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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治疗仪联合微波治疗仪用于无菌性炎症疼痛的观察 

涂 帆 

湖北省直属机关医院/湖北省康复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本次研究中对超声波治疗仪联合微波治疗仪治疗无菌性炎症患者疼痛的效果进行观察。方法

选取本院门诊 2020 年 4 月-2022 年 4 月收治的无菌性炎症感染患者共计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以性别为依据将患

者分为观察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11 例，年龄 44-85 岁，平均年龄（60.37±22.78）
岁；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患者 17 例、女性患者 13 例，年龄 44-83 岁，平均年龄（62.28±20.83）岁，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门诊治疗，观察组患者接受超声波治疗仪联合

微波治疗仪治疗。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由此可见观察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整体低于

对照组患者；说明观察组患者满意度远高于对照组患者。结论 超声波治疗仪联合微波治疗仪治疗无菌性炎症疼

痛具有显著效果，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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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onic therapy instrument combined with microwave treatment instrument is used for the observation of 

aseptic inflammatory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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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ultrasonic therapy and microwav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septic 
inflamm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0 aseptic inflammatory-infected patients admitted from April 2020-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with 19 male patients and 11 
female patients aged 44-85, mean age (60.37 ± 22.78), 17 male patients and 13 female patients aged 44-83, mean age 
(62.28 ± 20.83), respectively, in general data (P <0.0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outpatient treatment,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ultrasound treatment instrument combined with microwave 
treatment instrument. Results: The VA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patients; the overall pain leve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and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Ultrasonic therapy instrument and microwave therapy 
instrument for aseptic inflammation and pain treatmen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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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菌性炎症是由于内外理化因素引起的机体软组

织、骨骼感染，临床医学检验未发现患处存在微生物

侵害，由此临床上可以诊断为无菌性炎症。超声波治

疗可以运用机械、温热、理化的方式进行临床治疗，

对于治疗机体软组织疼痛、伤病康复具有高效作用。

微波治疗仪运用微波热疗的方式进行的非接触加热，

微波治疗仪在临床上具有广泛的的应用范围，包括多

种妇科疾病、多种男科疾病、炎症治疗，因此在临床

治疗中受到医护工作者的青睐。本次研究中对超声波

治疗仪联合微波治疗仪治疗无菌性炎症疼痛进行观

察，并从患者的实际疼痛状况出发与传统治疗方式进

行对比，以此为依据对实际疗效进行评价分析。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门诊 2020 年 4 月-2022 年 4 月收治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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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性炎症感染患者共计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以性别为

依据将患者分为观察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

者19例、女性患者11例，年龄44-85岁，平均年龄（60.37
±22.78）岁；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患者 17 例、女性患者

13 例，年龄 44-83 岁，平均年龄（62.28±20.83）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患者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门诊治疗，患者在医生的指

导下服用布洛芬缓释胶囊，一日两次、一次一颗。医

生需要安排患者健康饮食，饮食需要以清淡为主，禁

忌辛辣生冷，并嘱咐患者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2）观察组患者 
观察组患者接受超声波治疗仪联合微波治疗仪治

疗。使用BTL-5000超声波治疗仪，恒定输出功率4.4W、

频率 1MHZ、强度 1.0W/cm2，转动手柄时间持续 2-5s，
对患者疼痛部位进行烧灼。治疗频率 2 周/次，持续 6
周 1 疗程，并对观察组患者疼痛状况进行观察。 

观察组患者接受超声波治疗仪治疗的同时，同一

治疗周期内使用日本 EMOCIA 372 微波治疗仪对患者

进行治疗，恒定输出功率范围 50W、使用功率

1400VA/700VA，保持患者疼痛部位与辐射器间距

10cm，照射范围以患者疼痛部位中心为圆心、15cm 为

半径持续照射 15min，治疗频率 1 天/2 次，持续治疗 1
周 1 疗程。 

1.3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接受本院炎症诊断检

查，以此区分感染性炎症与无菌性炎症。采用视诊、

触诊的方式触碰患者炎症疼痛部位，初步了解压痛点

是否属于软组织，其中需要特别关注患者肌肉、关节

是否遭遇炎症侵害，若患者、关节存在被炎症侵害的

情况，则可以初步判断患者感染无菌性感染；在此基

础上对患者进一步开展病理检查，若患者疼痛部位未

发现病原菌，则可以确定患者为无菌性感染。 
（2）排除标准：患者此前接受过非本院治疗；患

者患有放射性皮肤疾病；患者未签署知情同意。 
1.4 统计分析 
本次研究中使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表示计数资料、 ）（ sx ± 表示计量资料、t 检验

组间比较，P<0.05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患者与观察组患者疼痛评分对比 
采用 VAS（视觉模拟法）对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

患者接受治疗后的无菌性炎症疼痛评分进行对比。 
在接受治疗前观察组患者 VAS 评分为（6.34±

1.17），对照组患者 VAS 评分为（6.37±1.21）。对照

组患者接受传统药物治疗后，VAS 评分为（5.17±
1.78），观察组患者接受超声波治疗联合微波治疗后，

VAS 评分为（3.13±1.08）。由此可见观察组患者的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2.2 对照组患者与观察组患者疼痛疗效对比 
本次研究采用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对观察组

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疗效进行评价，分值标准为无疼

痛 0 分、轻度疼痛 2 分、中度疼痛 4 分、重度疼痛 6
分，评价指标包括患者颈部疼痛、肩部疼痛、上肢疼

痛、感觉障碍、上肢肌力。接受常规门诊治疗的对照

组患者各项评分指数分别为 4 分、6 分、4 分、2 分、4
分，累计分值为 22 分。接受超声波治疗联合微波治疗

的观察组患者各项评分指数分别为 2 分、0 分、2 分、

0 分、0 分，累计分值 4 分。由此可见观察组患者 CG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说明观察组患者的疼痛程

度整体低于对照组患者。 
2.3 对照组患者与观察组患者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患者与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分别对两

组患者的满意度进行对比。对照组 45 例患者中，10
人满意、15 人比较满意、25 人不满意，满意度 17.24%；

观察组 45 例患者中，23 人满意、20 人比较满意、2
人不满意，满意度 95.56%。由此可见观察组患者满意

度远高于对照组患者。 
3 讨论 
无菌性炎症炎症的主要部位集中在人体关节部

位，关节发生无菌性炎症会对骨质、腔内组织造成严

重破坏，临床中常见由无菌性炎症引起的疾病包括肩

周炎、关节炎、跟腱炎、腱鞘炎等。患者发生无菌性

炎症后会存在一定时期的无知觉时期，在此期间无菌

性炎症会潜伏在患者某关节部位周围，借助血液的循

环功能流经患者整合机体[1]。在外界气候环境的影响

下，无菌性炎症会借助血液循环进入关节腔，随后开

始对关节腔侵蚀[2]。 
损伤、过敏反应、自身免疫系统均是引发无菌性

炎症的主要原因： 
（1）损伤：按照损伤的发病速度，可以进一步划

分为急性损伤与慢性损伤，其中由于急性损伤引发的

无菌性炎症较为显著，常见于跌打损伤患者，而严重

的跌打损伤会造成患者肌肉、血管、神经、淋巴组织

出现明显的软组织破裂、韧带断裂、淋巴液渗出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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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进一步导致患者受伤部位发生严重的瘀血、肿胀

现象[3]。 
慢性损伤通常由于机体过度劳累造成，由于患者

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导致机体劳损，最终造成机体软组

织出现慢性损伤。慢性损伤会造成机体局部瘀血、淋

巴液渗出或聚集，最终引发机体出现炎症反应； 
（2）过敏反应：机体对某种食物、气味、药物存

在过敏反应，进而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血浆渗出，

进而引发无菌性炎症，皮炎是临床上典型由于过敏反

应引起的无菌性炎症[4]； 
（3）免疫系统：由于免疫系统不适引发的疾病均

属于无菌性炎症，包括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

性脊柱炎等，患者临床症状表现为关节肿胀、疼痛、

牙痛、僵硬等[5]。 
无菌性炎症进入机体后，会潜伏在人体免疫系统

中并对免疫系统造成破坏，使得人体循环在无菌性炎

症的侵害下逐渐出现紊乱，当无菌性炎症彻底爆发后

就会对关节腔内组织造成大范围破坏。无菌性炎症对

关节腔内组织大肆破坏时正处于活跃期，使关节腔内

组织液逐渐流失、肉芽组织液流失、肉芽组织增生速

度加快、肉芽组织增生面积增加，严重时会演变为纤

维组织增生、粘连，引起关节韧带与软组织钙化，最

终形成骨刺、骨赘[6]。 
超声波治疗仪可以释放低能量超声波，借助热效

应、非热效应充分发挥功效。超声波治疗仪在临床治

疗中拥有更低的治疗成本、侵袭性、更高的安全性，

是一种理想的临床治疗无菌性炎症的物理手段，通过

释放低能量超声波促进机体代谢、改善患者机体细胞

缺血、缺氧状况，同时配合适当的营养供给，由此提

升机体再生能力与抵御能力[7]。 
微波治疗仪通过释放非热效应微波作用于机体组

织热效应的同时还产生一定的非热效应[8]。微波治疗仪

可以确保治疗工作在高效医学检验的条件下进行。微

波作用于机体时可以实现肌肉、脂肪的产热比达到

1:1、温升比为 1:9，由此可见微波治疗仪可以让机体的

热效应更加均匀，即便在肌肉组织中依然存在显著的

热效应作用[9]。 
本次研究中超声波治疗仪联合微波治疗仪观察无

菌性炎症患者疼痛，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门诊治疗，

通过口服西药帮助患者缓解病痛。观察组患者接受超

声波治疗联合微波治疗[10]。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的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CGI 评分高于对照组患

者、整体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由此说明超声波治

疗仪联合微波治疗仪对于临床治疗无菌性炎症效果显

著，可以提升临床治疗无菌性炎症患者的效率，值得

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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