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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老年人足
底筋膜炎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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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足底筋膜炎是老年人常见病，
尚无根治办法，
已证实应用体外冲击波疗法（ESWT）对足底筋膜炎确有疗效，
ESWT 治疗骨
与肌组织疾病历史并不长，
是一种新兴的介于药物和手术之间的非侵入性治疗方法，
无手术相关风险。ESWT 治疗老年人足底筋膜炎具有
足底筋膜炎

老年人

足底筋膜炎是以足跟疼痛为临床特征的常见慢性疾
病，
是足跟部骨与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和退行性病变，
好

发于老年人，
以 50~60 岁者居多，
男性略多于女性。足底

筋膜炎可因足跟内高压、
脂肪垫老化、跟骨骨刺、足部炎
[1]

症、
神经根卡压等因素诱发，
发病率常随年龄增加 ，
普通
人群发病率约为 11豫~15豫 。目前常用治疗方法有物理因
子治疗、
康复训练、
针灸中药薰洗、
肌肉能量技术、
矫形鞋
垫、
手术治疗等 。体外冲击波疗法（extracorporeal shock
[3-7]

地

wave therapy，
ESWT）治疗骨与肌组织疾病历史并不长，
是

站

一种新兴的介于药物和手术之间的非侵入性治疗方法，

通过改变感受器周围化学介质抑制疼痛信息的产生与
传递，
并直接抑制神经末梢细胞，
改变感受器对疼痛的接
受频率，
以缓解疼痛；
ESWT 作用于骨与肌组织后可引起

P 物质的改变，
P 物质是分布于细神经纤维内的一种神

经肽，
它与痛觉传递有关，
ESWT 可使 P 物质短时间内释
放而降低其在神经纤维内的浓度，
从而缓解疼痛。

2.2

ESWT 松解组织粘连的可能机制[14]

由于肌腱、筋

膜、韧带等软组织与其所附着骨的声阻抗不同，ESWT

的机械压力在上述组织中可产生不同的压应力和拉应

疗老年人足底筋膜炎具有无创、有效且患者易耐受等特

力。其中压应力可增加组织细胞摄氧，引起细胞弹性变

点，
笔者对其基础与相关临床应用进展综述如下。

化；拉应力可松解组织，
改善微循环。

网

无胃肠道不良反应和手术相关风险，
较为安全。ESWT 治

体外冲击波是一种脉冲声波，具有短时性（声波压

学

强峰值时间为 10ms）、高压强（50~80MPa）、宽频性、传
[8]

播能量不衰减 等特点。根据冲击波波源产生的不同，体

医

外冲击波治疗机分为压电式、电磁波式、液电式和气压
弹道式 4 种，
前 3 种治疗机均通过反射体将能量聚焦于
[9]

江

治疗部位进行治疗 。气压弹道式冲击波治疗机则不需

聚焦能量，通过探头将能量以放射状扩散的形式传导至
[10]

浙

治疗部位，
适合治疗慢性软组织损伤性疾病 。

2 ESWT 的治疗原理
2.1

ESWT 缓解疼痛的可能机制

[11-13]

ESWT 通过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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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SWT 促进局部组织愈合的可能机制[15] ESWT 可

重新启动或刺激受累韧带、
肌腱及局部病变组织的愈合

》

1 ESWT 的物理性质

《

生动作电位，
丧失激发反应疼痛信号的能力；
ESWT 还可

址

[2]

疗部位的过度刺激影响细胞膜通透性，让突触膜无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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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 体外冲击波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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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
有效且患者易耐受等特点，
并发症发生率较低且症状轻微。本文就 ESWT 治疗足底筋膜炎的基础与临床相关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过程，改善血供，促进生长因子的合成及促使干细胞诱
导生成正常的组织。
2.4

ESWT 治疗肌腱炎的作用机制

目前有多项针对

ESWT 治疗肌腱炎的基础研究。Rompe 等[16]对 ESWT 治
疗兔子跟腱的剂量和效果做了说明，
并建议在跟腱区的

ESWT 能量密度不应超过 0.28mJ/mm2，因为研究显示高
能量冲击波虽会明显促进毛细血管的形成，但也同时会

在跟腱组织中促发更多生理反应，且存在潜在的风险。
Wang 等 [17] 在 ESWT 治疗狗的跟腱试验中，指出 ESWT
可促使跟腱和骨的连接处产生新的毛细血管。ESWT 能

促进血管新生并释放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等增
殖因子，实验表明 eNOS 和 VEGF 的含量在第 1 周开始

提高并能持续 8 周，到 12 周后才下降至基准数值；PC原

NA 和新生血管的增加也开始于第 1 周，并会持续 12
窑199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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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健康指标、焦虑抑郁评分及活动水平方面并没有

3 ESWT 治疗老年人足底筋膜炎的临床应用

显著改善，即使用 ESWT 可改善患者局部疼痛症状，然

3.1

而对整体健康的益处尚存在不确定性。Sun 等[38]在 2017

年完成的一项荟萃分析中纳入 9 项研究，共涵盖 935 例

度的不同，将其分为低能量 （＜0.08mJ/mm ）、中能量
2

圆

（0.08~0.28mJ/mm ）和高能量（＞0.28~0.6mJ/mm ）。Loew
等 将低于 0.12mJ/mm 定为低能量，
0.2~0.4mJ/mm 定
[20]

2

2

为高能量。Seil 等[21]则将 0.04~0.12mJ/mm2 定为低能量，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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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底筋膜炎患者，研究结果显示聚焦冲击波可显著缓解

疼痛，但还不能得出放散状 ESWT 有效性的确定结论，
仍需要额外的试验来验证。Speed 等[39]进行的一项随机双
盲对照试验显示，
中等剂量 ESWT 对于治疗足底筋膜炎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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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pe 等 [19]根据冲击波中心点能量密

参数设置

m

周甚至更长 。

＞0.12mJ/mm 定为高能量。因此能量高低的具体界定目

无显著效果。以上疗效证据不足，
可能与患者的选择、
疗

前仍无严格定论。文献中所提及治疗足底筋膜炎，通常

程长短、
使用设备、
能量水平及评估指标等相关[23,26,37-39]。

为 0.2~0.6mJ/mm ，冲击波脉冲数 1 000~3 200 次不等，
2

3.3

其他

一些临床试验对 ESWT 治疗足底筋膜炎是

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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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冲击波的焦点定于痛点部位进行治疗，
能量设定区间

否需要使用麻醉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当使用麻醉剂时

治疗 1~3 次，间隔时间一般为 1 周[22]。

会影响 ESWT 的疗效 [23,40]，所以绝大多数患者在 ESWT

更进一步的分层研究，但其治疗人群基本都涵盖了老年

足底筋膜炎的并发症发生率较低且症状轻微，如会引起

临床效果

目前多数研究没有就患者年龄段进行

人群（＞60 岁），总体而言 ESWT 治疗老年人足底筋膜

治疗时不需使用局部麻醉。在并发症方面，
ESWT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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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局部发红、瘀斑或轻度血肿，
部分患者可诱发偏头痛等，

炎是有效、安全的。Lou 等 报道 ESWT 改善足底筋膜

这些并发症可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自行恢复[23,26,38,40]。

治疗 38 例老年跟痛症患者（年龄 60~72 岁），治疗 1、3、

4 总结及展望

究显示使用 ESWT 治疗 30 例足底筋膜炎患者（病史逸1

科治疗慢性疼痛性疾病的重要手段，
更适合治疗腱性组

使用 ESWT 治疗 320 例足底筋膜炎患者（病程 6 个月~

人足底筋膜炎进行分层研究，但从其治疗常规涵盖群

56%。Wang 等 使用 ESWT 治疗 79 例足底筋膜炎患

应用。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批准

不适等主诉，18.8%的患者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5.9%

也将得到长足发展[10]。后续临床医师也可针对 ESWT 的

[23]

炎的有效率从 34%到 88%不等。李兴轶等[24]使用 ESWT

址

6 个月后有效率分别为 62%、73%和 86%。Rompe 等[25]研

ESWT 已成为骨科、运动医学科及康复医学科等学

年），
1 000 个脉冲（0.06mJ/mm ）/次，
1 次/周，
疗程为 3 周， 织损伤的疾病。该技术操作便捷、治疗时间短、
无创且安
[26]
患者疼痛明显缓解、足踝部功能明显改善。Ogden 等
全有效。虽因现有文献设计所限，
仅有少量文献就老年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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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治疗 3 个月后 ESWT 组的有效率较对照组高出

网

[27]

者，在为期 1 年的随访中，75.3%的患者无明显足跟部

》

的患者部分症状缓解，而复发率仅为 5%。

学

有多项针对足底筋膜炎的临床研究比较了 ESWT

ESWT 用于老年人跟痛症和其他老年骨科疾患，其应用
操作方法及各项参数设置等进行多水平、多因素分析，

加大其在老年医学应用的循证级别，从而取得更广泛的

与手术治疗、物理疗法和药物注射治疗等方法的疗效差

应用者共识。

果相似，但 ESWT 可规避包括手术疼痛在内的手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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