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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踝关节扭伤的诊断及针灸推拿对其的治疗
An analysis of diagnosis and treating ankle damage by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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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踝关节扭伤的机理及其治疗方法。方法：从踝关节损伤的原因、原理、临床分期与水肿、痛风的鉴别诊

断及踝关节损伤的中医针灸推拿治疗进行分析。结果：中医针灸推拿的方法治疗踝关节扭伤具有确切的疗效及科学性。结论：应

先明确踝关节损伤的临床分期，不同分期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方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关键词】 踝关节扭伤；临床分型；针灸推拿

【Abstract】 Objective: Mechanism and treatment method of ankle damage were probed. Methods: Reason, principle and clinical stage 
of ankle damag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edema and gout, treatment of ankle damage with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were observed and 
ananlyzed. Results: Treating ankle damage with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showed exact effects, with scientificalness. Conclusion: Clinical 
stage of ankle damage should be cleared firstly;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should be applied in different stages in order to obtain bette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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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扭伤是外力作用导致踝关节内翻或外翻，使得各

韧带受到损伤甚至撕裂的一种临床常见病，多发病。若医者

诊断认识清晰，并且及时采用正确有效的治疗方法，则患者

可取得很好的愈后。为了正确认识踝关节扭伤以及实施较好

的防治措施，特作以下浅要分析。

1 踝关节的解剖结构

踝关节由胫、腓骨下端和距骨滑车构成，踝关节内侧面

中，胫骨尖通过一组肌腹短粗，外形像扇子的韧带，与距骨

相连接，此韧带称为扇形韧带；踝关节外侧面中，腓骨尖通

过两条细廋的韧带，和距骨相连接，它们分别是距腓前韧带、

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

2 踝关节扭伤的临床分期

踝关节扭伤在临床上可分为如下 3 期。

2.1 踝关节扭伤急性期

此期特点为踝关节发生损伤的时间短，局部肿胀疼痛明

显，肿胀范围大，患者走路困难，夜晚肿胀疼痛加重，严重

时甚至彻夜难眠。发生原因：患者行走于凹凸不平的路面、上

下楼梯不留神踏空、下雨路滑走路不稳等导致踝关节不慎扭

伤。该期可再分急性期内翻损伤和急性期外翻损伤 [1]。

2.1.1 疼痛部位位于腓骨前下方凹陷处

提示踝关节急性内翻导致腓距韧带损伤，如果只出现疼

痛及轻微肿胀，提示无距腓韧带撕裂及血管破裂；如果出现

疼痛及踝关节周围肿胀，或者脚面漫肿无边，导致走路困难，

提示患者距腓韧带受到严重损伤，距腓韧带撕裂及血管破裂。

2.1.2 疼痛点在腓骨后下方凹陷处

提示踝关节急性内翻导致跟腓韧带损伤，如果只出现疼

痛，无局部肿胀，无脚后跟漫肿疼痛，提示跟腓韧带严重受

损；如果疼痛明显，局部肿胀，整个脚后跟肿胀疼痛，脚面无

漫肿疼痛，走路困难，脚步僵硬，当患者脚跟触碰到硬物时

其踝关节疼痛会加重，提示患者距腓韧带受到严重损伤，距

腓韧带撕裂及血管破裂 [2]。

2.1.3 疼痛点在腓骨正下方凹陷处

提示踝关节急性内翻导致距跟韧带损伤，此种情况多数

不会很严重，只是距跟韧带出现轻微水肿或者发炎，踝关节

周围并无明显肿胀，稍微在腓骨小头正下方凹陷处用力按压

则会产生轻微疼痛，其他部位按压时则踝关节无疼痛表现。

2.1.4 踝关节急性外翻损伤

此种情况出现肿胀疼痛的部位以胫骨尖下面、踝关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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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为主，根据受力点的差异，疼痛分别出现在胫骨尖前面

或胫骨尖正下方、胫骨尖后面，临床上整个踝关节内侧面同

时出现肿胀疼痛的概率很低，除非该部位受到很强的外来暴

力作用。

2.2 踝关节扭伤慢性期

此期特点为踝关节扭伤时间已达 15d 及以上，局部肿痛

比刚扭伤时有所缓解，踝关节活动度减少，局部仍有痛感，

有轻微肿胀，肌肉变硬，走路疲劳时疼痛加重，发力时酸软

无力，天气变凉时疼痛、酸胀加重，主要原因为治疗不及时、

治疗不彻底、误治等。如腓骨前下方出现疼痛，伴轻度肿胀，

走路不利，久走疼痛加重，疲劳酸胀加重，休息酸胀减轻，

提示距腓韧带损伤。如腓骨后下方出现疼痛，伴轻度肿胀，

走路不利，久走、疲劳时疼痛、酸胀加重，休息时疼痛、酸

胀减轻，提示跟腓韧带此前受到损伤。距跟韧带由于位于跟

骨与距骨底部，位置比较隐蔽，损伤机会较少，损伤程度较

轻，一般不出现陈旧性损伤 [3]。

2.3 踝关节扭伤慢性期急性发作

此期的特点是踝关节扭伤时间在 15d 及以上，平时无不

适症状，天气变化、持久走路、过度疲劳等原因导致患者踝

关节突然产生肿胀疼痛，伴轻微发热，关节僵硬，患者休息

后症状减轻，夜晚症状加重。主要原因为治疗不及时、治疗

不彻底、误治等。如果腓骨前下方出现肿胀疼痛，肿痛明显，

肿胀范围较小，提示距腓韧带陈旧性损伤急性发作；如腓骨后

下方现肿胀疼痛，肿痛明显，肿胀范围较小，提示跟距韧带

陈旧性损伤急性发作。

3 踝关节扭伤的鉴别诊断

3.1 痛风与踝关节扭伤鉴别

共同点：脚掌肿胀疼痛，脚面漫肿，向上超过踝关节，关

节僵硬，走路不利，或者走路困难。

不同点：①踝关节扭伤，急性期脚面出现肿痛，周围有青

色瘀血，有走路或运动扭伤史，踝关节周围疼痛为甚，走路

时踝关节僵硬，活动受限。②痛风，发作前一天有久走、久

站史，有虾蟹、黄豆及其相关食品、动物内脏等进食史，患

者晨起脚部肿痛厉害，无法接触地面，脚部漫肿无边界，肿

胀范围向上超过踝关节，肿胀部位表面光滑，有热感，手指

轻压皮肤疼痛加剧。

3.2 水肿与踝关节扭伤鉴别

共同点：肿胀以脚面或者踝关节周围为主，无发热症

状，走路不利，脚容易疲劳，踝关节活动范围减少，关节

有僵硬感。

不同点：①水肿：脚部肿胀伴有眼睑水肿，气喘，久走更

甚，脚部水肿以脚面或者踝关节周围为主，痛感不明显，手

指轻压患部无痛感，有凹陷产生，凹陷消失快慢不等，无扭

伤或撞伤史，患部无瘀斑。②踝关节扭伤：肿胀以踝关节周围

为主，急性期脚面肿胀疼痛，有扭伤病史，患部有瘀斑。

4 踝关节扭伤的治疗方法

踝关节的治疗方法很多，中医治疗有针灸、推拿、火罐、

艾灸、中药外敷、中药外洗、中药内服、中药熏蒸等方式；西

医物理治疗有中频、低周波、远红外线、超短波、超激光波、

止痛药、消炎药等方式；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就是利用中医的

治疗方法，结合西医物理治疗方法。现在总结一下笔者对踝

关节的治疗方法，总的原则为先推拿治疗后针灸治疗 [4]。

4.1 急性期

慎用或不用推拿方法，可以先针灸治疗，24h 后再用推拿

手法对踝关节进行治疗，常使用弹拨法、揉法、扳法，手法

宜轻，疼痛肿胀厉害者可以用万花油对受伤部位贴敷，不建

议使用热疗，如需热疗，应在 24h 后进行，同时可结合西医

理疗方式如低周波等对踝关节进行消肿止痛处理。

4.2 慢性踝关节扭伤、慢性踝关节扭伤急性发作

结合推拿和针灸进行治疗，常使用弹拨法、揉法、㨰法、

扳法及牵引，手法力度宜重。注意先推拿治疗后针灸治疗，

否则易影响疗效，也易造成针口处发炎及患者不适，再使用

低周波、中频等进一步治疗。针灸治疗内踝损伤可取中封、

照海、太溪、大钟等穴位；外踝损伤可取丘墟、申脉、昆仑、

跗阳等穴位；愈后多休息，避免脚疲劳，注意脚部保暖，禁止

激烈体育运动，避免再次损伤踝关节；由于踝关节愈后不久，

关节稳定性差，周围韧带酸胀乏力，容易再次损伤，因此踝

关节损伤治愈一个月后方可正常活动 [5]。

总之，踝关节扭伤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属于临

床常见病、多发病，无论男女老幼，都可发病。需要及时、

彻底地治疗。临床上运用中医针灸推拿的方法对其进行治疗，

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满意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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