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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针疗法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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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单纯蜂针、蜂针四联、蜂针合补肾化瘀方、蜂针联合西药、子午流注蜂针法、蜂针配
合电温针、蜂针配合热敏灸等方法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S）进行综述，认为以蜂针为主治疗 AS，可以
恢复已破坏的骨组织，降低致残率，具有一定的疗效。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蜂针治疗机制及规范的研
究，以利于蜂针疗法的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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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Bee Acupuncture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HAN Shi-jun1, LI Suo-mi1, ZHU Jia-yan1, ZHENG Cheng1, SHEN Yue-zhong1, HU Xue-qin1,2*
(1.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2. Institute of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simple bee acupuncture, the bee acupuncture quadruple, the be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Bushen Huayu Prescription, the be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he meridian flow bee acupuncture, the be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electric warmed acupuncture and the be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heat-sensitive acupunct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It
believed that all kinds of bee acupuncture had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AS by recovering damaged
bone tissue and reducing disabling rate. The study on treatment mechanism and standardazation of bee
acupunctur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xtend clinical practice of bee acupunture therapy.
Key words: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bee acupuncture; review
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是

僵硬；或者背部酸痛，肌肉僵硬沉重感，阴雨天及

一种以中轴慢性多发关节炎症为主，并可以蔓延到

劳累加剧的痹症疾病[2]。AS 发病年龄通常为 10～

四肢和内脏的风湿性免疫缺陷疾病[1]。1997 年发行

40 岁，发病群体多为青壮年男性。该病一般开始于

的中国国家标准《中医病症治法术语》将强直性脊

骶髂关节，然后慢慢向上发展到脊柱范围，使脊柱

柱炎归类到“脊痹”，此病被定义为一种两胯活动

关节产生骨性强直症状。疼痛和关节活动受限是该

受限，腰脊疼痛，严重者脊柱弯曲形变，甚至强直

病主要病征。古代中医文献称之为“肾痹”或“骨
痹”等。大量文献表明，蜂针疗法对于本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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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针疗法是一种用蜜蜂或其他蜂类的螫器官作
为针具，对人体相关穴位进行针刺的治疗方法 [3] 。
蜂针疗法集针、灸、药为一身，操作简单，疗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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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具体来说，其“针”的作用就是将蜜蜂的尾针

有效率为 91.1%。闰宪森等[13]以督脉、任脉和膀胱

作为针的部分，用它刺激人体穴位，通经活络；

经相应穴位为主穴进行蜂针疗法；配以口服蜜蜂生

“灸”的作用是指在蜂针进入机体后，蜂针中的针

物制剂，热垫外敷阿是穴。实验中 90 例患者第 1 年

液让机体产生免疫反应，局部充血红肿，升高局部

控制症状，80%的患者疼痛消失，行动基本自如；

皮温，这样可以起到类似于温灸的效果，温煦脉

第 2 年巩固治疗，＞90%的患者基本控制；第 3 年

络；“药”的作用是指蜂针液在进入机体之后对机

为抗复发治疗，患者完全康复。

[4]

体具有一定的药理学作用 。

4 蜂针疗法配合蜡疗和内服中药

[5]

何银洲等 单纯采用蜂针治疗 AS 360 例，总有

韩巧菊等[14]使用蜂针、蜡疗和内服中药治疗 AS

效率为 88.9%。程林兵[6]单纯采用蜂针治疗 AS 22

240 例，其中蜂针穴位以督脉、夹脊穴为主，配合

例。蜂疗以脊柱督脉、夹脊穴和背腰部膀胱经相关

膀胱经及外周关节相应穴位。蜡疗，是以蜂皇胎提

穴位为主穴进行针刺。对照组是在同样的穴位上采

取物作为原料，配以通络活络汤（药物组成：黄芪

用普通针刺进行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10 g，白术 10 g，独活 10 g，柳枝 20 g，桑枝 20

为 90.9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5.00%，差异具有统

g，透骨草 15 g）加入生物透皮剂熬制 30 min，将腊

[7]

计学意义（P ＜0.05）。伦新等 单纯采用蜂针治疗

布取出，外敷在颈、背、腰、髋等痛甚及肿大部

AS 30 例，蜂疗取穴以病变脊柱及其附近的夹脊为

位。蜂产品以蜂王浆和蜂胶为主，并配以中药自拟

主穴进行针刺，结果显示临床控制 12 例，有效 14

秦艽天麻汤内服。结果表明，240 例 AS 患者 7 位痊

[8]

例，总有效率 86.7%。赖先娥等 采用蜂针治疗 AS

愈，218 位病情显著改善。

40 例，以督脉、足太阳膀胱经和夹脊穴为主穴针

5 蜂针四联疗法

[9]

刺。结果显示，总有效率为 90%。许洪平等 采用

蜂针四联疗法是指采用蜂针、蜡疗、中药内治

蜂针治疗 AS 50 例，根据患病部位就近取穴为主进

和中药外治的组合治疗方法，与单纯蜂疗相比，蜂

行针刺，结果显示，疗效总有效率为 90%。

针四联疗法在充分发挥蜂疗优势的基础上，结合蜂

2 蜂针疗法配合西药

产品和中药，三者互补，取长补短，可以快速修复

[10]

采用蜂针加西药口服的方法治疗 AS

已破坏骨质，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从而

43 例。蜂针取穴根据 AS 发病部位，以脊柱部督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致残率，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治

脉、夹脊穴和背腰部膀胱经穴位为主穴。西药口服

疗方法，在临床上受到了很多专家的青睐。

张金禄等

甲氨喋呤、柳氮磺吡啶和美洛昔康片。对照组为 43

张思宇[15]使用蜂针四联疗法治疗 AS 120 例，根

例，常规服用西药。最终两组治疗后，患者指地

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循经取穴进行蜂疗。蜡疗，是从

距、枕壁距、Schober 试验等指标明显改善（P ＜

蜂皇胎提取蜡剂，配以桑枝、柳枝、海桐皮、红

0.05），而且在上述指标中，蜂针治疗组的改变均优

花、透骨草加入生物透皮剂熬制。将腊布取出，热

于西药对照组（P ＜0.05）。

敷于关节处。中药内治，是以静脉滴注中药针剂

3 蜂针疗法配合内服中药

（骨瓜提取物注射液和双葵注射液）、服用中药汤

[11]

采用蜂针配合补肾汤口服治疗 AS

剂（三痹汤）以及口服蜂产品（蜂王浆和蜂胶软胶

40 例。蜂针取穴原则为循经取穴及辨证取穴，穴位

囊）。中药外治，取患者相关穴位注射痛风舒注射

以脊柱部督脉、夹脊和背腰部膀胱经穴位为主进行

液。试验结果显示治疗组的总有效率 96.7%高于对

蜂针治疗。补肾汤药物为牛膝、骨碎补、狗脊、熟

照组（单纯蜂针治疗 80 例）77.5%，差异对比有统

地黄、桂枝、杜仲、秦艽、川芎、透骨草。每次 1

计学意义（P ＜0.05）。韩巧菊等[16]给予蜂针四联疗

袋，每天 2 次口服。结果 40 例患者总有效率为

法。取穴原则辨证、循经取穴。蜡疗，是以蜂皇胎

周汝云等

90%。朱辉军等

[12]

采用蜂针配合补肾化瘀方口服治

为原料配伍透骨草、红花、海桐皮、柳枝、桑枝等

疗 AS 56 例。蜂针取穴以病变脊柱部位及其附近的

进行熬制，对四肢及腰部疼痛关节轮流进行热敷。

夹脊穴为主穴。补肾化瘀方组成为桑寄生、续断、

中药内治包括内服蜂产品（蜂王浆和蜂胶软胶

盐牛膝、狗脊、骨碎补、杜仲、丹参、赤芍、红

囊）、中药汤剂（三痹汤）和中药针剂滴注骨瓜提

花、川芎、延胡索、地鳖虫、鸡血藤、甘草。每天

取物注射液。中药外治将痛风舒注射液，注入相关

1 剂，水煎服，15 d 为 1 个疗程。结果 56 例患者总

经络穴位或特殊病变部位。实验结果显示，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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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例）总有效率 96.67%远高于单纯蜂疗对照组

针法相同。对照组 43 例，为仅用电温针法治疗患

（40 例）的 77.5%和口服甲氨喋呤对照组（40 例）

者。最终治疗组总有效率 93.0%，对照组总有效率

的 57.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廖思

为 86.0% 。 两 组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敏

[17]

等采用蜂针四联疗法。根据 AS 患者的不同病

0.05），结果显示蜂针配合电温针与单纯电温针治

证辨证取穴。蜡疗，原料选用蜂皇胎提取蜡剂，同

疗对于 AS 的疗效效果相近。

时配合透骨草、红花、海桐皮等物质熬制汤汁，制

8 蜂针配合热敏灸治疗

成透皮贴剂敷贴病变关节。中药内治，服用蜂王

热敏灸法又称热敏悬灸，是先将点燃的艾条在

浆、蜂胶胶囊和中药。中药外治，用痛风舒注射液

不接触人体的情况下，用回旋法、雀啄法和温和灸

在病变关节周围穴位进行注射。该实验治疗组 24 例

法找出热敏化腧穴，再用单点灸、双点灸和三点灸

有效率为 75%，常规治疗组 24 例有效率为 25%，四

在热敏化腧穴上进行治疗[24]。

联疗法显著有效。韩巧菊等 [18] 循针取穴，因病施

郑光宪等 [25] 采用蜂针联合热敏灸治疗 AS 30

治；同时采用蜡疗敷于患者病位，并且内服蜂王

例，根据热敏点分布情况的不同，选用热敏化最强

浆、蜂胶和通痹汤加减。中药外治，采用痛风舒注

的若干点进行蜂疗；对照组 30 例，为常规口服西

射液进行穴位和关节腔内注射。最终 200 例患者临

药。结果显示，治疗组 Bath 强直性脊柱炎疾病活动

床总有效率达 96.6%，明显优于单纯蜂疗组（40

性指数（BASDAI）及功能指数（BASFI）明显低于

例，有效率 77.5%）和常规治疗组（40 例，有效率

对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P ＜0.05）。曾晓智等[26]

57.5%）。

采用蜂针联合热敏灸治疗 AS 54 例，根据热敏点分

6 子午流注蜂针法

布情况的不同，选用热敏化最强的若干点进行蜂

子午流注针法是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

疗；对照组 54 例，主穴取大椎、筋缩、命门、腰

辨证按时取穴的一种针灸操作方法。它认为人体的

俞、腰阳关、肾俞；配穴取脊柱受侵部位的督脉

功能、病理变化会根据时间和气候的变化而作出相

穴、夹脊穴。单纯蜂针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总

应的调整。参考高等中医院校教材《针灸治疗学》

有效率为 74.0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2.31%，且差

中子午流注针法

[19]

，用子午流注纳甲法择时选穴，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并结合张国瑞等

[20]

的万年干支和针灸五种按时取穴

9 小结
AS 是以侵犯骶髂关节、脊柱中轴关节为主的风

推算盘进行取穴。
采用子午流注蜂针疗法治疗 AS 40

湿免疫性疾病[27]，目前病因仍无法确定，一般认为

例。蜂针取穴原则为辨证取穴，并且配合子午流注

和遗传、感染因素、居住环境有关，推测是病原体

蜂针法择时选穴。对照 1 组 40 例，辨证取穴蜂针治

激发了机体的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造成机体组织

疗。对照 2 组 40 例，单纯口服西药治疗。最终疗效

损伤而引起的疾病。蜂疗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针

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82.5%，明显高于对照 1 组

法，在治疗 AS 方面具有奇效。

温伟强等

[21]

的 72.5%和对照 2 组的 70.0%。温伟强等

[22]

又采用

现代越来越多的治疗方式与蜂疗结合使用，大

子午流注蜂针疗法治疗 AS 40 例。蜂针取穴原则为

多数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

辨证取穴，并且配合子午流注蜂针法择时取穴。对

题：⑴各种蜂针疗法在临床上缺乏一定的行业规

照组 40 例，用柳氮磺胺吡啶联合双氯芬酸钠口服。

范；⑵在蜂针治疗的机制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理

最终治疗组疗效和对照组疗效相近，差异无统计学

论支持，应加大对其机制的研究探讨，以便推广应

意义。但是对照组出现 10 例不良反应，其中包括上

用；⑶缺乏科学系统的疗效观察项目，比如在患者

腹不适、恶心、隐痛等肠胃反应，而治疗组不良反

的随访记录上没有足够的数据记录。今后还需要在

应较少，临床安全性高于对照组。

这些方面进行完善，发挥蜂疗的最大优势。

7 蜂针配合电温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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