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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灸联合塞来昔布胶囊对膝骨关节炎患者骨代谢指标
和血清 IL-6、IL-17、IL-18 水平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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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温针灸联合塞来昔布胶囊对膝骨关节炎（KOA）患者骨代谢指标和血清白介素 -6（IL-6）、白介素 -17（IL-17）、白介
素 -18（IL-18）水平的影响。方法：纳入我院 2017 年 4 月 ~2020 年 12 月间针灸科接收的 KOA 患者 80 例，
将患者采用信封抽签法
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为 40 例。对照组给予塞来昔布胶囊进行治疗，
研究组给予温针灸联合塞来昔布胶囊进行治疗，
均连续治
疗 8 周。观察两组疗效、
骨代谢指标[骨保护素（OPG）、
降钙素（CT）、
骨钙素（BGP）]、
炎性因子、
量表评分[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骨关节炎指数评分表（WOMAC）、Lysholm 膝关节评分]等情况，记录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研究组的临床总有效率
WOMAC 较对照组低，
Lysholm 膝关节评分较对照组高（P<0.05）。研究组治疗 8 周
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治疗 8 周后 VAS、
BGP 较对照组高（P<0.05）。两组血清 CT 水平治疗 8 周后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治疗 8 周后血清
后血清 OPG、
IL-6、IL-17、IL-18 较对照组低（P<0.05）。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温针灸联合塞来昔布

胶囊治疗 KOA 患者，
可有效减轻疼痛，
促进膝关节功能恢复，同时还可抑制炎症因子，
改善骨代谢指标，
优化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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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Warm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Celecoxib
Capsules on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and Serum IL-6, IL-17 and IL-18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warm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celecoxib capsules on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and serum interleukin-6 (IL-6), interleukin-17 (IL-17) and interleukin-18 (IL-18)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80 patients with KOA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our hospi-

tal from April 2017 to December 2020 were included.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by envelope
drawing,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elecoxib capsules,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arm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celecoxib capsules,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for 8 weeks. The curative effect,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osteoprotegerin (OPG), calcitonin (CT), osteocalcin (BGP)], inflammatory factors, scale scor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osteoarthritis index score (WOMAC), Lysholm knee score]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was recorded.

The clinical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VAS and WOMAC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Lysholm knee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serum OPG and BGP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rum CT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P>0.05). The serum IL-6, IL-17 and IL-18 of the study group at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Warm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celecoxib capsules in the treatment of KOA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pai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knee function, inhibit inflammatory factors, improve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and optimize the
treatment effect.
Warm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elecoxib capsules; Knee osteoarthritis; Bone metabolism; Interleukin-6; Interleukin-17; Interleuki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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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g，购自青岛百洋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 批 号：
20170215、

前言

20181126、20190614） 进行治疗，0.2 g/ 次，1 次 /d，连续治疗 8

KOA）是由多种原因如关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

周。研究组在塞来昔布胶囊治疗的基础上结合温针灸治疗，塞

节受寒、
外伤、
过度劳累等所致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该病的发

来昔布胶囊用药方法参考对照组，温针灸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病人群集中于中老年群体，
且女性多于男性[1,2]。KOA 的临床症

针灸针选自云龙针灸针，规格 0.30 mm× 40 mm。患者取仰卧

状主要有关节疼痛、
膝关节弹响、僵硬等，严重者可出现活动受

位，
患侧膝关节自然伸直，皮肤消毒后，取穴内膝眼穴、犊鼻穴、

限，
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3]。现临床对于 KOA 的治疗方案不

足三里穴、阴陵泉穴、
阳陵泉穴、鹤顶穴等进针，内膝眼穴、犊鼻

统一，
包括推拿、
药物、
热疗等，
以药物为主。而药物则多以止痛

穴 45° 向上斜刺 2.5 cm，其余选取的穴位直刺 2 cm，采用平补

药为主，塞来昔布胶囊是一种有解热镇痛作用的药物，既往用

平泻手法，得气后留针。将 2 cm 清艾条套在穴针柄，连续燃烧

于 KOA 患者的治疗 ，但该药物对心血管、消化道及肾脏存在

2 段艾条，
出针。以上操作 1 周 3 次，连续治疗 8 周。

明显的副作用，
临床治疗过程中通常建议小剂量及最短疗程用

1.3 观察指标

[4]

药 。中医学认为 KOA 主要是因饮食不节加之六淫侵体，
引起

（1）评价两组治疗 8 周后的临床疗效。疼痛等临床症状消

骨髓空虚、
筋脉失养所致[6]。温针灸是艾灸与针刺的结合体，即

失，
功能基本恢复，
畸形矫正为治愈。疼痛等症状减轻，关节功

在针刺后留针过程中，将艾绒搓团捻裹于针柄上点燃，从而将

能有所改善，
畸形基本矫正为好转。未达到治愈和好转标准者

热力投过针体传递至穴位，
可缓解肿胀、疼痛症状[7]。本研究通

为无效。总有效率 = 治愈率 + 好转率[10]。
（2）量表评分：
治疗前、

[5]

过分析温针灸联合塞来昔布胶囊治疗 KOA 的效果，以期为临

治疗 8 周后分别使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isual simulation scor-

床治疗方案选择提供数据参考。

ing，
VAS）[11]、骨关节炎指数评分表 （Osteoarthritis index scale，
WOMAC）[12]、
Lysholm 膝关节评分 [13]等量表评估患者疼痛、病

1 资料与方法

变程度、
膝关节功能情况。VAS 评分范围 0~10 分，
其中 1~3 分
为无痛，4~5 分为轻微疼痛，6~10 分表示强烈的疼痛。WOMAC

1.1 基线资料

纳入我院 2017 年 4 月 ~2020 年 12 月 间 针 灸科 接 收的

从僵硬、
疼痛、
日常生活进行评价，量表得分范围 0~96 分，
得分

KOA 患者 80 例，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核通过。诊断

越高病情越严重。Lysholm 膝关节评分从支撑、跛行、肿胀、不

标准：
（1）中医标准参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8]的骨痹证候

稳定、交锁、上楼梯、疼痛、下蹲等方面，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

诊断标准：
辩证为阳虚寒凝型，主证表现为屈伸不利、肢体关节

表明膝关节日常活动的功能越好。（3）炎症因子和骨代谢指标

疼痛，次证表现为面色晄白或黧黑，四肢不温、全身畏寒、神疲

检测：治疗前、治疗 8 周后留取两组清晨空腹状态下的静脉血

乏力，苔白，舌淡，脉沉细缓；
（2）西医标准参考《骨关节炎诊治

4~7 mL，经我院检验科离心处理后获取血清，酶联免疫吸附试

指南（2007 年版）
》[9]：① 白细胞计数 <2000 个 /mL，关节液（至

验检测血清白介素 -6 （Interleukin-6，IL-6）、白介素 -17（Inter-

少两次）清亮、粘稠，② X 线片显示关节存在病变，③ 反复膝关

leukin-17，
IL-17）、骨保护素 (Osteoprotegerin，OPG)、白介素 -18

IL-18） 水平，放射免疫法检测降钙素（Calci晨僵≤ 30 min，⑤ 活动时有骨摩擦音。 （Interleukin-18，
tonin，
CT）、骨钙素（osteocalcin，
BGP）水平，试剂盒分别购于南
纳入标准：
（1）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
（2）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节疼痛（近一个月内），④

者；
（3）对本次研究用药无禁忌者。排除标准：
（1）合并有其他膝
关节疼痛性疾病者；
（2） 患有精神病而不能配合的患者；
（3）近

京赛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钰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安全性评价：治疗过程中，观察患者是否出现药物不良

1 个月内曾接受过相关药物治疗者；
（4） 合并恶性肿瘤患者；

（5）特殊人群如妊娠、哺乳期妇女。采用信封抽签法分为两组

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BGP、
Lysholm 膝关节
采用 SPSS21.0 进行数据处理，OPG、

（研究组、对照组）。其中对照组（n=40）女 24 例，
男 16 例，病程
范围 6 个月 ~5 年，平均（3.07± 0.83）年；双侧发病 12 例，单侧

评分等计量资料以（x± s）表示，采用成组 t 检验（两组间比较）

发病 28 例；
年龄范围 41~69 岁，平均（52.79± 4.41）岁。研究组

或配对 t 检验（组内对比）；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行 x2 检验，

（n=40）女 26 例，
男 14 例，病程范围 9 个月 ~5 年，平均（3.01±
0.74）年；双侧发病 13 例，单侧发病 27 例；年龄范围 42~71 岁，

平均（53.52± 5.51）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差异（P>0.05），组

检验水准琢=0.05。

2 结果
2.1 治疗 8 周后疗效对比

间具有可比性。

研 究 组 的 临 床 总 有 效 率 92.50%（37/40）， 高 于 对 照 组

1.2 方法

对照组口服塞来昔布胶囊 （国药准字 H20203325，规格：

70.00%（28/40）
（P<0.05），见表 1。

表 1 治疗 8 周后疗效对比 [例（%）]
Table 1 Contrast of efficacy at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n（%）]
Groups

Cure

Better

Invalid

Total effective rate

Control group（n=40）

7（17.50）

21（52.50）

12（30.00）

28（70.00）

Study group（n=40）

11（27.50）

26（65.00）

3（7.50）

37（92.50）

x2

6.646

P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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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C 较对
节评分升高（P<0.05）。研究组治疗 8 周后 VAS、

2.2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量表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 VAS、WOMAC 降低，Lysholm 膝关

Lysholm 膝关节评分较对照组高（P<0.05）。见表 2。
照组低，

表 2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量表评分对比（x± s ，
分）
Table 2 Contrast of scale scores before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x± s , scores）
VAS
Groups

WOMAC
8 weeks after

Before treatment

treatment

Before treatment

Lysholm knee score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Before treatment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Control group（n=40）

5.71± 0.68

3.69± 0.49*

68.79± 9.38

46.20± 7.23*

58.79± 6.31

71.35± 7.26*

Study group（n=40）

5.62± 0.54

2.08± 0.37*

68.02± 8.24

30.49± 5.19*

58.22± 5.26

86.73± 5.33*

t

0.656

16.584

0.390

11.164

0.439

-10.800

P

0.514

0.000

0.698

0.000

0.662

0.000

Note: contrast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前、治疗 8 周后及组间治疗 8 周后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

2.3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骨代谢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 OPG、BGP 升高（P<0.05）。研究组治

05）。见表 3。

BGP 较对照组高（P<0.05）。两组 CT 组内治疗
疗 8 周后 OPG、
表 3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骨代谢指标对比（x± s）
Table 3 Contrast of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before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x± s）

OPG（ng/L）
Groups

8 weeks after

Before treatment

treatment

CT（ng/L）
Before treatment

BGP（mg/L）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Before treatment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Control group（n=40）

3.69± 0.37

4.39± 0.38*

10.58± 0.46

10.63± 0.51

3.31± 0.43

4.83± 0.57*

Study group（n=40）

3.75± 0.41

4.86± 0.32*

10.79± 0.52

10.67± 0.48

3.35± 0.42

6.22± 0.64*

t

-0.687

-5.983

-1.913

-0.856

-0.406

-10.258

P

0.494

0.000

0.059

0.398

0.836

0.000

Note: contrast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究组治疗 8 周后 IL-6 、IL-17 、IL-18 较对照组低（P<0.05）。见

2.4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对比
IL-17、
IL-18 降低（P<0.05）。研
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 IL-6、

表 4。

表 4 治疗前、治疗 8 周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对比（x± s）
Table 4 Contrast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before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x± s）
IL-6（pg/mL）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IL-17（pg/mL）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Before treatment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IL-18（pg/mL）
Before treatment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Control group（n=40）

82.76± 9.39

58.54± 8.31*

371.53± 25.48

189.28± 16.20*

216.70± 25.95

151.83± 23.87*

Study group（n=40）

82.21± 10.26

37.93± 6.27*

362.90± 24.56

114.39± 15.25*

215.28± 26.09

94.25± 18.74*

t

0.250

12.521

1.667

21.289

0.244

12.000

P

0.803

0.000

0.100

0.000

0.808

0.000

Note: contrast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2.5 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 12.50%（5/40）、研究组 17.50%（7/40）的不良反应
总发生率对比无差异（P>0.05），
见表 5。

3 讨论
KOA 的病理变化最初发生于软骨，随后侵犯软骨下骨板

及滑膜等关节周围组织，致使软骨破坏、软骨下囊性病变和骨
赘形成等，由此引发关节僵直、
疼痛、畸形及功能障碍。国外研
究显示，成人症状性 KOA 年发病率为 0.2% [14]，而国内报道
KOA 的发病率在 5.6%以上[15]。现阶段，
西医对 KOA 的发病机

制尚未完全明确，可能与血液循环障碍、软骨病变和内分泌紊
乱等多种因素相关。同时，KOA 的发病过程有多种炎性因子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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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例（%）]
Table 5 Contrast of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n（%）]
Groups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

Edema

Rash

Total incidence rate

Control group（n=40）

3（7.50）

1（2.50）

1（2.50）

5（12.50）

Study group（n=40）

4（10.00）

1（2.50）

2（5.00）

7（17.50）

x

2

0.949

P

0.330

与，IL-6 是临床常用的炎症因子，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保护软
骨，又可破坏软骨的降解过程 。 IL-17 是一种前炎性细胞因
[16]

法温和，
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KOA 患者给予温针灸联合塞来昔布胶囊治疗，

子，可抑制软骨细胞合成，增强破骨细胞活性，最终导致骨侵

可有效促进软骨修复同时刺激新骨形成，抑制炎症因子，促进

蚀[17]。以往有学者发现 IL-17 可诱导小鼠 KOA 的产生，
并加重

关节功能恢复，疗效显著。

关节破坏 。IL-18 可诱导 T 淋巴细胞产生 酌- 干扰素，并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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