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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痹操”锻炼干预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张苏丹 1，唐

玲 2，马俊福 1，李苏茜 3，赵丽雪 2，姚建爽 2，王华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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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骨痹操”锻炼在膝骨关节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80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为研究

对象，分为观察组 29 例和对照组 51 例。对照组给予口服硫酸氨基葡萄糖和金天格胶囊、外用双氯芬酸二乙胺

乳胶剂；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骨痹操”锻炼进行干预。观察并记录 2 组患者的认知度、BMI 值、VAS
评分、西安大略大学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WOMAC）评分及临床证候量化评分。结果

治疗 12

周后，2 组患者认知功能评分均增加，且观察组的认知状况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2 组患者 VAS 评
分、WOMAC 评分及临床证候量化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 VAS 评分、WOMAC 评分和临床证候量化评分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结论

运用“骨痹操”锻炼对膝骨关节炎患者进行干预，能明显提高患者认知度，减轻患膝疼痛，改善膝关节功能，缓
解患者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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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for arthralgia in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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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for arthralgia in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Totally 80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recruited were se⁃
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29）and control
group（n=51）.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ral administration of Glucosamine Sulfate，Jintiage
Capsules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diclofenac diethylamine emul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bone arthritis exercise was used for intervention. The dis⁃
ease awareness，Body Mass Index（BMI），Visual Analogue Scale（VAS）score，WOMAC score
and clinical syndrome quantitative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Result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the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s of 2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and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5）. The VAS score，WOMAC score and clinical syndrome quantification score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lower outcomes of VAS，WOMAC and clinical syn⁃
drome quantification were foun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 01）. The overal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1）.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for arthralgia is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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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effective to increase patient’s awareness，relieve the knee pain，improve the function of the
knee joint and relie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KEY WORDS：knee osteoarthritis；arthralgia；rehabilitation exercise；pain；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膝骨关节炎是临床上最常见的骨关节疾病，
［1］

也在患者致残的主要病种之一 。该病发病率较
高，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2］报告显
示，我国症状性膝骨关节炎的患病率为 8. 1%，女

性较男性高，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膝骨关
节炎主要表现为膝关节疼痛、活动受限，严重者会
出现膝关节僵硬、畸形等现象，不仅会影响患者的
日常活动，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临床上，减轻疼痛、矫正畸形、恢复功能是治疗膝
［3］

骨关节炎的最主要目的 。目前，本病治疗仍缺
乏公认的规范标准，尤其是临床上激素与非甾体
抗炎药的滥用，使得本病出现反复发作、迁延难
愈、并发症多等现象。而在国外很多报道［4-5］推荐
将运动疗法作为其治疗的首选方法，国内亦有研
［6-7］

究

推荐将运动疗法作为其常规康复方法。本

研究探讨了“骨痹操”锻炼在膝骨关节炎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1. 1

71 岁，平均（55. 14±9. 87）岁；体质量指数（BMI）
18. 72～27. 32 kg/m2，平均（23. 92±2. 94）kg/m2；病

程 1～5 年，平均（3. 35±1. 14）年。对照组 51 例，
男 14 例 ，女 37 例 ；年 龄 41～75 岁 ，平 均（60. 98±
9. 04）岁；BMI 19. 03～27. 21 kg/m2，平均（24. 84±

2. 83）kg/m2；病程 1～5 年，平均（3. 28±1. 08）年。
2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均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2 组患者连续进行12 周基础治疗。对照组给予

硫酸氨基葡萄糖口服（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H20041316），0. 628 g/次，3 次/d；口服金

天格胶囊（金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金花制药厂，
生产批号：Z20030080）1. 2g/次，3 次/d；外用双氯芬
酸二乙胺乳胶剂（GSK Consumer Healthcare S. A，
生
产批号：H20181225）2g/次，4 次/d。

在对照组基础上，观察组进行为期 12 周的
“骨

资料与方法

痹操”
锻炼，
各节均做 8 次，
每天 1 次，
以身体可承受

一般资料

梳百会：
双手五指分开呈刷子状，
用指肚从前发际线

为度，
无不适为宜。具体操作如下：
⑴温补肝肾：
①

选取 2018 年 1 月—12 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方医院招募的膝骨关节炎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①符合 2018 版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制定的
［8］

《骨关节炎诊疗指南（2018 年版）》 中对于膝骨关
节炎的诊断标准；②膝关节 Kellgren-Lawrence 分

级［9］为Ⅰ～Ⅲ级者；③年龄 38～78 岁；④疼痛视觉

模拟（VAS）评分≤6 分；⑤神志清晰，能自行行走、
配合完成运动者；⑥依从性好，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者。排除标准：①合并有膝关节半月板、韧带

损伤者，或合并有膝关节肿瘤、骨髓炎、类风湿性

关节炎、痛风、感染等影响膝关节功能者；②有膝
关节手术史者；③有较大膝关节内游离体者；④对

试验药物过敏者。中止与脱落标准：①患者主动

退出本研究者；②因各种原因不能完成随访观察

者 ；③ 试 验 过 程 中 患 有 其 他 疾 病 不 能 继 续 本 研
究者。

严格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患者 80 例，所

有患者在治疗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观察组 29 例，男 9 例，女 20 例；年龄 40～
OPEN ACCESS

向后梳至百会穴，
重复操作。②捏双耳；
用双手食指
与拇指分别提拉耳尖、
耳轮中部、
耳垂，
用食指按揉
耳甲腔；
用双手食指与拇指分别提拉耳尖、
耳轮中部、
耳垂，
食指位于耳垂前、
拇指位于耳垂后，
按揉耳垂。

③按肾俞：
双手插腰，
双手大拇指位于肾俞穴顺时针
点揉，
双手放于脊柱两侧呈扇形，
自上向下按揉至臀
部。④搓丹田：
右手叠于左手上，
壶口交叉，
将双手
放于腹前，
顺时针按揉腹部；
双手交叉，
按以上动作
逆时针按揉。⑤揉三里：
坐位，
用双手大拇指逆时针
按揉足三里穴。⑵舒筋通络：
①拍肩井：
双手叉放于

双肩，
拍打肩井穴；
双手分别放于双肩，
拍打肩井穴，
两动作交替进行。②梳宽胸：
站位，
手指并拢、
双手
交叉至于肩峰，
从对侧肩峰沿锁骨至一侧锁骨、
向外
伸展，
双手从两侧向胸前方运动（循环此动作）。③
理三焦：
双手重叠位于胸前，
由上焦向下缓慢按压至
下焦④阳陵泉：
用双手拇指从前向后、
从后向前弹、
拨阳陵泉穴。⑤调气息：
站立位，
双手掌心向上，
双
臂由身体两侧缓慢抬起至最大角度后，
双手掌心向
下，由身体前侧恢复至原位。
http：/ / www. zxyjhhl. com. cn

·106 ·
1. 3

2021 年第 7 卷第 7 期

中西医结合护理

观察指标

记录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后 2 组患者的认知状

学意义（P＞0. 05）。见表 2。
表2

况评分、BMI、VAS、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

骨关节炎量表（WOMAC）评分及临床证候量化评
分。①认知状况评分：采用膝骨关节炎患者健康
管理疾病认知度调查表，总共 20 个问题，回答正

确记 1 分，错误记 0 分。②BMI：衡量人体胖瘦程
度及健康的标准，计算公式为：BMI=体质量/身
2

高 （体重单位 kg；身高单位 m）。③VAS 评分

［10］

：

组别

治疗前

对照组（n=51） 24. 84±2. 83
观察组（n=29） 23. 92±2. 94
1. 378

t

0. 172

P

2. 3

-

2 组患者 BMI 对比（x ± s）

kg/m2

治疗后

t

P

23. 76±2. 67

1. 982

0. 050

22. 69±3. 08

1. 556

1. 629

0. 125

0. 107

2 组患者 VAS 评分对比

干预前，2 组患者 V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该表对患者疼痛感量化，数值越大，疼痛感越强。

义（P＞0. 05）。干预 12 周后，2 组患者 VAS 评分

分 为 中 度 疼 痛 ，7～10 分 为 重 度 疼 痛 。 ④

低 于 对 照 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 01）。

评分标准：0 分为无痛，1～3 分为轻度疼痛，4～6
WOMAC 评分

：分别从疼痛、僵硬、关节功能 3

［11］

个方面评估膝骨关节炎的症状与体征。⑤临床证

均较干预前降低（P＜0. 01），且观察组 VAS 评分
见表 3。

候量化评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中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进行评价。以 WOMAC
评分量表作为疗效依据进行评价。评价标准分为

4 个 等 级 ，无 效 ：WOMAC 评 分 减 少 <1/3；有 效 ：
WOMAC 评分减少>1/3；显效：WOMAC 评分减少

表3

组别

-

2 组患者 VAS 评分对比（x ± s）
干预前

对照组（n=51） 4. 37±1. 80
观察组（n=29） 4. 17±1. 67
0. 490

t

0. 625

P

分

干预后

t

P

3. 08±1. 02

4. 453

＜0. 001

2. 38±1. 05
2. 920

4. 887

＜0. 001

0. 005

>2/3；治愈：WOMAC 评分为 0～1 分。

2. 4

采用 SPSS 21. 0 软件。计量资以均数±标准
差（x ± s）表示；经检验后符合正态分布与方差齐

学 意 义（P＞0. 05）。 干 预 12 周 后 ，2 组 患 者

性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组 VOMAC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4

统计学方法

表示，非等级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 α
=0. 05，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 1

2 组患者 VOMAC 评分对比

干预前，2 组患者 VOMAC 评分差异无统计

VOMAC 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P＜0. 05），且观察
（P＜0. 05）。见表 4。
表4

组别

结果

干预前

对照组（n=51） 30. 04±21. 42

2 组患者认知状况评分对比

干预前，2 组患者的认知状况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 05）。干预 12 周后，2 组患者的认

观察组（n=29） 29. 76±20. 57
0. 067

t

0. 947

P

-

2 组患者 VOMAC 评分对比（x ± s）

分

干预后

t

P

22. 35±9. 16

2. 357

0. 020

17. 72±6. 76
2. 376

2. 995

0. 004

0. 020

知状况评分均较干预前提高（P＜0. 01），且观察

2. 5

学意义（P＜0. 01）。见表 1。

统计学意义（P＞0. 05）。干预 12 周后，2 组患者临

组的认知状况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表1

组别

2 组患者的认知状况评分对比（x ± s）
干预前

对照组（n=51） 10. 87±2. 03
观察组（n=29） 11. 26±1. 96
t

P

2. 2

0. 945
0. 338

2 组患者 BMI 对比

干预后

t

12. 32±2. 27

3. 400

15. 96±2. 31
6. 81

8. 355

分
P
0. 001

＜0. 001

＜0. 001

干预前，2 组患者 BM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干预 12 周后，2 组患者 BMI 较干预前

降低，且观察组 BMI 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
http：/ / www. zxyjhhl. com. cn

2 组患者临床证候量化评分对比

干预前，2 组患者临床证候量化评分差异无

床证候量化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P＜0. 01），且

观察组临床证候量化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 01）。见表 5。
表5
组别

-

2 组患者临床证候量化评分对比（x ± s）
干预前

对照组（n=51） 22. 75±3. 56
观察组（n=29） 22. 86±3. 87
t

P

0. 149
0. 881

分

干预后

t

P

15. 28±2. 39

12. 441

＜0. 001

11. 68±2. 08
6. 778

13. 703

＜0. 001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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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2 组干预效果评价

经过 12 周的“骨痹操”锻炼干预后，观察组总

有效率为 96. 55%（28/29），高于对照组的 72. 55%

（37/51），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8. 121，P＜
0. 01）。见表 6。
表6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n=51） 17（33. 33） 8（15. 69） 12（23. 53） 14（27. 45）
观察组（n=29） 14（48. 28） 8（27. 59） 6（20. 6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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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氨基葡萄糖作为一种天然氨基单糖，
主要
分布于关节软骨基质和滑液中，
可促进蛋白合成并
加速软骨修复［15］。金天格胶囊主要成分是人工虎骨
粉，
具有补肾止痛，
强筋壮骨的作用，
现代研究表明，
虎骨粉具有抑制骨吸收、
促进骨形成、
加速骨质修复
与重建的作用［16］。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不但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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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能吸收由炎症引起的充血与水肿，
从而
减轻对周围神经末梢的刺激作用，
提高疼痛阈值，
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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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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