方法: 

分组方法：将 60 例痞满脾胃虚弱证并胸椎 5 ～

8 节段小关节紊乱的患者，按随机化原则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

治疗组：采用手法整复胸椎 5 ～8 节段中的小

关节紊乱和分理点按棘旁肌肉韧带及腧穴; 

对照组：采用内服吗叮啉治疗；

观察指标：以临床症状、体表胃电图、血浆

MTL 和血浆 SS为观察指标，评价两种治疗效应。



2.结果: 

（1）完成情况：治疗组实际完成研究 28 例; 对照组

实际完成研究 27 例。

（2）两组综合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9.29%，优于对照组总有效

率 72.97%( P ＜0. 05) ; 



（3）两组治疗前后体表胃电振幅记录情况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的胃电幅值( 餐前、餐后) 均有显著性差异( 

P ＜0. 05 或 P ＜0. 01) ;组间治疗后胃电幅值( 餐前、餐后) 比
较均 P ＜0. 05，说明治疗组胃电幅值的影响较大。



（4）两组治疗前后体表胃电频率记录情况比较

两组治疗前胃电频率( 餐前、餐后) 具有可比性
( P ＞ 0. 05) ; 两组治疗后胃电频率( 餐前、餐后) 比
较均有所提高( P ＜0. 05) ，但治疗组比对照组明显( 

P ＜0. 05) 。
可见整复胸 5 ～ 8 小关节紊乱对痞满脾胃虚弱

证患者胃电频率的影响较大。



（5）两组治疗前后血浆 MTL、SS 含量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后血浆 MTL 含量均有所提高( P ＜0. 01 

或 P ＜0. 05) ，血浆 SS 含量均有所下降( P ＜0. 01 

或 P ＜ 0. 05 ) ，其中以治疗组更为明显 ( P ＜0. 05) 



3.结论三: 

整复胸椎 5 ～8节段中的小关节紊乱对痞满脾胃虚

弱证并胸椎 5 ～8 小关节紊乱患者有肯定的治疗效果

，能增加胃电幅值，增快胃电频率，调节胃肠激素

，从而调节胃肠功能活动。

文献来源：

周学龙，王明杰，韦明，等.手法整复胸椎 5 ～8 小关节

紊乱对痞满脾胃虚弱证患者胃电图及胃肠激素的影响[J]，辽

宁中医杂志，2014 ，41 （3 ）：536-538



三、从脊背治疗功能性胃肠疾病的机制分析

（一）中医理论与实践

1.督脉：脊背属阳，为督脉行径之处、 督脉统属诸阳

，为阳经之海。

（1）《素问·气府论篇》指出：“督脉气所发者二十

八穴：项中央二，发际后中八，面中三，大椎以下至

尻尾及旁十五穴” ；明确指出脊柱是督脉行径之处。

（2）《素问·刺热篇》指出：“三椎下间主胸中热，

四椎下间主鬲中热，五椎下间主肝热，六椎下间主脾

热，七椎下间主肾热”, 明确指出督脉上的穴位可治

疗内脏疾病。



2.背腧穴：

背腧穴不仅与脏腑有着特定联系,并且与

脏腑的病理密切相关。如《素问·举痛论》

曰:“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寒气客于背俞

之脉……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

临床上对脊背部的阳性反应点和反应物

进行针灸或按压背腧穴可调节脏腑生理功能

。



（二）现代解剖生理学研究
1.脊柱内包含脊髓，为内脏器官的调节中枢，

对胃肠道生理功能有调节作用的交感和副交感
神经均来源于脊髓，而交感和副交感神在行经
中与脊椎关节唇齿相依。

脊柱-脊髓 胸交感神经



自脊髓第5～11(或12)胸节侧

角的一部分细胞发出节前纤维，经

相应的脊神经和白交通支到达交感

干相应胸神经节。在此，一部分纤

维在节内交换神经元，一部分不换

神经元而穿越交感干神经节，以后

组成内脏大、小神经(T10-～T12  )。

二者沿胸椎两侧向下穿过膈肌到腹

腔丛内的腹腔神经节和肠系膜上神

经节交换神经元，其节后纤维参与

组成腹腔丛。由腹腔丛发出许多分

丛，伴随腹腔动脉、肠系膜上动脉

和腹主动脉的分支分布到肝、胰、

胆囊、胆总管、脾、肾、肾上腺、

睾丸、卵巢以及结肠左曲以前的消

化道。(注：兰虚线为腹腔丛）

腹腔神经节 T6

T12

T9

腹腔丛



T5～11(或12)交感神

经节前纤维，组成内脏
大、小神经(T10-～T12)
。交换神经元后，其节
后纤维伴随腹腔动脉、
肠系膜上动脉和腹主动
脉的分支分布到肝、胰
、胆囊、胆总管、脾、
肾、肾上腺、睾丸、卵
巢以及结肠左曲以前的

消化道。

腹腔丛



L1

L3

S2

S4

自脊髓上部腰
(L1～L3）侧角细

胞的节前纤维，
更换神经元后，
其节后纤维支配
结肠左曲以下的
消化道、盆腔脏
器和下肢 。（注
：兰线为S2～S4

发出的副交感神
经纤维）



2.胃的蠕动和分泌功能受交感和迷走神经支配

（1）支配胃的交感神经来源于胸6-12脊髓。

（2）支配胃的迷走神经来源于延髓的疑核、背核
和孤束核，行径中与第二颈椎关系密切。

迷走
神经

交
感
神
经



生理功能：

（1）交感神经的机能主要是抑制胃的运动、

减少胃液分泌并传导痛觉；

（2）迷走神经的机能主要是促进胃的运动，

增加胃液的分泌。

交感神经与迷走神经相互拮抗，共同维持

胃的正常功能活动 。



3.肠的蠕动和分泌功能受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支配

（1）交感神经源至第10～12胸脊髓和第1-4腰脊
髓。

（2）副交感神经源至第1-4骶脊髓。



生理功能：
（1）交感神经则抑制肠蠕动，减少肠液分泌并传

导痛觉，并使乙状结肠和直肠扩张,使肛门内括约肌

收缩。

（2）副交感神经的作用是使大肠的平滑肌收缩产

生蠕动并使肛门括约肌松弛，同时增加肠液的分泌

。

（3）肛门外括约肌受阴部神经支配，可随意收缩

、控制排便。

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相互拮抗，共同维持

肠的正常蠕动和分泌功能。



在正常情况下，直肠内粪便刺激直肠壁内的感

觉感受器，刺激信号传入脊髓骶段的排便中枢，

同时也向上传到大脑皮层，如条件许可，则大脑

皮层命令骶脊髓的副交感神经发出排便冲动，使

直肠平滑肌加强蠕动，提肛肌收缩，肛门括约肌

松弛，大便得以排出。当环境不许可时，大脑皮

层加强交感神经及阴部神经的抑制性冲动，使大

便不得排出。



1.病因

胃功能失调
相关因素

肠功能失调
相关因素

寰枢椎的错动移位

胸椎小关节的损伤

颈椎关节的移位

腰椎关节的移位

骶髂关节的损伤

（三）病因病理



2.病机

（1）挤压、牵拉因素使神经的兴奋性降低;

（2）炎症刺激使得神经的兴奋性增强。

3.具体方式：

（1）脊椎关节的移位、骨质增生、肌肉韧带的劳

损可使交感神经受到挤压或牵拉而兴奋性降低，副

交感或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增强；

（2）脊椎关节、肌肉韧带的急性损伤，炎症刺激

可使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强，副交感或迷走神经的

兴奋性降低。



胸 5、6 骨 关 节 损 伤 、错位

交感神经兴奋
（迷走神经相对抑制）

炎症刺激

交感神经抑制
（迷走神经相对兴奋）

骨性压迫

胃壁血管扩张充血胃酸分泌减少

胃、十二指肠炎

胃壁血管
收缩营养
障碍

胃酸分泌增
加

组织缺
氧

胃痉挛

溃疡形成

胃脘痛

附：胸椎小关节紊乱症发病机理示意图 （以胃为例）

脊 柱 失 衡外伤、劳损、体弱 老年退行性变、内分泌改变



附:脊源性肠道功能障碍发病机制分析

1.颈曲改变骨关节错位;

颈椎轻度位移（如颈曲改变，骨关节错位），

或周围软组织痉挛或炎症刺激导致椎动脉受刺激

发生血管痉挛，出现椎一基底动脉血流量减低，

继发下丘脑缺血。

下丘脑是调节内脏神经的高级中枢，它与内脏

的活动最为密切，边缘叶对内脏的活动调节，主

要通过下丘脑往下传递，产生胃肠蠕动和腺体分

泌增加。因此，下丘脑缺血引起内脏神经功能失

调，胃肠蠕动增强及腺体分泌过多时，均可引起

腹泻。



2.胸腰段后关节紊乱:

胸腰段后关节紊乱可刺激或挤压肠系膜下神经节

节前神经纤维，使肠道的功能发生素乱，影响对粪

便中水分的吸收，从而导致腹泻或便秘。

3.骶骼关节损伤与错位：

骶骼关节损伤致梨状肌局部充血水肿、炎性渗

出，刺激比邻的阴部神经，使其兴奋性增高，肛门

外括约肌紧张，导致便秘。

骶骼关节错位亦可刺激或牵拉位于骶骼关节前

面的腰丛神经，使其兴奋性增高或降低，肠蠕动紊

乱，肛门内括约肌收缩或松弛，导致便秘或腹泻。



四、脊源性胃肠疾病的辨识

（一）脊源性胃功能障碍
1、常见症状：
初期有胃痛胃胀、稍进食即感腹胀，可伴有反酸

、暖气等，日久可逐渐出胃脘部胀闷疼痛，厌食，
胃脘呈饥饿样痛或灼样痛。
2、体检：
胃脘部有压痛，而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

在，胸椎或寰枢椎有移位，相应椎有压痛或有酸胀
感，其中以胸5～8多见，压迫该病变胸椎可反射引
起胃脘部不适或舒服感。



3.理化检查：

（1）X线检查：胸椎正、侧位片可无阳

性发现；颈椎开口位片可有寰枢关节的紊

乱；

（2）实验室检查：胃液分析可显示胃酸

分泌过多；胃十二指肠内窥镜检查病程短

者无特殊发现，病程久者可见炎症性或溃

疡样改变。



4.诊断依据

（1）多有胸背部外伤史或劳损史。

（2）患者客观上有胃痛胃胀、稍进食即腹胀以

及反酸、暖气等诸多不适感。

（3）胃的相关检查早期无明显异常，

（5）常规的药物治疗疗效不佳。



5.辨证分型

（1）淤滞型：多见于胸背部急性外伤早期，以气

滞血淤，胃络阻滞为主。主要表现为胸背部疼痛

或肿胀，胃脘部胀满疼痛，不思饮食，舌质紫暗

或有淤斑，脉涩。

（2）脾胃虚寒型：以脾胃阳虚，纳运不健为主。

主要表现为胃脘隐隐作痛，绵绵不断，得食则减

，乏力神疲，手足欠温，大便搪薄，舌质淡，脉

细弱。



（3）肝郁气滞型：多见于胸背部闪扭伤所致，以

肝郁气滞，横逆乘脾犯胃为主。主要表现为胸背部

胀痛，胃脘部胀满疼痛，痛连两胁，胸闷暖气，善

太息，苦多薄白，脉弦。

（4）脾胃阴虚型：以胃液不足，郁火内盛为主。

主要表现为胃脘隐隐的痛，口燥咽干，食少、大使

干结，舌红少苔，脉细数或细弦。



6.鉴别诊断
（1） 胃、十二指肠溃疡：患者上腹部钝痛、绞痛
或灼痛，伴返酸嗳气等。但溃疡病一般具有长期性
、周期性和节律性等特征，胃脘部压痛，腹软，无
反跳痛，服用制酸剂疼痛可缓解，纤维内窥镜检查
可发现溃疡病灶，肝胆B超和腹部平片一般无特殊
发现。
（2） 急性胰腺炎：起病急骤，中、上腹部疼痛，
轻者上腹钝痛，重者绞痛，并向腰背放射。可为持
续性刀割样疼痛，阵发性加剧，伴高热，畏寒，恶
心呕吐，腹肌紧张、压痛、反跳痛，血、尿淀粉酶
检测均可增高。



（3） 急性胆囊炎： 起病突然，腹痛多呈持续性
，伴发热，右上腹部稍膨胀，腹式呼吸受限，胆
囊区压痛，腹肌紧张，墨菲氏怔阳性，血常规检
查多见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数值增高，B超胆囊
检查有炎性改变征象。
（4）胃神经官能症： 以中年女性较多，多有精
神创伤史，主要表现为间歇性上腹痛、胃灼热或
不适感、泛酸、嗳气、呃逆等，常伴有头痛、头
昏、乏力、失眠、抑郁或焦虑等神经精神症状，
各种器械与生化检查均无异常。



（二）脊源性肠道功能障碍

1.常见症状：腹痛、腹泻、便秘

（1）腹泻：晨起时易出现腹痛欲泻，或饮食不

慎即出现腹痛、腹泻；便质先成形后溏烂，并有

粘液或泡沫，大便后腹痛明显减轻；

（2）便秘:表现为持续性或顽固性便秘，并

伴有伴腰骶部隐痛。



2.体征：

（1）脊椎检查：在胸9-12节段均有数目不等
的棘突偏歪，后突和棘旁肌紧张或压痛，腰椎生理
弧度加深，双侧腰肌肥厚；两侧骶髂关节左右不等
高，局部叩击痛；梨状肌投影区可触及深在的结块
或条索状物，压痛明显。
（2）腹部检查：腹泻者结肠区广泛压痛，能触

及乙状结肠曲并压痛，肠呜音亢进；便秘者可在左
下腹们到无痛性粪块。



3.铺助检查

（1）X线检查：

胸椎正侧位X线片：胸椎侧凸，后凸畸形以及胸

椎退变，韧带钙化等不同征象。

腰椎正侧位片及骨盆平片：腰椎后关节1～5个

不等的模糊，双侧骶骼关节腔宽窄不一，患侧腔的

周缘密度增高，双侧髂后下棘下缘不等高。

颈椎正、侧位片：可见“颈椎病”样改变或正常

（2）大便常规检查：

多数无阳性发现，或可出现白细胞、食物残渣等改

变.



（3）其他检查：

腹泻：
全消化道钡餐透视检查多数可见肠管痉挛、激惹

等现象，

乙状结肠镜检可发现乙状结肠粘膜潮红、水肿或

增厚，且较脆，易于出血或表面有浅溃疡、边缘不

甚整齐，部分病人无异常发现.

肠电图检查显示波幅高，频率快. 

便秘:

①肠电图检查：显示波幅低，频率慢.



4.诊断要点

（1）腹泻或便秘时间一般均有数月以上，可

伴不同程度的颈肩腰腿痛症状。

（2）腹软、腹部轻度压痛或无压痛、无反跳

痛，但个别颈椎、腰椎可触及轻度位移，椎旁

压痛并触及条索状物，或两侧髂后上棘下缘左

右不等高，患侧压痛，向下肢放射痛，或触及

臀部深在块状、条索状物及梨状肌压痛明显。



（3）颈椎、腰椎及骨盆调线片示：无阳性

发现或“颈椎病”、“腰椎退行性”样改

变。全（4）消化道钡餐透视可见肠痉挛及

激惹征，或无阳性发现，大使常规一般正

常。

（5）单纯药物治疗无效或疗效不巩固。



5.辨证分型
（1）腹泻

淤阻肠络型：以血淤肠络，气滞不通力主。主要
表现为泄泻日久，泻后有不尽之感，腹部刺痛，
痛有定处，面色晦滞，舌边有淤班或舌质暗红，
口干不欲多饮，脉弦涩。

脾虚型：以脾气虚弱，运化失常为主。主要表现
为大便时清时泻，迁延反复，饮食减少，食后肛
门不舒；面色萎黄疲倦怠，舌淡苔白，脉细弱。



肾虚型：以肾阳虚衰，不能温煦脾土为主。主要表

现为黎明之前脐腹作痛，肠鸣即泻，泻后则安，形

寒肢冷，腰膝酸软，舌淡苦自，脉沉细。

（2）便秘

气秘型：以气机郁滞，通降失常为主。主要表现

为排便困难、大便干结或不干，嗳气频作，胁腹痞

闷胀痛，舌质暗或有淤斑，脉弦涩。

冷秘型：以脾肾阳虚为主。主要表现为大便干，

排出困难，小便清长，面色青白，手足不温，腹中

冷痛或腰脊冷重，舌苔白，舌质淡，脉沉迟。



5.鉴别诊断

（1）腹泻
胃源性腹泻：

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胃切除术后、恶

性贫血等疾病，可使胃酸缺乏而引起腹泻，并
常在晨起或餐后排便，多无肠绞痛。但胃源性
腹泻多为腐败性消化不良之物，大便呈深褐色
而带泡沫，糊状，有刺鼻的恶臭，同时原发病
症状明显。



感染性肠源性腹泻：

可因病毒、细菌、真菌及寄生虫等感染

引起。一般腹泻比较急、重，粪便多伴有

脓血、粘液等分泌物，腹痛、食欲不振等

消化道症状明显，多伴有发热、恶寒等感

染症状。大便常规常有大量白细胞或红细

胞，反复检查（细菌培养等）可发现特异

性病源体。内科药物治疗一般效果肯定。



肿瘤性腹泻：

肠道肿瘤如小肠恶性淋巳癌、结肠癌、直肠癌

等，由于肠粘膜受浸润及发生炎症、糜烂和溃疡

等，均可引起腹泻。但本类疾病一般为便血或痢

疾样脓血便，伴腹痛或腰骶部持续性疼痛，右腹

常可触及肿块，伴消瘦、贫血、发热、黄疽等恶

液质改变。全消化道钡餐透视可见结肠充盈缺损、

肠腔狭窄等病变；纤维结肠镜检查可发现原发性

病灶。



（2）便秘
直肠和肛门病变：直肠炎，痔疮、肛裂、肛周

脓肿和溃疡等，肿瘤疤痕性狭窄均可引起便秘。此

类便秘多因病变部位受刺激而引起肛门疼痛和痉挛

，患者害怕排便致粪便潴留时间过长所致。

肌力减退：肠壁平滑肌、肛提肌、膈肌或腹壁

肌无力时常可引起粪便潴留时间过长而致便秘，多

见于老年人或慢性肺气肿、严重营养不良、肠麻痹

等患者，临床常见原发病的虚损性症状为主。



1、理筋正骨：主要是纠正脊椎关节的移位和治疗脊椎周围

的肌肉韧带损伤，以解除脊椎移位和肌肉韧带损伤对交感神经

的刺激或挤压；

2、穴位注射：选用具有营养神经和调补气血的药物进行局

部注射，以恢复和改善受损神经的生理功能；

3、药物敷贴：选用具有舒筋通络，强筋健骨的中药敷贴脊

背，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恢复肌肉韧带的功能以稳定脊柱。

4、中药内服：在系列基本处方基础上，再根据中医辨证，

采用相应中药进行整体调理，以恢复机体的整体功能。

整脊组合疗法的构成

五、中医整脊组合疗法



（一）手法治疗

1.治筋法

（1）分筋理筋

对患椎棘突上、下及其周围的软组织行轻柔的分

筋理筋并在椎旁压痛点上行按、揉、压。

（2）推背法

用手掌推拿于背部督脉、足太阳膀胱经, 用力刺激

两经上的穴位, 特别是刺激脊柱两旁膀胱经上的俞穴 , 

以疏通俞穴经气, 使上下纵横贯通的经络疏通, 经气流

畅, 脏腑调和, 痛得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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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颞复位法:
多用于上段颈椎（C1-2)的关节移位段。

2.正骨法

（1）颈椎复位手法

角度复位法:

多用于中段颈椎（C3-4)的关节移位。

侧旋提推法：

多用于下段颈椎（C5-7)的关节移位。



牵提旋转法

适用于年老体弱、头颈活动不便而又有
颈椎关节移位者



（2）胸椎整复手法

掌推法:

膝顶法:



旋转复位法：

第一步：医者右手拇指置于T5 棘 突左侧；

第二步：左手穿过患者腋下并抓握健侧颈项部；
右手拇指按压患处；

旋转复位法A（以T5棘突偏左为例）

第三步：医者左手将患者上身往左侧旋转的同时，右手拇
指往右侧推按棘突。手法毕。



旋转复位法B（以T8 棘突偏右为例）

第一步：医者左手拇指置于T8 棘 突右侧；

第二步：右手穿过患者腋下并抓握健
侧颈项部；左手拇指按压患处；

第三步：医者右手将患者上身往右侧旋转的同时，左手拇指
往左侧推按棘突。手法毕。



（3）腰椎复位手法

斜搬法:适用于腰椎有旋转移位者。

旋转复位法

适用于腰椎有旋转移位者 。



单髋过伸复位法:适用于骶髂关节后错位。

（3）骶髂关节复位手法

单髋过屈复位法:适用于骶髂关节前错位。



（二）点穴调理法

患者俯卧位，医者用拇指分别按揉脊柱
两旁之肝俞、脾俞、胃俞、三焦俞等穴位，
每穴施术约1min。患者仰卧位，医者用拇

指分别按揉中脘、气海、天枢、足三里等，
每穴施术约1min，按揉力度以患者觉局部
酸胀为宜。



（三）穴位注射 （或针灸法）
1.基础取穴法（脊椎九宫穴）

以压痛点最显著的脊椎棘突间为中宫,沿督脉

在中宫上下棘突间各定一穴,分别称为乾宫、坤宫,

然后挟乾宫、中宫、坤宫旁开0.5-0.8寸,依次取巽、

兑、坎、离、艮、震六宫穴。因其按伏羲八卦九宫

方位图分布,故称“脊椎九宫穴”。

2.辅助用穴：取相应的腧穴和相应的经脉穴位。



附：脊椎九宫穴

中宫乾宫

坤宫

巽宫

兑宫

离宫

坎宫

艮宫

震宫



（四）中药外治疗法

中药外治疗法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整体

观念和辨证论治为原则，将鲜药捣烂或将干药研

成细末,制成一定剂型（如膏药、药饼、药袋等）

，直接涂擦、敷贴或熨烫于患处或穴位上的一种

外治法。



1.药物选择

中医认为：背为阳，脊背为督脉行径
之处，督脉统属诸阳，为阳经之海，脊柱
病损易导致督脉淤滞、诸阳失统，从临床
上来看，与脊柱病损有关的胃肠疾病多表
现为虚劳型，故中药外治疗法得药物选择
应以疏经通络，益气温阳、强筋健骨为原
则。



（1）病损区域：

脊柱病损区域多存在着关节错位、肌肉
韧带的损伤和血液循环不畅等病理改变，
故脊柱病损区域的中药外治的药物选择，
以活血化瘀、驱风除湿、缓急止痛为原则，
可选用药酒、活络油等制剂在手法治疗作
为介质使用。



（2）背俞穴：

背俞穴的中药外治，则需要根据脏腑

的寒热虚实进行辨证用药，如脾虚泄泻，
可选用用肉桂、丁香、干姜等研末敷贴
脾俞。



（五）药物调理

1.胃的功能失调：
（1）淤滞型：治以活血化淤通络，用失笑散加
丹参、厚朴、枳壳、檀香、砂仁等
（2）脾胃虚寒型：治以温阳益气建中，用黄芪建
中汤加陈皮、半夏、香附等。
（3）肝郁气滞型：治以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用
柴胡疏肝饮加旋复花、郁金等。
（4）脾阴虚型： 治以养阴益胃拟用益胃汤合竹
叶石膏汤。



（二）肠道病症
1.腹泻
（1）淤阻肠络型：治以化淤通络，和营止痛。拟用
少腹逐淤汤加减。
（2）脾虚型：泻治以健脾益气止泻，拟用参苓白术
散加黄芪等。
（3）肾虚型：治以温补脾肾，固涩止泻。拟用理中
汤合四神丸。
2.便秘
（1）气秘型:治以顺气导滞，用六磨汤加桃仁、赤芍
等。
（2）冷秘型：治以温润通便。用济川煎加黄芪、吴
莱萸、补骨脂等



（六）功能锻炼

1.目的： 增强韧带的强度和肌肉的收缩力，
并能改变脊柱的生理弧度，加强脊柱的稳定性，
达到预防和治疗脊柱疾病的目的。

2.方法：
（1）颈部 ：“米” 锻炼方法，犀牛望月

（2）腰背部： “飞燕”式 ，“支撑” 式，“起
卧” 式

（3）臀部 ：“前弓” 式，“后弓”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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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广场







仙葫校区运动场



仙葫校区图书馆



仙葫校区教学楼



仙葫校区体育馆



仙葫校区五和食堂



学生宿舍



大学生活动中心



仙葫校区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