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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障碍患者胃管拔管时机的探究 ------------------------------- 朱红梅,肖玉华,宋新建等 70 

PO-119 电子鼻咽喉镜 在急性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 张欣然,邹飒枫 71 

PO-120 功能性磁刺激对急性-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 

 下肢运动功能和步行能力的影响 ------------------------------------- 陈晓伟,王芮,徐国兴等 71 

PO-121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活动平板对痉挛型 

 偏瘫患儿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刘跃琴 72 

PO-122 数字 OT 评估与治疗系统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 

 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赵永秀 72 

 

书面交流 
 

PU-001 BTX-A 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最佳疗效时间临床观察 ---------------------------------吴海鸥 74 

PU-002 水疗法在儿童血友病患者膝关节功能 

 障碍康复训练中的应用 ---------------------------------------------- 张宏伟,阮雯聪,尹宏伟等 74 

PU-003 HJHS 评价儿童血友病骨关节病的早期应用价值 ----------------- 金慧英,李海峰,王慧等 74 

PU-004 系列石膏疗法在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中的疗效观察 ----------------------- 王秋,蔡晓唐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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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 运动疗法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与 A 型肉毒毒素 

 治疗痉挛型脑瘫疗效观察 -------------------------------------------------------- 高永强,郎永斌 75 

PU-006 髌骨复发性脱位内侧紧缩外侧松解术围手术期 

 康复对于患者远期关节活动度及本体感觉恢复的疗效研究-------------------------王希燕 76 

PU-007 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干预对脑瘫患儿康复效果的影响 ------- 肖玉华,胡永林,朱红梅等 76 

PU-008 儿童——青年——家庭支持服务模型在自闭症患者中的应用----------------------彭婧越 77 

PU-009 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对脑瘫患儿社交能力的影响分析 -------------王学敏 78 

PU-010 云南地区 0-3 岁彝族婴幼儿智力发育状况与与汉族的比较 ----------------------------程昱 78 

PU-011 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汉语普通话声调范畴性知觉研究 -------------------- 易爱文,陈卓铭 78 

PU-012 浅析行为干预对孤独症儿童社交能力的影响 ---------------------------------------------孙杭 79 

PU-013 浅谈自闭症儿童问题行为的矫正方法 ---------------------------------------------------雷梦莹 79 

PU-014 肌内效贴结合功能锻炼对脑瘫患儿头控不稳的影响 ---------------------------------王晓锋 79 

PU-015 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足弓发育及步态的影响 ------------------------------------刘翠娟 80 

PU-016 引导式教育对发育迟缓儿童认知的训练与效果应用 ---------------------------------李玉娟 80 

PU-017 痉挛型脑瘫睡眠姿势管理结合综合康复训练疗效观察 ---------- 王晓晴,尚存霞,宁文文 81 

PU-018 脑瘫患儿口部运动相关表面肌电征的研究 ------------------------- 张靖,黄任秀,谢朝德等 81 

PU-019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在儿童语言障碍的临床观察 ----------------------------- 张瑜,杨花芳 82 

PU-020 经颅磁刺激结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 

 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临床效果分析 ------------------------------------------徐美君 82 

PU-021 早期家庭姿势管理对脑瘫患儿康复疗效的观察 ------------------------------------------李迪 83 

PU-022 高危儿早期临床干预的效果观察 ------------------------------------------------------------孙缘 83 

PU-023 论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行为规则的建立 ------------------------------------------------崔淑玲 83 

PU-024 不同示范视角和示范媒介对自闭症儿童 

 序列动作模仿能力的影响研究 ------------------------------------- 莫思霞,刘巧云,张国栋等 84 

PU-025 肌电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在高危儿早期干预中的应用 -------------------- 徐世琴,杨苗苗 85 

PU-026 矫形头盔对婴儿斜头畸形重塑的临床疗效研究矫形头盔 ------- 郑韵,徐开寿,谈晓轶等 85 

PU-027 702 例脑瘫患儿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 

 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分析 ---------------------------------------------- 李金玲,徐开寿,何璐等 86 

PU-028 定制本体感受刺激鞋垫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 ------------------------------------------黄丽 86 

PU-029 贴扎技术对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预后的疗效探究 ------------------------------------张玮涛 87 

PU-030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肩袖损伤患者肩关节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张进,姜斌 87 

PU-031 新型双层动态踝足矫形器矫治先天性 

 马蹄内翻足患儿异常步态的疗效观察 ------------------------------- 解益,董安琴,邓小倩等 88 

PU-032 儿童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营养支持治疗 ---------------------------- 刘芸,黄浩宇,邹卓 88 

PU-033 脑瘫患儿家属心理需求对患儿治疗影响的研究 ------------------------------------------郭芳 89 

PU-034 医教结合语言干预对 142 例 1～3 岁 

 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语言发育能力的影响观察.doc ----------------- 陈瑞格,耿香菊,黄佩等 89 

PU-035 1 例颈髓损伤后病人肺康复训练联合 

 体外膈肌起搏器后的呼吸功能疗效观察 ------------------------------------- 卢杉,蒋玮,周燕 89 

PU-036 感觉统合训练配合常规康复训练治疗脑神经损伤患儿效果观察-------------------张阿莉 90 

PU-037 合理情绪疗法在脑瘫患儿照顾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王艳艳 90 

PU-038 孤独症治疗研究进展 ---------------------------------------------------------------------------代蕊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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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 神经肌肉疗法在小儿脑瘫中的运用 ---------------------------------------------------------普婧 91 

PU-040 悬吊训练对脑瘫患儿肌张力的影响 ---------------------------------- 陈业德,刘玉洲,马强等 92 

PU-041 基于“外科－康复一体化”的儿童重度颅脑损伤康复 

  -附一病例报道 ---------------------------------------------------------- 孙成成,顾春雅,许东升 92 

PU-042 悬吊训练在儿童脑瘫核心力量训练中的疗效探讨 ---------------------------------------程婷 93 

PU-043 可调试固定支具治疗骨折术后腕关节活动受限的疗效观察-------------------------尹淑敏 93 

PU-044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下腰痛疗效观察 ------------------------------------------------------赵国钦 94 

PU-045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下肢不同体位康复训练对患肢的影响----------------------朱东东 95 

PU-046 焦点解决短程治疗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焦虑抑 ------------------------------------李瑾 95 

PU-047 玻璃酸钠关节腔内注射治疗脑卒中后肩痛的疗效观察 ------------------------------雍志军 96 

PU-048 低频电刺激联合传统推拿技术对下肢内收肌张力增高患者改善的疗效分析 -------宋旭 96 

PU-049 功能稳定性训练对髌股疼痛综合征患者下肢生物力线影响------------------ 席蕊,周敬滨 96 

PU-050 体外发散式冲击波联合平衡训练对 

 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功能的改善程度研究 ------------------------------- 黄杰,夏楠,谢凌锋 97 

PU-051  "Thera-Band" 踢腿训练时慢性踝关节 

 不稳患者的压力中心特征研究 ------------------------------------------- 鲁君兰,范帅,蔡斌等 97 

PU-052 康复实习生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与预防 ---------------------------- 席艳玲,慕雅婷,王宝兰 98 

PU-053 体外冲击波穴位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观察 ---------------------------------------吴天宇 99 

PU-054 在不同治疗体位下放散状体外冲击波治疗肱骨内上髁炎的疗效对比分析 -------吴天宇 99 

PU-055 康复治疗在改善 RA 患者关节功能障碍和免疫功能方面的研究 --------------- 王慧,孔莉 100 

PU-056 悬吊训练对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的治疗效果研究 -------------------------- 刘云芳,姜贵云 101 

PU-057 智能脉冲枪联合坐位牵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效果观察----肖乐, 刘超,谢冰等 101 

PU-058 富血小板血浆联合肌力训练治疗前臂骨骼肌肉缺损的案例报道----- 余曦,刘岩,何红晨 102 

PU-059 肌肉能量技术配合关节松动术在肘关节骨折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王农,孙银娣 102 

PU-060 针对多裂肌的超声联合表面肌电监测 

 核心稳定性训练效果研究 ------------------------------------------- 郑耀超,林彩娜,柯松坚等 103 

PU-061 2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Cobb 角 20°~30°） 

 保守治疗分别穿戴矫形鞋与色努矫形器的矫正效果对比 ----------------- 韩星云,白定群 103 

PU-062 中医“经筋理论”在放散状冲击波 

 治疗骨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中的应用 -------------------------------------------- 阴涛,郑遵成 104 

PU-063 嗅鞘细胞移植结合针灸疗法改善脊髓损伤 

 后感觉障碍并抑制 P2X4 受体介导的神经性疼痛-------------------------------------杜晓静 104 

PU-064 Alter-G 反重力步行训练对全膝关节 

 置换术（TKR）早期步行功能的疗效观察 ---------------------------------------------卢中奇 105 

PU-065 核心稳定性训练疗法在临床防治腰痛中的价值 ---------------- 龚剑秋,张芳,司马振奋等 105 

PU-066 程序化麻醉下手法松解术治疗膝关节粘连 20 例临床报告 --------- 蔡斌,王留根,姜鑫等 106 

PU-067 踝部骨折康复介入时间与疗效前瞻性队列研究 ------------------- 姜德波,徐雪鹏,刘鹏等 106 

PU-068 导航下 rTMS 对慢性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影响 ---------------------- 孙玮,赵晨光,袁华等 107 

PU-069 “Ecstrophy-Dorsiflexion”交替顺序诱发方案 

 干预卒中患者早期踝足运动对其步行质量的影响研究 ---------- 张韬,白定群,林海丹等 107 

PU-070 水中运动疗法对腓总神经损伤患者功能恢复的效果研究 ---------- 王菲,王轶钊,赵骅等 108 

PU-071 全膝关节置换康复一体化疗效分析 ------------------------------------------------------毛世刚 108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9 

PU-072 腹横肌训练对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症状与功能的影响 ---------------- 刘翔,张洲,王楚怀 109 

PU-073 针刺肌筋膜触发点在颈肩部疼痛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孙银娣,曾雪琴,  潘小妮 109 

PU-074 牵引配合等长收缩训练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 史达,孙银娣, 李良等 110 

PU-075 基于人因学理念的神经康复模式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康复结局影响 ------ 姜晓东,田洋 110 

PU-076 姿势矫正疗法治疗先天性肌性斜颈疗效观察 ------------------------- 单玲,李洪华,王冰等 111 

PU-077 体外冲击波疗法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 闫金玉,李剑锋,张旭 111 

PU-078 脑卒中后下肢 Brunnstrom 分期Ⅳ期和Ⅴ期患者 

  坐-站-坐过程足底压力特征分析 ----------------------------------------- 李扬政,白伶慧,孟哲 112 

PU-079 骨科康复新进展 ------------------------------------------------------------- 邱纪方,高宏,姚新苗 112 

PU-080 脉冲磁疗联合磷酸钙骨水泥促进骨折愈合的实验研究 -------------------- 范真真,邵迴龙 113 

PU-081 早期康复训练对格林巴利氏综合征患者预后的影响 ------------------------------------王星 113 

PU-082 电针对兔膝骨关节炎软骨中β-catenin 表达影响 -------------------------------------艾海波 114 

PU-083 利用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法研究 

 骑马机治疗对偏瘫患者姿势控制复杂度的影响 -------------------------------- 翟晓雪,张皓 114 

PU-084 经颅磁刺激联合音乐疗法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疗效观察 ---------- 王晓娜,顾莹,苗莉莉 115 

PU-085 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DNS)对颈型颈椎病患者的疗效观察 ----------------------简思莉 115 

PU-086 综合康复治疗对持续植物状态患者促醒作用的临床观察 ---------------------------孟迎春 116 

PU-087 miR-124 靶向 CREB 介导 BDNF 释放 

 促进运动训练对脑梗死大鼠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增殖 ------------- 刘巍,吴文,林广勇等 116 

PU-088 康复治疗对腰椎间盘突出术后预防神经根粘连的效果 ------------------------------张翠翠 117 

PU-089 基于影像学定位的 209 例脑卒中患者康复视角分析 ----------------------- 何西谦,徐存理 117 

PU-090 基于神经行为学的针刺参数筛选的正交优化研究 ---------------------------------------韩科 118 

PU-091 小鼠脊髓损伤后 miR-126 对内源性 

 神经干细胞生长增殖、分化的影响 ---------------------------------- 王雅丽,王春芳,李宵等 118 

PU-092 θ爆发节律磁刺激对皮质兴奋性和脑电节律的影响和时效性研究 ------------ 曹悦,吴毅 119 

PU-093 纯化富血小板血浆对兔膝骨关节炎 

 软骨细胞 BMP-2、Sox9 的影响----------------------------------- 赵露婷,方其林,王剑雄等 119 

PU-094 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卒中后执行功能障碍的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张春华 120 

PU-095 丹参酮抑制脑梗死大鼠模型中的神经元细胞凋亡和炎症反应的实验研究 ----------周亮 120 

PU-096 放散式冲击波配合肌内效贴治疗脑卒中偏瘫肩痛的临床研究-------------------------李响 121 

PU-097 基于 Aβ代谢及 Tau 蛋白磷酸化 

 研究电针百会穴改善 APP/PS1 转基因 

 AD 小鼠学习记忆能力机制 ----------------------------------------- 陈吉祥,吴羽楠,林如辉等 121 

PU-098 低频电刺激对脑外伤后昏迷患者促醒作用的临床及机制研究----------------------陈琳琳 122 

PU-099 嗅鞘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及膀胱纤维化的影响-------------------------王晓玉 123 

PU-100 NSCs 联合 OECs 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后细胞凋亡的影响 ---------------------------王楠 123 

PU-101 强制性运动训练对脑缺血大鼠患肢中枢支配影响的研究 ---------- 刘培乐,张备,李策等 124 

PU-102 基于表面肌电特征探讨八段锦对颈肩肌肉的影响 ------------------- 李海红,张冠中,刘刚 125 

PU-103 自制斜面针刀治疗扳机指临床疗效观察 ---------------------------------------------------潘进 125 

PU-104 关节腔内注射富血小板血浆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研究-------- 余曦,刘岩,何红晨 126 

PU-105  NF-KB 诱导 NOS 在神经病理痛中的作用机制 ------------------------------------------王超 126 

PU-106 Ghrelin 对兔激素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中 BMP-2 的影响 ---- 黄来刚,崔宝娟,曾凡硕等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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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 ACL 重建术后膝关节僵硬的胫股关节 3 维运动学分析研究 ---------- 范帅,蔡斌,姜鑫等 127 

PU-108 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中风病危险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 赵磊,包华 128 

PU-109 脑损伤后顽固阵发性强直性痉挛发作之 PSH 分析报告 ------------ 乐琳,郭钢花,李哲等 128 

PU-110 活性维生素 D3 对糖尿病大鼠股骨力学结构的影响 ------------------------------ 郑娅,张静 129 

PU-111 超早期和早期运动训练对脑梗死 

 大鼠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及机制 ---------------------------------- 张青杰,胡昔权,张丽颖等 129 

PU-112 脑卒中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康复治疗的临床回顾性研究 ------- 孙光华,龙黎萍,欧阳滢等 130 

PU-113 扁平足穿戴矫形足弓垫前和使用中的足底压力分析 ----------------------- 韩星云,白定群 130 

PU-114 天然虾青素对大鼠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及相关机制研究 ----------------潘雷 131 

PU-115 失眠障碍患者情绪注意的神经机制初探 ----------------------------------------- 徐舒,宋鲁平 131 

PU-116 热敏灸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 

 疗效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更新 ----------------------------------------- 张阳,宋小鸽,唐巍 132 

PU-117 触觉对颅脑损伤躁动患者情绪的干预效果分析 ---------------------------------------王立业 133 

PU-118 力反馈训练系统结合作业治疗对脑卒中后上肢功能障碍的疗效研究 -------------郭能峰 133 

PU-119 关节松动术联合超声波药物透入治疗颞 

 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 王愉乐,牛陵川,郑兵等 133 

PU-120 针刺不同认知状态受试者太溪穴的脑激活研究 ---------------- 陈尚杰,谭婷婷,贾新燕等 134 

PU-121 综合康复方案治疗退变型膝关节半月板损伤的临床疗效 ------------- 刘辉,刘波,张鑫等 135 

PU-122 3-MA 通过抑制自噬反应对大鼠脊髓损伤 

 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作用研究 ----------------------------------------------------- 曾凡硕,孙强三 135 

PU-123 儿童医院康复科(危)重症手足口病恢复期 

 并植物状态患儿医院感染特点及防范研究. ------------------------ 吴值荣,马彩云,尚清等 136 

PU-124 局部肉毒素注射管理意识障碍患者痉挛状态的临床研究 ------------- 吴军发,李放,吴毅 136 

PU-125 经颅磁刺激技术治疗睡眠障碍的临床观察 ---------------------------------------------唐绍灿 137 

PU-126 生物电阻抗测试频率对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定量评估的影响----- 徐泉,刘玉洁,潘钰等 137 

PU-127 智能电刺激运动系统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分析----- 李艳菊,张雪滢,葛优 137 

PU-128 脉冲电磁场对去势大鼠骨组织整合素 

 αv、β3mRNA 表达的影响 ------------------------------------------ 何剑全,陈健,林小梅等 138 

PU-129 脉冲电磁场对成骨-破骨细胞共育体系中 

 RANK 和 NFATc1 基因表达的影响 ------------------------------------- 陈健,黄慧,何剑全等 139 

PU-130 边缘前皮质α1 肾上腺素受体调节帕金森 

 病模型大鼠的焦虑样行为 ------------------------------------------- 吴仲恒,惠艳娉,李立博等 139 

PU-131 星状神经节阻滞与淋巴回流技术治疗肩手综合征的疗效对比观察 ----------------匡乃峰 140 

PU-13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联合生物 

 电刺激治疗能够促进骨再生的基础研究 ---------------------------------- 李娜,吴琼,何娟等 140 

PU-133 远程智慧康复系统对脑卒中患者安全性、满意度及有效性研究----------------------屈云 140 

PU-134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预后评估的 Meta 分析 --------------- 熊婧,冯珍 141 

PU-135 核心稳定训练对慢性下腰痛患者步态参数影响的研究 -------------------- 张巧荣,王丛笑 142 

PU-136 基于“SOAP”整体评估对于脑卒中患者康复疗效的观察 -------------------------朱保亮 142 

PU-137 基于肌张力检测仪探讨不同程度 

 的肌肉负荷对前臂肌肉特性的影响 ------------------------------------- 张顺喜,兰月,张瑾等 143 

PU-138 我国康复治疗师对中风患者早期康复的认识 ------------------------------------------王家玺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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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 脑卒中患者早期运动功能康复护理 ------------------------------------------------------马秋平 144 

PU-140 两种躯干控制评定方法对脑卒中患者 

 躯干控制影响及其相关性分析 ------------------------------------------- 韩亮,陈颖,李惠琳等 144 

PU-141 中文版成人血友病活动能力评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汪衍雪 145 

PU-142 脑电图检查联合昏迷恢复评分量表在 

 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的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 刘克洪,胡晓华,孙建伟 145 

PU-143 表面肌电在颈椎病患者肌肉评估中的应用 ---------------------------------------------田新原 146 

PU-144 孕期凯格尔训练对产后盆底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许歌岑 146 

PU-145 Content comparison of functional outcome  

 measures used in osteoarthritis based upon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王朴 147 

PU-146 等速运动系统不同测试模式对膝关节 

 本体感觉功能测试的信度研究 ------------------------------------------- 付孝翠,顾浩,孙丹等 147 

PU-147 吞咽造影检查联合内镜吞咽检查在脑卒中 

 后吞咽功能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 代欣,魏冰,席家宁 148 

PU-148 握力测定在脑卒中患者手功能评定的应用研究 ---------------------- 张潇,谢青,牛传欣等 148 

PU-149 髋关节向心性屈伸运动等速测试的重测信度 -------------------------------- 沈顺姬,郭俊峰 149 

PU-150 综合性康复模式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临床效果观察 ------------------------------------李军涛 149 

PU-151 急性期脑梗死偏瘫患者减重步行训练对平衡功能的影响 ---------------------------李军涛 150 

PU-152 脑卒中患者减重步行训练对下肢运动能力恢复的影响 ------------------------------李军涛 150 

PU-153 肌电图在周围性面瘫患者评估中的作用 ---------------------------------------------------王琰 150 

PU-154 感觉阈值测定在神经根型脊椎病中的应用 ------------------------------------------------王琰 151 

PU-155 神经电生理技术在脑卒中患者客观评定中的临床研究 -------------------- 郝道剑,刘绵绵 151 

PU-156 发育迟缓儿童的骨强度特征研究 ------------------------------------------- 陈梅佳,周璇,杜青 152 

PU-157 非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运动耐力研究 -------------------------------------- 梁菊萍,杜青 152 

PU-158 神经肌电图结合高频超声对早期腕管综合症诊断价值的分析-------------------------傅静 153 

PU-159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fNIRS)观察导航 

 引导下 rTMS 刺激大脑 PMA 区对 

 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孙玮,段强,赵晨光等 153 

PU-160 腰部皮肤感觉对腰椎本体感觉及动态稳定性的影响 ------------- 王丛笑,梁晨,郄淑燕等 154 

PU-161 影响颞颌关节紊乱患者的工作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因素调查-------- 陈越,周贤丽,张鑫等 155 

PU-162 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的效度分析 ---------------------------------------官昌伦 155 

PU-163 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的初步研究------------ 吴胜开,官昌伦 156 

PU-164 认知运动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马双 156 

PU-165 4-12 岁脑瘫儿童粗大运动、手操作、交流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 孙殿荣,候梅,张雷红 157 

PU-166 中医疗法结合现代核心肌力训练治疗慢性下腰痛的效果观察--------------- 吴平,孙银娣 157 

PU-167 卒中后早期偏瘫肩痛与超声成像相关性研究 -------------------------------- 潘化平,周修五 158 

PU-168 重症疾患康复治疗现状与研究进展 ------------------------------------------------------潘化平 158 

PU-169 6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清晰度的相关性分析 ---------------------------- 阳伟红,谭亚琼 159 

PU-170 运动单位指数在女性产后肛门外括约肌中的研究 ------------------- 胡芳,杨硕,周艳华等 159 

PU-171 成年血友病患者关节健康评估与患者功能独立性评估的相关性研究 ------ 郑兵,吴雪莲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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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 H 反射在脑卒中后痉挛评定中的应用 ------------------------------- 傅静,张巧俊﹡,张慧等 160 

PU-173 Griffiths 发育评估量表在脑损伤 

 高危儿语言发育评估中的应用 ------------------------------------------- 毛正欢,杜瑜,王慧等 161 

PU-174 经颅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在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评估中的应用----------------------席悦 161 

PU-175 简易体能状况量表（SPPB）对 CABG 术后住院时长延长的预测价值 --- 韩佩佩,郭琪 161 

PU-176 早期集束化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效果评价 ------------ 王蕊,王刚 162 

PU-177 配合康复锻炼在骨关节病患者中护理干预的应用 ---------------------------------------王娟 162 

PU-178 网格化管理对脑卒中患者肠道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李琳 163 

PU-179 早期综合护理干预对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智能发育的影响----------------------------鲁欣 163 

PU-180 艾利克稀释液膀胱灌注法在降低 

 清洁间歇导尿患者尿路感染中的临床研究 -------------------------------------- 吴典点,杨杰 164 

PU-181 微信随访在社区护理中的应用 ----------------------------------------------------- 马丽,吴国艳 164 

PU-182 自我护理对脊髓损伤患者院外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王婷 165 

PU-183 直肠管理对脑卒中患者的预见性护理应用 ---------------------------------------------李传玉 165 

PU-184 同伴教育法在脊髓损伤患者自行间歇导尿中的应用 ----------------------------- 姜李,高岩 166 

PU-185 康复护理专业小组护士的培训需求调查 ------------------------------------------------张会仙 166 

PU-186 基于护理时数的绩效考核方案在康复养老病区的应用实践--------------- 吴新春,杨梦茹 167 

PU-187 康复心理护理与常规护理在脑卒中后抑郁恢复的效果观察-------------------------王茉莉 167 

PU-188 任务导向康复护理结合功能性磁 

 刺激对脑卒中后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陈俊彦 167 

PU-189 组内音乐疗法护理对神经系统发育 

 障碍患儿言语反应康复的影响研究 ---------------------------------------------------------李昕 168 

PU-190 神经源膀胱患者清洁间歇导尿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杨峰,雷倩,李艳等 168 

PU-191 医护治一体化查房对脊髓损伤膀胱功能恢复的影响 ----------------------------- 肖玲,刘玲 169 

PU-192 早期康复护理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意识障碍患儿肢体功能恢复的影响 -------------娄欣霞 169 

PU-193 早期精神分析疗法对脊髓损伤伴截瘫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童敏 170 

PU-194 中老年人心脏外科术后早期较差 

 的握力恢复导致术后 30 天并发症的发生 ----------------------------------------------傅丽媛 170 

PU-195 膝骨关节炎患者的综合康复护理 ------------------------------------------------------------李青 171 

PU-196 改良式医护技交班和查房模式在康复病区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张秀英,刘琳 171 

PU-197 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康复护理 ------------------------------------------------------------张丽萍 172 

PU-198 德湿威在慢性伤口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探究 -------------------------------------- 石含英,余翔 172 

PU-199 多模式镇痛联合辨证施护对 

 全髋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的疗效观察 ------------------------------- 董璐,  相洁,  孙银娣 173 

PU-200 无痛康复护理理念在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探讨 ------------------------------------------ 相洁, 曾雪琴,  潘小妮  等 173 

PU-201 医护合作模式应用 ADL 量表确定分级护理级别的可行性研究 ---------------- 李夏,胡靖 174 

PU-202 离退休知识分子老年护理需求现状及影响因子分析 ----------------------- 王小娟,顾园园 174 

PU-203 基于 5+3 模式下全科医师轮转康复 

 医学科的教学模式的构建 ------------------------------------------- 曲福玲,张雪晶,刘泰源等 175 

PU-204 强化师资培训，推升康复住培 -------------------------------------------------- 杜晓霞,宋鲁平 175 

PU-205 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康复治疗学专业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郑栋华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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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 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实习生学习态度调查和影响因素研究 ---------- 胡瑞萍,刘倩,王磊等 176 

PU-207 康复治疗学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初探 ---------------------------- 潘翠环,刘远文,付桢等 177 

PU-208 提高康复治疗专业实习质量的措施探讨 ------------------------------------------------黄小蓓 177 

PU-209 核心稳定训练联合健康教育对腰椎管狭窄 

 症患者脉冲射频后的疗效的影响 ---------------------------------------- 丁欣利,张丽,范晓华 178 

PU-210 “三明治”教学法在脑卒中的康复治疗教学的应用研究 ---------------------------谢凌锋 178 

PU-211 基于 ICF 理论的康复教学模式探讨 ------------------------------------- 刘苏玮,项洁,高修明 179 

PU-212 高功能孤独症语言功能评估与康复个案报道 ---------------------- 徐宁,易爱文,黄双苗等 179 

PU-213 临床多站式考核在运动治疗实践教学考核中的应用 ---------------------------------范茂华 180 

PU-214 滞动针联合硫酸氨基葡萄糖治疗 

 老年退行性膝关节炎疗效观察 ---------------------------------------- 王盛春,姜一鸣,来丹丹 180 

PU-215 针对脑卒中老年患者夜尿次数 及夜尿量多的应对处理 --------------------------------付伟 181 

PU-216 正常糖耐量患者负荷后１ｈ血糖与老年新发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赵倩萍 181 

PU-217 基于远程教育的老年骨质疏松精准化管理 ----------------------------------- 刘思佳,何成奇 182 

PU-218 体质、体适能状态对市辖区在职人员糖尿病、 

 动脉硬化及骨质疏松风险的预警价值研究 ------------------------- 赵明明,陈昱,胡才友等 183 

PU-219 低频脉冲膀胱治疗仪配合针刺治疗老年尿潴留的临床观察----- 聂怀利,吴殿靖,周长磊 183 

PU-220 中老年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躯体功能与体力活动、 

 自我效能的关相关性研究 ------------------------------------------------- 孙垚,张晓翠,高蕾等 184 

PU-221 不同运动方式对 1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 

 血脂及胰岛β细胞功能的影响 ---------------------------------------- 向晓昕,张长杰,兰纯娜 184 

PU-222 家属参与式综合康复对老年住院患者的影响研究 ---------------------------------------李清 185 

PU-223 长时程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神经 

 调控对慢性意识障碍促醒的研究 ---------------------------------------- 郭永坤,白洋,张辉等 185 

PU-224 强化基本动作训练对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疗效 ---------------- 尹昱,范莎莎,贾子善等 186 

PU-225 我在基层医院对老年性膝关节炎治疗中的个人体会 ------------- 傅强,苏传明,李国华等 186 

PU-226 超高龄患者髋关节置换术后超早期康复的疗效观察 ------------------------------------昝明 187 

PU-227 长期书法练习对老年人上肢本体感觉及手眼协调能力的影响----- 陈楠,胡婧 ,陈晨 等 187 

PU-228 视觉反馈排尿训练治疗老年人膀胱过度活动疗效及安全性观察----------------------齐冰 188 

PU-229 心境障碍对老年人功能障碍康复的影响 ------------------------------------------------任晓青 188 

PU-230 导引对帕金森病平衡功能障碍康复的影响 ---------------------------------------------邢若星 189 

PU-231 脊髓损伤平面单丝触觉与 ASIA 轻触觉的相关性分析 ------------------------ 张缨,周红俊 189 

PU-232 两种呼吸肌评定方法对脑卒中早期患者 

 呼吸肌肌力影响及相关性研究 ------------------------------------------- 韩亮,陈颖,李慧琳等 190 

PU-233 观察单侧肘关节挛缩对于竖脊肌屈曲－放松现象的影响 -------------------- 李永忠,郝颜 190 

PU-234 DTI联合 MEP 预测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恢复 --------------- 李颖,张巧俊﹡,杨雅馨等 191 

PU-235 妇科肿瘤相关下肢淋巴水肿心肺功能评估的临床研究 ------------- 徐泉,潘钰,杨晓辉等 191 

PU-236 脑外伤昏迷患者的康复评定 ------------------------------------------------------------------何竟 192 

PU-237 不完全脊髓损伤后早期膝关节肌群肌力和步速、 

 脊髓损伤步行指数的关系 ------------------------------------------------- 陈彦,吴霜,王志涛等 192 

PU-238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应用于 

 帕金森氏病的初步研究 ---------------------------------------------- 秦雅鑫,江钟立,周路涵等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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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9 酪氨酸羟化酶缺乏所致多巴反应性肌 

 张力障碍两例并相关文献复习 -------------------------------------------------- 董涵宇,贾飞勇 193 

PU-240 健康成人在直立床中支撑方式的对比研究 ------------------------------- 吴雪莲,孟强,李豪 194 

PU-241 活化蛋白 C 通过降低炎症因子表达 

 减轻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后血脑屏障的损伤 ----------------------------------- 饶高峰,王金桥 194 

PU-242 云南省 0～3 岁儿童发育迟缓的调查研究 -------------------------------------------------刘芸 195 

PU-243 AQP1-TRPV4 对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压迫所致痛敏的调控 --------------------------魏慧 195 

PU-244 丰富环境对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幼鼠学习记忆 

 及海马区自噬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 苑爱云,刘秋燕,李小平等 196 

PU-245 电针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大鼠脑血流灌注影响与神经功能障碍的关联研究 ----------何娟 196 

PU-246 温针灸对兔膝骨性关节炎软骨细胞及 Lubricin 的影响 ---------------------- 吴福春,陈捷 197 

PU-247 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和因素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的相关性--------------- 沈振海,陆昀 197 

PU-248 理想心血管健康与腰围、腰高比的相关性研究 -------------------------------- 沈振海,陆昀 198 

PU-249 中等有氧运动时间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的相关性 -------------------------- 沈振海,陆昀 198 

PU-250 原发性高血压合并脂肪肝患者肝 

 前脂肪层厚度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的相关性研究 ---------------------------- 孙金孝,陆昀 199 

PU-251 丰富环境对重复轻度脑损伤小鼠神经 

 功能恢复的影响研究 ------------------------------------------刘夕霞,陈启波,Jianhua Qiu 等 199 

PU-252 游泳运动联合大豆多肽 Lunasin 对大鼠骨关节炎的治疗研究--------------- 陶景景,王梅 200 

PU-253 大学生本体感觉训练对动态平衡能力影响的研究 ---------------------------------------王梅 200 

PU-254 运动预处理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 

 血脑屏障通透性 和 Cx43、Pannexin1 蛋白表达的影响 ------- 朱路文,梁碧莹,李宏玉 201 

PU-255 运动预处理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后 

 心肌梗死面积及 Beclin 1、LC3-II蛋白表达的影响 -------------- 李宏玉,张继瑶,朱路文 202 

PU-256  超早期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及 ADL 作用 -------------------------- 安 旭 202 

PU-257 circRNA 在骨骼肌分化中的表达谱研究及其功能预测 -------------- 陈睿,雷斯,佘燕玲等 203 

PU-258 TNF-α对破骨细胞整合素αv、β3 及 V-ATP 酶的影响 ----------- 何剑全,陈健,黄慧等 203 

PU-259 脉冲电磁场对卵巢切除大鼠 V-ATP、CAII和 

 NFAT2mRNA 表达的影响 ------------------------------------------------ 黄慧,何剑全,陈健等 204 

PU-260 酮体代谢通过对轴突的保护发挥治疗脊髓损伤作用的实验研究-------------------谭波涛 204 

PU-261 神经再生新模型—成年小鼠颈 5 

 脊髓钳夹损伤模型的制备与评价 ----------------------------------- 谭波涛,Wolfram Tetzlaff 205 

PU-262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执杖健身走过程中膝关节运动特点的研究----------------------徐冬青 205 

PU-263 SSR 结合 IL-17 在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研究  ---------------- 朴虎男,王艳 206 

PU-264 浅谈自闭症儿童家庭康复的初级阶段训练 ---------------------------------------------雷梦莹 206 

PU-265 常规培养对亲子感统课的影响 ------------------------------------------------------------雷梦莹 207 

PU-266 浅谈增强自闭症儿童正面干预的策略 ---------------------------------------------------雷梦莹 207 

PU-267 心肺运动试验能不同程度的预测食管癌手术后并发症 ---------- 李贺,李贞兰,段好阳等 208 

PU-268 向心收缩结合不同速度的离心收缩对于训练臀中肌力量的影响-------------------孔繁时 208 

PU-269 绳带疗法与普通医用肩托对脑卒中患者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应婷婷 209 

PU-270 背根神经节细胞 P38β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 ---------------- 张晓,张丽娟,岳寿伟 209 

PU-271 定期脑电图检查对脑损伤康复期患者出院后再次癫痫预防有效性研究 ----------张艳荣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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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 低剂量的光动力可能通过诱导自噬 

 降低炎症反应从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苟慧 210 

PU-273 血清 FGF-21 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韩新源 211 

PU-274 血清 FGF-21 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 

 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 韩新源,王顺达 ,雍志军等 211 

PU-275 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与抽动障碍 

 严重程度相关性分析 ---------------------------------------------------- 李洪华,王冰,王承芯等 212 

PU-276 NGF 联合 b-FGF 诱导胚胎大鼠隔区 

 来源神经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元 ------------------------------------------- 朱清,陈艳,龙大宏等 213 

PU-277 48 例睑外翻患者植皮术后纱包固定的护理经验总结 -----------------------------------武可 213 

PU-278 实验性疼痛状态下的疼痛共情脑网络研究 ------------------------------------------------程健 214 

PU-279 不同步速下膝关节的生物力学特性的研究 ------------------------- 邱璐璐,牛文鑫,张春秋 214 

PU-280 针康法对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及缺血半暗区 

 皮层细胞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 叶涛,朱路文,唐强 215 

PU-281 PDGF-BB 调控 galectin-3 信号通路在 

 大鼠膝关节炎软骨纤维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蔡宇,朱朋飞,韩红 215 

PU-282 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 

 兴奋性疾病领域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价 ----------------------------------- 李亚斌,冯海霞 216 

PU-283 推拿配合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 ------------------------------------------------------------张学儒 216 

PU-284 低频次声振动对细胞膜及细胞骨架微丝影响的研究 ---------------------------------王冰水 217 

PU-285 脊髓损伤模型大鼠交感神经皮肤反应特点及临床意义 ------------------------------王晓玉 218 

PU-286 脑卒中早期预后与急性期血尿酸的相关性分析 ---------------------------------------李军涛 218 

PU-287 水针治疗中风偏瘫后肢体痉挛的临床干预意义分析 ------------------------------------王哲 219 

PU-288 低频率全身振动疗法对小鼠膝骨关节炎 

 模型软骨代谢的实验研究 ------------------------------------------- 王海明,朱思忆,高呈飞等 219 

PU-289 电针联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康复的临床研究 ----------------赵晶 220 

PU-290 中医推拿配合（曲度邦）治疗仪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张英飘 221 

PU-291 高压氧对急性脊髓损伤大鼠内质网应激 

 介导细胞凋亡的影响 ------------------------------------------------- 谷鹏鹏,应新旺,李思思等 221 

PU-292 电针对膝骨关节炎大鼠软骨细胞 

 caspase-1 和 IL-1β表达的影响 ----------------------------------------- 廖源,周君,孙光华等 222 

PU-293 HDAC9 沉默抑制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氧糖剥夺/再灌注损伤 ----------------------周厚勤 222 

PU-294 蜘蛛香环烯醚萜类有效部位对急性脊髓损伤 

 大鼠运动功能的影响及相关机制探讨 ------------------------------- 熊德启,刘浩,王文春等 223 

PU-295 自噬在急性脊髓损伤后大鼠膀胱表达的实验研究 ----------------------------- 张力,孙强三 223 

PU-296 侧切时躯干运动控制对非接触性前交叉韧带损伤机制的影响----- 时潇,谢地,李晓铭等 224 

PU-297 针刀结合康复技术分期治疗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胡辉 224 

PU-298 实施临床路径对脑卒中病人康复治疗的研究 ------------------------------------------宁家峰 224 

PU-299 携带微小 RNA-338（miR-338-LV）的 

 慢病毒对自身免疫性神经炎（EAN）大鼠模型的干预研究 ----------------- 原晓晶,敖强 225 

PU-300 携带微小 RNA-338（miR-338-LV）的慢病毒对 

 自身免疫性神经炎（EAN）大鼠模型的干预研究 ------------------------------------原晓晶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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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 针刺对失眠大鼠 VLPO 区 MT1、MT2mRNA 表达量的影响 --------------------------郭鑫 226 

PU-302 跑笼训练与技巧性取食训练对脑梗死 

 恢复期大鼠运动功能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 孙瑞芳,温红梅,曾妍等 227 

PU-303 跑台训练对大鼠脑缺血后微血管生成及 MT1-MMP 表达影响 ------- 唐毅,刘楠,张逸仙 227 

PU-304 C5orf42 基因突变所致 Joubert 综合征 

 17 型 2 例临床及遗传学分析 --------------------------------------------- 刘志翠,侯梅,李玉堂 228 

PU-305 核心稳定训练结合电针疗法对慢性腰痛疗效研究 ------------------- 连红强,张丽蓉,寄婧 228 

PU-306 微信随访对早期脑卒中康复患者运动能力的影响 ------------- 齐金芳,王利勇,宋宏颖等 229 

PU-307 成对经颅磁刺激技术检测睡眠剥夺对 

 青年健康人皮质兴奋性的影响 ------------------------------------------- 贾晋瑄,吴毅,汤昕未 230 

PU-308 扁平足患者步态周期中的足底压力研究 ---------------------------------------------------张克 230 

PU-309 感觉统合训练对运动发育落后患儿粗大 

 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王少锋,高晶,陆彩琴等 231 

PU-310 传统针灸对面瘫患者神经传导速度的影响 ---------------------------------------------李雪芳 231 

PU-311 电针联合多潜能干细胞移植改善脑缺血 

 大鼠学习记忆功能的研究 ---------------------------------------------- 陈潞婷,韩肖华,黄晓琳 232 

PU-312 miR-183 表达水平与椎间盘退变预后的关系 

 及其在髓核细胞增殖和凋亡中的作用 ------------------------------- 王学新,林发亮,王亚楠 232 

PU-313 miRNA 的差异表达在偏瘫型脑瘫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 唐红梅,刘力茹,何璐等 233 

PU-314 基于脑卒中病灶－行为映射分析的言语运动调控机制研究-------- 吴秀勤,刘鹏,刘汉军 233 

PU-315 经皮神经电刺激对恒河猴眼肌麻痹影响的研究 -------------------------------- 韩晓宇,尹勇 234 

PU-316 缺血性脑卒中猕猴是否表现抑郁的探讨性研究 ----------------------------------- 熊坤,尹勇 234 

PU-317 自闭症儿童感觉统合训练个案研究 ------------------------------------------------------应依绿 235 

PU-318 生酮饮食治疗促进脊髓损伤大鼠运动和神经功能恢复的机制研究 -------------------卢瑶 235 

PU-319 有氧运动对肝原位移植瘤切除术后 

 小鼠免疫功能及肺转移的影响 ------------------------------------------- 李柏,张展,方凡夫等 236 

PU-320 运动疗法在脑血管疾病康复中的应用分析 ---------------------------------------------汤光亮 236 

PU-321 中药敷脐配合盆底肌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尿失禁的影响 ------------------------------张晓星 237 

PU-322 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生活质量及后期康复的现状调查 ------------------------------------马帅 237 

PU-323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情绪、 

 睡眠障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李阳 238 

PU-324 虫草素对脑卒中后抑郁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 ------- 张展,李同明,王傅喆等 238 

PU-325 膜片钳技术在直流电刺激原代培养的 

 大鼠海马神经元的初步应用 ---------------------------------------------- 赵波,唐佩,陈卓铭等 239 

PU-326 基于特定任务的视频模仿训练对偏瘫上肢功能的影响 ----------------------- 郭菲斐,李哲 239 

PU-327 踝关节的角度对下肢蹬踏等速肌力测试影响的研究 -------------------------- 杜东,范建中 240 

PU-328 普及康复意识的影响 ------------------------------------------------------------------------保甜瑞 240 

PU-329 督脉电针对急性脊髓损伤大鼠脊髓损伤区 NR2B 表达的影响 ---- 陈温慈,蒋松鹤,计静 241 

PU-330 CTBS 刺激对急性缺血性脑卒小鼠的治疗效应及机制研究 ----- 李梦妮,冯一苇,吴程等 241 

PU-331 强制性运动通过增强脑卒中大鼠患 

 侧皮质脊髓束的重塑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 ------------------------------- 胡健,李策,华艳等 242 

PU-332 0～3 岁婴幼儿语言发育筛查量表 288 例结果分析 -----------------------------------丁重阳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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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3 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联合有氧训练 

 对大鼠膝骨关节炎软骨基质的影响 ------------------------------------- 汪丽,王剑雄,张驰等 243 

PU-334 兔一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对 

 双侧股四头肌肌肉萎缩的影响 ---------------------------------------- 谢羽婕,王剑雄,张驰等 243 

PU-335 促红细胞生成素联合亚低温 

 治疗新生儿中重度缺氧缺血性脑病的疗效观察 ---------------------------------------马德有 244 

PU-336  运动康复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效果的研究 -----------------------------------------陈蕊 244 

PU-337 振动对脊髓运动神经元兴奋性影响的研究 ----------------------------------------- 杜梅,吴东 245 

PU-338 功能性踝关节不稳者动态姿势稳定性的特征研究 ------------------------------------朱晓田 245 

PU-339 针刺治疗前后偏瘫踝背伸无力患者表面肌电变化特征研究-------------------------徐子莉 246 

PU-340 关节松动术加体外冲击波对髌骨软化症的疗效观察 ------------------------------------黄山 246 

PU-341 多模态任务下步态分析及运动控制的初步研究 ---------------- 郎士娟,陈泓鑫,李星儿等 247 

PU-342 探究持续加压技术对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王文霞,张晓东,尚清 247 

PU-343 呼吸功能训练对改善脑卒中患者肺功能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帅 248 

PU-344 规范三级康复治疗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综合功能的临床研究-------------------------王震 248 

PU-345 残疾人社区康复的研究 ---------------------------------------------------------------------李梦婷 248 

PU-346 康复医学科视神经脊髓谱系疾病误诊 1 例 ------------------------------- 黄安,李凝,张长杰 249 

PU-347 神经康复个案分析 ---------------------------------------------------------------------------陈伟霞 249 

PU-348 作业成长之路 -------------------------------------------------------------------------- 刘小琴,陈燕 250 

PU-349 浅谈支援深度贫困县康复医学科进行学科交叉治疗体会 -------------------- 陈燕,赵正恩 250 

PU-350 VVST 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筛查中的疗效观察 ----------------------- 李艳,杨峰,雷倩等 251 

PU-351 VVST 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筛查中的疗效观察 ----------------------------------------李艳 251 

PU-352 中医康复护理对膝骨性关节炎关节功能及疼痛的影响 ---------------------------------相洁 251 

PU-353 辨证施护配合心理干预改善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生活质量及心理状态临床观察研究 ------------------------------------------相洁 252 

PU-354 个性化护理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生活质量及心理状态临床观察研究 ----------相洁 252 

PU-355 87 例儿童康复科住院患儿发生不良事件的原因分析及防范 --------------------------张雁 253 

PU-356 脊髓损伤患者照顾者照顾负担与应对方式的调查分析  -----------------------------王艳玲 253 

PU-357 ICF 理念下实施专科交班模式在康复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纪婕 253 

PU-358 康复护理门诊的设立及效果分析 ---------------------------------------------------------周玉妹 254 

PU-359 干扰电联合腹部环形按摩治疗脊髓损伤患者便秘的效果观察-------------------------杨帆 254 

PU-360 典型案例与合作学习双轨教学模式在 

 儿童康复初级治疗师继续教育培训中的应用 ---------------------- 苑爱云,于晓明,宫兆帅 254 

PU-361 探究中医特色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脊柱微创术后疼痛护理中的临床疗效 

 并对此方法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 李夏,胡靖 255 

PU-362 早期康复护理对于脊髓损伤术后患者康复效果的疗效观察----- 刘夏,李雪梅,薄智慧等 256 

PU-363 两项康复护理专科质控指标公式在 

 临床护理质控中的应用及效果 ---------------------------------------- 刘红英,郑瑞,沈海明等 256 

PU-364 脊髓损伤患者自主神经过反射的观察和护理 ---------------------------------------------周莉 256 

PU-365 案例教学法结合 Sandwich 教学法在康复 

 医学科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 鲍勇,王朴,纵亚等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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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6 PBL 教学法在进修医师康复医学功能评定教学中的应用 ------------------------------黄燕 257 

PU-367 早期康复护理结合 PNF 技术对早期脑卒中偏瘫病人的影响 -----------------------李丽萍 258 

PU-368 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在临床护理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效果----------------------------郑瑞 258 

PU-369 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在临床护理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效果----------------------------郑瑞 258 

PU-370 运动康复专业《医学影像学》的教学研究 ------------------------------------------------张宇 259 

PU-371 低温溶液进行口腔护理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邵雯 259 

PU-372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康复医学科的必要性 ---------- 刘忠良,刘颜芬,曲福玲等 259 

PU-373 康复护理对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疼痛的影响 ------------------ 焦淼,  相洁, 曾雪琴 260 

PU-374 中医护理预防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临床观察 ------ 焦淼,  相洁  ,朱莹 等 260 

PU-375 基于 ICF 的 MDT 模式对 OP 患者自我康复的影响 ----------------------------------杜春萍 261 

PU-376 仿真模拟教学在脊髓损伤患者间歇导尿操作中应用探索 --------------- 黄小亮,胡文清 261 

PU-377 刮痧治疗气滞血瘀型椎动脉型颈椎病护理疗效观察 ------------ 陈慧,  相洁,  董璐 等 261 

PU-378 观察走罐治疗在腰背筋膜炎护理中的疗效 ------------------------- 秦姣,  相洁  ,孙银娣 262 

PU-379 辨证施护对脊柱侧弯患者围手术期 

 及术后康复护理心得体会 ---------------------------------------------- 周鹏飞,相洁,  孙银娣 262 

PU-380 同伴教育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慢性疼痛 

 患者健康指导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 李晨,相洁  ,孙银娣 263 

PU-381 头部刮痧配合中药足浴在颈椎病患者失眠中的疗效观察 ------- 李欢,  相洁,  孙银娣 263 

PU-382 舒适护理在腰椎骨折术后患者护理中的临床观察 ------------------ 相洁, 孙婷,  孙银娣 264 

PU-383 中医辨证施护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 段菲菲,相洁,孙银娣 264 

PU-384 中医辩证施护对糖尿病患者临床治疗的影响 ------------------- 雷旭娟,  相洁 , 孙银娣 264 

PU-385 早期多元化镇痛对全膝置换术后的疼痛与康复的影响 ------------- 刘晓霞,程晓婕,董璐 265 

PU-386 快速康复理念对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的影响 ------------------------- 刘晓霞,相洁,刘晓霞 265 

PU-387 百笑灸联合 Williams 体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影响 ----------------------- 刘晓霞,郭浩 266 

PU-388 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综合结业 

 考核效果满意度调查分析 ---------------------------------------------- 姜从玉,黄虑,朱玉连等 266 

PU-389 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的过程 

 管理构建及应用探索 ------------------------------------------------------- 姜从玉,吴毅,黄虑等 267 

PU-390 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质量 

 评估体系的构建和应用研究 ------------------------------------------- 姜从玉,黄虑,朱玉连等 267 

PU-391 间歇导尿术在神经源性膀胱治疗中的护理体会 ------------------------------------------陈华 267 

PU-392 间歇性导尿对脊髓损伤膀胱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 胡青,石含英 268 

PU-393 思维导图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影响的研究 ---- 肖玉华,朱红梅,胡永林等 268 

PU-394 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的焦虑抑郁症早期干预措施的研究 -------------------- 陈莎,石含英 269 

PU-395 规范化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神经源性膀胱的应用分析 ---------------------------孙雪梅 269 

PU-396 自我管理模式对间歇导尿患者回归家庭后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牛丹 270 

PU-397 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对慢性疼痛患者疼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纪月然,周顺林 270 

PU-398 脑卒中患者的早期功能锻炼的护理 ------------------------------------------------------郭静然 271 

PU-399 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段璨 271 

PU-400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脊髓损伤患者心肺功能依从性的影响 ------------------------------高影 271 

PU-401 系统性康复训练是学前障碍儿童康复的有效途径 ------------------------------------屠恒飞 272 

PU-402 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功能锻炼的康复护理   ------------------------------------惠琳娜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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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3 康复医学科病房院内感染病原学分布及相关因素分析 ---------- 邵岚,王大武,白定群等 272 

PU-404 京津冀高校康复教育资源现状调查研究 ---------------------------------------------------于涛 273 

PU-405 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心理问题的护理干预 ----------------------------------------- 李娟,李娟 273 

PU-406 小组式作业治疗在脑瘫患儿治疗中的运用与探索 ------------------------------------申佳鑫 274 

PU-407 上肢可调节康复支架在肢体活动障碍中患者的应用效果 ----------------- 郎欢馨,吴巍巍 274 

PU-408 护理人文关怀在减轻烧（烫）伤住院患儿家属焦虑抑郁情绪中的应用 ----------贺婷婷 275 

PU-409 体位引流排痰技术在脑卒中后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中的应用观察----------------------雷倩 275 

PU-410 颈外静脉与四肢静脉穿刺置管抢救重型 

 颅脑损伤康复期休克患者的效果比较：系统评价/Meta 分析 ------------ 李亚斌,冯海霞 276 

PU-411 系统护理在老年失禁相关性皮炎中的应用 ------------------------------------------------王彤 276 

PU-412 刺激性康复护理对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促醒作用的观察 -------------------李昕 276 

PU-413 心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吴萍兰 277 

PU-414 昏迷鼻饲患者误吸与胃残留量的相关性研究 ------------------------------------------靳美娜 277 

PU-415 冰棒刺激护理联合早期康复训练对 

 急性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吴佳 278 

PU-416 SWOT 分析法在脑性瘫痪患儿康复护理中的应用 ------------------------------------娄欣霞 278 

PU-417 "日记式心理教育在小儿孤独症康复治疗期间的护理效果观察" --------- 娄欣霞,吴英英 278 

PU-418 基于 SWOT 分析的 ICF 通用组合在脑瘫患儿康复护理中的应用 ---------- 娄欣霞,尚清 279 

PU-419 统一的手语沟通技巧对脑卒中患者言语障碍的应用效果 ---------------------------王田田 279 

PU-420 60 例颈椎骨折伴颈髓损伤患者的围手术期康复护理 -----------------------------------王娟 279 

PU-421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康复护理 ------------------------------------------------------白璐 280 

PU-422 早期精准康复护理在脑卒中偏瘫肩痛患者中的效果研究 ---------------------------李晓娇 280 

PU-423 探讨 PDCA 引导下授权赋能模式对癫痫 

 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在减少癫痫并发症方面的效果分析--------------------- 高咪,牟翔 280 

PU-424 基于 ICF 理念下的学龄前期脑瘫儿童医教 

 结合中教育康复的课程设置研究 ---------------------------------- 唐国皓,李三松,张广宇等 281 

PU-425 智能宣教在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高旭妹 281 

PU-426 《康复医学》课程标准化题库建设的重要性及初探 ---------- 段晓琴,朱允刚,刘颜芬等 282 

PU-427 应用课题研究型品管圈构建间歇导尿患者自我管理模式 ------------------------------曹辉 282 

PU-428 透析中抗阻运动对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 

 一项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 张帆,沈麒云,周文琴 283 

PU-429 微课在脑卒中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康治臣 283 

PU-430 磁振热疗法结合中频、针灸、中药塌渍治疗颈椎病疗效观察-------------------------何琳 284 

PU-431 探讨脊髓损伤康复护理的效果观察 ---------------------------------------------------------雷丹 284 

PU-432 针对膀胱排尿障碍患者间歇导尿尿量不均的应对处理 ------------------------------杨铭敬 284 

PU-433 精准护理管理模式对持续提升疗养员满意度的影响 ----------------------- 高荣慧,聂怀利 285 

PU-434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躯体功能受限影响因素研究 ------------------------- 孙垚,高蕾,阚燕等 285 

PU-435 护理人员良肢位摆放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影响的探究----------------------任桂茹 286 

PU-436 综合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影响 ------------------------------徐振美 286 

PU-437 吸气肌训练对脊髓损伤肺功能的康复 ---------------------------------------------------徐振美 287 

PU-438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康复训练对语言发育障碍患儿的影响-------------------------李漫漫 287 

PU-439 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的影响 ------------------------------------曹雪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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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0 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进食体位依从性对误吸发生率的影响----------------------米硕 288 

PU-441 颈椎病健康教育管理的研究进展 ------------------------------------------------------------梅蓉 288 

PU-442 健康教育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的影响 ------------------------------------------------------刘慧芳 288 

PU-443 音乐疗法结合康复训练促进脑瘫患儿功能康复的临床研究----------------------------祖君 289 

PU-444 家庭被动伸展运动在先天性肌性斜颈 

 婴儿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蒋萌烨 289 

PU-445 儿童康复科不安全因素分析及护理安全管理对策 ---------------- 史明慧,尚清,李靖婕等 289 

PU-446 综合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直肠患者生活干预的影响-------------------------梁毅 290 

PU-447 多学科合作模式在降低胸腰椎术后患者便秘发生率中的运用-------------------------梁毅 290 

PU-448 早期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功能康复的影响 ------------------------------张会仙 291 

PU-449 良肢位摆放的早期介入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的影响----------------------------王迪 291 

PU-450 脑卒中患者实施康复护理干预对其生存质量的影响探析  -------------------------任亚楠 292 

PU-451 康复护理应用在小儿脑瘫护理中的临床效果分析 ------------------------------------李晓可 292 

PU-452 早期肺康复训练对 COPD 无创机械通气患者快速康复的研究 --------------------芮祖琴 292 

PU-453 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康复培训需求调查研究 ---------------------- 王一祖,王雪强,彭梦思等 293 

PU-454 早期活动康复护理对急性脑卒中患者预后的影响 ---------------------------------------勾娜 293 

PU-455 康复训练结合心理康复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刘玉凡 294 

PU-456 吞咽障碍患者照顾者的健康教育与照料能力研究 ------------------------------------刘晓艳 294 

PU-457 护理陪伴和心理干预在脑卒中病人情绪管理中的作用 ----------------------- 程燕,吴新春 294 

PU-458 时间管理理念在个性化间歇导尿方案中的应用实践 -------------------------- 徐娜,武新福 295 

PU-459 下肢主动运动辅助下肢活动器训练在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 ----------------陈晨 295 

PU-460 早期护理干预对吞咽障碍患者的影响  ------------------------------------------- 孔祥娟,杨伟 296 

PU-461 肺功能康复在中风病吞咽功能障碍 

 患者中的应用及康复效果的作用分析 ---------------------------------------------------王月英 296 

PU-462 医技护一体化联合查房在康复科应用的临床体会 ---------------------------------------张军 297 

PU-463 康复专科护理对脑卒中患者住院期间依从性的影响 ---------------------------------吴国艳 297 

PU-464 分析早期康复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朱叶琳 298 

PU-465 循证护理预防长期卧床中风患者压疮的临床疗效研究 ---------------------------------王芳 298 

PU-466 在假肢与矫形器学教学中使用学生标准化病人的探索 ------------------------------王莎莎 298 

PU-467 早期跟腱术后的康复护理干预对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张朝阳 299 

PU-468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的康复与护理 ------------------------------------------------张莉莉 299 

PU-469 早期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及尿路感染的影响 -------张玉洁 299 

PU-470 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及护理对策 ---------------------------------赵瑞环 300 

PU-471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护理的研究进展 ---------------------------------------------------门薇 300 

PU-472 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护理研究 ---------------------------------------------李娜 300 

PU-473 探讨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功能的影响 ---------------------------------李志静 301 

PU-474 微信视频随访在出院脑卒中患者肢体康复训练中的应用研究----------------------徐敬文 301 

PU-475 艾宾浩斯理论在儿科康复护士急危重症护理翻转课堂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刘娟 302 

PU-476 中风急性期康复护理与治疗干预研究 ------------------------------------------------------王芳 302 

PU-477 老年男性脑卒中患者尿失禁护理方法研究 ---------------------------------------------张相东 302 

PU-478 脊髓损伤患者的心理特征与康复护理依从性的关系研究 ---------------------------张玉洁 303 

PU-479 安全护理管理对脑瘫患儿康复影响因素的分析 ---------------------------------------李可蒙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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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0 早期康复护理对中风患者的运动功能影响 ------------------------------------------------陈茜 303 

PU-481 骨科康复护理技术在高龄老人股骨颈骨折关节置换术后的应用研究 -------------胡冰冰 304 

PU-482 护理干预对中风偏瘫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探究-------------------------葛贝贝 304 

PU-483 自我效能理论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中的应用分析-------------------------李娜 304 

PU-484 研究 88 例骨科患者的疼痛护理效果 ----------------------------------------------------胡冰冰 305 

PU-485 吞咽障碍鼻饲康复护理方案 ---------------------------------------------------------------潘彩虹 305 

PU-486 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卧床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刘喆 305 

PU-487 临床护理干预对老年便秘患者的影响 ---------------------------------------------------刘鹤男 306 

PU-488 PT 小组课对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成效测评 -----------------------------------------------田一勤 306 

PU-489 胃肠功能治疗仪对卧床患者改善便秘的临床观察 ---------------------------------------陈攀 307 

PU-490 探讨脑卒中康复病患压疮危险因素与相应护理预防措施 ---------------------------张晓娟 307 

PU-491 Powerbreathe 吸气肌训练器在 

 高位脊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康复中的效果观察 ---------------------------------------孔敬敬 307 

PU-492 网络虚拟现实及情景模拟在美国 OU 

 大学作业治疗师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 -------------------------------------------- 楼伟伟,夏丁 308 

PU-493 系统性围手术期康复护理在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 王宇琦,宗越 308 

PU-494 系统性围手术期康复护理在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王宇琦 309 

PU-495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饮水计划的正确执行率中的应用 ----------------------------------------------- 沈海明,刘红英 310 

PU-496 PBL 教学法结合手绘解剖图在肌动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方丽婷 310 

PU-497 标准化康复护理模式预防附睾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 龙燕,吴国艳 311 

PU-498 便携式膀胱扫描仪结合间歇性导尿在神经源 

 性膀胱康复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 方梅,程小芸 312 

PU-499 特殊教育学专业设置“康复治疗学” 

 课程群的实践探索、问题及思考 ---以滨州医学院为例 --------------- 石慧,朱瑞,王莎莎 312 

PU-500 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的护理管理 ---------------------------------------------------------王晓会 312 

PU-501 自制两用医用保暖手套在临床康复中的应用 ------------------------- 陈凤,姚秀彬,陆嘉春 313 

PU-502 康复重症病房常见护理纠纷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王南青 313 

PU-503 品管圈在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正确率的应用 ----------------------------- 邵群,安贝贝 314 

PU-504 互联网+延伸护理对脊髓损伤患者家庭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杜伟朋 314 

PU-505 浅谈推行无留置尿管病房降低住院 

 脊髓损伤患者泌尿系统感染率的护理体会 ---------------------------------------------张秀华 315 

PU-506 超早期良知位摆放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及预后的影响 ----------------王金凤 315 

PU-507 早期康复护理对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 王丽平,刘尧均 316 

PU-508 沟通本在住院脑性瘫痪患儿家庭康复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吴爱萍 316 

PU-509 浅谈角色游戏在学前听障儿童语言领域的应用 ---------------------------------------徐祯璐 316 

PU-510 亲子游戏在小龄听障儿童听觉习惯中运用的实践研究 ---------------------------------占艳 317 

PU-511 心脏运动康复 ---------------------------------------------------------------------------------张志浩 317 

PU-512 留置尿管的进展与护理 ------------------------------------------------------------------------赵婧 318 

PU-513 留置尿管的发展与护理 ------------------------------------------------------------------------赵婧 318 

PU-514 澳大利亚物理治疗专业临床实践 

 评估量表的引进及汉化过程 ------------------------------------------- 胡佳,周雪莲,魏佩青等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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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5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恢复的影响-------------------------曹维娜 319 

PU-516 案例教学法在康复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曹维娜 320 

PU-517 步态分析在脑卒中患者跌倒中的应用进展 ---------------------------------------------侯艳利 320 

PU-518 46 例脑瘫儿童康复护理中引导式教育理念的运用研究 -----------------------------李巧秀 320 

PU-519 观察优质护理在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中的应用效果 ---------------- 李巧秀,许令,常艳玲 321 

PU-520 小儿脑损伤患者护理中个体化护理干预的应用研究 ---------------------------------郑海珍 321 

PU-521 实施系统化健康教育对脑瘫患儿康复效果的影响 ---------------------------------------叶倩 322 

PU-522 康复科护理特点及康复科护士培养模式研究 ---------------------------------------------田玲 322 

PU-523 浅谈家长在听障儿童亲子活动中的作用 ------------------------------------------------林益铭 323 

PU-524 医技护一体化联合查房在康复科应用的临床体会 ---------------------------------------张军 323 

PU-525 安普贴治疗长期卧床患者皮肤压力伤的应用后疗效观察 ------------------------------张静 324 

PU-526 康复护理干预在失禁性皮炎高危人群中应用的效果观察 ----------------- 邹小翠,刘红英 324 

PU-527 姿势管理在康复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刘福萍 324 

PU-528  脑卒中患者抑郁状况调查分析与护理对策 -----------------------------------------------张坤 325 

PU-529 护理干预对减少脑卒中针刺治疗患者不良反应的观察 ---------------------------------鱼红 325 

PU-530 水中运动步行优化训练 -------------------------------------------------------------- 司凤山,丛芳 325 

PU-531 红外线照射结合半导体激光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 张丽,丛芳 326 

PU-532 Halliwick 疗法应用于痉挛型脑性瘫痪康复的个案分析 -------------------------- 姚斌,丛芳 327 

PU-533 水中平板步行训练应用于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康复的个案分析 ------------ 贾威,丛芳 327 

PU-534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康复治疗改善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 张慧,傅静 327 

PU-535 膝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的快速康复 ------------------- 闫金玉,李剑锋,左宁 328 

PU-536 新 Bobath 技术对脑卒中后患者上肢康复的疗效研究 ----------------------------------宋爽 328 

PU-537 早期核心肌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躯干控制能力的影响 ----------------------------- 张喆,张喆 328 

PU-538 动态关节松动、体外冲击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疗效分析 ----------------- 毛世刚,王颖颖 329 

PU-539 运动康复综合训练结合功能性电刺激 

 治疗青少年特异性脊柱侧弯的疗效分析 ----------------------------------------- 丁薇,徐文龙 329 

PU-540 脉冲枪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影响 ---------- 刘晓霞,郭浩,陈颖璞 330 

PU-541 气压治疗在预防骨折术后患者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赵量,相洁,  孙银娣 330 

PU-542 体外冲击波治疗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对 

 足底筋膜炎患者足底压力分布及疼痛程度的影响 ----------------------------- 邵岚,余和平 331 

PU-543 早期康复对全髋关节置换两种术式围术期下肢动力学特征的研究 --------- 吴鸣,倪朝民 331 

PU-544 蝶形浴水中高压冲击对治疗慢性腰背痛的疗效观察 ------------- 刘鑫,刘福蕊,宋作新等 332 

PU-545 综合消肿疗法治疗关节置换术后下肢肿胀的短期观察研究------------------ 段周瑛,郑婷 332 

PU-546 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早期运动发育状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陈楠,杜青,邓巍巍等 333 

PU-547 基于任务为导向的活动性训练提高脊髓损伤患者参与能力分析--------- 何维春,杨彩军 333 

PU-548 小组作业训练结合引导式教育训练对 

 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侯奕慧 334 

PU-549 针刺百会、四神聪为主穴治疗中风后抑郁的临床疗效 ------------------------------董连喜 334 

PU-550 外剥内扎加内括约肌部分切断术结合半导体 

 激光技术应用于环状混合痔的临床体会 ------------------------- 朱红梅,肖玉华,沈晓明等 335 

PU-551 关节腔注射透明质酸钠治疗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盘前移位的疗效观察 ----------刘丽琨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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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2 视觉反馈训练结合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单侧空间忽略的疗效观察 ----------------刘超 336 

PU-553 骨盆运动控制训练在偏瘫患者步态训练中的重要性 -------------------------- 王保叶,刘超 336 

PU-554 动态牵引配合美式整脊疗法治疗寰枢关节失稳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德成 337 

PU-555 超微针刀疗法联合正清风痛宁穴位 

 注射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研究 -------------------------------------------- 刘国泰,邓奕文 337 

PU-556 作业疗法结合数字 OT 评估与训练系统 

 改善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 周海梅,白定群 338 

PU-557 颈椎脊髓损伤患者早期介入呼吸训练对心肺功能的影响 ------- 刘文静,杨洪友,李鑫龙 338 

PU-558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 

 系统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及体感诱发电位的影响 ----------------------- 李亚斌,冯海霞 339 

PU-559 正中神经电刺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 

 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的疗效 -------------------------------------------------- 李姣,冯海霞 339 

PU-560 肌电生物反馈结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影响 -------------------刘微 340 

PU-561 功能性电刺激、足踝矫形器对脑卒中 

 后足下垂内翻患者即刻步行能力的影响 ----------------------------------------- 赵娟,白玉龙 340 

PU-562 肌效贴贴扎技术应用于步行中偏瘫患者足内翻的临床观察-------------------------焦成渠 341 

PU-563 针刺骨法结合麦肯基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王园园 341 

PU-564 体外冲击波联合超声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疗效观察 ----------------------------- 牛皓,姜斌 342 

PU-565 放散式冲击波治疗脊髓损伤后双足压疮 1 例报道 ----------------------------- 康楠,马跃文 342 

PU-566 运动疗法在帕金森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王倩 343 

PU-567 髋关节外展肌强化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 张伟,冯晓东 343 

PU-568 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气动式 

 手康复装置治疗脑卒中后软瘫期上肢运动功能障碍 ---------------------------------刘奕辛 343 

PU-569 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中风后患侧 

 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研究 -------------------------------------------- 曾志文,卢桂兰 344 

PU-570 腹横肌激活技术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疗效的效果分析 ----------------- 欧阳冬方,李旅萍 345 

PU-571 简易可调式绷带型踝足矫形器对卒中步行能力的临床疗效--------------------- 华青,庄健 345 

PU-572 观察脐针疗法结合神经肌肉电刺激 

 治疗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尿潴留的临床疗效。 -------------------------------- 向娟,李旭红 345 

PU-573 肌筋膜放松疗法对痉挛型四肢瘫 

 臂前深线紧张和上肢精细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 蔡倩倩,马彩云 346 

PU-574 音乐治疗对帕金森病患者步态康复的影响 ------------------------- 张婷婷,郄淑燕,王丛笑 346 

PU-575 作业疗法对吉兰巴雷综合征患儿自理能力 

 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分析 ---------------------------------------------------- 李想遇,刘林,黄佩等 347 

PU-576 电针对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登梯时空参数变异性的影响 ---------- 喻娇,王芗斌,侯美金等 347 

PU-577 tDCS 和电针对健康受试者工作记忆的即时影响效应比较--------- 张文静,彭莉,林强等 348 

PU-578 结合虚拟情景的上肢运动控制训练 

 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巩小雪 349 

PU-579 镜像疗法与运动想象疗法相结合在 

 偏瘫患者上肢及手功能作业治疗中的应用 ------------------------------------------------罗妍 349 

PU-580 关于气管切开并舌后坠患者堵管后痰液的处理方法 ---------------------------------孟庆云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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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81 音乐疗法配合 Bobath 技术在镜前治疗对 

 亚急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应用 ---------------------------------- 陈湘鄂,李凯,李盼盼 350 

PU-582 体外冲击波联合综合消肿治疗继发性淋巴水肿的临床研究------- 孙小花,潘钰 ,徐泉等 351 

PU-583 运用筋膜刀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患者康复效果报道 ------------- 朱俞岚,汪晓虹,何凯 351 

PU-584 紫外线治疗加硫酸镁湿敷对创伤后足踝脉管炎的影响 ---------------------------------陶金 352 

PU-585 肌内效贴扎技术对于肌筋膜疼痛控制的原理及疗效综述 ---------------------------曾雪梅 352 

PU-586 利用去趋势波动分析法（DFA）研究骑马机治疗 

 对偏瘫患者姿势控制复杂度的影响 ----------------------------------------------- 翟晓雪,张皓 353 

PU-587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联合弹力绷带对偏瘫患者足内翻的影响----------- 张强,李响,张洪蕊 353 

PU-588 薄氏腹针联合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的临床研究 ------- 吴伯涛,王琦,董安琴等 354 

PU-589 基于表面肌电探讨蝶形浴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痉挛的影响-------- 袁松,张保,高峰等 354 

PU-590 虚拟现实技术在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中的应用研究 ----------------- 宋金花,朱其秀 355 

PU-591 本体感觉训练对慢性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定疗效观察 ------------- 崔芳,况春艳,李振华等 356 

PU-592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上肢周围神经损伤疗效观察 ------------------- 李贝贝,熊凯,况春艳等 356 

PU-593 深层肌肉振动仪配合推拿治疗梨状肌综合征疗效观察 -------------------------- 杨崭,李响 356 

PU-594 推拿结合关节松动及牵伸技术治疗 

 寰枢关节半脱位 1 例报导 ------------------------------------------------- 刘航,温泉,牟开今等 357 

PU-595 Maitland 关节松动术结合核心肌力训练对于 

 慢性腰痛患者的康复疗效观察 ----------------------------------------------------- 仇莹莹,王玥 358 

PU-596 MTT 在骨折术后的应用 --------------------------------------------------------------------刘清江 358 

PU-597 电针配合醒脑开窍法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促醒作用的疗效观察-------------------吕艳斐 359 

PU-598 肌内效贴联合超短波治疗慢性颈肩部肌肉疼痛的临床观察----------------------------柳刚 359 

PU-599 探讨间歇导尿在脑卒中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与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陈静,公培培 360 

PU-600 低频脉冲电刺激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对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观察 -------------------------------------------- 黄倩文,吴霜 360 

PU-601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管理及治疗 ---------------------- 潘红霞,丁明甫,何成奇 361 

PU-602 The effectiveness of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patients with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王朴 361 

PU-603 电刺激治疗及核心肌群训练在产后腹直肌分离中的应用 ------------------------------刘风 362 

PU-604 电针阴部神经结合膀胱再训练对 

 脊髓损伤逼尿肌痉挛型膀胱的影响 -------------------------------------------- 寿依群,张灵棋 362 

PU-605 重复磁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临床经验 ---------- 尹凯月,胡文清,黄小亮等 362 

PU-606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治疗产后盆底肌肉松弛的临床疗效观察-------------------------刘青竹 363 

PU-607 宣教与引导式训练对宫颈癌根治术后尿潴留患者治疗效果分析----------------------刘鸿 363 

PU-608 骶神经根磁刺激结合盆底肌电生物反馈 

 治疗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观察 ----------------------------------------- 冀晓瑜,宋艳 364 

PU-609 尿动力生物反馈系统在促进骶髓下脊髓损伤 

 患者神经源性膀胱康复的临床应用研究 ------------------------------------------------张科技 364 

PU-610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Modulates Lipid Metabolism in Aging Adults -------- Ma Jiang,Wang Mingwei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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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1 5-HT7 Receptors Modulate Neuronal  

 Activity of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a Rat Model of Parkinson’s Disease. -------------------- Hui Yanping,Zhang Qiaojun 365 

PU-612 The Effect of the G-EO Training on 

  Lower Limbs Walking Ability in  

 Post-stroke Hemiplegic Patients -------------------------- Dong Xinchun,Mao Shanshan 366 

PU-613 The effect of NSCs combined with  

 OECs cell transplantation on apoptosi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Wang Nan 367 

PU-614 The Study on the Rehabilitation Mechanism  

 of Brain Network and Function of the Bilateral  

 Upper Limb Motor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Lin Qiang,Li Hai,Li Le etc. 368 

PU-615 the perceptions of chinese therapists  

 on early rehabilitation after stroke ------------------------------------------------- Wang Jiaxi 369 

PU-616 Botulinum Toxin Type A for  

 Cricopharyngeal Dysfunction :  

 Case Reports of Ultrasound-Guided  

 Injection---------------------------------------------------Lin Xiaoting,Ma Chao,Wu Shaoling 369 

PU-6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mstring flexibility and H:  

 Q co activation ratio, pelvic alignment and lumbar range  

 of motion of Recreational athletes with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 Nilushika Deepaanjalee Weerarathna Liyana Ralalage,Xu Tao 370  

PU-618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of deglutination  

 function in Advance Oral Tongu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ubjects -------------------------- Tang Yan,RuiYing Ding,HuiShan Ong 371 

PU-619 The effect of combined treatment  

 of high-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nd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n lower extremity  

 motor recovery of ischemic stroke patient  --------------- Chen Zejian,Zheng Haiqing 371 

PU-620 The Influence of Electroacpuncture in the  

 Governor Vessel on NR2B Expression  

 in the Injured Area of Rats with Acute Spinal  

 Cord Injury ------------------------------------------------ Chen Wenci,Jiang Songhe,Ji Jing 372 

PU-621 Low level Laser Therapy and Cupping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 O Mar alamer 373 

PU-622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 of the Assessment of Work Performance  

 (AWP) for use in the China -------------------- Kan Laidi,Bai Zhongfei,Zhang Jiaqi etc.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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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23 The influence of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Ibandronate and pulsed magnetic field on  

 osteoporosis in ovariectomized Rats --------- Zhou Guijuan,Zhou Jun,Liao Yuan etc. 375 

PU-624 The influence of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Ibandronate and pulsed magnetic  

 field on osteoporosis in ovariectomized  

 Rats-------------------------------------------------- Zhou Guijuan,Liao Yuan,Xie Haitao etc. 376 

PU-625 Electroacupuncture ameliorates  

 subchondral bone deterioration and  

 inhibits cartilage degeneration in ovariectomised rats --------- Zhong Peirui,Liao Ying 377 

PU-626 The Effect of deep muscle stimulation  

 on chronic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in young patients ------------------------------- He Xingfei,Dong Xinchun,Mao Shanshan 377 

PU-627 A novel Mn2+-doped core/shell  

 quantum dot-based intracellular  

 probe for fluoride anions sensing  

 in MC3T3-E1 osteoblastic cells --------------------------------------------------- Wang Huan 378 

PU-628 Effect of Lower Limb Rehabilitation  

 Robotics on Motor Function in Incomplete  

 Paraplegia Patients -------------------------------- Qin Jiaoqin,Chen Shizhu,Yang Chuyu 378 

PU-629 Exercise Training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of Endogenous Neural Stem  

 Cells in R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via   

 miR-124 Targeting CREB Mediated BDNF  

 Release  --------------------------------------------- Liu Wei,Wu Wen, Lin Guangyong etc. 379 

PU-630 A mechanism study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 Zhou Xiaomei,Chen Shangjie,Zhu Fen etc. 380 

PU-631 Observation of Upper-Extremity Motor  

 Pattern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Touchscreen  

 Software -------------------------------------------- Zhang Xiao,Niu Chuanxin,Xie Qing etc. 380 

PU-632 Growth of calf muscles after onabotulinum 

  toxin A injection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a prospective study --------------- tang hongmei,He Lu,Chen Ying etc. 381 

PU-633 Th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right upper  

 extremity replantation: A case report --------------- Su Xiaomei,Ji Jing,Xue Zhixiu etc. 381 

PU-634 Effects of repetitive peripheral  

 magnetic stimulation----------------------------------------- Zhang Xuejing,Liu Zhongliang 382 

PU-635 Non-invasive remote ischemic  

 postconditioning stimulates neurogenesis  

 during the recovery phase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Wang Pu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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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36 The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effect of low-frequency whole-body  

 vibration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in rats -------------------------------------------- Wang Pu 383 

PU-637 Effects and safety of undertaking  

 exercis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haemophil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Wang Bo,Yang Zhaohui 384 

PU-638 Addition of A New 3 Dimensional  

 Adjustable Cervico Thoracic Orthosis To  

 A Multimodal Program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pecific  

 Neck Pain. A Randomized Pilot Trial. ------------------- Ahmed Youssef,Huang Xiaolin 384 

PU-639 Effectivenes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hand function and 

  muscle recruitment in children with 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 Wang Xiaoyue,Lu Yanfei,Yan  Xiaohua  etc. 385 

PU-640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Nogo-Δ20  

 regulated angiogenesis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PD ------------------------------- Xu Yunxian,Liu Liru ,Huang Jingyu  etc. 386 

PU-641 Effects of the digital OT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on cognition and  

 ability of ADL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Zhao Yongxiu 387 

PU-642 The Cerebral palsy Gait Analysis ------------------------------------------------- Zhao Xinyin 387 

PU-643 Electrical impedance myography  

 alternation after cycling training combined 

  with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n  

 chronic stroke survivors ------------------- Hu Chengpeng,Leung Kenry WC,Li Le etc. 388 

PU-644 Influence of Modeling Perspective and  

 Media on Sequence Action Imitation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 Mo Sixia,Liu Qiaoyun,Zhang Guodong etc. 389 

PU-645 Effects of Radial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on Acupoints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 Zhou Daan 389 

PU-646 Effect of a speaking valve on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wallowing and the upper airway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tracheotomized patients  

 after acquired brain damage--------------------------------------- Han Xiaoxiao,Dou Zulin 390 

PU-647 Influence of Bimodal Attention on  

 Auditory-Vocal Integration during Vocal  

 Production: Behavioral and ERP Correlates ------- Liu Ying,Xu  Jianwen,Liu Hanjun 391 

PU-648 Effect observation for treatment of Impotence  

 with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and acupuncture  -----------------Wu Tianyu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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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49 On Effect of Early PR Training on Patients  

 with COPD under NPPV --------------------------------------------------------------- Rui Zuqin 393 

PU-650 The effect of olfactory sheath cell transplantation  

 on bladder function and bladder fibrosi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 Wang Xiaoyu 393 

PU-651 A novel system for dynamic visualization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knee 

  motion in rehabilitation ----------------------------------------------- Tian Fei,Wang Shaobai 394 

PU-652 Clinical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stroke patie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ICF -------------------------------------- Xu Meijun 395 

PU-653 Clinical analysis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 Xu Meijun 396 

PU-654 The Effect of Patient Support on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nd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pinal Cord Injury ------------------ Yang Huazhong 396 

PU-655 Decreased Risk of Osteoporosis among  

 Suburb-Dwelling Community Elderly Chinese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A 3-Year Cohort Study ----------------------------------- Yu Xing 397 

PU-656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ADL action analysis 

  intensive orientation training on retur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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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99 体感交互技术在卒中后抑郁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 潘喆,胡锦荣,党辉等 482 

PU-800 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研究 ---------------------------------------------------------------------高鸣 483 

PU-801 运动功能、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 相关性分析 ------ 王静,白玉龙 483 

PU-802 脑卒中后肩痛 肉毒毒素 经皮神经肌肉电刺激 ---------------------------------------郑书林 484 

PU-803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 

 对缺血性脑卒中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 陈泽健,郑海清 485 

PU-804 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常规 

 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徐冬艳,田茹锦,刘珏等 485 

PU-805 早期呼吸训练联合核心稳定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柯洁 486 

PU-806 基于表面肌电信号评价针灸结合康复训练 

 对脑梗死后患者踝背屈功能的影响 -------------------------------------------------- 高山,高崇 486 

PU-807 浅析常规作息对于孤独症儿童的影响 ---------------------------------------------------施宁颖 486 

PU-808 肌力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步行功能影响的对照研究 ----------------------- 杨永芳,吴东 487 

PU-809 体外冲击波结合深层肌肉刺激治疗足底筋膜炎的临床研究------------------ 田有粮,叶青 487 

PU-810 BDNF 基因重组慢病毒转染 MSCs 经 

 颈动脉移植对脑出血大鼠神经修复的影响 ---------------------------- 白洁,黄良国,陈劲松 487 

PU-811 蜡疗结合超短波治疗腕管综合征临床研究 ----------------------------------- 赵迎娱,马跃文 488 

PU-812 综述：全身运动质量评估预测发育迟缓胎儿/婴儿的神经发 ------------------------黄浩宇 489 

PU-813 强化的神经发育学疗法对伴或不伴脑瘫的 

 发育迟缓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 苑爱云,刘秋燕,宫兆帅等 489 

PU-814 KCNQ2 脑病 5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侯梅,孙殿荣,苑爱云等 489 

PU-815 皮-罗综合征患儿进食和吞咽障碍治疗体会 ------------------------ 侯梅,苑爱云,李淑秋等 490 

PU-816 桡动脉心内膜下心肌活力率的重复性研究 ------------------------------------------------金艳 491 

PU-817 基于中心动脉波形获取的心内膜下活力率的重复性研究 ------------------------------金艳 491 

PU-818 传统无痛手法为主治疗腰椎管狭窄症 60 例临床观察-----------------------------------徐辉 492 

PU-819 根据 Brunnstrom 分期针刺优选，配合 Bobath 

 技术对脑卒中患者促进偏瘫肢体出现分离运动的疗效应用-------------------------陈增力 492 

PU-820 老年人运动过度导致腓肠肌内侧头部分撕裂一例 ------------------- 周云,段宗宇,张全兵 492 

PU-821 中药热敷结合康复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董其武 493 

PU-822 发散式冲击波疗法治疗继发性肩关节僵硬的临床效果 ---------- 周云,黄鹏鹏,张全兵等 493 

PU-823 四肢联动躯干强化训练对脑卒中 

 患者平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 李岩,傅建明,董燕飞等 494 

PU-824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患者的口腔习惯调查 ------------------------------- 徐丽丽,蔡斌,范帅等 494 

PU-825 腰部斜扳法结合针刺养老穴、手三里穴 

 运动针法治疗急性腰扭伤疗效观察 ------------------------------------------------------宋瑞军 495 

PU-826 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治疗类风湿性 

 关节炎性疼痛的临床研究 ---------------------------------------------- 宋瑞军,戴志凌,田宇等 495 

PU-827 伴/不伴高血压青年脑梗死危险因素的临床研究------------------------------------------肖晗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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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28 星状神经节照射联合舌肌训练对脑卒中 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成先柄 496 

PU-829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药物和康复训练 

 对脑卒中后患者手指背伸功能的影响 ---------------------------------------------------李燕如 496 

PU-830 基于 PSQI量表探讨针灸联合中药对慢性失眠患者疗效学观察 -------------------刘家峰 497 

PU-831 Coffin-Siris 综合征 3 例临床及遗传学分析 ------------------------------------------------陈军 497 

PU-832 电针刺激治疗对脊髓损伤后逼尿肌过度活动患者疗效的影响----------------------冯小军 497 

PU-833 脉冲磁刺激联合传统物理疗法对膝骨性关节炎疗效的研究--------------- 肖美玲,马跃文 498 

PU-834 虚拟现实技术治疗小脑萎缩患者平衡功能疗效观察 ---------------------------------高晓辉 499 

PU-835 软组织松动结合 PNF 技术在 ACL 

 重建术后膝关节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 金铭亮,牟翔,袁华等 499 

PU-836 表面肌电评定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状态的 Meta 分析 --------------------------- 向云,刘家庆 500 

PU-837 两种不同的肩吊带改善脑卒中偏瘫侧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比较----------------------董燕 500 

PU-838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走时步态时相分析------------ 张芳,龚剑秋 500 

PU-839 “滋水涵木”联合常规康复对中风患者 

 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随机对照研究 ------------------------------------------------------夏文广 501 

PU-840 不同时间顺序的运动训练与重复经颅磁刺激 

 的联合治疗方案对脑卒中患者运动能力的影响 ----------------------------------- 琚芬,袁华 501 

PU-841 跑步运动损伤特点及康复手法治疗疗效研究 ------------------------------------------叶超群 502 

PU-842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所致脊髓损伤 1 例病例讨论 ------------------ 怀娟, 曲玉娟,岳寿伟 502 

PU-843 重复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心肺功能训练对高位 

 脊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影响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薇 503 

PU-844 婴幼儿脑损伤合并 IEDS 认知功能损害治疗的对照研究 -------------------------------刘芸 503 

PU-845 早期电动起立床训练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洪丽蓉 504 

PU-846 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 52 例临床特点分析 ------------------------------------ 赵毅斌,刘芸 504 

PU-847 脑损伤合并发作间期痫样放电的认知功能研究 ---------------------------------------张杨萍 505 

PU-848 老年创伤性腰痛的康复治疗 ---------------------------------------------------------------张锦明 505 

PU-849 口部运动训练对偏瘫患儿构音问题的临床疗效观察 ------------- 陈玲芳,车月苹,王慧等 506 

PU-850 悬吊运动疗法对痉挛型偏瘫患儿患侧胫骨 

 前肌和腓肠肌的疗效 ---------------------------------------------------- 赵晓红,姚建瑜,王慧等 506 

PU-851 1 例脑出血合并吞咽障碍患者用低频治疗仪的综合康复治疗 ----------------------王晓进 507 

PU-852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 

 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 陈尚杰,王单,贾新燕等 507 

PU-853 推拿结合磁振热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疗效观察 ------------------------------黄志锐 508 

PU-854 推拿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 黄志锐,李豪,钟陶 508 

PU-855 补中益气汤在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 

 康复治疗中的佐治作用探讨 ---------------------------------------- 董纪强,杨东梅,刘珍珍等 508 

PU-856 针刺调控可塑性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临床研究----- 何晓阔,孙倩倩,陈立典 509 

PU-857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 5 年内脑卒中相关风险研究 ------------------- 李娜,何娟,吴琼等 509 

PU-858 急性自发性脑出血患者血清镁水平与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 李娜,乔晋,何娟等 510 

PU-859 超早期康复训练对膝关节微创单髁置换术后膝关节功能的影响-------------------毕然然 510 

PU-860 动态关节松动术治疗落枕的疗效观察 ---------------------------------- 雷涛,孙银娣,曹毅等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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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61 手法松解髌下脂肪垫对髌骨骨折术后 

 关节僵硬治疗效果的观察 ------------------------------------------------- 雷涛,曹毅,孙银娣等 511 

PU-862 僵人综合征 1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 曾桄轮,刘国志,张正辉等 511 

PU-863 肌内效贴扎术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改善 

 脑卒中下颌运动障碍的疗效观察 ----------------------------------------------- 关志勇,张盘德 512 

PU-864 悬吊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膝过伸的影响 ---------------------------- 高崇,高山,史雄飞等 513 

PU-865 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手功能的疗效观察及分析 ------------------------- 余克威,吴毅,凌晴 513 

PU-866 神经肌肉关节促进法对单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 

 膝关节功能恢复的作用研究 ----------------------------------------------------- 唐成莉,白定群 514 

PU-867 物理因子联合治疗小儿先天性斜颈的疗效分析 ------------------------------------------张妮 514 

PU-868 探讨虚拟现实康复干预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 

 平衡能力和下肢运动功能的效应 ----------------------------------------------- 赵江莉,毛玉瑢 515 

PU-869 体外冲击波与健康管理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 

 的临床疗效观察 ------------------------------------------------------- 牛陵川,王愉乐,吴雪莲等 515 

PU-870 肌骨超声对慢性下腰痛患者不同训练姿势 

 下腹横肌收缩效率的研究 ---------------------------------------------- 王萍芝,梁英,陈瑞军等 516 

PU-871 Prader-Willi 综合征综合康复治疗 1 例 ------------------------------ 黎萍,杨盼盼,陈美玲等 516 

PU-872 Mobius 综合征早期综合康复治疗 1 例------------------------------ 黎萍,陈美玲,杨盼盼等 517 

PU-873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 

 3 型（SCA3/MJD）患者运动症状的疗效评估 ----------------- 魏飞飞,蔡华安,郑丽君等 517 

PU-874 脑卒中后 I期肩手综合征患者的情绪状态及睡眠质量评估 --------------- 袁慧萍,蒋东生 518 

PU-875 基于 ICF 研究康复训练对髋关节 

 置换术后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 刘华,付晶晶,任绪艳 518 

PU-876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表面肌电特点及相关因素的分析 ---------- 吴文秀,余见苍,卓飞南等 519 

PU-877 两种低成本体感游戏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 林卫,江文宇,全雪梅等 519 

PU-878 电击伤后肩胛骨骨折 1 例 -------------------------------------------------------- 姚梦枝,蔡华安 520 

PU-879 中药益气健脾方改善脑瘫患儿免疫功能临床对照研究 ---------------------------------唐英 520 

PU-880 太空舱减重跑台训练对下肢骨折损伤患者功能康复的影响-------- 王梅,梁爽,徐亮亮等 521 

PU-881 振动疗法结合常规运动疗法对偏瘫患者下肢功能及步态的疗效观察 -------------张洪蕊 521 

PU-882 FGFR1 特异结合多肽的筛选及其功能研究 --------------------- 谭乔燕,谢杨丽,杜晓兰等 522 

PU-883 一种便携式低强度脉冲超声仪的设计与研究 ---------------------- 刘汨,谢杨丽,杜晓兰等 522 

PU-884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后昏迷患者的脑功能 

 与意识恢复的相关性研究 ------------------------------------------------- 朱希,江文宇,王文盛 523 

PU-885 青年男性高强度间歇训练和中等强度 

 连续有氧运动中心血管反应比较研究 ------------------------------------- 董蕾,刘元,刘遂心 523 

PU-886 早期心肺康复对伴发心衰的心脏手术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 朱佳琪,董妍,马跃文 524 

PU-887 100Hz 电针锥体交叉投影区治疗脑梗死后肌张力增高的疗效评价 ----- 张海峰,王晓颖 524 

PU-888 康复运动干预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分析 ---------- 聂荣杰,琴仙玉,蔡菲等 525 

PU-889 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疗效观察 ------------- 李士英,王泽熙 525 

PU-890 超声引导下液体容量配合手法松解治疗肩周炎的疗效观察----------- 任凯,章荣,王关杰 526 

PU-891 药线点灸疗法治疗卒中后肌痉挛的疗效观察 ------------------------------------------滕以亮 527 

PU-892 儿童 Bainbridge-Ropers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张广宇,王军,李三松等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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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93 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运动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的疗效分析----------------------------张玮 528 

PU-894 应用脉动治疗仪治疗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观察 ------- 张桂芳,黄焕杰,王楚怀 528 

PU-895 慢性腰痛患者的静态姿势稳定性评估及足底压力分布特征------------------ 唐雁,王楚怀 529 

PU-896 浅议学前特殊儿童的品德教育 ------------------------------------------------------------陈川帆 529 

PU-897 浅谈智障儿童言语康复训练的策略 ------------------------------------------------------陈川帆 530 

PU-898 百笑灸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神经 

 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 ------------------------------------------------- 焦淼,孙银娣, 相洁 等 530 

PU-899 百笑灸配合关节松动术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疗效观察 ---------- 焦淼,孙银娣, 相洁 等 531 

PU-900 中药水疗联合手法松动术对膝关节 

 僵硬患者活动度的影响 --------------------------------------------- 焦淼,  孙银娣,  相洁 等 531 

PU-901 腰椎稳定性训练联合冲击波对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临床研究----- 刘晓霞,郭浩,陈颖璞 532 

PU-902 发散式冲击波结合超短波治疗对绝经期妇女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 郭浩,刘晓霞,陈颖璞 532 

PU-903 深层肌肉刺激仪联合核心肌力训练对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 郭浩,刘晓霞,陈颖璞 533 

PU-904 早期康复介入重症脑血管病 1 例报道 ----------------------------------------------- 蒲瑜,李华 533 

PU-905 重症脑梗死早期康复介入 1 例报道 -------------------------------------------------- 蒲瑜,李华 534 

PU-906 血友病性关节病康复治疗的初步研究 ---------------------------------------------------汪承凤 534 

PU-907 早产和足月儿围产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致脑性瘫痪的临床特征 --------- 孙殿荣,候梅 535 

PU-908 起立床站立训练治疗多系统萎缩低血压患者一例 ------------------------------------朱明跃 535 

PU-909 太极拳治疗高血压的系统评价及 meta 分析 --------------------------------- 潘化平,周修五 535 

PU-910 脑卒中患者膈肌功能评估与康复干预疗效的临床研究 -------------------- 潘化平,付娟娟 536 

PU-911 PNF 技术在肩周炎疾患康复中的选择性应用------------------------------------------王丽娜 536 

PU-912 核心肌群训练对剖宫产产后恢复的临床观察 ------------------------------------------王丽娜 537 

PU-913 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冲击波对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研究 ----------------- 刘亚丽,于观潇 537 

PU-914 Janda 治疗法对非特异性下腰痛的临床疗效分析 -------------------------- 于观潇,刘亚丽 538 

PU-915 关节松动术、牵伸联合冲击波治疗踝关节僵硬 ---------------------------- 刘辉,刘波,伍萨 538 

PU-916 早期康复手法治疗对儿童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患者恢复的疗效观察 ----------------王丽娜 538 

PU-917 患者的心理状况对膝关节术后康复效果的影响 ---------------------------------------王颖颖 539 

PU-918 核心肌力训练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 丁薇,徐文龙,赵静茹 539 

PU-919 术后早期康复功能锻炼对腰椎间盘突出 

 椎间孔镜术后患者的预后影响 ----------------------------------------------------- 丁薇,赵静茹 540 

PU-920 ACL 术后本体感觉角度重置训练对其 

 运动后疼痛以及步行能力恢复的疗效研究 ---------------------------------------------王希燕 540 

PU-921 NJF 治疗肩袖损伤（轻度）的疗效观察 ----------------------------------------- 丁薇,赵静茹 541 

PU-922 依达拉奉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及临床疗效的影响 ------------官昌伦 541 

PU-923 脑卒中患者自我康复训练对肢体运动功能的影响 ---------------------------------------周通 542 

PU-924 骨质疏松治疗仪对骨质疏松症骨痛的短期疗效观察 ---------------------------------曾海涛 542 

PU-925 直流电与改良球囊扩张术在延髓梗死吞咽障碍中的联合应用--------------- 刘虹伟,董飞 543 

PU-926 肺康复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 

 BODE 指数和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 尹正录,孟兆祥 543 

PU-927 脓毒血症致 ICUAW 的肺康复治疗一例分析 --------------------------------------- 陈颖,韩亮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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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28 运动疗法联合气压治疗在老年初次全髋关节置换中的应用----- 贺前武,赵正恩,张少军 544 

PU-929 高强度有氧训练在轻中度稳定期慢阻肺患者中的运用效果-------------------------王如龙 544 

PU-930 目标管理在肩袖损伤修复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 田贵华,白定群,何科序等 545 

PU-931 自我关节松动术在肘关节功能障碍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 田贵华,白定群,李向东等 545 

PU-932 悬吊系统训练联合肌内效贴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疗效观察----------------------董庆君 545 

PU-933 卒中单元中早期康复治疗的分析 ------------------------------------------------------------方文 546 

PU-934 体外冲击波治疗慢性腰肌劳损急性发作的临床疗效观察 ---------- 陈大为,王焕萍,王昊 547 

PU-935 早期康复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步态的运动学模式的影响----- 张阳,吴鸣,崔俊才等 547 

PU-936 大脑功能重塑在脊髓损伤后运动功能恢复中的作用 ---------------- 侯景明,冉苒,汪琴等 547 

PU-937 大量主动屈伸膝关节对膝关节韧带损伤患者疼痛及关节活动度的影响 -------------蔡政 548 

PU-938 沙袋衣负重训练对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研究 ------------------- 陈方川,谢鸿翔,陈琛 549 

PU-939 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扁平足预防的疗效观察 ------------- 陈方川,谢鸿翔,刘翠娟等 549 

PU-94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呼吸与运动相结合的协调控制训练的疗效观察 ----------黄丽虹 549 

PU-941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性瘫痪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林波 550 

PU-942 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患者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的疗效 ---------- 宋桂芹,李欣,戴培等 550 

PU-943 任务导向性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 

 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宋桂芹,戴培,李欣等 550 

PU-944 同一供体单肺移植术后康复 2 例报道 ----------------------------------------- 曾林芳,倪朝民 551 

PU-945 体外冲击波结合关节松动术对创伤性膝关节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唐超平 551 

PU-946 垫上运动训练对不完全性胸腰段脊髓损伤 

 患者平衡功能的疗效观察 ---------------------------------------------------- 熊攀,张韬,白定群 552 

PU-947 改进的膝关节单髁置换术早期康复计划 ---------------------------------- 牟雷,许华,董信勇 552 

PU-948 肌内效贴布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文茂 553 

PU-949 电刺激引导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在痉挛型脑性瘫痪中的应用 ---------------------邵银进 553 

PU-950 早期干预对中重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影响 ------------------------------吴桂华 553 

PU-951 A 型肉毒毒素对幼龄脑瘫儿童腓肠肌痉挛的影响 -------------------------------------蔡志军 554 

PU-952 早期康复介入对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的临床疗效分析 -------------------- 何鑫,张伟明 554 

PU-953 康复训练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临床疗效 ----------------------------------------- 陶蕾,甘子烨 555 

PU-954 核心力量训练结合推拿治疗产后腰痛 60 例临床观察--------------------------------王昭君 555 

PU-955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对不稳定心绞痛急诊 

 PCI术后患者心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 吕云,范雪梅 556 

PU-956 传统盲法针刀松解术在肩周炎治疗中定位 

 及操作准确度的高频超声观察 ---------------------------------------------------------------陈祢 556 

PU-957 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分娩新生儿骨密度现状 ---------------------------- 洪梅,李亚辉,凌俊等 557 

PU-958 脊髓损伤患者家属焦虑状况调查分析 ------------------------------------------------------詹菁 557 

PU-959 神经松动术对腰椎管减压术后早期感觉障碍残留的疗效观察--------------- 叶济灵,蔡斌 557 

PU-960 体外反搏治疗急性重症病毒性脑炎的疗效观察 ------------------------------------------唐亮 558 

PU-961 核心稳定训练结合闭链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和本体感觉的影响 -------张学慧 558 

PU-962 下肢闭链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肌肉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张学慧 559 

PU-963 集体合唱对脑卒中后抑郁治疗的影响 -------------------------------------------- 凌泽莎,李蓓 559 

PU-964 针刺联合运动想象疗法对脑卒中偏瘫肢体运动功能影响 -------------------- 李蓓,凌泽莎 560 

PU-965 基于“弓弦力学”理论应用体外冲击波治疗足底筋膜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段好阳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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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66 悬吊治疗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肩袖损伤疗效的观察 ---------------------------------魏袁晔 560 

PU-967 微信平台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 陈良华,刘刚 561 

PU-968 局部振动治疗联合关节松动术治疗手外伤后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 闫兆红,李志东 561 

PU-969 电针结合个体化健康教育对乌干达慢性下 

 背痛患者短期影响的临床研究 ---------------------------------------- 潘雷,武若雯,李川雄等 562 

PU-970 神经平衡疗法对脑瘫儿童情绪调节的疗效观察 ----------------------------- 周顺林,梁树影 562 

PU-971 综合运动疗法对脑卒中后膝关节过伸的疗效观察 ------------------------------------赵会爽 563 

PU-972 呼吸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 陈晨,周顺林 563 

PU-973 家庭康复指导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观察 ------------------------------郝晓英 564 

PU-974 肺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 ------------------------------ 陈彦,吴霜 564 

PU-975 探讨七级上肢功能训练对脑卒中软瘫期患者的影响   ------------------------------张利芬 565 

PU-976 音位对比法对提高听障儿童听觉识别能力的效果研究 ------------------------------贺花兰 565 

PU-977 认知行为疗法结合运动发育学训练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 连林立,刘笑宇,金兵站等 566 

PU-978 基于“上下肢一体化”理念的训练方式对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疗效观察 ----孔繁时 566 

PU-979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康复治疗随机对照研究 ---------------------------- 杜青,周璇,孙锟 567 

PU-980 先天性肌性斜颈并发运动发育落后的研究 ----------------------------------------- 周璇,杜青 567 

PU-981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本体感觉与功能性动作表现特征--------------------- 陈楠,杜青 568 

PU-982 功能性构音障碍儿童声母遗漏矫正的个案研究 -------------------------------- 赵风云,杜青 568 

PU-983 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结合生物反馈治疗对脑损伤 

 偏瘫患儿上肢功能的影响 ---------------------------------------------- 杨晓颜,杜青,靳梦蝶等 569 

PU-984 成人脊柱侧弯的多因素分析 ---------------------------------------------- 王继先,潘文秀,谢青 569 

PU-985 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 

 （Mobilisation With Movement）对慢性内侧 

 踝关节疼痛的疗效观察 1 例报告 ------------------------------------------- 辛蔚,姜丽,窦祖林 570 

PU-986 气压治疗对老年脑卒中卧床患者下肢屈肌张力的影响 ---------------------------------叶林 571 

PU-987 高频胸壁振荡排痰仪与人工叩击防治 

 老年脑卒中卧床患者坠积性肺炎的前瞻性对照研究 ------------------------------------昝明 571 

PU-988 血清癌胚抗原相关细胞黏附分子 1、胰岛素样 

 生长因子 1 水平变化与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骨密度的关联性分析 ---------------邹丽丽 571 

PU-989 不同时机开始康复治疗对 2 岁前脑瘫高危儿粗大运动疗效的影响. ---------------洪永锋 572 

PU-990  肘关节骨折超早期康复干预的临床疗效观察 ------------------------ 段文秀,吴鸣,倪朝民 572 

PU-991 下肢智能反馈系统对卒中早期卧床患者改善呼吸功能的应用-------------------------金旭 573 

PU-992 本体感觉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宋建霞 573 

PU-993 上肢机器人辅助训练对偏瘫肩痛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宋建霞 574 

PU-994 导航下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陈春燕 574 

PU-995 浅谈精细作业在特殊儿童功能恢复中的影响 ------------------------------------------赵晓芸 574 

PU-996 特殊儿童亲子教育康复训练正影响浅析 ------------------------------------------------赵晓芸 575 

PU-997 肺移植术后早期康复治疗对患者心肺功能的影响 ------------------- 邓淑坤,袁鹏,周海琴 575 

PU-998 震动疗法联合星状伸展平衡训练对 

 脑卒中患者功能性踝关节的影响 ---------------------------------------- 崔伟,张盘德,刘震等 576 

PU-999 电针疏密波联合膈式呼吸治疗脑卒中后顽固性呃逆的临床疗效分析 --------- 李婷,袁华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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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0 不同高频率的 rTMS 对脑卒中后 

 上肢功能和活动能力恢复的临床研究 ----------------------------------------- 肖长林,潘翠环 577 

PU-1001 胫腓骨骨折引起下胫腓联合分离钢板 

 螺钉内固定术后 6 周专业康复治疗介入功能恢复效果观察 ---- 张彪,梁志军,赵晓伟等 577 

PU-1002 脑卒中患者早期应用上肢康复机器人对上肢及手功能影响的探讨 -------------------仇辉 578 

PU-1003 内源性神经递质调控理论方法及应用 ------------------------------- 孙作东,鲁冰,孙宇婷等 578 

PU-1004 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帕金森病的临床研究 ---------------------- 唐强,邹伟,孙作东等 579 

PU-1005 悬吊运动疗法联合神经肌肉促进技术对 

 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评价 ---------------------------------------------陈丽娜 579 

PU-1006 超声波导入复方七叶皂苷钠凝胶治疗肩袖损伤的疗效观察--------------- 杨庆宝,邵迴龙 580 

PU-1007 本体感觉训练配合中医关节粘连传统松解术在踝关节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张鑫 580 

PU-1008 肺挫伤患者综合肺康复训练的效果评价 ----------------------------------------- 李爱玲,吴霜 581 

PU-1009 强制性体位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观察 ----------------------------------------------- 谢胜锋,李旭红 581 

PU-1010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 PELD 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 姜波,张倩,李晗等 582 

PU-1011 间歇性 Theta 节律刺激与 1Hz 重复经 

 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研究 ----------------------------------- 吴建贤,姜畅 583 

PU-1012 体外冲击波联合超短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观察 ------------------------------魏新春 583 

PU-1013 膝关节置换术后引流管未拔除下进行康复对膝关节主被动活动度的影响 -------程崇源 584 

PU-1014 运动治疗结合神经功能重建治疗系统对偏瘫患者膝过伸的疗效观察 -------------黄顺当 584 

PU-1015 抗凝药物联合气压泵疗法预防急性脑梗死患者下肢静脉血栓的临床分析 -------王顺达 584 

PU-1016 被动体位点刺结合康复功能训练治疗卒中后偏瘫痉挛状态的临床观察 -------------胡桢 585 

PU-1017 三级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和骨密度的影响 ---------------------------------陈源 586 

PU-1018 本体感觉训练对踝关节骨折患者小腿肌 

 表面肌电的影响和改善运动功能的研究 ---------------------------- 刘晓广,曹玲,章峰冰等 586 

PU-1019 Thera-band 弹力带训练对老年肩袖损伤患者的疗效分析 -----------------------------张静 587 

PU-1020 偏振光、中频电、五官超短波联合 

 治疗颞颌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 赵伟,雷慧杰,玄蕴 587 

PU-1021 心脏手术前短期呼吸肌训练可以预防术后 

 肺部并发症：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 陈小雨,郭琪 588 

PU-1022 肌肉衰减综合征是中国郊县老年人 

 抑郁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1 年的纵向研究 ---------------------------------------- 陈小雨,郭琪 588 

PU-1023 阶段化角度牵引治疗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观察 ---------------------------------高强 589 

PU-1024 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偏瘫上肢屈肌异常共激活的影 ---------------------------闫平平 589 

PU-1025 床旁徒手呼吸功能训练对植物生存状态气管切开病人肺部感染的影响 ----------朱春燕 590 

PU-1026 外用白脉软膏对家兔外周神经损伤恢复过程的机制研究 ------------------------------夏璐 590 

PU-1027 悬吊结合手法复位治疗产后耻骨联合分离患者的临床研究-------------------------郑遵成 591 

PU-1028 康复治疗对慢性肾脏非透析病患者 

 生存质量及运动耐力的影响 ------------------------------------------- 王晓玉,郑遵成,王勤等 591 

PU-1029 慢性肾脏病非透析患者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相关性调查 ------- 王晓玉,郑遵成,王勤等 592 

PU-1030 针刺治疗格林-巴利综合症验案举隅 -----------------------------------------------------赵奉茹 592 

PU-1031 针刺治疗腓总神经损伤验案 ------------------------------------------------------------------范涛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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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2 冲击波与温针灸治疗肩周炎疼痛及关节活动度改善的临床研究-------------------杜晓静 593 

PU-1033 综合康复治疗脑血管病意识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 陈义乾,王勤,高强 594 

PU-1034 齐刺寰椎横突结合传统刺法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观察----------------------侯立波 594 

PU-1035 刃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侯立波 595 

PU-1036 音波震动结合下肢闭链对前交叉 

 韧带骨-髌韧带-骨移植重建术后膝过伸康复效果的临床观察--------------------------李澎 595 

PU-1037 穴位配合的面瘫治疗 ---------------------------------------------------------------------------孙昊 595 

PU-1038 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脑室出血后继发吉兰巴雷综合征 1 例 ------- 段晓琴,陈岩,黄萨等 596 

PU-1039 本体感觉训练对踝关节骨折术后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研究-------------------------廖志平 596 

PU-1040 颈椎骨折伴脊髓损伤围手术期的康复治疗 ----------------------------------------- 李凯,周云 597 

PU-1041 红外线联合气压治疗在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 ----------熊斌 597 

PU-1042 针康优化技术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 姜慧强,范振林 598 

PU-1043 肿瘤康复的研究进展 -------------------------------------------------------------- 姜慧强,范振林 598 

PU-1044 佩戴式电子助行仪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张运锋 598 

PU-1045 SET 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康复的影响 ------- 刘静,周君,黄福锦等 599 

PU-1046 体外冲击波联合激光治疗足跟痛的疗效分析 ----------------------------------- 王永召,周云 599 

PU-1047 综合康复疗法治疗小儿脑瘫的疗效观察 ---------------------------------------------------孙攀 600 

PU-1048 穴位注射联合拔罐治疗对中风后肩痛的综合疗效 ------------------------------------刘红英 600 

PU-1049 离心收缩训练在冈上肌部分撕裂中的应用疗效探究 ----------------------- 李婷婷,汪学红 601 

PU-1050 臭氧大自血回输联合康复治疗对脑梗死 

 恢复期患者神经功能改善作用的临床观察 ------------------------- 孙远标,秦燕,程子翠等 601 

PU-1051 脑梗死患者早期康复训练前后的 DTI研究 ---------------------- 黄倩倩,吴龙强,陈晓龙等 601 

PU-1052 脊髓 SIRT1 负性调控 STAT3 磷酸化水平介导 

 NALP1 表达参与硼替佐米诱导的痛性神经病变 --------------- 刘翠翠,黄竹溪,郑耀超等 602 

PU-1053 不同脊髓节段重复磁刺激对急性脊髓损伤 

 大鼠运动功能及 GAP-43 表达的影响 ------------------------------- 刘浩,张安仁,庞日朝等 602 

PU-1054 重建生活为本的康复治疗在侧卧位前方入路 

 单侧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职业回归随访研究 ------------------------- 赵婧,吴鸣,倪朝民 603 

PU-1055 观察游戏治疗方式在小儿脑瘫运动功能恢复中的影响 ------------------------------王晓锋 604 

PU-1056 全身振动疗法对脑瘫患儿腓肠肌肌张力及步态的影响 ------------------------------刘翠娟 604 

PU-1057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疗效的观察 ------------------------ 上官王钱 604 

PU-1058 探讨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的影响 ---------------------------- 陈琛,谢鸿翔,陈方川 605 

PU-1059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早期应用帕维尔闭 

 链运动训练对膝关节稳定性及下肢肌力的影响 ---------------------- 樊嘉婧,牟翔,赵晨光 605 

PU-1060 神经松动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易江,刘忠良 606 

PU-1061 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疗效观察 ------------------------------------------------------------任倍倍 606 

PU-1062 选择性运动训练技术对 ACL 损伤保守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凯斌 607 

PU-1063 探讨运动疗法对帕金森病平衡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 阳初玉,李争鸣,徐薇等 607 

PU-1064 悬吊技术在儿童肩关节半脱位康复训练中的应用 ------------------------------------常笑冰 608 

PU-1065 感觉统合训练治疗小儿脑性瘫痪合并智力障碍疗效分析 ------- 杨磊,李三松,张广宇等 608 

PU-1066 尼莫同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临床观察 ---------------------------陈镇海 608 

PU-1067 陪护者强化康复教育对脑卒中患者肩痛的影响 ---------------------------------------胡裕君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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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8 放射状冲击波联合穴位注射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 张田,朱思刚,刘洪举等 609 

PU-1069 等速肌力训练技术在膝关节损伤中的临床应用 ------------------------- 张田,刘洪举,肖立 610 

PU-1070 弹性绷带对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 李丹,刘军军,刘亚琼 610 

PU-1071 低频交变磁疗法辅助治疗脊髓损伤 

 患者并发急性附睾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 田飞,袁华 610 

PU-1072 关节松动术对落枕的临床疗效观察 ---------------------------------- 江俊杰,康治臣,张雪晶 611 

PU-1073 体力活动相对活跃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心肺耐力与不同体力活动的相关性 ---------------------------------- 刘淑芬,全建东,张路等 612 

PU-1074 补元聪脑汤联合针灸对老年痴呆（肾虚痰瘀型） 

 患者疗效及 MMSE、Hcy、Aβ的影响 ----------------------------------------------------高翔 612 

PU-1075 Bobath 技术治疗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景蓉 613 

PU-1076 助力电刺激结合 Bobath 疗法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临床观察-----------------------景蓉 613 

PU-1077 手功能位矫形器配合肌内效贴治疗偏瘫患者手部肿胀的临床研究 --------- 李豪,赖冬冬 613 

PU-1078 阿基米德运动悬吊系统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疗效分析------------ 李晓泉,张雷 614 

PU-1079 火针联合隔姜灸改善前列腺增生症症状的临床疗效分析 -------------------- 张雷,李晓泉 614 

PU-1080 电针配合作业疗法对脑瘫儿童精细运动能力的疗效观察 -------------------- 李红霞,许秀 615 

PU-1081 引导式教育对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 李红霞,赵娜 615 

PU-1082 ZT-Ⅲ生物方法配合康复训练  

 对痉挛型双瘫肢体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 李红霞,李丹丹 616 

PU-1083 淋巴回流手法配合超声波对踝关节扭伤的疗效观察 ------------------------------------卢岳 616 

PU-1084 颈椎病诊疗方案临床日常生活活动验证报告 ---------------------------------------------张强 617 

PU-1085 推拿手法治疗小儿肌性斜颈效果分析 ---------------------------------------------------李鑫龙 617 

PU-1086 盆底肌肉低频脉冲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张婷 618 

PU-1087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恢复期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马晓 618 

PU-1088 脑卒中患者自我牵伸方对改善小腿三头肌痉挛的疗效观察--------------- 杨洪友,郑遵成 618 

PU-1089 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临床疗效观察 ------------------------------宋时荣 619 

PU-1090 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临床疗效观察 -------------------- 宋时荣,郑遵成 619 

PU-1091 表面肌电技术在脑卒中后咀嚼肌无力患者中的应用 ---------------------------------贾慧敏 620 

PU-1092 Rood 技术在早期脑卒中的应用分析 -------------------------------------------------------王震 620 

PU-1093 悬吊训练结合肩关节松动对治疗肩袖损伤引起的关节活动受限效果分析 -------杨家国 620 

PU-1094 针灸穴位注射联合耳压疗法治疗脑卒中尿失禁的临床研究--------------------- 孙霞,赵民 621 

PU-1095 腰椎融合术术后 APTP 康复指南的应用研究 ------------------------------------------王宪泽 622 

PU-1096 中药配合针灸联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疗效观察 ------- 牛振华,聂怀利,牛礼东 622 

PU-1097 嗅鞘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自噬的干预作用 ---------------------------------李萍 623 

PU-1098 肌电图检查评价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价值 ---------------------------------------------王英 623 

PU-1099 手法松动联合干扰电、偏振光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效果----------------------------陈磊 624 

PU-1100 超声引导下应用小针刀联合复方倍他米松 

 局部鞘内注射精准治疗成人Ⅲ期拇指 

 狭窄性腱鞘炎的疗效观察 ------------------------------------------------- 方文垚,罗军,刘昊等 624 

PU-1101 监督康复与家庭自我康复对肩袖修复术后 

 早期关节活动度及功能评分的比较 ------------------------------- 刘晓宁,于海驰,李颖智等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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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02 肌电生物反馈仪配合醒神开窍针刺法治疗 

 120 例颅脑损伤术后昏迷患者的疗效观察 ---------------------------------------------李西林 625 

PU-1103 PNF 技术联合松动术对肘关节功能障康复的影响 ------------------------------------杜雷飞 625 

PU-1104 展筋活血散联合控制训练在膝部损伤亚急性期的应用研究-------------------------杜雷飞 626 

PU-1105 水中运动疗法在膝关节损伤中的应用 -------------------------------------------- 敬竹子,张鑫 626 

PU-1106 肌内效贴应用于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康复的 Meta 分析 ----------- 裴子文,汪冕,孟宪梅 627 

PU-1107 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肌内效贴治疗中风后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疗效 ----------------雷迈 627 

PU-1108 肺康复对不完全颈髓损伤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研究 -------------易珍珍 628 

PU-1109 体外冲击波与膝关节腔内注射透明质 

 酸钠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疗效对比 ----------------------------------------------- 刘志成,张其亮 628 

PU-1110 肌内效贴对不同时期脑卒中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赵鸿斐,王德强 629 

PU-1111 选择反应时间对市辖区在职人员糖尿病、 

 动脉硬化及骨质疏松风险的预测价值 ---------------------------- 赵明明,杨建荣,黄艳群等 629 

PU-1112 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对下背痛患者疗效观察 ------------------------- 刘云芳,姜贵云 630 

PU-1113 功能训练体系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的疗效观察 ----------------------- 刘云芳,姜贵云 631 

PU-1114 针刺脑清穴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尖足畸形及 智力发育的影响 --------------------------张勇 631 

PU-1115 180 例脑瘫康复患儿医院感染分析 ---------------------------------- 王鑫,牛国辉,李林琛等 632 

PU-1116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康复治疗的疗效观察 -------------------------------------------丁蕾 632 

PU-1117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的影响  ---------------------------------------- 张仲锦,雷建荣 633 

PU-1118 神经松动术联合甲钴铵治疗轻中度腕管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宋红云,李建华,蒋红等 633 

PU-1119 半骨盆置换术后功能障碍精准康复治疗一例报告 ----------------------------- 李艳,张长杰 633 

PU-1120 主被运动训练仪结合神经康复训练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范小艳 634 

PU-1121 论脑卒中患者出院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马潇 634 

PU-1122 运动处方联合智能脉冲枪治疗掌指关节活动受限的疗效观察----------- 俞君,朱毅,王骏 635 

PU-1123 心理干预联合 24 小时管理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林丽红 635 

PU-1124 头皮针疗法对小儿脑瘫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詹莉丽 636 

PU-1125 推拿矫正儿童行走姿势异常 424 例临床观察 ----------------------------------- 王强,孙晨耀 636 

PU-1126 电针治疗脑卒中后偏瘫肩痛的疗效观察 ------------------------- 荀雅晶,颜起文,刘佩军等 636 

PU-1127 针灸配合推拿治疗小儿脑瘫 -------------------------------------------------------- 高文涛,董伟 637 

PU-1128 排尿方式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多重耐药 

 无症状菌尿患者尿培养菌群的影响 ---------------------------------------- 刘洪举,陈飞,邱智 637 

PU-1129 DMS 配合手法松解四边孔治疗双上肢麻木一例 -----------------------------------------吴涛 638 

PU-1130 SET 悬吊技术结合生物电反馈治疗对脑卒中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马奔 639 

PU-1131 肌内效贴联合综合康复治疗脑卒中后患肢水肿的疗效观察--------------- 王雪莲,毛芝芳 639 

PU-1132 强化股内侧肌肌力训练对膝关节周围骨折术后步行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林志刚 640 

PU-1133 “静蹲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疗效观察 ---------------------------------------林志刚 640 

PU-1134 神经肌肉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 潘冠文,戴金娥 640 

PU-1135 徒手淋巴引流技术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Ⅰ期的临床疗效观察 ------------ 许菁,张伟 641 

PU-1136 超短波联合大黄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肠功能障碍治疗中的应用-------------------------汤艳 641 

PU-1137 眼针带针疗法对脑卒中后痉挛和足底压力影响的临床研究----- 杨晶晶,甄希成,周雪梅 641 

PU-1138 血友病性关节病康复治疗病例交流 ------------------------------------------------------耿宝峰 642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6 

PU-1139 生物反馈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心率变异性 

 的影响生物反馈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心率变异性的影响 ---------------------------------胡菱 643 

PU-1140 孤独症结构化教学和对策 ------------------------------------------------------------------刘志晶 643 

PU-1141 腓骨长肌肌肉电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态的影响 ----------------------- 张玲玲,韩振萍 644 

PU-1142 DMS 对轻中度腕管综合征治疗效果观察 ------------------------------------- 李品梅,尹晓婷 644 

PU-1143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运动疗法对偏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王旭龙 645 

PU-1144 截瘫患者的心理护理 ---------------------------------------------------------------------------张瑞 645 

PU-1145 痉挛型脑瘫儿童颈肩上肢姿势控制缺陷的研究 ---------------------------------------张小凤 645 

PU-1146 肌筋膜松动配合关节松动术及功能锻炼 

 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疗效观察 23 例 ----------------------------------------------------李德斌 646 

PU-1147 “勒马缰”畸形 1 例报道 -------------------------------------------------------------- 江炎,周云 647 

PU-1148 体外冲击波联合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恢复期下肢运动功能疗效分析 ----------卢延景 647 

PU-1149 针刀松解配合改良跖筋膜牵伸技术治疗跟骨骨刺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 罗建昌,郎伯旭 647 

PU-1150 脑干出血继发橄榄核变性的康复治疗 1 例 ---------------------------------------------陈和禾 648 

PU-1151 康复训练对 1 例 Joubert 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 盛志强,赵兵 648 

PU-1152 筋结点手法松解联合独活寄生汤内服治疗 

 风寒湿痹型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 c=陈世宣,计静,林初勇等 649 

PU-1153 CPM 训练对下肢骨折术后影响 ------------------------------------------------- 程江华,吴华军 650 

PU-1154 镜像疗法治疗脑卒中后偏侧忽略的疗效 ------------------------------------------------张其乐 650 

PU-1155 Exploration on Chinese Brief ICF  

 Core Set for COPD: a Delphi Consensus Survey --------------------------------------王朴 651 

PU-1156 绳带在偏瘫患者姿势矫正中的作用 ------------------------------------------------------何春华 651 

PU-1157 NMT 拇指技术改善偏瘫患者踝背伸功能的疗效观察 --------------------------------汪希勇 651 

PU-1158 右上肢不全离断伤术后康复治疗效果：1 例报告 -------------------- 苏小妹,寄婧,时斌等 652 

PU-1159 儿童血友病关节出血后的个案报告与康复治疗 ------------------- 郑韵,徐开寿,邱晒红等 652 

PU-1160 针灸治疗婴儿双侧周围性面瘫 1 例分析 ----------------------------------------- 张静,徐开寿 653 

PU-1161 早期针灸干预对小儿周围性面瘫的预后的影响 -------------------------------- 张静,徐开寿 653 

PU-1162 不明原因脑瘫患儿运动功能与智力结构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洪小霞,徐开寿,何璐等 654 

PU-1163 高鸟氨酸血症-高氨血症-高同型瓜氨酸尿症 

 综合征病例报告与康复治疗 ---------------------------------------- 黄竟毓,徐开寿,邱晒红等 654 

PU-1164 胃肠功能促进技术在肠梗阻患者中的疗效分析 ------------------- 郭丽新,康治臣,刘忠良 655 

PU-1165 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康复现况调查研究 ---------------------------- 白国芳,杨丽亚,安媛 655 

PU-1166 “反”Pusher 综合征患者康复的个案分析 -----------------------------------------------蒋敏 656 

PU-1167 半月板损伤的康复锻炼小结 ---------------------------------------------------------------郭亚俏 656 

PU-1168 呼吸功能训练在颈段和上胸段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徐薇,阳初玉,赵明明等 657 

PU-1169 震动疗法联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肌张力影响----------------------------王勤 657 

PU-1170 电动起立床治疗对不同血液动力学改变 

 的稳定期脑外伤患者意识障碍改善的临床观察 ---------------------------------------黄彩平 658 

PU-1171 综合康复在早期重症脑血管病及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郑莹,武亮 658 

PU-1172 穴位肌电生物反馈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 何玲燕,冯玲 659 

PU-1173 三维步态分析评价下穴位肌电生物反馈对 

 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 何玲燕,冯玲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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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4 小脑顶核电刺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 

 意识障碍患者的脑干听觉及体感诱发电位的影响 -------------------------- 肖明原,张立新 660 

PU-1175 针刺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耳鸣 41 例临床观察 ----------------------------------------------刘红 660 

PU-1176 早期针灸治疗对偏瘫患者康复作用的临床观察 -------------------------------- 王丽丽,杨闯 661 

PU-1177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90 例脑梗死后 

 认知障碍患者的疗效分析 ------------------------------------------------- 全雪梅,梁活,林卫等 661 

PU-1178 C5/6 脊髓损伤患者上肢伸取过程中的表面肌电研究 ---------------------- 徐茂婷,高晓平 662 

PU-1179 基于 TMS“虚拟损伤”技术的 PPC-M1 功能连接调控机制研究 --------------戴广燕 662 

PU-1180 下肢智能康复机器人对早期脑梗死患者向正常步行模式发展的影响研究 ----------万凯 663 

PU-1181 吸气肌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呼吸功能影响的临床观察 -------------------- 马德阳,尹勇 663 

PU-1182 物理因子并电针治疗盆腔粘连所致慢性盆腔痛的临床疗效-------------------------李忠爽 664 

PU-1183 卒中后抑郁特异性生理指标的监测与分析 ---------------------------------------------林晓玲 664 

PU-1184 卒中后抑郁特异性生理指标的监测与分析 ----------------------------------- 林晓玲,宋鲁平 665 

PU-1185 镜像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障碍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 陈英伦,白玉龙 665 

PU-1186 呼吸肌训练对脑卒中后躯干控制和平衡功能的影响 ---------------- 韩亮,李惠琳,陈颖等 666 

PU-1187 运动治疗借助 Elispheric@三维动态椭圆运动治疗肩周炎效果观察 ---- 李承莉,阮家灿 666 

PU-1188 全方位密集训练系统对偏瘫型脑性瘫痪 

 患儿患侧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吴馨凝,张宏伟 667 

PU-1189 A 型肉毒素局部注射联合肌内效贴治疗 

 脑卒中伴痉挛患者上肢功能障碍 -------------------------------------------------- 李倩,张兆波 667 

PU-1190 中药与针灸配合运动疗法治疗一例小儿 

 无骨折脱位型胸髓损伤的疗效分析 ---------------------------------- 李晗,崔京振,张子慧等 668 

PU-1191 联合消肿方法于手外伤和中风偏瘫手消肿的效果对比 ---------------------------------李啦 669 

PU-1192 跑台运动训练通过抗凋亡作用增强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对脑缺血大鼠的治疗效果 ----------------------------------------- 张逸仙,刘楠 669 

PU-1193 不同姿势对肩峰肱骨距离及冈上肌厚度影响的超声研究 ------- 李铁山,牛镇远,王琳等 670 

PU-1194 经颅磁刺激对脑梗塞患者运动功能影响的临床观察 ---------------------------------叶立汉 670 

PU-1195 老年股骨胫骨折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康复护理研究 ------------------------------张莉莉 671 

PU-1196 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苏晓娇 671 

PU-1197 综合消肿治疗在乳腺癌患者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疗效观察-------- 沈剑南,尚翠侠,赵昭 672 

PU-1198 综合治疗偏瘫肩痛患者 1 例报告及文献回顾 -------------------------------- 张添奇,刘忠良 672 

PU-1199 髋关节肌群强化训练对偏瘫患者平衡的影响 ---------------------------------------------王磊 672 

PU-1200 脑卒中的个案康复研究 ------------------------------------------------------------------------罗佳 673 

PU-1201 脑卒中偏瘫患者非偏瘫侧下肢动态 

 平衡训练对患者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影响 ------------------------------------------------王杰 673 

PU-1202 经颅磁治疗对偏瘫患者患侧肢体肌力提高及步行能力的影响-------------------------王杰 674 

PU-1203 踝兴奋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 王路,吴立德,邓怡平 674 

PU-1204 心理干预对臂丛神经损伤抑郁期患者的影响 -------------------------------- 李立华,刘洪岩 674 

PU-1205 弹力带在外伤性膝关节活动受限中的应用 ---------------------------------------------刘凯华 675 

PU-1206 体外冲击波联合康复训练治疗髌骨软化症的疗效观察 ---------- 朱艳娜,王德强,沈顺姬 675 

PU-1207 核心训练在肌骨疼痛患者康复中的重要意义。 ---------------------------------------吕春辉 676 

PU-1208 生物反馈治疗排便障碍型便秘的临床疗效观察 -------------------------------- 李博,于惠秋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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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9 不同针灸频次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疗效观察 ---------------------------------------刘瑜 677 

PU-1210 中频脉冲电治疗配合麦肯基技术对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 ------------------------------------------- 祖文鹏,陈海,李东军等 678 

PU-1211 物理因子治疗结合针灸疗法治疗周围性面神经炎疗效观察----------------------------王梅 678 

PU-1212 神经干刺激疗法治疗中风后偏瘫疗效观察 ---------------------------------------------邓眉敏 679 

PU-1213 滞针疗法配合面部肌肉训练治疗顽固性面瘫 ------------------------------------------李为山 679 

PU-1214 运动疗法结合电针治疗动眼神经麻痹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莎 680 

PU-1215 电针对兔膝骨关节炎软骨 SIRT1 和 p53 表达的影响 ---------------------- 虞记华,胥方元 680 

PU-1216 早期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个案研究 ------------------------------冯梅 681 

PU-1217 悬吊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膝过伸的影响 ---------------------------- 高崇,高山,史雄飞等 681 

PU-1218 早期康复介入对产后恢复的影响 ---------------------------------------------------------唐月念 682 

PU-1219 股骨骨折术后减重步行训练分期介入对 

 步行功能的疗效观察 ------------------------------------------------- 张少军,赵正恩,黎孝富等 682 

PU-1220 经皮神经电刺激联合中药热奄包治疗对 

 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平衡和步行能力的临床疗效观察 ------------------------------袁丽 683 

PU-1221 委中穴放血对腰腿痛的治疗作用 ---------------------------------------------------------徐源嵩 683 

PU-1222 中药学与临床康复 ------------------------------------------------------------------------------崔鑫 684 

PU-1223 骨骼肌肉系统伤病的康复 ------------------------------------------------------------------刘玉宝 684 

PU-1224 通督调神针法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 

 睡眠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 陈丹,田亚峰,李玲等 685 

PU-1225 男性脑卒中患者发生骨质疏松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何丽瑶,周泳,谭波涛等 685 

PU-1226 综合疗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彭宇,李峰,邓景元等 686 

PU-1227 TCD 检查对眩晕患者病因及临床意义 --------------------------------------------------程丁宝 686 

PU-1228 围手术期康复治疗在桡骨远端骨折掌侧 

 锁定钢板内固定术后的应用 ------------------------------------------- 况春艳,余研,马振超等 687 

PU-1229 体外冲击波对肱骨外上髁炎疼痛的疗效观察 ---------------------------------------------林萍 687 

PU-1230 定期家庭指导性回访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居家安全的影响 -------------朱东东 688 

PU-1231 腹直肌肌皮瓣转移修复术患者早期康复训练 1 例报告 ----------------------- 郑艺,陈丽霞 688 

PU-1232 关于小儿斜颈的临床观察及早期的感知觉训练的影响 ---------------------------------卜晶 689 

PU-1233 不同康复干预方式对肺叶切除术后患者 

 早期运动能力及疼痛程度的影响探究 -------------------------------------------- 孙昕,牛传欣 689 

PU-1234 脑卒中恢复期上肢周围神经电生理的临床研究 -------------------------------- 刘绵绵,李哲 690 

PU-1235 儿童血友病膝关节出血的早期康复治疗疗效分析 ----------------------------- 刘哲,尚翠侠 690 

PU-1236 经颅直流电刺激作用于左外侧裂 

 后部对失语症听理解、阅读理解的作用 ----------------------------------------- 张雅妮,练涛 691 

PU-1237 家庭干预对痉挛型偏瘫患儿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 杜立立,尹香军 691 

PU-1238 多学科综合康复治疗在老年慢阻肺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探讨------------------ 李燕,尚翠侠 692 

PU-1239 关节松动术与 JAS 治疗顺序的先后对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赵伟健 692 

PU-1240 神经松动技术对偏瘫患者肢体痉挛的影响 ------------------------------------------------李超 693 

PU-1241 小儿推拿疗法在小儿脑瘫康复中的运用 ------------------------------------------------吴迪晋 693 

PU-1242 空气压力波联合氨基葡萄糖口服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观察 ----------------钟朝平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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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3 智能脉冲枪与传统手法综合治疗 骨盆旋移综合征临床研究 ---------------- 关历,钟朝平 694 

PU-1244 穿刺抽液臭氧灌洗加压固定 治疗膝骨关节炎积液临床观察 -----------------------钟朝平 694 

PU-1245 手功能训练与评估系统对手外伤患者功能的影响 ------------------------------------邢宁馨 694 

PU-1246 运动训练对 ICU 重症患者短期功能状态的影响 ----------------------------- 董晓荷,倪朝民 695 

PU-1247 自身诱导法结合头针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 张裴景,白艳杰 695 

PU-1248 单纯运动疗法对周围性面瘫治疗的疗效观察 ----------------------------------- 李东军,陈海 696 

PU-1249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技术对膝关节术后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何科序 696 

PU-1250 推拿在小儿脑瘫康复中的应用 ---------------------------------------------------------------李梅 697 

PU-1251 超早期康复治疗对肱骨近端骨折术前、术后的影响 ------------------------------------陶金 697 

PU-1252 运动康复对冠心病患者疗效的初步研究 ---------------------------- 费家玥,赵阳,李飞翔等 697 

PU-1253 康复训练结合肌内效贴对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张惠田 698 

PU-1254 节律性踝背伸牵伸训练对偏瘫患者踝背伸功能恢复的疗效分析-------------------张德君 698 

PU-1255 动态针刺法配合传统针刺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60 例 -----------------------------闫凤翔 699 

PU-1256 优化心脏康复方案对接受 PCI 

 治疗的老年心梗患者运动耐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岩 699 

PU-1257 丹参多酚酸在后循环缺血的治疗作用 ---------------------------------------------------梁廷营 700 

PU-1258 针灸联合玻璃酸钠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50 例--------------------------------------梁廷营 700 

PU-1259 针灸联合康复治疗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分析 ---------------------------梁廷营 700 

PU-1260 温针灸治疗老年性痴呆 37 例 -------------------------------------------------------------梁廷营 701 

PU-1261 五倍子散敷脐配合耳穴贴压治疗脑中风后尿失禁临床研究-------------------------梁廷营 701 

PU-1262 针灸理疗结合康复护理 治疗 内风湿关节炎、腰腿疼 ------------------------------张文杰 701 

PU-1263 针刺治疗脑梗死继发呃逆的临床观察 ------------------------------------------------------宋肖 702 

PU-1264 多发性肌炎康复 1 例 ------------------------------------------------------------------------付江红 702 

PU-1265 高危儿早期家庭指导康复干预 100 例疗效观察 ---------------------------------------魏贤召 703 

PU-1266 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恢复时间的影响 ---------------------------------周人龙 703 

PU-1267 脑卒中后遗症期分散与集中康复治疗的治疗效果比较 ------------------------------周人龙 704 

PU-1268 促醒针法配合康复训练对脊髓损伤的疗效观察 ---------------------------------------杜秋江 704 

PU-1269 面肌反馈训练在周围性面瘫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伏兰,赖玉婷 705 

PU-1270 基于 MR 灌注成像观察健脾补肾活血 

 方结合运动疗法对脑梗死患者缺血区血液循环的影响 ------------------------------张涛军 706 

PU-1271 四肢联动与针灸对腰段以上脊髓损伤患者躯干控制能力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王欣刚 706 

PU-1272 活动平板上横行训练对脊髓损伤后臀中肌无力步态的疗效-------------------------姜仁勇 706 

PU-1273 低频电刺激结合针灸治疗偏瘫肩痛的临床效果 ---------------------------------------薛俊强 707 

PU-1274 miR-31 对脊髓损伤小鼠内源性神经干细胞 

 再生增殖、分化作用的影响 ------------------------------------------- 王菲,王春芳,李鹏飞等 707 

PU-1275 早期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的影响 ---------------------------------------------------------刘冉 708 

PU-1276 一例反复头晕患者的治疗体验 ----------------------------------------------------- 姜斌,高晶晶 708 

PU-1277 早期康复对周围性面瘫患者的康复 ------------------------------------------------------吴甜甜 709 

PU-1278 局部振动对脑卒中上肢痉挛和运动功能的疗效分析 ------------------- 李琴英,李阳,贾杰 709 

PU-1279 一例右手第三掌指关节屈肌腱鞘炎患者的治疗经验分享 -------------------- 马玉静,于利 710 

PU-1280 浅谈红外线在治疗偏瘫患者关节障碍中的应用 ---------------------------------------王暄齐 711 

PU-1281 八段锦联合康复治疗对老年颈椎病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赵燕,罗伦 711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0 

PU-1282 运动爱好者 ACL 损伤术后肌内效贴扎下 

 股四头肌内侧头力量训练对于预防 CP 的意义 ------------------------------------ 张懿,张懿 712 

PU-1283 认知与执行策略训练模型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 

 大鼠运动功能的评定与治疗作用 ---------------------------------------------------------汤乃苏 712 

PU-1284 脑电仿生电刺激治疗神经性耳聋一例 ------------------------------------------------------裴培 713 

PU-1285 单纯运动疗法与运动疗法结合 CPM 治疗对 

 股骨干骨折术后膝关节活动度改善疗效对比 ------------------------------------------李英豪 713 

PU-1286 穴位注射配合作业疗法改善脑瘫患儿拇指内收的效果观察-------- 李翼哲,陈海,朱登纳 713 

PU-1287 一例迟发性脑病患者康复治疗 -------------------------------------------------------- 任玲,何竟 714 

PU-1288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偏瘫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邵士光 714 

PU-1289 基于多元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研究卒中后抑郁的脑网络机制------------------ 史宇,吴文 715 

PU-1290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功能障碍的影响----------------------------李丹 715 

PU-1291 头针配合康复疗法对缺血性中风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 景珩,徐存理,刘岳 716 

PU-1292 高能激光结合肌内效贴对踝关节扭伤治疗的疗效观察 ----------------------- 王洋,赵亚君 716 

PU-1293 等速训练联合悬吊训练对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 甘巧惠,张继荣 716 

PU-1294 脊髓栓系综合征术后超早期康复 ---------------------------------------------------------杨义荣 717 

PU-1295 论脑瘫患儿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庄敏敏 717 

PU-1296 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 剡军,李秦川 718 

PU-1297 综合康复治疗在骨质疏松症所致脊柱压缩性骨折的疗效评价------------ 赵卫卫,邵晨兰 718 

PU-1298 改良式功能牵引对下肢骨折术后膝关节活动度的影响 ---------------------------------李奇 718 

PU-1299 髌骨活动受限与膝关节受限 ------------------------------------------------------------------林林 719 

PU-1300 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治疗老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吴燕 719 

PU-1301 骨科病人术后疼痛的康复及效果评价 ------------------------------------------------------王宇 720 

PU-1302 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特点 -------------------------------------------------------- 李飞翔,赵阳 720 

PU-1303 早期康复介入对膝关节置换术的预后影响 ------------------------------------------------乔鸿 720 

PU-1304 针药结合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晴 721 

PU-1305 三字经推拿手法治疗小儿外感咳嗽疗效观察 ------------------------------------------宁文文 721 

PU-1306 广场舞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的疗效研究 ------------- 冯志鹤,张莉,廖维靖 722 

PU-1307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激光穴位治疗偏瘫足下垂及足内翻的疗效-------------------------李彤 723 

PU-1308 B 超引导下外周神经电刺激对脑卒中低肌张力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 李蕊,魏鲁刚 723 

PU-1309 任务导向性姿势控制训练对慢性 

 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姿势控制能力的影响 ---------------------------------------------郄淑燕 723 

PU-1310 针刺联合运动疗法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廖伯秀,胡月 724 

PU-1311 小儿习惯性髌骨脱位早期复合软组织矫正对髌股关节发育的影响 ----------------武恒敏 725 

PU-1312 悬吊训练对 LBP 患者疼痛、残障、肌力和焦虑的影响 -----------------------------王万宏 725 

PU-1313 核心肌群稳定性训练结合针刺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研究-------------------------王欣 726 

PU-1314 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缺血性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影响 ------ 程焱,胥方元 726 

PU-1315 机械振动波治疗瘢痕组织增生疗效观察 ------------------------------------------------苏振南 727 

PU-1316 智能脉冲枪联合肌内效贴治疗脑卒中后患者肩关节疼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贾万光 727 

PU-1317 温针灸联合运动疗法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的疗效观察-------- 丛文娟,王波,娄强等 728 

PU-1318 内热针治疗非特异性下腰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孙美玲 728 

PU-1319 谐振疗法对脑卒中患者肩痛的影响 ------------------------------------------------------刘迪迪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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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0 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规范康复流程的行动研究 ---------------------------------袁光辉 730 

PU-1321 盆底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排尿障碍的疗效观察 ------------------------- 李颖,陈卓,廖维靖 730 

PU-1322 针对脑卒中康复期患者留置尿管尽早成功拔管的处理策略-------------------------张文娟 730 

PU-1323 应用美国国家吞咽障碍食物标准对吞咽障碍患者市售饮品适用性调查 ----------郑方圆 731 

PU-1324 A 型肉毒毒素肌肉注射联合经皮神经肌肉 

 电刺激对卒中后肩痛的临床研究 ----------------------------------------------- 唐海燕,胥方元 731 

PU-1325 呼吸功能训练联合针刺治疗对脑卒中后 

 吞咽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 卢建丽,王美,申晓光等 732 

PU-1326 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进展 ---------------------------------------- 李琴,李怡,张剑等 732 

PU-1327 脑外伤后吞咽功能障碍相关因素的分析 ----------------------------------------- 顾梦笔,唐敏 733 

PU-1328 喂食指导与吞咽功能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影响分析-------------------------林金 733 

PU-1329 早期宣教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影响 ------------------------------------------------------祝明 734 

PU-1330 不同灸温艾灸治疗膝骨关节炎的康复疗效研究 ------------------------------------------周薇 734 

PU-1331 A 型肉毒毒素联合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对 

 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状态的疗效观察 ------------------------------------- 陈运峰,李响,张洪蕊 735 

PU-1332 "通关利窍"针刺法配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观察 ---------------------------- 陈运峰,李响,杨宪章等 735 

PU-1333 刺络放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鹿传娇 736 

PU-1334 电针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观察-------------------------鹿传娇 736 

PU-1335 体外冲击波治疗对上运动神经元损伤痉挛的影响 ---------------------------------------王亮 737 

PU-1336 虚拟现实技术在认知域的应用 ---------------------------------------------------------------秦琪 737 

PU-1337 溴吡斯的明联合间歇导尿对产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李良洪 738 

PU-1338 试管婴儿早期精神运动发育状况评估的研究现状研究 ---------------- 刘芸,黄浩宇,邹卓 738 

PU-1339 Physiomed 吞咽治疗仪对脑卒中吞咽障碍的影响 ---------------- 解家平,庄卫生,钱宝延 739 

PU-1340 间歇导尿术结合盆底康复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心理影响的干预研究 -------------公培培 739 

PU-1341 廉泉穴深刺配合球囊扩张术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徐子莉 740 

PU-1342 针灸对神经源性膀胱致肾损害高危因素的影响 ---------------------------------------杜庆周 740 

PU-1343 体外冲击波治疗偏瘫肩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范焕青 741 

PU-1344 体外冲击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疗效观察 ------------------------------------------------范焕青 742 

PU-1345 肌内效贴治疗偏瘫肩痛的临床观察 ------------------------------------------------------范焕青 742 

PU-1346 浅析脑卒中患者构音障碍的治疗  -----------------------------------------------------------耿丽 743 

PU-1347 针灸联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高君 743 

PU-1348 颈动脉海绵窦瘘栓塞术后伴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 1 例 -------------------------- 高君,任莉 743 

PU-1349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摄食训练 ---------------------------------------------------周晓雪 744 

PU-1350 宫颈癌手术后尿潴留患者的康复治疗 -------------------------------------------- 王晓君,于利 744 

PU-1351 浅谈中医梅花针扣刺放血疗法治疗痛风 ---------------------------------------------------于恒 745 

PU-1352 脑损伤后致异地口音综合征 15 例分析 ----------------------------------------------------孙慧 745 

PU-1353 早期吞咽训练结合临床护理对脑卒中后 

 气管切开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临床观察 ------------------------------- 李艳平,汤秀云,康杜欣 746 

PU-1354 A 型肉毒素注射治疗腘肌痉挛 1 例 ----------------------------------------------- 周阳,尤春景 746 

PU-1355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间歇性经口鼻饲或鼻胃管营养的效果比较----------------------冯燕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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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6 超声引导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成人脑源性 

 下肢痉挛状态疗效及表面肌电分析 ------------------------------- 郭壮丽,汤乃苏,沈娜娜等 747 

PU-1357 微信随访对自我护理的间歇导尿患者泌尿系感染发生率的影响-------------------安贝贝 748 

PU-1358 带状疱疹后遗神筋痛的临床进展研究 ---------------------------------------------------朱秀杰 748 

PU-1359 不同体位对卒中后偏瘫患者的上肢痉挛状态的影响 -------------------------- 秦文婷,李放 748 

PU-1360  站立位对脑卒中痉挛性偏瘫患者下肢 H 反射的影响 ------------------------ 秦文婷,李放 749 

PU-1361 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反射亢进的临床观察-------------------------阳浩 750 

PU-1362 肌内效贴扎技术结合筋膜手法技术治疗疼痛的临床应用 ------- 姚先彪,孙同萍,熊伟等 750 

PU-1363 电容电阻疗法在肩袖损伤损伤中的应用 ---------------------------------------------------张悦 750 

PU-1364 《对肩关节周围炎症的临床经验的分享》 ------------------------------------------------郑超 751 

PU-1365  骨盆调整在肩关节疼痛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聂小伟 752 

PU-1366 减重跑台联合弹力绷带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影响 ---------- 白坤常,吕莉,胡付垒 752 

PU-1367 探讨认知知觉训练结合针灸治疗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叶辉霞 753 

PU-1368 华蟾素胶囊治疗 64 例晚期胃癌的临床疗效观察-----------------------------------------杨乐 753 

PU-1369 头皮针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鹿传娇 753 

PU-1370 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吞咽功能训练在脑卒中后吞咽功能的恢复 -------兰晓燕 754 

PU-1371 96 例脑卒中患者吞咽困难康复训练疗效观察 -----------------------------------------兰晓燕 754 

PU-1372 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神经源性环咽肌失弛缓症的疗效观察----------------------兰晓燕 755 

PU-1373 探讨康复治疗对改善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的效果 ---------------------------------------黄莹 755 

PU-1374 脊神经后内侧支射频热凝术与椎体后 

 凸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对比研究 ---------------------------------徐昕 755 

PU-1375 球囊扩张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 

 环咽肌失迟缓的临床疗效观察 ------------------------------------------- 邓炎尧,刘超,李元等 756 

PU-1376 温针灸中极穴结合膀胱功能训练对 SCI后神经源 

 性膀胱的疗效观察 ---------------------------------------------------- 徐朦婷,李琳琳,王万宏等 756 

PU-1377 呼吸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腰椎 

 稳定肌异常的临床观察 ------------------------------------------------- 李超,毕鸿雁,刘西花等 757 

PU-1378 对脊髓损伤间歇导尿患者实施个性化饮水计划的效果 ---------------------------------陶艳 757 

PU-1379 表面肌电图联合洼田饮水试验对脑卒中后 

 吞咽障碍临床诊断价值的研究 -------------------------------------------------- 刘邦亮,朱美兰 758 

PU-1380 不同频率经颅磁刺激的联合应用对卒中 

 后认知功能的早期临床疗效观察 ------------------------------------- 丁巧方,李哲,郭钢花等 758 

PU-1381 肌内效贴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 I期的疗效观察 --------------------------- 赖米娜,刘红 759 

PU-1382 温针灸中极穴治疗产后尿潴留 36 例 ----------------------------------------------------王文静 759 

PU-1383 呼吸功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严重吞咽功能障碍 

 伴吸入性肺炎的疗效观察 ------------------------------------------- 何德深,黄世福,黄晓晖等 759 

PU-1384 焦虑、抑郁与躯体化症状患者 1 例报告及文献回顾 ----------------------- 刘颜芬,刘忠良 760 

PU-1385 高强度间歇训练对卒中后抑郁大鼠抑郁程度 

 及海马区神经可塑性和 BDNF 与 proBDNF 表达的影响 ----------- 罗路,王强,李丛琴等 761 

PU-1386 呼吸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胡冰涛 761 

PU-1387 音乐疗法联合认知功能训练对脑梗死后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 梁雪琴,王利勇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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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8 深层肌肉刺激仪联合电兴奋对落枕产生的 

 疼痛及颈肩活动度的干预效果观察 ------------------------------------- 梁红玲,牟翔,赵晨光 762 

PU-1389 刺血疗法配合消瘀散外敷治疗痛风性关节炎 67 例--------------------------------------潘进 763 

PU-1390 肌内效贴结合运动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 伍灵志,张国庆 763 

PU-1391 3Hz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吞咽 

 障碍患者 MMASA 的影响 ------------------------------------------ 王中莉,姚云海,胡乐明等 763 

PU-1392 经颅磁刺激对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分析 ------------------------------------------徐美君 764 

PU-1393 吞咽康复保健操在吞咽障碍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张燕琴 764 

PU-1394 皮内针联合作业疗法对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 梅瀚支,彭福,周海梅 765 

PU-1395 间歇性导尿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 -------------------------------------------- 吕凤梅,王瑾 765 

PU-1396 超声引导下肩峰下滑囊药物注射对偏瘫肩痛的疗效观察 ------------------------------魏爽 766 

PU-1397 放松训练在脑卒中患者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失迟缓症中的研究 -------梁红倩 766 

PU-1398  胸部闭合伤患者肺康复治疗个案 -----------------------------------------------------------罗静 767 

PU-1399 关于间歇导尿中饮水计划个性化定制实施的思路 ------------------------------------王玉梅 767 

PU-1400 针灸中风后吞咽困难的临床效果 ---------------------------------------------------------陆景华 767 

PU-1401 电针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郭凯锋,黄臻,钟陶 768 

PU-1402 穴位精确注射甲钴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高翔 768 

PU-1403 脑卒中后合并吞咽障碍患者在电子 

 生物反馈辅助下球囊扩张术的康复疗效观察 ------------------------------------------田鲜花 769 

PU-1404 脉血康胶囊治疗血瘀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分析 ------------------------------刘佳 769 

PU-1405 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差频 1~20HZ 和 

 1~100HZ 干扰电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许招娣 769 

PU-1406 电针夹脊穴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老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临床研究 -------------任彦景 770 

PU-1407 生物反馈治疗特发性压力性尿失禁一例 ------------------------------- 高萌,蔡菲,尹立全等 770 

PU-1408 局部振动仪结合手法治疗对瘢痕康复效果的临床观察 -------------------------- 李澎,曲超 771 

PU-1409 膀胱治疗仪联合托特罗定治疗痉挛型 

 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观察 ---------------------------------------------- 陈义乾,郑遵成,朱春燕 771 

PU-1410 分阶段个体化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的影响 -------------朱春燕 771 

PU-1411 基于 Ilizarov 技术慢性持续性牵拉治疗 

 膝关节术后关节僵硬的疗效观察 ---------------------------------------- 高强,郑遵成,高伟鹏 772 

PU-1412 钩针刀刺激多裂肌联合定点旋转手法 

 治疗包容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王恺 773 

PU-1413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缓解卒中患者小腿三头肌肌张力的研究----------------------------唐迪 773 

PU-1414 中药酊剂蜡疗法改善卒中后上肢肌张力高的临床研究  --------------------------------任锟 773 

PU-1415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 

 康复训练系统对重型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的疗效 -------------------- 李亚斌,冯海霞 774 

PU-1416 双侧咽部运动皮层经颅直流电刺激对卒中 

 后慢性期吞咽障碍患者的疗效 ----------------------------------------------------- 李姣,冯海霞 774 

PU-1417 经颅直流电刺激结合吞咽治疗对重型 

 颅脑损伤后认知障碍患者吸入性肺炎的影响 ----------------------------------- 李姣,冯海霞 775 

PU-1418 局部脉冲振动法与俯卧位整脊手法治疗  

 胸椎小关节紊乱的临床比较 -------------------------------------------------------- 曹书源,肖登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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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9 放散式体外冲击波治疗ⅢB 型前列腺炎患者疗效观察 --------------------- 张召玄,马跃文 776 

PU-1420 虚拟现实技术联合蜡疗在烧伤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杨庆宝 777 

PU-1421 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研究 ------------------- 邹伟,唐强,孙作东等 777 

PU-1422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假性球麻痹 ---------------------------------------------------------郭现军 778 

PU-1423 康复治疗对神经性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恢复的影响 ------- 袁海峰,张巧俊,吴仲恒等 778 

PU-1424 补中益气汤在植物神经过反射治疗中的应用及机制探讨 -------------------- 罗强,田春艳 779 

PU-1425 集束化管理对神经源性直肠患者的康复效果 ----------------------------------- 宋艳,郎红娟 779 

PU-1426 集束化护理对血管型认知障碍患者康复的影响评价 -------------------------- 路晓芸,宋艳 779 

PU-1427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注意功能 

 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刘远文,潘翠环,胡昔权等 780 

PU-1428 体外冲击波联合 DMS 深层肌肉刺激仪治疗跟腱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袁鸿儒 780 

PU-1429 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神经型 

 胸廓出口综合征的疗效评估及超声观察 ---------------------------------------------------王俊 781 

PU-1430 齐刺结合运动疗法治疗梨状肌综合征临床观察 ------------------- 戴梦圆,林咸明,周敏亚 781 

PU-1431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间歇性 

 导尿心理应对的质性研究 ------------------------------------------- 戴宏乐,张鹤立,罗见芬等 782 

PU-1432 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体技术运用对吞咽障碍患者生存质量影响的研究 ----------------陈晶 782 

PU-1433 牵伸训练结合 MET 技术对斜方肌肌筋膜疼痛的疗效观察 ------------------- 李玉学,张杨 782 

PU-1434 小组性认知训练对轻度老年痴呆患者重建生活的影响 ---------------------------------赵琳 783 

PU-1435 成年型进行性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分析及康复干预影响 ------ 周顺林,李新 783 

PU-1436 镜像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听理解障碍患者的应用观察 ------------------------------------冯虹 784 

PU-1437 发散式冲击波治疗脊髓损伤下肢肌痉挛临床观察 ---------------- 吕杭州,王清利,王振龙 784 

PU-1438 脑卒中后恢复期吞咽障碍患者的影响因素分析 ------------------------------------------陶亮 785 

PU-1439 脑卒中后恢复期吞咽障碍患者生化指标分析 ------------------------------------------朋海平 785 

PU-1440 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动态干扰电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  

 逼尿肌无力排尿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 李宁,袁华,牟翔 786 

PU-1441 Maitland 手法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 

 老年创伤后肘关节僵硬的临床疗效观察 ------------------------------------------------段好阳 787 

PU-1442 心理认知疗法对脊髓损伤患者中枢性疼痛的影响  --------------- 蔡西国,钱宝延,曹留拴 787 

PU-1443 刃针联合康复治疗技术治疗肩周炎的疗效观察 ---------------------------------------彭全成 788 

PU-1444 虚拟现实技术在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中的应用研究 ----------------- 朱其秀,宋金花 788 

PU-1445 类五禽戏之猿提在咽期吞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 俞茗文,万萍 789 

PU-1446 不同力面桥式运动对卒中患者患侧股四头 

 肌痉挛程度的影响研究 ------------------------------------------------- 张韬,白定群,林海丹等 789 

PU-1447 肉毒毒素治疗卒中后上肢痉挛的案例分析 ---------------------------- 陈婵,李放,陆蓉蓉等 790 

PU-1448 重症吞咽障碍患者早期干预疗效观察 ---------------------------------------------------黄丽虹 790 

PU-1449 白脉软膏涂擦对脑卒中患者 I型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的影响 ------------ 徐群,黄晓琳 791 

PU-1450 巴氯芬治疗胸段脊髓损伤所致排尿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 冉苒,汪琴,刘宏亮 791 

PU-1451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 ------------- 龚秋文,余洪俊,刘宏亮 792 

PU-1452 神经胶质瘤术后放化疗患者癌性疲劳 

 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 王玥,王政,杜芳芳等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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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3 盆底肌功能训练联合盆底肌电生物反馈仪 

 治疗中老年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分析 ---------------------------------------------------金道红 793 

PU-1454 改变流质性状联合吞咽治疗对脑卒中致 

 吞咽障碍患者的进食安全管理及疗效观察 -------------------------------------- 杨涓,聂启鸿 793 

PU-1455 电针联合作业治疗改善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临床研究 ---------- 李小宏,余和平,邵岚等 794 

PU-1456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伸膝痛进行腘肌 

 肌力训练配合动态关节松动术的疗效研究 ---------------------------------------------王希燕 794 

PU-1457 动态神经松动术结合传统中医推拿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观察 ----------吴平 795 

PU-1458 百笑灸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对脊髓损伤术后 

 负面情绪与生存质量的影响 ---------------------------------------------- 刘晓霞,程晓婕,董璐 795 

PU-1459 单穴运动针刺疗法对颈型颈椎病所致颈痛的干预 -------------------------------- 姜媛,郭浩 796 

PU-1460 循经取穴百笑灸疗法在肾虚型腰痛 

 患者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曾雪琴,孙银娣,  刘晓霞等 796 

PU-1461 肌骨超声引导下治疗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的应用价值 -------------------- 朱美兰,朱怡文 797 

PU-1462 腮腺注射 A 型肉毒毒素治疗脑外伤后顽固性吸入性肺炎 ------- 王熠钊,许雪梅,徐换等 797 

PU-1463 针刀联合封闭和微波治疗腱鞘炎的疗效观察 ------------------------- 刘朝生,王理,龙贤亮 798 

PU-1464 超声引导下介入治疗与高频电治疗对 

 脑卒中后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疗效比较 ---------------------------------- 韩超,王强,李江等 799 

PU-1465 正中神经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认知障碍疗效观察 ------------------- 荆静,马艳平,王永慧 799 

PU-1466 舌肌低频脉冲电刺激对改善鼻咽癌放疗后误吸情况的 疗效观察 ------- 陈丽珊,张盘德 800 

PU-1467 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治疗腰三横突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程华军 800 

PU-1468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卒中患者抑郁和认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郭君 801 

PU-1469 经鼻及经口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 失弛缓症在临床中的可行性比较 --------------郭君 801 

PU-1470 充气式护肩结合康复训练在治疗脑卒中 肩关节半脱位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郭君 801 

PU-1471 多模态感觉反馈治疗幻肢痛 ----------------------------------------------------------- 王冲,丛芳 802 

PU-1472 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肩痛的疗效观察 ----------------------------------------- 林歆,丛芳 802 

PU-1473 电针治疗化疗所致病理性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 向云,许娜,眭明红 802 

PU-1474 “扳机点”刺激结合意念训练促 

 早期脑卒中患者自主排尿功能恢复的临床研究 ---------------------- 毛二莉,周停,纪婕等 803 

PU-1475 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肛门牵伸下辅助自主排尿临床效果观察------------------ 沙彬秀,周莉 803 

PU-1476 不同浓度肉毒素治疗偏侧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 ----------------------------------- 向云,尉洋 804 

PU-1477 中枢神经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物理治疗-2 例病例报告 -------------------- 张带,马跃文 804 

PU-1478 胸锁乳突肌激痛点松解术治疗颈源性头痛疗效的对照观察--------------- 夏春凤,张淑云 805 

PU-1479 不同输出压力体外冲击波对脑卒中 

 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的影响 ---------------------------------------------- 李亚梅,冯荣建,黄林等 805 

PU-1480 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疗法联合肌电生物 

 反馈疗法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 ---------------- 田野,胡可慧,张逸等 806 

PU-1481 隔盐灸神阙穴配合盆底肌电子生物反馈治疗 

 对脊髓损伤后尿失禁的疗效观察 ------------------------------------- 李丹,梁振文,黄裕恩等 806 

PU-1482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结合传统言语治疗对于 

 wernicke 失语康复新方案初探 -----------------------------------------------------------曹芳真 807 

PU-1483 经颅磁对脑卒中构音障碍患者治疗的影响 ----------------------------------- 刘英震,朱晓丽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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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4 廉泉穴深刺治疗中风后吞咽功能障碍的疗效研究观察 ------------------------------徐子莉 808 

PU-1485 顽固性呃逆治验 ---------------------------------------------------------------------------------李娜 808 

PU-1486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口型模仿对 

 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复述能力的影响 -------------------------------------------- 杜丽,白定群 809 

PU-1487 口部功能训练对 75 例痉挛型构音障碍的疗效观察--------------------------------------高鑫 809 

PU-1488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上肢屈肘肌痉挛的临床研究--------------- 刘思豪,李哲 810 

PU-1489 LSVT-LOUD 训练对汉语帕金森病 

 患者言语障碍的疗效分析 ---------------------------------------------- 谭茗丹,李咏雪,陈曦等 810 

PU-1490 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失弛缓症有效性的 Meta 分析 ------------------------ 杨春生,陈祢 810 

PU-1491 基于电磁发音仪对运动性构音障碍患者发音时 

 舌与下颌构音运动学特征的研究-附 1 例病例分析 --------------- 冯小欢,丘卫红,武惠香 811 

PU-1492 软腭点刺联合言语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红 812 

PU-1493 益赛普在跟腱挛缩中的应用 ------------------------------------------------------------------李萍 812 

PU-1494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损伤患者执行功能障碍康复的疗效 ------- 薛翠萍,郄淑燕,张黎明 812 

PU-1495 一例 IOE 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体会 ------------------------------------------陈平 813 

PU-1496 B/M 型超声评估吞咽功能的临床研究 ------------------------------------- 颜瑜,张继荣,吴珊 813 

PU-1497 食团粘度对健康人咽期吞咽时序性的影响 ----------------------------------------- 张谦,吴霜 814 

PU-1498 医疗机构言语训练联合家庭康复在功能性构音障碍中的疗效分析 ----------------邓巍巍 814 

PU-1499 针刺改善卒中后假性球麻痹所致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 袁英,汪洁,黄小波等 815 

PU-1500 间歇性置管注食联合球囊扩张术 

 在神经源性环咽肌失驰缓症中的应用 -------------------------------------------- 杨鑫,王微晶 815 

PU-1501 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卒中后 37 例完全性失语结果分析 --------------------------------刘瑛 816 

PU-1502 冰刺激在脑梗死后吞咽障碍中的应用 ------------------------------------------------------靳阳 816 

PU-1503 rTMS 治疗对不同类型球麻痹患者 

 吞咽障碍治疗中的疗效对比 ------------------------------------------- 李文娟,张巧俊,傅静等 817 

PU-1504 康复治疗对 Pierre-Robin 综合征 

 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1 例报道 ------------------------------------------------ 周惠嫦,张盘德 817 

PU-1505 重复经颅磁刺激双相联合应用在脑卒中 

 吞咽障碍治疗中的作用 ---------------------------------------------------- 惠艳娉,张慧,付静等 818 

PU-1506 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常规吞咽功能训练对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及中枢皮层的影响 ---------------- 孟萍萍,韩超,李展菲等 818 

PU-1507 延髓背外侧综合症后吞咽障碍 1 例报告 ------------------------------------------------李欣怡 819 

PU-1508 基于肩关节结构的核心稳定性运动训练对 

 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 陈佩顺,丘卫红 819 

PU-1509 基于微信小程序远程指导脑卒中患者家庭康复训练 

 的效果研究基于微信小程序远程指导脑卒中 

 患者家庭康复训练的效果研究,潘钰,唐燕等 ------------------------------------------------820 

PU-1510 头针运动疗法康复治疗痉挛型脑瘫的疗效总结 ---------------------- 高晶,何璐娜,王丽娜 821 

PU-1511 心理干预结合经颅磁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抑郁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慧琳,王舒雅 821 

PU-1512 腕手关节损伤康复诊疗方案临床疗效评价 ----------------------------------- 付婷婷,马晓东 821 

PU-1513 儿童难治性癫痫混合发作个案语言治疗分析 ----------------------------------- 冯兰云,张绵 822 

PU-1514 紫外线治疗剖腹产手术切口脂肪液化临床效果观察 -------------------------- 任丽霞,张萍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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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5 中医五行音乐为背景的 MotoMed 治疗脑卒 

 中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 秦合伟,李彦杰 823 

PU-1516 通窍活血汤加减结合综合康复疗法对 

 颅脑外伤术后患者早期干预的疗效观察 ------------------------------- 许健,黄秀清,周纯等 824 

PU-1517 以游戏为基础的运动训练对脑梗死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郑娅 824 

PU-1518 暗示策略对帕金森病患者平衡功能和步态的康复作用 ---------- 崔立玲,于洋,朱志中等 825 

PU-1519 镜像疗法结合对侧控制神经肌肉电刺激 

 对急性脑梗死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朱志中,王博,于洋等 825 

PU-1520 针灸结合膀胱控制训练治疗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刘西纺 826 

PU-1521 颈椎前路减压融合术后颈部支具固定对术后颈部功能康复是否必要？ ----------刘西纺 826 

PU-1522 偏瘫患者早期肩关节优化训练 ----------------------------------------------------- 司凤山,丛芳 827 

PU-1523 水疗在脑外伤后痉挛管理中的应用 -------------------------------------------------- 崔尧,丛芳 827 

PU-1524 踝关节扭伤的物理治疗临床观察 -------------------------------------------------- 侯勇伦,丛芳 828 

PU-1525 半导体激光结合药物治疗急性附睾炎的疗效观察 ----------------------------- 张立颖,丛芳 828 

PU-1526 神经肌肉电刺激配合康复训练对肱骨中 

 下段骨折伴桡神经损伤后的疗效观察  ------------------------------------------- 朱迎九,丛芳 829 

PU-1527 脉冲短波治疗慢性胃肠炎的疗效观察 -------------------------------------------- 王莉莉,丛芳 829 

PU-1528 温水浸浴结合水中太极在心力衰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 金龙,丛芳 829 

PU-1529 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对高危儿的干预观察 ---------------------------------------------------张玉 830 

PU-1530 云南省 0～3 岁婴幼儿发育迟缓的早期干预 -------------------------------------------黄高贵 830 

PU-1531 “扳机点”结合“循经取穴”冲击波治疗 

 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 ---------------------------------------- 陈颖璞,孙银娣,刘晓霞等 830 

PU-1532 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足底压力及步行质量参数的比较 ---- 元香南,梁维娣,万峪岑等 831 

PU-1533 三维微角度牵引联合颈椎旋提手法 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 巩浩然,古恩鹏 831 

PU-1534 S-E-T 治疗对脑性瘫痪的效果观察-------------------------------------------------------吴金庭 832 

PU-1535 腰椎间盘突出症并神经根损害保守治疗临床观察 ---------------------------------------徐辉 832 

PU-1536 婴幼儿运动障碍功能评估及运动康复技术规范研究 ----------------------------- 吕楠,尚清 833 

PU-1537 TIP 睡眠调控技术对失眠症多导睡眠图影响的研究 ------------------- 刁倩,洪兰,汪卫东 833 

PU-1538 运动再学习疗法在帕金森病患者平衡控制训练中的应用 ------------------------------霍速 834 

PU-1539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改善的临床观察 ------ 郭方圆,郭方圆 834 

PU-1540 首音节相同的图命名训练对失语症词汇语音通达的治疗作用----- 范莎莎,梁英,薛燕萍 835 

PU-1541 黄芪制剂在痉挛型脑瘫核心稳定性训练中的应用浅析 ------- 董纪强,杨东梅,韩美美等 835 

PU-1542 早期综合物理因子治疗联合常规换药 

 对腹部手术切口愈合的疗效观察 ---------------------------------------------------------毕世庆 836 

PU-1543 红外线照射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疗效观察 ------------- 马玉娟,曹留拴,蔡西国等 836 

PU-1544 儿童脑性瘫痪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研究 ----------------------------------- 史晓杰,杨丽丽 836 

PU-1545 梅花针叩刺配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重症 

 手足口病后臂丛神经损伤 30 例疗效观察 ----------------------- 杨东梅,乔卫平,董纪强等 837 

PU-1546 针刺联合穴位注射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昏迷患儿促醒作用的临床研究 -------------王艳丽 837 

PU-1547 悬吊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的影响 -------------------------------- 金国圣,侯梅 837 

PU-1548 体成份对直流感应电治疗中电流敏感阈与耐受阈的影响研究--------------- 陈佳惟,王梅 838 

PU-1549 心理治疗对脑卒中的康复影响 ------------------------------------------------------------刘德阳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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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0 冰刺激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疗效 ---------------------------------------王晓明 839 

PU-1551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吞咽 ----------------------------------------------王丽 839 

PU-1552 中频电治疗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膝关节疼痛疗效观察----------------------鲍金磊 839 

PU-1553 重复经颅刺激结合针灸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 ------------------------------徐颖 840 

PU-1554 功能性构音障碍语音矫正的分期及特点 ---------------------------------- 杨盼盼,邢杰,黎萍 840 

PU-1555 运动疗法治疗 Prader-Willi 综合征及其效果观察 1 例 ----------------- 陈美玲,黎萍,邢杰 841 

PU-1556 电针结合 Bobath 技术治疗脑卒中恢复期足内翻的临床疗效观察 -----------------孟宪忠 841 

PU-1557 脑卒中偏瘫 30 例早期康复训练与恢复期心理康复-----------------------------------田跃龙 842 

PU-1558 一例格林-巴利综合征综合症患者的康复治疗 --------------------------------------------何飞 842 

PU-1559 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能力的影响 ---------------------------------于灏 842 

PU-1560 失语患者的认知训练 --------------------------------------------------------------------- 许新天保 843 

PU-1561 蜡疗对痉挛期脑卒中病人的疗效分析 ----------------------------------------- 安雅喆,安雅喆 843 

PU-1562 调查分析现代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罗玲,罗玲 843 

PU-1563 不同针灸方法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综述 -------------------------------------- 潘化平,侯玉坤 844 

PU-1564 心理治疗对脊髓损伤后亚急性期康复的临床观察 ------------------------------------王丽娜 844 

PU-1565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运动处方对其步态分析结果的影响研究-------------------------王希燕 844 

PU-1566 发散式冲击波与牵伸训练结合 

 足底按摩对足底筋膜炎临床研究 ---------------------------------------- 郭浩,陈颖璞,刘晓霞 845 

PU-1567 中药塌渍联合 Williams 体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影响 ------------- 宋亚,相洁,孙银娣 845 

PU-1568 探讨八段锦锻炼对颈椎病患者的康复影响 ------------------------------- 刘菁,相洁,孙银娣 846 

PU-1569 定点旋提手法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孙银娣,曾雪琴  ,王军 846 

PU-1570 腹式呼吸训练在缓解腰椎间盘 

 突出症急性期疼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 王蕊,  相洁,孙银娣 847 

PU-1571 反射区按摩联合足浴治疗骨质疏松性足跟痛疗效观察 ------------- 尹思佳,相洁,孙银娣 847 

PU-1572  艾灸与点穴对下肢骨折术后尿潴留的临床效果观察 --------------- 侯思琦,相洁,孙银娣 848 

PU-1573 针刺配合牵引治疗颈椎病的效果评价 ----------------------------------------------- 张平,黄英 848 

PU-1574 悬吊训练对早期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影响 

 ——病例报道 ---------------------------------------------------------------------- 汤莉,李艳,程浩 848 

PU-1575 针刺联合丹芪合剂椎旁注射治疗腰椎 

 管狭窄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 林进财,何剑全,陈健 849 

PU-1576 多波段光疗对一例高龄糖尿病足术后伤口 ------------------------- 尹凯月,任国伟,胡文清 849 

PU-1577 基于核心稳定性训练的医疗保健操对 

 神经型颈椎病康复的影响 ------------------------------------------- 焦淼,  孙银娣,  刘娜等 850 

PU-1578 发散式体外冲击波联合肌筋膜触发点 

 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 孙银娣,  曾雪琴 , 潘小妮等 850 

PU-1579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腰椎间盘突出症 

 手术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探讨 ---------------------------------------- 孙银娣,曾雪琴 , 潘小妮 851 

PU-1580 力线纠正法在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孙银娣,曾雪琴 , 潘小妮等 851 

PU-1581 氧针疗法联合运动想象对急性期 

 脑梗塞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张艳春 852 

PU-1582 评价肌内效贴贴扎治疗对脑卒中后下肢功能的影响 ---------------------------------郝秀媛 852 

PU-1583 针灸治疗中风后肌痉挛的临床研究进展 ------------------------------------------------李德岩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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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4 深层肌肉刺激仪联合蜡疗治疗梨状肌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 宁丽萍,丁欣利,范晓华 853 

PU-1585 四缝穴刺血治疗急性胃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江春 853 

PU-1586 择时取穴结合现代康复技术在改善脑卒中后肌痉挛状态的疗效观察 ------ 朱瑞生,杨阳 853 

PU-1587 病毒性脑炎后吞咽困难患儿早期康复疗效观察 ---------------------------------------王花敏 854 

PU-1588 姿势管理结合认知训练对发育迟滞患儿的运动影响 ----------------------- 刘月余,胡继红 854 

PU-1589 镜像疗法结合患侧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 

 偏瘫恢复期患者腕背伸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解希曦 855 

PU-1590 超短波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治疗产后堵奶的临床效果研究-------------------------雷映霞 856 

PU-1591 个体装配上肢假肢后的功能状况研究 ------------------------------- 冯丹玲,陈越,周贤丽等 856 

PU-1592 定制矫形鞋垫在糖尿病足防治中的疗效观察 ---------------------------- 李磊,武继祥,陈东 857 

PU-1593 皮质重塑法在脑卒中后慢性肩痛中应用的疗效观察 ----------------------- 管亚亚,周贤丽 857 

PU-1594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治疗网球肘疗效观察 ----------------------------- 洪传盛,周贤丽 858 

PU-1595 悬吊运动疗法对痉挛型偏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谢层层 858 

PU-1596 电动起立床对早期偏瘫患者站立平衡的效果分析 ---------------------------------------徐华 859 

PU-1597 电针结合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临床疗效观察 -------------徐尧 859 

PU-1598 上肢机器人训练联合作业疗法对改善脑卒中 

 后偏瘫肩痛及上肢功能的作用 ---------------------------------------- 孔渝菡,詹菁,孟桂宇等 860 

PU-1599 等速肌力训练对交叉韧带损伤后膝关节稳定性恢复的临床研究----- 裴强,王朝阳,张京 860 

PU-1600 头皮针与经颅磁刺激对中度及重度认知障碍的脑瘫患儿疗效的比较 ----------------刘楠 861 

PU-1601 肌内效贴贴扎结合关节松动训练治疗 

 colles 骨折术后腕关节僵硬临床观察 ------------------------------------------------ 王争,陈钢 861 

PU-1602 电子生物反馈治疗结合功能训练对改善 

 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疗效研究 ---------------------------------------葛飞飞 862 

PU-1603 以“生活重建”为主导的训练模式对胸腰段 

 SCI患者 ADL 及心理的影响 ------------------------------------------ 刘鑫,刘福蕊,宋作新等 862 

PU-1604 0.5 秒运动预激活康复机器人综合训练方案对 

 GBS 患者步行功能重建的效果报道 1 例 --------------------------- 张韬,白定群,林海丹等 863 

PU-1605 水中 PNF 模式协调运动对偏瘫患者平衡和步行能力的影响 ---------------- 黄犇,王岩松 863 

PU-1606 工具辅助软组织松解技术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应用 ---------- 杨述鸣,赵磊,贺文豪 864 

PU-1607 步行锻炼时机的选择对早期脑卒中患者  

 患侧膝关节疼痛发生率的影响 ------------------------------------- 满慧静,宋宏颖,王利勇等 864 

PU-1608 浅谈智障儿童的语言训练方法 ---------------------------------------------------------------周荧 865 

PU-1609 运动疗法对先天性心脏病成年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系统评价和 Meta ----------------------------------------------------------------- 李欣,周璇,杜青 865 

PU-1610 研究抑制健侧踝机制对脑卒中后下肢出现运动性失用患者平衡的影响 ----------孔繁时 866 

PU-1611 脑卒中患者水中运动疗法个案报道 ------------------------------------------------------萧敦武 866 

PU-1612 浅谈对听障儿童进行声母／l／、／f／、／h／的语音轮替训练的研究----------竺海璐 867 

PU-1613 肌电生物反馈放松训练对慢性下背痛伴 

 恐惧-回避信念患者的康复疗效 --------------------------------------- 范飞,姜贵云,王立宁等 867 

PU-1614 He-Ne 激光局部照射联合湿性敷料治疗二期压疮的临床效果观察 ------------------杜霞 868 

PU-1615 针刺联合康复手法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观察----------------------------申园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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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6 温督通络中药汤剂联合针刺对不完全 

 脊髓损伤患者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李庆军 868 

PU-1617 工娱康复训练对工伤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与分析------------ 周顺林,胡秋生 869 

PU-1618 呼吸功能训练在改善脑卒中患者床旁康复功能的观察    ------------------- 刘军,刘晓文 869 

PU-1619 早期床旁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 周顺林,陈晨 870 

PU-1620 使用 Brounnstrom 治疗技术对偏瘫患者 ADL 的影响 -------------------------------李凯霞 870 

PU-1621 “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理念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周顺林 871 

PU-1622 头皮针结合冲击波治疗下肢外伤截肢后幻肢痛的临床研究------------------ 张沙,周顺林 871 

PU-1623 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肩手综合征的影响 ---------------------------------秦小勤 872 

PU-1624 创伤后肘关节粘连患者的综合物理治疗 44 例报告-----------------------------------刘丽琨 872 

PU-1625 地黄饮子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外伤康复期疗效观察 ---------------------------------李红霞 872 

PU-1626 杨式太极拳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康复的影响分析--------- 胡秋生,周顺林 873 

PU-1627 CKC 模式在悬吊中的应用联合头颈部控制 

 训练对改善脑卒中后共济失调步态的疗效分析 ---------------------------------------杨忠国 873 

PU-1628 作业结合计算机认知训练系统对脑外伤患者定向力的改善------------------ 冯虹,郭能峰 874 

PU-1629 正中神经电刺激对重型颅脑损伤昏迷患者促醒的临床观察-------------------------韦宝珠 874 

PU-1630 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训练对命名性失语的影响 ------------------- 毛利,赵晨光,孙晓龙等 875 

PU-1631 低频 rTMS 结合同步命名训练对脑卒中后 

 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复述能力的影响 ---------------------------------- 高汉雄,陈艳,王璇等 875 

PU-1632 眼针结合 tDCS 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临床效益研究  -------------- 刘超,万明珠,黄臻 876 

PU-1633 眼针结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效应研究  --------- 刘超,万明珠,黄臻 876 

PU-1634 观察呼吸神经生理促进疗法结合体外 

 膈肌起搏器对脑卒中后呼吸功能的疗效研究 ---------------------------- 刘超,万明珠,黄臻 877 

PU-1635 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疗效研究 ---------------------------------------------------------贾旭珊 877 

PU-1636 延续居家言语训练对脑卒中失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艳存 878 

PU-1637 构音障碍强化训练结合口部感知运动在 

 脑性瘫痪儿童中应用效果观察 ------------------------------------------- 邱婕,黄任秀,张靖等 878 

PU-1638 高危儿早期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廖正飞,张靖,李俊等 879 

PU-1639 悬吊摆动联合关节松动术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的临床研究----------------------王玉辉 879 

PU-1640 脑卒中的 康复治疗 -------------------------------------------------------------------------张丹丹 879 

PU-1641 握拳加压包扎对手烧伤患者手功能康复的影响 ---------------------------------------徐晓川 880 

PU-1642 脑瘫儿童的智力因素与其大运动康复疗效的因素分析 ------------------------------刘小艳 880 

PU-1643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损伤  

 后青年抑郁患者的疗效 -------------------------------------------------------------- 李姣,冯海霞 880 

PU-1644 水中运动治疗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治疗作用 ------------- 廖麟荣,史希陶,王娟等 881 

PU-1645 关节粘连传统松解术在关节僵硬治疗中的疗效评价 ------------- 张鑫,陈罗西,付婷婷等 881 

PU-1646 中药熏洗在烧伤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 杨庆宝,邵迴龙 882 

PU-1647 石蜡疗法结合常规功能训练对全髋置换术后患者功能恢复的临床观察 -------------张菲 882 

PU-1648 生活重建在脑卒中患者的应用 ------------------------------------------------------------赵庆贺 883 

PU-1649 软组织推拿手法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的意义 ----------------------------- 阴涛,郑遵成 883 

PU-1650 呼吸训练联合球囊扩张术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疗效研究 ---------------------------葛宣宣 883 

PU-1651 Powerbreath 呼吸训练治疗对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疗效研究 -------------------------葛宣宣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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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2 基于调整膈肌功能障碍缓解非特异性下腰痛的临床疗效观察----------------------高伟鹏 884 

PU-1653 骶髂关节调整技术在非特异性下腰痛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高伟鹏,郑遵成,王晓玉 885 

PU-1654 早期 motomed 训练对截瘫性脊髓损伤患者下肢肌力的影响------------- 贾钟淇,段好阳 885 

PU-1655 悬吊训练联合振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  

 平衡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 彭俊峰,李彦杰,秦合伟 886 

PU-1656 探讨上肢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 孟桂宇,白定群 886 

PU-1657 危重症患者的早期语言康复干预实践 ---------------------------------------------------张庆苏 887 

PU-1658 古琴及古琴曲在治疗颈,腰椎病及其不良情绪疗效观察 ------------------------------高竹林 887 

PU-1659 电针疗法联合常规康复疗法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康复的临床研究 ----周厚勤 888 

PU-1660 哺乳期乳房脓肿非手术治疗体会 ----------------------------------------------- 邓丽明,李旭红 888 

PU-1661 感应电疗法结合运动疗法对落枕后关节活动度及疼痛的影响----------------------吕云昉 889 

PU-1662  物理因子配合中医中药治愈大面积皮肤绿脓杆菌感染 1 例报告 ------------------杨迎丰 889 

PU-1663 探讨物理因子疗法联合呼吸训练对气管切开 

 脑卒中患者缩短拔管时间的疗效分析 ------------------------------------------------ 许晓寒思 890 

PU-1664 超声波联合软组织牵伸技术对新生儿斜颈的疗效观察  -------------- 郭颖,牟翔   袁华 890 

PU-1665 截根疗法配合辩证针刺治疗乳腺增生的临床疗效观察 ------- 王红格,魏文志,李香社等 890 

PU-1666 功能性电刺激四肢联动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效果分析 ---------------- 胡川,顾莹,刘敏等 891 

PU-1667 针刺配合肌内效贴布对中风痉挛性瘫痪的疗效影响 ------------------- 续龙,王莹,王进进 891 

PU-1668 应用肌内效贴治疗痉挛型偏瘫患儿足下垂的疗效观察 ---------- 龙亚君,熊裕娟,覃蓉等 892 

PU-1669 短波紫外线联合外科清疮治疗老年压疮的临床观察 ------------------- 玄蕴,赵伟,雷会杰 892 

PU-1670 中频电超短波联合手法治疗应用于术后肠功能紊乱的临床疗效观察 -------------雷会杰 893 

PU-1671 从腰痛验案浅探《内经》人迎气口脉法 ----------------------------------------- 郑海梅,高聪 893 

PU-1672 传统武术五步演化动作对运动疗法治疗师的脊柱保护效果观察-------------------焦成渠 893 

PU-1673 关节松动术在肘关节骨折术后功能障碍治疗中的应用 -------------------------- 王农,吴平 894 

PU-1674 关于运动机能贴临床应用的探讨思考 ---------------------------------- 陈斌,邹汶珊,艾长山 895 

PU-1675 艾灸结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 王莹,聂怀利 895 

PU-1676 小组式作业治疗对精神发育迟滞幼儿的疗效观察 ------------------------------------王文娟 895 

PU-1677 一例昏迷促醒患者的康复实操 ---------------------------------------------------------------庞伟 896 

PU-1678 胸部物理治疗防治颈髓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效果观察 ---------------------------------李响 897 

PU-1679 电针缓解痉挛型脑瘫患儿腓肠肌痉挛的即时效应研究 -------------------- 王丽丽,贾飞勇 897 

PU-1680 蜂针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研究 ------------------------------------------李树谦 898 

PU-1681 渐进式抗阻训练对女性膝骨关节炎 

 患者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 倪广晓,韩晓勇,周宏斌等 898 

PU-1682 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对抑郁症患者的效果探析 ---------------------------------------訾程程 899 

PU-1683 康复治疗结合手运动功能训练对促进偏瘫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作用 ----------------韦敏 899 

PU-1684 感觉运动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家庭康复平衡和日常生活活动的影响 -------------------黄锋 899 

PU-1685 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云平台的构建研究 ---------------------------------------------------李古强 900 

PU-1686 针刺手法拔罐治疗腰痛 ----------------------------------------------------------- 杨全意,张为民 900 

PU-1687 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患者的重要性 ------------------------------------------------------------刘蕊 901 

PU-1688 核心力量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行及平衡能力的影响 ------------------------------------庞超 902 

PU-1689 基于数据挖掘对中医药治疗头痛用药规律的研究 ------------------------------------尚存霞 902 

PU-1690 中药熏蒸疗法的临床浅见 ------------------------------------------------------------------孟茜茜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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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1 等速肌力训练联合有氧运动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 郭凯锋,黄臻 903 

PU-1692 矫形鞋垫对儿童内外八字的治疗 ---------------------------------------------------------秦厚红 903 

PU-1693 躯干与骨盆控制训练对脑卒中患者的疗效观察 2018.5.28 ----------------------------冯龙 904 

PU-1694 全口义齿对失语症患者语音清晰度影响的观察一例 ---------------------------------贾慧敏 904 

PU-1695 一例盲人产妇母乳喂养的康复治疗 ---------------------------------------------------------刘风 905 

PU-1696 电动起立床站立时间对偏瘫患者下肢感觉功能的临床观察----------------------------娄强 905 

PU-1697 手法治疗、电刺激结合运动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的临床研究-------------------------米慧 906 

PU-1698 跪位躯干强化训练对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影响 ---------------------- 王强,鲍梦春,高李等 906 

PU-1699 中国传统康复治疗 ------------------------------------------------------------------------------张玉 907 

PU-1700 嗓音康复训练治疗男声女调的远期疗效观察 ------------------------------------------陈苏徽 907 

PU-1701 以任务为导向的游戏训练在 2-3 岁脑瘫儿童作业治疗中的应用 -------------------尹林林 908 

PU-1702 刃针常规针刺下腰部与联合针刺 T9-L2 

 两侧关节突治疗下腰痛 120 疗效分析 ----------------------------------------- 吴小山,周敏亚 908 

PU-1703 Rood 技术在脑卒中后构音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李坤颖 908 

PU-1704 脑干出血后肺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个案分析 ------------------------------------------李琳琳 909 

PU-1705 易筋经联合耐力运动对冠心病患者心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李琳琳 909 

PU-1706 《诸病源候论》导引法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 

 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影响的研究 ---------------------------------------------------李琳琳 910 

PU-1707 易筋经联合隔膜 3D 呼吸对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的肺功能影响  --------------------------------------------------------李琳琳 910 

PU-1708 干扰电结合康复训练治疗中风后肩痛的疗效观察 ----------------------------- 杨静,王利勇 911 

PU-1709 关节腔内注射联合中医康复治疗肩周炎体会 ------------------------------------------程建章 911 

PU-1710 柠檬酸冰棒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 ---------------------------------------毛珍芳 911 

PU-1711 针灸治疗头部内伤案 -------------------------------------------------------------- 李艳明,袁菱梅 912 

PU-1712 超声波联合中频电治疗手外伤术后瘢痕效果观察 ---------------- 尹晓婷,宗敏茹,于慧秋 912 

PU-1713 心理治疗结合病友支持对早期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观察 ------- 杨华中,崔金龙,袁高明 912 

PU-1714 连续性体位转换训练在一例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中的应用-------------------------胡玉汝 913 

PU-1715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镜像疗法结合运动 

 想象疗法在偏瘫病人康复运动中的应用及意义 ------------------------------------------张莹 913 

PU-1716 超声波药物透入法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 赵志博,李淑荣 914 

PU-1717 镜像治疗结合功能性电刺激对亚急性 

 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及步行功能的影响 ------------------------------------------------徐乐义 914 

PU-1718 基于 Bobath 治疗理念的物理治疗对脑卒中患者预后的改善研究 --------------------白瑞 915 

PU-1719 新 Bobath 治疗概念结合言语认知训练 

 对脑卒中肢体障碍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白瑞 915 

PU-1720 认知行为疗法对下背痛伴恐惧-回避信念患者的影响 --------- 王立宁,赵聪聪,张霜雪等 916 

PU-1721 针药结合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 ------------------------------海志凡 916 

PU-1722 往复式训练结合感觉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陈景周 917 

PU-1723 腹式呼吸对隐性应激型冲动行为者干预效果的个案分析 ------- 王国谱,张小霞,汪娜等 917 

PU-1724 头皮针结合认知训练治疗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临床研究 ------- 谢蓓菁,孙长慧,杨铭等 918 

PU-1725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综合康复训练对脑卒 

 中后偏瘫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 邵蒙蒙,周腾敏,周颖等 918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3 

PU-1726 综合康复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 袁海军,杜绍华 919 

PU-1727 桥式运动在肢体 Brunnstrom 分期康复中的应用 ----------------------------------------鲁雷 919 

PU-1728 电针“足三里、悬钟”对穴治疗脑卒中 

 偏瘫驰缓性足下垂疗效观察 ----------------------------------------------------- 王亚楠,王学新 919 

PU-1729 The 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for Osteopor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王朴 920 

PU-1730 基于 Bobath 球的核心稳定性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张玮涛 920 

PU-1731 生物反馈结合头皮针在卒中后肢体康复中的疗效研究 ------------------------------张司铎 920 

PU-1732 全髋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作业治疗的疗效观察 ---------------------------------------李雪娇 921 

PU-1733 运动再学习技术结合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偏瘫肢体功能的影响----------------------桂腾宇 921 

PU-1734 中药药酒涂擦结合神经促通技术治疗脑卒中肩手综合征 I期临床疗效观察 -------黄雯 922 

PU-1735 Schuell 刺激疗法在脑卒中失语症患者中的疗效分析 ---------------------- 陆丽萍,阳初玉 922 

PU-1736 体位限制对后半规管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的疗效观察 ------------------------------蒋敏 923 

PU-1737 针刺肌肉运动点联合运动疗法治疗卒中后足内翻疗效观察-------------------------李旻瑶 923 

PU-1738 偏瘫患者上肢康复的治疗策略 ---------------------------------------------------------------苑艳 924 

PU-1739 Hubbard 槽浴结合手法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龚雷 925 

PU-1740 多种物理因子联合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病例汇报 ---------------------------晏光林 925 

PU-1741 新 Bobath 疗法在偏瘫早期的应用 -------------------------------------------------------刘彦彬 926 

PU-1742 浅析“形神合一”理论对脑卒中后偏瘫运动功能康复治疗-------------------------张东男 926 

PU-1743 面瘫的康复治疗的研究进展 ------------------------------------------------------------------韩玉 926 

PU-1744 冲击波治疗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效果 ---------------------------------------------谷玉静 926 

PU-1745 艾灸联合康复训练在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的应用 ---------------------------------鲍颂杨 927 

PU-1746 探究物理因子康复治疗在慢性软组织损伤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寇娟 927 

PU-1747 改良铺灸对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效观察 ---------------------------宋琳琳 928 

PU-1748 改良铺灸对脑卒中后偏侧肢体痉挛的康复疗效观察 ---------------------------------王晓丹 928 

PU-1749 透针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王晓丹 928 

PU-1750 口颜面操训练结合腹式呼吸训练治疗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疗效观察 -------------石阳梅 929 

PU-1751 穴位电刺激联合综合物理疗法治疗 

 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临床疗效观察 ---------------------------- 黄婧慧,李柏,黄枫等 929 

PU-1752 作业治疗 ---------------------------------------------------------------------------------------史惠兰 930 

PU-1753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康复治疗的疗效观察 -------------------------------------------丁蕾 930 

PU-1754 脊髓损伤后的心理康复治疗 ---------------------------------------------------------------程兴业 931 

PU-1755 踝关节的特异性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刘正永,冯晓东 932 

PU-1756 呼吸康复在偏瘫弛缓期的应用 ------------------------------------------------------------杨玉如 932 

PU-1757 悬吊系统训练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潘同亮,胡川 932 

PU-1758 一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康复治疗经验 ------------------------------------------------肖畅 933 

PU-1759 超声药物导入联合超短波、超激光治疗 

 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临床观察 ------------------------------------- 郭宏玥,宗敏茹,赵志博等 933 

PU-1760 放血疗法治疗中风后肢体痉挛患者 54 例临床观察--------------------------------------刘雁 934 

PU-1761 手指点穴对改善中风患者上肢痉挛的临床观察 ------------------------------------------王静 934 

PU-1762 温针灸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疗效研究 ------------------------------------------------王莉娜 934 

PU-1763 浅谈理疗的临床应用 ---------------------------------------------------------------------------寇娟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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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4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脑卒中上肢功能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朱琳 935 

PU-1765 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急性期脑卒中 

 患者运动功能及活动能力影响的研究 ---------------------------------------------------朱叶琳 935 

PU-1766 物理因子治疗对开放性骨折术前软组织的影响 ------------------- 熊凯,况春艳,李贝贝等 936 

PU-1767 超短波结合呼吸功能训练对于肺部炎症康复的影响 ------------------- 李燕,尚翠侠,赵昭 936 

PU-1768 小儿肌性斜颈推拿治疗的临床体会  -----------------------------------------------------邓晓莉 937 

PU-1769 中频电治疗技术结合肌内效贴技术治疗肩关节半脱位疗效观察-------------------郝丽娜 937 

PU-1770 刮痧配合针刺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研究 ------------- 王亮,杨宪章,季庆洁等 937 

PU-1771 刮痧治疗湿热型痤疮的临床疗效观察 ------------------------------------- 王亮,杨宪章,李响 938 

PU-1772 刮痧治疗腰肌劳损的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 王亮,杨宪章,季庆洁等 939 

PU-1773 埋针结合毫针针刺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 刘锋,杨宪章 939 

PU-1774 埋针结合毫针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疗效观察 ------------------------------------------刘锋 940 

PU-1775 埋针结合毫针针刺治疗脑卒中后失语的疗效观察 ---------------------------------------刘锋 940 

PU-1776 双语的脑机制与双语失语康复 -------------------------------------------------- 陈卓铭,李金萍 941 

PU-1777 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汉语普通话声调范畴性知觉研究 -------------------- 易爱文,陈卓铭 942 

PU-1778 步行训练的新方法 ----------------------------------------------------------------- 赵春华,李永春 942 

PU-1779 肌内效贴辅助针刺治疗面瘫的疗效观察 -------------------------------------------- 杨崭,李响 943 

PU-1780 偏振光配合电针治疗肩周炎 60 例临床疗效观察---------------------------------- 杨崭,李响 943 

PU-1781 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治疗脑性瘫痪语言障碍的临床疗效 ----------------- 邵宪花,鲍利利 944 

PU-1782 卒中后鼻咽腔关闭不全致构音、吞咽障碍康复病例报告 1 例 ---------------------丁明月 944 

PU-1783 ABCLOVE 嗓音训练法治疗功能性 

 发音障碍的回顾性临床观察 ------------------------------------------- 唐燕,欧阳来祥,杨海霞 945 

PU-1784 对比观察头电针和重复经颅磁刺激 

 对脑损伤认知障碍的康复疗效 ------------------------------------- 武效芬,张丽娟,于建波等 945 

PU-1785 纯词聋患者 1 例康复疗效报道 ---------------------------------------- 武效芬,于建波,沈顺姬 946 

PU-1786 电动步态训练浴槽对脑卒中患者步行的初步研究 ------------------------------------范春亮 946 

PU-1787 高龄老人卒中后吞咽障碍康复一例 ------------------------------------------------------郑兰娥 946 

PU-1788 按揉太冲穴配合运动疗法治疗腰肌筋膜疼痛综合征 ---------- 麦耿翰,麻广林,伍惠惠等 947 

PU-1789 肌肉能量技术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刘强 948 

PU-1790 郁滞期乳腺炎综合治疗效果观察 ------------------------------------------------------------关爽 948 

PU-1791 个体化强制性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后偏瘫肢体运动功能的影响----------------------杨永辉 949 

PU-1792 手功能针刺配合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障碍的影响------------------ 杨宪章,李响 949 

PU-1793 针刺运动疗法治疗急性腰扭伤 89 例 ----------------------------------------------------杨宪章 950 

PU-1794 针灸并用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宪章 950 

PU-1795 针刺结合经颅磁刺激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研究 ------------------------------------------赵娟 951 

PU-1796 “引气归元”法结合传统针灸法治疗产后癃闭（尿潴留）----------------------------吴晗 952 

PU-1797 催产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样大鼠行为学及 MKP-1 表达的影响 ---------- 邢文龙,张桂青 952 

PU-1798 肌内效贴对治疗脑卒中患者上肢肿胀的疗效观察 ---------------------------------------柳刚 953 

PU-1799 创伤暴露者早期叙事治疗干预的相关研究 ---------------------------------------------庞雨婷 953 

PU-1800 论口腔按摩在语言发育迟缓中的重要性 ------------------------------------------------鲍利利 954 

PU-1801 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结合徒手淋巴引流 

 治疗对髋关节异位骨化的临床病例报道 ----------------------------------------- 朱俞岚,谢臻 954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5 

PU-1802 盐酸小檗碱联合超声治疗对兔耳增生性瘢痕的影响 -------------------------- 刘陵鑫,李响 955 

PU-1803 小儿推拿疗法增强脑性瘫痪患儿体质的临床疗效观察 ---------------------------------何英 955 

PU-1804 失语症个案分析 ---------------------------------------------------------------------------------赵旭 955 

PU-1805 引导式教育在脑瘫儿童康复中的应用与效果 ------------------------------------------木光雨 956 

PU-1806 脑瘫儿童的语言训练 ------------------------------------------------------------------------王菊花 957 

PU-1807 分期针刺介入时间对周围性面瘫治疗效果的影响 ------------------------------------李文豪 957 

PU-1808 分期针刺对周围性面瘫治疗效果的影响 ------------------------------------------------李文豪 957 

PU-1809 中医综合疗法对糖尿病足高危因素的影响 ---------------------------------------------李文豪 958 

PU-1810 舌三针配合言语训练法治疗中风后运动性失语的临床观察----------------------------孙磊 959 

PU-1811 中频脉冲电疗法结合手指点穴对腹部术后腹胀时间的影响------------------ 马姣,尚翠侠 959 

PU-1812 “全面康复”对汶川地震伤员生活的影响 

 ——汶川地震 10 年后的调查研究 --------------------------------------------------- 罗伦,张燕 960 

PU-1813 偏瘫患者摆动相时患侧下肢内旋屈髋对步态的影响 ------------------------------------高磊 960 

PU-1814 偏瘫患者患侧下肢摆动相末期伸膝的重要性 ---------------------------------------------高磊 960 

PU-1815 功能针法对于偏瘫患者手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的研究 ------------------------------杜庆周 961 

PU-1816 定位旋转扳法治疗寰枢关节半脱位的临床研究 ---------------------------------------杜庆周 962 

PU-1817 虚拟现实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及 ADL 的影响 --------------------------扈罗曼 962 

PU-1818 早期康复对烧伤患者的重要性 ---------------------------------------------------------------王文 963 

PU-1819 职业康复在冠心病患者中的应用 -------------------------------------------------- 王丽娜,赵阳 963 

PU-1820 心理干预治疗对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患者的临床研究 ----------------------- 王丽娜,赵阳 964 

PU-1821 偏瘫肩部疼痛综合治疗疗效分析 ---------------------------------------------------------张广有 964 

PU-1822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法（PNF）治疗肩周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李世龙,于海龙 965 

PU-1823 筋膜松解术对膝关节活动障碍的康复疗效观察 ---------------------------------------叶彩影 965 

PU-1824 肌效贴扎在治疗外伤后肿胀淤血方面疗效的研究 ------------------------------------冯芹芹 965 

PU-1825 心理干预对脊髓损伤患者的抑郁情绪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励丛珊 966 

PU-1826 以任务目标为导向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效果 ----------------刘霄 967 

PU-1827 早期综合康复对脊髓损伤功能恢复与心理状况的疗效观察-------------------------胡明瑞 967 

PU-1828 艾灸隐白穴治疗脾虚型崩漏的临床观察 -------------------------------------- 季庆洁,张宝娟 968 

PU-1829 艾灸至阴穴矫正臀位妊娠的临床研究 ----------------------------------------- 季庆洁,张宝娟 968 

PU-1830 观察针刺配合五官超短波治疗颞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疗效--------------- 季庆洁,张宝娟 969 

PU-1831 24 式太极拳对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降压效果及血脂水平的临床疗效评价 ----------------------------------------- 李梦晓,金荣疆 969 

PU-1832 探讨肩关节控制训练对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效果 ---------------------------------------王旗 969 

PU-1833 针刺鼻三针结合雷火灸治疗常年性 

 过敏性鼻炎 （肺气虚寒型）的临床研究 -----------------------------------------------刘忠延 970 

PU-1834 脏腑筋膜手法松解治疗肝郁证 68 例临床报告 ----------------------------------------黄翠立 970 

PU-1835 锤状指低温支具保守治疗的疗效观察 ---------------------------------------------------徐海东 971 

PU-1836 古代针灸防治中风的处方规律研究 ------------------------------------------------------刘西通 971 

PU-1837 蜡疗在痉挛型小儿脑瘫中改善肌张力和关节活动度的疗效观察  -----------------侯晓燕 972 

PU-1838 脑卒中早期床边康复治疗效果及意义 ---------------------------------------------------谢俊涛 972 

PU-1839 中医定向药透疗法治疗肩手综合征临床体会 ---------------------------------------------周璇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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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0 PNF 伸展练习与静力性伸展练习对提高 

 大学生腘绳肌伸展性效果的对比研究 ---------------------------------- 任绪艳,刁奇甲,刘华 973 

PU-1841 镜像疗法对偏瘫患者上肢肌张力影响的临床研究 ------------------------------------霍飞翔 973 

PU-1842 软组织贴扎技术对肩手综合征的治疗效果 ---------------------------------------------霍飞翔 974 

PU-1843 肺功能训练联合中频电刺激对偏瘫患者体位转移功能恢复的疗效分析 -------------宋旭 974 

PU-1844 探究足趾屈曲对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 张晓东,何兰兰,尚清 975 

PU-1845 偏瘫肩痛患者康复训练过程中配合简单呼吸训练对肩痛的疗效分析研究 ----------郭环 975 

PU-1846 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研究进展 ------------------------------------------------------------王让让 976 

PU-1847 补阳还五汤加味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梗死患者 

 运动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 刘素,徐存理,李营营 976 

PU-1848 口吃治疗技术在 1 例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 

 患者合并言语障碍 的疗效研究------------------------------------------------- 邱丽芳,赖靖慧 977 

PU-1849 早期进行系统康复治疗对股骨干骨折术后患者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 -------------王海涛 977 

PU-1850 悬吊运动疗法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的疗效分析 ------------------------------------张宏 978 

PU-1851 传统功法“六字诀”对缺血性脑卒中恢复期 

 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 陈运峰,李响,杨帅等 978 

PU-1852 吞咽造影数字化分析评估针刺治疗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疗效的作用 ----------------单昕 979 

PU-1853 早期重症康复在重症 ICU 脑卒中患者早期长期卧床并发症预防中的作用 ------杜广东 979 

PU-1854 直腿抬高训练对重症患者预防下肢血栓的效果 ---------------------------------------孙慧敏 980 

PU-1855 脑瘫病的新康复与治疗 ------------------------------------------------------------------------孟阳 980 

PU-1856 中药泡洗结合向心性压迫缠绕法治疗 

 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探析 -------------------------------------------------- 马永庆,邢畅 981 

PU-1857 无轨迹康复训练改善偏瘫患者手功能的机理分析 ---------------- 王晓丽,马光慧,李奎等 981 

PU-1858 心理护理干预联合生物反馈电刺激对 

 产后盆底肌肌力恢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潘思安 982 

PU-1859 中医康复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 张俊勇,徐战争,王珊 982 

PU-1860 华仁汉钢总医院社区康复项目发展战略研究 ---------------------------- 杨唐柱,张威,曹敏 983 

PU-1861 一站式个体化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在痉挛 

 状态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 朱俞岚,张海石 983 

PU-1862 基于 WSRS 视角下对康复患者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王文帅 984 

PU-1863 浅谈整合医学视域下的康复医学 ---------------------------------------------------------王碧轩 984 

PU-1864 基层医院建设康复医学科的经验分享 ---------------------------------------------------余星谋 985 

PU-1865 科室团队查房在康复医学科的作用 ------------------------------------------------------余星谋 986 

PU-1866 “学科建设”视角下的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几点思考 ---------------------------------------宫健伟 986 

PU-1867 县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专业人员结构探讨 ------------------------------------------杨全兴 987 

PU-1868 住院患者康复筛查率和康复治疗参与率探讨 ------------------------------------------毛世刚 987 

PU-1869 关于社区脑卒中的康复需求和论理思考 ------------------------------- 鲍勇,宫廷,戴月珍等 987 

PU-1870 河北省康复医疗资源调查报告 ---------------------------------------- 尹昱,赵振彪,闫彦宁等 988 

PU-1871 SOP 思维下小儿脑瘫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的管理  ----------------------------------杨艳丽 988 

PU-1872 3D 打印在脑卒中偏瘫上肢抗痉挛支具制作中的应用研究 ------ 李江,孟萍萍,张永祥等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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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3 经颅磁刺激联合物理治疗方案进行 

 重度周围性面瘫康复 1 例报告 ------------------------------------- 陈玉辉,毛也然,顾春雅等 989 

PU-1874 体外冲击波治疗慢性髌腱炎的临床观察 -------------------------------------- 刘亚丽,于观潇 990 

PU-1875 CT 定位技术与脊柱微创手术 -------------------------------------------------------------关家文 990 

PU-1876 一种可刺激腧穴的颈椎病按摩器的研究 -------------------------------------------- 李虎,杨爽 990 

PU-1877 烧伤粘贴手术巾在烧伤手术中的应用 ---------------------------- 张丹丹,吴巍巍,迟茗云等 991 

PU-1878 神经传导测定技术对预测偏瘫肢体功能预后的临床价值 ---------------------------徐士军 991 

PU-1879 经颅磁电抑郁症治疗仪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 ---------------------- 邹伟,唐强,孙作东等 992 

PU-1880 TMS 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对脑卒中患者肩痛的治疗作用 -----------------------------陆萍 992 

PU-1881 体外膈肌起搏治疗对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 刘文静,李鑫龙,杨洪友 993 

PU-1882 便携式足底压力测试系统的研发及其临床应用 ------------------------- 李攀,向超,罗伦等 993 

PU-1883 干扰电在膝关节多重角度下对其疼痛的干预疗效观察 ------------------------------赵航琨 994 

PU-1884 应用 PHYSIO TOUCH 治疗仪促进 

 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康复的临床观察 ---------------------------------------------孙以琳 994 

PU-1885 等速肌力训练在脑卒中患者伸屈肌当中的应用 ---------------------------------------倪传涛 995 

PU-1886 悬吊系统 SET 训练对共济失调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张文学 995 

PU-1887 智能助行康复训练机器人训练 

 为主的综合训练对脑卒中后偏侧忽略患者 

 下肢功能的影响-病例报道 ------------------------------------------------ 华艳,陆蓉蓉,李策等 996 

PU-1888 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前异常肌反应波形形态研究 ---------------------------------康治臣 996 

PU-1889 咽腔内电极的信度研究 -------------------------------------------------------------- 李婉萁,兰月 997 

PU-1890 自制膝关节训练器在临床的应用 ------------------------------------- 张增磊,王丹,胡文清等 997 

PU-1891 基于关节运动学原理动态定量评估膝关节运动功能新方法------------------ 田斐,王少白 998 

PU-1892 反重力跑台对于膝骨关节炎临床应用方案和 

 治疗效果的三维步态分析探讨 ---------------------------------------- 杨金玉,罗志伟,林强等 998 

PU-1893 弹道式冲击波结合超短波治疗屈指肌腱腱鞘的效果观察 ------------------------------张京 999 

PU-1894 基于腕踝针理论的便携穿戴式电刺激仪对 

 肩袖损伤患者疼痛与功能的康复效应： 

 一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 宋文娟,方凡夫,周继深等 999 

PU-1895 体外冲击波治疗在偏瘫患者肩痛中的应用 ------------------------------------------ 曾添雄一 1000 

PU-1896 等速肌力训练系统对膝关节损伤的恢复 ---------------------------------------------------蒋涛 1000 

PU-1897 体外膈肌起搏对脊髓损伤相关性肺功能通气障碍的效用 ------------------------------彭程 1001 

PU-1898 EVM（局部振动仪）对于脑卒中后上肢屈肌痉挛疗效观察 ---------------------------曲超 1001 

PU-1899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三维步态的研究 ----------------------------------------- 宋沙沙,岳寿伟 1002 

PU-1900 下肢运动控制训练结合悬吊核心稳定性训练对 

 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刘宇 1002 

PU-1901 中频脉冲电治疗仪对脑卒中恢复期便秘的治疗应用 ---------------------------------蔡晴军 1003 

PU-1902 CPM 技术在基层医院骨科术后早期康复的应用 --------------------------------------孔习相 1003 

PU-1903 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 

 治疗失眠的临床观察 ------------------------------------------------------- 崔晓,王德强,谭树颖 1004 

PU-1904 振动起立床训练在缩短脑卒中患者卧床时间的应用研究 ------------------------------张强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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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5 多通道功能性电刺激结合悬吊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董延广 1004 

PU-1906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颅脑损伤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王芮,陈晓伟 1005 

PU-1907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步态特征的研究 ---------------------------------- 宋沙沙,张杨,岳寿伟 1005 

PU-1908 利用平衡半球训练小腿肌肉离心收缩改善偏瘫患者足下垂内翻-------------------刘姣姣 1006 

PU-1909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主观性耳鸣的有效性 ----------------------------- 朱晓丽,刘英震 1006 

PU-1910 舌针联合舌功能训练对鼻咽癌放疗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周惠嫦,张盘德 1007 

PU-1911 胶质瘤术后化疗联合高压氧治疗颅内 

 残余肿瘤快速长大一例报道 ---------------------------------------------- 刘敏,张秀桃,何湘娥 1007 

PU-1912 重症监护病房获得性肌无力康复治疗及疗效一例报道 ------- 孙晓培,潘惠娟,包兴骅等 1008 

PU-1913 nCPAP 治疗对合并重度 OSAHS 的脑出血患者血肿、 

 周围水肿及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潘瑞春 1008 

PU-1914 早期康复介入对重症患者的恢复与预后的影响 ---------------------------------------马小霞 1009 

PU-1915 下肢矫形器联合早期康复对重症病毒性脑炎 

 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 李腾霖,董安琴,解益等 1009 

PU-1916 早期康复治疗干预对 ICU 重症脑卒中患者胃肠功能的影响 -------------- 杜志伟,潘翠环 1010 

PU-1917 心脏搭桥术后重症患者早期康复 10 例观察 -------------------------------------------尚士强 1010 

PU-1918 三甲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引入气管切开患者 

 MDT 的管理对降低患者风险的应用价值 ---------------------------------------- 何佳,白定群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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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CYLD 基因沉默对 necroptosis/apoptosis 信号通路介导 SCI 

早期神经元死亡影响的研究 

 
刘慧芳,余茜,李怡,李雨峰,肖宗欣,彭博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是全球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探索 SCI 早期有效的治疗

方法，对于促进 SCI 患者功能恢复，减轻家庭及社会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了 CYLD

基因沉默对 SCI 细胞模型中 necroptosis/apoprosis 信号通路介导神经元凋亡、坏死性凋亡的影

响，以期从分子基因水平研究脊髓继发性损伤的病理机制，探索脊髓损伤早期精准治疗的新方法，

为促进脊髓损伤患者快速康复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基础。 

方法 采用酶消化联合机械吹打分散的方法进行脊髓神经元原代细胞的分离培养，利用 MAP2 与

Neuro 双重标记鉴定分离纯化的脊髓神经元。在此基础上，通过机械损伤建立脊髓损伤的体外模

型，将其分为 SCI 组、SCI+zVAD 组、SCI+Nec-1 组 SCI+zVAD+Nec-1 及 SCI+脂质体转染

CYLD-siRNA 五组。分别采用 CCK-8 法、流式细胞技术、免疫荧光法观察 CYLD 基因沉默对细胞

存活、凋亡、坏死性凋亡的影响，通过 RT-PCR 与 Westernblot 深入分析对 necroptosis/apoprosis

信号通路关键分子 Caspase-3，CYLD，RIP3，MLKL 表达的影响。 

结果  采用酶消化联合机械吹打成功提取、分离、纯化脊髓神经元细胞，脊髓损伤早期神经元

CYLD 表达较空白对照组水平升高。CYLDsiRNA 可特异性下调神经元表达 CYLD，明显促进脊髓

神经元存活，抑制神经元凋亡及坏死性凋亡（与单纯 SCI 组相比，P < 0.001）；zVAD 与 Nec-1

能一定程度保护神经元存活、抑制神经元死亡（与 SCI组相比，P1 < 0.001，P2 < 0.001），两种

抑制剂共同作用可更好的抑制神经元死亡，但保护效应不及 CYLDsiRNA 组（P< 0.05）；RT-

PCR 与 Westernblot 结果显示 CYLDsiRNA 能明显下调脊髓神经元表达 necroptosis/apoptosis 信

号通路关键分子 caspase-3、CYLD、RIP3、MLKLmRNA 与蛋白表达水平（与 SCI 组相比，P < 

0.001）。 

结论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CYLD 基因沉默可阻抑 SCI 早期脊髓神经元细胞凋亡、坏死性凋亡，促

进神经元成活，最终减少受损脊髓部位神经元丢失、促进神经功能修复，为从分子基因水平探索

SCI早期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新途径。  

 
 

PO-002 

Netrin-1 通过 JNK1/C-Jun 信号通路促进大鼠脑缺血后 

突触重建及轴突再生 

 
郑谋炜,刘楠,陈荣华,张逸仙,陈鸿宾,陈剑豪,林佩强,赖永兴,兰泉,袁其琳,江信宏,潘晓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福州市 

 

目的 神经轴突及突触在神经信息传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轴

突损伤常伴随着突触功能的丧失，这种功能的缺失与缺氧损伤造成的突触前后化合物的破环有关。

因此，针对脑卒中后缺血半暗带及缺血区的轴突及突触损伤的治疗对脑卒中后的神经环路重建及神

经功能恢复起着重要作用。Netrin-1 作为一种分泌蛋白，已经被证明能够促进脑卒中后缺血周边区

血管重建及抗凋亡作用，但 Netrin-1 作为一种轴突导向因子，对脑卒中后神经轴突及突触的作用及

其具体作用机制仍未明确。JNK 信号通路在神经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 Netrin-1 能

够激活 JNK 信号通路。故我们设计实验旨在验证 Netrin-1 是否能促进脑缺血后的轴突及突触重

塑，以及 JNK 信号通路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为临床上 Netrin-1 作为一个潜在的脑卒中治疗靶点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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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构建大鼠中动脉闭塞模型（MCAO），模拟脑卒中。使用 Netrin-1 腺相关病毒缺血周边区局

部注射以调节 Netrin-1 的表达量；使用 JNK 特异性抑制剂 SP60015 抑制 JNK 的活性。实验分组

如下：Sham 组，MCAO 组，MCAO+Netrin-1 过表达组，MCAO+Netrin-1 过表达+SP600125

组，MCAO+溶剂对照（DMSO）组，MCAO+空病毒组。使用改良大鼠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NSS)

评价各组大鼠神经功能恢复情况；使用 Western-blot 技术检测 Netrin-1，JNK/C-Jun 及轴突突触相

关蛋白表达情况，使用免疫荧光技术观察 JNK 及 Netrin-1 受体 DCC 的共定位情况及轴突再生情

况；使用透射电镜观察各组大鼠突触及轴突超微结构。 

结果 Netrin-1 可以促进大鼠脑缺血后缺血周边区轴突及突触重建，表现为神经功能的恢复，轴突及

突触重建相关蛋白的表达增加，突触超微结构的重建，这一过程与 Netrn-1 与其受体 DCC 的结合

及 JNK1/C-Jun 信号通路的激活有关。 

结论 Netrin-1 通过 DCC/JNK1/C-Jun 信号通路促进大鼠脑缺血后的轴突及突触重建。 

 
 

PO-003 

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与骨强度的相关性研究 

 
周璇,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脑瘫儿童的粗大运动功能往往受限，因而患儿获得的骨骼刺激、骨骼负重的时间减少，导致

骨骼的生长发育也受到影响，累及骨健康。而有关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与骨强度是否相关的研究

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与骨强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477 例、5-72 个月脑瘫儿童（男 298 例，女 179 例，年龄 23±16.3 个月），采用脑瘫粗

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 66 项（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ment Scale 66, GMFM-66）评估受试

者的粗大运动功能。GMFM-66 是公认的、使用最广泛的评定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量表，可有

效反映受试儿童运动功能改变。采用超声骨强度仪测定受试儿童桡骨远端的声速（speed of sound, 

SOS）、Z 值、百分位。超声骨强度检测得到的 SOS 为超声波在骨骼皮质层内传导的速度（单

位：m/s），其结果受骨骼密度、皮质骨厚度、微结构、骨骼弹性的影响，Z 值为与同年龄、同性

别亚洲人群平均值比较后的标准差差异，百分位为与同年龄、同性别亚洲人群比较后的差异以百分

位等级表示。当 Z 值＜-2 表示严重骨强度不足；-2＜Z 值＜-1.5 表示中度骨强度不足；-1.5＜Z 值

＜-1 表示轻度骨强度不足；-1＜Z 值＜0 表示骨强度偏低，Z 值＞0 表示骨强度正常。 

结果  所有受试者的平均身高、平均体重分别为 84±15.0cm、12±6.3kg。GMGM66 得分为

43±18.6。246 例（52%）受试者的骨强度正常，231 例（48%）为骨强度异常，SOS、Z 值、百

分位分别为 3311±232.6m/s、0±1.4、51±32.0。发育迟缓患儿的 SOS 与 GMFM66 得分呈显著正

相关。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控制年龄、身高、体重因素后，发育迟缓患儿的 SOS 仍与

GMFM66 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0.035＜0.05）。 

结论 脑瘫儿童的粗大运动功能与其骨强度高度相关，粗大运动功能越差的患儿，其骨强度可能也

越低，因此，发育迟缓儿童应同时注意监测骨质强度。 

 
 

PO-004 

早期介入丹佛模式治疗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初步应用 

 
杜琳,李洪华,李春丽,高迪,潘秀雨,贾飞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早期介入丹佛模式（ESDM）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儿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诊断为 ASD 的 2-5 岁儿童 40 例，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0 例。对照组行常规干预治疗，观察组给予 ESDM 治疗，干预前及干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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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均采用异常行为量表(ABC)、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临床总体印象-病情严重程度

（CGI-S）评估，干预 3 个月后行临床总体印象-改善度（CGI-I）评估。 

结果  与干预前比较，干预 3 个月后对照组与观察组的 ABC、CARS 总分较前均降低（P＜

0.05），其中对照组在 ABC 的社会退缩和多动两个分区分数较前降低（P＜0.05），而观察组在

ABC 的情绪不稳、社会退缩、多动和刻板行为四个分区分数较前降低（P＜0.05）；与对照组比

较，观察组干预前后 ABC 总分差、ABC 三个分区差（情绪不稳，社会退缩，多动）及 CARS 总分

差值更大（P＜0.05）。 

结论 常规干预及 ESDM 均可改善 ASD 儿童的社会退缩、多动等异常行为，ESDM 较常规干预在

改善 2-5 岁 ASD 儿童异常行为方面效果更显著。 

 
 

PO-005 

悬吊训练对脑性瘫痪高危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姜韫赟,王晓晴,尚存霞,宁文文,贾旭珊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应用悬吊运动对脑性瘫痪高危儿进行训练，观察对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 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确诊为脑性瘫痪高危儿 42 例参与此研

究，所有婴幼儿均存在围生期高危因素或病史（如低出生体重、早产、宫内感染、宫内窘迫、缺血

缺氧性脑病、窒息、新生儿重度黄疸、新生儿颅内出血等），伴或不伴头颅 B 超等影像学异常，存

在可疑运动发育异常的临床表现。排除标准：已明确诊断为遗传代谢性疾病，存在明显的异常运动

模式，合并有癫痫、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等。婴幼儿平均月龄（8.6±4.5）个

月，最大 15 个月，最小 3 个月 （以上均为纠正后月龄）。其中男婴 26 例，女婴 16 例。应用随机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 20 例，悬吊训练组 22 例。对 2 组高危儿的 一般资料依据资料的不同类

型进行相应的统计检验，其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使用 AIMS 对高危儿进行运动评

估。评估过程：分别在俯卧位、仰卧位、坐位及站立位这四个体位下进行，得出各体位下的分值，

计算出 AIMS 总分，根据 AIMS 总分及月龄查出对应的百分位数，AIMS 得分对应的百分位小于

10% 作为运动发育异常的判定标准。对于早产儿，按 40 周纠正月龄进行评估。各组高危儿在首次

评估后间隔 3 个月进行第 2 次评估。干预方法：常规的早期干预训练根据高危儿的具体情况进行，

一般包括运动疗法(如主动运动、肌力训练，平衡训练、神经发育治疗、运动再学习、引导式教育

等)抑制异常反射模式，纠正异常姿势，改善患儿运动功能、物理治疗干预、中医推拿干预等。悬

吊训练组进行悬吊训练和常规的早期干预训练相结合。各训练 3 个月。悬吊训 练操作均有接受过

专业培训的拥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出具治疗处方，每天进行 20 ～30min 左右的治疗，每周 5 d，共

12 周。 

结果 两组高危儿干预前比较，其性别、月龄、高危因素、各体位 AIMS 评分、AIMS 总分、百分位

数的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两组高危儿干预后比较：悬吊训练组俯卧位的 AIMS 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悬吊训练组仰卧位、坐位的 AIMS 评分及 AIMS 总分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悬吊训练组的运动发育水平在俯卧位、仰卧位、坐位及总体水平上较对照组有显著性意义上

的进步。提示悬吊训练可提高脑性瘫痪高危儿运动功能，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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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6 

A 型肉毒毒素治疗肌张力障碍型脑瘫的疗效观察 

 
刘建军,齐婧,张雁,曾凡勇,李南玲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 

 

目的 通过对照试验，探讨 A 型肉毒毒素（BTX—A）阻滞术治疗肌张力障碍型脑瘫的方法，观察神

经阻滞后脑瘫儿童的疗效及其副作用。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康复治疗的患儿，26 例肌张力障碍型接受康复治疗。依据

患儿家长是否同意做肉毒毒素注射，将 26 例脑瘫患儿分两组。对照组开展康复训练，在入组后 2

个月内都在医院坚持康复训练，包括 PT 训练、OT 训练、感觉统合训练、按摩等项目，训练内容

由我院康复治疗师制定；实验组在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增加肉毒毒素注射。评价方法采用粗大运动

功能测量（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和脑瘫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表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根据肌肉过度收缩的程度和患儿的体重来确定肉毒毒素的剂

量。注射的肌肉包括：背阔肌、胸大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斜方肌、腰大肌、髂肌、竖脊肌、

腰方肌等肌肉，每块肌肉的注射点数量为 2—6 个，每个患儿的注射肉毒毒素的剂量在 150～400IU

之间，平均 187.0±32.4IU/次。 

结果 两组患儿的年龄、体重、术前的 GMFM、ADL 均没有显著性差异。两组患儿康复治疗两个月

后的 GMFM、ADL 较术前有显著提高，实验组患儿的 GMFM、ADL 分数较对照组提高得更多。有

一例神经阻滞的患儿出现轻微副作用。 

结论 BTX—A 阻滞术可以有效缓解肌张力障碍型脑瘫儿童的肌肉过度收缩，在此基础上康复训练，

可以提高康复训练效果，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PO-007 

悬吊训练结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痉挛型脑瘫儿童的疗效观察 

 
李红霞,吴亮 

陕西省康复医院 

 

目的 研究悬吊训练结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运动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5 月至 9 月在陕西省康复医院儿童康复中心住院治疗的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 60

例，所有病例均符合 2014 年长沙第六届全国儿童康复、第十三届全国小儿脑瘫康复学术会议讨论

通过的脑瘫（痉挛型双瘫）诊断标准，且 GMFCS 分级为 2-3 级。运用随机数字表将 60 例患儿随

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中，男 19 例，女 11 例; 年龄 3 ～ 11 岁，平均年龄

( 5.2± 3.1) 岁;对照组中，男 18 例，女 12 例; 年龄 4 ～10 岁，平均年龄(5.8±2.9) 岁。两组患儿的

一般资料有可比性。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主要采用神经发育疗法和传统运动疗法，根据运动

发育顺序将训练分为低难度( 坐位保持与平衡、手膝 位保持、爬行等) 、中等难度( 膝立位保持、单

膝立位、 跪行、辅助站立等) 和高难度( 立位平衡、独立或辅助 下步 行、实 用 性 步 行 等)训练 1

次/d，45 min/次，每周训练 5 d，3 个月为 1 个疗程。训练以低难度、中等难度到高难度顺序进

行，障碍程度越重训练难度越低。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加入悬吊训练及引导式电子生物反

馈治疗，治疗均为 1 次/d，每周训练 5 天，共治疗 3 个月。治疗前和治疗后分别采用粗大运动功能

测量表( GMFM88) 进行评定取总百分比，即 5 个能区原始分占各自总百分比之和再除以 5。 

结果 应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治疗后组

间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治疗后组间 GMFM88 评分提高差值是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秩和检验，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儿 GMFM88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提高( P ＜0.01) ，治疗组

总有效率大于对照组( P ＜0.05) ,治疗组 GMFM88 评分差值优于对照组( P ＜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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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运用悬吊训练结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痉挛型脑瘫粗大运动功能障碍

的改善更明显。悬吊训练结合电子生物反馈疗法是治疗痉挛型脑瘫的一种有效方法，值得进一步研

究和临床推广。 

 
 

PO-008 

基于发育理论的针刺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座位障碍 

脑瘫儿的 RCT 研究 

 
张洪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绵阳市 

 

目的 探讨基于发育理论的针刺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座位障碍脑瘫儿疗效， 为按照不同发育阶段给予

相应的针刺治疗座位障碍脑瘫儿的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RCT)的方法，将 160 例脑瘫儿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80

例，治疗组采用基于发育理论的针刺疗法配合常规康复训练方案,对照组釆用常规的针刺疗法配合

常规康复训练，两组均在治疗前、治疗 1 月后、治疗 2 月后，分别用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中坐位

20 项和表面肌电图(SEGM )检测患儿背阔肌和腹直肌中的 RMS（均方根值）平均值和平均功率频

率（MPF），并进行疗效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 GMFM-B 区 20 个项目和表面肌电图中背阔肌和腹

直肌的 RMS（均方根值）平均值、平均功率频率（MPF）平均值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患儿在

坐位态下躯干伸肌群的肌肉收缩激活(或募集)速率增快。在运动过程中能动员更多的运动单位参加

运动，使得其抗重力伸展和自主活动的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坐位平衡能力提高。 

结论 基于发育理论的针刺方案早期治疗脑瘫患儿的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按照不同发育

阶段给予相应的针刺治疗方案能有效提高脑瘫儿的运动水平及坐位平衡能力，有一定必要性和优越

性。 

 
 

PO-009 

PTSD 样大鼠行为学改变与海马组织 MKP-1 的关联分析 

 
邢文龙,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直辖行政单位 

 

目的 探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样大鼠行为学改变与海马组织中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磷酸酶-1

（MKP-1）表达的关系。 

方法 将 30 只清洁级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PTSD1d 组、PTSD3d 组、PTSD7d 组、PTSD14d

组，每组各 6 只，使用国际认定的单次延长应激（SPS）方法制作大鼠 PTSD 模型。通过旷场试

验、Morris 水迷宫观察大鼠的行为学变化。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和免疫印迹法

（Western Blot）分别检测大鼠海马组织中 MKP-1 mRNA 和蛋白水平的变化。 

结果 PTSD 7d 组、PTSD 14d 组与对照组相比直立次数、进格次数以及穿台次数减少，潜伏期延

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TSD 7d 组、PTSD 14d 组与对照组相比，海马组织中 MKP-

1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TSD 样大鼠行为改变、记忆下降考虑与海马组织中 MKP-1 基因及蛋白表达增高有关， 

MKP-1 可能参与了 PTSD 的发病机制，有望作为 PTSD 发生发展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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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 

不同频率的高频 rTMS 对脑梗死恢复期大鼠认知功能的影响 

 
曾妍

1
,温红梅

1
,孙瑞芳

1
,李超

1
,孙巨

2
,张婵娟

1
,曾佩珊

1
,邹淑怡

3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医院康复科 

3.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康复科 

 

目的 比较不同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对短暂性

大脑中动脉闭塞（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tMCAO）大鼠恢复期认知功能的影

响。 

方法 40 只雄性 SD 大鼠经 tMCAO 术后，根据神经功能评分将大鼠分为 4 组： 10Hz rTMS 组

（n=7）、20Hz rTMS 组（n=6）、对照组（n=7）、假手术组（n=6），于术后第 1、7、14、

21、28 天进行改良神经功能缺陷程度评分（mNSS），于术后第 28 天进行 Morris 水迷宫实验。 

结果 第 1、7、14 天各组 mNSS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第 21、28 天 10Hz rTMS 组及

20Hz rTMS 组的 mNS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两刺激组间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

水迷宫实验第 1 天、第 2 天、第 3 天、第 5 天假手术组平均逃避潜伏期较对照组短（P<0.05），

第 3 天、第 5 天 20Hz rTMS 组平均逃避潜伏期较 10Hz rTMS 组和对照组短（P<0.05）；假手术

组穿越平台次数较对照组多（P<0.05），20Hz rTMS 组穿越平台次数较 10Hz rTMS 组和对照组多

（P<0.05）。 

结论 20Hz rTMS 能够改善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 

 
 

PO-011 

选择性强化股内侧斜肌训练对髌骨脱位三联术后康复的疗效观察 

 
李曼蓉,崔芳,李振华,汪伍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目的 观察选择性强化股内侧斜肌（VMO）训练对髌骨脱位三联术后康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47 例髌骨脱位三联术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22 例和对照组 25 例，均行常

规康复治疗，对照组配合髌骨脱位三联术后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性股内侧斜

肌训练，均持续 12 周。比较分析治疗前、治疗后 3 月、6 月两组患者视觉疼痛量表（VAS）评

分、表面肌电图 VMO／VL 活动比率、膝关节功能 Lysholm 评分。 

结果 治疗后 6 月，两组的 Lysholm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均 p<0.05），且观察组更高于对照

组（p<0.05）；表面肌电图 VMO／VL 活动比率较治疗前提高 (P<0．05)，且观察组更高于对照组

（p<0.05）；两组 VA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均 p<0.05），而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髌骨脱位三联术后选择性强化股内侧斜肌训练，可平衡股内外侧肌，加强髌骨稳定性，改善

早期膝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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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2 

丰富环境可通过改善大脑健侧运动皮层血管重塑促进脑缺血 

损伤后运动功能恢复 

 
王玉阳,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恢复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很重要。然而，脑卒中后的慢性期的运动功能恢复

的机制目前尚未完全了解。本研究的目的为选取合适的小鼠大脑中动脉阻塞模型（MCAO）范式，

并使用该范式探讨丰富环境是否通过改善大脑健侧运动皮层血管重塑，从而促进脑缺血损伤后运动

功能恢复。 

方法 1. 最佳 MCAO 模型制作范式的筛选：将 50 只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 5 组：短暂性大脑中动

脉阻塞模型（tMCAO）两组， tMCAO 组均将术后血流下降至术前血流的 10%左右，因缺血再灌

注的时间不同分为缺血再灌注 1h 组（tM1h 组）和缺血再灌注 1.5h 组（tM1.5h 组）；永久性大脑

中动脉阻塞模型（pMCAO）3 组，pMCAO 组因将术后血流下降至术前血流的百分比不同分为：下

降至术前血流 10%组（pM10%组）、20%组（pM20%组）和 30%组（pM30%组）。通过存活情

况和运动缺陷维持情况比较和总结出最适合本次研究的 MCAO 模型范式。2. 将 36 只 C57BL/6 小

鼠行 MCAO 手术后随机分为 3 组：缺血后丰富环境干预（EE）组，缺血后标准环境干预(SC,)组和

假手术后标准环境干预(Sham)组。分别干预 21 天，其间每组小鼠将进行神经行为学评分（改良后

神经损害严重程度评分）、转棒测试、悬线实验）；焦油紫染色对其脑组织萎缩程度进行检测；通

过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健侧大脑运动 M1 区脑血管密度、血管分叉数。Western-blot 检测健侧大脑运

动 M1 区有关血管新生和血管重塑蛋白指标的检测。 

结果 tM1.5h 组、pM30%组小鼠死亡率过高，不适合采用。tM1h 组、pM10%组神经缺损症状自发

恢复明显，不适合采用。pM20%组神经缺损症状可长时间保持，因此选取该范式； EE 组小鼠在

术后的神经行为学评分和运动功能的表现明显好于 SC 组小鼠（p＜0.01）。在脑组织萎缩程度检

测中发现，EE 组小鼠患侧大脑萎缩程度与 SC 组小鼠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在 EE 组小鼠

健侧大脑运动 M1 区脑血管密度、血管分叉数与 SC 相比较均明显增加（P<0.01）；健侧大脑运动

M1 区有关血管新生和血管重塑蛋白指标检测中发现，EE 组小鼠蛋白表达量表现明显高于 SC 组小

鼠（p＜0.01）。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脑缺血后健侧皮层血供同样会受到抑制。丰富环境可以在分子、结构层面

对其血供恢复起到促进作用，改善健侧运动皮层血管重塑，进而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 

 
 

PO-013 

认知康复训练对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及对 

血清 Tau 蛋白、β 淀粉样蛋白的影响 

 
刘敏,顾莹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 VCI认知功能障碍程度与血清 Aβ40、Tau 蛋白、P-Tau 蛋白水平的相关性以及认知康复

训练对 VCI血清 Aβ40、Tau 蛋白、P-Tau 蛋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 年 3 月-2017 年 10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轻、中、重度 VCI患者各 20 例分别

为 A、B、C 组，另取 20 例脑血管病后无认知障碍者为对照组 D 组。A、B、C 三组患者均给予常

规药物治疗及规范的认知功能康复训练。对 VCI入组患者在入组时及治疗 2 个月后以及对照组入组

时检测血清 Aβ40、总 Tau 蛋白和 P－Tau 蛋白，对 VCI入组者在入组时及治疗 2 个月后以及对照

组入组时进行 MMSE、MOCA 量表评估，观察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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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血清 Aβ40 水平、总 Tau 蛋白水平、血清 P-Tau 蛋白水平在重度认知障碍组、中度认知障碍

组、轻度认知障碍组三组治疗前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经过康复治疗后，中度及轻度认知障碍

组血清 Aβ、Tau 蛋白、P- Tau 蛋白水平均有显著下降，有统计学意义。重度认知障碍组血清 Aβ、

Tau 蛋白、P- Tau 蛋白水平虽然也有下降，但与治疗前比较，无统计学意义。三个认知障碍组患者

MMSE 评分、MOCA 评分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有提高，但与治疗前比较，轻度认知障碍组、中度认

知障碍组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随着认知障碍程度的加重，血清 Aβ40、总 Tau 蛋白、P-Tau 蛋白水平逐渐升高，认知康复训

练对 VCI 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治疗有效，并能有效降低血清 Aβ40、总 Tau 蛋白、P-Tau 蛋白

水平。因此，血清 Aβ40、总 Tau 蛋白、P-Tau 蛋白检测可以为诊断 VCI 及判断认知障碍程度提供

实验室依据。  

 
 

PO-014 

两种体系下干细胞向运动神经元前体细胞分化的研究 

 
方明珠,李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在有无饲养层两种培养体系中培养人诱导多潜能干细胞，并模拟有饲养层中的神经分化方

案，在无饲养层培养体系中将干细胞定向分化为运动神经元前体细胞（MNP），比较两种体系下

的分化效率，为优化干细胞培养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培养体系分为有饲养层培养组和无饲养层培养组，在两种培养体系下，传代培养人诱导

多潜能干细胞，检测其多能性标记物的表达。后在两种培养体系中定向诱导干细胞分化为运动神经

元前体细胞，免疫荧光染色鉴定各阶段神经细胞特异性标记物的表达，qRT-PCR 检测并比较特定

基因的表达。 

结果 在两种培养体系中，干细胞均表达多能性标记物 SOX2、OCT4。免疫荧光染色示，分化第一

阶段，两组细胞均表达 NEP 标记物 SOX1、HOXA3，分化第二阶段，两组细胞均表达 MNP 标记

物 OLIG2、PAX6。有饲养层体系中 NEP 标记蛋白 SOX1(P<0.01)、HOXA3(P<0.001)及 MNP 标

记蛋白 OLIG2(P<0.01)阳性细胞率显著高于无饲养层。qPT-PCR 示，分化第一阶段，饲养层培养

的 NEP 细胞 SOX1 (P<0.01),HOXA3 (P<0.01)基因表达高于无饲养层，分化第二阶段，有饲养层

培养的 MNP 细胞 OLIG2 (P<0.001)表达水平高于无饲养层，SOX2，PAX6 的表达与无饲养层相比

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人诱导多潜能干细胞在两种培养体系均下可维持其多能性，并可在无饲养层体系中有效的分

化为运动神经元前体细胞，但其分化效率低于有饲养层培养体系。 

 
 

PO-015 

强制性运动疗法（CIMT）对不同时期脑梗死大鼠运动 

功能恢复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刘西花,毕鸿雁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以―线栓法‖建立大鼠脑梗死模型，在此基础上观察不同时点介入 CIMT 对神经功能恢复的影

响。同时观察脑梗死边缘区神经元细胞的形态学变化，并检测 NgR、BDNF 和 NGF 的变化，从而

探讨不同时点介入 CIMT 促进脑梗死大鼠肢体运动功能恢复的效果及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选择健康雄性 SD 大鼠，以 Longa 线栓法建立大脑中动脉闭塞(MCAO)模型。按照干预方法及

介入时机的不同将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急性干预组和慢性干预组，采用 Zea longa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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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进行神经功能评分、平衡木实验对运动功能进行检测。用电镜观察梗死边缘区神经元细胞的变

化，Western blot 和 RT-PCR 方法检测 NgR，BDNF 和 NGF 在蛋白和基因水平。 

结果 1. 神经功能评分、平衡木结果，8d 时，四组在神经功能评分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比

较显示，急性干预组得分显著低于模型组和慢性干预组，而模型组和慢性干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而 21d 时，慢性干预组的得分较 8d 时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显示，急性

干预组和慢性干预组的得分显著低于模型组，而急性干预组和慢性干预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形态学观察结果显示 8d 时假手术组脑皮质区神经细胞胞核圆润，核仁清晰，细胞形态清晰可

见。模型组神经元固缩明显，核固缩严重，甚至破碎，细胞间隙增大，同时伴有炎性细胞的浸润。

急性干预仍然可见神经元数量减少，核固缩，胞浆空泡样变，细胞间隙增大等现象。21d 急性干预

组较 8d 干预组相比，病变程度有所减轻。慢性干预组 21d 时，仍可见细胞核固缩，少量空泡样变

细胞，未见明显的炎性细胞。 

3. Western blot 、RT-PCR 分析结果显示，8d 时，急性干预组的 BDNF 和 NGF 表达量明显高于

模型组和慢性干预组，而 NgR 表达量明显低于模型组和慢性干预组。在 21d 时，与 8d 时相比，

急性干预组和慢性干预组的 BDNF 和 NGF 的相对表达量显著上升，而 NgR 的表达量显著降低。

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急性干预组和慢性干预组间的 BDNF 和 NGF 的表达量均显著高于模型组和

假手术组 NgR 的表达量显著低于模型组，而急性组和慢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在相同的干预时间前提下，脑梗死后急性期和慢性期介入 CIMT 均能够显著改善大鼠肢体运

动功能，但两组的改善效果相当。 

2.强制性运动疗法促进脑梗死大鼠运动功能恢复的机制，可能与 NgR 表达的下调，以及 BDNF 和

NGF 的表达上调有关。 

 
 

PO-016 

运动干预调控脑内 microRNA 表达的脑卒中神经保护机制研究 

 
张力,贾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运动干预对脑卒中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其生理生物过程中 microRNA 起到

重要的调控作用，本研究旨在寻找并筛选与运动干预脑卒中后相关的 microRNA，探讨这些相关

microRNA 在神经保护作用中的功能。 

方法 将实验动物大鼠随机分为运动干预组（EX）、非运动组（NEX）和正常对照组（SHAM），

EX 组进行 2 周跑台运动干预训练，NEX 组同时间笼内自由活动，EX 和 NEX 组在干预结束后进行

脑中动脉栓赛手术（MCAO）模拟脑卒中脑缺血后再灌注，SHAM 组行假手术。术后 24 小时，进

行神经行为学评分、TTC 染色，并取缺血侧皮层与纹状体，抽提 microRNA 后，进行微阵列

（CHIP）检测与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相关差异表达的 microRNA 和 mRNA，并进行关联分析。 

结果 MCAO 术后 24 小时，神经行为学评分结果显示：EX 组 Garcia 评分显著高于 NEX 组

（p<0.05）,EX 组在倾斜台上滑落倾斜角度显著高于 NEX 组（p<0.05）；TTC 染色指示缺血后脑

梗死体积，EX 组显著小于 NEX 组（p<0.05）；CHIP 芯片检测筛选得到 5 个差异 microRNA 和

495 个差异 mRNA，关联分析可发现四组调控关系：miR-130b-3p 与 Wnk1、Fmr1；miR-17-1-3p

与 Megf10、Zfnx4、Jakmip3；miR-511-3p 与 01r1；miR-449a-5p 与 Il1rl1、Sema4b、Atxn7、

Zic5、Pip5k1a、Mgat4a。 

结论  运动干预可减少缺血灌注损伤后脑梗死体积，减轻神经行为功能损伤，调控脑组织中

miR130b、miR17、miR511、miR449 及其调控的靶基因的表达，可能与运动干预后脑卒中神经保

护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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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7 

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帕金森综合征影响的临床研究 

 
杨汉文,刘银花,张依蕾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帕金森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34 例脑卒中后帕金森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17 例）和观察组（17 例），两组均给

予常规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循环、常规康复治疗等基础治疗，对照组给予安慰经颅磁刺激治疗，观

察组给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治疗时间为 20 天，治疗前后对患者的统一帕金森评定量表

（UPDRS）进行评定，并进行疗效分析，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1、治疗后患者在 UPDRS 评分中，观察组中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UPDRS I、UPDRS II、

UPDRS III 和 UPDRS 总分评分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中，治疗后与

治疗前比较，UPDRS I、UPDRS II、UPDRS III 和 UPDRS 总分评分亦有所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在组间比较中，与对照组 UPDRS 各项评分治疗前后差值分别比较，观察组治疗前

后 UPDRS I 差值、UPDRS II 差值、UPDRS III 差值和 UPDRS 总分差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观察组共 17 例，其中基本控制 0 例，显效 8 例，有效 8 例，无效 1 例，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

分别为 47.06%（8/17）和 94.12%。对照组共 17 例，其中基本控制 0 例，显效 0 例，有效 2 例，

无效 15 例，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0 和 11.76%（2/17）。观察组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重复经颅磁刺激可以改善脑卒中后帕金森综合征患者的精神和情绪、日常生活活动和运动功

能。2.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帕金森综合征具有一定的临床疗效。 

 
 

PO-018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脑梗死后 

吞咽障碍的临床研究 

 
向丽萍 

湘西州人民医院,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目的  探讨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脑梗死后吞咽障碍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纳入 40 例病例，分入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采用康复训练加常规药物治疗，治疗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 vocastim-master 治疗仪，连续治疗四周，评估患者反复唾液吞咽试验、洼

田饮水实验、摄食-吞咽障碍评分。 

结果 两组患者的反复唾液吞咽试验、洼田饮水评分、摄食-吞咽障碍评分结果均较治疗前显著改

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改善情况更为显著。 

结论 电刺激联合康复训练对脑梗死后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改善更为显著，可减少吸入性肺炎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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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 

功能性电刺激通过调节细胞凋亡和胶质增生改善卒中后 

大鼠神经功能 

 
金冬梅

1
,蔡传萍

2
,洪忠秋

1
,庄志强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功能性电刺激（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FES）对急性脑梗死大鼠神经功能改

变及周围缺血区细胞凋亡和胶质增生的影响，初步探讨 FES 治疗改善脑梗死后神经功能的可能机

制。 

方法 将成年雄性大鼠随机分成 FES 治疗组、安慰电刺激组和假手术组，每组再均分为治疗 0 天、

3 天、7 天和 14 天四个亚组。建立大鼠永久性大脑中动脉栓塞模型并同时进行皮下电极埋置，于造

模后第三天开始行 FES 治疗，每天 1 次，每次 30min。分别在治疗 0、3、7、14 天时间点，采用

改良神经功能损害评分(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ore，mNSS)评定各组大鼠神经功能。随

后取材，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和 TUNE 法分别检测各组大鼠梗死区神经胶质纤维酸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阳性细胞表达数量和凋亡细胞数量。 

结果  在治疗第 7、14 天时间点上，FES 治疗组大鼠 mNSS 评分均显著低于安慰电刺激组

（P<0.05），而 FES 治疗组在第 7、14 天大鼠的 mNSS 评分较第 0 、3 天有显著降低

（P<0.05）。从治疗第 3 天时，FES 治疗组大鼠脑部周围缺血区凋亡细胞较安慰电刺激组显著减

少（P<0.05），但这一减少趋势并未一直持续到第 14 天。治疗第 7 天，对照组 GFAP 阳性细胞数

量明显高于 FES 治疗组与假手术组（P<0.01），而 FES 治疗组高于假手术组（P<0.05）。此

外，FES 治疗组 GFAP 阳性细胞数量在治疗第 7、14 天均显著低于第 3 天（P<0.05）。 

结论 FES 能显著促进脑梗死大鼠神经功能恢复可能与凋亡细胞和 GFAP 阳性星形胶质细胞数量减

少有关。 

 
 

PO-020 

神经肌肉训练在关节镜下 ACL 重建后膝关节本体 

感觉恢复作用的研究 

 
王坦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研究神经肌肉训练在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膝关节本体感觉恢复作用，寻求更科学高

效的康复方案。 

方法 选取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患者 20 例，根据术后康复训练的不同随机将术后患者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常规康复计划采用力量训练。实验组在常规康复计划基础上介入神经肌

肉训练，分别在术后 3，6，12 个月采用 Lachman 试验、Pivot-Shift 试验、IKDC 和 Lysholm 膝关

节评分标准进行膝关节功能评分，Biodex 多关节等速系统测量膝关节本体感觉，患者满意度调查

表随访患者满意度。手术方式为关节镜下标准解剖位下单束韧带重建法，移植物为患者自体腘绳肌

肌腱，适当保留前交叉韧带的胫骨附着点的残留部分。 

结果 1.两组患者术后刀口愈合良好，未发生并发症，。三个月时使用神经肌肉法训练后肢体有明显

肿胀两组运动员膝 Lanchman 和 Pivot shift 检查结果均为阴性。 

2.两组运动员的 IKDC 评分和 Lysholm 评分都明显改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 3 个月和 6 个月时后两

种评分均呈递增趋势且在术后 6 个月和 12 个月时，实验组得分为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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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组在 6 个月，12 个月时患者的膝关节被动关节活动度重置度数偏差逐渐均小于对照组。患者

本体感觉恢复恢复情况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4.患者对康复训练方法的满意度情况调查，结果经过统计学分析后发现，神经肌肉训练组在 3 个月

及 6 个月的满意程度要明显高于力量训练组。 

结论 1.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介入神经肌肉训练的康复方法可取得较好的疗效，促进患者

恢本体感觉恢复。 

2.神经肌肉训练简单易行，对器械要求低且不受场地限制，患者满意度较高，适合推广使用。 

  
 

PO-021 

糖尿病大鼠髌腱的生物力学变化与骨化三醇的治疗作用 

 
高文双,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既往研究发现糖尿病与骨质疏松症，骨代谢疾病，周围神经病变及组织修复障碍息息相关。

本研究拟探究糖尿病髌腱刚度与蠕变特性等生物力学及组织学方面的变化，并通过应用骨化三醇作

为治疗干预措施，探究骨化三醇对糖尿病退变肌腱的保护作用。 

方法 将 65 只清洁级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n=50）和对照组（n=15），模型组通过腹腔

内注射链脲佐菌素（30mg/kg）建立Ⅰ型糖尿病大鼠模型， 72h 后尾静脉取血监测血糖变化，血糖

在 33.3mmoL/L≥空腹血糖≥11．1 mmoL/L 之间，视为造模成功。造模成功共 40 只大鼠，再随机

分为两个亚组：糖尿病组（n=15）和骨化三醇组（n=15）。骨化三醇组每天腹腔注射骨化三醇

1mg/kg，糖尿病组未给予特殊处理。9 周后切取大鼠髌骨-髌腱-胫骨复合体，HE 染色观察组织病

理学变化，BOSE3200 生物力学实验机测定大鼠髌腱刚度与蠕变特性。 

结果 糖尿病大鼠表现出预期和持续的高血糖状态，较正常对照组体重显著降低，饮水量明显增

加，完全符合糖尿病患者多尿烦渴，瘦弱倦怠的特点，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动物模型。糖尿病组大

鼠肌腱长度（ 7.02±0.63 VS 7.69±0.70）、宽度（3.28±0.29 VS 3.47±0.17）和维生素 D

（15.28±1.84 VS 24.35±1.95）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肌腱胶原纤维不规则卷曲，细

胞密 度下降， 肌腱刚度（ 25.75±3.99 VS 33.34±5.74 ）与 蠕变特性（ 0.037±0.006 VS 

0.050±0.006）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0.05） ,骨化三醇组以上各指标均有明显改善 ,分别为

7.22±0.63,3.46±0.42,19.26±1.82,29.72±4.35,0.038±0.004（P＜0.05）。 

结论 9 周糖尿病大鼠肌腱明显退变，生物力学特性下降，而骨化三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糖尿病对肌

腱退变的影响。 

 
 

PO-022 

基于 Nogo-A/RhoA/ROCK 通路研究限制-诱导运动疗法对 

偏瘫型脑瘫小鼠肢体功能的影响 

 
刘力茹,唐红梅,徐开寿,徐韵贤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制备偏瘫型脑瘫（HCP）小鼠模型，对其行限制-诱导运动疗法（CIMT），观察 CIMT 前后

HCP 小鼠肢体功能的变化，以及 Nogo-A 及其下游信号通路的表达。 

方法 选取 7-10 天大的 C57BL/6 小鼠进行实验，根据是否行左侧颈总动脉结扎术随机分为非结扎组

[[对照组（n=8）、假手术组（n=8）]和结扎组(n=35)。假手术组小鼠只行左侧动脉分离，不进行结

扎。而结扎组小鼠则行左侧颈总动脉双结扎，术后 2h 放入 8%O2+92%N2 缺氧环境下 2h。术后 1

周所有小鼠行旷场实验、平衡木实验、爬杆实验等行为学测试。随后根据测试结果将结扎组小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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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HCP 组(n=8)、HCP+CIMT 组（n=8）和 HCP+nCIMT 组（n=8）。2 周后 HCP 组正常饲养，

HCP+nCIMT 组放入趣味笼饲养，HCP+CIMT 组小鼠捆绑左侧前肢再放入趣味笼饲养（2 小时/

天，5 次/周，持续干预 2 周）。CIMT 干预结束后 2 周，再行旷场实验、平衡木实验、爬杆实验。

随后将各组小鼠灌注后脑部取材，采用免疫荧光法及 Westernblot 法检测各组小鼠大脑皮层 Nogo-

A、NgR，以及下游 Rho-A，ROCK2 激酶的改变情况。 

结果 缺血缺氧 HCP 小鼠造模成功，存活小鼠表现出明显的右侧肢体功能障碍，存活率达 71.4%。

结扎组旷场实验、平衡木实验、爬杆实验结果明显差于非结扎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扎组小鼠大脑皮层 Nogo-A、NgR，Rho-A、ROCK2 的表达和蛋白灰度值显著高

于非结扎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IMT 干预后，HCP+CIMT 组小鼠对环境的适应

及探索能力较干预前明显提高，平衡木完成总时间有减少，爬杆总分数提高，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HCP+CIMT 组与 HCP 组、HCP+CIMT 组比较，其旷场实验直立次数明显较多，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CP+CIMT 组小鼠大脑皮层 Nogo-A、NgR、Rho-A、ROCK2 蛋

白表达及蛋白灰度值较 HCP 组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IMT 可改善 HCP 小鼠的周围环境适应与探索能力、平衡能力和爬行速度，减少其大脑皮层

的损伤程度，降低其大脑皮层中 Nogo-A、NgR、Rho-A、ROCK2 蛋白的表达，促进神经元的再

生。 

 
 

PO-023 

周期性张应力刺激通过影响线粒体功能调控大鼠软骨细胞 

炎症反应的机制研究 

 
郝晓霞,许涛 

湖北省武汉市同济医院康复科 

 

目的  探究周期性张应力刺激调控大鼠软骨细胞炎症反应的作用机制。 

方法  1.体外分离培养新生 SD 大鼠关节软骨细胞，不同浓度 IL-1β（0、1、2.5、5、10、

15ng/ml）干预以构建软骨细胞炎症反应模型，通过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II型胶原（Col-

2）、基质金属蛋白酶(MMP13)的表达。 

2.采用四点弯曲应力仪对软骨细胞行周期性张应力刺激，参数设为频率 1Hz,干预时间 4h,设置空白

组、IL-1β 组、IL-1β+2000μ 组、IL-1β+5000μ 组。根据不同分组，给予软骨细胞应力刺激，用

CCK-8 法检测细胞活性、EDU 掺入测定检测细胞增殖、Annexin V/propidium iodide (PI)染色检测

细胞凋亡。 

3.给予软骨细胞应力刺激后，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MAPK 信号通路及线粒体功能相关蛋白 Bax、

Bcl-2、Cytochrome C 等的表达变化，荧光显微镜检测应力对大鼠软骨细胞线粒体膜电位、活性氧

的影响，流式定量分析软骨细胞凋亡水平及线粒体膜电位和活性氧的变化情况。 

结果 1.RT-PCR 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不同浓度的 IL-1β 和 Col-2 表达呈负相关，随着浓度递增

Col-2 表达下降，而不同浓度 IL-1β 和 MMP13 表达呈正相关，随着浓度递增 MMP13 表达呈递增

趋势。 

2.CCK8、EDU 及流式结果发现，IL-1β+2000μ 组较 IL-1β+5000μ 组、IL-1β 组细胞活性更强，同

时 2000μ 强度的力学刺激能促进软骨细胞的增殖，并降低细胞的凋亡水平，差异具有显著性。 

3.Western Blot、荧光染色及流式结果发现，IL-1β+2000μ 与 IL-1β 组相比，ERK1/2、 p38 和 JNK

的磷酸化水平降低，IL-1β+5000μ 与 IL-1β 组相比则上调 ERK1/2、 p38 和 JNK 的磷酸化。同时，

高强度（5000μ）的力学刺激作用于炎症软骨细胞，导致软骨细胞线粒体发生形变，线粒体膜电位

降低，活性氧大量释放，Bax、Cytochrome C 蛋白表达量增加、Bcl-2 蛋白表达量降低。 

结论 1.不同浓度的 IL-1β 能抑制软骨表型 Col-2 表达，促进 MMP13 表达，有利于构建软骨细胞炎

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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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当强度（2000μ）的周期性张应力刺激炎症软骨细胞，可以促进细胞的增殖并减少凋亡，而高

强度（5000μ）力学刺激则呈反向效应。 

3.周期性张应力可以通过影响线粒体的功能调控炎症环境中软骨细胞的凋亡水平。 

 
 

PO-024 

8 周跑台运动对高血压大鼠血压调节和脑内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的影响 

 
李明余

1
,洪玲

2
,赵晓霖

2
,林诚

2
,潘燕霞

2
 

1.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厦门中山医院),福建省,厦门市 

2.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康复治疗学系 

 

目的 观察 8 周跑台运动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压、血压调节功能和心血管中枢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活性和基因表达的影响，探讨运动训练改善血压调节功能的中枢机制。 

方法 6 周龄雄性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随机分成安静组(S)和运动组(E)，正常血压 WKY 大鼠

作为对照组(C)，每组 10 只。运动组大鼠进行 8 周中低强度跑台运动，尾套法测定收缩压和心率。

药物法检测压力反射敏感性(BRS)代表血压调节功能。用荧光定量 PCR 和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心

血管中枢[延髓头端腹外侧区(RVLM)、孤束核（NTS）、室旁核(PVN)]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

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CE2)基因表达和酶活性。 

结果 ①8 周运动结束，14 周龄 SHR 安静组收缩压显著高于同龄 WKY-C 组，运动训练明显降低

SHR 血压和心率，改善血压调节能力，阻止压力反射功能降低，SHR 血压与 BRS 呈负相关。② 

SHR 安静组 RVLM 和 PVN 的 ACE 基因表达和酶活性显著高于 WKY-C 组，但 ACE2 基因表达和

酶活性低于 WKY-C 组，8 周运动逆转上述变化。③SHR 大鼠 BRS 与心血管中枢 ACE 酶活性负相

关、与 ACE2 酶活性呈正相关。 

结论 8 周跑台运动降低高血压、改善血压调节功能可能与运动恢复中枢 ACE /ACE2 平衡有关。 

 
 

PO-025 

经皮神经电刺激对糖尿病大鼠 GLUT4 基因表达的 

影响及信号机制 

 
夏婉 

浙江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以中等强度跑台训练作为阳性对照，研究经皮神经电刺激（TENS）对糖尿病大鼠的血糖调节

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 选择 24 只 2 型糖尿病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运动干预组、TENS 组，共 3 组。跑台速

度为 25 m/min，跑台坡度为 5°，运动时间为 15 分钟，训练 2 周。TENS 组将大鼠双下肢股四头肌

肌腹两端放置电极片，并与 G-6850 电刺激装置相连，刺激波形为连续方波, 刺激频率为 15Hz , 电

流强度为 6-8mA，刺激时间 15 min，持续 2 周。实验前、干预措施 2 周各组大鼠禁食过夜 12 小

时，通过尾静脉采血测空腹血糖浓度，通过 ELISA 试验测定胰岛素浓度及胰岛素抵抗指数，通过

RT-PCR 法测定股四头肌葡萄糖运载体 4（glucose transporter 4，GLUT4）基因表达量。 

结果  TENS 训练可以显著降低 GK 大鼠空腹血糖（p<0.001），可达到运动训练的效果

（p<0.001），TENS 训练可以显著改善 GK 大鼠胰岛素抵抗（p<0.001），同时可以使股四头肌

GLUT4 表达显著增加（p<0.001）。 

结论 TENS 训练可以改善糖尿病大鼠血糖代谢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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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6 

超短波对脂多糖诱导大鼠吸入性肺炎的影响 

 
曾亚华,成果,王婷,钟培瑞,蒋东方,张兴,王甜甜,邓程远, 张青秀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湖南省,衡阳市 

 

目的  观察超短波对脂多糖（LPS）诱导大鼠吸入性肺炎的影响。 

方法 将 3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正常组、LPS 组和超短波组，LPS 组及超短波组大鼠采用气

管内注射剂量为 1mg/kg 脂多糖，正常组、LPS 组大鼠不做干预处理，超短波组大鼠予超短波干

预，干预参数：上海医疗器械高技术公司 CDB-1 超短波电疗机，功率约为 33.3W，频率为

40.68MHz，电极板面积 290mm×200 mm , 胸背对置, 大鼠胸部距电极板约 1cm，大鼠背部距电极

板约 3cm，干预 15min/ 次，1 次/ d ，共干预 5 天。干预完成后，眼眶取血，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

清中炎性因子 IL-6 水平；HE 染色观察大鼠肺组织病理形态学变化。 

结果 LPS 组大鼠血清 IL-6 含量明显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短波组 IL-6 含

量较 LPS 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E 染色结果显示 LPS 组大鼠肺间质出现大量

中性粒细胞浸润、血管内皮细胞增生等病理变化。LPS 组肺组织病理半定量评分比正常组显著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超短波组评分比 LPS 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超短波能抑制脂多糖诱导吸入性肺炎大鼠的炎症反应。 

 
 

PO-027 

基于图像认知心理测评系统和心理自评量表评估健康 

医务人员心理状态的临床研究 

 
马迪,潘钰,尹航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应用基于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系统（TeeView System）和心理自评量表评价医务人员的心理

健康状况，以检验并比较两种评估方法用于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的有效性。 

方法 由同一测试者对 29 名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评估工具包括宗氏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宗氏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和基于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系统，同时所有受试者在一周内接受精神科医生使用 DSM-IV-

TR 轴 I 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I/P）进行诊断。以医生诊断作为金标准，比较基于图像认知

的心理测评系统和情绪自评量表的评估结果，记录各评估方法所需时间，计算灵敏度、特异度、总

命中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总命中率等指标评价诊断信度，使用 Kappa 系数比较两种诊

断方法与医生的一致性，并分别绘制 ROC 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以及约登指数来评价两种方法的

诊断价值。 

结果 基于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系统与心理自评量表的 Kappa 值为 0.389；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系

统和心理自评量表分别与医生诊断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显示，两种评分方法的灵敏度均为 1，特

异度均为 0.8261，阳性预测值均为 0.6，阴性预测值均为 1，总命中率均为 0.8621，与医生诊断结

果的 Kappa值均为 0.663(p<0.000)，基于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系统和心理自评量表的 ROC 曲线下

面积分别为 0.931（0.876 ~ 0.997）和 0.928（0.768~0.990），约登指数均为 0.8261。完成基于

图像认知的心理测评系统平均需要 6 分钟，情绪自评量表平均需要 10 分钟，医生诊断平均需要 30

分钟。 

结论 基于图像认知心理测评系统和心理自评量表的灵敏度、特异度、总命中率均较高，与医生诊

断均具有一般一致性。诊断价值指标显示图像认知心理测评系统具有很好的诊断价值，且相对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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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评量表评测用时较短，方便快捷，可以尝试用于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态的筛查评估。上述结论

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及复测评估以加以验证。 

 
 

PO-028 

CTBS 对类淋巴通路代谢及阿尔茨海默病小鼠 Aβ 清除机制研究 

 
吴程

1
,何小飞

2
,裴中

2
,徐光青

2
,兰月

1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进展，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

济负担，是 21 世纪卫生保健的巨大挑战之一。伴随 AD 等退行性疾病最常见的问题是进行性的记

忆和认知功能损害，这与脑内 Aβ 的异常沉积有关。Aβ 异常沉积的主要原因是 Aβ 生成和清除不平

衡，而 Aβ 清除障碍占主要因素。近年来双光子活体成像揭示了类淋巴通路（PVS-ISF）是 Aβ 清

除的主要途径，因此有效促进 PVS-ISF 外流转运对于防治 AD 等脑退行性疾病至关重要。我们前

期研究发现 PVS-ISF 通道的调控与 GABA 能神经活动密切相关，那么，模拟 GABA 能神经元活动

节律的 θ 爆发式刺激（TBS）应该能够通过调控 GABA 能神经活动，影响 PVS-ISF 代谢通路，从

而影响 Aβ 的清除， 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方法 12 只雄性 7 月龄 APP/PS1 小鼠，随机等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进行 CTBS 真性刺

激，对照组进行 CTBS 假性刺激，每天 1 次，刺激 14 天。 于刺激第二周进行水迷宫实验。水迷宫

结束后 24 小时内于双光子显微镜下观察 PVS-ISF 通路代谢情况，观察结束后 24 小时内取材切片

行免疫荧光染色（Aβ1-40；Aβ1-42），观察 Aβ 沉积情况。  

结果 水迷宫测试结果显示：实验组逃避潜伏期明显较对照组短（F=10.11, P<0.05），目标象限停

留的时间较对照组长(t=2.198, P<0.05)，穿越平台次数较对照组多(t=2.53, P<0.05)，两组小鼠运动

的平均速度无明显差异(t=1.065, P>0.05)；双光子活体成像结果显示：实验组 PVS-ISF 代谢通路明

显较对照组明显加快(F=5.796, P<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实验组相比对照组 Aβ 沉积明显减

少（t=3.98，P<0.05）。 

结论 CTBS 刺激可以明显加快 PVS-ISF 代谢通路，促进 Aβ 的清除，减少 Aβ 沉积，进而改善阿尔

茨海默病小鼠的认知功能。 

 
 

PO-029 

不同形式运动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大鼠神经 

传导速度及疼痛的影响 
 

税晓平
1,2,3

,苏全生
3
,李顺昌

3
,孙君志

3
,尚画雨

3
 

1.四川中医高等专科学校 

2.绵阳市骨科医院,四川省,绵阳市 

3.成都体育学院 

 

目的 观察有氧和抗阻运动对糖尿病大鼠坐骨神经的结构、神经传导速度、机械痛阈及热痛阈的影

响。 

方法 雄性 SD 大鼠高脂高糖饮食喂养配合一次小剂量注射链脲佐菌素诱导 T2DM 大鼠模型后，随

机分为空白对照组（C）、单纯有氧运动组（CA）和单纯抗阻运动组、糖尿病造模组分为糖尿病对

照组（D）、糖尿病有氧运动组（DA）和糖尿病抗阻运动组（DR），有氧运动采用跑台运动，抗

阻运动采用抗阻爬梯运动，连续运动 8 周。8 周运动后测试各组空腹血糖（FBG）、糖耐量实验指

数（AUC）；HE 染色和电镜观察坐骨神经结构变化；用 PowerLab 生理记录仪测试右侧坐骨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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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速度（MNCV）、采用电子 Electric Von Frey 电子测痛仪（ⅡTC2390）测定机械痛阈

（MWT），热刺痛仪（PL 一 200）测定热痛阈（TWL）。 

结果（1）糖尿病状态 8 周后，糖尿病大鼠体重明显下降，FBG、AUC 增高；两种运动对上述指标

均有明显干预作用，其中抗阻运动改善 FBG、AUC 的作用较有氧运动更明显。（2）糖尿病大鼠坐

骨神经出现结构改变，表现为髓鞘排列疏松紊乱，板层出现分离和皱缩等典型的脱髓鞘改变；

（3）糖尿病大鼠 MNCV、MWT、TWL 均出现明显的下降；（4）两种运动均能改善糖尿病大鼠坐

骨神经结构，有氧运动能明显糖尿病大鼠减缓 MNCV、MWT 和 TWL 的下降，抗阻运动能明显减

缓 MWT 的下降，表现出减缓 MNCV 和 TWL 下降的趋势。 

结论（1）有氧和抗阻运动均能有效调控血糖，改善糖代谢紊乱，其中抗阻运动调控血糖和改善糖

代谢紊乱的效果优于有氧运动。（2）有氧和抗阻运动均能有效改善糖尿病大鼠坐骨神经病变结构

和功能，有氧运动改善糖尿病大鼠神经功能的效果优于抗阻运动。 

 
 

PO-030 

经颅磁刺激对产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分析 

 
徐美君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颅磁刺激对产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分析 。 

方法 选取 30 例具有产后抑郁症在三周内的患者，并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 1 和观察组 2。

对照组进行常规的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其他治疗，观察组 1 在进行常规治疗外，还增加了每周五

次的 1HZ 频率,80%强度，80 个脉冲的右脑区经颅磁刺激治疗，观察组 2 在进行常规治疗外，还增

加了每周五次的为 5HZ 频率,80%强度，80 个脉冲的左脑区经颅磁刺激治疗。治疗时间为 4 周，三

组患者分别与治疗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患者抑郁程度的变化，采用世界卫

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WHOQOL-BREF）评定患者的生活质量情况。  

结果  观察组 1 与观察组 2 的患者抑郁情况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在统计学上优于对照组

（P<0.05）,而观察组 1 与观察组 2 在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通过抑制右脑区和兴奋左脑区的经颅磁刺激治疗，均能改善患者的抑郁情况和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因而，经颅磁刺激对产后抑郁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明显促进作用。 

 
 

PO-031 

阻断 BDNF-TRKB 信号通路后运动训练对脊髓损伤后大鼠痉挛

状态及腰髓内 GAD65 表达的影响 

 
丁洁

1
,李向哲

3
,方露

1
,吴勤峰

3
,王彤

2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 

3.苏州科技城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阻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 酪氨酸激酶受

体  B（ tropomyosin-related kinase B，TrkB）信号通路后运动训练对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大鼠后肢痉挛以及腰髓内谷氨酸脱羧酶 65（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 65，

GAD65）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60 只雌性 SD（Sprague-Dawley）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损伤+磷酸盐缓冲液组、运动+

磷酸盐缓冲液组、损伤+TrkB 阻滞剂组以及运动+TrkB 阻滞剂组。采用改良 Allen’s 撞击法建立

T10 不完全脊髓损伤后痉挛模型，在 SCI后第 7 天，于 Sed-TrkB/Fc 组和 TT-TrkB/Fc 组植入灌有

http://www.yuyanbio.com/Product/show/id/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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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kB 阻滞剂（TrkB/Fc）的 Alzet 渗透压泵，其余三组渗透压泵中则注入 0.01M 磷酸盐缓冲液进行

对照。SCI 后第 8 天，TT-PBS 组和 TT-TrkB/Fc 组进行减重平板训练，每周使用 H 反射的

Hmax/Mmax 比值对术后大鼠后肢的痉挛状态进行评估，并于术后 5w 采用 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

化技术检测各组大鼠损伤远段脊髓 GAD65 的表达情况。 

结果 术后，除假手术组外，其余 4 组大鼠后肢痉挛程度均逐渐加重。从第 3w 开始，与 Sed-PBS

组、 Sed-TrkB/Fc 组和 TT-TrkB/Fc 组相比，TT-PBS 组 Hmax/Mmax 比值明显降低（P<0.05）；

在术后第 4-5w，TT-TrkB/Fc 组比值也有一定地下降（P<0.05）。5 组大鼠 GAD65 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各组 GAD65 的相对蛋白含量均低于假手术组（P<0.05），但 TT-PBS 组

明显多于除 Sham 组外的其他 3 组（P＜0.05）；TT-TrkB/Fc 组 GAD65 的相对蛋白表达量与 Sed-

PBS 组和 Sed-TrkB/Fc 组相比也有所增加（P<0.05）。 

结论 运动训练可以改善 SCI后的痉挛状态，而阻断 BDNF-TrkB 信号通路可抑制运动训练对不完全

性 SCI大鼠后肢痉挛的缓解和损伤远段脊髓 GAD65 表达的促进作用。 

 
 

PO-032 

成对经颅磁刺激评价脑卒中患者健侧半球皮层 

兴奋性的横断面研究 
 

贾晋瑄,吴毅,汤昕未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目前国内外未有检测脑卒中患者 SICF 以及 LICI 两项指标的横断面研究，并且 SICI 以及 ICF

两项指标的检测结果亦不明确，而这些指标所反映的神经递质变化与脑卒中患者的疾病状态相关。

本研究招募脑卒中后恢复期的患者，借由检测他们的成对 TMS 指标，探讨患者大脑内神经皮质兴

奋性及神经递质浓度的变化。 

方法 研究共招募 11 名脑卒中患者，其中脑出血 7 名，脑梗塞 4 名，以及与其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

组，进行横断面 TMS 检测，包括 RMT、CMCT、MEP 潜伏期、SICI、LICI、ICF、SICF 等。患者

与其相匹配年龄及性别的健康对照人群间均数的互相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以 P<0.05 作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结果 研究最终总共纳入 11 名脑卒中患者以及 7 名健康对照组，所有人皆完成研究全过程。无

TMS 相关不良反应发生。（1）脑卒中患者健测大脑半球的 SICI 比健康对照组的 SICI 明显升高，

提示 GABAα 介导健侧半球的去抑制状态；（2）脑卒中患者健测大脑半球的 LICI 比健康对照组的

SICI 升高，提示 GABAβ 介导健侧半球的抑制效果下降；（3）脑卒中患者健测大脑半球的 ICF 比

健康对照组的 ICF 明显下降，提示谷氨酸介导的兴奋性下降；（4）对脑卒中患者按脑出血及脑梗

塞分组后发现脑出血患者的 SICI 以及 ICF 仍然与健康对照组仍然有差异，而脑梗塞患者与健康对

照组的差异则没有统计学意义；（5）对对脑卒中患者按脑出血及脑梗塞分组后发现两者的 SICF

以及 LICI与对照组的差异呈现相反走形。 

结论 脑卒中患者健侧半球呈现明显去抑制状态，与 GABA 能抑制性神经递质的减少有关，而 ICF

的降低可能是去抑制状态的代偿作用，SICF 和 LICI 在脑出血患者以及脑梗塞患者与健康对照的差

异呈现相反的趋势提示未来进行脑卒中后成对 TMS 评定技术的研究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组，以

减少结果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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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3 

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研究 

 
唐强

1
,邹伟

2
,孙作东

3
,邢艳丽

1
,于学平

2
,李康

4
,孙五一

5
,王文华

5
,刘波

1
,张立

1
,戴晓红

2
,侯艳

4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3.黑龙江省亚欧脑科学研究院 

4.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5.哈尔滨奥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目的 评价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商品名：奥博阿尔茨海默治疗仪）治疗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 disease，AD)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对 80 例轻、中度 AD[Hachinski 缺血量表评分≤4 分，痴呆程度（CDR=1.0）或（CDR=2.0）]

患者进行了双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安慰剂对照 8 周临床试验,其中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

所有入选病例均给予正规的内科基础治疗和规范化护理，治疗组使用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进行治

疗，对照组使用安慰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进行模拟治疗。 

结果 临床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治疗 8 周时,治疗组较对照组简易精神状态评价（MMSE）、阿尔茨

海默认知评价（ADAS-Cog）和日常生活能力评价（ADL）分数显著改善（组间差异 P 依次

<0.001、0.0001、0.05）。治疗 4 周时，MMSE 和 ADAS 分数已有提高(组间差异 P 依次<0.05、

0.01)。两组均无不良反应。 

结论 根据试验统计结果，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具有治疗效果，对患者

的精神状态、认知行为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较好的改善作用，且该治疗仪使用安全。 

 
 

PO-034 

线粒体呼吸链在兔膝骨关节炎早期发病过程中的变化 

 
兰纯娜,张长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慢性退行性骨关节病变, 软骨的退变是

重要的病理学改变。线粒体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器，在 OA 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拟通过研

究常见的膝骨关节炎，以兔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早期骨关节炎病程中线粒体呼吸链关键酶及在

OA 发病过程中其重要作用的炎症因子 MMP3 的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探究线粒体功能在关节软骨退

变中的作用。 

方法 实验采用 48 只纯种新西兰雄性大白兔, 随机分为 6 组,每组 8 只,随机选择其中 1 组为 0 天组,

其他 5 组为实验组采用木瓜蛋白酶造模。以 0.1ml 4%木瓜蛋白酶行双侧膝关节腔注射，隔一天注

射一次，共注射 3 次。0 天组以空气栓塞法处死，其余组以最后一次注射木瓜蛋白酶为造模时间起

点，在造模后第 3 天、第 6 天、第 9 天、第 12 天和第 15 天分别空气栓塞处死。每组均取双侧股

骨内外侧髁标本。主要观测指标为：包括 HE 染色、甲苯胺蓝及番红固绿染色，OARS 评分，免疫

印迹法对软骨中 collagenII、GAG、CPR、Bcl-2 和 MMP3。试验结果 Graph Pad Prism 6 进行分

析，总体均数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F 检验），两两比较用非配对 t 检验法，设定 P 值<0.05 为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HE 染色：可看到软骨逐渐出现退变，表面增厚并出现裂隙。2、用 ipwin32 对甲苯胺蓝和

番红固绿染色中 GAG 进行分析，可发现 GAG 在 0 天到 3 天，6 天到 15 天组中有减少趋势，但只

有 15 天组达到了统计学意义。3、OARSI评分从第 3 天即开始上升，有统计学意义，到 15 天组评

分增加至 10.75±1.64 分，达到早期 OA 的评分标准。4、蛋白免疫印迹结果 ：随着造模后时间的

增加，相较 0 天，collagenII、GAG 和 CRP 的表达都是趋向于减少的，其中 collagenII 和 GAG 的

减少在第 12 天组达到统计学意义。CPR 的降低在第 3 天组即达到统计学意义。MMP3 在实验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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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但仅在 9 天和 15 天组中达到了统计学意义。BCL-2 在所有实验组别中的

变化均未达到统计学差异。 

结论 1、CollagenII 及 GAG 表达的减少早于 OA 病理学变化。2、MMP3 的变化可能是 OA 早期一

系列变化的诱因。3、OA 早期线粒体功能改变对软骨的影响可能更多的在于 CRP 代表的呼吸链功

能下降导致能量代谢降低，诱发软骨细胞死亡，而不是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发软骨细胞凋亡。 

 
 

PO-035 

不同运动训练强度对脑梗死大鼠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及其机制 

 
杨怀春,胡昔权,张丽颖,张青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观察不同运动训练强度对脑梗死大鼠神经功能恢复及梗死边缘细胞凋亡、坏死、自噬及炎症

因子表达的影响，探讨脑梗死后运动训练的适宜强度。 

方法 对 SD 大鼠建立右侧大脑中动脉缺血再灌注模型（tMCAO），随机分为训练组、对照组、假

手术组，其中训练组包括 H 组(高强度亚组)、M 组(中等强度亚组)、L 组(低强度亚组)。各训练组于

tMCAO 术后 48h 接受跑笼训练，于训练 3 天后，采用 RT-PCR 检测各组脑梗死边缘炎症因子表达

的情况，于 tMCAO 术后 1 天、训练 7、14 天后，行改良神经功能评分（mNSS 评分），于训练

14 天后行免疫荧光检测梗死边缘细胞凋亡（TUNEL）、自噬（LC3）的情况，尼氏染色检测梗死

体积及细胞坏死情况。 

结果 MNSS 评分：与对照组相比，M 组、L 组 mNSS 显著下降（P＜0.05），H 组未见显著差异；

各训练组之间，M 组、L 组较 H 组 mNSS 评分显著下降（P＜0.05）。脑梗死体积：与对照组相

比，M 组、L 组脑梗死体积下降（P＜0.05），H 组未见显著差异；各训练组之间，M 组、L 组较 H

组脑梗死体积明显下降（P＜0.05）。炎症因子：与对照组相比，H 组、M 组、L 组白介素 1α（IL-

1α）、白介素 1β (IL-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表达均显著下降（P＜0.05），M 组、L 组白介

素 10 (IL-10)明显增加（P＜0.05）；各训练组中，M 组较 H 组、L 组 IL-1β 显著下降（P＜

0.05），M 组、L 组较 H 组 IL-10 显著升高（P＜0.05），且 M 组较 L 组 IL-10 升高更为明显（P＜

0.05）。细胞凋亡、自噬、坏死：与对照组相比，M 组、L 组脑梗死边缘 LC3、TUNEL 阳性细胞

及坏死细胞均显著下降（P＜0.05）；训练组之间，M 组、L 组 LC3、TUNEL 阳性细胞及坏死细胞

较 H 组显著下降（P＜0.05），且 M 组较 L 组明显下降（P＜0.05）。 

结论 大鼠 tMCAO 术后 48h 行中等强度运动训练更有利于神经功能的恢复，并可能与其减少梗死边

缘区细胞坏死、凋亡、自噬，抑制炎症因子表达有关。 

 
 

PO-036 

长时程运动训练对慢性高血压大鼠认知障碍的影响与机制 

 
张丽颖,胡昔权,郑海清,罗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观察长时程运动训练对慢性自发性高血压易卒中（ stroke-prone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SHRSP）大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并探讨脑内血管内皮一氧化氮合成酶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Aβ 产生的关键酶 β 分泌酶（β-secretase，

BACE1）及 β 淀粉样蛋白（β-amyloid，Aβ）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将 30 只 3 月龄雄性 SHRSP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SHRSP-Con）和训练组（SHRSP-

PE），采用相同周龄的雄性 Wistar Kyoto（WKY）大鼠 15 只作为正常血压对照组（WKY-

Con）。SHRSP-PE 组给予持续 4 个月的中等剂量跑笼训练；SHRSP-Con 组和 WKY-Con 组仅在

和 SHRSP-PE 组相同的环境中饲养，但不予任何针对性训练。各组大鼠在 3 及 7 月龄分别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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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认知功能，观察大鼠训练前后血压及认知功能情况，在 7 月龄，各组大鼠完成水迷宫及血压监

测后，取材并采用免疫荧光的方法观察脑内皮层及海马的 eNOS、BACE1、Aβ 的表达，采用 Elisa

法对脑内 Aβ 进行定量检测。 

结果 3 月龄 SHRSP 大鼠的血压明显高于 WKY 大鼠，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3 月龄各组

大鼠认知功能无明显差异。7 月龄 SHRSP-Con 组与 WKY 组比较，血压明显升高，差别有统计学

意义（P<0.05）；认知功能减退，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内 eNOS 表达减少、BACE1

表达增加及 Aβ 沉积增加，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SHRSP-Con 组相比，4 个月的运动

训练可以明显降低血压，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改善认知功能，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可以增加 eNOS 表达，减少 BACE1 和 Aβ 的表达，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长时程运动训练能够改善慢性高血压大鼠的认知功能，其机制可能与其促进脑内海马及皮层

的 eNOS 表达，保护血管内皮，进而减少 BACE1 表达和 Aβ 沉积有关。 

 
 

PO-037 

神经细胞自噬与 Aβ 沉积在运动训练改善脑梗死大鼠  

认知功能中的作用及机制 

 
潘晓娜

1,2
,胡昔权

1
,张丽颖

1
,郑海清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细胞自噬与 Aβ 沉积在运动训练改善脑梗死大鼠认知功能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130 只雄性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随机分成正常组、假手术组、tMCAO 术后组，对照

组、训练组、盐水注射组及 3-MA 注射组。采用―线栓法‖制作 tMCAO 模型，3-MA 经侧脑室注射建

立自噬抑制模型。运动训练采用电动跑笼训练，训练时间为 tMCAO 术后第 3 天至第 28 天。各组

采用小动物颅脑 MRI 观察大脑梗死体积；改良神经功能损伤评分(mNSS）评估大鼠运动功能；新

物体识别试验及 Morris 水迷宫试验评估大鼠认知功能；LC3/Aβ 及 LC3/BACE1 免疫荧光双标观察

运动训练对自噬及 Aβ 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 Aβ 生成底物 APP 及关键酶 BACE1、PS1，明

确运动训练及自噬对 Aβ 生成的作用；Western Blot 检测 t-PI3K、t-AKT、t-mTOR、p-PI3K、p-

AKT 及 p-mTOR 的表达，阐明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在运动训练调控自噬及 Aβ 沉积中的作

用。 

结果 脑梗死不仅导致 SHR 出现运动功能障碍，也发生认知功能损害。MRI 检测术后梗死体积为

240.46±25.07mm3；术后第 3d、14d 及 28d mNSS 评分逐渐降低，大鼠认知功能（包括：新物体

辨别系数、水迷宫穿越平台次数、在目标象限停留时间及逃避潜伏期）也明显下降。运动训练可明

显改善 SHR 的认知功能，并减少梗死周围 LC3 阳性细胞数目，降低 Aβ 的荧光强度；此外，运动

训练在降低 LC3Ⅱ/LC3Ⅰ灰度比值的同时，明显减少了 Aβ 生成限速酶 BACE1 的表达，抑制了

APP 的表达，而对 PS-1 的表达无明显影响，梗死边缘区 LC3 及 BACE1 的表达存在共定位。3-

MA 抑制自噬可减少脑梗死大鼠 Aβ 沉积。3-MA 侧脑室注射组在术后 3d 时 LC3 细胞阳性率已明显

被抑制，western blot 发现 3-MA 注射组 LC3Ⅱ/LC3Ⅰ灰度比值明显下降，免疫荧光显示术后 14d

及 28d 的 Aβ 荧光强度明显减弱，且 3-MA 注射组认知功能也明显改善。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

脑梗死抑制了 PI3K、AKT 及 mTOR 蛋白的磷酸化；运动训练可使 PI3K、AKT 及 mTOR 磷酸化增

加，从而激活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抑制自噬，改善认知功能。 

结论 运动训练可能通过激活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抑制自噬，进而减少 Aβ 的生成，改善脑

SHR 梗死后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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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8 

低频率全身振动疗法对小鼠膝骨关节炎模型软骨代谢的实验研究 

 
王海明

1
,朱思忆

1
,张驰

1,2
,高呈飞

1
,何成奇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2.西南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中心 

 

目的 探究低频率全身振动疗法对小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退变的作用效果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全身振动疗法对小鼠 KOA 的实验研究。C57BL/6 小鼠 20 只行右膝手术造模，构建内侧半月

板不稳（DMM）小鼠 OA 模型，后随机分为 2 组，模型组 10 只（右膝手术造模即为：

DMM+SHAM WBV 组，左膝为假手术对照组即：SHAM DMM+SHAM WBV 组）和实验组 10 只

（进行 WBV 干预 4W；其中右膝即为 DMM+WBV 组，左膝即为：SHAM DMM+WBV 组）。实验

组小鼠进行 10Hz、20min/次、5 次/W，共 4W 的全身振动干预，模型组假干预。收取小鼠膝关节

并测量膝关节的最大直径，随机选取 5 只进行膝关节 Micro-CT 扫描，对胫骨软骨及软骨下骨感兴

趣区域进行骨体积分数（BV/TV）、骨表面/骨体积（BS/BV）、骨小梁数量(TN)、骨小梁间隙 (TS)

的检测，然后该批组织进行组织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等相关检测。每组剩余 5 只小鼠后取膝关节

进行 qRT-PCR 检测 Mmp3、Mmp13、Adamts 4、Adamts 5、Acan、Col2a1 与 Il6、Stat 3、
Jak1、Jak2 的 mRNA 及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WB）检测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节肥大明显，番红 O-固绿染色均表明软骨基质和胶原丢失明显，qRT-PCR、Western blot 检

测及免疫组化染色提示其软骨基质分解代谢活跃、成分丢失；C57 小鼠 OA 模，JAK1、JAK2、

STAT3 均增高与其表达一致。而 C57 小鼠 OA 模型中软骨下骨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通过 WBV 干

预 C57 小鼠 OA 模型后软骨形态学评分较未干预的模型组增高，软骨破坏加重趋势，基质合成代

谢（Col2a1、Acan）明显降低，但基质分解代谢相关酶（ MMP3、MMP13、Adamts4、

Adamts5）也明显减低。WBV 干预后相关通路是分子标记物 JAK1、JAK2、STAT3 表达明显降

低。 

结论 1.IL6 是小鼠 DMM 骨关节炎模型中重要的炎症因子。2.WBV 可以通过减少 DMM 骨关节炎模

型小鼠关节软骨基质合成代谢，对关节软骨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WBV 可以通过抑制 IL6 信号通

路来实现抑制软骨的分解代谢。3.WBV 疗法对正常小鼠的软骨及软骨下骨的代谢变化无明显影

响。WBV 疗法对 DMM 骨关节炎模型小鼠软骨下骨代谢可能无明显影响。4.WBV 相关的治疗参数

及其可能潜在的副作用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PO-039 

活体成像下观察散发性 AD 小鼠模型脑血管反应性及其机制研究 

 
李明月

1
,胡昔权

1
,裴中

2
,陶玉倩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通过观察散发性阿尔兹海默病（sporadic Alzheimer’s disease, sAD）小鼠模型中不同种类的

脑血管在短暂高碳酸血症后扩张情况，研究此 sAD 小鼠模型脑血管功能损伤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使用脑室内注射链脲霉素的方法制造 sAD 小鼠模型，利用水迷宫试验验证模型成立；在对照

组、假手术组、造模早期、造模中期组小鼠磨薄的颅窗下利用双光子活体成像技术观察小鼠脑皮层

动脉、穿支动脉、静脉及毛细血管对吸入 1 分钟 5% CO2 的扩张反应。为研究本模型血管反应性

的损伤机制，分别使用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合酶抑制剂 L-NAME 及前列腺素

（prostaglandin, PG）合成抑制剂吲哚美辛阻断其相关血管扩张通路，重复观察并对比各组同种血

管反应。 

结果 短暂吸入 5%CO2 后，各组小鼠脑皮层动脉和穿支动脉扩张明显，扩张原直径的 40%左右，

其中穿支动脉扩张最大；静脉扩张最小；对比各组小鼠脑毛细血管反应性，各期模型组均较假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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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下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各组脑皮层动脉反应性，造模早期组较假手术组下

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造模中期组与假手术组无显著性差别（P>0.05）；对比各

组穿支动脉反应性无显著性差别（P>0.05）；使用 L-NAME 可减弱假手术组各种脑血管扩张反

应，而不能减弱模型组；使用吲哚美辛后可同时减弱模型组及假手术组的动脉血管扩张反应，但不

影响各组毛细血管扩张。 

结论 sAD 小鼠模型早期即出现脑血管功能损伤，其机制与脑胰岛素抵抗相关的 NO 通路改变有

关。介导脑动脉反应性的 PG 通路可部分代偿损伤的 NO 通路，使其动脉反应性仍维持正常，因此

受 PG 通路影响小的毛细血管反应性为血管功能损伤更敏感的探测指标。本实验的小鼠模型可模拟

包括血管功能损伤在内的 sAD 多方面病变，利用此模型可研究各种药物及康复治疗对 sAD 多方面

损伤机制的作用，为未来 sAD 多靶点治疗提供依据。 

 
 

PO-040 

重建生活为本的康复模式在髋关节置换术后超早期 

介入的临床效果分析 

 
赵婧,吴鸣,倪朝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重建生活为本的康复治疗康复模式在髋关节置换术后超早期介入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骨科行

初次全髋关节置换术的 150 例患者，分成试验组 75 例及对照组例，试验组对象享受以重建生活为

本的超早期康复治疗服务，对照组实施传统的围手术期护理。以重建生活为本的康复治疗包括术前

的访谈了解患者基本信息，想要达到的康复目标，目前存在的功能障碍等。术前宣教预防并发症，

术后围绕生活自理能力的指导，家居活动的指导，及出院前家庭自我功能锻炼，交通工具使用的指

导，跌倒的预防等进行。评估工具包括疼痛评估，Harris 髋关节评分，改良版 Barthel 评分，髋关

节满意度评分以及平均住院日及住院费用等。 

结果 试验组患者早期自理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试验组出院时髋关节功能优于对照组(P＜0.05)，

试验组患者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患者住院费用低于对照组，试验组患者髋关节

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术后 3 个月及 6 个月随访效果看，两组功能并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以生活重建为本的康复治疗模式可以促进患者术后尽早恢复自理能力，提高髋关节功能，达

到更好的术后髋关节功能满意度。 

 
 

PO-041 

双向运动模式与多向运动模式动态平衡训练治疗脑卒中后

Pusher 综合征的疗效对比观察 

 
段好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对比观双向运动模式与多向运动模式动态平衡训练治疗脑卒中后 Pusher 综合征的疗效。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 Pusher 综合征患者 48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每组 24 例。治疗组患者给予多向运动模式动态平衡训练，对照组给予双向运动模式动态平衡训

练，2 次/日，20min/次,6 天/周，共 8 周。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和 8 周后采用躯干控制能力测试

(TCT)、Berg 平衡功能量表(BBS)、改良的 Barthel 指数(MBI) 和 SCP 量表分别评估 2 组患者的躯

干控制功能、平衡功能、日常生活活动(ADL)能力和倾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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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 4 周和 8 周后，2 组患者的 TCT、Berg、MBI和 SCP 评分较组内治疗前均显著改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 4 周后，治疗组的 TCT 评分为(45.56±6.23)分，显著优于对

照组治疗 4 周后的(36.57±5.5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 8 周后，治疗组的

TCT、Berg 、MBI 和 SCP 评分分别为（78.31±7.90）分、（50.20±6.23）分、（75.67±12.31）

分和（1.12±0.94）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治疗 8 周后的（53.58±10.72）分、（46. 24±5.81）

分、（65.46±11.53）分和（2.32±1.07）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多向运动模式较双向运动模式动态平衡训练更能显著提高脑卒中后 pusher 综合征患者的躯干

控制能力、平衡功能及 ADL 能力，改善其倾斜程度。 

 
 

PO-042 

脊髓损伤后焦虑患者情绪变化的神经机制的初步研究 

 
王曼

1,2
,宋鲁平

1,2,3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 

2.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3.神经损伤与康复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应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 技术探讨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后焦虑患者负性注意偏向的特点，初步探讨 SCI 后焦虑患者情绪变化的神经机

制。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住院的脊髓损伤患者，其中试验组 22

例：符合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SCI 后焦虑患者，对照组 22 例：年龄、性别、病程与 SCI 后焦虑

患者匹配的非焦虑的 SCI 患者。应用情绪词 Stroop 实验范式，分别观察两组实验对象对不同情绪

词的反应时及正确率的行为学指标变化以及相应的 ERP 改变，应用 SPSS 22.0 软件包对实验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探讨 SCI后焦虑患者负性注意偏向的特点。 

结果 （1）试验组与对照组在不同类型情绪词刺激下的反应时存在差异。组间比较显示，与对照组

相比，试验组对负性情绪词颜色判断的反应时延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正性和中性

词语的颜色判断的反应时无差别（P>0.05）。组内比较显示，试验组对负性情绪词颜色判断的反

应时比正性及负性词语均延长(P<0.05)；（2）两组实验对象在对不同类型情绪词的颜色判断的正

确率上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3）试验组与对照组在不同类型情绪词刺激下产生的

N1 波幅存在差异。组间比较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在负性情绪词刺激下产生的 N1 波

幅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内比较显示，试验组在负性情绪词刺激下产生的 N1 波

幅比正性及负性词语均升高(P<0.05)；（4）两组实验对象在对不同类型情绪词刺激下产生的 N1 波

峰潜伏期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SCI 后焦虑患者对负性情绪刺激存在注意偏向，主要表现为 SCI 后焦虑患者对负性情绪刺激

存在早期的注意增强及注意脱离困难，这可能是 SCI后焦虑患者产生焦虑情绪的神经机制之一，提

示我们可以通过干预 SCI 后焦虑患者的负性注意偏向来调节其情绪。关于 SCI 后焦虑患者情绪变

化的神经机制是否与其结构及功能改变相关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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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3 

上肢闭链功能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肱三头肌 

功能障碍恢复的影响 

 
孙丽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上肢闭链功能电刺激训练模式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上肢肱三头肌功能障碍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脑卒中患者按随机数字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对照组进行 2 个月常规

康复训练和神经功能电刺激疗法被动刺激上肢肱三头肌；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采用闭链功

能电刺激半主动刺激模式肌力训练。于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分别用改良 Ashworth 评估量表评估上

肢肌张力情况，采用 Lovett 分级法评定上肢肌群肌力变化，fugl-Meyer 运动评定量表评定患者上肢

伸肌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 8 周后，患者改良 Ashworth 测试结果显示两种治疗方式都不会增加患者上肢伸肌肌痉

挛，而且治疗组训练后上肢屈肌肌张力明显降低（P<0.05）; Lovett 分级法评定两组上肢伸肌肌力

均有提高，治疗组肌力提高效果相对明显（P<0.05）；fugl-Meyer 运动评定得分显示两组患者上肢

运动功能都有所改善，治疗组相对更明显（P<0.05）。 

结论 上肢闭链功能电刺激训练模式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上肢肱三头肌功能障碍恢复在临床上有积

极意义。 

  
 

PO-044 

太极拳对帕金森病人平衡能力及跌倒的随机对照研究的 

meta 分析和系统评价 

 
张阳,吴鸣,崔俊才,赵婧,倪朝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最近，一些研究评估了太极拳对帕金森病（PD）的有效性，但太极拳在 PD 治疗中的作用仍

然存在争议。因此，本系统评价的目的是评估太极拳提高 PD 的平衡功能和降低跌倒的作用。 

方法 按照循证医学的要求,制定原始文献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及检索策略,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CNKI)、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Wanfang Academic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Wanfang)、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CBM)、重庆维普数据库 (Chongqing VIP Database, CQVIP)、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 中太极拳治疗 PD 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按照

Cochrane 系统评价员手册,在严格质量评价的基础上,对每个纳入试验进行偏倚风险和质量评估。使

用 RevMan 5.3 软件对最终纳入的文献进行 Meta 分析或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 10 个研究, 共 720 例患者, 七个研究方法质量高，三个低，Meta 分析结果显示：太极拳

帕金森病患者的 TUGT 测试与未治疗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WMD=2.15; 95% CI (3.15, 1.11); 

P<0.001）,与主动活动相比，无统计学意义（WMD=0.19; 95% CI (1.64, 1.35); P=0.57）。太极拳

能显著降低帕金森患者的跌倒（OP=0.45; 95% CI (0.31,0.82); P = 0.003）;用 GRADE 系统推荐分

级方法评价证据质量, 结果显示：证据水平均为中级, 推荐强度为中等推荐。 

结论 从纳入的文献来看, 太极拳有效降低帕金森病的跌倒发生率，但需要更多的高质量、大样本、

多中心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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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 

右侧正中神经电刺激促醒治疗对正常人脑功能影响的 fMRI 研究 

 
陈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目的 将右侧正中神经电刺激（RMNS）促醒治疗作用于正常人，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观

察脑区激活情况，探讨 RMNS 可能的促醒机制。 

方法 选取 28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RMNS 促醒治疗模式给予任务刺激，同时进行

fMRI成像扫描，通过 SPM12 软件分析脑区激活情况。 

结果 RMNS 促醒治疗模式下正常人脑激活区主要集中在左侧 M1 区、PMC，双侧 SI、SII区及左侧

岛叶。 

结论 正中神经电刺激信号通过―正中神经-脊神经-颈髓-脑干-丘脑-皮质功能区‖通路能兴奋脑皮层，

由于正中神经在上行传导通路中与脑干上行网状激活系统（ARAS）存在突触联系，因此 ARAS 也

被激活，从而产生促醒效果。 

 
 

PO-046 

强制性运动对脑缺血模型大鼠行为学以及双侧海马区 

神经递质受体的影响 

 
高蓓瑶

1
,刘培乐

1
,李策

1
,华艳

1
,胡健

1
,白玉龙

1
 

1.复旦大学 

2.复旦大学 

 

目的 脑缺血常导致患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常依靠健侧肢体完成日常生活活动，从而导致患

侧肢体―习得性废用‖(Learned nonuse)。强制性运动疗法(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CIMT)通过限制健肢活动，反复强化使用患肢，从而克服患肢的习得性废用，改善患肢运动功能。

目前研究认为 CIMT 可能通过健侧代偿发挥改善神经功能的作用，但是其发挥代偿作机制研究尚不

明确。 

方法 采用 Longa 的方法制备大鼠大脑中动脉缺血/再灌注模型(MCAO)。将 260g-280g 的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CIMT 组和对照组：CIMT 组于 MCAO 后第 7 天开始进行为期 14 天的强制性运动

(CIMT)，对照组于 MCAO 后笼内自由饲养。CIMT 训练时使用有弹性的绷带将患侧肢体绑于前胸

固定 2h/天，并在转轮设备上进行强制性运动训练 1h，休息 1h，转速为 4r/min。两组大鼠分别于

术前，再灌注 24 小时（第 1 天），第 7、14、21 天分别进行以下神经行为学评价。于造模后第

21 天使用 qRT-PCR 芯片技术测定患侧与健侧海马区的各类神经递质受体相对表达量，并进行组间

差异分析；于造模后第 21 天使用免疫胶体金技术，电镜拍照并分析谷氨酸受体 2/3（GluR2/3）在

健侧海马区与患侧海马区的分布与含量。 

结果  通过测定错步实验结果发现，在造模后 7、14 天，CIMT 组总错步率均低于对照组

（P<0.05）；Y 迷宫交替测试的结果发现，在造模后第 14、21 天，CIMT 组连续进入三个臂的百

分比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造模后第 21 天 qRT-PCR 芯片结果发现在健侧海马脑区，CIMT

组与对照组相比 3 个基因相对表达量有差异（P <0.05），分别是 AMPA 离子能谷氨酸受体

3(Gria3)增多（P <0.05）。应用免疫胶体金技术标记双侧海马区由 Gria3 基因编码的一类谷氨酸受

体-AMPA 受体亚型 GluR2/3，发现在缺血后第 21 天，与对照组相比，CIMT 组健侧海马区

GluR2/3 在突触后膜的表达的切向分布数量和颗粒密度增加（P <0.05），而在患侧海马区两组无

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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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IMT 可以明显改善脑缺血后运动和认知功能障碍，CIMT 干预后健侧海马脑区内 Gria3 基因

表达量增加，以及突触后膜 GluR2/3 增多，表明健侧海马区谷氨酸神经递质信号传递在促进脑缺血

后神经功能的恢复中具有重要意义。 

 
 

PO-047 

FGFR1 在颞下颌关节软骨维持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王祖强,谢杨丽,陈林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通过建立下颌关节不稳定模型（unilateral anterior crossbite，UAC），观察软骨细胞特异性

敲除成纤维生长因子受（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FGFR）1 对成年期小鼠颞下颌关节炎

关节软骨维持以及相关信号分子表达的影响，以及展望 FGFR1 可能在未来下颌骨关节炎中治疗应

用。 

方法 对 10 周龄 Fgfr1f/f;Col2a1-CreERT2（敲除组）小鼠以及 Cre-negative(对照组)小鼠进行连续 5

天他莫昔芬腹腔注射并建立下颌关节不稳定模型（UAC）。于诱导期敲除 2、4、6 周后分别取小

鼠下颌关节组织进行 Micro-CT 以及组织形态学学检测，并比较各组之间变化。通过 RT-PCR 进一

步检测各组之间小鼠颞下颌关节软骨细胞相关分子 mRNA 水平的变化。此外，我们利用 FGFR1 小

分子抑制剂在体外进行细胞学相关实验； 

结果 下颌关节不稳定模型 2 周后，四组小鼠未发现明显差异；4 周及 6 周后，Cre-negative+UAC

（对照组）小鼠颞下颌关节较对照组出现明显关节炎样改变，包括软骨细胞基质丢失，软骨细胞异

常肥大化，关节软骨厚度减少以及软骨下骨丢失。Fgfr1f/f;Col2a1-CreERT2+UAC（敲除组）小鼠能

够明显减缓基质丢失、软骨细胞肥大化，以及软骨下骨的丢失。Fgfr1f/f;Col2a1-CreERT2+UAC（敲

除组）小鼠下颌软骨软骨基质也大量丢失，关节软骨厚度减少。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发现 Cre-

negative+UAC（对照组）小鼠颞下颌关节软骨细胞的 MMP13、ADAMTS5 以及 Collagen X 表达

明显上调，同时软骨细胞及组织中的 Aggrecan 表达明显降低。RT-PCR 检测发现通过软骨细胞内

敲除 Fgfr1 能够缓解下颌不稳定手术导致的 Runx2，Mmp13，Collegen10 和 Adamts5 mRNA 表

达上调。此外，利用 FGFR1 小分子抑制剂能够在体外实验缓解下颌关节炎进展； 

结论 成年期软骨细胞内 FGFR1 敲除可抑制小鼠下颌不稳定模型引起的颞下颌关节退变。我们相信

FGFR1 信号通路可作为一种治疗颞下颌关节炎的潜在药物靶点。 

 
 

PO-048 

大鼠脊髓损伤后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与 

后肢运动功能的相关性 

 
谢财忠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了解大鼠脊髓损伤后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与后肢运动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成年雌性 SD 大鼠 36 只，随机分为 Sham 组和 SCI 组。利用改良 Allen’s 法制备大鼠脊髓损

伤模型。Sham 组仅行椎板切除术暴露硬脊膜，不予打击。在造模后 1d、7d、14d 和 21d 用

SEPs、MEPs 和 BBB 评分法评定脊髓损伤后后肢功能变化情况，对 BBB 评分、SEPs、MEPs 进

行相关分析。 

结果 在术后 7d、14d 和 21d，BBB 评分与 SEPs 和 MEPs 的潜伏期持续呈负相关（P<0.05），

BBB 评分与 SEPs、MEPs 的波幅呈正相关（P<0.05），SEPs 和 MEPs 的潜伏期与波幅呈负相关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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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脊髓损伤后可以通过 SEPs 与 MEPs 技术判断脊髓损伤程度，BBB 评分法结合 SEPs 与

MEPs 技术，能更有效地评估和监测脊髓损伤状况。 

  
 

PO-049 

脑出血后表现为面孔失认及神经心理学分析 

 
陆雪松

1
,孙树乾

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北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溧水分院 

 

目的  面孔是一种内容非常丰富的非语言刺激，在信息传达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 

要的角色。人脑通过对面孔的视觉感知、认知与编码判断彼此的身份，判断他人年龄、性别、 

种族、社会地位和情绪状态等，有助于人们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环境适应，通过对面孔尤其是面孔识

别障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面孔认知的内在规律和机制的理解，可以对面孔识别障碍患者针对其

损伤环节进行认知神经心理康复治疗提供理论依据。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面孔识别事件相

关电位、功能神经影像学技术和神经电生理学的发展，对面孔识别的研究有了新的起色，其临床报

道及探讨发生机制的研究逐渐增多。本文报道一例右侧基底节区脑出血术后 2 月面孔失认

（prosopagnosia）患者，其临床表现为面孔识别与物体识别的分离及面孔身份识别与表情识别的

分离，并对其发生的机制进行了探讨。 

分析脑出血后面孔失认的神经心理学特征及探讨可能的机制。 

方法 对一例脑出血后面孔失认患者的神经心理学检查结果及影像学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面孔失认主要特征表现为对面孔身份识别障碍，而物体识别、颠倒面孔匹配及表情、性别加

工未受影响。头颅 CT 示右额颞顶区、基底节、放射冠脑软化灶及右额颞顶脑膜脑膨出。 

结论 对面孔身份识别与表情识别的分离，及对一般物体识别不受影响是面孔失认的一个重要特

征；其可能的机制为颞叶脑组或颞枕叶之间联络的神经纤维受损，且病变在右半球， 至于其他部

位的病变是否与面孔失认有关，则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PO-050 

经血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改善脊髓损伤后 功能障碍机制相关研究 

 
沈光宇

1
,李嫜洁

1
,吴勤峰

2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南通市 

2.苏州科技城医院 

 

目的 经血源性间充质干细胞（Human menstrual blood-derived stem cells，MenSCs）具有多向性

分化潜能、取材方便、取材来源充分、对人体无排斥反应等优势，已在再生医学领域中被视作优势

策略之一，论文主要探讨 MenSCs 改善脊髓损伤后功能障碍的机制。 

方法 提取、鉴定 MenSCs。将经 CM-Dil 标记的 MenSCs 移植入不完全胸段（T10）脊髓损伤大

鼠，术后观察大鼠后肢运动功能变化（BBB 评分），第 7，14，28 天处死所有大鼠。观察感兴趣

的时间点组织空洞面积变化；免疫荧光检测脊髓损伤空洞处 MAP-2、BDNF、GFAP、CS-56 的表

达水平；免疫印迹法、qRT-PCR 检测 BDNF 表达水平；qRT-PCR 观察 TNF-α、IL-1β 炎性因子表

达。 

结果 MenSCs 共表达 MSCs 细胞表面标记物，具有成骨、成脂分化能力。实验发现 MenSCs 移植

改善了大鼠后肢运动功能。HE 染色显示 MenSCs 治疗显着减少病灶部位的腔形成。此外，

MenSCs 治疗组在脊髓损伤空洞处显示更多的 MAP2 阳性成熟神经元以及 NF-200 表现出的轴突再

生，而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CSPG）表达较对照组少。免疫荧光，蛋白质印迹和 qRT-PCR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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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植入 MenSCs 后受损脊髓中 BDNF 的水平显着更高。qRT-PCR 结果显示，MenSCs 移植后

TNF-α，IL-1β 等炎症因子表达受抑制。 

结论 MenSCs 植入对大鼠脊髓半切损伤模型的康复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强 BDNF

的表达，降低 TNF-α 和 IL-1β 的表达。 MenSCs 移植技术可能为未来 SCI 患者提供新的治疗策

略。 

  
 

PO-051 

rTMS 对 MCAO 大鼠学习记忆和海马神经再生的影响 

 
郭风,黄晓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研究 rTMS 对脑缺血大鼠学习记忆功能和患侧海马神经再生的影响 

方法 将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成 7 天组和 14 天组，然后再分成假手术组、模型组和 rTMS 三个

亚组。采用右侧 MCAO 模型，rTMS 组于造模成功后 24h 开始干预，每天一次，直到相应治疗时

间结束，期间假手术组和模型组不接受任何干预。各组大鼠在术后 1 天、7 天和 14 天利用 MRI 进

行 DWI检查，并根据 DWI 结果获取 ADC 值，利用缺血侧 ADC 值与健侧 ADC 比值研究 rTMS 对

MCAO 大鼠脑梗体积的影响。术后 12 天采用 Morris 水迷宫实验观察 rTMS 对 MCAO 大鼠的学习

记忆的影响。术后 7 天和 14 天利用免疫组化荧光双重标记技术检测患侧 SGZ 内源性 NSCs 增殖

和分化的情况.统计学数据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检验。 

结果 1. 模型组和 rTMS 组大鼠术后 1 天时梗死灶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78），但均可见明

显梗死灶（p<0.001）。第 7 天（p=0.246）和 14 天（p=0.132）时模型组和 rTMS 组之间梗死灶

体积无统计学差异，但 rTMS 组脑梗死灶体积的改善较模型组的趋于更优。 

2. Morris 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与假手术组相比逃避潜伏期明显延长（p=0.042），60s 内穿越目标

区域的次数也明显减少（p=0.001）；rTMS 组较模型组大鼠逃避潜伏期显著缩短（p=0.006），

60s 内穿越目标区域的次数也显著增多（p=0.045）。 

3. 利用 BrdU+/Nestin+标记患侧 SGZ 区增殖的 NSCs，结果显示术后 7 天，模型组较假手术组增

多 (p=0.042)；rTMS 组较假手术组及模型组也均明显增多 (p<0.001)。 

4. 利用 BrdU+/NeuN+标记患侧 SGZ 区分化的 NSCs，结果显示术后 14 天， rTMS 组较假手术组 

(p=0.006)及模型组(p=0.021)均显著增多，而模型组较假手术组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MCAO 大鼠学习记忆能力下降，但 10Hz rTMS 能改善 MCAO 大鼠学习记忆的恢复，并能有

效促进 MCAO 大鼠患侧 SGZ内源性 NSCs 增殖和分化 

 
 

PO-052 

颈段脊髓损伤患者血清 lncRNA 的表达及其对康复的指导价值 

 
许建文

1
,刘莹

1
,桂裕昌

2
,胡金翠

1
,谭治标

1
,饶远森

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2.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颈段脊髓损伤患者血清中长链非编码 RNA (LncRNA) MALAT1、MIAT、GAS5、TUG1

和 N1LR 相对表达水平的差异，阐明 5 种 LncRNA 在颈段脊髓损伤患者中的表达规律及其康复指

导价值。 

方法 分别选取 20 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完全性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完全性损伤组）、不完全性颈

段脊髓损伤患者（不完全性损伤组）和健康体检者（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完全性和不完全

性颈段脊髓损伤标准参照 ASIA 分级标准；取 3 组研究对象的空腹血清进行实时定量 qRT-PCR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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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定 LncRNA-MALAT1、MIAT、GAS5、TUG1 和 N1LR 的表达水平和对比分析。并与颈段

脊髓损伤程度进行比较。 

结果 完全损伤组患者血清中 LncRNA-MALAT1、MIAT 相对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其他 2 组（Ｐ＜

0.01）；不完全损伤组患者血清中 MALAT1、MIAT 相对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Ｐ＜0.05）；上述

3 组患者血清中 LncRNA-GAS5、TUG1 和  N1LR 相对表达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血清中 LncRNA-MALAT1、MIAT 的表达上调与颈段脊髓损伤严重程度有关，上述  2 种

LncRNA 的相对表达水平可作为评估颈段脊髓损伤及康复疗效的血清标志物；本研究将为深入探讨

颈段脊髓损伤运动障碍的康复机理提供新思路，并为应用新型康复技术干预颈段脊髓损伤所致的功

能障碍提供新靶点。 

  
 

PO-053 

激活皮质椎体运动神经元电活动促进脊髓损伤轴 

突再生的实验研究 

 
谭波涛

1
,Wolfram Tetzlaff

1
,虞乐华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2.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ICORD 

 

目的  观察激活神经元电活动对脊髓损伤小鼠皮质脊髓束（CST）轴突再生的刺激作用。 

方法  采用腺相关病毒携带 hM3Dq-mCherry（特定药物激活的特定受体（Designer Receptors 

Exclusively Activated by Designer Drugs，DREADDs）激活型）表达于成年小鼠皮质第五层

（Layer V）椎体神经元。然后制备小鼠颈 5 脊髓钳夹损伤模型。2 周后予以氧化氯氮平（CNO）

或生理盐水（Vehicle）腹腔注射以激活体神经元神经电活动，一共 4 周。期间间断检测小鼠前肢

精细运动功能恢复情况，并予以小鼠皮质脊髓束顺行示踪。 

结果 Vehicle 组小鼠脊髓皮质脊髓束未见任何轴突再生，断裂的轴突出现明显的回撤，回撤距离大

约 200μm，与之前实验结果相符。予以 CNO 刺激神经电活动的小鼠，皮质脊髓束再生明显，不仅

回撤距离有明显缩短，还部分跨越损伤中心向远侧端生长。轴突再生指数分析相比对照组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CNO 组在上肢精细运动的恢复方面也叫对照组更为明显，P < 0.05。 

结论 刺激神经活动对 SCI 后皮质脊髓束轴突再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改善动物上肢精细运动功

能的恢复。考虑到神经电活动与康复训练的密切关系，本研究的意义更为重大。 

  
 

PO-054 

以整体护理为基础的引导式教育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改善的效果 

 
李少云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分析对脑瘫患儿实施以整体护理为基础的引导式教育对其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2014 年 1 月～2017 年 8 月，于我院收治的脑瘫患儿中选取 98 例，以护理方式为依据，分为

两组，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在此基础上，观察组实施以整体护理为基础的引导式教育，对比两组患

儿运动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相较于干预前，两组干预后 CMFM-88 评分、PedsQL4.0 评分均有所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对

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脑瘫患儿实施以整体护理为基础的引导式教育有利于改善其运动功能，促使其生活质量提

高，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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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 

品管圈在提高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康复训练有效率中的应用 

 
李浪,蒲树英,曾雪宇,岳晓坪,蒋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康复训练有效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2 月收治的 31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为品管圈活动前组，2017

年 6 月---2017 年 10 月收治的 42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为品管圈活动后组，成立品管圈活动小

组，分析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康复训练有效率低的原因，拟定对策、实施，比较两组患者吞咽障碍

康复训练有效率。 

结果  品管圈活动实施后，康复医学科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康复训练有效率由 32.25%提高至

66.67%，目标达成率 90%。 

结论 品管圈活动提高了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康复训练有效率，提升了康复专科护理能力，规范操

作流程，提高圈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了团体凝聚力。 

  
 

PO-056 

吞咽专科护理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影响 

 
丁莉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2.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目的 吞咽专科护理结合吞咽训练模式的临床应用，定期评测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肺部感染等

并发症发生率，计划内留置胃管拔管率等，探讨吞咽专科护理对巩固和提高吞咽训练效果影响，探

索吞咽障碍患者康复治疗的新模式。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在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筹）康复医学科治疗的脑卒中后吞

咽障碍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A 组（实验组）、B 组（对照组）2 组，每组各 30 例。所有患者均在

明确诊断为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后进行常规吞咽康复训练，由医生、言语治疗师与康复责任护士共同

制定针对性的吞咽康复训练方案，包括间接吞咽训练(基础训练)、直接吞咽训练(摄食训练)等，每

次 20～40 分钟，每周 5 次。除每周 5 次的常规康复训练之外，针对 A 组（实验组）患者，责任康

复护士在病房内承担病人的康复指导及监督的角色，参与指导患者进食，及时给予针对性的训练，

介入患者的日常进食，变相延长吞咽训练时间，在旁对患者进行实时的康复训练指导，每一次的进

食即为一次完整的康复训练，使得患者再次熟悉摄食、咀嚼、吞咽等一系列的吞咽动作，当场找出

患者主要的障碍点，并及时与治疗师、医生沟通后调整康复治疗方案；而 B 组患者则在指导下由家

属监督患者完成日常进食、饮水等活动（指导来源包括医生、康复治疗师、护士口头及临床指导、

宣传图册等）。 

结果 每三周 A（实验组）、B（对照组）患者通过洼田试验、反复唾液吞咽测试进行吞咽功能的评

估，可发现 A 组（实验组）患者较 B 组（对照组）患者发生呛咳的情况明显减少，计划内鼻饲患

者的拔管率提高了。 

结论 吞咽专科护理结合吞咽训练的临床应用，吞咽康复护士的―贴身‖参与，可最大限度地促进患者

的吞咽功能恢复，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疗效，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率，提高留置胃管患者的拔管率，患者生存质量和疾病的康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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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7 

经后路开放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分阶段 

康复护理疗效分析 

 
寇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分阶段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开放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1-2014.2 间行经后路椎板减压髓核摘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的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 120 例，根据术后康复护理方式不同分为 2 组，66 例行常规骨科护理，54 例行分阶段康

复护理，根据 MacNab 标准评价术后疗效 

结果 随访 6-12 月，平均 9.6 个月，两组术后腰痛及下肢根性症状均较前明显好转，分节段康复护

理计划组优 37 例，良 10 例，可 5 例，差 2 例，优良率 87.04%，优于常规骨科护理组优 33 例，

良 12 例，可 12 例，差 9 例，优良率 68.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终末随访结束

时，残余腰痛及根性症状分级护理组 4 例，常规护理组 15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分阶段护理计划能明显提高患者依从性，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的功能恢复情况。 

 
 

PO-058 

SET 悬吊系统对改善脑卒中患者核心肌群控制力量疗效观察 

 
范杰诚,张淑云 

潍坊市人民医院,山东省,潍坊市 

 

目的  探讨 SET 悬吊系统对改善脑卒中患者核心肌群控制力量疗效。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8 年 4 月在我院就诊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30

例及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按常规康复训练进行治疗，治疗组把常规康复训练中的运动治疗修改为

SET 悬吊训练，在康复治疗前后，所有入组患者均进行躯干控制能力训练（包括躯干各个方向的旋

转、屈曲、伸展等）和常规康复训练。入院时和出院时，分别采用躯干控制能力测试（TCT）和功

能独立性量表（FIM）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躯干控制能力及运动能力进行评定。 

结果 入院时，2 组患者的 TCT 总分、TCT 1~4 得分、FIM 运动部分、转移能力、行进能力之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康复训练后，2 组患者 TCT 总分、TCT 1~4 得分、FIM

运动部分、转移能力、行进能力较入院时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组患者 TCT 总分【（79.13 ± 14.43）分】、TCT2【（15.96 ± 6.12）

分】、TCT3【（16.0 ± 7.16）分】及 TCT4【（23.30 ± 4.48）分】的得分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出院时，两组患者进行比较，治疗组患者 FIM 运动部分、转移能力、行进能力得

分虽有轻度增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ET 悬吊训练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躯干控制恢复能力优于常规训练。 

 
 

PO-059 

深层肌肉刺激仪结合悬吊运动训练治疗下背痛的临床疗效 

 
李林,尹帅,赵萍,王琛涵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评价深层肌肉刺激仪结合悬吊运动训练对下背痛治疗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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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符合本实验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30 例患有慢性下背痛的患者随机分为 A 组悬吊运动训练

+深层肌肉刺激仪+超短波、B 组悬吊运动训练+超短波及 C 组深层肌肉刺激仪+超短波，每组病例

为 10 例。入组病例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至 2018 年 4 月 29 日在山东省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医

疗中心接受康复治疗，各组每周接受治疗 5 次，治疗共持续 6 周。患者分别于干预前和干预后第

2、4、6 周进行汉译功能评分指数（Simplified Chinese Functional Rating Index，SC-FRI）、视

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和汉译 Roland-Morris 功能障碍调查表（Chinese 

Version of Roland-Morris Disability Questionnaire，CRMDQ）评定。在治疗周期结束后，对所得

全部结果进行分析比较,评价悬吊运动训练结合深层肌肉刺激仪对下背痛患者干预效果。 

结果 在干预过程中共有 2 例病例由于不良反应退出干预试验,占总数的 6.67%。全程参与试验的病

例为 28 例,其中悬吊运动训练+深层肌肉刺激仪+超短波组病例 10 例, 悬吊运动训练+超短波病例 9

例，深层肌肉刺激仪+超短波组病例 9 例。经统计分析，A 组显效 7 例（70%）好转 1 例（10%）

B 组显效 3 例（33.33%）好转 2 例（22.22%）C 组没有显效病例好转 5 例（55.56%）。ABC 三

组的 FRI评分、VAS 评分和 CRMDQ 评分均降低且较干预前数据有显著性差异（P＜0.05）。A 组

FRI 评分、VAS 评分和 CRMDQ 评分均优于其他两组且分别与 BC 组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在治疗初期，B 组的各项评分数据优于 C 组但各评分数据在两组间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P＞0.05）。随着治疗进行，B 组的评分数据仍优于 C 组同时两组间的各项数据差异性逐渐增

大，有显著差异性（P＜0.05）。治疗周期结束后对患者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门诊复查或电话随访调

查下背痛复发情况，A 组复发 1 例（10%）、B 组复发 2 例（22.22%）、C 组复发 5 例

（55.56%）。 

结论 总体分析比较后发现深层肌肉刺激结合悬吊运动训练方法对下背痛患者治疗有明显临床效

果，病例功能改善明显且复发率低，此治疗方法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PO-060 

艾灸百会治疗抑郁症疗效及与血清 5-HT、皮质醇相关性研究 

 
潘洪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观察艾灸百会穴治疗抑郁症对患者的临床疗效、中医症状、血清皮质醇及血清 5-羟色胺的影

响。 

方法 将 2009 年 7 月-2013 年 11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心理科门诊、住院的 81 例抑郁症患

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Ⅲ)中抑郁发作诊断标准诊断为抑郁症

且属于《中医心理学》第一版郁病心脾两虚型的患者），按就诊顺序采用开放式随机分组,其中观

察组 42 例予基础心理治疗+艾灸百会穴、对照组 39 例予基础心理治疗+口服百忧解，两组均治疗 8

周，治疗前后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版)、抑郁自评量表(SDS)、自拟中医证候等级评分

量表等评定临床疗效，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患者血清 5-羟色胺、皮质醇的含量，并

同时观察不良反应，治疗后电话随访 1 年。 

结果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两组治疗后 HAMD，SDS 积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P<0.01) ，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在改善中医证候方面，治疗组疗后情绪抑郁、

内疚自责、心悸胆怯、不思饮食症状评分与对照组无异 (P>0.05 )；而多思善虑、失眠健忘、神疲

懒言症状评分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或 P<0.01)。两组治疗后血清皮质醇含量均较治

疗前显著下降(P<0.05)，治疗后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治疗后两

组血清 5-羟色胺含量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0.05)，疗后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观察

组治疗过程未见不良反应，对照组出现头痛 1 例，恶心 2 例，患者开始治疗 2 周后，上述不良反应

消失，未予处理。全部患者均每 3 个月电话随访 1 次，持续 1 年，共 4 次。结果观察组 42 例均能

坚持门诊或家中自行艾灸治疗；对照组 2 例因经济原因未能坚持服药治疗，3 例因失眠困扰而改用

其它治疗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封面 

34 
 

结论 艾灸百会穴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疗效与百忧解相当，能明显缓解多思善虑、失眠健忘、神疲懒

言等中医症状；在改善失眠相关的症状方面明显优于百忧解，且不良反应少，患者依从性佳。艾灸

百会穴治疗抑郁症的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血清皮质醇的含量和提高患者血清 5-羟色胺的含量两个途

径而发挥抗抑郁作用。 

  
 

PO-061 

经颅磁刺激在脑梗死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康复中的效果 

 
刘琳琳, 刘蕊 ,史惠兰 ,马晓 ,赵庆贺 

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经颅磁（TMS）在促进脑梗死上肢运动康复中的作用。方法 在基本康复治疗相同的情况

下，将 TMS 治疗的脑梗死患者分组比较，观察 FMA 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进行临床疗效比

较。结果经 TMS 治疗后的康复组 30 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30 例。结论 TMS 治疗对脑梗死患者上肢

运动功能康复效果显著。 

方法 各组入选的脑梗死患者均接受神经科的常规治疗，治疗方案按照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提

出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处理的建议中的原则，视具体病情而定。 

康复方法：选用国产磁刺激器，其最大磁场强度为 1.4T，给予单一刺激，刺激病灶对侧运动皮质

区，频率为低频 1hz，强度视个人而定。在外展姆短肌记录诱发电位（MEP）。TMS 治疗前争得

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康复治疗期间每天给予磁刺激一次，每次刺激 30min，连续刺激三个月，每隔

两星期测量一次 Mep 值 调整强度继续刺激。 

结果 1 .实验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实验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 

2 .实验组和对照组 FMA 和 Barthel 指数评分。 

实验组治疗前 FMA 评分为 36.3+-15.8 治疗后为 51.7+-15.7 对照组治疗前 FMA 评分为 33.7+-13.7

治疗后为 40.0+-14.9 p 值治疗前大于 0.05 治疗后小于 0.01 实验组治疗前 Barthel 指数评分为

39.6+-15.8 治疗后为 50.5+-15.7 对照组治疗前 Barthel 评分为 40.0+-14.9 治疗后为 43.9+-15.3 p

值治疗前大于 0.05 治疗后小于 0.05   TMS 治疗后 FMS 和 Barthel 评分差异均有显著意义。 

结论 通过实验得出 TMS 治疗对脑梗死患者上肢功能恢复有显著疗效，TMS 治疗可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 为其家庭和社会减轻负担，为康复事业开辟了新的前景。 

 
 

PO-062 

手法牵引下胸、腰椎脊段定点整复缓解痉挛型小儿脑瘫 

躯干肌张力 112 例 

 
赵鑫胤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柳州市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目的 探讨手法牵引状态下胸、腰椎脊段定点整复缓解痉挛型小儿脑瘫躯干肌张力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12 例小儿脑性瘫痪痉挛型双瘫患者随机分为定点整复手法治疗（观察组）56 例和痉挛仪

治疗（对照组）56 例。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96.4%，对照组总有效率 80.4%，两组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 96.4%，对照组总有效率 80.4%，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利用体征结合胸、腰椎正、侧位片找到有脊柱小关节紊乱、偏凸或前屈的具体位置，并结合

在缓解整体躯干肌张力特殊体位下进行手法牵引后的胸、腰椎脊段定点整复有迅速缓解躯干肌群肌

张力过高的疗效，优于痉挛仪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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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3 

ICF 通用组合对下肢干骨骨折术后患者康复疗效的分析 

 
吴文婷,张继荣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首次应用 ICF 通用组合类目评估下肢干骨（股骨、胫腓骨）骨折术后患者功能状态，探讨其

临床应用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分析综合康复治疗对下肢干骨骨折术后患者的康复疗效。 

方法 选取符合入选标准的下肢干骨骨折术后患者共 51 例，根据介入综合康复治疗的时间分为早期

康复组和晚期康复组，将术后 2 周内开始接受综合康复治疗的患者纳入早期康复组，共 22 例；将

术后 4 周至 8 周内开始接受综合康复治疗的患者纳入晚期康复组，共 29 例。根据不同的时期，两

组患者均接受相应的综合康复治疗，出院后予制定详细的家庭训练计划。分别采用通用组合 ICF 类

目、关节活动度检查（ROM)、徒手肌力测试（MMT）、6-分钟步行测试（6MWT）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两组患者，记录两组患者入组时、治疗 4 周后、出院 1 月后的 ICF、AROM、

MMT、6MWT、MBI 值；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损伤部位等一般资料也均被记录；最后

采用合适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治疗前后比较：早期康复组除了 ICF 中 b152 类目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余各项评定指标（ICF、AROM、MMT、6MWT、MBI）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显著增加，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相关性分析：早期康复组患者治疗前 ICF 评分与 6MWT、MBI

评分均呈负强相关性（r=-0.972、-0.916,P<0.01），早期康复组患者治疗后 ICF 评分与 6MWT、

MBI 评分均呈负相关性（r=0.876、0.511,P<0.05），晚期康复组患者治疗前 ICF 评分与 6MWT、

MBI 评分均呈负强相关性（r=-0.938、-0.906,P<0.01），晚期康复组患者治疗后 ICF 评分与

6MWT、MBI评分均呈负强相关性（r=-0.883、0.668,P<0.01）。 

结论 ICF 通用组合能全面评估下肢干骨骨折术后患者功能水平，评估康复疗效具有可行性及有效

性。 

 
 

PO-064 

早期康复训练对机械通气患者的影响 

 
吴淼,倪朝民,吴鸣,董晓荷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制动、失健和无力是 ICU 机械通气患者的常见问题，会延长住院时间，影响患者预后。虽然

理论上物理治疗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在机械通气早期介入物理治疗是否增加益处尚未确定。本研

究的目的是探讨 ICU 机械通气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治疗的安全性、可行性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是前瞻性、评估者盲法的观察性研究。选择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安徽医科

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重症医学科接受治疗的机械通气时间少于 72 小时的 4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

患者家属的康复意愿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在在机械通气 72 小时内开始早期康复治

疗，早期康复治疗包括主被动关节活动度训练、床上坐位训练、床边坐位训练、站立及行走训练。

观察两组患者的诊断、生命体征、氧合指数（PaO2/FiO2）、出院时股四头肌肌力、病死率、住院

时间及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的生命体征、诊断、氧合指数、病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而实验

组患者在实施康复治疗后出院时的股四头肌肌力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恢复，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明显

缩短，且无一例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P 均＜0.05）。 

结论 本研究表明机械通气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进行早期康复训练安全可行，并且可以缩短患者的

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改善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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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5 

Physical exercise promotes myelin debris clearance 
through switching reactive astrocyte toward a 

neuroprotective type in rats with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Ting Jiang,Xiquan Hu,Liying Zhang,Haiqing Zheng,Jing Luo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strocyte phenotype 
transformation, myelin debris clearance and remyelination in rats with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Methods Wistar rats were used to establish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models by two-vessel 
occlusion (2VO)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physical exercise group. Rats in the 
physical exercise group began to perform running exercise at 48 h after 2VO and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give any targeted intervention. At 2 and 3 months after 2VO, the cognitive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the 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test and Morris water maze test, the astrocyte 
phenotype transformation was observed by C3/GFAP and S100A10/GFAP double-labele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NF, IL1-α, C1q and 
TGFβ were detected by ELISA, the myelin debris clearance was observed by d-MBP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the remyelination was detected by SMI32/MBP double-labele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t 2 and 3 months after 2VO, Morris water maze test 
showed that the escape latency was reduced and the numbers of platform crossings and time 
spent in the target quadrant were both increased in the physical exercise group (P < 0.05). 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test showed that physical exercise could also improve the novel object 
discrimination ratio (P < 0.01). At the same time, C3/GFAP and S100A10/GFAP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C3/GFAP positive A1 astrocyte activated in rats at 
2 and 3 months after 2VO and the A1 astrocyte activation at 3 months was less than 2 months. 
Relative to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 the expression of A1 astrocyte was 
downregulated and the number of S100A10/GFAP positive A2 astrocyte was increased in 
physical exercise group (P < 0.001). ELISA showed that physical exercise could also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IL-1α, TNF, and C1q, while increased the release of cytokine TGFβ (P < 0.01). 
Furthermore, d-MBP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showed that myelin debris existed in rats at 2 
and 3 months after 2VO and the myelin debris at 3 months was more than 2 month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 physical exercise could reduce the d-MBP 
fluorescence intensity (P < 0.001). SMI32/MBP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showed that 
physical exercise also enhanced the MBP fluorescence intensity and reduced the SMI32 
expression (P < 0.05).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showed that the myelin sheath 
thickness and the number of axons surrounded by myelin sheath were decreased in rats at 2 
months and 2 months after 2VO and the number of demyelinated axons was higher in rats at 3 
months than 2 month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 physical 
exercise can increase the myelin sheath thickness and the number of axons surrounded by 
myelin sheaths (P < 0.001). 
Conclusions physical exercise can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of rats with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possibly by modulating the astrocyte phenotype transformation from neurotoxic A1 
to neuroprotective A2, enhancing myelin debris clearance, and then promoting remye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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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6 

Effect of neuromuscular training program to prevent the 
non-contact ACL injury in female athletes:a systematic 

review 

 
Hongwei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c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if neuromuscular training program has positive effect to prevent non-
contact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injury by using ACL injury incidence rate in female 
athletes and the most effective training program protocol. 
Methods  In November 2017, a search was conducted of (1995 to November 2017)PubMed and 
EBSCOhost (CINAHL ,SPORT Discus) databases. Study selection: We selected RCTs studies 
(n=4),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n=5) and cross-over study (n=1) that recorded neuromuscular 
training as intervention, controlled groups and both number of non-contact ACL injury and athlete 
exposure. Data extraction: The study design, sports type,age and training protocol (type, length, 
frequency and duration)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included studies. Both number of non-contact 
ACL injury and athlete exposure were extracted to calculate ACL injury incidence rate. Data 
synthesis: In synthesis of the whole 10 articles, the non-contact ACL injury incidence rate was 
calculated in each study. Meanwhile,the total injury incidence rate was calculated by synthesis 
the 10 papers. Then, the subgroups were classified through different sports type, training 
component, frequency, duration and length to calculate their injury incidence rate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total non-contact ACL injury rate was 0.04 in prevention training group,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as 0.03-0.06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0.17(95%CI 0.14-0.19); the 
neuromuscular program was able to reduce about 2 times injury rate in soccer compared with 
handball. Multiple components training could obtain obviously prophylactic effect, and one 
component training had not effect to prevent injury. The programs which applied 2-3 times per 
week could receive better effect than less than 2 times per week. The positive finding was also 
got when prevention programs adopted 10-25mins length and at least 3 months duration. 
Conclusions the neuromuscular training can reduce non-contact ACL injury in female athletes 
obviously. Multiple components of training are quite important in exercise protocol.2-3 times per 
week training is able to obtain positive effect. When frequency can’t reach 2 times per week, the 
duration and length should be longer to meet enough training load. Soccer may get more 
effectiveness than handball from the training program. 
 
 

PO-067 

Neural processes of proactive and reactive controls for 
task switching modulated by motor-skill experiences 

 
Qiuhua Yu

1
,Chetwyn C H Chan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ypes of motor skills, including open and 
closed skills on the neural processes of proactive and reactive controls for task switching.  
Methods Fifty-four participants who were open-skilled (n = 18) and closed-skilled sport athletes 
(n = 18),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n = 18) completed the cued task-switching paradigm. The cued 
task-switching paradigm tapped on proactive and reactive controls of executive function. The 
electrical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task performance were captured with a 64-channel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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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Behavioral results showed the marginally significant Validity × Group effect on the task-
switching performance (p = 0.053). when the cue was 100% valid, the participants with open 
skills showed significantly less switch cost of response time than those with closed skills (p = 
0.023) and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01); whereas when the cue was 50% valid, open and 
closed-skilled participants had comparable switch cost of response time (p = 0.473), but both 
open-skilled (p < 0.001) and closed-skilled participants (p = 0.033) had less switch cost of 
response time than the control participants.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results showed that in 
100% validity condition less positively-going cue-locked P3 at the parietal region in switch than 
repeat trials was elicited by open-skilled participants (p=0.011), whereas more positively-going 
cue-locked P3 at the parietal region in switch than repeat trials was found in control participants 
(p=0.004) and no differences of cue-locked P3 between switch and repeat trials were found in 
closed-skilled participants (p=0.523). However, in 50% validity condition less positively-going 
stimulus-locked P3 at the parietal region in switch than repeat trials was elicited by the 
participants with open (p<0.001) and closed (p=0.038) skills, but no difference of stimulus-locked 
P3 at the parietal region between switch and repeat trials was found in the control participants 
(p=0.838).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ing that open-skilled participants had better performance 
on proactive control for task switching than their closed-skilled counterparts, whereas both open 
and closed-skilled participants had better performance on reactive control for task switching than 
control participants, could further confirm the dissociation between proactive and reactive controls 
in relation to their modulations by the different motor-skill experiences. Both the proactive and 
reactive controls could be strengthened by exposing individuals to anticipatory or non-anticipatory 
enriched environments. 
 
 

PO-068 

The Effectiveness of Ultrasound-guided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iniscalpel-needle Release in the 

Treatment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Subo Zhang

1
,Songjian Ke

1
,Caina Lin

1
,Cuicui Liu

1
,Wenjun Xin

2
,Shaoling Wu

1
,Chao Ma

1
 

1.Sun Yat sen Memorial Hospital 

2.Zhongshan Medical Schoo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nerve entrapment 
syndromes. Several therapeutic methods have been recommended, including splinting, physical 
therapy, steroid injection, surgical release and so on, in which steroid injection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strategy. However,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is effective only through its local anti-
inflammatory mechanism. So this method inevitably has some limitations on the efficacy of carpal 
tunnel decompression, especially for those patients with obvious carpal tunnel stenosis and nerve 
entrapment. Therefore, sometime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loosen the transverse ligament of wrist 
and reduce mechanical compression. Take into account the side effects of surgical release, 
percutaneous release has been introduced. Miniscalpel-needle (MSN), developed in China, is a 
medical instrument similar to acupuncture needle, which can release fascia ligament and is 
minimally invasive. Furthermore, as 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permeate with each other, 
the technology of ultrasound guidance has been gradually used in treating with several conditions. 
So,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SN 
release for treatment of CTS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We hypothesized it could be more 
beneficial than steroid injection alone. 
Method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conducted and subjects with CTS were recruited. 
Sixty-one wrists in 54 patients with CT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group and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SN release group. All the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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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erformed in an out-of-plane manner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was evaluated using Boston carpal tunnel questionnaire (BCTQ), cross-sectional 
area (CSA) of the median nerve and five electro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including distal motor 
latency (DML), compound motor action potential (CMAP), sensory nerve action potential (SNAP), 
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MNCV) and 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SNCV) at 
pretreatment, 4 and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 All the staffs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outcome 
data were blinded to the group assignment. 
Results  Fifty-six wrists in 50 patients completed the study. Both of the two groups had obvious 
therapeutic effect at week 4 and 12 than before (P<0.05). However, at week 4 after treatment, 
CMAP and SNAP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ly in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SN releases group (P<0.05) but not in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group (P>0.05). Besides, 
when compared with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group at week 12 after treatment,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BCTQ scores, CMAP and SNCV 
values (P<0.05). The average improvement of DML, MNCV, SNAP and CSA in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was more than that in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group after 12 weeks,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side effects (P>0.05). 
Conclus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ultrasound-guided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SN 
release for CTS is superior to that of steroid injection alone, which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clinical practice.  
 
 

PO-069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ipsilateral sciatic 
nerve rPMS on rat CRPSI 

 
Fuling Qu

1
,Xuejing Zhang

1
,Mingming Jiang

2
,Zhongliang Liu

1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PMS treat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 type 1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rPMS in treatment of CRPS 1,and compare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different 
frequency of rPMS to CRPS 1.Predicting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CRPSI.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arameter guidanc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PMS. 
Methods 28 adult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n=5), 
1Hz rPMS treat group(n=6), 3Hz rPMS treat group(n=6),10Hz rPMS treat group(n=6), model 
control group(n=5). The fracture model was performed in 200g male rats. Under pentobarbital 
anesthesia a hemostat was used to make a closed fracture of the left tibia just distal to the middle 
of the tibia. Then the hindlimb was wrapped in casting tape lasting 1 month.The sciatic nerves of 
affected limbs were treated with low-frequency (1 Hz,15min,900 stimulations) and high-frequency 
(3Hz,7.5min,900 stimulations. 10Hz,3min,900 stimulations) repeated magnetic stimulation.Test 
the degree of spontaneous pain, mechanically induced pain, and limb swelling. SP,calcitoninogen 
(CGRP) in rats’ serum  were selected as the test factors .The changes of various test items were 
tested at 4 weeks. Compared the pain behavior in rats, the SP and CRPS levels in serum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28days). 
Results The pain threshold in rats of rPMS-treated group-1Hz,3Hz,10Hz and Res-treated group 
dropped significantly than mod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P and CRPS levels in serum of rPMS-treated group-1Hz,3Hz,10Hz and Res-treated group 
dropped significantly than mode control group(P<0.05). 
The pain ,SP and CRPS level in serum of rPMS-treated group was decreased(P<0.05) than 
before. The pain ,SP and CRPS level in serum of model control group  was mild decreased 
(P>0.05) than before.10Hz treat group have a better effectively relieve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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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RPMS helps to reduce the pain in CRPS1 rats, and the high-frequency effect is 
more obvious. The mechanism of rPMS in relieving CRPS1 pain may be related to 
neuroinflammatory substances SP and CRPS. 
  
 

PO-070 

Differentiation of Spinal Cord Glutamatergic Interneurons 
from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n Vitro 

 
Hailong Huang,Xiaolin Huang,Hong Chen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ductive efficiency of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derived ventral 
spinal cord p3 neural progenitor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moothened agonist,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mature V3 glutamatergic interneurons was also assessed. Meanwhile,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neurotransmitter secretion actions to high potassium stimulus, 
and neuron subtypes of these derived interneurons were identified.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monolayer cell culture method,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were 
continuously induced for 6 days to form hindbrain/spinal cord neuroepitheliums (NEPs) under the 
induction of small molecule compounds (3 μM CHIR99021, 2 μM SB431542, and 2 μM DMH-1). 
Followed by a continuous induction with additional small molecules, retinoic acid (RA, 0.1 μM) 
and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SHH signaling pathway agonists (SAG), the NEPs were patterned 
to spinal cord neural progenitors after 8 days. Subsequently, the maturation process of neural 
progenitors was facilitated by a maintaining induction phase with small molecules (RA and SHH 
signaling pathway agonists). Finally, the mature spinal cord neurons were generated under the 
neurotrophic effects of BDNF and GDNF with a further twenty days culture in vitro. During this 
experiment, cell immunofluorescence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cell types (including 
subtypes) in each stag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arget cells were calculated. Then combined with 
whole cell-patch clamp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techniqu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rived neurons were also underlined. 
Results 1.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were differentiated into NEPs by continuous induction 
with 3 μM CHIR99021, 2 μM SB431542 and 2 μM DMH-1 for six days. These cells could express 
the NEPs biomarkers SOX1, and the hindbrain/spinal cord biomarkers HOXA3, HOXB4, but not 
the rostral forebrain biomarker OTX2. 
2.RA induced the caudal patterning of NEPs to generate HOXB4+ neural progenitors, while SAG 
induced the ventral patterning of NEPs. Under the induction of 1 μM CHIR99021, 2 μM 
SB431542, 2 μM DMH-1 and 0.1 μM RA, the proportion of induced spinal cord p3 neural 
progenitors (NKX2.2+/OLIG2-)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SAG concentration. And approximately 
60% of NKX2.2+/OLIG2- spinal cord p3 neural progenitors were generated from NEP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SAG was 3 μM for 8 days. 
4. After platted down, the precursors matured into SIM1+ neurons, with nearly 70 percentage 
relative to all output neurons. With further nutrition of BDNF and GDNF, they mature into vGluT2+ 
and Glutamate+ excitatory glutamatergic neurons, and the purity reached up to 70% relative to all 
cells. 
5.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subtypes of spinal cord glutamatergic 
interneurons. It was found that OLIG3+/vGluT2+ glutamatergic interneurons accounted for 55.88% 
of total glutamatergic interneurons, and among the OLIG3+ neurons, Prox1+ and BhlbB5+ neuron 
subtypes occupied for the most (27.32%±3.01% and 67.51%±10.24%). Interesting, among the 
SIM1+ spinal cord V3 glutamatergic interneurons, OLIG3+ neuron subtype was the majority 
(70.52%±6.79%). 
6. The neurons plated down for 20 days showed spontaneous and evoked electrical activity 
similar to spinal cord V3 interneurons. And they could secrete mass dose of excitatory 
neurotransmitter glutamate, regarding to the high potassium stimulation (50mM) for 0.5 hours, 
when compared to the low potassium group (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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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Spinal cord p3 neural progenitors and mature V3 glutamatergic interneurons could 
be generated with the sequential neural induction with CHIR99021, SB431542 and DMH-1, and 
further caudal and ventral patterning with additional RA and SAG. For this experiment, 3μM SAG 
worked best, with the nearly 60% NKX2.2+/OLIG2- spinal cord p3 neural progenitors and 70% 
productivity of V3 glutamatergic interneurons. And these obtained interneurons with specially 
induced or spontaneous action potential and the biomarkers express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neuron subtypes. Moreover, as excitatory interneurons, they also secrete glutamate 
under appropriate stim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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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RK knockdown by lentivirus-mediated shRNA 
on TRPV4 and alodynia in rats with chronic compression of 

the dorsal root ganglion 

 
Lei Jia,Yang Zhang,Shou-Wei Yu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xtracellular-regulated kinase 
(ERK) knockdown via lentivirus-mediated shRNA on allodynia in rats with chronic compression of 
the dorsal root ganglion (DRG) and the effect of ERK knockdown on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 4 (TRPV4). 
Methods First, an effective lentivirus-mediated shRNA ERK-silencing sequence and optimal 
lentivirus dose were selected and assessed using western blot analysis and RT-qPCR. Then, 
mechanical allodynia was induced with chronic compression of the DRG (CCD) surgery but was 
reduced via intrathecal injections of lentivirus-mediated ERK-silencing shRNA.  
Results The reduction in allodynia wa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ERK and 
TRPV4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level in CCD rats. Moreover,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changes in TRPV4 expression paralleled those of ERK, as evidenc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and RT-qPCR. Lastly, calcium imaging reveal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DRG neurons responsive 
to a hypotonic solution and 4α-PDD and the calcium fluorescence ratio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CD group, but these response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ERK knockdow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ERK knockdown via lentivirus-mediated shRNA attenuated allodynia, 
and ERK regulated TRPV4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in CCD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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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ed environment induces angiogenesis and improves 
neural function outcomes in rat stroke model 

 
Kewei Yu 

Hua 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Increasing evidence shows that exposure to an enriched environment (EE) after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has neuroprotective benefits in animal models, including 
enhancing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ischemic stroke. However,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is 
effect remains unclear. To clarify this critical issue,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EE on the improvement of damaged neural function and the induction of angiogenesis. 
Methods Adult rats were subjected to ischemia induced by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followed by reperfusion. Neurological status scor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neural function on 
postoperative days 2, 7, and 14. A beam-walking task was used to test the recovery of motor 
behavior on postoperative days 2, 5, 10, and 15. We also used a Morris water maze task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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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 whether EE protected learning and memory performance. The specific marker of 
angiogenesis of CD31 was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 Angiogenesis around the periinfarction 
region was assayed by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y (LSCM) after 14 days of EE exposure 
starting 24 h after ischemia. 
Results Neurological status scores of animals in the E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tandard housing condition (SC) control group from the seventh day after ischemic. 
EE accelerated the recovery of motor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also improved learning 
and memory performance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Furthermore, EE increased CD31 levels and 
promoted angiogenesis of cortex in the peri-infarction region compared to the SC group. Neural 
function outcom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t-ischemia angiogenesi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covery of damaged 
neural function via regulation of angiogenesis after isch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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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Methylcobalamin Injection for 

Postherpetic Neuralgia at 2 years:  An Open-Label, non-
randomized, before -after Study 

 
Gang Xu,Chao-Sheng Zhou,Wei-Zhen Tang,Xu Gang ,Xu Jie 

Affiliated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Postherpetic neuralgia (PHN) is a chronic neuropathic pain that results from alterations 
of the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in areas affected by the herpes zoster virus. Despite the 
availability of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to control these symptoms, no treatments are available 
to control the underlying pathophysiology responsible for this disabling condition. Approximately 
83.3% of postherpetic neuralgia (PHN) is localized neuropathic pain. We used an open-label, 
non-randomized, before-after study to evaluate the long-term efficacy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TENS) combined with methylcobalamin in patients with PHN. 
Methods  We enrolled 1394 patients (730 women, 564 men; mean age, 65.8 ± 7.4 years) with 
PHN and allocated to 3–6, 7–12, 13–24, and 25–48 month groups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December 2015.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8 weeks of oral treatment followed by cross-over to 
local intervention after a 2-week washout period. Multilevel mixed modeling was employed to 
examine treatment responses. Treatment efficacy was assessed using pain severity and scope,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pain reduction of ≥30% and a pain score of ≤ 3 and quality-of-life 
using the EuroQOL-5 dimens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endency of pain score and area between oral 
and local treatments (p <0.05). Subjects in received local therapies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pain and higher EuroQOL scores than those in received oral treatment group at endpoint (p < 
0.05). Results showed that age, immunocompromised status, and diabet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ain features. As the duration of PHN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subjects that 
obtained a ≥30% reduction in pain and the use of analgesics declined year by year. Furthermore, 
pain intensity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following treatment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until the 
endpoint of the follow-up period.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ENS, in combination with local MeB12 injection therapy, 
produce significant and long-lasting pain relief in PHN. Mechanism-based treatment strategies 
could achieve better and long lasting clinical outcomes, maybe future directions for PHN. Future 
multi-center study should further confirm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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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oke has severely influenced patient quality of life. No effective method has been 
developed to accelerate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at examining the 
role of wheel-running treatment (WR) on rat olfactory ensheathing cells (rOECs) functions. This 
method may provide a new prospective for neurological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Methods Thirty adult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 group and WR+MCAO group. After 3 days of surgery, 
the rats in the WR+MCAO group recived WR treatment for 2 weeks, 20 min a day. Rats were 
evaluated weighing once in two days. Motor behavior was assessed through the Catwalk method. 
The glucose metabolic status of the brain was assessed with the micro-PET. On the last day, the 
viability of rOEC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ic (TEM). 
Results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WR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erformance of 
print area on day 13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on day 3 (p<0.05). But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MCAO group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p>0.05). Body weight of rats in both WR and WR+MCAO 
groups decreased and then increased slowly following the days. But the growth trend of the 
WR+MCAO group was n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R group (p>0.05). This training 
not only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glucose metabolism of olfactory bulb in the early stage of WR 
treatment (p<0.05) and improved the proliferation of rOECs (p<0.05), but also improv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ytochrome C (Cyt-C) (p<0.05) in WR+MCAO rats compared with MCAO 
group. The mechanism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facilitation of mitochondrial function of rOECs 
cells. including facilitation of mitochondrial fusion, fission, and accompanying increased quantities 
of mitochondria.  
Conclusions Obtain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WR may exert enhanced function on rOECs in vivo 
and increased mitochondrial amounts, and improv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yt-c after ischemic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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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s), as a safe and non-invasive method, could 
positively affect bone and cartilage metabolism. However, the effe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PEMFs on osteoporosis and osteoarthriti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The present stud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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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EMFs on osteoporotic bone and degenerative cartilage 
together with its potential molecular mechanisms in mice with different gene background. 
Methods Twenty 12-week male and Female wild-type (WT), TNFα knockout (TNFα-/-) or IL6 
knockout (IL6-/-) mice, respectively, were sham-operated (SHAM) or subjected to destabilization 
of the medial meniscus (DMM) and ovariectomy (OVX) surgeries. After surgeries, WT mice were 
equally assigned to the non-treatment and PEMFs groups. Mice in PEMFs group were subjected 
to daily 1- hour PEMFs exposure with 8 Hz, 3.8 mT (peak value). Then all mice were euthanized 
after 4 weeks. Bone mass and subchondral microarchitecture were determined using micro-CT. 
Bone and cartilage metabolism were assessed by histological analysis, serum analyses, qRT-
PCR and Western-Blot. 
Results The surgical models of osteoporosis and osteoarthritis were proved successful 
evidenced by the analysis of micro-CT data and histological analysis. The bone loss and 
damaged cartilage were largely repaired by TNFα and IL6 gene knockout and partially inhibited 
by PEMFs exposure. Interestingly, no difference in Micro-CT data analysis was found between 
PEMFs group and gene knockouts, although a slight increase could be observed in TNFα-/- mice 
when compared to the PEMFs group. Negative effects on bone and cartilage were proved by 
testing key cytokines in anabolism and catabolism. PEMFs treatment and gene knockouts 
corrected the negative effects by targeting mediators in molecular pathways like Wnt and RANK. 
The differences in mRNA and protein level changes between PEMFs and gene knockouts were 
minor. 
Conclusions PEMFs alleviated surgeries induced bone loss and cartilage degeneration by 
promoting anabolism and inhibiting catabolism possibly in a similar mechanism to TNF-α and IL-6 
gene knockouts, which imply that TNF-α and IL-6 may become new potential targets for PEMFs 
in treating degenerative bo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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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Assessment Methods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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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With medical development,  teaching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in China has advanced 
by leaps and bounds. But some traditional assessment methods are out of style which seriousl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Closed-book examination mode can’t meet 
the needs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erefore reform of the methods of assess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Methods 1. Reform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and strengthen appraisal target: Classroom teaching 
is diversified. Case teaching method, activity teaching method,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and 
game teaching method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teaching. In the practice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physical therapy group, occupational therapy group and ward group. interest-
oriented teaching is also adopted. Wards and rehabilitation halls are opened on weekends or 
holiday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clinical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in the study of 
teachers' research groups. 
2.Reform assessment content and strengthen guidance of teaching: In practice through 
classroom assessment, inter-class homework assessment, course report, interclass internship, 
final examination etc, teachers innovate the assessment content boldly. The teaching orientation 
is enhance. 
3.Reform assessment methods and enhance time effectiveness: Daily performance 
is strengthened and test scores are weakened to build a reasonable grade: attendance accounts 
for 10%, internship accounts for 10%,homework accounts for 5%, class answer accounts for 

5%，course report accounts for 10%，final exam accounts for 60%. Assessment pressure is 

divide into dail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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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awareness and skills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nd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Conclusions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medical talent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medic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ssessment 
system and infiltrate knowledge assessment into all aspects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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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atigue on The Neuromuscular Transmission of 
Hamstrings During Eccentric Muscle Action 

 
Ziwen Pei,Jian CHEN,Zh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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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atigue on 
electromechanical delay times of hamstrings during eccentric muscle action. 
Methods Twenty female (20±2yrs) volunte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EMD of 
semitendinosus(ST),semimembranosus(SM) and biceps femoris(BF) were determined before and 
after fatigue during eccentric muscle action at 120 and 240°/s. All subjects followed an isokinetic 
fatigue protocol until flexion torque fell below 50% of initial torque for three consecutive repetitions. 
A 2*2*3 ANOVA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effect of fatigue, movement velocity, type of muscle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EM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MD of the 3 muscles examined (BF 119.0 土

25.3ms vs. SM: 118.9+24.0ms vs. ST:120.3 士 24.9ms, P>0.05)，irrespective of fatigue status or 

movement velocity. Fatigue caus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n EMD of 3 muscles examined (non-
fatigue: 98.4±11.5ms Vs. fatigue: 140.0±13.8ms, P<0.001).Irrespective of fatigue, EMD of the 3 
muscl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movement velocity (low angular velocity: 
107.8±20.9ms vs. high angular velocity: 131.0±22.5ms, P<0.001).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fatigue decrease the ability of neuromuscular 
transmission of hamstrings during eccentric muscle action, irrespective of movement velocity. 
This would suggest that improving resistance to fatigue of hamstrings may prove to be an 
effective prevention tool of non-contact ACL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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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S Brain Mapping Swallowing Representation in Healthy 
Subjects 

 
Wanqi Li,Yue Lan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rticospinal functional map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both to study brain plasticity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al therapy. However, 
only a few reports of TMS mapping have been applied to swallowing musculature while the 
reliability of TMS mapping swallowing musculature and intraluminal catheter they used to record 
EMG signals has not been tested yet. 
This study aims to describe the top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pharyngeal constrictor musculature 

by using TMS；to explore the evidence for interhemispheric asymmetr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dominant hemisphere for pharynx, and to determine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of TMS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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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50 healthy subjects(19 male/31 female, 19-24 years old) were recruited and were 
tested twice with at least one week apart. Investigated parameters included resting motor 
thresholds, hotspots, and centers of gravity (CoG) calculated for the pharynx musculature. 
Results Cortically evoked response latencies were similar (6.66 ±2.13 and 7.16 ±2.20 
milliseconds, left and right hemisphere respectively). The group mean scalp positions (referenced 
to the vertex) of the pharyngeal motor cortex in each hemisphere were about 11.01±1.50 cm 
medio-lateral and 3.25±1.45 cm antero-posterior in the left and 9.21±1.45 cm medio-lateral and 
2.87±1.53 cm antero-posterior in the right. The mean motor map area of the pharynx (left and 
right hemisphere) were 8.95 cm²and 7.61 cm²,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swallowing musculature has bilateral motor cortex representation with similar 
topography,  but there is intersubject variation in the degree of symmetry. TMS was seen to be a 
stable measure of corticobulbar organization and excitation in this healthy cohort.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MS mapping may be a useful tool to study the organization, excitability and 
plasticity of the human motor cortex for swallowing, as well as providing guidance to brain 
stimulation techniques to the most effective motor area in stroke pati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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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and ERP Correlates of Declined Sensorimotor 
Control of Speech Production With Ag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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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al and neural correlates of age-related sensorimotor control 
of speech production by examining age differences in vocal and ERP responses to speech 
feedback errors, and detect the interaction of age and gender factors. 
Methods 22 young adults (10 males and 12 females, aged 18-25 years) and 22 older adults (10 
males and 12 females, aged 60-72 years) were tested in a sound-attenuated booth. All 
participants were right-handed and reported no history of speech, hearing, neurological, and 
mental disorders. All subjects but two elderly participants passed the hearing screening at a 
threshold of 25 dB HL for pure-tone frequencies of 500, 1000, 2000, and 4000 Hz. They were 
asked to produce 40-50 consecutive vocalizations. During each vocalization, participants heard 
their voice pseudo-randomly pitch-shifted +200 or +500 cents (100 cents =1 semitone) 4-5 times. 
We measured and compared vocal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responses to the pitch 
perturbations.  
Results For the behavior results, one three-way RM-ANOVA conducted on the magnitudes of 
vocal compensation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group (F(1, 40)=5.666, p=0.022), 
showing that elderly adults (16.8±6.8 cents) produced significantly larger vocal compensations 
than young adults (12.8±4.2 cents). At the cortical level, the effect of age on N1 amplitudes (F(1, 
40)=0.086, p=0.771)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ce. However, male young adults produced 
significantly larger N1 amplitudes than female young adults (F(1, 40)=5.515, p=0.029), while such 
gender effects were not observed in older adults (F(1, 40)=0.006, p=0.941).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age and gender was found in the amplitude of P2 response to pitch 
perturbations of +200 cents. P2 amplitudes became significantly larger with ageing in male adults 
only(F(1, 18)=6.668, p=0.019) but not for females (F(1, 18)=0.352, p=0.559). P2 amplitudes also 
varied as a function of gender in young adults only, in which they were larger for males than for 
females (F(1, 20)=14.643, p=0.001) , but no sex effect existed in elderly adults (F(1, 20)=0.173, 
p=0.682). 
Conclusions  The ageing people suffer a decline in the ability of the audio-vocal system to inhibit 
compensatory vocal behavior to stabilize speech production. And gender-specific changes in 
speech motor control with aging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ge and 
gender in understand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ensorimotor integration for speech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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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nstraint 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CIMT)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f the brain ischemia 

rats: a retrograde tracing by pseudorabies virus (PRV) 

 
pei le Liu,Bei Zhang,Ce Li,Zhijian Zhang,Yu long Bai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Labelling the central nervous network related to the denervated rat upper extremity 
influenced by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 by retrograde tracing of PRV, to observe 
the impact of CIMT on brain ischemia rats 

Methods  1.MCAO：The LEFT MCAO rat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longa‖ method.  

2.CIMT：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CIMT group, control group and sham 

group. For rats in the CIMT group, the healthy arm (left) was fixed with plaster from the 8th day 
after surgery to force the use of the influenced arm (right). To make up for the lake of movement 
caused by the fixation, rats in the CIMT group were exercised with turning wheel for 20 minutes 
daily. Rats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didn’t go through any treatment. 

3. Retrograde tracing by PRV：The neurotropic PRV Bartha strains , carrying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can transmit from postsynaptic membrane to presynaptic membrane specifically. Infected 
through branchial plexus, PRV can label the central nervous network innervating the ipsilateral 
upper extremity.In the current study, PRV was infected at the 22nd day after MCAO in all three 
groups by dipping brachial plexus into PRV suspension liquid. 5 to 7 days after infection, heart 
perfusion was performed with saline solution followed by paraformaldehyde before brain tissues 
were isolated. Then compare the distribution of PRV in brain among group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of how CIMT improves the motor function of MCAO rats. 

4.Evaluation of motor function：The ―Foot fault‖ and ―catwalk‖ behavioral evaluations were 

performed at the 7th, 14th and 21st day after surgery for all the groups. 

5.The detection of PRV signals：The rat brain tissues were sliced with cryostat microtome with a 

thickness of 40 μm and in every 240 μm one slice was saved for observation. The GFP signals 
were amplifi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the whole brain scan was taken with the 
slice scanner. The neurons with PRV signals were counted in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6. Statistical methods：To eliminat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ach region, the ratio of right brain 

positive neuron number to that of the left brain was calculated, called ―the percentage of right‖. 
The independent T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Results On the 7th day after surger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IM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both Foot fault and Catwalk evaluation, while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e sham group. On the 21st day, CIM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in both Foot fault and Catwalk evaluation. ―the percentage of right‖ of the 
motor cortex in CIM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groups in Red Nucleus, Insular Cortex or 
Paraventricular Nucleus of Hypothalamus. 
Conclusions CIMT may promote motor function recovery of MCAO rats by increasing the 

involvement of contralesional motor cortex in the innervating of the affected limb， while Red 

Nucleus, Insular Cortex and Paraventricular Nucleus of Hypothalamus didn’t show any change 
betwee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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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responsiveness of modified Tardieu scale (MTS)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MAS)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of calf undergoing botulinum toxin 
(BoNT-A) injection.  
Methods  The MTS, MAS and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were tested in 39 children before 
and after injection. Responsiveness were analyzed by standardized response mean (SRM), 
Guyatt’s responsiveness index (GRI) and effect size (ES).  
Results The MTS showed large responsiveness (SRM=0.93~1.15, GRI=1.26~3.21, 
ES=0.86~1.06), while MAS showed moderate to small responsiveness (SRM=0.61~0.79, 
GRI=0.94~1.33, ES=0.49~0.75) in detecting the spasticity change. This difference reached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children classified in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GMFCS) 
level I (P<0.05).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among the scores of spasticity scales and 
gross motor function (P>0.05).  
Conclusions The MTS detected the spasticity change of ankle plantar flexors after BoNT-A 
injection significantly more responsively than MAS, especially in GMFCS leve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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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high-intensity intermittent training (HIIT) on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the morphology of neurons in the hippocampus, the expression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protein and its precursor proBDNF in 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 
rats, and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HIIT on post-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Forty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sham group (SHAM), 
PSD model group, moderate intensity aerobic training group (MOD) and HIIT group (n=8). In the 
PSD, MOD, and HIIT groups, the lef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imulation was given. In the SHAM group, only arteries were isolated. After 
successful modeling, the maximum tolerance rate (Smax) and the blood lactate threshold 
corresponding rate (SLT) were measured. Different intensity training protocols (MOD<SLT; 
SLT<HIIT<Smax) were performed on MOD and HIIT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open field test, forced swimming test, and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were performed 
in the five groups before and 28 days after training. Nissl stain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neuronal cell morphology in the left hippocampus. The distribution of BDNF and 
proBDNF proteins in the left hippocampu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Western 
blott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its receptor TrkB, proBDNF and its 
receptor p75NTR protein in the left hippocampus. 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BDNF mRNA, TrKB mRNA and p75NTR mRNA in the left hippo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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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fter 28 days of training,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roups, the PSD group's pause time of 
the central lattice was prolonged; the number of active behaviors such as erection frequency and 
modification decreased in the open field test; the immobility time increased in forced swimming 
test and the consumption of sugar water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TrkB protein 
decreas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proBDNF and p75NTR protein increased in the left 
hippocampu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BDNF mRNA and TrkB mRNA was decreased, an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p75NTR mRNA was increas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Neurons of hippocampal dentate gyrus (DG) neurons were loosely arranged; cells were 
missing. Nissl body was lightly stained, and even dissolved. The ethological findings in MOD and 
HIIT rats were reversed;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TrkB protein was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roBDNF and p75NTR protein was decrease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BDNF mRNA and 
TrkB mRNA was increased, an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p75NTR mRNA was decreased. Nissl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cells were arranged neatly; the layers were dense, and the Nissl body 
was deeply stained. The change in HIIT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MOD group 
(P<0.05). 
Conclusions The pathogenesis of PSD rats may be related to the value of BDNF/proBDNF in 
hippocampu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oderate intensity aerobic training,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can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BDNF and proBDNF, and then improve 
neuroplasticity in hippocampal DG area,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in PSD rats. 
  
 

PO-08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ini-
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Huiying Qiu

1
,Liru Liu

1,2
,Kaishou Xu

1
, Lu He

1
,Jinling Li

1
,Hongmei Tang

1
,Xiaohui Hou

2,3
 

1.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 
3.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MACS), Mini-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Mini-MACS) was developed in 2017 and it divides the manual ability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aged 1-4 years into five levels according to their general performance 
in daily living. However, as children in different culture have various habits,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Mini-MACS in China should be studied.  
To deter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ini-MACS and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ni-MACS and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GMFCS 
Methods Mini-MACS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ith repeated consideration and discussion by 
therapists. The one hundred and four children were classified by parents, occupational and 
physical therapists with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ini-MACS, and results were analys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using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Nine-hole Peg test that children finished at 
the same time was to test the parallel validity with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ini-MACS. Parents 
retested their children after two weeks to certify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GMFCS levels were also 
collected for the correlation with Chinese version of Mini-MACS.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four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aged 12 to 48 months (80 boys and 
24 girls, mean age 31.9m) was recruited. There was different types and all the GMFCS levels of 
cerebral palsy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diplegia (n=49), hemiplegia (n=38), quadriplegia (n=10), 
dyskinetic (n=6), hypotonia (n=2), ataxia (n=1), level I(n=45) level II (n=31), level III (n=18), 
levelIV (n=7), and level V (n=3). 
Good reliability among occupational therapist, physical therapist and parents was found [K=0.899, 
0.828, 0.875 respectively; ICC=0.984 (95%CI 0.976-0.989), 0.973 (95%CI 0.960-0.982), 0.966 
(95%CI 0.950-0.977) respectively; p<0.01].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by parents wa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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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900, ICC=0.985 (95%CI 0.977-0.990), p<0.01]. The parallel validity between Nine-hole Peg 
test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ini-MACS was significant (r=0.550, p<0.0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GMFCS levels and Mini-MACS levels which were classified by occupational 
therapist, physical therapist and parents was strong (r=0.626, 0.596, 0.598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ini-MACS is a valid and reliable tool to assess hand 
function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aged 1-4 years and it could be widely used in 
other areas in China to make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have appropriate treatment in an early 
stage. The Chines version of Mini-MACS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GMFCS, and in this study it 
indicated that children in low GMFCS levels might have good manual ability. 
 
 

PO-08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Variation in FOXP2 And 
Sensorimotor Control of Speech Production 

 
Siyun Zhang,Hanjun Li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Significant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uditory feedback 
in sensorimotor integration for speech production.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this feedback-based 
control process, however,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Mutations of FOXP2 gene in humans are 
associated with severe deficits in speech motor behavior. A common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ion 
named rs6980093 has been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ces of brain activity in th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during speech-related reading task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reading 
skills and speech category learning abilities. We hypothesized that an association would exist 
between the FOXP2 gene and auditory-vocal integration, as reflected by the modulation of vocal 
compensations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responses by this variation.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is hypothesis.  
Methods Frequency-altered feedback paradigm of acoustic techniques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 techniques were used for speech behavioral experiments.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collection and genotyping were done for every subject. Standardized low-resolution 
electromagnetic tomography was applied for source localiz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bjects from any two genotypes in electrical density. Particularl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common variant, rs6980093 (A/G), and the behavioral and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responses to -50 and -200 cents pitch perturbations during vocal production in a 
sample of 133 Chinese adults recruited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All participants were right-
handed and from the population of Han Chinese.  
Results Behaviorally, the GG genotype wa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smaller vocal 
compensations for -200 cents perturbations relative to the AA and AG genotypes. Furthermore, 
both the AA and AG genotypes exhibit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degree of 
vocal compensation and the variability of normal voice fundamental frequency, whereas no such 
correlation existed for the GG genotype. At the cortical level, significantly larger P2 responses to -
200 cents perturb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GG genotype as compared to the AA and AG 
genotypes due to increased left-lateralized activity in the superior, middle, and inferior frontal 
gyrus, precentral gyrus,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insula. The 
neurobehavioral responses to -50 cents perturbations, however, did not vary as a function of 
genotype.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present the first neurobehavioral evidence for an association 
between FOXP2 genetic variant and auditory-motor integration for vocal pitch regulation, 
supporting that changes in genetic information may affect speech motor control processing. This 
study can also provide evidence for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speech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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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5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orseback Riding Therapy on the 
Postural Control’s Complexity of Hemiplegic Patients by 

Using Detrented Fluctuation Analysis (DFA) 

 
Xiaoxue Zhai,Hao Zhang 

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Objective By using Detrented Fluctuation Analysis (DFA), analyzing the mobile signals of the 

body，assessing the ability of static balanc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horseback riding therapy in 

hemiplegic patients，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the postural control quantificationally, further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mechanism of horseback riding therapy. 
Methods 40 cases of hemiplegic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and they all received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increased 
horseback riding therapy additionally.The functions of balance and motor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cluding the Berg balance scale evaluation(BBS),Fugl-Meyer motor function 
assessment and Fugl-Meyer balance function assessment (FM-B).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 
portable accelerometer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moving signals of the truck as keeping standing 
balance. Using DFA to analyse the moving signals of COG collected by the 
accelerometer.Obtaining "α"to signify the complexity of postural control . Comparing the motor 
function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alys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α"and 

BBS,"α"and the track length of COG、"α"and the track area of COG collected by pro-kin balancer 

respectively. 
Results (1)DFA: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After treatment ,the two groups’"α"declined, but for the control group,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P>0.05);there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P<0.05); the two 
group had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after treatment (P<0.05).(2)BBS and FM-B: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 Two groups’ BBS and 
FM-B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3)Fugl-Meyer movement function scor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After treatment,two groups’ Fugl-
Meyer movement functio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in two groups (P>0.05).(4)Improvement of DFA, BBS, FM-B , Fugl-meyer: 
The treatment group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5)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 of "α" and the change of 
BBS: they are moderately correlated (r=0.57, P<0.05).(6)The correlation between "α" and the 
results of pro-kin balancer:"α"and the moving area of the COG was moderately correlated (r=0.62, 
P<0.05);"α"and the moving length of the COG was low correlated (r=0.32, P<0.05). 
Conclusions (1)The DFA index "α" has a good consistency with the clinical evalution index of 
keeping balance.As an accurate, simpl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ostural control,it can 
represent the effect of the core muscles in the process of postural control .(2)Horseback riding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ostural control for hemiplegic patients significantly, and it is 
worthy to be applied in the future among the hemipleg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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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6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SCHEMIC 
COMPRESSION THERAPY , DRY CUPPING AND  
COMBINED THERAPY FOR TRIGGER POINTS 

 
Mo Nasb,Withanage Charith,陈 红 

Tongji hospital 

 
Objective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ischemic compression therapy, dry cupping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Myofascial trigger points in the neck : a pilot study 
Methods a pilot study of 24 patients with non-specific neck pain (NP) presented with upper 
trapezius muscle TP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3 groups; cupping=9, ischemic 
compression=7 and combined therapy=8. The patients received the assigned therapy for 2 times 
a week for 4 weeks. Ischemic Compression performed by therapists’ thumb and cupping therapy 
was done by reusable plastic vacuum cups and vacuum pump. Combined therapy group received 
both therapies; cupping therapy just followed after the ischemic compression. TPs’ Pressure Pain 
Threshold (PPT) was measured by manual algometer before and after every therapy session. 
Neck range of motion was assessed by Global Posture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 was measured in first, fifth and last session. 
Results All groups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PPT and NDI score 
after eight session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ree therapy 
groups. 
Moreover, Flexion angel, extension angel and right lateral flexion angel were improved in all 3 
therapy groups 
Conclusions Cupping therapy and combined therapy were effective as ischemic compression to 
reduce TP related pain and it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rticipants. So cupping therapy and combined therapy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effective 
stand-alone therapy for TP related pain. The main movement of the trapezius muscle on neck 
range of motion (extension) has been improved in all 3 groups therefore treating TPs can lead 
to improve muscle activity. 
  
 

PO-087 

十六式轮椅太极拳对 T2-T5 脊髓损伤患者平衡和心肺功能的影响 

 
齐燕,牛文鑫,何雅琳,张宪,王惠芳,王予彬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目的 研究十六式轮椅太极拳对 T2-T5 脊髓损伤患者平衡功能和心肺功能的影响，探讨十六式轮椅

太极拳成为脊髓损伤康复治疗的补充手段的可能性。 

方法 入选 2016 年 7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 T2-T5 脊髓损伤患者十六式轮椅太极拳训练组 24 人，对

照组 25 人。两组的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吸烟史、损伤平面水平、损伤程度和损伤时间均

无显著性差异。太极拳训练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十六式轮椅太极拳训练，每天早晚各一

次，每次连续做 30 分钟（包括热身和放松活动），5 天/周，共训练 6 周；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

疗。 

       所有受试者在干预前进行初评，干预 6 周后进行末评。评估内容：静态平衡功能：三维测力台

上压力中心（COP)的最大位移。动态平衡功能：功能性前伸和两侧伸的极限距离。心功能：心肺

运动试验终止时最大负荷，无氧阈时的心率（HR）、储备心率（HRR）、收缩压（Psys）、舒张

压（Pdia）、血氧饱和度（Spo2）、摄氧量（VO2）、氧脉搏（O2/HR）、公斤耗氧量

（VO2/kg）、代谢当量（MET 值）。肺功能：用力肺活量（FVC）、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F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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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秒率（FEV1/FVC%）、最大通气量（MVV）。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使用 SPSS 19.0

软件对组内和组间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太极拳组 COP 前后方向和左右方向最大位移均显著小于对照组（P<0.01）。功能性前伸、侧

伸试验的极限距离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太极拳组 VO2、VO2/kg、MET 值和最大负荷较

对照组均显著性的提高（P<0.05）；HR、HRR、Psys、Pdia、Spo2、O2/HR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义。太极拳组比对照组 MVV 和 FEV1/FVC%显著性的提高（P<0.05），FVC、FEV1 的差异均没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十六式轮椅太极拳能够有效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平衡功能和心肺功能，可以作为 T2-T5 脊髓

损伤患者社区医院康复治疗的一种补充手段。 

 
 

PO-088 

社区康复工作方法的研究 

 
周新建,唐祯 

重庆渝西医院 

 

目的  本文采用社会工作方法作为社区康复工作方法以探索适合社区康复的工作方法。 

方法 通过社会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开展社区康复工作方法的探索。我院从

2007 年至今通过上门服务进行个人诊疗、团队诊疗、居家康复等方式开展社区康复的个案工作，

从 2013 年至今通过小组工作的成长小组和兴趣小组开展社区康复的小组工作，2011 年至今通过社

区残疾人协会和社区康复管理系统开展社区康复的社会工作。 

结果 1、新华社区个案工作的研究(2007 年—2017 年），对 93 户残疾人进行了 1 次/月的上门服

务，对社区残疾人开展免费发放辅具、训练等服务共计 3000 余次。 

2、提高中风自我管理的个案研究（2014 年—2017 年），对 20 名中风出院患者进行每年至少 3 次

的上门中风自我管理指导。 

3、提高社区重度残疾人 ADL 的个案研究(2016 年至今），目前已对 39 名对象进行上门服务，每

人从 1-27 次不等，进度相对滞后。但效果明显。 

4、中途之家成长小组（2013 年-2017 年），已开展了 34 次小组活动，共 1360 人次参加。促成成

员登上黄山、开滴滴、享受康复、完成轮椅上的婚礼等事件，―脊髓损伤残艺团‖筹划中。 

5、―永不放弃―中风自我管理成长小组（2014 年—2017 年），共开展了 8 个小组，服务了 158 名

中风残障人士，1086 次服务。目前已在重庆和四川的 7 家医院得到很好的推广。 

6、精神残疾日间托养成长小组（2017 年至今），日间照料室已开展 60 余次。目前大多数对象已

从不愿参与到积极参与，家属也一致好评。 

7、渝西脑瘫儿童成长小组（2012 年—2017 年），通过游戏课、集体课、社会实践课等服务患儿

100 余人，5000 余人，家长满意度 98％；治疗模式发生变化；孩子的参与能力、表达能力、团队

意识及入学适应增强；亲子互动增强。 

8、渝西残协爱心艺术团兴趣小组 2011 年 12 月成立至今，排练 1000 余场，外出公演 95 场，今年

受邀参加了央视录制节目和 2018 谭咏麟香港演唱会。 

9、2011 年至今对铁马社区残疾人协会进行康复指导和 2014 年利用我院自主研发的步威信息管理

系统对铁马社区康复工作的资料管理。 

结论 1、 个案工作任务重、成本高、无法完成、不可持续。 

2、社会工作者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可作为社区康复的基本方法，是社区康复人

员必须掌握的方法，是社区康复工作的―敲门砖‖，其中小组工作应该特别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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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9 

不同时段八段锦锻炼对糖耐量受损（IGT）人群干预效果观察 

 
李庆雯,邵琦琦 ,元也 

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市,河西区 

 

目的 比较餐后和餐前八段锦运动对糖耐量受损人群的干预效果，探讨不同时段的八段锦干预对糖

耐量受损人群有效性，为更好地发挥传统体育在糖尿病前期中的改善作用、制定更加优化的糖尿病

前期运动方案与社区推广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选取糖耐量受损人群 40 人，随机分为餐前运动组（20 人）和餐后运动组（20 人）。餐前运

动组在晚饭前 1 小时进行八段锦运动，餐后运动组在晚饭后 1 小时进行八段锦运动。每次全套动作

做 2 遍，中间休息 5 分钟，准备和整理活动各 5 分钟，共约 40 分钟。每周 5 次，干预 12 周。观

察 12 周前后血糖、胰岛素敏感性、血脂，最大摄氧量，体脂、内脏脂肪和腹部皮下脂肪面积等的

变化。 

结果 1. 12 周八段锦运动干预后组内比较：餐前运动组和餐后运动组的空腹血糖、糖耐量 2 小时后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抵抗指数、胰岛素敏感性指数；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均

较干预前有显著改善（P<0.05）。组间比较：餐后运动组较餐前运动组口服糖耐量 2 小时后血糖

(mmol/L)从 7.99±2.20 降低至 6.65±0.96、胰岛素敏感性指数从 10.55±4.49 升高至 13.36±2.87；

胆固醇 (mmol/L)从 4.64±0.70 下降至 3.91±1.16，甘油三酯 (mmol/L)从 1.48±0.71 下降至

1.34±0.87；低密度脂蛋白 (mmol/L)从 2.61±0.45 下降至 2.05±0.6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 12 周八段锦运动干预后组内比较：餐前运动组和餐后运动组体脂百分比（%）分别从

35.69±7.83 和 31.35±5.92 减低至 34.23±7.34 和 28.54±5.18，腹部皮下脂肪面积(cm2)分别从

209.53±66.43 和 172.88±70.52 显著减小至 183.87±64.24 和 146.59±48.88。组间比较：餐后运动

组的体脂百分比、腹部皮下脂肪面积较餐前运动组显著下降（P<0.05）。 

3. 12 周八段锦运动干预后，餐前运动组和餐后运动组的最大摄氧量显著提高（P<0.05），组间差

异无显著性。 

结论 1.八段锦锻炼具有良好的改善糖耐量受损人群血糖、血脂，降低其体脂、腹部皮下脂肪面积，

加强其有氧运动能力的作用。 

2. 餐后进行八段锦锻炼更有利于糖耐量受损人群改善餐后血糖、血脂和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体脂和

腹部皮下脂肪面积。 

  
 

PO-090 

中国远程智慧康复平台建设与研究 

 
屈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远程智慧康复是节省病患时间、经济、交通成本和获取优质的康复医疗服务资源的有利手

段。同时，对医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也具有巨大作用。拟建设有利于患者远程康复治疗和远程医务人

员康复技术培训和交流的中国远程智慧康复平台。 

方法 按照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脑血管病运动与认知康复体系管理"（国家课题编号：

2017YFC1308504，总项目 1161 万，300 万资助推广）设计要求，选取全国各地 136 家医疗机构

康复人员参与，建立远程智慧康复数据库，中心指导专家在个人手机上安装远程医生端 APP，远

程医务人员或患者使用平板电脑端 APP。远程康复智慧系统以云服务为桥梁，沟通中心端与远程

端。数据中心部署包括大型数据库、智慧处方库、数据管理软件、备份数据库、智慧康复 100 网页

等。软件包括远程运动康复评估治疗系统和远程认知康复评估治疗系统。后续拟上线医务人员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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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系统和会诊讨论系统。纳入全国 136 家医疗机构，分别完成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障碍和/

或认知功能障碍评估和治疗，同时评测患者安全性和满意度（依从性）。中心数据库随时监测各项

指标。 

结果 第一阶段 19 个工作日动态监测结果显示全国 136 家医疗机构中，认知障碍患者入组 118 例，

评定 671 人次，治疗 652 人次，所有患者治疗中无不良事件发生，患者依从性 97.2%；运动功能

障碍患者入组 89 例，评定次数 103 人次，治疗 137 人次，采用智慧化推送处方 67 人次，采用专

家修改处方 11 人次，依从性 100%。 

结论 远程智慧康复平台有利于康复治疗管理流程化、质量控制标准化、治疗技术规范化、治疗疗

效同质化、治疗方案精准化，易操作、低成本和易推广的全国疾病康复诊治标准模式。 

 
 

PO-091 

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对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平衡、下肢痉挛及

步行能力的影响 

 
金铭亮,牟翔,袁华,卢中奇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对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平衡、下肢痉挛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56 例符合入选条件的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28

例，2 组患者均采用 Bobath 和运动再学习技术、被动活动等常规康复训练，如桥式训练、四点—

两点跪位训练、坐—站训练、重心转移训练、上下楼梯及步行训练为主的的训练方式，治疗组在此

基础上辅以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患者选择仰卧位腰椎中立位放置，仰卧位骨盆上抬和侧卧位拱

桥三种治疗方式，将震动频率设置 6HZ，每天治疗时间为 30 分钟。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

用下肢 Fugl—Meyer 评分（FMA）、Berg 平衡量表（BBS）、Ashworth 量表（MAS）、功能性

步行量表（FAC）对两组患者的平衡功能、肌张力和步行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 1.治疗前，2 组患者下肢 FMA 评分、Berg 平衡功能、MAS 肌张力评定、FAC 步行功能评分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2.与治疗前相比，治疗 4 周后 2 组患者各项评估评分较治疗前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P<0.05）。3.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增加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可以改善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平衡功

能和步行能力，降低其下肢肌张力，加速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恢复。 

  
 

PO-092 

活动平板步行训练在帕金森患者步态训练中的临床 

疗效系统性回顾 

 
乔鸿飞,张巧俊,袁海峰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目前活动平板在帕金森患者步态训练中广泛应用，相比较于在地面进行帕金森患者步态训

练，活动平板针对帕金森患者的步态训练有更佳的治疗效果。为更全面的了解活动平板在帕金森患

者步态训练中的特点及优点，制定出更好的提高帕金森患者步行能力的治疗方案，针对目前帕金森

患者步态活动平板训练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对活动平板在帕金森患者步态训练康复

治疗中的疗效证据进行评估，为进一步提出更好的相关临床研究方案提供线索。 

方法  数据来源检索: PUBMED ,  MEDLINE 和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研究方法 系统回顾。检索自 2010 年 1 月到 2018 年 3 月关于活动平板在帕金森患者步态训

练中应用的相关随机对照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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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针对帕金森患者活动平板步行训练与帕金森患者地面步行训练相比较两组间在帕金森患者步

幅长度增加上存在显著性统计学差异，活动平板组优于地面训练组。同时活动平板组在行走每米耗

能上低于地面行走患者，提高患者行走效率。部分减重活动平板步态训练与常规步行训练相比较，

部分减重活动平板训练组在提高 the UPDRS-III motor score，MLI， POMA gait score，the limits 

of stability(LOS)  total score 较常规治疗组存在显著性统计学差异，部分减重活动平板训练组优于

常规治疗组。速度依赖活动平板训练与节奏暗示地面行走训练相比较在行走功能的提升上两组间无

显著性统计学差异。针对帕金森 Hoehn - Yahr 分期在 2.5 -4 期的患者，机器人辅助行走训练与常

规物理治疗相比在 at BBS, NUTT, ABC, TUG, MWT, UPDRS 评估中均优于常规物理治疗组。机器

人辅助训练与等强度活动平板训练在帕金森患者步态训练中相比较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下坡活动

平板训练与常规康复治疗相比较在帕金森患者身体前倾姿势控制及膝关节伸展肌力提升方面均优于

常规康复治疗组。 

结论 在帕金森患者的步行训练中活动平板及机器人辅助训练均较常规康复治疗给帕金森患者步行

功能带来更大受益，尤其是当帕金森患者 Hoehn-Yahr 分期 3-4 期者通过机器人辅助步行训练可改

善帕金森患者步行能力。 

 
 

PO-093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亚急性期患者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影响的研究 

 
王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的影响，以期

探讨 rTMS 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疗效的神经学机制。 

方法 共选取 72 例脑卒中亚急性期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A 组）、rTMS 治疗组（B 组），

每组各 36 例。常规治疗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用综合康复训练技术；而 rTMS 治疗组则

是在药物和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再给予患者患侧脑初级运动皮质区（M1 区）rTMS 治疗。于治疗

开始前、治疗 2 周、4 周进行评估。评估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FMA）、改良 Barthel 指

数（MBI）、运动诱发电位（MEP）潜伏期、波幅及血清 VEGF 水平的变化情况。 

结果 1.运动功能：治疗前二组患者 FMA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而治疗 2 周、4 周后，两

组的 FMA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提高（P＜0.05），而 B 组更优于 A 组。2.日常生活能力：治疗前二

组患者 MBI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而治疗 2 周、4 周后，两组的 MBI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提高（P＜

0.05），而 B 组更优于 A 组。3.运动诱发电位（MEP）潜伏期和波幅: 治疗前，二组患者 MEP 潜

伏期、波幅均无明显差异，治疗 2 周、4 周后两组的 MEP 潜伏期缩短，波幅明显提高（P＜

0.05），而 B 组更优于 A 组。4.血清 VEGF 变化情况：治疗前二组患者血清 VEGF 水平无显著性

差异。治疗 4 周后，rTMS 治疗组血清 VEGF 水平与治疗前及常规治疗组相比明显提高（P＜

0.05），常规治疗组提高不明显，提示 rTMS 治疗能提高脑卒中患者血清 VEGF 水平。 

结论 rTMS 结合康复治疗能够促进脑卒中患者亚急性期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缩短运动

诱发电位的潜伏期，提高波幅，同时能有效的提高血清 VEGF 水平，这可能是 rTMS 改善脑卒中患

者神经功能的神经学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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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4 

运动想象疗法对脑梗死患者躯干控制及运动功能影响的研究 

 
随燕芳,崔振华,史静琴,宋振华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运动想象疗法对脑梗死患者躯干控制能力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 日在海口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的 40 例脑

梗死后伴有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2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

疗，实验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治疗基础上联合运动想象疗法。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评定（Sheikh Trunk Control Evaluation）、Berg 评定量表（BBS）、简式

Fugl-Meyer 评定（FMA）、改良巴氏指数（modified Brathel Index,MBI）评定两组患者的躯干控

制能力及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的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BBS 评分、FMA 评分、ADL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2 组患者的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FMA 评分、BBS 评分、ADL

评分较前明显提高，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2 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运动想象疗法可以明显提高脑梗死患者的躯干控制能力，更容易促进其运动功能恢复 

  
 

PO-095 

数字 OT 训练系统结合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 

及 ADL 的影响 

 
胡永林,肖玉华,华永萍,朱红梅,宋新建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南通市 

 

目的 探讨数字 OT 训练系统结合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 54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26 例）和观

察组（28 例）。 2 组患者在常规药物对症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偏瘫肢体综合训练，包括良肢位摆

放、关节活动度训练、床上桥式运动、翻身训练、转移训练、平衡训练、坐站训练及步行训练等。

对照组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辅以作业治疗，具体内容[4]包括上肢肩胛骨松动训练、上肢关节活

动训练、上肢取物训练及手指抓握训练、ADL 训练等，所有训练均以患侧为主，适当增加健侧辅助

患侧训练，训练时间为 40 min/次，1 次/d,6 d/周，共 8 周。观察组在常规康复训练和作业治疗的基

础上增加数字 OT 训练系统训练，此项训练采用 FlexTable 数字 OT 评估与训练系统(章和电气生

产)，选择上肢功能训练模块(包括上肢导向性训练、上肢强化训练、运动协调训练、移动搜寻训练

和射箭训练)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模块(厨房做菜、ATM 取款、超市购物、站台买票)，按照健

手带动患手训练—患手单独训练—双手协调训练的顺序进行训练，40 min/次，1 次/d,6 d/周，持续

训练 8 周。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上肢部分(FMA-UE)和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对 2 组患者的上肢功能和 ADL 能力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 FMA-UE 和 MBI 评分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

组患者 FMA-UE 和 MBI 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有所提高(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观察组

FMA-UE 评分、MBI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数字 OT 训练系统结合作业疗法有助于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对其 ADL 能力有一定

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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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6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功能磁刺激对急性期脑梗死患者上肢运

动功能恢复的临床研究 

 
薛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高频(10H z)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TM S)结合功能磁刺激对急性期脑梗死患者运动功能恢复

的疗效 。脑梗死后存活的患者中，有约 80％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瘫。因此 寻找有效的促进急

性脑梗死后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重复经颅磁  刺激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 ulation，rT M S)是一种新型的神经电生理技术，国内外关于 rTM S

治疗脑梗死后运动功能恢复的研究越来越多。功能磁刺激是采用先进技术开发出的磁疗设备，它输

出高场强的磁脉冲，可以无痛、无创的对人体外周神经肌肉进行刺激，产生神经兴奋和肌肉收缩，

使用方法快捷，安全有效。 

方法 选取 60 例急性期脑梗死后偏瘫患者，采用单盲法完全随机设计分为 4 组(各 l5 例)：高频(10H 

z)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TM S)组，功能磁刺激组，高频(10H z)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TM S)结合功能磁

刺激组，对照组。四组均接受药物治疗及肢体康复为常规治疗。治疗前和治疗后进行 Fugl—M 

ey—er(FM A )评分、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 IH ss 评分)、B arthel 指数(B I)。 

结果 1、治疗后四组 FM A、N IH SS 、B I均较治疗前改善(P < 0．05)；2、高频(10H z)的重复经

颅磁刺激(rTM S)组治疗后较对照组的改善 FM A 、B I、N IH SS 评分(P < 0．05 )。3、功能磁刺

激组治疗后较对照组的 FM A 、B I、N IH SS 评分改善(P < 0．05 )。4、高频(10H z)的重复经颅

磁刺激(rTM S)结合功能磁刺激组治疗后 FM A 、B I、N IH SS 评分优于高频(10H z)的重复经颅磁

刺激(rTM S)组和功能磁刺激组(P < 0．05 )。 

结论 高频(10H z)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TM S)结合功能磁刺激较对照组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更有

效。 

 
 

PO-097 

脑卒中患者 DTI/DTT 临床观察 

 
范天君,周新,武继祥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康复治疗（运动疗法、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应用

DTI/DTT 检查，通过自身治疗前后对照，观察康复治疗前后神经纤维修复情况，探索康复治疗对神

经纤维修复机制及对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 

方法 应用 DTI/DTT 检查，观察 3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治疗前后神经纤维变化、患侧肢体运动功

能恢复情况的自身对照。当患者肌力 0-1 级时，以被动运动为主，肌力 2-3 级时，以助力及等速肌

力训练。运动疗法 2/日，每次 20-30 分钟；等速肌力训练（患侧肌力≥3 级助力及抗阻训练）选择

90°/s、120°/s 角速度进行等速训练，每组肌群每天训练 1 次。运动量以引起肌肉适度疲劳，次日

不感到疲劳为宜。分别于入院、治疗 4 周、8 周进行 DTT 检查，采用 CST 受损分级评估皮质脊髓

束皮质脊髓束变化情况；采用 Fugl-Meyer（FMS）法评定下肢运动功能（下肢运动总分 34 分）。 

结果 入院时行 DTT，CST 分级：1 级 7 例，2 级 14 例，3 级 9 例，Fugl-Meyer 法肢体运动功能评

分在 5-12 分之间。治疗后 4 周行 DTT，CST 分级：1 级 16 例，2 级 9 例，3 级 5 例，Fugl-Meyer

（FMS）法肢体运动功能评分在 5-24 分之间。治疗后 8 周行 DTT，CST 分级：1 级 17 例，2 级 8

例，3 级 5 例，Fugl-Meyer 法肢体运动功能评分在 5-30 分之间。DTT 中 CST 分级与 FMS 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两者呈负相关（r=-0.10，P＜0.01），DTT 分级越高，FMS 分值越低，运

动功能恢复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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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 DTI/DTT 观察，运动治疗及等速肌力训练能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纤维再生，对脑卒中后神

经纤维束的修复有明显效果。 

 
 

PO-098 

不同病程下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气道功能对比 

 
李剑姣,张伟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的 评估处于不同病程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气道功能，了解在不进行肺功能康复的情况下，不

同病程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呼吸功能的差异。 

方法 将 29 例脑卒中后偏瘫的患者，分为实验组(n=16)和对照组(n=13)。其中病程为 2 周-3 个月者

为对照组；病程为 3 个月-6 个月者为实验组。应用气道功能测试仪对患者进行气道开放性测试，观

察指标包括最大肺活量（FVC） ,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最大呼气流量 (PEF)和一秒率

（FEV1%）。 

结果 实验组的最大肺活量（FVC），最大呼气流量(PEF)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的

一秒率（FEV1%）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间的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未表现出显

著差异。 

结论 在未进行肺功能康复的情况下，病程越长，患者的呼吸功能越差，可能表现为限制性通气模

式。 

  
 

PO-099 

镜像治疗结合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 

上肢功能康复的影响 

 
孟桂宇,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通过镜像治疗结合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治疗,观察其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康复的影响 

方法 选择 60 名脑卒中恢复期患者按照随机分组法分为 3 个组,即改良组、常规组、联合组。其中,

在常规组中,通过运动再学习技术、Bobath 技术进行治疗。改良组采用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进行上

肢功能训练。联合组将改良强制运动疗法加镜像治疗相结合。由 1 位经过专业培训、对研究不知情

的康复治疗师对所有患者进行评定。该 60 名患者未治疗时、已经治疗了 2 个月的情况通过简式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价量表(FMA)和改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MBI)进行评定。三组

之间进行两两比较,比较患者治疗前后 FMA 和 MBI 有无变化,分析其对于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的重要价值。 

结果 治疗后 8 周,三组 FMA 评分均比治疗前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个组都进行了

对比,根据 FMA 评分结果来看,联合组、改良组的结果要比常规组更好(P<0.01)。尽管 2 个组对于上

肢功能的改善效果没有明显区别,不过改良组的均数没有联合组大,这可以证实上肢功能进行恢复时,

联合组临床效果更佳,这对于临床治疗有重要价值。治疗前三组 MB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 8 周

治疗后三组 MBI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个组都分别进行对

比,根据 MBI 评分结果来看,联合组、改良组都要比常规组效果更好 P=0.001(P<P.01),不过在联合

组、改良组间,没有明显区别 P＝0.583(P＞0.05)。尽管 2 个组对于上肢功能的改善效果没有明显区

别,不过改良组的均数没有联合组大,这可以证实上肢功能进行恢复时,联合组对于脑卒中患者日常生

活能力的改善要优于改良组,有一定的临床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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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及改良强制运动疗法与镜像治疗相结合和通过运动再学习技术、Bobath

技术进行治疗的方法对比来看,对偏瘫病人上肢运动功能的改善效果更好,有利于提升病人的生活质

量。在上肢功能恢复过程中,改良强制运动疗法与镜像治疗相结合对于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

改善要优于单纯的改良强制运动疗法,有一定的临床实际意义。 

  
 

PO-100 

医生指导下的居家运动对于成年无症状孤立性左室 

心肌致密化不全 

 
刘淑芬,丛卉,袁望舒,陈丽霞,林雪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探索医生指导下的居家运动对于无症状孤立性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心肺耐力的影响。 

方法 2 例患者采用国际身体活动问卷进行日常身体活动调查，采用德国耶格运动心肺测试系统的功

率自行车进行症状限制性运动负荷试验，获得患者心肺耐力结果，根据心肺耐力的测试数据，给予

患者制定个体化的居家运动处方，指导并监督患者进行运动，18 个月后复查日常身体活动水平和

心肺耐力。 

结果 病人基本情况：病例 1，男性，51 岁，自由职业，基本无体力活动，仅少量走路；病例 2，

女性，58 岁，餐饮行业，现已退休，平常体力活动中等，平常不规律游泳。两例患者心脏超声均

有典型的 LVNC 的征象：左室侧后壁及心尖部（病例 1）/ 心尖部（病例 2）可见较多肌小梁和隐

窝，隐窝内可见血流，非致密化心肌/致密化心肌大于等于 2。 

病人运动处方执行情况：病人大部分时间按照运动处方情况进行运动。两例患者没有报告任何严重

不良事件，也没有在运动中出现症状。 

病人心肺耐力变化：医生指导下居家运动前后，病人的整体运动耐力明显改善，病例 1 的峰值摄氧

量从 1.469L/min（20.1mL/Kg/min）61%的预计值提升至 2.173L/min（30.2mL/Kg/min）93%的预

计值，改善 32%；病例 2 的峰值摄氧量从 1.245L/min（22.6mL/Kg/min）93%的预计值提升至

1.722L/min（29.7mL/Kg/min）130%的预计值，改善 37%。无氧阈下摄氧量、峰值功率均有所改

善，心率反应和通气反应也有所改善. 

结论 无症状的孤立性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进行医生指导下的居家运动,是安全的，能够改善心

肺耐力，可使健康总体获益。 

 
 

PO-101 

脑卒中患者交感神经电生理特征分析 

 
王培,李艳 

上海市同仁医院,上海市,长宁区 

 

目的 通过交感神经皮肤反应（sympathetic skin response, SSR）检测技术探讨脑卒中患者交感神

经电生理变化特征，探讨 SSR 的影响因素，及其在脑卒中后功能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符合入选标准的 34 名脑卒中患者进行四肢 SSR 检测，采用 Brunnstrom 分期评价肢体功

能。分析偏瘫侧与非偏瘫侧肢体交感神经电生理指标差异，不同病灶部位、不同病程患者 SSR 变

化特点及 SSR 与肢体功能的相关性。 

结果 1）偏瘫侧与非偏瘫侧 SSR 潜伏期、波幅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2）无论刺激偏瘫侧或健侧肢

体，四肢 SSR 异常率均在 67%以上，且双上肢或双下肢均异常的比率显著高于单侧肢体；3）病

程 3 月内和 3 月以上患者 SSR 潜伏期和波幅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4）左侧偏瘫异常率高于右侧偏

瘫；5）非基底节区病灶的偏瘫侧上肢潜伏期较基底节区显著延长（P＜0.05）；6）Brunnstrom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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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3 期和分期 4-6 期患者 SSR 潜伏期、波幅未见统计学差异，患者 SSR 偏瘫侧 SSR 波幅、潜

伏期与 Brunnstrom 分期未见明显相关性。 

结论 脑卒中后两侧肢体均可出现交感神经传导功能障碍，双侧肢体 SSR 均异常比例高于单侧肢

体。病灶部位是影响 SSR 的主要因素。SSR 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评估的应用价值仍需进一步探

讨。 

  
 

PO-102 

镜像治疗对脑卒中偏侧忽略的疗效观察 

 
侯红 

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探讨镜像治疗对于脑卒中偏侧忽略患者功能的影响； 

方法 脑卒中偏侧忽略患者 24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12 例,平均年龄 66.10±11.70 岁，平均病程

31.27±14.23 天；镜像治疗组 12 例,平均年龄 68.20±13.80 岁，平均病程 34.82±10.54 天。两组患

者均接受常规的针对偏侧忽略的康复训练，镜像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镜像治疗。两组患者予训练

前和训练 3 周后采用中国行为性忽略测试-香港版（Chinese behavioral inattention test-Hong Kong 

version, CBIT-HK）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1.两组患者治疗前常规测试评分：治疗组 51.33±8.33，对照组 51.92±10.07；行为测试评分：

治疗组 10.75±2.83，对照组 10.58±2.68；总评分：治疗组 62.08±10.97，对照组 62.50±12.59。各

项指标比较，没有差异（P>0.05）；2.训练后两组患者常规测试评分：治疗组 117.08±16.04，对

照组 102.17±16.21；行为测试评分：治疗组 68.91±5.62，对照组 50.08±5.85；总评分：治疗组

186.83±21.19，对照组 154.08±23.46。组内比较，常规测试评分、行为测试评分及总评分均有显

著提高（P<0.01）；组间比较：治疗组的常规测试评分、行为测试评分及总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 镜像治疗结合常规康复训练短期可以明显改善脑卒中偏侧忽略症状。 

  
 

PO-103 

重复经颅磁刺激在卒中后抑郁治疗中的频率选择 ----基于三项 

随机对照实验的 Mate 分析 

 
郭海洋,张维奇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系统评述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卒中后抑郁，对于改善患者汉密尔顿量表（HAMD）

评分的对比分析。 

方法 通过计算机检索、手工检索方法，全面收集不同频率 rTMS 治疗卒中后抑郁的随机对照试验

（RCT），按 Cochrane协作网系统评价的方法进行 Mate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3 项实验，包括 1 个假刺激对照试验和 2 个组间对照试验。3 个试验均采用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评价治疗期末患者抑郁症状的改善，Mate 分析结果显示，3 项随机对照实验具有

同质性（异质性检验 x2=30.57,P=0.08），合并效应量 WMD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WMD 的合并效

应量（total）为 0.86，其 95%CI为（-0.10，1.82），合并效应量的检验（test for overall effect）

Z=1.75，P＜0.00001。故 rTMS 对于 PSD 的治疗，效果显著，但其应用在临床的具体剂量选择尚

无法根据当前数据得出有助于临床应用的明确结论。 

结论 临床及科研人员可以更多的关注如 PSD 这类的神经心理学疾病，进行更多相关研究，为循证

医学提供更多证据；各级医院对于 rTMS 疗法的普及予以更多关注，以更好的造福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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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4 

助力手结合任务导向训练对偏瘫恢复期手功能的疗效观察 

 
段素倩,张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助力手结合任务导向训练对偏瘫恢复期手功能的疗效。 

方法 对明确诊断符合条件的偏瘫恢复期患者中存在手功能活动障碍的患者 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治疗前均接受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每次 20 分

钟，每天一次，每周 5 天，治疗 8 周。对照组主要采用常规神经易化技术，一般性常规训练进行治

疗。每次 20 分钟，每天一次，每周 5 天，治疗 8 周。观察组采用助力手结合任务导向训练进行治

疗。具体治疗如下：（1）上肢和手的任务导向训练：患者取坐位于治疗桌前，治疗师帮助患者佩

戴上助力手，治疗师通过手动控制助力手指导患者，通过患手的屈伸将桌上的木钉抓放在设定的位

置，在练习的过程中逐渐增加移动的距离，延长抓握物品持续的时间以及物品的重量，以患者耐受

为主。（2）ADL 训练：治疗师指导患者在助力手的辅助下进行日常生活的实物训练，刷牙，进

食，双手配合倒水等动作。根据患者手功能恢复情况逐渐增加难度。（3）关节活动度的训练：治

疗师指导患者在助力手的辅助下手握磨砂板作肩、肘、腕的组合运动。（4）平衡功能训练：坐位

下患者佩戴助力手从身体的不同方向拿放物品，每次躯干运动均达到最大范围。（5）伸指伸腕运

动训练：患手在助力手帮助下被动伸开手指，双手拍打桌面训练。治疗前后以 MBI、FMA 评分来

进行疗效对比评估。 

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 8 周的治疗进行疗效评估，患者 MBI、FMA 运动评分均有明显提高，但观察组

在 MBI（60.1±5.1vs 45.8±10.7）、FMA 运动评分（44.3±8.1vs 35.5±7.8）的指标评分均优于对照

组，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过治疗观察，运用助力手与任务导向训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可以明显的改善患者手的

运动能力，提高患者的患侧手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PO-105 

小组作业治疗结合虚拟现实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心理及 

日常活动参与能力的影响 

 
王利群,杨鑫,李雅晴,武金桥,侯玮佳,张玥 

天津市环湖医院,天津市,河西区 

 

目的  探讨小组作业疗法结合虚拟现实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心理及日常活动参与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 项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对脑卒中病人进行筛

选，将筛选出的 27 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随即分成常规作业治疗组 9 例，小组作业治疗组 9 例，联

合治疗组 9 例，三组均进行常规神经内科药物治疗和其他康复治疗。常规作业治组疗采用治疗师与

患者一对一的作业治疗模式；小组作业治疗组 9 例采用 3-5 人的小组作业治疗模式；联合治疗组采

用 3-5 人的小组治疗结合虚拟现实的治疗模式进行治疗。3 组患者共接受每周 5 次，每次 45 分

钟，共 6 周的作业治疗训练。在每个患者治疗开始前、治疗结束后和治疗后 1 个月，分别采用

ZUNG 抑郁自我评价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对患者进行心理状态评定，手臂动作调查测试（Action 

Research Arm Test，ARAT）量表对患者上肢进行功能状态评定，加拿大作业活动量表

（Canadian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COPM）和 Barthel 指数（BI）评定量表对患者

日常活动参与能力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常规作业治疗组在 ARAT,COPM，BI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SDS，HAMD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有提高，但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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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作业治疗组和联合治疗组在 SDS，HAMD，ARAT，COPM，BI 评分治疗前后差值均高于常规

作业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联合治疗组在 SDS，HAMD，COPM，BI 评分

治疗前后差值高于小组作业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 ARAT 评分方面，联

合治疗组治疗前后差值与小组作业治疗组相比，差异并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组作业治疗模式和小组作业治疗结合虚拟现实联合治疗模式在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心理

状态和日常活动参与能力方面优于常规作业治疗模式；且小组作业治疗结合虚拟现实的联合治疗模

式在改善两者方面效果优于单纯小组作业治疗模式，但在改善运动功能方面，两者并无明显差异。

分析可能原因是由于虚拟现实更多侧重于游戏任务的完成，而非强调正常运动模式的学习 

  
 

PO-106 

综合呼吸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及心理状况影响的临床观察 

 
郝世杰,毕鸿雁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综合呼吸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及心理状况的影响。 

方法 选取了 97 例脑卒中住院患者，随机分为综合呼吸训练组（33 例）、常规呼吸训练组（32

例）和对照组(3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功能训练和健康指导，30min/次/天，5 天/周，治疗 6

周；常规呼吸训练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缩唇-腹式呼吸训练和胸廓放松训练，30min/次/天，5

天/周，治疗 6 周；综合呼吸训练组在常规呼吸训练组的基础上给予吸气肌训练，30 次/组，2 组/

天，5 天/周，治疗 6 周。使用德国席勒(SCHILLER)公司生产的肺功能测试仪评定参与者治疗前后

的肺通气功能，主要包括 FVC、FEV1、MVV、PEF；使用 POWER Breathe K5 吸气肌评估系统

评定参与者治疗前后的吸气肌功能，主要包括 MIP 和 PIF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

评量表（SDS）评定参与者的心理状况的变化。各指标治疗前后的评定均由同一人完成。 

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一般情况、肺功能及心理状况各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

性。在肺通气功能方面：治疗 6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综合呼吸训练组和常规呼吸训练组患者

FVC、FEV1、MVV、PEF 均有明显改善(P<0.05)；组间比较显示，综合呼吸训练组与常规呼吸训

练组 FVC、FEV1、PEF 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且综合呼吸训练组 FEV1、MVV 显著优于常

规呼吸训练组(P<0.05)；在吸气肌功能方面：治疗 6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综合呼吸训练组和常规

呼吸训练组患者 MIP、PIF 均有明显改善(P<0.05)；组间比较显示，综合呼吸训练组 MIP、PIF 显

著优于对照组，且综合呼吸训练组 MIP、PIF 显著优于常规呼吸训练组(P<0.05)；在心理状况方

面：治疗 6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综合呼吸训练组和常规呼吸训练组 SAS、SDS 均有明显改善

(P<0.05)；组间比较显示，综合呼吸训练组和常规呼吸训练组 SAS、SDS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且综合呼吸训练组 SAS、SDS 评分显著优于常规呼吸训练组(P<0.05)。 

结论 1.综合呼吸训练可以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肺通气功能； 

2.综合呼吸训练可以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吸气肌功能； 

3.综合呼吸训练可以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焦虑、抑郁等心理状况,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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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7 

虚拟现实训练对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和 

生存质量的影响 

 
卞瑞豪,毛玉瑢,黄东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探究虚拟现实训练相对传统康复训练在改善脑卒中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作

用。 

方法 提取中山大学临床医学研究 5010 计划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之间收集的

脑梗死患者数据库资料。入选实验对象为首次发病的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年龄在 40 岁至 79 岁之

间，平均年龄 62.3 岁，共入组 47 例，其中男 39 例，女 8 例。按照随机数字化表，实验组 25 例

（男 21 例，女 4 例），对照组 22 例（男 18 例，女 4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传统康复训练，实验

组将主动干预的作业治疗和物理治疗内容改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康复干预，两组总的

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时间相等，每天 2 小时，每周 5 天，共治疗 3 周。分别在干预前、干预 3 周后

和 3 个月后进行改良 Barthel 指数、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IADL）和脑卒中专门化生活质

量量表（SS-QOL）的评估。实验组与对照组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同一组干预前后以及

随访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显著性水平为 p<0.05。 

结果 组间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前改良 Barthel 指数、IADL 及 SS-QOL 均无显著差异

（p>0.5）；干预 3 周后和 3 个月后，改良 Barthel 指数份、IADL 及 SS-QOL 均无显著差异

（p>0.5）。组内比较，实验组干预后 3 周、3 个月与干预前的 Barthel 指数及 SS-QOL 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对照组仅 SS-QOL 统计学意义（p<0.05），改良 Barthel 指数和 IADL 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虚拟现实训练与传统康复训练一样，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生存质量和日常生活活动自理

能力。此外，在改善生活自理能力方面，VR 短期效应稍优于常规康复；从长期效应来看，并不优

于常规康复。 

 
 

PO-108 

表面肌电诱导下 A型肉毒毒素注射联合手部矫形器分指板治疗对

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痉挛的影响 

 
张稳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表面肌电诱导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联合手部矫形器分指板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痉挛

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8 例脑卒中上肢痉挛患者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及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常

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辅以表面肌电诱导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组则在观察

组干预基础上辅以手部矫形器分指板治疗。于治疗前、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及 6 个月时分别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FMA）、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

（FIM）、手肿胀程度评定法及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对患者手部的运动功能分期、肌张

力、日常参与能力、水肿程度及疼痛指数作出评价，对各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发现对照组 FMA、MAS、FIM 评分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善（P>0.05）；治疗组与

观察组 FMA、MAS、FIM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治疗 3 个月及 6 个月后，发现对

照组、观察组 MAS 分级较治疗 1 个月时增加，治疗组 MAS 分级则较治疗 1 个月时继续降低

（P<0.05）；各组患者 FMA、FIM 评分均较治疗 1 个月时增加，并且上述指标均以治疗组改善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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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显著（P<0.05）；观察组 FMA、MAS、FIM 评分与对照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3 组患者手肿胀程度及 VAS 评分在治疗 1 个月、3 个月及 6 个月时均较治疗前持续

改善（P<0.05），并且治疗组手肿胀程度及 VAS 评分在上述时间点均显著优于观察组及对照组水

平（P<0.05）。 

结论 表面肌电诱导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联合手部矫形器分指板治疗能进一步减轻脑卒中偏瘫患者

上肢肌肉痉挛，提高其运动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降低手肿及疼痛程度，有效预防肩手综合征，该

联合治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09 

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效果观察及机制初探 

 
李冰冰

1
, 许涛

2
 

1.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科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效果并初步探索其作用机制。 

方法 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10）、假手术组（n=10）及治疗组（n=11）及假治疗

（n=11）组。治疗、假治疗组均采用经典坐骨神经慢性压迫性损伤模型,在大鼠的左大腿中部进行

坐骨神经主干松结扎，假手术组仅分离坐骨神经，不结扎。治疗组进行经颅直流电刺激，假治疗进

行假刺激。正常组、假手术组不做任何干预。8 天后分别利用 Von Frey、Hot-plate 测试大鼠痛阈

变化，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 NR2B-NMDA、GABA 受体的蛋白表达。 

结果 治疗组大鼠缩足反应潜伏期、50%缩爪阈值的上升值均比假治疗组大（P<0.05），治疗组与

正常组相比，50%缩爪阈值的差值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大鼠缩足反应潜伏期的比较无差别

（p>0.05）；假治疗组 NR2B-NMDA 受体表达较假手术组增高，而 GABAa、GABAb 受体的表达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 NR2B-NMDA 受体表达较假治疗组降低，而

GABAa 受体表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ABAb 受体表达与假治疗组无差异（P

＜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可改善神经病理性疼痛反应，并且对大鼠缩足反应潜伏期的改善优于 50%缩

爪阈值，其作用机制可能是下调 NR2B-NMDA 受体至正常水平，并部分上调 GABAa 受体。 

 
 

PO-110 

AAV-GFP- CBD3 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及生物学机制研究 

 
沈娜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神经病理性疼痛可见于如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周围神经压迫、代谢紊乱、血管病变、肿瘤、

免疫与遗传疾病等多种情况。除了影响人们健康外，还会使患者的工作天数减少、生产力下降，并

增加医疗保健费用总体成本，从而加重社会负担。临床现有的治疗药物存在各种不良副作用，如治

疗耐受性、持续时间长短、成瘾性等，有时还需要通入侵入性方式来缓解疼痛，加重患者痛苦及负

担。随着对疼痛传导通路和病理生理过程了解的逐渐加深，基因转载治疗成为神经病理性疼痛治疗

的新希望。本研究通过实验评价多肽片段 AAV-GFP- CBD3 竞争性拮抗相关蛋白治疗神经病理性疼

痛的效果；评价该基因疗法中枢及外周机制；探讨评估该基因疗法对机体其余器官有无副作用。 

方法 选取 30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SNI（保留性神经损伤）组及假手术组。随访检测大鼠行为变

化以确定造模成功。以腺相关病毒为载体构建 AAV-GFP- CBD3 多肽片段（受赠于威斯康星医学

院），同时在细胞水平验证转染效率与其稳定性。将 AAV-GFP- CBD3 多肽片段进行大鼠鞘内注

射。通过大鼠行为学变化，观察 AAV-GFP-CBD3 的镇痛作用。 冰上处死大鼠后取脊髓及丘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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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检测 P 物质、TRPV1、TNF-α、IL-1β 和 IL-6 等因子表达情况，同时测定丘脑、海马等处的

AAV-GFP-CBD3 表达情况，探讨 AAV-GFP-CBD3 镇痛作用的外周及中枢机制。观察心肌、 骨骼

肌、 胰岛 、肾上腺的 AAV-GFP-CBD3 表达情况，及有无病理改变，探讨此疗法对组织器官副作

用。 

结果 1. AAV-GFP-CBD3 表达载体特异性转染 DRG 感觉神经元细胞后可特异性阻断 TRPV1 通道

活性，减少瞬时钙内流。2.动物行为发现，AAV-GFP-CBD3 治疗组可阻断热和机械刺激超敏反应

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免疫组化及蛋白印迹验证其可在体内长效表达，并向外周和中枢轴突投射。3.

其余器官尚未发现 AAV-GFP-CBD3 表达。 

结论 AAV 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性，AAV-GFP-CBD3 选择性抑制 DRG 感觉神经元中 TRPV1 通道活

性，从而减轻神经病理性疼痛。 

  
 

PO-111 

头穴丛刺结合丰富环境对 AD 大鼠海马及皮层区组织病理学及 

神经细胞凋亡的影响 

 
高伟

1
,夏昆鹏

2
,徐飞

3
,孙琦月

1
,佟晓薇

1
,栾凯迪

1
,朱红奇

1
,齐慧敏

1
,朱彬

1
,李虹霖

1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3.黑龙江省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目的  探讨头穴丛刺结合丰富环境对 AD 大鼠海马及皮层区组织病理学及神经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采用 Aβ1-42 向大鼠双侧海马 CA1 区定向注射诱导阿尔茨海默病（AD）模型，将 60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四组：假手术组、模型组、对照组、治疗组各 15 只。对照组给予头穴丛刺作

为基础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上丰富环境治疗。针刺定位于大鼠神庭穴、百会穴及其左

右各旁开 2 mm 处，选用 0. 25 mm x 25 mm 针灸针进行针刺，快速捻转 1 mim 后，留针 2h，每

日一次，六日为一个疗程，每周休息一日，针刺治疗期为四周。丰富环境的布置：在大鼠笼中放入

聚集大小形状不同的砂石、树叶垫料。一个小房子（微型鼠笼）、PVC 管道、颜色各异的小球、

鼠笼上挂着各类的毛绒小玩具。28d 后利用 HE 染色观察海马、皮层区组织病理形态学变化；

TUNEL 染色观察海马、皮层区神经元凋亡的变化。 

结果 ①HE 染色：相对于假手术组，模型组：大鼠海马区神经细胞布列趋势紊乱，神经元形态欠规

则，胶质细胞数目显著增加，可见大量神经元凋亡小体和炎性细胞，毛细血管肿胀。治疗组、对照

组：两组大鼠海马区病理改变较模型组有明显改善。主要表现为各组大鼠海马区疏松程度明显减

轻，神经元细胞核固缩数目、胶质和炎细胞数目明显减少，毛细血管肿胀减轻，神经细胞布列趋势

相对紧密。②TUNEL 染色：相对于假手术组（10.05±1.42），模型组大鼠脑组织海马及皮层中可

见较多的凋亡细胞（46.52±6.31）p＜0.01，与模型组相比，对照组（31.35±5.）、治疗组

（19.86±2.53）细胞凋亡数目明显减少（p＜0.05，p＜0.01）；与对照组相比较，治疗组细胞凋亡

数目得到改善 p＜0.05. 

结论 头穴丛刺结合丰富环境能够改善 AD 大鼠海马及皮层区神经元细胞凋亡,提高学习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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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 

外周磁刺激对脑卒中肩部疼痛和上肢运动功能的疗效分析 

 
李阳

1
,李琴英

1
,贾杰

2,1
 

1.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2.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观察外周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肩部疼痛和上肢运动功能的的影响。 

方法 将 24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2 例。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入组标准均为肩

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评分（VAS）7~10 分之间。对照组患者仅进行系统康复训练，观察组患者在

接受系统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偏瘫肩部进行外周磁刺激。外周磁刺激设备为丹麦的 Tonica Elektronik 

A/s 的型号为 MagPro R30 的磁刺激仪器，配合该公司型号为 MMC-140 的线圈。强度为刚好能引

起肌肉收缩的强度，磁刺激频率选用 15HZ,丛内刺激为 20HZ，每次 15 串（trains），刺激肩周共

五个点，每个点 4 次，每周 5d，连续 4 周。治疗前、治疗后即刻、治疗后 24 小时及治疗后 4 周采

用视觉模拟量表评分（VAS），评定偏瘫肩部疼痛疗效，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量表(FMA-

UE)评定上肢运动功能疗效。 

结果 治疗后即刻，2 组患者 VAS、FMA-UE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分别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4 小时，2

组患者 VAS 及 FMA-UE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分别与对照组治疗

后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治疗后 4 周，2 组患者 VAS 及 FMA-UE 与组内

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别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外周磁刺激结合康复训练可以减轻卒中后偏瘫肩部的疼痛 

，并改善其偏瘫侧上肢的运动功能。单次磁刺激可以在在 24 小时内使偏瘫侧肩关节疼痛下降以及

上肢运动功能提高，但是 24 小时后效果不显著。但是 4 周后的累计效果可以使疼痛下降的疗效以

及运动功能的改善的效果得以维持，具体机制暂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于证实。 

 
 

PO-113 

双侧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单侧脑卒中后吞咽 

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闫莹莹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双侧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刺激双侧大脑半球吞咽皮层代表区对于单侧脑卒中后

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符合标准的脑卒中后恢复期吞咽障碍患者 45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双侧 rTMS 组（15

例）、单侧 rTMS 组（15 例）和假刺激组（15 例）。3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常规吞咽训

练，在此基础上双侧刺激组给予 5Hz rTMS 刺激两侧大脑半球下颌舌骨肌运动皮层代表区，单侧刺

激组给予 5Hz rTMS 刺激患侧大脑半球下颌舌骨肌运动皮层代表区+健侧大脑半球假性刺激，假刺

激组给予与双侧刺激组相同参数的两侧大脑半球假刺激。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治疗后)对 3 组患

者的吞咽功能采用吞咽功能评分、吞咽功能评定量表 (Standardized Swallowing Assessment，

SSA)和下颌舌骨肌 sEMG 振幅及时程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3 组患者吞咽功能评分、SSA 和下颌舌骨肌 sEMG 振幅及时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 组患者吞咽功能评分、SSA 和下颌舌骨肌 sEMG 振幅及时程均较治

疗前提高，但双侧 rTMS 组和单侧 rTMS 组患者优于假刺激组患者，且双侧 rTMS 组优于单侧

rTMS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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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双侧高频 rTMS 联合传统吞咽康复治疗可有效治疗单侧脑卒中恢复期吞咽障碍患者。 

  
 

PO-114 

口肌生物反馈（IOPI）、球囊扩张联合康复功能训练对环咽肌失

弛缓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珊珊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目的 本文目的在于研究应用口肌生物反馈、球囊扩张训练配合康复训练治疗吞咽障碍，通过视频

吞咽造影检查(VFSS)以及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swallowing-related quality of life，SWAL-

QOL)做为评估手段，在治疗前及治疗后做出功能评价，比较口肌生物反馈、球囊扩张配合康复训

练的疗效，希望探索出一套综合治疗方法，从而减少患者痛苦、降低医疗成本。 

方法 将 2017 年-2018 年在我院住院的脑卒中合并环咽肌失迟缓的患者 30 例，入选标准：1.初发脑

干梗死患者，并经头颅 MRI扫描确诊；2.年龄 40-75 岁之间，病程 1-6 个月；3.经造影检查提示环

咽肌失迟缓；4.无认知功能障碍；4.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随机数字表分 3 组,其中 10 例为口肌生

物反馈组、10 例为球囊扩张组、10 例为综合治疗组。所有患者神志清楚，治疗前、治疗中及治疗

后由专一康复医师采用视频吞咽造影检查（VFSS)进行检查以及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

(swallowing-related quality of life，SWAL-QOL)进行功能评估。口肌生物反馈组给予口肌生物反馈

训练+康复训练；球囊扩张组给予球囊扩张治疗+康复训练；综合治疗组给予口肌生物反馈+球囊扩

张+康复训练。所有病例均在治疗前、治疗 1 个疗程结束后，由专一康复医师采用 VFSS 评定患者

的环咽肌开放程度以及 SWAL-QOL 评估患者生活质量。观察口肌生物反馈组以及球囊扩张间疗效

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口肌生物反馈组与综合治疗组间疗效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球囊扩张组

与综合治疗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以及球囊扩张、口肌生物反馈及康复训练是否有协同效应。 

结果 1 治疗 1 个疗程后球囊扩张组 VFSS 评分与口肌生物反馈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球囊

扩张组优于口肌生物反馈组。 

2.治疗 1 个疗程后综合组 VFSS 评分与球囊扩张组、口肌生物反馈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3.球囊扩张、口肌生物反馈、康复训练具有协同作用。 

结论 1.口肌生物反馈、球囊扩张联合康复训练能改善环咽肌失迟缓症患者的吞咽功能。2.在近期效

果观察中，球囊扩张比单纯的口肌生物反馈更有效果。3.口肌生物反馈联合球囊扩张在改善环咽肌

失迟缓上的吞咽功能上具有协同作用，可进一步提高其临床疗效。 

  
 

PO-115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失语语言功能重组的影响： 

基于功能磁共振的研究 

 
丘卫红,邱国荣,邹艳,冯小欢,陈兆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结合功能磁共振(fMRI)技术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卒中后失语语言功能重组的影响。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选择符合条件的卒中后失语患者 6 例作为实验组，选择年龄、

性别相匹配的健康成人 9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均于入组时进行任务态功能磁共振(task-fMRI)检查。

其中 4 例接受 rTMS 刺激患者在神经导航定位系统引导下标记右侧额下回三角部，予 1 Hz rTMS 刺

激，每周 5 次，共 2 周，并于治疗前后进行中文版西方失语症成套检验(WAB)评估及 task-fMRI 检

查。采用 SPM 12 软件对 fMRI 数据进行处理，比较两组脑区激活差异及体素变化，对 4 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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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MS 治疗前后 fMRI 数据及 WAB 评分进行个体分析，比较其脑区激活差异、激活体素指数(AVI)

及语言功能变化。 

结果 实验组双侧大脑半球激活总体素均比健康对照组多，包括感兴趣区(ROI)双侧额中回、双侧补

充运动区；非感兴趣区(n-ROI)左楔前叶、左中央后回、右海马、右旁扣带回等。实验组比健康对

照组激活减少的脑区包括 ROI左侧额下回三角部；n-ROI左距状裂周围皮层、左舌回、右前扣带回

和旁扣带回。病例 1、病例 2、病程较短，病灶体积较小，治疗前双侧大脑半球激活升高，AVI 显

示语言功能偏侧化为右侧大脑半球；治疗后双侧大脑半球激活水平均降低，但 ROI 的高效语言功

能区如左侧额下回三角部由原来无激活变为明显激活，AVI 显示语言功能偏侧化由右侧大脑半球转

为左侧大脑半球，语言功能较前改善。结合组水平比较结果分析，提示脑卒中失语后患者双侧大脑

半球可能均存在无效激活，rTMS 治疗后可使无效激活降低，有效激活增加，语言功能改善。病例

3、病例 4 病程较长，病灶体积较大，治疗前双侧大脑半球激活均降低，AVI 显示病例 3 语言功能

偏侧化为右侧大脑半球，病例 4 为左侧大脑半球。治疗后两者双侧大脑半球激活均较前增加，语言

功能偏侧化均为右侧大脑半球；病例 3 的 ROI 左侧额中回、右侧颞中回由治疗前无激活变为明显

激活，右侧补充运动区激活增加，病例 4 治疗前未见 ROI 激活治疗后双侧补充运动区、右侧岛盖

部及右侧颞中回出现激活。提示低频 rTMS 可增加双侧大脑半球部分高效语言功能区激活，改善语

言功能，且此类患者的语言功能恢复可能更依赖右侧大脑半球的代偿。 

结论  低频 rTMS 可通过优化失语患者双侧大脑半球语言功能重组模式，改善患者语言功能。 

 
 

PO-116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后 

非流利性失语患者的疗效 

 
李姣,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MNST-V1.0）对脑卒中后非流

利性患者的疗效。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神经康复科住院的脑卒中发

病 3-6 个月的非流利性失语患者 21 例，采用治疗前后自身对照的方法，治疗分为 A 期和 B 期，A

期为常规语言治疗+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 2 周，在 A 期治疗的基础上，B 期使用常规语言治疗+经

颅直流电刺激治疗+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治疗 2 周。在 A 期治疗前后和 B 期治疗前后，分别进

行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价（PACA）中的视图命名、词朗读、词复述测试。 

结果 常规语言治疗+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 2 周，患者视图命名、词朗读、词复述测试成绩提高（P

＜0.05），继续 2 周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常规语言治疗，患者视图命

名、词朗读、词复述测试成绩显著提高（P＜0.01）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可提高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患者视图命名

的正确率及视图命名反应时间，提高词朗读及词复述能力，提示两者联合对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症

的恢复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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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 

非流利性失语患者语言信息加工的认知控制研究 

 
陈小云,陈卓铭,王红,欧阳超平,王嘉煜,戴燕红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非流利性失语患者认知控制能力特点，并与失语患者语言能力进行相关性分

析。 

方法 共纳入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科 21 例脑卒中并诊断为

非流利性失语的患者，及健康对照组 21 例。 记录所有被试的 Stroop 认知控制实验的正确率及反

应时，并对失语患者进行汉语失语症评定量表（ABC）评分。比较非流利性失语患者认知控制与语

言信息加工（ABC 亚项分值）的关系。 

结果 非流利性失语患者在 Stroop 一致条件下正确率和反应时（84.21+26.98  911.58+253.57），

在非一致条件下正确率和反应时（72.30+34.23  979.97+240.10）；正常对照组在 Stroop 一致条

件 下 正 确 率和 反 应 时（ 99.7360+0.  513+89.76 ） ; 在非 一 致 条件 下正 确 率 和 反应 时

（98.33+1.75  911.58+74.23），组间比较非流利性失语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两种条件下正确率

（p<0.001)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组间比较非流利性失语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两种条件下反应时

（p<0.001)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非流利性失语患者认知控制能力与 ABC 亚项命名评分呈显著

正性相关（r=0.572，p<0.01),并与 ABC 亚项听理解评分显著正性相关（r=0.484，p<0.01).  

结论 非流利性失语患者相对正常对照组的认知控制能力明显降低，其认知控制能力影响患者的命

名及听理解能力，说明失语患者在语言信息加工中词汇的激活、目标词汇的选择、非目标语言的抑

制都需要认知控制能力的参与,提高失语患者的认知控制能力可能有利于恢复其语言能力。 

 
 

PO-118 

标准吞咽功能评价量表用于判断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胃管 

拔管时机的探究 

 
朱红梅,肖玉华,宋新建,陈虹,胡永林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南通市 

 

目的 探讨标准吞咽功能评价量表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胃管拔管时机中的应用效果,选择合适的拔

管时机。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在我科住院的脑卒中鼻饲置管病人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 30 例，男 36 例，女 24 例，年龄 45~80 岁，平均 70.12±6.54 岁。住院时间 10~30

天。平均 20.42±5.06 天。 

纳入标准：①脑卒中病例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会议拟定脑卒中诊断标准；

经 CT 或核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病人均首次发病；②意识清楚，可以理解指令；③留置胃

管，有系统性的药物治疗，且同时在进行康复锻炼；④生命体征稳定，无发热及肺部感染症状；⑤

知情同意的原则，配合本次研究； 

排除标准：①有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②有既往吞咽功能障碍病史；③有严重的精神症状及认知功

能障碍不能配合治疗的患者。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病人在住院期间均

进行早期吞咽功能训练（包括吞咽器官训练、吞咽感觉促进训练及直接摄食训练等），并根据标准

吞咽功能评价量表（SSA）进行吞咽功能及误吸风险评估。对照组病人在误吸风险Ⅳ级（即第 3 步

评价正常）后予以拔管，康复组病人误吸风险Ⅲ级（即第 2 步评价正常但第 3 步评价异常）后予以

拔管拔管。拔管后需重点观察患者的进食情况，经口进食，需由责任康复治疗师或护士在床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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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并观察有无呛咳。比较两组患者胃管留置时间、胃管拔管率、拔管之后再次置管及肺炎发生

率，生活质量量表（SF-36 量表）评分及康复满意度评分。 

结果 康复组的拔管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康复组胃管留置时间短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再次置管及肺炎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康复

组生活质量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康复组患者康复满意度为

98.99%, 高于对照组的 9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如何评定患者的吞咽功能及合理的选择拔管时机，临床上尚无明确指南。对脑卒中后吞咽障

碍的患者使用 SSA 评价量表进行吞咽功能及误吸风险评估，根据患者误吸风险评分实施吞咽功能

锻炼，在误吸风险评估在Ⅲ级~Ⅳ级，即可拔除留置胃管，减少胃管置管时间，促进患者自主吞咽

功能的恢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对康复效果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推广和应用。 

 
 

PO-119 

电子鼻咽喉镜 在急性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张欣然,邹飒枫 

大连市中心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探讨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对急性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误吸筛查、吞咽障碍诊断及评估治疗效

果的价值。 

方法 对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06 月我院康复科住院治疗的 192 例脑卒中后的患者进行电子喉镜

下吞咽检查，分析特征性表现，其中 5 例行吞咽造影检查，并将二者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评估电子

喉镜筛查误吸和诊断吞咽障碍的可靠性及两种检查方法的一致性。治疗前后对比电子鼻咽喉镜检查

结果评估康复效果。 

结果 192 例患者，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发现误吸 138 例(其中隐形误吸 52 例)，较洼田饮水试验检出

率高。对于可疑环咽肌功能障碍者行吞咽造影检查，与电子喉镜结果基本一致。电子喉镜可提供更

多的阳性指标，指导临床康复方案，敏锐发觉康复治疗的疗效。 

结论 吞咽障碍疾病有特征性的咽喉部表现，电子鼻咽喉镜操作简便，在吞咽障碍疾病的诊断、治

疗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O-120 

功能性磁刺激对急性-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和 

步行能力的影响 

 
陈晓伟,王芮,徐国兴,刘训灿,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功能性磁刺激（functional magnetic stimulation，FMS）对急性-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下

肢运动功能和步行能力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50 例急性-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5 例。对照

组采用―8‖字形线圈作用于健侧下肢 M1 区，频率 1Hz，强度 90%RMT，串间歇 2s，共 1500 次脉

冲。观察组采用抛物线形线圈对患者进行 FMS。FMS 包括对患侧肢体行 rPMS（repetitive 

peripheral magnetic stimulation ）和患侧下肢 M1 区行功能性 rTMS（ functional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行 rPMS 刺激时，采用 iTBS，强度为 27-55A/usec，将线圈

置于瘫痪侧下肢，从远端至近端：踝背屈、外翻肌群、屈膝、屈髋、伸髋、核心肌群等，选择患者

薄弱肌群，嘱其做动作的同时给予 rPMS，每个部位 3-5 次；行功能性 rTMS 时，将线圈置于患侧

下肢 M1 区，在患者收缩下肢肌肉的同时给予 rTMS 刺激。每周 5 次，共 10 次。治疗前、治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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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MA）的下肢部分、10MWT 及 Berg 评分对两组患者进行评

定，并在治疗前后检测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的波幅和潜伏期的变化情

况。 

结果 治疗 10 次后，两组患者 FMA、Berg 评分均较治疗前提供（p<0.05）,10MWT 较治疗前缩短

（p<0.05）；观察组的 FMA、Berg 评分及 10MWT 的变化与对照组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观察组中有 6 例在疗程中出现踝背屈动作，对照组中仅 1 例。观察组中有 5 例治疗前不能步行，10

次治疗后可在监视下步行。观察组中患侧 M1 区未测出 MEP 者中 3 例在治疗 10 次后出现了 MEP

波形。 

结论 FMS 和 rTMS 均可以提高急性-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的下肢运动功能和步行能力，FMS 可以

加快患者步行能力恢复的速度，且在诱导动作方面优于 rTMS。 

 
 

PO-121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活动平板对痉挛型偏瘫患儿下肢 

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刘跃琴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功能性电刺激(FEs)联合活动平板对痉挛型偏瘫患儿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痉挛型偏瘫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佩戴功能性电刺激器联合活动平板步行训练组

(n=30)，简称 FES 组，对照组为常规康复训练组(n=30)，两组患儿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FES 组

患儿在常规康复的基础上，佩戴江苏德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DC-L-500 型功能性电刺激产品-足下

垂智能助行仪， 

电极放置位置以相同强度电刺激时能产生显著踝背屈、内翻内旋或外翻外旋动作为准，根据患

儿的行走步态和刺激敏感度设定主机的脉宽、起步角、落地角、步行训练模式等参数。设置好以后

在活动平板上进行步行训练，每天 1 次，每次 20min，每周 5d，共 12 周。 

治疗前后分别用改良的 Ashworth 量表测定患儿腓肠肌肌张力的变化、关节量角器法测量下肢踝关

节主动背屈角度和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 一 88)之 D 区(站立)、E 区(走跑跳)分值。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 12 周后，踝关节 ROM 增加，GMFM 之 D 区(站立)评分提高，与各自治疗前相

比，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 或 0．01)；两组患儿治疗 12 周后，Ashworth 评分及 GMFM

一 88 之 E 区分值均优于治疗前(P<0．05 或 0．01)。治疗 12 周后，试验组的 Ashworth 评分、踝

关节 ROM 及 GMFM 一 88 之 D 区(站立)、E 区 (走跑跳)等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 或 0．01)。 

结论 功能性电刺激训练联合活动平板进行步行训练治疗，对痉挛型脑瘫偏瘫患儿能明显改善腓肠

肌痉挛，提高踝关节关节活动度，矫正足下垂、内外翻，改善平衡功能和步态，促进粗大运动功能

发育，提高下肢运动功能。 

  
 

PO-122 

数字 OT 评估与治疗系统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的影响 

 
赵永秀 

绵阳市中心医院,四川省,绵阳市 

 

目的 探讨数字 OT 评估与治疗系统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DL）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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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脑卒中偏瘫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64 例，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2 组均接受常规

康复治疗 4 周，6 天/周，1 次/天，30-45 分钟/次。实验组在此基础上接受数字 OT 评估与治疗系统

治疗，2 次/天,30 分钟/次。治疗前、治疗 4 周时，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定量表(MoCA)、上田敏偏

瘫上肢功能评定、改良巴士量表（MBI）对 2 组患者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 MOCA、上田敏偏瘫上肢功能评定、MBI 评分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 4 周时，2 组患者的 MoCA、上田敏偏瘫上肢功能评定、M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

显提高（P<0.05）；治疗 4 周时，实验组 MoCA、上田敏偏瘫上肢功能评定、MBI 评分

[（22.19±4.99）分、（7.03±2.85）级、（79.38±11.42）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数字 OT 评估与治疗系统可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上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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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 

BTX-A 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最佳疗效时间临床观察 

 
吴海鸥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观察 BTX-A 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术后最佳起效时间。 

方法 选取我科 2012 年以来确诊小儿脑瘫痉挛型病例 64 例，在体表运动点电刺激的引导下注射

BTX-A，采用 MAS 量表及关节活动度测量，评定肌张力变化情况，比较治后 2 周、4 周及 12 周的

结果。 

结果 注射后 2 周达到最佳疗效者 26 例、注射后 4 周达到最佳疗效者 33 例、注射后 12 周达到最佳

疗效者 2 例。 

结论 BTX-A 注射治疗后最佳起效时间在 2 至 4 周。 

 
 

PU-002 

水疗法在儿童血友病患者膝关节功能障碍康复训练中的应用 

 
张宏伟,阮雯聪,尹宏伟,吴馨凝,王慧,李海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观察水中功能锻炼在儿童血友病患者膝关节功能障碍康复训练中的疗效。 

方法 儿童血友病膝关节功能障碍者 40 例（年龄 7-17 岁，平均年龄 10.30±2.12），随机分成两

组，对照组 20 例进行综合康复疗法，包括肌力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本体感觉训练、器械疗

法、康复教育等。观察组 20 例进行综合康复疗法+水疗法。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进行

HJHS 关节健康评估及功能独立性评分（FISH 量表），评估内容包括：肌力、关节活动度、疼痛

程度、本体感觉、步态分析、活动能力，并对其膝关节功能改善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 12 周后与治疗前进行对比，膝关节肌力、关节活动度、本体感觉、

步行能力、活动能力均有明显提高，而疼痛程度有明显降低，HJHS 关节健康评估分数明显降低

（治疗前：对照组 15.21±1.54，观察组 15.54±1.67；治疗后：对照组 11.16±1.01，观察组

9.89±1.23），FISH 评估分数明显提高（治疗前：对照组 20.04±3.11，观察组 20.66±2.98；治疗

后：对照组 26.52±2.78，观察组 28.34±2.34），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均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综合康复疗法配合水中功能锻炼能更好地提高儿童血友病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的膝关节活动

能力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003 

HJHS 评价儿童血友病骨关节病的早期应用价值 

 
金慧英,李海峰,王慧,车月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运用血友病关节健康评估表（HJHS 2.1 版）评价中、重度合并关节病变血友病患儿关节的早

期健康状况及步态，评估并量化儿童血友病性骨关节病的严重程度，分析评分结果与超声 HEAD-

US 评分之间的关系，为早期临床康复提供依据。 

方法 评估分析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诊治的 36 例

2-18 岁中重度血友病甲患儿的 216 个关节的健康状况。使用 HJHS 对双侧肘、膝、踝 6 个主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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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功能状况进行评定，内容包括：关节肿胀、肿胀持续时间、肌肉萎缩、肌肉力量、关节摩擦

音、关节疼痛、关节伸展度下降、关节屈曲度下降、总体步态等，合计 49 项内容。每项内容根据

严重程度评分，整体步态 0～4 分，其余内容 0～3 分，分值范围 0～148 分，分值越高，表明损害

程度严重，评价受检关节改变的严重程。同时进行受累关节超声 HEAD-US 评分，观察受累关节滑

膜增生、软骨破坏,、骨破坏情况，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86.1％的患儿有至少 1 个关节受累，双侧肘、膝、踝 6 个主要关节中 63.9％的患儿有左踝关

节受累，比例最高，44.4％的患儿有右踝关节受累，44.4％的患儿有左膝关节受累，41.7％的患儿

有右膝关节受累，27.8％的患儿有左肘关节受累，22.2％的患儿有右肘关节受累，步态异常率为

41.7％。步态异常与与关节疼痛、肌力下降、肌肉萎缩及关节屈曲度和伸展度下降有显著相关，而

与关节肿胀、关节肿胀持续时间、关节运动时摩擦音无明显相关性。HEAD-US 评分、关节滑膜增

生与 HJHS 观察指标中关节总分呈显著相关（r=0．501，P=0．018；r=0．543，P=0．009）。 

结论 HJHS 评估表的应用可以将关节健康状况量化，分别从关节肿胀、肿胀持续时间、肌肉萎缩、

肌肉力量、关节摩擦音、关节疼痛、关节伸展度下降、关节屈曲度下降、总体步态方面评估关节受

累严重程度并分级，并且与超声检查 HEAD-US 评分有良好的一致性，可以为临床早期评估关节病

变程度、指导个体化治疗提供帮助。 

 
 

PU-004 

系列石膏疗法在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中的疗效观察 

 
王秋,蔡晓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观察系列石膏疗法治疗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马蹄足畸形与运动疗法治疗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患儿马蹄足畸形的疗效。 

方法 采用对照研究的方法，纳入 36 例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且有马蹄足的患儿，分为两组，试

验组采用系列石膏疗法配合运动疗法，对照组则采用运动疗法。分别在试验前、治疗开始后的第一

个月、第三个月和第六个月观察两组患儿的踝关节在伸膝和屈膝时的背屈度、并行观察性步态分

析。 

结果 试验组在接受治疗后其踝关节在伸膝和屈膝时的背屈度、观察性步态量表都有明显进步，而

对照组也有一定效果，试验组在其踝关节在伸膝和屈膝时的背屈度及观察性步态量表的效果与对照

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系列石膏疗法和运动疗法都可以改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马蹄足畸形，而系列石膏疗法配

合运动疗法可更好地改善踝关节的关节活动度和步态，疗效持续时间更长，值得在进行性肌营养不

良马蹄足患儿中使用。 

  
 

PU-005 

运动疗法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与 A型肉毒毒素 

治疗痉挛型脑瘫疗效观察 
 

高永强,郎永斌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运动疗法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与 A 型肉毒毒素治疗痉挛型脑瘫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94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按抽签法分为两组，每组 47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运动疗法治疗，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与 A 型肉毒毒素治疗。疗程 3 个月，随访 1 年。比较两组临床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6 

疗效、治疗前后双下肢肌肉痉挛程度量表评分及粗大运动功能量表评分，比较治疗前与随访 1 年两

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89.4%，对照组为 70.2%，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

组肌肉痉挛程度量表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1），粗大运动功能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

前（P＜0.01），观察组较对照组变化更显著（P＜0.01）。随访 1 a 两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均

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1），观察组较对照组升高更显著（P＜0.01）。 

结论 运动疗法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与 A 型肉毒毒素治疗痉挛型脑瘫患儿疗效显著，可显著减轻患

儿双下肢肌肉痉挛程度，提高其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 

  
 

PU-006 

髌骨复发性脱位内侧紧缩外侧松解术围手术期康复对于患者远期

关节活动度及本体感觉恢复的疗效研究 

 
王希燕 

山东省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 探讨研究髌骨复发性脱位内侧紧缩外侧松解术围手术期康复相较于 2 周后再行康复锻炼的患

者对于其远期关节活动度及本体感觉的恢复的疗效研究。 

方法 将 16 例单侧髌骨复发性脱位内侧紧缩外侧松解术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8 例，实验组 8

例。实验组：术前 5 天内进行直腿抬高等肌力训练，可使用弹力带或沙袋进行直腿抬高阻力训练。

术后 1 天介入康复，进行股四头肌等长收缩≥100 次/天，辅助—主动直腿抬高训练≥100 次/天、侧

卧位外展后伸训练≥100 次/天、踝泵练习≥500 次/天、坐于床边在内推髌骨保护下主动屈膝训练

（一月内屈膝≤90°）、戴支具伸直位固定使用腋拐部分负重行走≥50 米/天；所有训练 VAS 疼痛评

分≤3 分。对照组 8 例，术后进行踝泵等常规康复训练，戴支具伸直位固定腋拐辅助下行走。2 周后

再同样进行直腿抬高等肌力训练，及坐位屈膝关节活动度训练，所有训练 VAS 疼痛评分≤3 分。两

组术后 2 月分别进行被动关节活动度（PROM）和主动关节活动度（AROM）测量以及动态步态指

数（DGI）8 个项目的测定评分，然后进行数据分析比对。 

结果  两组术前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 2 月后的 PROM 以及

AROM 评分均较各自治疗前明显改善，并且 VAS 疼痛评分较之前低（P＜0.05），治疗 2 月后两

组疼痛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月后实验组 PROM 以及 AROM 评

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以及实验组的动态步态指数 8 个项目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髌骨复发性脱位内侧紧缩外侧松解术围手术期康复对于其远期关节活动度及本体感觉的恢复

明显优于 2 周后再行康复锻炼的患者，因此髌骨复发性脱位内侧紧缩外侧松解术围手术期康复至关

重要。 

  
 

PU-007 

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干预对脑瘫患儿康复效果的影响 

 
肖玉华,胡永林,朱红梅,马颖,王晓铃,吴维,宋新建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南通市 

 

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干预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ADL）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52 例脑瘫患儿，按入院时间顺序及家长同意原则分为对照组（25 例）和干预组（27

例）。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分型、粗大运动功能分级（GMFCS）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采常规综合康复训练。干预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如下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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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①组建 MDT 团队,包括儿科医师、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康复护士、心理咨询师、康复工程

师等。②认知干预：儿童发育程序及脑瘫的相关医学知识，脑瘫儿童的家庭护理常规，脑瘫儿童的

康复治疗特点及反应，脑瘫儿童的营养代谢及消化吸收特点，矫形器和辅助具的应用原理及注意事

项，脑瘫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等。分别由团队成员根据各自专业特长向家长讲授，每周 1 次、每次

40 分钟，③行为干预：主要是教会家长及照护者掌握适宜家庭康复技能，如脑瘫儿童正确的卧位

姿势、抱法，进食、穿脱衣裤、大小便、沐浴、转移等日常生活能力训练方法。由治疗师和康复护

士负责技能培训，每周 1 次、每次 30 分钟。④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支持系统:鼓励患儿家庭树立健

康心态，帮助家长明确其在患儿照顾过程中的角色和任务。协助申请社会援助，减轻医疗费用，提

高家长配合康复治疗的依从性。⑤家庭康复训练干预：MDT 团队与家长共同制定家庭训练方案，

护士每周电话随访，每两周上门指导；建立微信群，随时指导与答疑，解决患儿家长的困惑和疑

虑。于入组时、入组 3 个月末和 6 个月末采用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GMFM-88）和儿童功能独

立性评定量表（WeeFIM 量表）分别评估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和 ADL 能力。 

结果 两组患儿入组时粗大运动功能和 ADL 能力评分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接受不同模

式的康复治疗后，3 个月、6 个月末两组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和 ADL 能力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

但干预组更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脑瘫儿童的康复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不仅需要医疗专业人员的努力，更需要家

长积极参与配合，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干预，能有效改善脑瘫患儿的运动功能、提高 ADL 能力。 

  
 

PU-008 

儿童—青年—家庭支持服务模型在自闭症患者中的应用 

 
彭婧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众多领域，如感觉，认知，情绪，行为和交流方面都存在功能性问题，

此类问题不仅影响患者本身，还对其照顾者，家庭及社区带来诸多影响。与正常家庭相比，自闭症

家庭压力水平，健康问题及离婚率显著增高。另一方面，家庭情况也影响自闭症患儿的病情，消极

的家庭关系会增加他们的挑战性行为及情绪问题。 

方法 近年来，如何处理自闭症患儿的家庭影响一直在研究当中，家庭训练被认为是有效的训练方

法之一。儿童——青年——家庭支持服务模型（CYFS）被认为是一个循证、综合和及时的治疗手

段，可为缺乏社会支持，难以处理患儿异常行为及有心理或财政问题的自闭症家庭提供多种服务，

包括给予相关建议、提供家庭支持和家长培训等。 

结果 此模型分为“建议与支持”和“家长项目”两个部分，包含多种不同的治疗手段及针对家庭所有成

员的综合性服务，例如提供有效建议和支持，评估家庭需求，帮助家长深入了解自闭症及学习处理

患儿问题行为的方法，提供康复咨询及环境改造建议等。 

结论 然而，此模型在具体治疗内容的选择上依旧存在些许不足，怎样利用模型中的各种内容组合

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依旧在研究当中，为每个自闭症家庭提供的特定治疗内容仍然需要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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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 

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对脑瘫患儿 

社交能力的影响分析 
 

王学敏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对脑瘫患儿社交能力的影响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40 例在我院康复的脑瘫儿童，随机分为两组各 2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康复治疗方法进

行训练，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进行训练。 

结果 治疗 6 各月后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观察组患儿在环境适应、与照顾者的关系、与朋辈的

关系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 

结论  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可提高脑瘫患儿社交能力。 

 
 

PU-010 

云南地区 0-3 岁彝族婴幼儿智力发育状况与与汉族的比较 

 
程昱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比较彝族与汉族 0-3 岁婴幼儿的智力与运动发育水平的差异。 

方法 对 52 名 0-3 岁彝族婴幼儿进行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结果与当地汉族婴幼儿的结果

进行比较。 

结果  52 名彝族婴幼儿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结果：智能发育异常的 5 例（9.8%），

MDI=86.00±17.66，PDI=89.19±19.91。52 名汉族婴幼儿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结果：智能

发育异常的 5 例（9.8%），MDI=87.35±14.58，PDI=89.71±11.90。 

结论  彝族婴幼儿的发育与汉族婴幼儿相近，均存在部分智力发育异常者，应予关注。 

 
 

PU-011 

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汉语普通话声调范畴性知觉研究 

 
易爱文

1
,陈卓铭

1,2
 

1.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东省,广州市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 

 

目的 探讨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声调感知范畴化的特点及具体表现形式，为临床康复治疗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选取 4 岁到 6 岁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 30 例及年龄相仿的正常儿童 30 例，对通过语音分析软

件 Praat 制作的从/bá/到/bà/的 11 个声调连续体语音材料进行声调辨认及区分实验。实验分别通过

E-prime1.1 程序编程在电脑上呈现，根据两组受试者做出的行为判断来对比两组在辨认率及区分率

上各参数值的差异。 

结果 两组儿童在辨认曲线形态上均呈典型“S”型，说明两组儿童在感知/bá/与/bà/时，均呈现出范畴

化模式，正常儿童范畴边界约在刺激台阶 6、7 之间，而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范畴边界靠前，约在

刺激台阶 5、6 之间，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区分曲线上，两组儿童均呈现出明显的

峰值，且曲线两端的区分率均在 0.5 左右，各峰值所对应的刺激台阶与辨认曲线的交叉中点位置基

本相当；另外，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在辨认曲线绝对值（b1）及区分曲线峰陡峭度（DP）上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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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常儿童，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边界宽度（Wcb）明显大于正常儿童，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声调感知范畴化程度与正常同龄儿童存在不对称，他们在声调感知上可

能存在障碍，这有可能是导致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在发音时发生语音偏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言语

训练过程中需同时进行声调感知训练以提高康复疗效。 

  
 

PU-012 

浅析行为干预对孤独症儿童社交能力的影响 

 
孙杭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孤独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是以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刻板行为和兴趣狭隘为主要表

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是目前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的关键，而行为干预对孤独症儿童的影响具有

明显的积极意义。孤独症儿童通过行为干预在社会交往中存在的困难以及不足之处会减少。所以，

在孤独症儿童数量增长呈上升趋势的今天，实施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显得特别重要。 

 
 

PU-013 

浅谈自闭症儿童问题行为的矫正方法 

 
雷梦莹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相比于正常儿童，自闭症儿童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与人格特征等各方面或多或少的存在

着缺陷，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行为，所以需要我们及时的给予矫正。

通过老师、家长共同参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教育，能更有目标和针对性地对儿童的问题行为进行矫

正，培养他们好的行为习惯。 

方法 在进行康复训练中自闭症儿童会出现很多问题行为，有时是单个出现某种问题行为，有时是

在同一情境下出现多种问题行为。可能对于自闭症儿童而言，在当时的情景下，这些问题行为或许

就是他们对于外界最好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BC 简表（功能分析表之一）将这些问题

行为进行大致的分类并通过一些常见问题行为的矫正方法 

逐一进行解决。 

结果 通过各种矫正方法可以帮助自闭症儿童减少一些问题行为，提高其社交技能及其它各方面技

能。 

结论 我们可以通过 ABC 简表（功能分析表之一）将自闭症儿童的问题行为进行大致的分类并通过

一些常见问题行为的矫正方法来进行解决，减少自闭症儿童的问题行为。 

 
 

PU-014 

肌内效贴结合功能锻炼对脑瘫患儿头控不稳的影响 

 
王晓锋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在脑瘫患儿头部控制中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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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入选的 30 例脑性瘫痪患儿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应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试验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肌内效贴，于治疗前、治疗第 1 个月进行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A 区评

定，进行疗效比较。 

结果 经过 1 个月康复治疗后，观察组比对照组抬头能力明显提高，GMFM-88A 区卧位与翻身功能

评分提高，头部控制能力比治疗前改善明显，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 

结论 肌内效贴结合功能锻炼对脑瘫患儿头控不稳的康复有效。 

  
 

PU-015 

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足弓发育及步态的影响 

 
刘翠娟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足弓发育及步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 30 例入院时月龄为 6—8 个月的痉挛型脑瘫患儿（除外先天畸形和先天遗传代谢性疾

病），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入院后除行常规治疗外，增加律动及弹簧板上进行足踝训

练，3-5min/次，2 组/次，2 次/天；常规组按常规方法进行训练。 

结果 经过 12 个月康复训练后对照组足印指数明显大于常规组（P＜0.01），足弓指数明显小于常

规组（P＜0.01），对照组单足支撑期、单足摆动期占步行周期比例较常规组高（P＜0.05），双

足支撑期占步行周期比例较常规组低（P＜0.05）。 

结论 早期足踝干预可以促进脑瘫患儿足弓的发育并改善其步态。 

 
 

PU-016 

引导式教育对发育迟缓儿童认知的训练与效果应用 

 
李玉娟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引导式教育对发育迟缓儿童认知功能的训练方法与效果的应用分析 

方法 1.选取样本：选取 2018 康复科住院的 60 例发育迟缓儿童（生理及发育年龄 2-3 岁，智力水

平中度落后与边缘水平）。单纯运动及智力发育迟缓排除其他遗传代谢疾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

组仅进行一般传统教育康复治疗，试验组在传统教育康复治疗基础上，进行引导式教育治疗，1 次/

天，30 分钟/次，进行 3 个月的治疗。3 个月后对两组儿童重新进行智力测评并作比较。2.训练原

则：（1）将 30 例进行引导式教育治疗的儿童根据智力发展水平、学习接受能力及环境适应能力分

为 5 组，每组 6 人，进行小组式学习。（2）根据其现有的智力发育水平进行引导式教育的课程设

置，难度应符合当前儿童发育水平。（3）注重多重感官的刺激训练：视听触嗅味等。（4）注重运

用节律性意向进行引导。（5）训练与游戏相结合，营造愉悦的学习气氛，提高训练的趣味性，从

而加强儿童学习的积极主动性。3.训练方法举例：（1）物品识认：图片与实物（或仿真实物）相

结合。指认图片并触摸实物，如识记水果与蔬菜名称或其他简单常见生活用品。（2）大小、颜色

等概念的识别：配合动画小视频，结合儿歌童谣等，与实物相结合记忆。（3）引导员运用钢琴演

奏简单儿歌，配合表演简单游戏动作，提高儿童模仿与理解能力，提高对音乐律动的欣赏能力。提

高学习的趣味性，并激发主动学习欲望。（4）建立自我与他人的概念：上课唱点名歌，小朋友举

手答到；提问“......是谁的”等。（5）社交互动：小朋友到台前作自我介绍，表演节目，与他人握手

打招呼，提高自信心与主动性，加强环境适应能力，学会与他人交流。 

结果 3 个月课程结束后，试验组与对照组重新进行智力测查，测查工具有《SM 社会生活能力量

表》、《GESELL 测查量表》等。显示进行引导式教育治疗的发育迟缓儿童比单纯进行传统康复教

育的儿童，自身智力提高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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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引导式教育对发育迟缓儿童（中度落后及边缘水平）的认知功能有明显改善作用。 

 
 

PU-017 

痉挛型脑瘫睡眠姿势管理结合综合康复训练疗效观察 

 
王晓晴,尚存霞,宁文文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痉挛型脑瘫睡眠姿势管理结合综合康复训练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科诊治的痉挛型脑瘫患儿。 

将进行综合性康复训练治疗结合睡眠姿势管理的患儿作为观察组。将因各种因素不能进行睡眠姿势

管理的患儿作为对照组。 

根据患儿的性别，年龄，临床分型，粗大运动功能，ADL 功能，选取 29 例患儿，最终观察组

男 11 例，女 3 例，对照组男 13 例，女 2 例，观察组（2.3±0.5）岁，对照组（2.5±0.3）岁。观察

组临床分型偏瘫 2 例，双瘫 9 例，四肢瘫 3 例。对照组临床分型偏瘫 4 例，双瘫 10 例，四肢瘫 1

例。 

治疗方法：综合康复训练 采用 Bobath 技术，rood 治疗技术，核心稳定性训练、物理因子治

疗，推拿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综合性康复治疗手段，进行训练，每周 6d，治疗 6 个月。 

对观察组患儿的照料者，进行睡眠姿势管理的宣教。 

床的位置选择：在设置是考虑到患儿在卧位时头经常转向哪一侧，把刺激物放在有利于矫正患

儿异常姿势的位置。 

寝具的选择：床需选择坚固的支撑垫，加护栏，被子适中。 

睡眠姿势的管理：①一般最佳的睡眠姿势是侧卧位。②痉挛型脑瘫患儿在仰卧位睡眠时，呈现

角弓反张、头部、躯干及四肢的非对称姿势，可将床垫上、下部分垫高，两侧也垫起，形成一凹

窝，制作成吊床，使患儿卧于中间。③在夜间睡眠时，合理应用踝足矫形器、髋关节外展矫形器、

膝矫形器等保持治疗效果，矫正异常姿势，防止畸形的进一步加重。 

提高患儿的睡眠质量，对日间活动进行安排,使其消耗更多的能量，能够在睡前有适度的疲倦

感。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GMFM-88 评分总百分比、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 GMFM-88 评分总百分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性瘫痪患儿一天大部分时间处在睡眠姿势。关节、骨骼以及肌肉处于异常状态，因此睡眠

姿势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结果显示综合康复训练并结合睡眠姿势管理的观察组患儿的粗大运

动功能优于对照组,说明综合康复训练结合睡眠姿势管理可通过纠正异常模式,减少并发损害，提高

粗大运动功能。 

  
 

PU-018 

脑瘫患儿口部运动相关表面肌电征的研究 

 
张靖,黄任秀,谢朝德,周满相,韦娟,覃洪金,罗明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目的  研究脑瘫患儿口部表面肌电特征在口部运动指导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我院收治的 60 例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应用随机数表法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在口部运动功能相关评估量表的指导下进行口部训练，观

察组在口部表面肌电图监测下进行口部训练。于 12w 后评估临床疗效，对比治疗前后患儿构音语

音发育情况，并调查两组家属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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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83.33（25/30）高于对照组的 60.00%（18/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两组构音语音发育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两组构音语音发育评分均高于治疗前，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观察组家长满意度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表面肌电图指导下进行口部运动指导，可有效优化口部训练方案，增强口部运动训练效

果，提高治疗有效率，促进患儿吞咽及语言功能改善，减轻患儿生活负担，提高患儿家长满意度。 

 
 

PU-019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在儿童语言障碍的临床观察 

 
张瑜,杨花芳 

河北省儿童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将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方法和语言训练治疗法相结合，用于小儿语言障碍的临床治疗，

观察其治疗效果，探索新的儿童语言障碍的临床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本院神经康复科接治的 56 例语言障碍的患儿作为本次的研

究对象，在征得患儿监护人的同意后，将 56 例语言障碍患儿随机分为语言训练组（28 例）和联合

治疗组（28 例）。语言训练组 患儿仅给予常规语言训练治疗方法，每次 20 分钟，每周 5 次，4 周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联合治疗组患儿除给予语言训练同时加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

疗，低频重复经颅磁治疗每次 20 分钟，每周 5 次，4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加用与语

言治疗组相同的语言治疗。选择中国康复研究中心（cRRc 版）汉语版儿童语言发育迟缓评价法

（S-S 法）、构音障碍评定法及儿童神经心理发育测试进行疗效评估，衡量治疗前后言语训练组和

联合治疗组的治疗效果。对比两组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语言功能 3 个项目的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

神经心理发育测试 DQ 及语言 DQ 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联合治疗组语言

障碍（语言发育迟缓+构音障碍）治疗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语言训练组（P＜0.05）。两组患儿语

言功能 3 个 项目的评分均较治疗前高（P＜0.05），且治疗后联合治疗组语言功能 3 个项目的评分

较对语言训练组高（P＜0.05）。治疗后两组均能有效提高患儿神经心理发育测试  DQ 及语言 

DQ，患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及语言能力提高 ,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联合治疗组

神经心理发育测试 DQ 及语言 DQ较对语言训练组高（P＜0.05）。 

结论 患儿采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和语训言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不但可以增强语言障碍患

儿的患儿语言发育及智能发育水平，而且还能有效改善言语障碍患儿的生活质量。 

 
 

PU-020 

经颅磁刺激结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对注意力缺陷多动 

障碍儿童的临床效果分析 

 
徐美君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颅磁刺激结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临床效果分析 

方法 选取 30 例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并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 1 和观察组 2。对照组

进行常规的药物治疗、心理行为治疗和其他治疗，观察组 1 在进行常规治疗外，还增加了每周五次

的经颅磁刺激治疗，观察组 2 在进行常规治疗外，还增加了每周五次经颅磁刺激治疗和脑电生物反

馈治疗。治疗时间为三个月，三组患者分别与治疗前、后采用破坏性行为障碍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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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 rate scale,DBDRS）和大体评定量表（Clinical grobal impressions 

scale,CGI）评定 ADHD 儿童的情况。 

结果 观察组 1 与观察组 2 的 ADHD 行为的改善在统计学上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2 的

ADHD 行为的改善在统计学上优于观察组 1（P>0.05）。 

结论 通过经颅磁刺激治疗结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能改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行为表现。

因而，经颅磁刺激结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临床治疗有明显改进效果。 

 
 

PU-021 

早期家庭姿势管理对脑瘫患儿康复疗效的观察 

 
李迪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研究脑瘫患儿早期家庭姿势管理在康复治疗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在我院宁波市宁波康复医院儿童康复科诊治的脑瘫患儿 60

例，分为观察组（入院月龄小于 6 个月）和对照组（入院月龄大于 6 个月）。两组患儿分别在治疗

前和治疗 6 个月后采用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GMFM-88）和脑瘫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价表分别

评价其粗大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 GMFM-88 评分总百分比〔（15.6±3.6）%与（16.7±3.8）%〕、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14.9±3.7）分与（15.4±4.4）分〕间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

观察组患儿 GMFM-88 评分总百分比、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29.8±8.4）%与

（18.6±3.9）%，（27.8±8.3）分与（16.8±3.5）分；P﹤0.05〕。 

结论  早期进行家庭姿势管理可明显改善脑瘫患儿的粗大运动能力，提高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022 

高危儿早期临床干预的效果观察 

 
孙缘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研究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效果。 

方法 对照法；选取有高危因素的 100 例新生儿随机分为干预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仅对高危

儿干预组实施干预,定期进行神经运动检查及智能发育测试 

结果 干预组高危儿的智能发育及运动发育均明显高于未干预组,后遗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未干预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的临床干预对高危儿的智能发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可减少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发生率,提

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PU-023 

论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行为规则的建立 

 
崔淑玲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是根据典型孤独症的核心症状进行

扩展定义的广泛意义上的孤独症，既包括了典型孤独症，也包括了不典型孤独症，又包括了阿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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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综合症、孤独症边缘、孤独症疑似等症状。其核心症状就是所谓的“三联症”，主要体现为在社会

性和交流能力、语言能力、仪式化的刻板行为及无意义的玩耍。如，运用复杂的非言语行为（如眼

神接触、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手势）进行社交互动明显受损。与同伴建立适当关系受损，不同年

龄的表现形式不同，年龄小的个体可能很少或没有兴趣建立友谊，年龄大的可能有兴趣，但不理解

社交规则。他们自发地寻求与他人分享乐趣、兴趣和成就的能力受损。他们不关注其他儿童，包括

兄弟姐妹。他们面临社交、沟通的挑战。社交的不足可能包括回避眼神的接触、与同伴互动困难、

奇怪的或不适当的游戏，表现出受损的、重复的、固着的行为模式其中大约 50% ―75%的孤独症

伴随不同的智力落后。可能有认知能力的发展不正常。尽管有些孤独症孩子智力达到平均水平或某

些领域超过平均水平，但他们仍然有认知学习上的困难，并几乎永远都有社交上的困难。为了让孤

独症儿童尽可能的融入社会生活，必须让其学习、建立新的行为规则。 

方法  关键性技能训练法。 

结果 通过功能评估方法对孤独症儿童的行为进行观察、评估、分析，可以认识到孤独症儿童行为

问题背后的动因及其一定的合理性。一功能评估方法为指导进行指定个体化的干预方案对孤独症儿

童的行为进行干预。 

结论 所有行为，从行为者的角度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道理和原因的。家长和老师在与孤独症儿童

相处的过程中，对他们行为背后的道理和原因要有所认识。不同人在不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行为动

因，而相同行为表现的背后可以有不同的行为功能。这样干预才有可能是对症下药。而关键性技能

训练法中的功能评估方法的基本原理完全适用于对孤独症儿童问题行为的评价和理解。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行为心理学的一般前提为：人们的行为具有规律性；人们的行为受环境条件的影

响。所有行为，从行为者的角度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道理和原因的。家长和老师在与孤独症儿童相

处的过程中，对他们行为背后的道理和原因要有所认识。不同人在不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行为动

因，而相同行为表现的背后可以有不同的行为功能。这样干预才有可能是对症下药。而关键性技能

训练法中的功能评估方法的基本原理完全适用于对孤独症儿童问题行为的评价和理解。 

 
 

PU-024 

不同示范视角和示范媒介对自闭症儿童序列动作 

模仿能力的影响研究 

 
莫思霞

1
,刘巧云

2
,张国栋

2
,许建文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2.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学系 

 

目的 探究不同示范视角和示范媒介对学龄前自闭症儿童序列动作模仿能力的影响，从而为学龄前

自闭症儿童动作模仿训练提出针对性的康复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自闭症儿童言语语言的发展。 

方法 筛选 4～5 周岁的 16 名重度自闭症儿童（S-ASD 组）、16 名轻中度自闭症儿童（M-ASD

组）和 16 名正常儿童（TD 组）。S-ASD 组及 M-ASD 组均为观察组，TD 组为对照组，两组共 32

名患儿，除自闭症外均无其他障碍，其中，S-ASD 组的自闭症儿童评定量表（CARS）得分需大于

36 分，而 M-ASD 组的自闭症儿童评定量表（CARS）得分需在 30～36 分之间。对照组（TD 组）

选取正常儿童，组中 16 名儿童均无智力、运动、听力、视力障碍。S-ASD 组、M-ASD 组和 TD 组

在生理年龄和性别比方面没有显著差异（P>0.05）。分别测试不同示范视角（第一视角、第三视

角）及不同示范媒介（图片、录像）下 S-ASD 组、M-ASD 组和 TD 组两步序列动作模仿表现之间

的差异。 

结果 （1）在两步序列动作模仿任务中，自闭症儿童极显著地落后于正常儿童(P<0.01)，自闭症儿

童和正常儿童均表现出第一视角优于第三视角的特征(0.01<P<0.05)。（2）在第一视角条件下，不

论采用何种示范媒介，自闭症儿童动作模仿能力均落后于正常儿童(P<0.001)；不论是否要求对动

作顺序进行模仿，重度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儿童的动作模仿成绩受示范媒介的影响均不显著

(P>0.05)，轻中度自闭症儿童的动作模仿则表现出录像优于图片的特征(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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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示范视角方面，自闭症儿童可能存在心智阅读和社会性信息注意方面的缺陷，选择第一视

角作为示范视角更有利于自闭症儿童的序列动作模仿；在示范媒介方面，自闭症儿童可能存在内化

表征能力的不足，录像形式能更好地促进自闭症儿童对动作内容和动作顺序的记忆与模仿。 

 
 

PU-025 

肌电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在高危儿早期干预中的应用 

 
徐世琴,杨苗苗 

枣庄市立第三医院(原:枣庄市妇幼保健医院),山东省,枣庄市 

 

目的  观察高危儿早期干预中肌电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本院 2016 年 7 月～2017 年 10 月接收的高危儿 106 例，均给予早期干预，按照随机方法

分组，对照组患儿 53 例，早期干预方法包含药物治疗、康复训练等，观察组患儿 53 例，除对照组

患儿的干预方法外，加用肌电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两组患儿均干预 6 个月，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患儿 GMFM-88 A 区评分（43.8±5.7）分、枕后肌群+胸锁乳突肌 iEMG

（18.6±5.2）分、腕伸肌群+肱三头肌 iEMG（35.7±8.3）分、腕屈肌群肌张力 MAS（3.4±0.7）

分，对照组患儿 GMFM-88 A 区评分（44.2±5.3）分、枕后肌群+胸锁乳突肌 iEMG（18.9±5.4）

分、腕伸肌群+肱三头肌 iEMG（35.9±8.5）分、腕屈肌群肌张力 MAS（3.4±0.6）分，两组无明显

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儿 GMFM-88 A 区（62.7±8.6）分、枕后肌群+胸锁乳突肌

iEMG（8.8±2.8）分、腕伸肌群+肱三头肌 iEMG（49.6±9.5）分、腕屈肌群肌张力 MAS

（1.7±0.7）分，DQ 中大运动（88.9±7.6）分、精细动作（72.2±11.8）分、语言（21.6±7.6）

分、个人 -社会（22.7±8.3）分、适应行为（42.8±9.3）分，对照组患儿 GMFM-88 A 区评分

（53.9±5.4）分、枕后肌群+胸锁乳突肌 iEMG（11.7±3.2）分、腕伸肌群+肱三头肌 iEMG

（43.7±8.4）分、腕屈肌群肌张力 MAS（2.2±0.8）分，DQ 中大运动（54.6±17.8）分、精细动作

（65.4±16.2）分、语言（17.3±6.8）分、个人-社会（15.8±8.3）分、适应行为（36.7±6.5）分，

上述指标均差异显著（P＜0.05）。 

结论  高危儿早期干预中应用肌电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后，可提高干预效果，改善患儿预后。 

  
 

PU-026 

矫形头盔对婴儿斜头畸形重塑的临床疗效研究矫形头盔 

 
郑韵

1
,徐开寿

1
,谈晓轶

2
,张蕾

2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东省,广州市 

2.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观察矫形头盔对婴儿斜头畸形重塑的临床疗效矫形头盔。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康复门诊、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

童保健科就诊的存在头颅畸形、并使用了矫形头盔进行头颅重塑的 66 例患儿进行临床疗效观察。

66 例中男 41 例，月龄（7.07±1.84）个月；女 25 例，月龄（7.25±1.94）个月。所有纳入该研究

的患儿均按配戴矫形头盔的起始月龄分为四个年龄段：4-6m、7-9m、10-12m、4-12m，并应用

Spectra scanner 2.0 激光扫描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头型扫描和数据采集，评价头颅形态改变的参数采

用头部比率（cephalic ratio, CR）、径向对称指标（radial symmetry index, RSI）、对角线差值

（oblique diagonal difference，ODD）和颅顶不对称性指数（cranial vault asymmertry index，

CVAI）。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别对不同年龄、性别间的配戴前后数据对比和配戴周期进行分析。 

结果 不同年龄的头颅畸形患儿经矫形头盔的治疗后头颅各参数均明显下降，其中 4-6m、7-9m、4-

12m 患儿治疗前后各参数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0-12m 患儿治疗前后的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矫形头盔配戴起始月龄较小的患儿在配戴后各参数的下降均比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6 

较大月龄的患儿明显。不同性别的头颅畸形患儿经矫形头盔的治疗后头颅各参数均明显下降，其中

男性患儿治疗前后各参数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患儿在治疗前后各参数除

CR 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外，余参数的治疗前后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女性患儿的矫形头盔配戴周期（5.27±1.40 个月）略长于男性患儿（4.53±1.56 个月）。 

结论 矫形头盔可有效地对头颅畸形的患儿进行头型重塑。配戴起始月龄为 4-6m 的患儿头型重塑效

果最好。 

 
 

PU-027 

702 例脑瘫患儿 A型肉毒毒素注射后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分析 

 
李金玲,徐开寿,何璐,唐红梅,郑韵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通过对 702 例 960 人次脑瘫患儿 A 型肉毒毒素注射结合功能训练的相关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

分析，探讨 A 型肉毒毒素治疗脑瘫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在我科室的儿童康复管理信息库里，抓取从 2012 年 9 月到 2018 年 5 月期间，诊断为脑瘫并

行肉毒毒素注射治疗的病例。年龄范围为 2 岁以上，14 岁以下，注射部位包括上肢的肱二头级、

肱桡肌、桡侧腕屈肌、尺侧腕屈肌、掌长肌、拇内收肌、拇对掌肌，下肢包括大腿内收肌、腘绳

肌、小腿三头肌、髂腰肌、胫后肌等。采用低频电刺激结合超声引导的方法进行注射。对在我科室

门诊及病房行肉毒毒素注射治疗的 702 例共 960 人次的脑瘫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分析。重点

观察重复注射和不良反应。 

结果 我们发现，按累及的肢体数量分型，痉挛型双瘫占 57.08％，痉挛型三肢瘫占 4.6％，痉挛型

四肢瘫占 10.1％，单瘫占 7.07％，偏瘫占 19.68％，包括痉挛型在内的混合型占 0.73％；按粗大

运动功能分级（GMFCS）的比例分布是，Ⅰ级占 33.75％，Ⅱ级占 36.77，Ⅲ级占 22.4，Ⅳ级占

5.83，Ⅴ级 1.25；男女比例是 1.86：1；治疗后 GMFCS 等级提高的有 48 例，占总人数的 5％；

不良反应 5 例，占总人数的 0.5％，大致包括包括注射后局部或全身无力，咳嗽流涕，发热，局部

皮疹等；重复进行注射的患儿有 172 人，重复注射率达到 24.5％，重复注射最多的患者达到 13

次，仍然有临床效果。 

结论 肉毒毒素治疗脑瘫患儿，痉挛型双瘫所占比重最大；到医院就诊的比例男性患儿居多，可能

与家人对性别的重视程度有关；采用低频电刺激结合超声引导注射，定位更精准，配合适宜的治疗

方法，定期复查，可以有效提高患儿的运动功能，降低 GMFCS 等级，A 型肉毒毒素具有非常好的

临床疗效，所以重复注射率比较高；肉毒毒素在临床上副作用极少出现，出现的反应通常比较轻

微，持续时间短，自限性强，所以 A 型肉毒毒素在脑瘫患儿的应用比较安全，适合临床应用推广；

只要按指南操作，初始计量不要过高，不超量使用，短时间内不重复注射等，不容易产生抗体，多

次重复应用仍然有效。 

 
 

PU-028 

定制本体感受刺激鞋垫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 

 
黄丽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分析定制本体感受刺激鞋垫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分别测定定制本体感受刺激鞋垫前以及定制穿戴后一月患儿的以下情况，测试儿童的运动功

能（步行时间、速度、跑跳时的平衡能力、跌倒风险及跌倒次数、是否有足底疼痛），进行足底压

力分布评估，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肌力关节活动度评估，下肢生物力学及下肢力线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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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穿戴本体感受刺激鞋垫之后，患儿的足底压力分布得到调整、下肢力线恢复正常，运动时身

体的稳定性平衡能力提高，跌倒风险大大降低，足底疼痛消失。 

结论 定制本体感受刺激鞋垫可以调整足底压力分布，改变异常的下肢力线，对足部肌肉进行本体

感觉刺激，实现对身体稳定性和肌肉活性的再调整，从而减少运动中关节、肌肉的负荷，提高运动

能力。 

 
 

PU-029 

贴扎技术对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预后的疗效探究 

 
张玮涛 

嘉兴市第二医院,浙江省,嘉兴市 

 

目的  探讨贴扎技术对于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预后的疗效探究。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经超声诊断并经临床医学诊断的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 80 例

患儿，随机配对分为治疗组（肌内效贴+常规康复疗法）和对照组（常规康复疗法），每组各 40

例。对受试患儿的肌性斜颈侧进行贴扎来延长及维持常规康复治疗后的疗效，同时观察肌内效贴的

过敏情况等不良的反应。在患儿及患儿家属知情并自愿的情况下进行数据调查分析，并记录受试患

儿治疗前后的总有效率。  

结果  2 组患儿分别进行 4 个月的康复治疗后，发现治疗组及对照组在治疗前后的总有效率均较治

疗前明显改善，并且治疗组有效率也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贴扎来对纠正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可以延长持常规康复治疗后的疗效，维持正常颈椎活动

度的治疗效果。并且该方法简单易行，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及应用。 

  
 

PU-030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肩袖损伤患者肩关节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张进,姜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目的 通过对肩袖损伤患者加入核心稳定性训练，观察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肩袖损伤导致肩关节功能

障碍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2 月到 2018 年 3 月就诊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康复科的肩袖损伤患者

33 例，其中女性 16 例、男性 17 例，年龄在 25-55 岁之间。按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将纳入患

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核心运动训练组（实验组）和常规治疗组（对照组）。其中对照组的患者

进行常规的康复治疗，包括低频电疗法、蜡饼法以及肩关节松动术和肌肉能量技术。治疗组在对照

组的治疗基础上增加核心肌群训练。以上治疗 5 次/周，治疗时间为 4 周。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Constant-Murley scale（CMS）的第二部分（ADL 评分）和第三部分（ROM 评分）评

价两组患者 4 周治疗前后的肩关节功能。再根据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 VAS 评分、ADL 评分和 ROM 评分改善的程度，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 VAS 评分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DL 评分

和 ROM 评分，实验组改善的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肩袖损伤导致肩关节功能障碍患者的功能恢复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优于

对肩关节进行常规功能锻炼的治疗；两组患者疼痛改善的程度无明显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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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1 

新型双层动态踝足矫形器矫治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患儿 

异常步态的疗效观察 

 
解益

1
,董安琴

1
,邓小倩

2
,李腾霖

1
,宁超

1
,时丽娜

1
 

1.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2.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新型双层动态踝足矫形器（DAFO）对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患儿异常步态、持续穿戴的时

间、矫正效果及矫正压力分布的影响。 

方法 对 34 例先天马蹄内翻足患儿，平均年龄 4.15±2.62 岁，采用随机数字法将患儿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各 17 例，观察组患儿穿戴量身定制的新型双层动态踝足矫形器 10 周，对照组患儿穿戴传统

的静态踝足矫形器。于治疗前、治疗后立即、治疗后 3 个月与治疗后 6 个月对所有患儿的步态、持

续穿戴时间、踝关节矫正角度及矫正压力的分布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的各个评估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观察

组患儿跨步长、步频、步速、持续穿戴时间、踝关节矫正角度和矫正压力均匀分布都有明显改善和

提高（P<0.05），对照组患儿的步态和踝关节矫正角度均有明显改善（P<0.05）。治疗后两组之

间比较，观察组患儿跨步长、步速、持续穿戴时间、踝关节矫正角度和矫正压力均匀分布均优于对

照组（P<0.05），治疗后 3、6 个月随访，观察组患儿步速、持续穿戴时间、踝关节矫正角度均优

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穿戴 DAFO 的持续时间、踝关节的对位对线及矫正压力的分布

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新型双层动态踝足矫形器比传统的踝足矫形器在矫治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患儿的步态、踝关节

矫正角度和矫正压力分布的疗效更佳。 

 
 

PU-032 

儿童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营养支持治疗 

 
刘芸,黄浩宇,邹卓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是指机体受到各种

严重感染、炎性反应、创伤、休克、中毒及大手术等急性损害 24 小时后，同时或序贯性地发生两

个或两个以上器官或系统功能障碍甚至衰竭的一种临床综合征，是儿科常见的危重症之一。儿童作

为一个特殊群体，其 MODS 的发生、发展以及临床诊疗过程与成人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

MODS 的代谢特点：一方面是机体处在代谢紊乱及营养素利用障碍状态,急需给予补充；另一方面

由于器官功能障碍不能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及排出代谢产物,因此在救治 MODS 患者过程中给予合

理的营养支持治疗显得尤为重要。了解 MODS 患儿的代谢特点，通过营养筛查及时发现 MODS 患

儿存在的营养风险，通过膳食调查和疾病询问、体格测量（身高（长）、体重、头围、上臂中围

等）、实验室检查及机体组成测定等方式评估 MODS 患儿的营养状况，根据实测能量消耗情况，

制定合理的营养支持方案，对救治 MODS 患儿有重要意义。 

方法 对比 MODS 患儿进行营养支持治疗的不同时机的相关研究，结合国内外有关儿童 MODS 诊

疗及营养支持治疗的研究及临床经验，总结 MODS 患儿营养支持的原则、途径及时机。 

结果 本文一方面通过对比有关 MODS 患儿营养支持时机的研究，发现早期进行营养支持治疗有助

于降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的程度，保护胃肠道功能，促进患儿恢复的结论；另一方面，结合国内

外有关儿童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营养支持治疗的相关研究和临床经验，总结出了关于 MODS 患

儿营养支持治疗的原则、时机及治疗方式，以帮助临床医生更好的对 MODS 患儿进行诊疗，提高

多器官功能衰竭患儿的存活率，帮助改善患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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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取及时有效的营养支持治疗是维持已经处于障碍或衰竭的器官继续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早期营养支持治疗，有助于减轻患儿的临床症状，减少营养不良等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

和存活率。 

  
 

PU-033 

脑瘫患儿家属心理需求对患儿治疗影响的研究 

 
郭芳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消除家属各种心理障碍，有效配合完成脑瘫患儿的长程治疗。 

方法  查阅文献。 

结果 家长要克服消极情绪和不利因素的影响，持之以恒，坚持到底，同时告知家长治疗的预期目

标，增强家长对治疗的信心，并帮助家长发现问题，以避免或消除不利于患儿康复的心理和社会因

素，他们便可全身心地与医师合作为治疗创造条件。 

结论 小儿脑瘫的康复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家长也有相当大的影响，长期慢性的应激必然

会导致家长心理及生理的不良反应。这些心理问题不仅影响到他们本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到患儿的

心理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不良心态直接影响了患儿的康复治疗，最终导致有的孩子会失去

最佳治疗期，造成更不幸的后果，因此脑瘫患儿家长的心理问题必须引起医护人员的重视。 

 
 

PU-034 

医教结合语言干预对 142 例 1～3 岁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语言 

发育能力的影响观察.doc 

 
陈瑞格,耿香菊,黄佩,刘林,吴英英 

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医教结合语言干预对 142 例 1～3 岁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语言发育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142 例语言发育迟缓患儿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医教结合模式语言训练）和对照组（常规语

言训练），比较两组干预效果和患儿语言发育水平。 

结果 干预后，两组有效率分别为 91.55%和 77.46%（P<0.05）；两组运物能、语言能和应人能

DQ 均明显提升（P<0.05），且观察组提升幅度更大（P<0.05）。 

结论 医教结合语言干预 1~3 岁语言发育迟缓患儿可结合医教双方优势，及早发现和干预，为患儿

营造良好交流学习环境，全面提高患儿语言发育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PU-035 

1 例颈髓损伤后病人肺康复训练联合体外膈肌起搏器后的 

呼吸功能疗效观察 

 
卢杉,蒋玮,周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颈髓损伤（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CSCI)伤后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肺功能障碍，且会导

致多种呼吸系统并发症。颈髓损伤的主要死亡原因是呼吸衰竭和并发呼吸道感染，发生率可高达

81．3％ 。肺康复训练对改善颈髓损伤患者的呼吸状况，预防和减少呼吸系统并发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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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我科收治了 1 例颈髓损伤伴四肢瘫的患者，本文想通过对本科室这例颈髓损伤患者

的肺康复实践，探索肺康复训练联合体外膈肌起搏器对颈髓损伤后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 

方法 治疗师和护士对本科室这例颈髓损伤后的患者入院后进行肺康复训练联合体外膈肌起搏器治

疗，治疗前通过对呼吸肌肌力评定、指脉氧饱和度、痰液量、咳嗽能力、呼气量和吸气量等方面进

行为期 2 个月的跟踪评估，每评估周期期间进行肺康复训练联合体外膈肌起搏器治疗。 

结果 经过肺康复训练联合体外膈肌起搏器治疗后患者的呼吸肌肌力、指脉氧饱和度、咳嗽能力、

呼气量和吸气量等方面都有提高，痰液量下降。 

结论 肺康复训练联合体外膈肌起搏器应用于本科室这位颈髓损伤后患者，对本患者的呼吸功能影

响是积极有效的。 

  
 

PU-036 

感觉统合训练配合常规康复训练治疗脑神经损伤患儿效果观察 

 
张阿莉 

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感觉统合训练配合常规康复训练治疗脑神经损伤患儿的效果。 

方法 将我院 2014.12~2017.12 年间收治的 164 例脑神经受损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常规康复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n=82）与对照组（常规康复训练，n=82），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感觉统合能力、平

衡能力、智力与血清神经相关因子（BNDF 与 NSE）水平。 

结果 治疗后，两组感觉统合能力发展评定量表各项目得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上升，且观察组各指标

上升幅度更大（P>0.05）；两组平衡能力 BBS 量表得分与智商 DDST 量表得分均显著上升，且观

察组各指标上升幅度更大（P<0.05）；两组血清神经因子 BNDF 水平均显著上升，NSE 水平均显

著下降，且观察组两物质水平上升或下降幅度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感觉统合训练配合常规康复训练可显著改善脑神经损伤患儿感觉统合能力异常现象，提高患

儿平衡能力与智商，还可降低神经损伤力度，提高大脑修复能力，值得临床推广。  

  
 

PU-037 

合理情绪疗法在脑瘫患儿照顾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王艳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合理情绪疗法对脑瘫患儿照顾者心理干预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在我院儿童康复科住院的有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 100 例脑

瘫患儿的照顾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选取标准：①每天 24 小时照顾患儿且

照顾时间＞3 周，参与所有照顾治疗活动②文化程度是中学以上水平③沟通交流正常，无精神障碍

疾病④年龄在 23-45 岁⑤脑瘫患儿病情相似，无明显差异⑥脑瘫患儿照顾者知情并同意参加本次研

究.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心理护理，干预组在常规的心理干预的基础上应用合理情绪疗法，干预周期

为 3 周（一个疗程），两组干预前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分别评估

两组照顾者的焦虑、抑郁情况.利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两组干预前后采用 t 和 x2检验 

结果 干预前两组照顾者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两

周后两组进行比较，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组下降幅度要大

于对照组（P＜0.01）。 

两组干预前后 SAS 评分比较 结果显示干预前 SAS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后，干预组的 SAS 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对照组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干预组（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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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干预前后 SDS 评分比较 结果显示干预前 SDS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和对

照组评分均有所下降，但干预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将合理情绪疗法应用到脑瘫患儿照顾者中可有效缓解脑瘫患儿照顾者由于不合理认知导致的

不良情绪，重建认知观念，使他们在心理和行动上接纳脑瘫患儿，学会客观合理地思维，达到自我

感知、自我指导，理解认识孩子的疾病，正确看待康复治疗，合理安排自我生活，主动寻求帮助，

以更好应对各种压力，思维模式的转变，有益于身心健康，改善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谐和脑瘫患

儿的康复进程。 

  
 

PU-038 

孤独症治疗研究进展 

 
代蕊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孤独症作为一组严重的发育障碍疾病，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障碍，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且病

因复杂尚未明确具体病因，但目前已有相关行为管理手段取得一定成效，本文对此类方法归纳，阐

述。 

方法  检索文献。 

结果  一部分行为干预手段取得成效。 

结论  孤独症干预模式仍需完善。 

 
 

PU-039 

神经肌肉疗法在小儿脑瘫中的运用 

 
普婧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PNF 技术是指神经肌肉本体感觉促进技术，是由神经肌肉本体感觉共同参与的以促进神经发

育为主的治疗手法。由美国美国内科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 Herman Kabat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创立，

它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思想，其基础就是所有人—包括残疾人，都具有无需选择

的生存潜力。PNF 技术经过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多种神经肌肉系统疾病的有效康复治疗手

段，疗法涉及骨科康复、神经康复、小儿脑瘫等多个领域。该文就 PNF 的基础理论，操作运动模

式，基本操作方法、技术和在脑性瘫痪临床应用进行探讨。 

方法  应用神经肌肉疗法于符合该诊断的患儿，形成治疗组和对照组。 

结果  6.1 上肢模式的 D1F 曲、屈曲—内收—外旋模式。可促进翻身动作，抑制痉挛型脑瘫患儿出

现的肩胛内收，提高肩胛带稳定性。 

6.2 肩胛带模式和骨盆模式患儿采侧卧位被动或抗阻运动手法接触肩胛带或骨盆。该模式可明显降

低痉挛型患儿躯干的紧张，促进体轴内回旋及躯干部的活动性。 

6.3 骨盆模式和膝关节伸展模式。患儿去扶持立位或立位，用手接触其髂前上棘和膝后面，实施抗

阻运动，可明显降低痉挛型双瘫和四肢瘫患儿髋关节屈曲、内收及膝关节屈曲，促进髋关节与躯干

部的抗重力伸展活动及下肢的支持性。 

6.4 上部躯干模式—“下砍”。患儿仰卧位采用维持-放松技术可促进上部躯干的屈肌群、旋转肌群，

增强躯干的旋转能力。可抑制手足徐动型脑瘫患儿出现的头、过度伸展，促进正中位指向的发育及

翻身动作。 

6.5 反复应用刺激本体感受器和体表感受器操作方法，可以使得到的效果得到累加，即在时间上和

空间上得以加强，最后，效果可以扩展到神经通路上，形成正反馈机制，进一步加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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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搭桥时骨盆旋转。患儿仰卧位，用双手接触去骨盆，初级手法为节律稳定及慢逆转运动后挺

住。该模式可抑制痉挛型脑瘫患儿髋关节屈曲。内收、内旋，促进下肢负重，促进髋关节的伸展、

外展运动及脊柱伸展，诱发骨盆的旋转及活动性。 

6.7 节律性稳定提高坐位、四点跪位或站立位稳定性。患儿取坐位、四点跪位或站立位用双手接触

其两侧肩胛带，从不同角度施加不等阻力，使用交替等长收缩的手法。该模式可提高患儿的坐位、

四点跪位或站立位的平衡能力和耐力，从而有利于坐位、四点跪位或站立位的稳定。 

结论 将神经肌肉疗法应用于脑瘫儿童行之有效，可以为脑瘫儿童有效解决肌张力问题，以及控制

异常姿势。 

 
 

PU-040 

悬吊训练对脑瘫患儿肌张力的影响 

 
陈业德,刘玉洲,马强,王宏芳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比传统康复训练与传统康复训练配合悬吊训练对脑瘫患儿肌张

力的改善效果，探讨悬吊训练对脑瘫患儿对患儿肌张力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 50 例小儿脑瘫患儿按照随机的原则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患儿 25 例，所有研究

对象均经过诊断符合脑瘫标准，且所有患儿家属均签订知情自愿同意书。其中试验组男 17 例，女

8 例；平均年龄 3.2±0.68 岁；平均病程 6.9±1.4 个月；其中脑瘫痉挛型 8 例，不随意运动型 7 例，

混合型 10 例。对照组男 15 例，女 10 例；平均年龄 3.5±0.38 岁；平均病程 6.6±1.9 个月；其中脑

瘫痉挛型 11 例，不随意运动型 7 例，混合型 7 例。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病程以及脑瘫类型等

因素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对照组的训练主要采用当前比较常用的神经发育疗法和运动疗

法，其训练主要内容:（1）物理疗法：Bobath 疗法、Rood 技术和 Vojta 疗法，同时辅助按摩手

法，松弛痉挛肌肉肌张力， 25min/次，2 次/d；（2）作业疗法，以做游戏、手工作业、日常穿衣

的形式对训练患儿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训练， 25min/次，2 次/d；（3）针灸疗法，有专业中医医师

针刺头皮特定部位，包括运动区、平衡区、足运感区，一日三个区域每日一次，每次留针 40min；

（4）水疗法，水温保持 39℃，利用水的物理特性通过水疗机产生的涡流、水波刺激患儿。20min/

次，1 次/d。治疗组在接受上述训练的基础上每天增加悬吊运动训练，包括:（1）踏步训练，（2）

伸髋训练，（3）骨盆旋转训练（4）蹲起训练。上述四项训练动作 25 min/次，1 次/d，连续 3 个

月。两组患儿完成三个月的康复训练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评价治疗前后肌张力状况，分成

0～Ⅳ级，分别对应 0～5 分。 

结果 对比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肌张力评分。两组治疗前肌张力评分分别为 3.44±0.42 分、3.47±0.44

分，治疗后分别为 1.01±0.22 分、2.08±0.31 分，两组治疗后患儿肌张力评分均明显降低(P＜

0.05)，试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瘫患儿进行常规训练联合悬吊训练可以有效降低肌张力。 

 
 

PU-041 

基于―外科－康复一体化‖的儿童重度颅脑 

损伤康复 –附一病例报道 
 

孙成成,顾春雅,许东升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海市,普陀区 

 

目的 颅脑损伤是高危高致残疾病，严重影响个人、家人及社会。重度颅脑损伤病人生存率明显提

高，但遗留严重功能障碍，如何让患者实现功能最大恢复？对重症创伤患者，优化全程精准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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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康复一体化”的治疗康复方案，是今后的目标。颅脑损伤是高危高致残疾病，严重影响个人、

家人及社会。重度颅脑损伤病人生存率明显提高，但遗留严重功能障碍，如何让患者实现功能最大

恢复？对重症创伤患者，优化全程精准的“外科－康复一体化”的治疗康复方案，是今后的目标。 

方法 本案例报道了一名 7 岁的患儿，在上学途中被高空坠落的玻璃砸中右侧头颅造成重度颅脑损

伤，GCS5 分，伤后第六天，康复团队介入 SICU 和神经外科，全程参与查房和病例讨论，进行康

复评估，并根据康复评估结果实施神经康复方案。在患儿脑积水期，是否及何时实施脑室腹腔分流

术，与神经外科共同制定脑脊液分流手术时机和康复方案，以认知功能评价为指标，精准评估早期

实施分流术，早期介入认知功能训练。分流术后术后患者认知及运动功能明显改善，实现从昏睡、

嗜睡、迟钝到清醒，从严重认知缺陷到认知功能基本正常的目标，并将近期重返校园。 

结果 患者目前生活基本自理，康复评估：目前颅内压 80 毫米水柱，GCS15 分，MMSE30 分，

Barthel 指数 80 分，Berg54 分，WPPSI66 分（言语部分），近期回归校园。 

结论 此案例向大家阐述多学科合作融合、全程及精准的外科康复一体化策略的必要性及有效性，

以期为重度颅脑损伤外科康复一体化提供合理的临床路径，最大限度恢复患者功能。 

 
 

PU-042 

悬吊训练在儿童脑瘫核心力量训练中的疗效探讨 

 
程婷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讨悬吊训练是脑瘫儿童有效的核心力量训练方法。 

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家长访谈法、评估等方法，将悬吊训练运用于脑瘫儿童的核心力量训

练进行全面的总结。 

结果  24 名脑瘫儿童核心力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进步。 

结论 悬吊训练对脑瘫儿童核心力量的提高有很好的作用，可促进患儿康复,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

效。 

  
 

PU-043 

可调试固定支具治疗骨折术后腕关节活动受限的疗效观察 

 
尹淑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可调试固定支具治疗骨折术后腕关节活动受限的临床疗效。 

方法 于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间，在我院收集骨折术后腕关节活动受限的 60 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将患者按照入院编号随机分为观察组（n=30）和对照组（n=30），两组患者均进行系统

康复训练治疗，观察组使用腕关节可调试固定支具（每天使用 3 次，每次使用 30 分钟）配合系统

的康复训练治疗（蜡疗，超声，关节松动训练，被动关节活动训练，主动关节活动训练，肌肉力量

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对照组使用系统的康复训练治疗方法（蜡疗，超声，关节松动训

练，被动关节活动训练，主动关节活动训练，肌肉力量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两组患者

在接受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在 3w、6w、9w 后的治疗效果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均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治疗效果，观察组 3w 后总有效率 60.0%，6w 后总有效率

83.3%，9w 后总有效率 100.0%；对照组 3w 后总有效率 30.0%，6w 后总有效率 43.3%，9w 后总

有效率 66.7%；观察组在 3w，6w 后的治疗总有效率和痊愈率要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在 9w后两组治疗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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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骨折术后腕关节活动受限临床康复治疗时，在采取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的基础上，使用腕关

节可调试固定支具治疗腕关节活动受限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加快患者痊愈有较高的临

床使用价值，值得临床上大力推广。 

 
 

PU-044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下腰痛疗效观察 

 
赵国钦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通过核心稳定性训练缓解并治疗下腰背疼痛。 

方法  1 平板支撑： 

动作要领（1）俯卧，两肘打开与肩同宽，肘关节支撑于地面，上臂与躯干尽量保持 90°，两脚尖

并拢；（2）头、肩、背、臀以及腿部在同一条直线上——“像一块板一样”，腹部肌肉、盆底肌收

紧，使脊椎骨处于自然生理弯曲的形态；（3）呼吸均匀，不要憋气，髋关节不能下落或向身体两

侧倾斜；（4）每组 30-90 秒，根据病人情况确定，每次训练 3～4 组，组与组之间间歇 1 分钟。 

2.超人： 

动作要领：（1）俯卧在垫子上，放松全身，整理呼吸；（2）双臂向前伸，双腿和双臂都伸直，将

你的双臂双腿和头同时抬起，保持 3-10 秒钟，然后放下；（3）放下四肢，然后再抬起重复这个动

作；（4）做 10 次，根据病人情况确定。 

3.屈膝仰卧起坐： 

动作要领（1）仰卧，弯曲膝盖，脚掌平贴于地面，并将背部向上撑起。双手放松置于大腿或悬放

在大腿上。（2）手臂向上抬起几厘米，接着头部与肩膀也慢慢向上抬起、离开地面，双手往膝盖

方向伸展。维持这个姿势约 10 秒钟，然后反复运动 5 次。（3）务必集中注意力流畅地完成动作，

不要突然用力，除此之外，在伸展过程中身体必须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回到起始姿势。 

4.拱桥： 

动作要领（1）仰卧，双膝弯曲呈 90°，双脚平放在地，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掌心触地。（2）双腿

稍微分开，抬起臀部和背部，直至肩膀到膝盖之间的身体形成一条直线，双脚脚心着地。（3）保

持这一姿势 5～10 秒钟，然后慢慢放下，重复 10～20 次。注意头部应该始终平放在地面上。 

5.侧卧训练： 

动作要领（1）侧卧，单手前臂撑地，臀部抬起。（2）坚持 20 秒，换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

（3）当这样的练习变得简单后，尝试将侧卧时位于上部的腿抬起 10～15 厘米，坚持 1 秒不动

后，再落下。两侧腿均做 5～10 次。  

6.仰卧抬腿： 

动作要领：（1）仰卧，手放头部，并拢绷直双腿，抬起双腿，直到双腿与地面垂直。（2）在垂直

状态下稍作停顿，慢慢下放双腿，保持腹肌持续紧张。（3）双腿不要碰到地面，再重新抬起双

腿。背部不要离开地面，放慢下放双腿的速度，靠腹肌的力量来完成动作，不要利用惯性。 

结果  受试者通过一周左右的训练，疼痛明显缓解甚至消除。 

结论 虽然目前治疗腰痛的最佳方法尚未定论，采用核心稳定性训练法，增强核心肌群力量，提高

腰部深浅肌群的功能稳定性，有助于减轻腰部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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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下肢不同体位康复训练对患肢的影响 

 
朱东东 

安徽省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全膝关节置换 (TKA) 术后早期下肢不同体位下的康复训练对患肢疼痛、肿胀、术后活动

度恢复的影响。 

方法 100 例初次 TKA 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进行不同体位同等康复训练。术后患者平卧位，伸

直对照组（50 例）患者下肢平放床上，膝关节伸直位；屈曲试验组 (50 例 ) 下肢抬高置于下肢软

垫上，髋关节屈曲 45°，膝关节屈曲 45°。比较两组患肢术后疼痛度、肢体围度变化、膝关节活动

度。 

结果  屈曲试验组术后疼痛度、肢体围度变化显著小于伸直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患者术后下肢髋关节屈曲 45°、膝关节屈曲 45°体位能明显减轻疼痛，减轻患肢肿胀，且有利

于患者术后功能锻炼。 

  
 

PU-046 

焦点解决短程治疗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焦虑抑 

 
李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目的  研究焦点解决短程治疗（SFBT）对全膝关节置换术（TKA）后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本院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术治疗的患者 86 例，将其随机分

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3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干预，研究组患者在常规干预的基础上给予焦

点解决短程治疗，分别在术前（干预前）和术后 3 个月（干预后）观察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况、生

活质量、膝关节功能及活动度。 

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t=0.181，0.621；P=0.857，0.536），干预后研究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3.995，-27.526；P<0.001）；两组患者干预前健康调查简表（SF-

36）中生活功能、社会功能、生理职能、情感职能、身体疼痛、生命活力、总体健康、精神健康评

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35，-0.027，-0.127，0.077，0.063，-0.049，-0.017，0.026；

P=0.893，0.978，0.899，0.939，0.950，0.961，0.986，0.979），干预后研究组的上述各项评

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992，5.500，8.533，6.966，5.433，6.140，

5.052，7.229；P<0.001）；两组干预前膝关节评分（KSS）、最大被动屈曲角度（PFL）和最大

主动屈曲角度（AFL）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113，-0.257，0.521；P=0.911，0.798，

0.603），干预后研究组的 KSS 显著高于对照组，PFL 和 AFL 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t=2.736，4.134，3.153；P<0.01） 

结论 SFBT 可显著减少 TKA 术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并显著改善患者的膝关

节功能及活动度，应用效果优于单独常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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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 

玻璃酸钠关节腔内注射治疗脑卒中后肩痛的疗效观察 

 
雍志军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对玻璃酸钠关节腔内注射治疗 脑 卒中后肩痛 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和探讨。 

方法 将收治的 6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行康复综合训练，治疗组

在康复综合训练基础上增加肩关节腔内药物注射，每周 1 次，共治疗 5 周。玻璃酸钠+地塞米松，1

次/周，共 5 次。治疗前及治疗 5 周后分别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法) 评估患侧肩关节疼痛程

度。采用简化 Fugl-Meyer 评分法(FMA 法)评估上肢运动功能。采用测角器测量肩关节主动前屈角

度及主动外展角度。分别比较治疗前、后的改善程度。 

结果 治疗 5 周后治疗组和对照组肩关节的疼痛评分、上肢运动功能、关节活动度各项指标均较治

疗前显著改善(P<0.01)，并且治疗组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治疗结合康复综合训练能明显缓解脑卒中后肩部的疼痛程度，改善

患侧上肢运动功能及肩关节活动度，对脑卒中后肩痛具有良好的疗效。 

 
 

PU-048 

低频电刺激联合传统推拿技术对下肢内收肌张力 

增高患者改善的疗效分析 

 
宋旭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低频点刺激联合传统推拿技术对下肢偏瘫患者，内收肌张力增高治疗后的疗效分析。 

方法 评估脑卒中偏瘫患者内收肌张力较高者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n=30)及对照组(n=30)。两组

均予以低频电刺激张力较高缝匠肌，治疗组在再增加传统推拿技术，予以缝匠肌对症处理，改善缝

匠肌张力状况。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4 周后采用表面肌电标记缝匠肌肌群静息下基线

值、Holden 步行评定表、Barthel 指数(BI)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初始表面肌电、Holden 评分、Barthel 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4

周，两组患者表面肌电静息下基线值、Holden 评分、Barthel 评分均比治疗前改善(P<0．05)，治

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低频电刺激联合传统推拿技术能有效改善内收肌肌张力增高情况，提高步行能力及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 

  
 

PU-049 

功能稳定性训练对髌股疼痛综合征患者下肢生物力线影响 

 
席蕊

1
,周敬滨

2
 

1.北京体育大学 

2.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目的 采用功能稳定性训练对髌股疼痛征患者进行干预，观察其对髌股疼痛综合征患者下肢生物力

线的影响,为髌股疼痛综合征的康复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方法 髌股疼痛综合征女性患者 20 名，分为功能稳定性训练组（FST 组）和对照组，每组 10 人。

对照组进行健康教育，主要包括：避免疼痛动作，暂停之前的运动习惯。FST 组除了进行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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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健康教育外，同时进行为期 6 周的功能稳定性训练，主要的训练内容包括弓箭步练习，单腿

下蹲练习，下台阶练习，这些练习主要强调在功能活动中的下肢的力线对位和躯干的稳定性。试验

结束后，通过测试坐位到站起膝关节外翻角度来评估下肢生物力线的改变。 

结果 FST 组坐位到站起膝关节外翻角与 6 周训练前相比（后简称坐站膝外翻角）有降低（P＜

0.05）。对照组的坐站膝外翻角在 6 周后有增加，但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6 周训练后

FST 组的坐站膝外翻角与对照组相比虽然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p＞0.05），但表现出下降

趋势。 

结论  6 周的功能稳定性训练对髌骨疼痛综合征患者下肢生物力线有改善作用。 

  
 

PU-050 

体外发散式冲击波联合平衡训练对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 

功能的改善程度研究 

 
黄杰,夏楠,谢凌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究体外发散式冲击波治疗结合平衡训练对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的踝部疼痛、静态平衡功能

和日常活动能力改善的疗效。 

方法 研究共招募慢性踝关节不稳的患者 32 例，随机分入常规平衡训练组和冲击波联合平衡训练

组，每组 16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包括踝周软组织牵伸、力量训练、关节稳定性训练和动态任务练

习在内的平衡功能训练，每次 30min,一周 4 次，持续 4 周。冲击波联合平衡训练组，除了接受平

衡训练外，在每周的首次和末次训练前接受踝关节冲击波治疗，冲击次数为 3000，频率固定

15Hz，患者取卧位，分别在足外侧面距腓前/后韧带和跟腓韧带，每个部位的前 300 次逐步提升治

疗能量直至患者能够耐受最大程度，最大强度限定为 3.0Bar。每周 2 次，持续四周。分别使用

VAS、静态足底压力分布测试、CAIT(Cumberland ankle instability tool)自评问卷对患者的治疗前

后踝关节疼痛、静态双足站立下身体重心移动轨迹和面积及其日常活动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 四周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在身体重心移动轨迹长度、轨迹 95%区间面积和 CAIT 评分均显著

改善(p<0.05);组间比较显示，冲击波联合平衡训练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差值显著高于常规训练组

(p<0.05)，CAIT 评分差值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静态重心移动轨迹和面积未见显著组间差异

(p<0.05)。 

结论 体外发散式冲击波治疗联合平衡训练能够在短期内有效改善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的局部疼

痛、静态平衡和日常活动能力，其对踝关节疼痛的改善尤为明显，整体效果优于单纯的平衡训练。 

 
 

PU-051 

"Thera-Band" 踢腿训练时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的 

压力中心特征研究 

 
鲁君兰

1,2
,范帅

1,2
,蔡斌

1
,姜鑫

1,2
,陆沈吉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2.上海体育学院 

 

目的 探究慢性踝关节不稳（Chronic Ankle Instability，CAI）患者和正常人在"Thera-Band" 踢腿训

练中压力中心（Center of Pressure，COP）的差异。 

方法 实验组纳入 15 名 CAI 患者，对照组包括 10 名正常人。两组受试者赤脚站在压力平台上做

"Thera-Band" 踢腿训练。"Thera-Band" 踢腿动作包括髋关节内收、外展、前屈、后伸的 4 个方

向，动作频率 120 次/分，同时在摆动侧踝关节处绑 Thera-Band 黄色弹力带，并提供 10%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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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每个方向测量 2 次，每次 10s。分别测量两组受试者双侧 COP 的变化，并比较两组在"Thera-

Band"踢腿训练中的 COP 指标，包括 COP 轨迹总长，A-P 向及 M-L 向 COP 偏移范围。 

结果 与正常人相比，在"Thera-Band" 踢腿训练中，髋关节做抗阻前屈动作时，CAI组患侧的 COP

轨迹总长（508.50±287.01 vs. 396.85±105.89mm，P<0.05），A-P 向偏移范围（39.39±20.25 vs. 

30.10±11.21mm，P<0.05）及 M-L 向偏移范围（34.05±35.42 vs. 23.03±10.37mm，P<0.05）明

显增大；髋关节做抗阻外展动作时，CAI 组患侧的 COP 指标（518.21±212.23 vs. 426.19±140.33 

mm；  44.27±18.43 vs. 31.85±16.80mm；  40.62±33.24 vs. 26.74±12.88mm）均明显增大

（ P<0.05 ）。在髋关节做抗阻后伸动作时， CAI 组患侧的 COP 指标与正常人相比

（549.53±226.54 vs. 473.30±161.64mm； 41.80±14.86 vs. 36.27±19.11mm；33.44±30.54 vs. 

29.49±26.39mm)均无明显差异（P＞0.05）；髋关节做抗阻内收动作时，CAI 组患侧的 COP 轨迹

总长增加（537.97±211.95 vs. 443.02±146.53mm，P<0.05），A-P 向偏移范围（45.50±21.36 vs. 

36.56±23.42mm）及 M-L 向偏移范围 (36.82±38.30 vs. 28.24±15.84mm)无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Thera-Band" 踢腿训练中，髋关节抗阻前屈、外展方向上 CAI患者的稳定性更差。 

  
 

PU-052 

康复实习生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与预防 

 
席艳玲,慕雅婷,王宝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目的   物理治疗师中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的终身患病率可能高达 91%，特别是年轻的物理治疗师，

尤其是在其执业的前四到五年更容易受到伤害。在我国，由于医患比例失调，以及临床与教学相结

合的教育模式，康复实习生在其入学的第四年就可以密切的接触患者，因而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的

发生率也大大提高。为减少实习生职业损害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我们调查了本院康复实习生职业

性肌肉骨骼损伤的损伤情况，分析了该群体发生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的易损因素，并据此提出了相

应的预防措施。 

方法   本研究选取本院 2015、2016 和 2017 年度全体康复实习生为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调

查问卷在荷兰肌肉骨骼疾患调查表基础上结合本院康复科现开展项目改编而成。问卷内容包括康复

实习生个人基本情况、工作负荷、学习认知、心里状态以及损伤情况。根据调查问卷所得数据，使

用卡方检验等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1.基本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89 份，有效问卷 76 份，男性 27 人，女性 49 人。平

均年龄 22.54±1.56 岁。2.与在 OT、ST 治疗室相比，PT 治疗室轮转期间发生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

的几率更大。3.实习生普遍存在知识储备薄弱、主观能动性差等问题。 

结论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实习生发生肌肉骨骼损伤的原因可能与以下几方面原因有关：静力负

荷、离心收缩、恶性循环、错误认知和不良情绪，其中静力负荷和离心收缩与常用的关节松动术关

系密切，在进行长轴牵引时，治疗师需双手固定患者踝关节，沿胫骨纵轴向足端牵拉，达到最大位

移后保持 30s，在此过程中治疗师双上肢内外侧肌群受静力负荷，始终处于等长收缩状态，肌张力

不断增加，血液循环受阻而导致局部代谢产物堆积，最终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此外，治疗师用于

维持胫骨最大位移动作的肢体将持续处于离心收缩状态。目前研究表明，肌肉的离心收缩将比向心

收缩产生更高的机械压力，从而更易造成损伤，且该损伤将延续到停止操作后。对于以上易损因

素，我们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包括：健康宣教、借助设备、合理安排人员配置与工作时间和心

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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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 

体外冲击波穴位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观察 

 
吴天宇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8 医院 461 临床部 

2.长春经开民健康复医院 

 

目的 近年来体外冲击波（ESW）作为骨科康复领域兴起的治疗方法[1]，在治疗肌骨系统疾病中有

显著的疗效，可迅速缓解疼痛。传统中医学认为穴位针灸治疗肱骨外上髁炎具有疏通经络、调畅气

机的作用，能够有效缓解肘关节的疼痛，恢复关节功能。但体外冲击波（ESW）结合传统中医针

灸理论治疗网球肘是否有效，报道甚少。现采用发散式体外冲击波（ESWT）与穴位冲击波疗法治

疗肱骨外上髁炎患者 52 例，并对其疗效进行对比， 

方法 治疗组：采用穴位冲击疗法，患者采用舒适屈肘体位，首先对手五里、肘髎、曲池、手三

里、合谷、上廉穴涂抹耦合剂之后进行冲击，再根据肘周疼痛部位，冲击阿是穴痛点，频率 6-

8HZ，压力 1.0-2.5bar，每穴冲击 500 次；然后对患肘根据手阳明大肠经的循行走向进行顺序冲

击，频率 12HZ，压力 2.0-3.0bar，冲击次数 1000 次。对照组：直接冲击肱骨外上髁压痛最明显

处，治疗压力 1.0Bar-2.5Bar，频率 6-8Hz，每次治疗冲击 2000 次。 

结果  

组别  疗程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显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        26     7         15        4          

       2    26  13   10    3      76.9           96.2  
       3    26  20    5    1              

对照组 1         26      4        16        6                  

       2    26   11   10    5     57.7           80.8 
       3    26   15    6    5             

结论 相对于单纯的冲击波治疗扳机点，冲击波穴位治疗充分发挥了冲击波与针灸治疗的双重作

用。此次研究正是运用了冲击波作用机体时产生的物理学、生物学效应[12-14]，冲击波能够通过调节

一氧化氮、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释放，促进新生血管形成，改善局部缺血状态，从而促进组织再

生，缓解疼痛[16]。同时冲击波更强的刺激了经络腧穴，祛除风寒湿邪，平衡气血阴阳。本次试验将

现代体外冲击波与传统中医针灸理论相结合，通过两组治疗的比较，冲击波穴位治疗取得了稳定且

满意的疗效，由于治疗方法简单易操作，安全无明显不良作用，易于临床推广。 

  
 

PU-054 

在不同治疗体位下放散状体外冲击波治疗肱骨内 

上髁炎的疗效对比分析 

 
吴天宇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8 医院 461 临床部 

2.长春经开民健康复医院 

 

目的 肱骨内上髁炎俗称高尔夫肘，是指手肘内侧的肌腱发炎疼痛。疼痛的产生是由于负责手腕及

手指背向伸展的肌肉重复用力而引起的。患者会在用力抓握或提举物体时感到肘部内侧疼痛。其治

疗一般采用休息、口服抗炎镇痛药物、局部封闭、手术松解等。近年来，随着康复医学的发展，国

内有研究报道，体外冲击波治疗肌腱末端病的疗效显著[1]，并在临床逐渐得到推广。 

对应用冲击波治疗肱骨内上髁炎多数研究者持肯定态度，但少见对其治疗体位的比较研究。为

此，笔者对冲击波治疗肱骨内上髁炎的体位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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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照组：治疗采用瑞士 EMS DOLORCLAST 放散状体外冲击波治疗机治疗，工作电压

8~10KV，患者采用舒适体位，肱骨外上髁涂抹耦合剂，冲击波探头对准肱骨外上髁压痛最明显

处，治疗压力 1.5Bar-4.0Bar，频率 6-8Hz，手柄压力中度到重度，每次治疗冲击 800-1500 次，每

周 1 次,3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过程中不服用任何辅助药物。 

观察组：患者采用伸肘位，腕背伸握拳，然后做前臂外旋动作，对侧手给予施加阻力，力度使患侧

肱骨内上髁产生疼痛为基准。其它与治疗组相同。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组别  疗程  n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治愈率（%） 总有效率（%） 

对照组 1        24     4         6       14          

       2    24  7    9    8     45.8          83.3 
       3    24  11   9    6             

观察组 1         24      5        6       13                  

       2    24   10   9   5     66.7          95.8 
       3    24   16   7   1             

结论 体外冲击波治疗肱骨内上髁炎效果明显，先进的治疗设备必须有相应的治疗手段来保障治疗

效果，如果能做到系统化的治疗体位会使体外冲击波治疗效果更好，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继

续完善。 

 
 

PU-055 

康复治疗在改善 RA 患者关节功能障碍和免疫功能方面的研究 

 
王慧,孔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目的 类风湿关节炎(RA)是由炎症驱动的关节功能损害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关节的

疼痛和功能障碍，病因不明，但免疫功能起主要作用。本研究观察门诊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在应用康

复治疗技术前后关节功能的改善及免疫功能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探讨康复治疗技术在类风湿性关

节炎患者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本科门诊收治的 30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其中女 28 例，男 2 例，平均年

龄 60.34±3.69 岁，病程 3 个月～ 26 年，平均 12±3 年，将其分成各有 15 例患者的治疗组和对照

组，对照组予以常规的风湿科药物治疗，治疗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予以微波、中频电刺激和运动

疗法等康复治疗方法；在进行 8 周治疗后，通过比较患者的疼痛强度的 VAS 评分，关节活动范围

改善情况，患者的血中 ANA、ENA、RF、补体、免疫球蛋白、ESR、CRP 等指标的变化来判断患

者取得的临床效果。 

结果 治疗组在常规风湿科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应用康复治疗后，VAS 评分下降的程度明显大于对照

组（P<0.01）；关节活动范围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患者血指标中免疫球蛋白下

降的范围高于对照组（P<0.05）；补体、ESR、CRP 下降的范围也明显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ANA、ENA 的变化范围两组患者变化不明显。 

结论 在本研究中发现康复治疗技术能有效地缓解患者的关节疼痛，增加患者关节活动度，改善患

者的关节功能；并且该研究还发现，治疗组的免疫功能在进行康复治疗后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提示

康复治疗技术有可能会改善患者的免疫系统，增加机体的免疫力；由于本研究只进行了 8 周，

ANA、ENA 是一种慢性指标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有可能随着时间的进展，治疗组患者

的该类指标较对照组会出现明显的变化。总之，康复治疗技术在联合常规的风湿科药物治疗的基础

上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具有更好的临床效果，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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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6 

悬吊训练对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的治疗效果研究 

 
刘云芳,姜贵云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河北省,承德市 

 

目的 近年来慢性下背痛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增加了人群致残率和医疗成本。研究表明人群中下

背痛的终生患病率高达 85%。本论文通过研究悬吊训练对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的治疗效果，为临

床应用提供参考，以改善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的预后。 

方法 选择 2017-2018 年在我科住院的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 40 例，年龄 18—44 岁，随机分为

对照组 21 例、实验组 19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物理因子治疗，如磁热疗、蜡疗、电疗

等；药物治疗（舒筋活血类中成药）。实验组给予同对照组的常规康复治疗及悬吊训练。每周治疗

7 天，每项治疗每次≥20min，共 2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后由同一名不参与治疗且不知道患

者分组情况的有经验的康复医师进行康复评定,。分别采集治疗前、治疗 2 周后患者腰部两侧竖脊

肌与多裂肌的肌电信号，取时域指标：均方根值(RMS)和频域指标：中位频率(MF)，以及疼痛视觉

模拟评分量表（VAS）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性别、年龄具有可比性。治疗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痛侧竖脊肌、多裂肌

RMS、MF 以及 VAS 评分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腰部两侧竖脊肌、多裂肌 RMS、MF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VAS 评分较治疗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竖脊肌、多裂肌痛侧 RMS 较治疗前增高，痛侧 MF 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实验组 VAS 评分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实验组竖脊肌、多裂肌痛侧 RMS 较对照组增高，痛侧 MF 较对照组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悬吊训练有利于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疼痛症状的减轻，腰部肌肉疲劳缓解，可激活腰部肌肉

并提高其收缩能力，促进腰部功能的恢复，治疗非特异性下背痛疗效显著，发挥作用快，具有较好

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57 

智能脉冲枪联合坐位牵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效果观察 

 
肖乐, 刘超,谢冰,邓炎尧,王爱民 

长沙市第一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探讨智能脉冲枪联合坐位牵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效果。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12 月在长沙市第一医院康复科进行诊治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60 例。诊

断标准参照 2008 年第 3 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制订的颈推病分型诊断标准。排除标准：1.不符合上

述诊断标准及纳入标准者；2.年龄小于 20 岁或大于 70 岁；3. 合并严重的心、肝、肾、血液、肿瘤

等疾病，影响治疗者；4.精神失常，或智力及认知功能低下者；5.颈椎结核、肿瘤等；6.不能配合

完成临床观察者或治疗不足周及资料不全不能评价疗效者。将符合诊断标准的 60 例神经根型颈椎

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进行坐位牵引治疗，而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智能脉冲枪治疗。连续

治疗 10 天，依据颈椎病治疗成绩评定表进行评定，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颈椎病临床评分都有升高，症状减轻，都有显著性疗效（P＜0.05）；治疗组改

善率为 90%，对照组改善率为 34%，两组相比，治疗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智能脉冲枪联合坐位牵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效果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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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8 

富血小板血浆联合肌力训练治疗前臂骨骼肌肉缺损的案例报道 

 
余曦,刘岩,何红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 rich plasma，PRP）富含高浓度自体源性活性血小板，能持续稳定释

放多种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在再生医学研究领域和临床转化应用方向都有着巨大的潜力。本研究

首次报道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收治的 1 例前臂枪击伤伴感染清创术后肌肉缺损伴前臂活

动障碍的病例，研究了患者应用肌肉内注射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 rich plasma，PRP）联合 BTE

肌力训练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男性患者，年龄 31 岁，1+月前因前臂枪击伤伴感染清创术后，肌肉缺损前臂功能受限至我院

康复医学中心就诊，经康复评定后，予以加强型 PRP 联合肌力训练康复治疗方案。采集患者自体

外周静脉血制备 PRP 5ml，予以前臂关键肌群多点肌肉内注射，注射后 1 天利用躯体智能模拟训

练系统（BTE primus）进行前臂肌力和功能训练并采集数据。同时与营养科进行多科协作，调整

患者饮食结构，促进骨骼肌肉合成，连续治疗 5 周。观察患者前臂围度（臂围和 MRI）和前臂各肌

力的变化情况（伸腕，屈腕，旋前，旋后，捏力和握力）。 

结果 采用我院康复医学中心 PRP 治疗工作室 PRP 制备系统制备患者自体源性 PRP，相对离心力

117.7g，最高血小板浓度 570.24x10^6/L, 治疗前后 MRI提示前臂相关肌群体积明显增大（P<0.05 

图 1），前臂围度明显增加 19.67cm 增至 27.86cm。BTE primus 训练后测等长收缩肌力明显增

（P<0.05，如图 2、3、4）。 

结论 肌肉内注射 PRP 治疗骨骼肌肉损伤安全有效。结合 BTE primus 躯体智能模拟训练系统进行

肌力训练，联合加强型营养饮食可有效促进骨骼肌肉合成，增加患肢肌力，提升患者的前臂功能。 

 
 

PU-059 

肌肉能量技术配合关节松动术在肘关节骨折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王农,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肌肉能量技术配合关节松动术对肘关节骨折术后早期系统康复的疗效。 

方法 选取 40 例肘关节内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均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治疗；随机选取 20 例作为

实验组于术后应用肌肉能量技术配合关节松动术治疗，术后第 4～5 天开始，在无痛范围内行患肘

肌肉能量技术，每天 20min；术后第 7～15 天，其中实验组每天加做 5～10min 肌肉能量技术；术

后第 16～21 天，上午行 20min 关节松动术改善肘关节活动度，下午行 15min 肌肉能量技术，每周

5d，2 周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另外 20 例为对照组，术后在医师指导下行功能康复训练，

术后第 4～5 天，在无痛范围内用手法行患肘被动活动，每天 20min；术后第 7～15 天，加做 5～

10min 渐进性阻力训练，术后第 16～21 天，上午行 20min 肘关节松动术，下午行 20min 渐进性阻

力训练，每周 5d，2 周 1 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在治疗后 4 周、8 周、12 周进行随访，最终术

后第 3 个月 13 例获得随访。 

结果 随访结果显示，两组在术后 3 个月治疗后患者 Mayo 肘关节功能评分明显增加（P<0.05）和

肘关节屈、伸、旋前及旋后活动度均明显改善（P<0.05）。其中术后第 4 周、第 8 周、12 周，实

验组组 Mayo 评分及肘关节活动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术后第 3 个月，两组康复治疗有效

率均为 95%；肌肉能量技术配合关节松动术治疗组患者均未出现内固定物松动、骨折不愈合、废

用性骨质疏松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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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肘关节内骨折术后患者应用肌肉能量技术配合关节松动术进行早期康复治疗，可明显改善肘

关节功能，加快康复进程；肌肉能量技术在康复训练过程中可以提供客观、准确数据以供制定更合

理、个性化的康复训练模式；肌肉能量技术具有很好的安全 

性，对肢体功能恢复很有效。 

 
 

PU-060 

针对多裂肌的超声联合表面肌电监测核心稳定性训练效果研究 

 
郑耀超,林彩娜,柯松坚,刘翠翠,马超,伍少玲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联合表面肌电监测多裂肌核心稳定性训练与无监测比较，对健康人训练

前、后多裂肌肌肉厚度收缩比和表面肌电信号的影响。 

方法 选取 50 例健康成年人随机分成监测组（26 例）和对照组（24 例），监测组在超声联合表面

肌电监测下进行核心稳定性训练，对照组在无监测下进行相同的核心稳定性训练，对两组训练前和

训练 4 周、8 周后双侧多裂肌肌肉厚度收缩比和表面肌电信号的变化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两组受试者入组前多裂肌厚度收缩比和肌电平均振幅比较无显著性意义（P>0.05）；经过 8

周训练，监测组和对照组双侧多裂肌厚度收缩比、肌电平均振幅均明显增大，与训练前比较差异均

有显著性意义（P<0.05），且监测组增大比对照组更明显（P<0.05）。 

结论 结果证实，应用超声联合表面肌电监测核心稳定性训练能明显改善健康人双侧  多裂肌厚度收

缩比、增大表面肌电平均肌电值，效果优于无监测训练，为下背痛  患者进行核心稳定性监测训练

提供基础依据。 

 
 

PU-061 

2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Cobb 角 20°~30°）保守治疗分别

穿戴矫形鞋与色努矫形器的矫正效果对比 

 
韩星云,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究 2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Cobb 角为 20°~30°，X 线片显示胸腰椎体部位"C"型弯曲，

顶椎在 T10 且无椎体旋转，采取保守治疗，分别穿戴矫形鞋与色努矫形器 3 个月的效果对比。 

方法 选取 2 例年龄 12~15 岁，身高体重相仿，骨盆水平端正，X 线片显示胸腰部位呈同侧“C”型弯

曲，顶椎在 T10 上下且无椎体旋转 Cobb 角在 20°~30°的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女生（非扁平足且之前

未穿戴使用过任何矫正的康复器具）。首先分别拍摄 2 位女生光脚站立位、向右弯曲、向左弯曲的

X 线片，然后分别给与两位女生穿戴量身定制的矫形鞋和色努矫形器 3 个月。穿戴矫形鞋的一位女

生，每天穿戴使用矫形鞋（除洗澡睡觉休息外）保持身体挺直；穿戴色努矫形器的另一位女生，每

天穿戴 23 小时（清洗可取下）保持身体挺直。穿戴试验 3 个月内，除正常行走外，不参加任何运

动，尤其拉伸上肢的运动。3 个月后，分别拍摄 2 位女生脱下矫形鞋与色努矫形器光脚站立位、向

右弯曲、向左弯曲的 X 线片；最后对前后两次拍摄的 X线片进行 Cobb 角对比，分析结果。 

结果 2 位女生分别穿戴不同矫形器具，并按照医生要求完成 3 个月的使用。实验结果显示穿戴色努

矫形器的女生前后两次 X 线片对比 Cobb 角度减少 3°，骨盆水平无异常，该女生背部皮肤有出现

两处轻微摩擦伤；穿戴矫形鞋的女生前后两次 X 线片对比 Cobb 角度增加 1°，且出现上腰椎椎体

Ⅰ度的旋转，骨盆有出现轻微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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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以上 2 例特发性脊柱侧弯不同保守治疗效果显示；穿戴色努矫形器 3 个月后的改善效果优于

穿戴矫形鞋 3 个月的效果。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对于 Cobb 角在 20°~40°，采取保守治疗方法，

尽量选取穿戴脊柱矫形器。 

 
 

PU-062 

中医―经筋理论‖在放散状冲击波治疗骨折延迟愈合或 

不愈合中的应用 

 
阴涛,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中医“经筋理论”在放散状冲击波治疗骨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中的作用。 

方法 将 60 例患有骨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的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方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0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放散状冲击波治疗，观察组在给予常规放散状冲击波治疗的同时加入相应经脉的经

筋上定点的冲击波治疗。常规放散状冲击波治疗均使用德国 STORZ 公司放散状冲击波治疗机进行

标准治疗，治疗探头 DI15，治疗压力 2.5 bar，治疗频率 10 Hz，冲击剂量为 2000/次，治疗 8

次，间隔 7 d。末次治疗后每月行 X 线片复查，了解骨痂生长情况。 

结果 末次治疗 3 个月后行 X 线片复查，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有 4 例(13.3%)和 14 例(46.7%)患者的

骨痂明显生长，对照组骨痂生长率低于观察组组(P<0.05)；末次治疗 6 个月后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治

愈率分别为 63.3%和 86.7%，对照组治愈率低于观察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对内外固定支架

均无影响。 

结论 基于中医“经筋理论”应用放散状冲击波治疗更加有效，“经筋理论”可作为放散状冲击波治疗骨

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的中医理论依据。 

 
 

PU-063 

嗅鞘细胞移植结合针灸疗法改善脊髓损伤后感觉障碍并抑制

P2X4 受体介导的神经性疼痛 

 
杜晓静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脊髓损伤是脊柱损伤最严重的并发症，不仅导致损伤节段以下肢体严重的功能障碍，还会给

患者本人带来身体和心理的严重伤害，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脊髓损伤后的神经性疼痛是 

SCI 后的顽固并发症，疼痛通常表现为刀割样痛、烧灼样痛、针刺样痛、放射痛、紧缩痛、冷感及

令人烦恼等，持续存在并难以忍受，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目前仍

缺乏相应的发病机制研究，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近年来，研究已经证实活化的小胶质细胞表

面表达的 P2X4 受体可以诱导神经性疼痛，胶质细胞激活，特别是小胶质细胞的激活，逐渐成为神

经性疼痛的研究热点。我们建立脊髓损伤后中枢性疼痛大鼠模型，治疗方法采用嗅鞘细胞移植结合

针灸疗法，使用免疫荧光化学的方法检测 P2X4 受体、GFAP、NF200 的表达情况，初步研究嗅鞘

细胞移植对 P2X4 受体介导的神经性疼痛的治疗作用。 

方法 将 3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假手术组，OEC 组（n = 10）。Allen’s WADE 法建立脊

髓损伤后中枢性疼痛大鼠模型。从新生大鼠中分离和提取嗅鞘细胞，细胞鉴定采用 P75NGFR 行免

疫荧光鉴定。将准备的 OEC 移植到受损的脊髓中。针灸治疗每天一次，7 天为 1 疗程，连续治疗

4 个疗程。通过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lot 分析，测定 P2X4R，NF200，GFAP 的蛋白表达水平。

损伤后每周进行感觉阈值（CPT），定量测定感觉神经。使用 BBB 评分每周行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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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脊髓损伤后 OEC 组与对照组相比，5Hz 和 250Hz 电流感觉阈值显著升高，较正常对照组有

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5,250 和 2000Hz 通常分别激发无髓鞘的 C 纤维，有髓的 Aδ 纤维和

粗髓鞘的 Aβ 纤维。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 NF200 表达显着增加，GFAP 表达下降，感觉神经功能

改善。OEC 移植抑制 P2X4R 的过度表达，其在神经性疼痛中起重要作用。 

结论 OEC 移植减少 P2X4R 的过表达，并抑制脊髓损伤后的神经性疼痛。OEC 移植显着改善了脊

髓损伤后的感觉功能，尤其是 C 纤维和 Aδ 纤维。OEC 移植抑制胶质瘢痕形成，为脊髓损伤后的

神经功能重建提供有利条件。 

  
 

PU-064 

Alter-G 反重力步行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术（TKR）早期 

步行功能的疗效观察 
 

卢中奇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Alter-G 反重力跑步机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运动损伤的患者青睐，其在患者步态的改善中有非常

明显的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 Alter-G 反重力步行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术（TKR）早期步行功能的

影响。 

方法 将我科 2015 年 10 月-2017 年 10 月期间 36 例旋转铰链型全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8 例。两组患者术后当天，麻醉药效过后即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采

用常规治疗方法，如踝泵运动，肌肉静力性收缩训练，CPM 训练，本体感觉和平衡训练，步态训

练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 Alter-G 反重力步行训练，以减重 60%重量开始，后面根据情况以

10%递减，每次治疗 30 分钟，1 次/天，6 天/周，连续治疗 4 周。两组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四周

后，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Berg 平衡量表（BBS）、计时起立-步行测试（TUG）、功能

性步行量表（FAC）评估两组患者步行功能。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间 VAS、BBS、TUG、FAC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

组患者的步行功能均有提高（P<0.05），且治疗组 VAS、BBS、TUG、FAC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lter-G 反重力步行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术早期的步态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PU-065 

核心稳定性训练疗法在临床防治腰痛中的价值 

 
龚剑秋,张芳,司马振奋,吴月峰 

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省,绍兴市 

 

目的 通过观察不同体位下核心肌表面肌电图的平均功率值变化探讨核心稳定性训练疗法在临床防

治腰痛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符合入选标准的腰痛患者 57 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给予核心稳

定性训练疗法联合常规理疗（中频脉冲和超短波治疗）；对照组仅接受常规理疗，总疗程 8 周。比

较治疗前、治疗 4 周和治疗 8 周的 NRS、JOA 下背痛评定量表、ODI 评估和腹直肌、腹外斜肌、

竖脊肌、多裂肌和臀中肌的平均频率值（MNF）。 

结果 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 4 周、治疗 8 周的 NRS、JOA、ODI 评分和腹直肌、腹外斜肌、竖脊

肌、多裂肌和臀中肌的最大前屈位和最大后伸位时 MNF 值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6.22、8.23、-4.77、 -6.24、4.28、5.28、-2.71、 -4.56、 -5.46、-7.12、 -4.76、 -6.18，-

4.79、-6.24、 -7.14、-8.69,-5.31、-6.92、-2.20、-4.01、-2.73、-4.87、-5.14、6.8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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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9.00、5.69、-6.20、-3.96、3.35、2.48、-2.48、-4.01、-5.01、-5.32、-3.75、-4.09、-

4.20、-4.96、-5.07、-5.57、-2.67、-3.01、-1.98、-2.19、-2.68、2.98、-4.89、-5.15、-3.48、-

4.12,P 均＜0.05）。试验组治疗 8 周后上述值与治疗 4 周时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

=6.67、-5.29、5.64、-5.76、-8.51，-4.25、-8.77，-8.92、-9.34，-4.71、-5.55，-2.71、-3.36，

P＜0.05），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组间比较，两组治疗 4 周时上述值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治疗 8 周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2.28、-

4.01、-2.66，2.65、2.61，2.04、2.18，6.65、3.24，2.53、2.80，2.57、2.36，P＜0.05）。 

结论 核心稳定性训练在短期内与常规理疗效果相近，但延长疗程后在减轻腰痛、改善功能障碍及

增加核心肌效能方面较一般理疗更为有效，且简便易行，值得临床推广。 

 
 

PU-066 

程序化麻醉下手法松解术治疗膝关节粘连 20 例临床报告 

 
蔡斌

1,2
,王留根

3
,姜鑫

1,2
,贺英

2
,杨海霞

1,2
,夏艳楠

2
,方武阳

2
,蔡春英

2
,范帅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2.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集团奉城医院 

3.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程序化麻醉下手法松解术治疗膝关节粘连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收治入院的 20 例膝关节创伤或术后关节粘连患者，行程序

化麻醉下手法松解术（manipulation under anesthesia, MUA），包括术前、术中、术后处理三步

骤。术前应用综合手段抗炎消肿，包括物理因子、手法和非甾体消炎药、激素等。术中改良式

MUA。术后即刻开始的 48h 综合镇痛、控制肿胀“3C”方案，包括 48h 应用自控镇痛泵(patient 

controlled analgesia, PCA)、美产 Cryo/Cuff®膝关节袖套配合带泵的冰桶 48h 持续加压冷疗

（continuous compression and cryotherapy, CCC）、48h 持续被动运动（continuous passive 

motion，CPM）。术后强化住院康复治疗 2 周，术后第三天开始常规物理治疗，术后口服非甾体

类消炎药 2 周。评估术前被动屈膝角度、术中被动屈膝角度、术后 2 周主动屈膝角度、最终术后随

访主动屈膝角度。记录可能出现的 MUA 并发症。 

结果 术中被动屈膝角度（119.1°±7.6°）显著高于术前被动屈膝角度（77.4±16.8°），p<0.05。术

后两周的主动屈膝角度（102.3°±14.3°）较术中屈膝角度显著变小，p<0.05。术后随访平均 10 周,

最终的主动屈膝角度（128.4°±14.8°）较术中屈膝角度显著增大，p<0.05。没有发生一例并发症。 

结论  姆瓦技术即程序化麻醉下手法松解术治疗膝关节粘连相对安全且有效。 

  
 

PU-067 

踝部骨折康复介入时间与疗效前瞻性队列研究 

 
姜德波,徐雪鹏,刘鹏,朱先玲 

青岛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目的  观察踝部骨折患者康复治疗介入时间与康复治疗效果的关系。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住院康复的踝部骨折患者按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或手法复位外固

定术时间分为 2 组，2 个月内开始康复治疗者为早期康复组、共 42 例，超过 2 个月后开始康复者

为对照组、共 103 例。选取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关节活动范围（ROM）、下肢功能综合

评分（LEFS）、重返工作情况作为康复效果判断指标，分别于康复治疗 1 月、3 月、6 月进行康复

评定。 

结果 两组间性别、年龄、身高、体重、骨折侧别、骨折程度、骨折原因、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比

例、制动方法及基线 VAS、ROM、LEFS 无显著性差异。休息位 VAS：1 月时两组无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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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3 月（3.3±1.6 vs 4.1±2.1）、6 月（2.4±1.7 vs 3.5±2.8）早期康复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双腿平

均负重站立位 VAS：1 月（5.2±2.6 vs 6.3±3.2）、3 月（4.2±2.9 vs 5.4±3.1）、6 月（3.4±2.6 vs 

4.3±2.4）早期康复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踝背屈 ROM：早期康复组 1 月（9.4°±4.6° vs 

7.8°±4.1°）、3 月（14.9°±4.3° vs 11.2°±5.7°）、6 月（17.3°±3.6° vs 15.1°±4.3°）均显著大于对

照组。踝跖屈 ROM：早期康复组 1 月（18.7°±9.1° vs 20.8°±10.4°）小于对照组、但差异无显著

性，3 月（27.6°±7.7° vs 24.3°±8.9°）、6 月（33.8°±4.9° vs 27.4°±3.6°）均显著大于对照组。

LEFS：早期康复组 1 月（41.9±11.3 vs 37.1±13.5）、3 月（55.3±15.3 vs 47.6±20.7）、6 月

（73.9±9.7 vs 65.7±11.4）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随访 6 月早期康复组重返工作率 90.2%，显著高于

对照组（80.4%）；早期康复组重返工作天数明显短于对照组（126.6±32.9 vs 147.3±51.7）。 

结论 踝部骨折后期康复早期介入对关节功能恢复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PU-068 

导航下 rTMS 对慢性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影响 

 
孙玮,赵晨光,袁华,牟翔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慢性肌筋膜疼痛综合征（Myofascial Pain Syndrome, MPS）目前认为与下行抑制系统有关。

本研究旨在观察导航下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左侧初级运动皮层（M1）区对慢性 MPS 的治疗作

用，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慢性肌筋膜疼痛综合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n=20）给予高频重复经

颅磁刺激（10Hz），应用导航系统作用于左大脑初级运动皮层（M1 区）。对照组（n=20）给予

假刺激，作用部位与治疗组相同。两组治疗均每日 1 次，每周 6 次，共治疗 2 周。于治疗开始前，

2 周治疗结束时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静息运

动阈值（resting motor threshold, RMT）及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 MEP）。 

结果 治疗 2 周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 VAS、RMT 显著降低，MEP 潜伏时缩短，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导航下 rTMS 可减轻慢性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疼痛严重程度，提高皮层兴奋性。 

 
 

PU-069 

―Ecstrophy-Dorsiflexion‖交替顺序诱发方案干预卒中 

患者早期踝足运动对其步行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韬,白定群,林海丹,冯垚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通过观察“Dorsiflexion 直接诱发”与“Ecstrophy-Dorsiflexion 交替顺序诱发”两种早期踝足运动

干预方案，对卒中患者摆动期踝内翻程度的影响，从而优化卒中患者步行过程中的踝足运动训练质

量。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康复医学科进行康复训练的脑卒中患者，符合研究入选

标准的 4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为对照组（n=20）和常规组（n=20），两组患者均进行包括卒

中肢体综合训练、肌电生物反馈疗法等常规治疗，常规组患者针对踝足功能进行“Dorsiflexion 直接

诱发方案”：即直接进行踝背屈抗阻诱发练习，每日 2 次，每次练习 6 组，每组 20 个动作，组间间

歇 3 分钟；对照组患者则采取“Ecstrophy-Dorsiflexion 交替顺序诱发”：即按照“先外翻抗阻诱发、

后顺序背屈抗阻诱发交替练习，每日 2 次，每次先后交替顺序练习各 3 组，每组 20 个动作，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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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 3 分钟；共训练 4 周，训练前后采用 10 米最大步行速度（MWS）、Fugl-Meyer 评分表

（FMA）及三维步态运动学参数进分析比较，结果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4 周后，两组患者 MWS 评分、FMA 评分及三维步态运动学 16 组关键参数等指标较 4 周前均

有所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各评价项指标显著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训练 4 周后两组患者 MS1 期踝足内外翻角度值曲线相比较无明显差异，IS

期观察组踝足内外翻角度值曲线与常规组相比较，运动轨迹曲线更趋向于正常，而常规组曲线呈陡

峰值表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此次对比研究，“Dorsiflexion 直接诱发方案”与“Ecstrophy-Dorsiflexion 交替顺序诱发方

案”对卒中患者重建踝足功能均有一定价值，但早期应用“交替顺序诱发方案”更有利于避免卒中患者

步行时摆动初期出现明显的踝足内翻，对优化卒中患者步行功能基础有更高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

进一步深化研究及应用。 

  
 

PU-070 

水中运动疗法对腓总神经损伤患者功能恢复的效果研究 

 
王菲,王轶钊,赵骅,尹苗苗,董娜,张玥,王宏图 

天津市环湖医院,天津市,河西区 

 

目的  水中运动疗法对腓总神经损伤患者功能恢复的效果研究。 

方法 选取腓总神经损伤患者 20 例，按照随机方法分为对照组 10 例、实验组 10 例。对照组只进行

常规的康复训练方法；实验组除常规训练方法外加入水中运动训练，两组训练总时长均为 40min

（对照组：陆地训练 40min，实验组：陆地训练 20min＋水中训练 20min），每周 5 次，共 8 周。

于训练后对患侧小腿围度、踝背屈主动关节活动度、10 米步行速度以及神经纤维传导速度及波幅

的改变进行评定。 

结果 选取腓总神经损伤患者 20 例，按照随机方法分为对照组 10 例、实验组 10 例。对照组只进行

常规的康复训练方法；实验组除常规训练方法外加入水中运动训练，两组训练总时长均为 40min

（对照组：陆地训练 40min，实验组：陆地训练 20min＋水中训练 20min），每周 5 次，共 8 周。

于训练后对患侧小腿围度、踝背屈主动关节活动度、10 米步行速度以及神经纤维传导速度及波幅

的改变进行评定 

结论 8 周水中运动训练可以有效提高腓总神经损伤患者神经恢复能力，有利于改善患者步行能力。 

 
 

PU-071 

全膝关节置换康复一体化疗效分析 

 
毛世刚 

青岛市立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全膝关节置换术(TKR)后一体化康复的疗效。 

方法 选择 TKR 手术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术后给予常规康复

治疗，观察组术后给予一体化康复治疗。于术前及术后 3、14、90d，采用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

节功能评分表（HSS）评价患者膝关节功能恢复情况。于术前、术后 90d 行股四头肌等速肌力测

定。 

结果 结果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膝关节 HSS 评分有显著差异，F=27.561,P=0.000;不同测试时间 HSS

评分有显著差异，F=889.633，P=0.000;提示随着治疗时间延长，膝关节功能评分显著改善。组别

和时间之间未见明显交互效应（F=0.544，P=0.637）,组间统计学比较结果证实，治疗前两组 HSS

评分未见明显差异（F=1.050，P=0.310）术后第 3d，14d，90d 两组间膝关节 HSS 评分有显著差

异,观察组膝关节 HSS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F=6.696, P=0.012; F=29.153, P=0.000; F=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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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4） ；观察组术后 90 天与术前股四头肌峰力矩和做功量的差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PT 差值：t=2.066,P=0.043，TW 差值：t=3.880,P=0.000）。 

结论 一体化康复治疗对膝关节置换术后功能的恢复疗效显著。 

 
 

PU-072 

腹横肌训练对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症状与功能的影响 

 
刘翔,张洲,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本实验旨在探究腹横肌训练对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的疼痛、功能以及骨盆前倾角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实验，将符合非特异性下腰痛诊断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

均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包括温热磁疗法，干涉波电疗和腰臀部放松手法。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结合腹

横肌训练。实验为期两周，分别在实验开始及结束时用 VAS（Visual Analog Scale）量表评估患者

腰部的疼痛程度；用 JOA 下腰痛评价表评估患者主观症状、临床体征、日常活动、膀胱功能；用

GPS（Global Postural System）评估患者的骨盆前倾角。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在骨盆前倾角和腰部疼痛程度方面都有显著改善

（P<0.05），两组患者 JOA 下腰痛评价表评分均没有显著改变（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相

比，患者腰部疼痛程度改善更加显著（P<0.05），JOA 下腰痛评价表评分以及骨盆前倾角的改善

情况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没有显著区别（P>0.05）。 

结论 ①常规物理治疗与在常规物理治疗基础上结合腹横肌训练两种治疗方式均可以改善非特异性

下腰痛患者的疼痛，其中，结合腹横肌训练改善疼痛的效果更好；②上述两种治疗方式均可以改善

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的骨盆前倾角。 

  
 

PU-073 

针刺肌筋膜触发点在颈肩部疼痛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孙银娣,曾雪琴, 潘小妮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针刺肌筋膜触发点对颈肩部疼痛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以颈肩部疼痛收治的患者 90 例，采用随机分组对照的临床研

究方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给予颈肩部疼痛的常规治疗（药物对症治

疗、手法按摩、理疗等）；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根据肌筋膜触发点理论的疼痛模式，采用

针刺颈肩部常见肌肉疼痛触发点的方法进行治疗，治疗的颈肩部肌肉主要包括：胸锁乳突肌、斜角

肌、斜方肌、肩胛提肌、肩胛下肌、菱形肌、岗上肌、岗下肌、大圆肌、小圆肌、背阔肌等。肌筋

膜触发点针刺治疗每 5-7 天一次，两组患者治疗 3 周为一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和疼痛视

觉模拟评分(VAS)。 

结果 治疗一个疗程后，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

组患者 V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组内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 VAS

评分均有所改善(P＜0.05)，且治疗组治疗后 VAS 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颈肩部疼痛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针刺颈肩部相关肌肉肌筋膜触发点，临床疗效

显著，总体操作相对较为简单，且无不良反应和毒副作用，适宜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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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4 

牵引配合等长收缩训练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史达,孙银娣, 李良, 樊晓晨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牵引配合等长收缩训练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采用随机分组将 50 例膝骨性关节炎（KOA）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5 例，两组

均给予药物治疗及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实验组加行牵引及等长收缩训练，5 周为一疗程。使用疼

痛 VAS 评分和膝关节 LKSS 评分进行前后对比。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疼痛 VAS 评分均明显减轻(P＜0.05)，膝关节 LKSS 评分明显增高，两

组改善程度结果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牵引配合等长收缩训练可有效缓解关节疼痛，加强膝关节的稳定性，促进膝关节功能恢复以

延长关节寿命。 

 
 

PU-075 

基于人因学理念的神经康复模式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 

康复结局影响 

 
姜晓东

1,2
,田洋

1,2
 

1.集安市医院,吉林省,通化市 

2.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目的 探讨应用基于人因工程学理念的神经康复治疗方案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治疗的临床疗效，以

及对患者与治疗师二者运动性损伤干预作用及其康复结局的积极影响。考量偏瘫病人对作业训练、

认知能力和行为方式的需求，强调康复治疗目标以高效、安全、无痛和舒适为基本原则。关注与病

人相关的治疗环境、工具、设备、任务及作业空间的合理性。 

方法 选择 120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采用单盲-随机分组方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

进行观察治疗。分别采用基于人因学理念的康复治疗方案和运动疗法治疗进行临床观察。观察治疗

后临床疗效和运动损伤状况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穿衣服 1/上下楼梯 2）两组患者治疗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穿脱衣服 1/上下楼梯 2），组间比较 x1
2=7.52/ x2

2=9.70， P<0.01，治疗组治疗后优于治疗前。

两组运动功能评分比较，t=2.00，P<0.01，治疗组优于对照组。患者皮肤划痕消退时间测定、心率

值测定、疲劳症状调查；两组治疗师膝腱反射机能检查、触二点辨别阈值测定、疲劳症状调查，组

间比较 t=2.00，P<0.01，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应用基于人因工程学理念的康复治疗方案对偏瘫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患者及治疗师二者运

动性损伤发生率降低。患者生活能力提高，康复结局评估结果更加理想。说明运动处方和治疗需要

增加从人体生物力学、能量消耗、基础代谢、肌肉疲劳、运动特点、不同体位和姿势下的力学等问

题考虑，从而避免多种导致疾病致伤的诱因、易受损伤性等。人因工程学与康复医学二者学术基础

极具共性和相容性，“交叉科学”协作应用对临床医学研究的影响和作用愈加突出。人因工程学的基

本理念中“以人为本”形成“人-机-环境”的整体观念，基于人因工程学的神经康复治疗模式对康复治疗

的影响将是积极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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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 

姿势矫正疗法治疗先天性肌性斜颈疗效观察 

 
单玲,李洪华,王冰,贾飞勇,杜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明确生活中姿势矫正疗法治疗婴儿期先天性肌性斜颈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7.11.1-2018.4.30 就诊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发育行为儿科的 1 岁以内先天性肌性斜颈

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研究组采用美国斜颈指南综合干预方法,包括生活中

姿势矫正、颈部肌群力量训练、促进对称性运动发育、环境调适、家长干预指导，每天 30 分钟院

内治疗、1 小时家庭干预治疗，每周 6 天。对照组采用传统推拿手法治疗，每天 30 分钟院内治

疗、1 小时家庭干预治疗，每周 6 天。治疗前、治疗后 6 周分别进行颈部主动侧屈力量检查、颈部

被动侧屈角度测量、颈部主、被动旋转关节活动度测试、AIMS 评估、胸锁乳突肌彩超、双侧髋关

节彩超检查，6 周后对比斜颈治疗效果、整体发育情况。 

结果 研究组治疗 13 例,对照组治疗 11 例,两组颈部被动旋转关节活动度、被动侧屈角度、胸锁乳突

肌包块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在患侧颈部侧屈力量,主动旋转关节活动度、主动侧

屈角度、AIMS 运动评分方面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生活中姿势矫正疗法治疗先天性肌性斜颈临床总体疗效优于传统推拿组,尤其对于改善颈部被

动活动度、提高颈部肌肉力量，改善整体运动发育方面疗效显著。 

 
 

PU-077 

体外冲击波疗法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闫金玉,李剑锋,张旭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主要是观察体外冲击波治疗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疼痛的临床疗效及作用。 

方法 选自 2010 年-2017 年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LDH 患者 62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2 例，

对照组 30 倒。①治疗组使用体外冲击波治疗系统（瑞士产体外放射状冲击波治疗仪 MP-100)进行

治疗，治疗前向被治疗者解释方法、治疗方案、注意事项及康复指导。治疗时根据患者自觉耐受程

度调节冲击强度、位置及深度，治疗可以用 3bar 的操作压力和 4HZ 的操作频率，每个治疗点脉冲

数为 2000 次，其间根据需要可适当增加输出压力(bar)和操作频率(Hz)。根据病变深度调整手持机

头压力，使其发挥更好的治疗效果。5 天 1 次，3-5 次一个疗程，最多不超过 5 次。②对照组采用

常规中频电疗、针刺等进行治疗。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1 疗程后采用日本骨科学会评分系

统（JOA）对患者腰椎功能进行评定，目测类比评分法（VAS）对患者疼痛情况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腰椎功能 JOA 评分、疼痛 VAS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1 疗程后发现两组 JOA 评分、VAS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间进行比较，治疗组的 JOA 评分、VAS 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疗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尤其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很好的

止痛作用，可以巩固疗效,减少复发.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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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 

脑卒中后下肢 Brunnstrom 分期Ⅳ期和Ⅴ期患者 坐-站-坐过程 

足底压力特征分析 

 
李扬政,白伶慧,孟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观察脑卒中后下肢不同 Brunnstrom 分期偏瘫患者坐-站-坐过程中的足底压力分布特征，探讨

卒中患者坐站转移的过程中的跌倒风险，为卒中患者坐站转移康复训练及跌倒风险评估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1 日期间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下肢 Brunnstrom 分期Ⅳ期和Ⅴ期的卒中后偏瘫患者 30 例，其中Ⅳ期和

Ⅴ期各 15 例，采用 Tekscan 足底压力测试仪对两组受试者进行坐-站-坐测试，记录座椅高度分别

为腘横纹外侧至足底距离的 100%和 120%情况下站起时的压力中心运动轨迹偏差、压力中心运动

轨迹偏移指数百分比及峰值压力等足底压力测试分析相关指标，对比分析下肢 Brunnstrom 分期Ⅳ

期和Ⅴ期的患者之间相关指标的差异情况。 

结果 ①同分期同高度下健侧和患侧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同分期不同高度下健

（患）侧对比：Ⅳ期 100%高度患侧峰值压力与 120%高度患侧峰值压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不同分期同高度下健（患）侧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下肢 Brunnstrom 分期为Ⅳ期和Ⅴ期的患者坐站转移训练重点不应该是加强分离和力量训练，

而应关注不同负荷敏感性、稳定性训练为主。 

  
 

PU-079 

骨科康复新进展 

 
邱纪方

1
,高宏

1,2
,姚新苗

2
 

1.浙江康复医疗中心（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院区）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根据物理医学和骨科康复方面的亚专业领域分为几个部分论述最新的一些进展情况。 

方法 近三年在骨科康复领域发表的研究作了回顾，来自以下美国期刊的原创文章得到了重视，如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The Clinical Journal of Pain, JAMA, 
The 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 The Journal of Pain, Journal of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ry,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Physical Therapy, and PM&R。 

结果 本文从近三年在骨科康复领域发表的研究中提供了证据。作者筛选了这些精选期刊的手稿标

题和摘要，并包括被认为对读者有很高影响和价值的文章。 

结论 物理医学和骨科康复方面的亚专业领域最新的进展不少，对骨科康复的进一步研究以及临床

都有很好的指导、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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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0 

脉冲磁疗联合磷酸钙骨水泥促进骨折愈合的实验研究 

 
范真真,邵迴龙 

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 

 

目的 通过监测血钙水平、CT 及病理检查，探讨脉冲磁疗联合磷酸钙骨水泥对兔骨折愈合过程的影

响，为临床早期应用脉冲磁疗和经皮骨成形术治疗骨折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制备股骨横断骨折模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56 只新西兰大白兔分为 4 组：对照组、磷酸钙

骨水泥组、脉冲磁疗治疗组、脉冲磁疗+磷酸钙骨水泥组(联合组)，每组 14 只。磷酸钙骨水泥组为

骨折术后 24 小时，给予经皮骨成形术，通过微创技术将适量磷酸钙骨水泥注入骨折部位。脉冲磁

疗治疗组及联合组分别于术后 48h 给予脉冲磁疗，采用的脉冲磁疗频率为 50Hz，强度为 2T，每次

20min，疗程 21d，对照组及磷酸钙骨水泥组不做处理。分别于术后第 l 周、2 周、3 周抽血查血钙

及血磷水平；并摄 X 线片及 CT 平片，评价骨痂以及骨折愈合情况；于术后第 1 周、2 周、3 周取

材行病理检查，观察骨折愈合情况。 

结果 1.血钙及血磷水平：在相同时间点与对照组比较，脉冲磁疗组及联合组的钙磷水平均有统计学

差异(P<0.05)；在相同时间点联合组与脉冲磁疗组相比较，钙磷水平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2.X 线及 CT 评分结果显示：在相同时间点与对照组比较，脉冲磁疗组及联合组的骨痂生成均有

统计学差异 (P<0.05)；在相同时间点联合组与脉冲磁疗组相比较，骨痂生成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 

    3.病理检查结果显示：在相同时间点，各个组均可见成骨细胞，但对照 

组成骨细胞数目远远少于实验干预组，骨折愈合过程缓慢。而联合组在相同时 

间点软骨细胞生成增多，骨痂生成增多，重建快，骨折愈合时间缩短。 

结论 1.脉冲磁疗通过增加促骨折处软骨细胞及成骨细胞数量，促进骨痂生长，从而促进骨折愈合。 

2.磷酸钙骨水泥能够增加骨骼的稳定性，其可在骨的表面形成磷灰石和 HA，与周围的松质骨紧

密、直接结合，利用其特性促进骨折断面的愈合。 

脉冲磁疗及磷酸钙骨水泥在治疗骨折中具有协同作用，两者联合应用可促进骨折愈合过程中的成骨

细胞的生长，能促进骨痂生长，进而促进骨折愈合。 

  
 

PU-081 

早期康复训练对格林巴利氏综合征患者预后的影响 

 
王星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主要探讨早期康复训练对格林巴利氏综合征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从神经内科选取 10 例已确诊的格林巴利氏综合症患者，随机分成康复组和常规组，每组各 5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神经内科常规的药物治疗和日常护理，康复组的患者在接受神经内科常规药物

治疗和护理的基础上进行早期康复训练，并定时以徒手肌力测量法测量患者肌力，同时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对康复组和常规组的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前后肌力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评估。 

结果 治疗前，康复组与常规组两组格林巴利氏综合症患者肌力与 Barthel 指数评分都很接近，没有

太大差异。治疗后，两组格林巴利氏综合症患者肌力与 Barthel 指数与之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说明神经内科常规的药物治疗和日常护理对格林巴利氏综合症患者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但康复

组的提高程度明显大于常规组。 

结论 在神经内科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早期康复训练对格林巴利氏综合症患者的预后有着积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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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2 

电针对兔膝骨关节炎软骨中 β-catenin 表达影响 

 
艾海波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绵阳市 

 

目的 应用电针治疗膝 OA 的动物模型，通过肉眼和 HE 染色观察关节软骨形态变化和软骨细胞病理

改变、免疫组化方法比较治疗前后软骨细胞中 β-catenin 表达变化，拟从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初步探

讨电针治疗兔膝 OA 动物模型的作用机制。 

方法 健康新西兰大白兔 36 只（雌雄不限），随机分为三组，正常对照组 12 只，不作任何处理，

模型组和电针治疗组各 12 只参照 Videman 法将左后肢膝关节于伸直位用石膏固定以建立 OA 模

型。电针治疗组在造模 6w 后，患膝关节行电针治疗，每天同一时间治疗 25min，持续治疗 15d，

其余两组于每天相同时间固定 25min。15d 后空气栓塞法处死三组动物,通过肉眼和 HE 染色观察关

节软骨形态变化和软骨细胞病理改变、免疫组化方法比较治疗前后软骨细胞中 β-catenin 表达变

化。 

结果 软骨免疫组化 β-catenin 检测结果：在显微镜下，软骨细胞内的黄褐色颗粒即为 β-catenin 的

阳性表达。正常组 β-catenin 呈弱阳性表达，本次实验镜下极少见黄褐色颗粒；模型组 β-catenin

呈强阳性表达，全层软骨可见深黄褐色颗粒。电针治疗组 β-catenin 表达较模型组降低，镜下仅在

表层和部分中层软骨发现少许浅黄褐色颗粒。 

结论 （1）采用膝关节伸直位管形石膏制动 6 周能较好的模拟膝 OA 的发病过程，成功制作膝 OA

模型。（2）关节软骨中 β-catenin 的表达与软骨的受损程度呈正相关，重度受损的软骨细胞中 β-

catenin 的表达高于轻度受损的软骨。（3）电针治疗能减轻关节软骨的受损程度，其机制可能与电

针降低软骨细胞中 β-catenin 的表达，进而间接抑制其下游炎性基因转录有关。 

  
 

PU-083 

利用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法研究骑马机治疗对偏瘫患者 

姿势控制复杂度的影响 

 
翟晓雪,张皓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 

 

目的 利用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法解析偏瘫患者骑马机治疗前后保持静态平衡时的身体晃动信号，定

量评估其姿势控制能力。 

方法 28 例偏瘫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4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

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骑马机治疗。治疗前后应用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法（DFA）

解析加速度仪所采集患者站立位时保持静态平衡的身体晃动信号，得到表征姿势控制复杂度的

DFA 指数 “α”；并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 (Fugl-Meyer 

Assessment，FMA)、Fugl-Meyer 平衡功能量表（FM-B），脑卒中患者姿势评定量表（postural 

assessment scale for stroke patients，PASS）进行功能评定。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前 BBS、FMA、FM-B、PASS、DFA 指数“α”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 4 周后，2 组较治疗前 BBS、FM-B、FMA、PASS 得分明显增加（ P＜0.05），治疗组 DFA

指数“α”改善显著（P＜0.05），对照组 DFA 指数“α”未见明显改善（P＞0.05）；治疗 4 周后 2 组

BBS、FM-B、PASS 得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MA、DFA 指数“α”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FA 改善值与 Berg 改善值呈中度正相关(r=0.52，P＜0.05)；

DFA 改善值与 PASS 改善值低度正相关(r=0.20，P＜0.05)；BBS 改善值与 PASS 改善值高度相关

(r=0.73，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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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非线性 DFA 指数“α”与临床常用平衡指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并能表征核心肌群在姿势控制过

程中的作用，可以作为一种准确、简便、定量评估偏瘫患者姿势控制能力的工具。骑马机治疗可以

显著改善偏瘫患者的姿势控制能力，值得在偏瘫人群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PU-084 

经颅磁刺激联合音乐疗法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疗效观察 

 
王晓娜,顾莹,苗莉莉 

山东省立 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经颅磁刺激联合音乐治疗法对卒中后抑郁(PSD)的疗效。 

方法 选取 8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 A、B、C、D 四组，每组病例 20 例。 

4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及营养神经药物治疗。 

其中 A 组给予心理疏导及抗抑郁药物氟西汀治疗。B 组是在 A 组的基础上，增加 TMS 治疗。 C 组

是在 A 组的基础上，增加音乐治疗。D 组是在 A 组的基础上，进行 TMS 的同时联合音乐治疗。上

述 4 组患者每周均治疗 5 天，共治疗 2 周，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4 周分别进行如下疗效

评定：（1）抑郁自评量表 SDS,根据评定结果计算标准总分。（2）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 ADL,

根据评定结果计算总分。 

结果 在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4 周，统计发现 D 组 SDS 评分低于 A、B、C 三组，ADL 评分高于

A、B、C 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经颅磁刺激 TMS 联合音乐疗法简单易操作，效果明显，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抑郁情绪，还能

提高患者康复训练的依从性，改善患者的自理能力。 

 
 

PU-085 

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DNS)对颈型颈椎病患者的疗效观察 

 
简思莉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探讨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DNS）对比常规抗阻运动训练在颈型颈椎病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选取 30 例颈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训练组和常规抗阻运动训练组两

组，每组 15 例。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VAS），颈椎功能障碍指数表（NDI）分别在治疗前，治

疗结束时，治疗结束 6 个月时，对患者进行疼痛、颈部功能方面的评估。 

结果 治疗结束 6 个月时，DNS 训练组 VAS 得分改善值高于常规抗阻运动训练，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与治疗前相比 DNS 组治疗结束时及治疗 6 个月时 VAS 评分均下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常规

抗阻运动训练组治疗结束时 VAS 评分均下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DNS 组治疗结束时和治疗结束

6 个月时 VAS 改善值均高于常规抗阻运动训练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与治疗时相比，治疗结束

时两组颈椎功能障碍指数均有改善，治疗结束 6 个月时 DNS 组较常规抗阻运动训练组改善值高。 

结论 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和常规抗阻运动训练均能减轻颈部疼痛，改善颈部功能，提高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而 DNS 改善颈部功能的长期效果优于常规抗阻运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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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 

综合康复治疗对持续植物状态患者促醒作用的临床观察 

 
孟迎春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综合康复治疗对持续植物状态患者意识改善情况。 

方法 对 15 例持续植物状态（PVS）患者，在对病因治疗、基础康复护理与营养支持治疗、并发症

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综合康复促醒治疗：①信息输入刺激法：视觉视网膜刺激（电子闪烁彩球刺

激）、听觉刺激（亲情录音呼唤、音乐刺激、自然界白噪音刺激等）、嗅觉刺激（有气味的食

物）、味觉刺激（酸、甜、苦等食物）、皮肤触觉刺激（面部、四肢及躯干等可触及部位的抚

触），以上信息输入刺激每日进行，选择在患者每天睡眠周期的觉醒期操作，患者进入睡眠期即停

止；②物理因子刺激法：中频电刺激（四肢部位）、经颅磁刺激，每日 1 次，每周 5 次；③针灸促

醒：选用人中、印堂、上星、四神聪、完骨、廉泉、合谷、涌泉、舌下金津、玉液等穴位加头皮脑

功能区针刺，每日 1 次，留针 30 分钟，每周 5 次；选用随身灸灸盒灸肚脐，每日 1 次，一次 1 小

时；④中药促醒：选用醒脑开窍中药熥疗，熥疗每周 2 次，每次 40 分钟；⑤康复训练：吞咽功能

训练、肢体康复训练，每日 2 次，每次 30 分钟，每周 5 次；⑥高压氧治疗。以上综合康复促醒治

疗，临床观察周期为半年。以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进行疗效评定，在纳入治疗初期、三个月和

六个月时各评定一次。 

结果 15 例患者中，意识完全恢复 2 人（均为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患者），评分提高 9 人，评

分无变化 4 人（均为重度颅脑外伤患者）；治疗初期 GCS 评分为 8.20±1.84 分，治疗三个月评分

为 9.60±1.72 分，治疗六个月评分为 9.93±1.12 分。 三个月和六个月评分均较治疗初期评分明显提

高（P<0.05），但三个月和六个月评分无差异（P＞0.05）。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对植物状态患者意识改善有协助作用，疗效与原发病病因、脑损伤程度、病程

长短等因素有关，但受纳入观察病例数量所限，仍需进一步临床大样本验证。 ZH-CN;mso-bidi-

language:AR-SA'>      持续植物状态患者意识改善情况。 

 
 

PU-087 

miR-124 靶向 CREB 介导 BDNF 释放促进运动训练对脑梗死大

鼠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增殖 

 
刘巍,吴文,林广勇,何鹤,曾雁雁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运动训练作为脑卒中康复治疗的常用干预方法,其康复机理可能与调节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增殖

有关,但其分子调控机制尚未清楚。miR-124 为脑组织特异性表达的微小 RNA，可抑制神经干细胞

增殖。运动训练被报道能下调 miR-124 降低创伤性脑损伤小鼠的死亡率。而由此推测,miR-124 可

能是运动训练激活神经保护作用的潜在靶点。但在缺血性脑损伤中运动训练是否能通过调控 miR-

124 以促经神经干细胞增殖，目前尚未明确。miR-124 可以调控数千个靶基因,而 CREB 既是 miR-

124 的重要预测靶基因,又能促进其下游蛋白 BDNF 的分泌，而 BDNF 可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分

化及迁移。本研究旨在探讨运动训练是否通过下调 miR-124 靶向 CREB 介导 BDNF 释放以促进脑

梗死大鼠神经干细胞增殖，从而改善神经功能。 

方法 我们建立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模型，给予运动训练,在不同时间点用 Catwalk 步态分析系统

评定大鼠运动功能，免疫荧光法检测 NSCs 增殖，免疫印迹法检测 p-CREB 和 BDNF，RT-PCR 法

检测 miR-124、CREBmRNA 和 BDNFmRNA 表达的变化。 

结果 我们研究结果表明运动训练能促进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增殖以改善运动功能，运动训练后 miR-

124 表达下降，而 CREB 和 BDNF 的表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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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iR-124 通过负调控其靶基因 CREB 以激活 BDNF 分泌在运动训练促进脑梗死大鼠内源性干

细胞增殖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PU-088 

康复治疗对腰椎间盘突出术后预防神经根粘连的效果 

 
张翠翠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腰椎间盘突出术后的患者早期神经根会水肿粘连，本研究指通过早期康复治疗的介入，减轻

神经根的粘连，从而恢复双下肢正常的屈髋活动范围。 

方法 选取我院脊柱外科近三月内做腰椎间盘突出术后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实验组：每位患者在术后拔除引流管后，及时给予患者康复治疗，其中被动直腿抬高训练

每天活动 5 至 6 次，每次活动 10 组，每组保持 5 至 10 秒，康复训练 21 天。对照组：患者 术后未

给予康复治疗及被动直腿抬高训练等治疗措施。 

结果 实验组患者能自主直腿抬高且活动范围正常，实验组患者卧床期后患者体力恢复较快，能较

快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对照组患者直腿抬高度数多有受限，屈髋肌力减弱，患者卧床期过后，患者站立时多会出现头晕，

双下肢乏力等症状。 

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后的患者应尽早介入康复治疗，正确恰当的给予患者被动的直腿抬高训

练，从而缓解神经根粘连的症状，从而恢复双下肢的运动功能。 

 
 

PU-089 

基于影像学定位的 209 例脑卒中患者康复视角分析 

 
何西谦,徐存理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通过对 209 例脑卒中患者进行影像学定位诊断后分类观察患者的康复表现，分析相同类型脑

卒中患者的相同表现和不同类型脑卒中患者之间的区别。 

方法 选择我科近 3 年来符合条件的 209 例脑卒中患者，根据患者的 CT、MRI、MRA 进行影像学

定位，其中缺血性卒中 120 例，出血性卒中 89 例。观察内容为患者的肌张力情况、上下肢优势肌

群、患者早期重心偏移方向、康复介入 30 天后 ADL 变化情况。 

结果 1.各类型患者肌张力增高情况：脉络膜前动脉梗死、脑干梗死的患者明显低于大脑中动脉梗

死、壳核出血、丘脑出血患者。2.上、下肢功能情况： 壳核出血、大脑中动脉动脉梗塞的患者更容

易出现典型的上肢屈肌痉挛、下肢伸肌痉挛的偏瘫痉挛模式；脉络膜前动脉梗塞患者更容易出现上

肢屈肌共同运动模式、下肢伸肌共同运动模式；脑干梗死及丘脑出血患者多数屈伸肌相对均衡，少

数出现典型的偏瘫痉挛模式。3.早期重心偏移比率：各类型之间重心偏移比率无明显差别，但右脑

损伤的患者重心偏向患侧的比例明显高于左脑损伤的患者 4.康复介入 30 天后 ADL≥60 分的比率：

脉络膜前动脉梗塞、丘脑出血、脑干梗死等三类脑卒中患者在康复介入 30 天后 ADL≥60 分的比率

明显高于大脑中动脉梗塞患者及壳核出血患者。 

结论 经过定位诊断后观察发现不同类型的脑卒中患者肌张力情况、上下肢优势肌群及康复介入 30

天后 ADL 有明显区别。相同部位的脑卒中患者临床表现多数较为相似。左脑损伤的脑卒中患者早

期重心倾向于偏向健侧，右脑损伤的脑卒中患者早期重心更倾向于偏向患侧。根据影像学资料将患

者进行精准定位诊断对脑卒中康复的精准评估、治疗和统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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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 

基于神经行为学的针刺参数筛选的正交优化研究 

 
韩科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筛选针刺内关穴并采用捻转手法改善大脑中动脉阻塞模型(MCAo) Wistar 大鼠神经功能缺损评

分的针刺频率和时间优化方案 

方法 参照 Zea－Longa 线拴法复制 Wistar 大鼠 MCAo 模型，按正交设计分九组并分别施以频率

1、2、3 次/秒，时间 5、60、180 秒不同组合下的针刺干预，以大鼠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评价效应

指标。 

结果 内关穴的针刺时间和频率均是改善 MCAo 模型 Wistar 大鼠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显著因素

(P<0.05)，针刺频率与时间的最优搭配是 3 次/秒，60 秒。 

结论 内关穴针刺时间和频率均是改善 MCAo 模型大鼠神经功能缺损评分的显著因素，针刺频率和

时间存在最优搭配方案。 

 
 

PU-091 

小鼠脊髓损伤后 miR-126 对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生长增殖、 

分化的影响 

 
王雅丽,王春芳,李宵,田峰,张永涛 

山西医科大学,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水平的发展，脊髓损伤发生率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脊髓损伤是脊柱损伤

最严重的并发症，往往导致损伤节段以下肢体严重的功能障碍。脊髓损伤不仅会给患者本人带来身

体和心理的严重伤害，还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针对脊髓损伤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已

成为当今医学界的一大课题。人体内约有 1000 个 miRNA，调控超过 1/3 的编码基因，影响着几乎

所有的信号通路。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多种 miRNA 在中枢神经系统广泛表达，它们在中枢神经

系统发育和功能维持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课题是从分子、组织、整体水平观察小鼠脊髓损

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后 miR-126 对内源性神经干细胞(Endogenous Neural Stem Cells；

ENSCs)生长增殖、分化以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本课题我们应用了 NYU 脊髓撞击损伤仪(M-III)(MASCIS Impactor(M-III))制作小鼠胸 10(T10)

脊髓挫伤模型，然后分别在损伤后不同时期采用 Basso Mouse Scale(BMS)评分对运动功能进行评

估；然后，应用苏木精 -伊红染色法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HE)、尼氏染色（Nissl's 

staining）观察损伤部位组织病理学及尼氏体的变化；免疫荧光(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c; IF)

检测 ENSCs 的数量变化；免疫组化(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检测 HOXA9 表达阳性细胞数；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 RT-PCR)检测 miR-126、Nestin、HOXA9 表达量，同时蛋

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 ; WB)检测相应蛋白的表达。 

结果 在小鼠 SCI急性期 miR-126 表达量下降，但随着时间推移 miR-126 表达量逐渐升高，Nestin

的表达量具有相同趋势，而 HOXA9 表达量则与其相反；在损伤急性期损伤部位出现大量炎症细胞

浸润及尼氏体丢失，而后损伤程度逐渐减轻，尼氏体数量也逐渐增多；BMS 评分随神经元的增多

而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结论 1.  miR-126 促进小鼠 SCI后 ENSCs 生长增殖。2.  miR-126 通过负向调节 HOXA9 表达促进

ENSCs 向神经元的分化。3.  miR-126 促进小鼠 SCI后运动功能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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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 

θ爆发节律磁刺激对皮质兴奋性和脑电节律的影响和时效性研究 

 
曹悦,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研究 TBS 刺激后对同侧运动皮层兴奋性和脑电频率的时间性改变及两者间关系。通过对比脑

卒中患者健侧大脑对于 cTBS 的反应性，探讨脑卒中后患者健侧大脑和健康被试的神经电生理表现

存在的不同特征。 

方法 将 16 名健康被试随机分为 iTBS 和 cTBS 组，组内比较左侧初级运动和前额叶背外侧皮层的

差异，组间比较不同刺激模式。以 MEP 及静息脑电功率谱为参数，绘制一小时内的时间性变化曲

线。招募 6 名脑卒中后患者，运用 cTBS 刺激被试健侧大脑，比较 MEP 变化的时间性曲线与健康

者的差异。 

结果 cTBS 作用于 M1 区后，MEP 下降，30 分钟时候最为显著（p＜0.05）；cTBS 作用于

DLPFC 区后的 MEP 具有升高趋势，其整体时间效应与 cTBS 作用于 M1 区后 MEP 变化效应间的

差异显著（p＜0.05）。iTBS 刺激 M1 区后 MEP 上升；iTBS 作用于 DLPFC 区后 MEP 变化在 30

分钟时表现为最低点，其与前后两个时间点间的差异显著（p＜0.05）； iTBS 对于 M1 区和

DLPFC 区作用效应的差别在 30 分钟时具有最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同样作用于 M1

区，cTBS 和 iTBS 对 MEP 的作用效应之间的差异显著（p＜0.05）。同样作用于 DLPFC 区，

cTBS 和 iTBS 对 MEP 的作用效应刺激模式和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p＜0.05）。脑电图结果提

示，β 节律、γ 节律变化与 TBS 刺激后 MEP 的变化趋势相似。招募 6 名脑卒中被试被试均顺利完

成试验流程，无不良反应等安全事件发生。cTBS 刺激患者健侧 M1 区后，MEP 早期大幅下降，下

降幅度达基线 MEP 水平的 37％，而后兴奋性升高，30 分钟再次下降达到第二个谷值，但较之前

幅度减弱。患者与健康被试 MEP 时间性变化差异显著（p＜0.05）；5 分钟患者皮质兴奋性被抑制

的程度更强；而 15 分钟至 45 分钟，患者被抑制程度更弱（p＜0.05）。 

结论 TBS 刺激 M1 区以及非 M1 区对于运动皮层兴奋性具有调节作用，脑电节律之间的差异可以用

来判断运动皮层兴奋性的情况。TBS 刺激脑卒中患者健侧 M1 区，其表现出与健康被试不同的

MEP 时间性变化趋势，说明脑卒中患者健侧 M1 区的皮质兴奋性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其特征对于

健侧的调节或可起到治疗作用，为治疗方案和适应证拓宽了范围。 

 
 

PU-093 

纯化富血小板血浆对兔膝骨关节炎软骨细胞 BMP-2、 

Sox9 的影响 

 
赵露婷,方其林,王剑雄,唐海燕,胥方元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目的  观察纯化富血小板血浆（Pure platelet-Rich plasma，P-PRP）对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软骨细胞骨形态蛋白-2（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2，BMP-2）和 Y 染

色体性别决定区域 9（Sry-type high-moility-group box 9，Sox9)表达的影响。 

方法 采用关节内注射木瓜蛋白酶建立 KOA 模型，首次注射后 2 周介入治疗。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实验兔分为正常组（n=8）、模型组（n=8）、P-PRP 组（n=8）。正常组、模型组不接受任何治

疗，P-PRP 组接受关节内注射 P-PRP，每 2 周 1 次，共 3 次。末次注射后 2 周，空气栓塞法处死

各组实验兔，观察膝关节大体标本，软骨切片 HE 染色观察软骨细胞组织病理学改变，免疫组织化

学检测兔软骨细胞 BMP-2 和 Sox9 的表达。 

结果  大体标本结果显示：P-PRP 组宏观评级较模型组改善，差别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1）；观察各组 HE 染色切片按照改良 Mankin's 标准评分，正常组 0（0，0），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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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0.25，12），P-PRP 组（2.5（1，4.75），P-PRP 组改良 Mankin’s 评分较模型组降低，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组化测定：各组 BMP-2 平均光密度值为：正常组为 18.90

（14.60，27.21）×10^-4，模型组（12.09±4.25）×10^-4、Sox9，P-PRP 组（70.43±8.52）×10^-

4；各组 Sox9 平均光密度值为：正常组为（73.53±20.25）×10^-4，模型组（30.27±13.00）×10^-

4、Sox9，P-PRP 组（60.94±8.80）×10^-4；正常组 BMP-2 表达量低，Sox9 表达量最高，而模型

组 BMP-2、Sox9 表达量最低，关节内注射 P-PRP 后 BMP-2、Sox9 的表达量均增高，差别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关节内注射 P-PRP 可上调软骨细胞中 BMP-2、Sox9 的表达，促进软骨细胞增殖，增强软骨

修复能力，有效改善 KOA 的软骨破坏，这可能是 P-PRP 治疗 KOA 的机制之一。 

 
 

PU-094 

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卒中后执行功能障碍的弥散 

张量成像研究 

 
张春华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后执行功能障碍康复后弥散张量成像分析。 

方法 将 40 例脑卒中后执行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功

能训练，每次 40min，每日 1 次，每周 5 次，共 4 周。观察组除常规训练外，每日接受镜像神经元

康复训练系统训练 20min，每日 1 次，每周 5 次，共 4 周。治疗前后两组均进行弥散张量成像分

析。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治疗前病灶侧感兴趣区 FA 值明显低于健侧（P<0.05）,经过 4 周治疗

后，两组患者患侧 FA 值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观察组 FA 值较对照组改善更加显著

（P<0.05）。 

结论 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可有利于促进脑卒中后执行功能障碍患者的大脑重塑及功能重组。 

  
 

PU-095 

丹参酮抑制脑梗死大鼠模型中的神经元细胞凋亡和 

炎症反应的实验研究 

 
周亮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此次研究旨在深入了解丹参酮在脑梗中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将大脑中动脉堵塞来制作脑梗大鼠模型。经丹参酮预处理后,对脑梗体积、脑水肿和神经

功能缺损予以评价并使用 TUNEL 检查海马体和大脑皮层中的细胞凋亡情况,再利用酶联免疫吸附剂

测定来确定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 C-反应蛋白(CRP)的含量水平。另外在

缺氧缺糖(OGD)条件下将大鼠原代神经细胞分离并进行培养。经丹参酮预处理后,分别通过 MTT 测

定和流式细胞分析来观察细胞存活和细胞凋亡情况。Bax 和 Bcl-2 的基因表达通过 qRT-PCR and 

蛋白质免疫印迹予以检测。 

结果 无任何治疗处理的脑梗大鼠相比,丹参酮治疗可显著降低脑梗体积、脑水肿和神经功能缺损评

分(P < 0.05)。经丹参酮预处理后,细胞凋亡以及脑梗大鼠海马体和大脑皮层中 IL-6、TNF-α 和 CRP 

的含量水平均得到有效抑制 (P < 0.05)。此外,在缺氧缺糖诱发的鼠神经元细胞中,丹参酮还能显著

增加细胞活性并抑制细胞凋亡比(P < 0.05)。与此同时,丹参酮治疗可显著下调促凋亡分子 Bax 的基

因表达并上调抗凋亡分子 Bcl-2 的基因表达(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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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参酮通过抑制神经元细胞凋亡和体外体内炎症反应而发挥脑梗预防作用。 

 
 

PU-096 

放散式冲击波配合肌内效贴治疗脑卒中偏瘫肩痛的临床研究 

 
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放散式冲击波配合肌内效贴治疗脑卒中早期偏瘫肩痛的临床疗效分析 

方法 选取首次脑卒中且病程在 3 个月以内的单侧偏瘫肩痛患者 90 例，其中男性 46 例，女性 44

例，年龄在 63.30±7.34 岁，病程在 43.36±17.23 天。将入选的患者分为 A、B、C 三组，每组 30

人，各组在性别、年龄、病程方面无统计学差异。A 组应用放散式冲击波治疗偏瘫疼痛肩关节，冲

击治疗 3000 次，痛点包括肱二头肌长头健止点、喙突处、岗上肌腱处、肩峰下及肩胛下角外侧

等，压力 1.2-3.5Bar，频率 4-8Hz，每周治疗 1 次，治疗 4 周；B 组应用肌内效贴治疗偏瘫疼痛肩

关节，减轻疼痛：采用“X”形贴布（自然拉力），中部锚固定于肩部疼痛点，尾端向两侧延展；放

松岗上肌：采用“I”形贴布（自然拉力），锚固定于肱骨大结节上部，尾沿岗上肌延展止于肩胛骨岗

上窝；稳定肩关节、改善局部循环：采用灯笼形贴布（中度拉力）：一条贴布中部（裁剪成四条的

部分）沿上臂纵轴固定包覆盂肱关节，两端分别固定于锁骨中段和三角肌粗隆下方；另一条贴布与

第一条贴布垂直方向，中部（裁剪成两条的部分）包覆肩峰周围，两端分别固定于胸背部；每次贴

扎持续 3 天，2 次之间休息 1 日，持续 4 周；C 组联合应用 A 组和 B 组治疗方式；三组均配合常规

康复训练，肩周包括肩关节被动活动、关节松动术及肩周肌群肌力诱发训练等，每天 1 次，每周 6

次，共 4 周；对入选的患者治疗前后使用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

患侧肩关节疼痛的程度，用量角器对患侧肩关节前屈的被动关节活动度进行测量， 利用简化 Fugl-

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对患侧肩关节的运动功能水平进行评分，对比 3 组患者在治疗前后视觉模

拟疼痛评分、患侧肩关节前屈的被动关节活动度、偏瘫上肢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的临床

疗效。 

结果 3 组患者治疗后 VAS、PROM 和 U-FMA 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C 组在临床疗效方面优于 A 组和 B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放散式冲击波配合肌内效贴治疗可明显改善脑卒中早期偏瘫患者的肩痛和上肢运动功能。 

 
 

PU-097 

基于 Aβ代谢及 Tau 蛋白磷酸化研究电针百会穴改善 APP/PS1

转基因 AD 小鼠学习记忆能力机制 

 
陈吉祥

1
,吴羽楠

2
,林如辉

3
,陶静

2
,陈立典

2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 

3.福建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目的 我们前期临床研究发现电针百会穴可延缓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认知功能的减退，但是其

机制尚不清楚。由于 β 淀粉样蛋白（Aβ）沉积及 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被认为是 AD 发病及进展的

核心因素，因此，本研究拟基于 Aβ 代谢及 Tau 蛋白磷酸化初步研究电针百会穴改善 APP/PS1 转

基因 AD 小鼠学习记忆能力机制。 

方法 将 30 只 4 月龄雌性 APP/PS1 双转基因 AD 模型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百会组和非穴组，每

组 10 只，另取 10 只同窝阴性野生小鼠为野生组。百会组电针百会穴，非穴组电针非穴，每次干预

30min，每天 1 次，共干预 28 d，野生组和模型组仅抓取固定，不进行电针干预。利用 Morris 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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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实验评估各组小鼠的逃避潜伏期以及跨越平台次数从而评估其学习记忆能力，采用免疫组化技术

观察小鼠海马区 β-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采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小鼠海马组织在 Ser-396 位点

上 Tau 蛋白磷酸化水平，并将百会组小鼠与模型组小鼠的逃避潜伏期差值与 β-淀粉样蛋白的沉积

差值以及 Tau 蛋白磷酸化水平差值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  （1）Morris 水迷宫实验显示，与野生组相比，模型组小鼠平均逃避潜伏期明显延长

（P<0.01），跨越平台次数明显减少（P<0.01）；与模型组相比，百会组小鼠平均逃避潜伏期则

缩短（P<0.01），跨越平台次数增加（P<0.01）；非穴组小鼠平均逃避潜伏期及跨越平台次数与

模型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2）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与野生组小鼠相比，模型组

小鼠海马区 β-淀粉样蛋白的沉积以及 Ser-396 位点上 Tau 蛋白磷酸化水平明显增加（P<0.01）；

而经过电针治疗后，与模型组相比，百会组小鼠海马区 β-淀粉样蛋白的沉积以及 Ser-396 位点上

Tau 蛋白磷酸化水平明显减少（P<0.01）；非穴组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进一步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百会组小鼠与模型组小鼠的逃避潜伏期差值与 β-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差值以及

Tau 蛋白磷酸化水平差值呈线性相关。 

结论 电针百会穴可基于调控 Aβ 代谢及 Tau 蛋白磷酸化改善 APP/PS1 转基因小鼠学习记忆能力。 

  
 

PU-098 

低频电刺激对脑外伤后昏迷患者促醒作用的临床及机制研究 

 
陈琳琳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正中神经低频电刺激对脑外伤后昏迷患者的促醒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 将 60 例脑损伤后昏迷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n=30）和对照组（n=30），两组均给予常规促

醒康复治疗，包括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刺激、运动刺激和高压氧治疗等。试验组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加用低频电刺激正中神经治疗。两组治疗前后均行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和脑电图及单光子发射

计算机化断层显像检查，统计结果使用 SPSS 19.0 分析，组内治疗前后及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结果 治疗 4W 后试验组平均 GCS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具有显著性差异；试验组脑电图病灶侧

δ/θ 活动减少，α波波幅降低；SPECT 视觉分析表明治疗后试验组病灶区脑血流量较治疗前明显增

加，半定量分析显示病灶区（右 ROI—左 ROI）/右 ROI%也较治疗前平均提高 12.34%±0.36%，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电刺激是应用各种电流或磁场作用于机体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方法。

在国外《肺癌小样本取样专家共识》支气管镜篇《肺癌小样本取样专家共识》支气管镜篇《肺癌小

样本取样专家共识》支气管镜篇《肺癌小样本取样专家共识》支气管镜篇低频电刺激已经应用于急

性昏迷和持续植物状态下患者的促醒治疗，发现能明显缩短昏迷时间和减少致残率，然而其作用机

制不是很明确，研究表明治疗过程中患者的脑电活动明显增加，外周电刺激的传入使脑干网状系统

和大脑皮质保持兴奋状态，可使患者脑血流量增加，缩短昏迷时间，提高认知功能。 

结论 脑外伤昏迷的促醒是耗费大、周期长的治疗过程，涉及社会、经济、家庭和伦理等多个方

面，本研究通过低频电 对 TBI 后昏迷患者的临床治疗，表明有较好的临床促醒作用，具有无创并

无并发症、易操作、费用低廉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其机制可能与病灶区脑血流灌注增加有

关，但有待进一步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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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 

嗅鞘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及膀胱纤维化的影响 

 
王晓玉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嗅鞘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及膀胱纤维化的影响 

方法 选取健康 SD 大鼠，体重 230~250g，清洁级饲养，随机分组：空白组（N=24）-仅打开椎板

未进行脊髓撞击损伤，止血后逐层缝合；细胞移植组（N=24）动物椎板打开后采用改良 Alien 氏重

物坠落装置建立 SD 大鼠 L1 水平撞击性脊髓损伤模型，于脊髓损伤处注射一定体积的 OECs 悬液

并止血后逐层缝合；对照组（N=24）：模型建立后同位置注射与细胞移植组同体积培养基。测量

术后 4 周大鼠膀胱尿流动力学参数，取膀胱组织一部分进行冰冻切片处理并采用免疫荧光染色、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Masson、天狼星红以及 HE 染色观察膀胱纤维化程度，其余组织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蛋白 TGFβ，CTGF，胶原Ⅰ和胶原Ⅲ的表达。 

结果 ①尿流动力学可见，细胞移植组和对照组膀胱最大容量较空白组增加，逼尿肌漏尿点较空白

组降低（P<0.05），而细胞移植组与对照组相比，膀胱最大容量减少且漏尿点升高（P<0.05）；

②免疫荧光染色显示，与空白组相比，细胞移植组和对照组的 TGFβ、CTGF、胶原Ⅰ和胶原Ⅲ阳

性率均显著升高（P<0.05），且细胞移植组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细胞移植组Ⅰ/Ⅲ型胶原比例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免疫组织化

学、Masson、天狼星红以及 HE 染色观察显示，与空白组膀胱比较，细胞移植组和对照组膀胱胶

原纤维数量明显增多且排列不规则，其中细胞移植组同对照组相比，平滑肌细胞之间胶原纤维的数

量明显减少，且细胞排列较规则；④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结果显示，细胞移植组和对照组大鼠膀

胱组织中 TGFβ、CTGF、胶原Ⅰ和胶原Ⅲ的表达量显著高于空白组(P<0.05)，且 TGFβ 蛋白细胞

表达量移植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其余上述三种蛋白表达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嗅鞘细胞移植可以改善 SCI 后膀胱功能和膀胱纤维化，可能与嗅鞘细胞促进骶髓神经功能恢

复、抑制膀胱胶原纤维的表达有关。 

  
  

PU-100 

NSCs 联合 OECs 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后细胞凋亡的影响 

 
王楠 

1.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2.泰山医学院 

 

目的  探讨 NSCs 联合 OECs 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后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选取健康 SD 大鼠，体重 230~250g，清洁剂饲养，随机分组：空白组（N=24）-仅打开椎板

未进行脊髓撞击损伤，止血后逐层缝合；细胞移植组（N=72）动物椎板打开后采用改良 Alien 氏重

物坠落装置建立 SD 大鼠 T10 水平撞击性脊髓损伤模型,分为 OECs 移植组（N=24）、NSCs 移植

组（N=24）以及 OECs 联合 NSCs 细胞移植组（N=24）分别于脊髓损伤处注射同体积的 OECs 悬

液、NSCs 悬液、OECs 和 NSCs 共培养液并止血后逐层缝合；对照组（N=24）模型建立后同位

置注射与细胞移植组同体积培养基。手术后 7d 对大鼠进行神经功能评分(BBB 评分)，取脊髓组织

部分用于 NF200、tunel、cleaved Caspase-3 免疫荧光染色，其余进行蛋白提取 Western blotting

检测蛋白 cleaved Caspase-3、bcl、bax、NF200 的表达。 

结果 ①免疫荧光染色显示，细胞移植组和对照组的 tunel、cleaved Caspase-3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

空白组，细胞移植组 tunel、cleaved Caspase-3 阳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中 OECs 联合 NSCs

细胞移植组 tunel、cleaved Caspase-3 阳性率明显低于单独移植组。相反，OECs 联合 NSCs 细胞

移植组 NF200 阳性率最高(P<0.05)；②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结果显示，细胞移植组和对照组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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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组织中 Caspase-3 和 bcl 的表达量显著高于空白组，bax 和 NF200 表达量显著低于空白组；

细胞移植组大鼠脊髓组织中 Caspase-3 和 bcl 的表达量显著低于对照组，bax 和 NF200 表达量显

著高于对照组，其中 OECs 联合 NSCs 细胞移植组较两种细胞单独移植 Caspase-3 和 bcl 的表达

量低且 bax 和 NF200 表达量高(P<0.05)；③脊髓损伤后，联合移植组 BBB 评分高于单纯移植组及

对照组(P<0.05)。 

结论 NSCs 联合 OECs 细胞移植能够减少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的凋亡，脊髓损伤后功能的改善可

能与抑制细胞凋亡从而保护神经元细胞有关，且 OECs 可促进 NSCs 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因此

NSCs 联合 OECs 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后细胞凋亡的影响优于两种细胞单独移植。 

 
 

PU-101 

强制性运动训练对脑缺血大鼠患肢中枢支配影响的研究 

 
刘培乐

1
,张备

1
,李策

1
,张志建

2
,白玉龙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2.中科院武汉分院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目的 使用伪狂犬病毒（PRV）逆行示踪的方法标记脑缺血后患侧上肢的中枢支配网络，观察强制

性运动训练（CIMT）对参与支配患侧上肢的神经元在脑内分布的影响。探讨强制性运动训练

（CIMT）促进缺血型脑卒中大鼠运动功能恢复的中枢重塑机制。 

方法 建立大鼠脑缺血模型，自造模后第 8 天始对 CIMT 组大鼠进行 CIMT 训练，并进行行为学评

定。第 22 天进行 PRV 感染，最后取材观察 PRV 阳性神经元的脑内分布。 

1.脑缺血模型建立：使用线栓法建立左侧 MCAO 脑缺血大鼠模型。 

2.强制性运动训练：实验分为 CIMT 组、对照组和假手术组。CIMT 组造模后第 8 天起，使用石膏

固定大鼠健侧上肢，以强迫大鼠使用患肢。为弥补由于石膏固定而造成的大鼠活动减少，实验组每

天进行 20 分钟慢速转轮运动。其他两组笼内自由活动。 

3.经臂丛神经逆行示踪：所用 PRV Bartha 株携带绿色荧光蛋白（GFP）基因，具有嗜神经性，能

够特异性地逆向跨突触传递，自臂丛神经感染后能够标记出该侧上肢的支配网络。于造模后第 22

天使用右侧臂丛神经浸泡的方法，使大鼠右侧臂丛神经感染伪狂犬病毒，感染后 5 到 7 天心脏灌流

分离脑，观察不同组伪狂犬病毒在脑内的分布情况，以探索强制性运动促进脑缺血大鼠运动功能恢

复的机制。 

4.行为学评定：分别于造模后第 7、14、21 天进行 Foot fault 和 catwalk 行为学评定。 

5.PRV 中枢分布的检测：使用冰冻切片机将大鼠脑组织切片，厚度为 40um，每隔 200μm 取一张

用于观察。使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放大 GFP 荧光信号，使用玻片扫描仪进行全脑扫描拍照。选取兴

趣脑区对 PRV 标记的神经元进行计数。 

6.统计方法：为消除个体差异，各脑区阳性神经元数量取健侧与患侧的比值，称为健侧百分比。使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组间对比。 

结果 造模后第 7 天，CIMT 组和对照组大鼠 Foot fault 和 catwalk 评分无显著差异，且均显著差于

假手术组。造模后第 21 天，CIMT 组大鼠 Foot fault 和 catwalk 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意

义。CIMT 的运动皮层 PRV 神经元健侧百分比显著高于对照组，而红核、岛叶和下丘脑室旁核组间

无显著差异。 

结论  CIMT 或通过增加健侧运动皮层对患侧肢体的支配而促进脑缺血大鼠运动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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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 

基于表面肌电特征探讨八段锦对颈肩肌肉的影响 

 
李海红,张冠中,刘刚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八段锦托举运动中颈肩肌肉的表面肌电（sEMG）信号特征，探讨八段锦对颈肩部不同肌

肉的影响，为传统功法八段锦的推广应用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 32 例健康大学生，均为右侧优势肩且无明显颈肩肌肉损伤或劳损及运动神经类疾病，由

专业传统功法教练指导教学八段锦，采用表面肌电分析仪分别记录受试者在放松状态和八段锦托举

运动时右侧三角肌前束、三角肌中束、三角肌后束、胸大肌、斜方肌上束和冈下肌等 6 块肌肉的

sEMG 信号，为比较特定肌肉的活动特点，对 sEMG 信号进行标准化处理，采集各测试肌肉的最

大随意收缩(maximal voluntary contraction ,MVC)的 sEMG信号。由实验设备内置的分析软件获得

时域指标平均肌电振幅（AEMG）和频域指标平均功率频率（MPF），计算每一肌肉 3 次动作的

MPF（Hz）平均值，表示该肌肉的疲劳水平，不同肌肉 MPF 值越小表示该肌肉越容易出现疲劳，

同一肌肉 MPF值变小表示该肌肉出现疲劳；同时计算每一肌肉 3 次动作的 AEMG（uV）平均值，

以此值所占肌肉最大随意收缩（MVC）的百分比（%MVC）表示该肌肉的活动水平，所得值越大

表明肌肉活动强度越大；并以各肌肉放松状态时的 MPF 值和标准化 AEMG 值作为受试者肌肉活动

前的基准值。各肌肉在八段锦托举运动与运动前放松状态的表面肌电指标差异比较采用配对 t 检

验，各肌肉在八段锦托举运动中的表面肌电指标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及事后

多重比较 LSD-t 检验。 

结果 放松状态下各肌肉的 MPF 与 AEMG 值均无显著性差异，而八段锦托举运动各肌肉活动水平

和疲劳度较放松状态均有显著性增加（P<0.001）。在八段锦托举运动中，斜方肌上束肌肉活动水

平（AEMG）最高（P<0.001），疲劳度最大（P<0.01），而胸大肌活动水平最低（P<0.05），冈

下肌疲劳度最小（P<0.05），其余肌肉 MPF值与 AEMG 值比较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八段锦托举运动对颈肩部的整体肌群激活需求小，不产生明显的肌肉疲劳，各肌肉活动强度

较为均衡，推荐八段锦可作为锻炼肌肉耐力、平衡与协调力的日常体育锻炼项目，值得推广应用。 

  
 

PU-103 

自制斜面针刀治疗扳机指临床疗效观察 

 
潘进 

枝江市中医院,湖北省,宜昌市 

 

目的 观察自制斜面针刀疗法治疗扳机指的临床疗效。 将 155 例扳机指病例，分为对照组和治疗

组，对照组采用 2%利多卡因针 1ml 加曲安奈德 10mg 鞘内注射，治疗组采用自制斜面针刀疗法。

治疗 20 天后疗效对比，治愈率对照组为 71.8%，治疗组为 100%；总有效率对照组为 85.9%，治

疗组为 1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自制斜面针刀治疗扳机指优于鞘内注射

疗法。 

方法 共观察治疗 155 例，均为 2012 年 6 月-2016 年 1 月在我院门诊针灸科治疗的符合诊断标准的

屈指肌腱鞘炎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84 例和对照组 71 例。治疗组中男 28 例，女 56 例；年龄

最小者 21 岁，最大 58 岁，平均年龄 48 岁，病程 1-6 月，平均 3 月。对照组中，男 26 例，女 45

例；年龄最小者 18 岁，最大者 60 岁，平均年龄 50 岁；病程 1-6 月，平均 3.1 月。两组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结果 治疗 20 天后疗效对比治愈率治疗组为 100%，对照组为 71.8%；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100%，

对照组为 85.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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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自制斜面针刀取材方便、制作简单、施术安全、成本低廉，并且通过剥离、切割等手法松解

了鞘环的卡压，明显地提高了对扳机指的治疗及预后效果，且避免了长期使用激素带来的副作用，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104 

关节腔内注射富血小板血浆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研究 

 
余曦,刘岩,何红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 rich plasma, PRP）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 rich plasma，PRP）富含

高浓度自体源性活性血小板，能持续稳定释放多种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在再生医学研究领域和临

床转化应用方向都有着巨大的潜力。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关节腔内注射自体源性富血小板治疗中晚

期膝骨关节炎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纳入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从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诊治的膝骨

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 KOA）患者，采用膝骨关节炎 Kellgren- Lawrence （K-L）分级，根

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择 K-L 分级 II-III级的 KOA 患者。治疗计划为每周 1 次，每次采集患者自体外

周静脉血制备 PRP，单关节腔内注射 RPP 3ml，连续三次。利用膝关节骨关节 WOMAC 评分

（Western Ontario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和 VAS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疼痛评分评价连续三次关节腔内 PRP 注射治疗 KOA 的疗效。 

结果 研究共纳入 K-L 分级 II-III级的患者 67 例，其中女性 39 例，年龄 61.28 ± 1.608 岁，男性 28

例，年龄 60.32±2.962 岁 , K-L II 级  41 例， K-L III 级 26 例。WOMAC 评分第一次

25.384±15.657， 第二次 14.263±10.402，第三次 11.778±12.306，经关节腔内注射 PRP 三次治

疗后 WOMAC 评分明显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图 1）。VAS 疼痛评分分别为

5.692±1.976，  3.421±1.539，  2.556±1.944，经三次 PRP 注射治疗后患者疼痛缓解明显 

（P<0.001）。所有纳入患者术后无疼痛加剧，关节感染或肿胀等不良反应。 

结论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显示自体源性 PRP 关节腔内注射治疗 K-L II-III 级中晚期膝骨关节炎

（KOA）安全，且短期内能明显有限缓解患者关节疼痛，提高关节活动度。 

 
 

PU-105 

NF-KB 诱导 NOS 在神经病理痛中的作用机制 

 
王超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神经病理性痛是由神经系统原发性损害和功能障碍所激发引起的疼痛，其机制尚不清楚。NF-

κB（nuclear factor-kappa B）是基因转录的调控因子，参与神经病理性痛的调控。我们前期研究

发现：神经病理痛模型中，阻断 NF-KB 信号通路仅可缓解痛觉过敏，已经证明 NF-KB 是神经痛的

机制之一；另外，在炎症诱导的疼痛中，神经型 NOS(neuronal NOS, nNOS)在神经组织的高表达

可能参与介导痛觉过敏过程，多种神经痛模型实验已经证实 nNOS 诱导产生的 NO 参与介导伤害性

疼痛过程。本研究目的探索神经病理痛中，NF-κB 引起哪种类型的 NOS 合成 NO，参与神经病理

性痛的分子机制信号通路. 

方法  1.方法成功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压迫模型的建立：大鼠麻醉后，逐层剪开皮肤、皮下组织、

肌肉和筋膜，暴露双侧 L3-4、L4-5 椎间孔外口，插入 U 型钢棒，左侧为损伤侧，右侧为非损伤

侧。模型建立 7 日时给予药物及干扰剂鞘注，并进行行为学检测。 

2.神经行为学测定：椎骨内注射 nNOS 的激动剂、抑制剂，iNOS 的激动剂、抑制剂或采用 siRNA

干扰 nNOS、iNOS 的表达，观察 CCD 大鼠的运动功能、热痛阈值以及机械痛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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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及免疫荧光法检测 nNOS、iNOS 蛋白的表达和 NF-κB 受体的表达：取出大鼠

受压侧及对照侧 DRG，做成组织切片或分离培养 DRG细胞。分别加入一抗和二抗后，显色后，显

微镜下观察阳性细胞染色情况。 

结果 1. NOS (nNOS、iNOS)可能参与根性神经痛引起的痛觉过敏及兴奋性的改变。2.NF-KB 诱导

NOS (nNOS、iNOS)在神经病理痛通路中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及意义。 

结论 我们研究提示 NF-κB 可能是调控 CCD 大鼠背根神经节受损后引起的根性神经痛的机制之

一，但阻断 NF-KB 信号通路仅缓解 CCD 大鼠的痛觉过敏，因此，在 CCD 大鼠背根神经节受损后

引起的根性神经痛中可能存在其他重要机制。本研究通过分析现有文献，结合本实验室的研究结

果，提出了在神经病理痛中，NF-KB 诱导 NOS (nNOS、iNOS)在神经病理痛中的作用机制，并对

DRG 神经元兴奋性调节的观点；为临床上药物治疗慢性反射性疼痛和神经病理痛的治疗提供有效

的药物作用靶点。 

 
 

PU-106 

Ghrelin 对兔激素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中 BMP-2 的影响 

 
黄来刚,崔宝娟,曾凡硕,张琪,孙强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 Ghrelin 对兔激素性缺血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中 BMP-2 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择雄性新西兰兔 30 只，入选标准为：周龄 24 周以上，体重 2.5-3.0kg。将其随机分为正常

组、造模组，其中正常组 4 只，造模组 26 只。造模采用马血清联合甲基强的松龙的方法；造模成

功后除去死亡的新西兰兔，将造模组剩余 2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 10 只。干预组连续

2 周耳缘静脉注射 Ghrelin（25ug/kg 体重/天），对照组连续 2 周耳缘静脉注射相同剂量生理盐

水；2 周后空气栓塞法处死动物，收集标本，行股骨头组织形态学观察、Real-time PCR 检测股骨

头组织中 BMP-2 的表达。 

结果 对照组股骨头病理组织学检查可见骨小梁广泛稀疏、大部分断裂，可见融合现象；Ghrelin 干

预组可见骨小梁稀疏，偶见断裂；脂肪细胞较多并轻度肥大，在骨髓中所占比例多于正常组，未见

融合现象。Ghrelin 干预组 BMP-2 的表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Ghrelin 可促进激素性缺血性股骨头坏死组织中 BMP-2 的表达，从而改善坏死股骨头组织微

循环，进一步改善激素性缺血性股骨头坏死的进程。 

 
 

PU-107 

ACL 重建术后膝关节僵硬的胫股关节 3 维运动学分析研究 

 
范帅,蔡斌,姜鑫,方仲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目前临床研究中有比较 ACL 损伤或者 ACL 重建术后患者与正常人膝关节的运动学的差异，少

见对 ACL 重建术后膝关节僵硬后的运动学分析。本研究拟采用三维运动分析系统测定 ACL 重建术

后僵硬经综合物理治疗前后胫股关节的运动学变化。 

方法 实验组选取就诊于我院康复医学科的 ACL 重建术后膝关节僵硬患者 15 例，对照组为年龄、

性别、身高及体重等匹配的，无膝关节损伤及其他疾病的正常人 13 例。膝关节僵硬判断标准为：

术后 4 周后，屈曲挛缩大于 10°，屈曲小于 90°。运用膝关节三维运动分析系统（Opti-Knee，中国

上海 Innomotion 公司）采集步态运动时摆动位数据，对胫骨和股骨空间位置进行实时追踪，分别

让受试者执行：坐立位单腿屈伸膝 3 次（0°~75°）和站立位双腿蹲起 3 次（0°~75°）， 记录胫股

关节运动轨迹。系统自动采集胫骨相对于股骨的屈伸膝活动度、前后滑动距离，内外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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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相同屈伸膝范围，患者健、患侧胫骨相对股骨前后滑动小于正常人，P<0.05；在相同屈伸

膝范围，患者健、患侧胫骨相对股骨内外旋小于正常人，P<0.05。 

结论  ACL 重建术后，膝关节僵硬患者的胫股关节的附属运动小于正常人。 

 
 

PU-108 

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中风病危险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赵磊,包华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目的  探讨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中风病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中风病患者 200 例作为观察组，选择 200 例无中风

病史既往体健的蒙古族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对入组患者进行健康管理信息调查。 

结果 单因素分析 1.基本信息的比较 观察组的 BMI、高血压史、吸烟史、被动吸烟史、饮酒史、睡

眠充足、膳食结构中的多食肉类、少食鱼类、少食水果与中风病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生理指标的比较 观察组甘油三酯、血尿酸、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血

同型半胱氨酸、C 反应蛋白、空腹血糖与中风病显著相关（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饮酒史、多食肉类、血尿酸、血同型半胱氨酸、甘油三酯、空腹血糖增高为中风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 

结论 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中风病危险因素除血尿酸、甘油三酯、血同型半胱氨酸、空腹血糖增高

外，多食肉类、饮酒史等危险因素尤为重要。改变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健康宣

教，对中风病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PU-109 

脑损伤后顽固阵发性强直性痉挛发作之 PSH 分析报告 

 
乐琳,郭钢花,李哲,刘绵绵,申利坊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阵发性交感神经兴奋（PSH）的认识，减少误诊、漏诊，做到早期诊断、早

期治疗，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本院重度脑损伤后顽固阵发性强直性痉挛发作 1 例，给予普萘洛尔片 5mg 每日 3 次、加巴喷

丁 0.2g 每日 3 次、氯硝西泮 1mg 每日 2 次鼻饲，控制强直发作，并给予运动疗法、电动起立床、

空气压力波治疗、吞咽功能训练、排痰等综合康复治疗，医嘱治疗时动作轻柔。治疗前和治疗后 3

周进行临床评估（PSH-AM 评分）。 

结果 治疗前和治疗后 3 周 PSH-AM 评分分别为 27 分、14 分，治疗 3 个月后症状完全控制，经治

疗患者出现觉醒周期，且觉醒时间逐渐延长，约每日 8 小时；各关节活动度维持良好，右侧肢体肌

张力下降，口腔分泌物较前明显减少；肺部感染控制良好，无明显咳嗽、咳痰。 

结论 PSH 发病率较低，症状缺乏特异性，其诊断主要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尚无特异性的诊断试

验或实验室检查指标，以突发的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心率增快、血压升高、呼吸增快、体温升

高、出汗)和姿势或肌张力障碍为特征。目前临床治疗药物主要包括：GABA 激动剂（苯二氮䓬

类、巴氯芬、加巴喷丁）、非选择性 β-阻滞剂、阿片受体激动剂（吗啡）、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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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0 

活性维生素 D3 对糖尿病大鼠股骨力学结构的影响 

 
郑娅,张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探讨活性维生素 D3 对糖尿病大鼠股骨力学结构的影响，为活性维生素 D3 的临床应用提供实

验依据。 

方法 将 50 只清洁级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n=34）与正常对照组（n=16），适应性喂养 1

周，禁饮食过夜，模型组次日按照 30mg/kg 的剂量腹腔注射 STZ 柠檬酸溶液，对照组给予相同剂

量的柠檬酸缓冲液。72h 后尾静脉取血，监测血糖变化，若 33.3mmol/L≥空腹血糖≥11.1mmol/L 则

视为造模成功。随后将 32 只成模大鼠随机分为 4 组：糖尿病Ⅰ、Ⅱ组(DMⅠ、Ⅱ组)，骨化三醇灌

胃Ⅰ、Ⅱ组(VDⅠ、Ⅱ组)，每组 8 只。每天给予 VD 组 1μg/kg 的骨化三醇(1μg/ml 花生油)灌胃，

DM 组及 NC 组等量花生油灌胃。各组大鼠均自由饮水和进食普通饲料，喂养 6 周（Ⅰ组）、9 周

(Ⅱ组)后，取左侧股骨远端 1/3，HE 染色，观察骨组织形态学变化，并行骨组织形态计量学定量分

析，右侧股骨做生物力学检测。 

结果 1.与同期 NC 组相比，各 DM 组大鼠股骨的生物力学参数均明显下降（Ρ<0.05），骨小梁数

量、骨小梁厚度和骨小梁面积百分比均明显下降（Ρ<0.05），而骨小梁分离度明显增加

（Ρ<0.05）。                      

2.骨化三醇灌胃 6 周后，与同期 DM 组相比，大鼠股骨的最大载荷（132.47±11.00）和断裂载荷

（115.37±7.64）均明显增加（Ρ<0.05），形态学参数中骨小梁数量（3.562±0.374）、骨小梁面

积百分比（26.531±3.388）% 均明显增加（Ρ<0.05），而骨小梁分离度明显降低（Ρ<0.05）。 

3.灌胃 9 周后，大鼠股骨的弹性载荷、刚性系数等生物力学参数均明显增加，骨小梁厚度、骨小梁

数量等形态学参数也均出现明显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Ρ<0.05）。 

结论 糖尿病大鼠股骨较正常大鼠呈现明显显微结构退化的改变，且生物力学性能明显降低。活性

维生素 D3 对大鼠糖尿病所致的骨质疏松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能够提高大鼠股骨生物力学性能、改

善骨小梁微结构，增加骨力学结构的稳定性，从而抑制糖尿病大鼠骨质疏松的发生发展。 

  
 

PU-111 

超早期和早期运动训练对脑梗死大鼠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及机制 

 
张青杰,胡昔权,张丽颖,罗婧,郑海清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探讨超早期和早期运动训练对急性期脑梗死大鼠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及脑水肿、梗死边缘

区皮质神经细胞坏死及凋亡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将成年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 60 只，采用改良 Zea-Longa 线栓法制作大脑中动脉阻塞再

灌注模型，随机分成 5 组：超早期训练组（n=17）、早期训练组（n=12）、超早期对照组

（n=13）、早期对照组（n=13）、假手术组（n=5）。训练组大鼠分别从术后 24h、48h 开始每天

予以跑笼运动训练；对照组和假手术组大鼠置于普通笼内饲养，不予以任何针对性训练。各组大鼠

在造模术后 24h、运动训练前和运动训练第 14d 分别进行神经功能评分。训练 3d 后取材检测脑组

织含水量；训练 14d 后取材观察梗死体积，并采用尼氏染色、TUNEL 法分别观察脑皮质梗死边缘

区细胞坏死、凋亡情况。 

结果 训练第 14d，早期训练组的 mNSS 评分均明显优于其对照组（P<0.05）；早期组评分差值(训

练组 -对照组 )与超早期组 mNSS 评分差值（ (训练组 -对照组 )）之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训练 3d 后，超早期训练组脑组织含水量较其对照组明显增加（P<0.05）；早期训练

组脑组织含水量较其对照组无明显增加（P>0.05）。训练 14d 后，超早期训练组的脑梗死体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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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早期训练组的脑梗死体积均明显小于其对照组

（P<0.05）；各训练组与相应的对照组梗死体积的差值比较显示早期组小于超早期组

（P<0.05）。超早期训练组梗死边缘区的神经细胞数量与其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

早期训练组梗死边缘区的神经细胞数量明显多于其对照组（P<0.05）。超早期训练组 TUNEL 阳性

细胞数与其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早期训练组 TUNEL 阳性细胞数较其对照组明显减

少（P<0.05）。超早期训练组的死亡率高于早期训练组的死亡率(41.1% vs 16.7%；P<0.05)。 

结论 脑梗死大鼠 24h 内开始运动训练引起大鼠死亡增加，不利于神经功能的恢复，其机制可能与

加重脑水肿，并增加梗死边缘区神经细胞坏死和凋亡有关。 

 
 

PU-112 

脑卒中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康复治疗的临床回顾性研究 

 
孙光华,龙黎萍,欧阳滢,倪志勇,尹志成,李康,王甜甜,周君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康复治疗方案对脑卒中后功能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科室住院的脑卒中并有功能障碍患者病例共 580 例，以

回顾性的研究方法对病例资料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治疗前及治疗后脑卒中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

分、NHISS 评分、Fugl-Meyer 评分，Brunnstrom 分期及 Ashworth 分级进行统计对比分析。 

结果 ①治疗后患者 Barthel 指数评分较治疗前评分增高，NIHSS 评分治疗后较治疗前评分减少，

Fugl-Meyer 上肢及下肢评分均较治疗前增高，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0.01、P<0.01、P<0.01 和

P<0.01）。②Brunnstrom 分期比较上肢、手、下肢，治疗后较治疗前经 Ridit 分析，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1、P<0.05、P<0.01）。③Ashworth 分级上肢及下肢治疗前与治疗后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P>0.05）。 

结论 康复治疗能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功能障碍，并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在临床中值

得应用与推广。 

 
 

PU-113 

扁平足穿戴矫形足弓垫前和使用中的足底压力分析 

 
韩星云,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究有症状扁平足和无症状扁平足患者穿戴同一种类型矫形足弓垫前和使用中的静态和动态

足底压力分布情况，用以选择扁平足患者需要使用的矫形足垫。 

方法 36 例有症状扁平足（没有接受过治疗）和 50 例无症状扁平足分别给与同一种类型不同尺码

的矫形足弓垫（市面常售），对这 86 例测试者分别进行使用前和使用中的静态、动态足底压力检

测分析。 

结果 36 例有症状扁平足中，有 23 例足底压力检测（静态和动态）两次对比仍存在压力分布不

均；有 9 例被测试者的两次足底压力检测有较大改善，足底压力分布基本满足三点支撑，但仍存在

轻微疼痛；有 4 例被测试者的足底压力分布正常，且无任何疼痛症状。50 例无症状扁平足被测试

者中，有 36 例足底压力检测基本符合正常足的压力分布；有 14 例被测试者足底压力明显改善，但

诉使用矫形足弓垫有不适感。 

结论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做出以下结论：对于无症状的扁平足人可以选择不使用或购买市面有

售的矫形足弓垫；但是对于有症状的扁平足人应该去医院康复科或专门的足部矫形工作室，根据自

身足部症状和足底压力分布异常定制真正适合自己的矫形足弓垫，支撑足弓，缓解疼痛，改善日常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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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 

天然虾青素对大鼠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及相关机制研究 

 
潘雷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研究治疗性给予天然 ASX 对 MCAO/R 模型大鼠的保护作用并探索其可能机制。 

方法 1. 30 只体重为 250~300 克的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6 只，按照第一部分步骤制

备 MCAO/R 模型，在再灌注后 1、3、5、7、14 d 五个时间点处死动物，取损伤侧脑组织皮层及

海马，利用 Western-blot 技术测定 Nrf2 蛋白表达量，绘制其动态表达曲线，判断截止干预的时间

点。 

2.根据 Nrf2 蛋白动态表达，将 84 只体重为 250~300 克的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成假手术组

(SOG)、模型组(MG)、依达拉奉阳性对照组 PCG,10 mg/kg)和天然 ASX 组(HAG, 10 mg/kg)，每

组 21 只。其中 SOG 和 MG 给予等体积的溶剂（花生油），给药组分别灌胃给予受试物，手术后 

4.5 小时开始给药，每天 1 次，连续给药 7 天。于再灌注后 7d 时处死动物，处死前应用 Longa 5 

分法及走平衡木实验进行神经功能及行为学评分；取缺血侧脑组织进行 TTC 染色，检测脑梗死体

积；制备脑组织石蜡切片进行 HE 染色，显微镜下对梗死区顶叶皮层进行病理学观察；酶学方法检

测动物缺血侧脑组织上清液中 8-OHdG 含量；Western-blot 法检测脑组织损伤侧相关区域 Nrf2、

HO-1 的总蛋白表达。 

3.制备脑组织冰冻切片，免疫荧光组织化学法检测 Nrf2、HO-1 的阳性细胞数量并观察其细胞内定

位。 

结果 1.Nrf2 在 MCAO/R 模型大鼠再灌注后的表达从第 3d 开始逐渐降低（较第 1d），至第 7d 到

达谷值，3 到 14d 整体表达基本稳定，将截止干预点设定为再灌注后 7d。 

2.天然  ASX 可降低 MCAO/R 模型大鼠再灌注  7d 的  Longa 评分，升高走平衡木实验评分

（P<0.05）。 

3.天然 ASX 可显著降低 MCAO/R 模型大鼠的脑梗死体积（P<0.05）。 

4.天然 ASX 可减轻 MCAO/R 模型大鼠损伤脑区组织病理学损伤。 

5.天然 ASX 可降低脑组织上清液中 8-OhdG 水平（P<0.05）。 

6.天然 ASX 可增加大鼠 Nrf2/ARE 信号通路中 Nrf2 及 HO-1 的总蛋白表达及阳性细胞表达数量，

并影响上述蛋白在细胞核内外的转移。 

结论 天然 ASX 能减轻 MCAO/R 模型大鼠 CIRI 损伤及氧化应激反应，可能是通过激活 Nrf2/ARE

信号通路来实现的。 

 
 

PU-115 

失眠障碍患者情绪注意的神经机制初探 

 
徐舒

1
,宋鲁平

1,2,3
 

1.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2.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神经康复中心 

3.神经损伤与康复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通过应用情绪行为学测试及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方法检测对单纯

失眠患者及失眠伴焦虑患者情绪词的注意特点进行研究。 

方法 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检测失眠严重程度，应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检测情绪障碍严重程度，应用情绪词 Stroop 实验范式，采集被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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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绪词进行颜色判断的反应时及正确率的行为学指标，并进行 ERPs 采集及分析，采用多因素

方差分析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符合入组标准的失眠障碍患者 41 例，其中单纯失眠患者 22 例、失眠伴焦虑患者 19

例，并纳入正常健康对照 15 名。情绪词 Stroop 测验的行为学实验中，情绪词判断反应时比较的结

果显示：单纯失眠组和失眠伴焦虑组对各类情绪词（正性、负性和中性）的反应时均较正常对照组

增加（P<0.05）；正常对照组对三类不同情绪词的反应时无差异（P>0.05）。单纯失眠组及失眠

伴焦虑组对负性词的反应时均较中性词和正性词增加，其中失眠伴焦虑组对负性词的反应时较单纯

失眠组更长（P<0.05）；各组之间在不同情绪词判断正确率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这提示两类失眠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对各类情绪词的反应时间均减慢，两类失眠组对负性情绪词

的加工速度较正性和中性情绪词减慢，而且失眠伴焦虑组慢于单纯失眠组。ERP 的研究结果显

示，两类失眠组在各类情绪词诱发的额顶叶 P3 波幅显著均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单纯失眠

组负性词诱发的 P3 波幅显著增大，失眠伴焦虑患者负性词诱发的额顶叶 P2 及 P3 波幅均显著增

大；各组 P2 及 P3 潜伏期无明显变化。这提示两类失眠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对各类情绪词的加

工程度均较正常对照组减小，两类失眠组对负性情绪词均存在注意偏向，而且两类失眠组负性情绪

信息加工机制不同。 

结论 失眠障碍患者对情绪词的加工速度均慢于正常对照组，单纯失眠及失眠伴焦虑组对负性情绪

的刺激存在注意偏向，单纯失眠组可能为对负性情绪词存在晚期处理障碍，而失眠伴焦虑组可能在

早期和晚期均存在负性情绪信息加工障碍，这可能是单纯失眠及失眠伴焦虑患者情绪注意的神经机

制之一，这也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干预失眠障碍患者的负性注意偏向来调节其情绪、改善睡眠情况。 

 
 

PU-116 

热敏灸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疗效的系统评价 

与 Meta 分析更新 

 
张阳

1
,宋小鸽

2
,唐巍

2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安徽中医药大学 

 

目的 系统评价热敏灸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CSR）的疗效。 

方法 按照循证医学的要求,制定原始文献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及检索策略,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CNKI)、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Wanfang Academic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Wanfang)、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CBM)、重庆维普数据库 (Chongqing VIP Database, CQVIP)、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 中太极拳治疗 PD 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按照

Cochrane 系统评价员手册,在严格质量评价的基础上,对每个纳入试验进行偏倚风险和质量评估。使

用 RevMan 5.3 软件对最终纳入的文献进行 Meta 分析或描述性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10 个研究，共 1008 例受试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1.13,95%CI(1.06,1.21),Z=3.54,P=0.0004]，治疗组痊愈率高于对照组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RR=1.80,95%CI(1.52,2.13),Z=6.82,P<0.00001]，治疗组简式 McGill 疼痛指数

（ SF-MPQ ） 改 善 优 于 对 照 组 且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MD=-4.44,95%CI(-6.38,-

2.50),Z=4.49,P<0.00001]，治疗组视觉模拟评分（VAS）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

0.36,95%CI(-0.50,-0.23),Z=5.42,P<0.00001]、 治疗组白介素-6（IL-6）改善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MD=-7.32,95%CI(-11.49,-3.14),Z=3.44,P=0.0006]。 

结论 本 Meta 分析结果提示，热敏灸疗法治疗 CSR 临床疗效、疼痛改善和炎症指标优于对照组，

从而为当前 CSR 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在临床上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由于纳入研

究样本量小且质量较低，上述结论尚需要高质量、大样本的随机盲法对照试验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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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 

触觉对颅脑损伤躁动患者情绪的干预效果分析 

 
王立业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触觉对颅脑损伤病人躁动情绪的干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入住神经外科的 21 例颅脑损伤躁动患者随机分组。其中对

照组 10 例，采用常规治疗护理，实验组 11 例，在常规治疗护理的基础上，通过护理靠垫对躁动患

者四肢及躯干给予触觉输入。2 组分别在干预前和干预 1 周后采用 Ricker 镇静/躁动评分（SAS）

进行效果评价。  

结果  干预前后 2 组内镇静 /躁动评分（SA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触觉对颅脑损伤躁动患者疗效明显，值得临床康复干预参考。 

 
 

PU-118 

力反馈训练系统结合作业治疗对脑卒中后上肢 

功能障碍的疗效研究 

 
郭能峰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观察在作业治疗中结合力反馈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40 例进行作业治疗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常规作业治疗+力反馈训练系统）和对

照组（常规作业治疗），每组 20 例。常规作业治疗每次 40min，每天一次，每周五天；力反馈训

练每天一次，每次 30min，每周五次，共治疗 4 周。在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分别使用

FMA－UE（Fugl－ Meyer Assessment－ Upper Extremity）、ARAT（ Arm Research Action 

Test）评估偏瘫上肢的运动功能，使用 MAL－AOU（ Motor Activity Log－ Amount of Use）、

MAL－QOM（ Motor Activity Log－ Quality of Movement）评估偏上肢在日常活动中的使用频率和

质量，使用改良 Barthel 评估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 FMA－UE 上肢运动功能量表，ARAT 偏瘫上肢运动功能以及改良 Barthel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在 FMA－UE、ARAT、MAL－AOU、MAL－

QOM、改良 Barthel 得分交前有明显改善，试验组 FMA－UE、ARAT 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

MAL－AOU、MAL－QOM、改良 Barthel 得分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力反馈训练系统结合作业治疗对于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障碍优于单纯作业治疗，对于日

常生活能力以及偏瘫上肢在日常活动中使用频率和质量无明显差异。 

  
 

PU-119 

关节松动术联合超声波药物透入治疗颞下颌关节紊乱 

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王愉乐,牛陵川,郑兵,卿茂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观察关节松动术联合超声波药物透入治疗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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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60 例诊断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行超声波药

物透入（双氯芬酸钠乳胶）及基础口服药物治疗，观察组给予超声波药物透入及口服药物基础上，

另外给予颞下颌关节松动治疗。每天治疗 1 次，10 天为一个疗程。治疗前及治疗后用视觉模拟评

分表（VAS）评估患者疼痛情况变化、用最大张口度评估患者的最大张口度、用颞下颌关节功能评

价（Friction 指数法）评价颞下颌关节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年龄、性别、病程、VAS、最大张口度等）无明显差异（P>0.05）。两

组患者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两组患者治疗后 VAS、最大张口度、Friction 指数均较治疗前有明显

改善（P<0.05）。两组间比较，观察组在 VAS、最大张口度、Friction 指数等方面均较对照组改善

显著（P<0.05）。 

结论 颞下颌关节松动联合超声波药物透入治疗颞下颌关节紊乱，能有效缓解疼痛、改善患者张口

度，促进关节功能恢复，较单独应用超声波治疗效果更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20 

针刺不同认知状态受试者太溪穴的脑激活研究 

 
陈尚杰,谭婷婷,贾新燕,袁旭,周晓媚,王单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宝安医院 

 

目的 针刺应用广泛，疗效好，副作用低，但国际上也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穴位特异性研究是一

个关键点，基于无创的功能磁共振 (fMRI) 的研究是近年的热点。但目前在针刺对认知影响的研究

中，大多仍是对正常人或 AD 的研究。但针刺的效应和机能状态（正常或疾病状态）有关，对正常

人有可能不起作用或作用弱或作用分散，正常人的针刺效应难以反应疾病状态的效应。而 AD 也不

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对象，因为 aMCI 可逆转，研究价值比 AD 大；并且痴呆患者的配合较差，扫

描中很容易出现头部的位移和其他肢体运动，导致结果出现偏差。但 aMCI 则此影响很小，可是目

前少有针刺对 aMCI 的 fMRI 研究。因此，有必要针对某一种疾病（最好是接近正常，脑部病损比

较小）来进行穴位特异性的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疾病，一方面存在认知障碍，

但脑部病损比较小对脑信号影响低，并且此类受试者配合性好。基于此，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了

针刺在轻度认知障碍和正常老年人两种不同认知状态的太溪穴的脑激活情况，以更好地反映针刺太

溪穴对认知功能的作用，利于临床治疗。 

方法 选取了 12 例合格受试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和正常老年人，采用针刺前的静息态数据与针刺时

的任务比较，分析 MCI与正常老年人针刺太溪穴的脑功能的激活。 

结果 MCI 与健康老年人太溪穴的激活比较：左大脑边缘叶前扣带回的 BA 32、24，左大脑额叶额

内侧回的 BA 9、10、11，左大脑枕叶的楔叶 BA 19，左大脑额叶额中回的 BA 11，右大脑边缘叶

前扣带回 BA 32、24，左大脑枕叶舌回 BA 18，右大脑额叶额中回的 BA 11，左大脑额叶额下回的

BA 47， 左大脑额叶额上回的 BA 11，右大脑额叶额下回 BA 47，右大脑枕叶楔叶 BA 19、18，右

大脑颞叶颞上回 BA 38，左大脑额叶胼胝下回 BA 47，左大脑顶叶楔前叶 BA 19，右大脑额叶额内

侧回 BA 10，右大脑额叶额上回 BA 11，左大脑边缘叶扣带回 BA 32，右大脑顶叶楔前叶     BA 

19，左大脑额叶中央前回 BA 6，右大脑枕叶梭状回(枕颞内侧回)BA 19。 

结论 针刺 MCI 患者太溪穴相较于正常老年人更能激活认知功能区，针刺在病理状态下更易于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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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 

综合康复方案治疗退变型膝关节半月板损伤的临床疗效 

 
刘辉,刘波,张鑫,敬竹子,伍萨 

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综合康复方案治疗退变型膝关节半月板损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综合康复方案包括电针、短波、手法、运动疗法，每天 1 次。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应用综合康复方案对 64 例退变型膝关节半月板损伤患者进行康复治疗，男 5 例，女 59 例；年龄

40～60 岁，中位数 48 岁；左侧 29 例，右侧 29 例，双侧 6 例；内侧半月板 34 例，外侧半月板 5

例，内、外半月板 25 例；病程 2 周～2 年，中位数 4 月。均为膝关节疼痛处于缓解期，半月板损

伤 2 度或 3 度，选择非手术治疗的退变型膝关节半月板损伤患者。观察综合康复治疗后患膝疼痛程

度、关节活动度、功能及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善情况。 

结果 本组 64 例患者，治疗 3 周后，患膝疼痛程度 VAS（4.25±1.31/2.08±1.06）下降，屈曲角度

（ 116.86±15.72/123.06±8.43 ） 、伸 直角 度（ -4.50±7.57/0.00±3.09 ）、 总体 关节 活动 度

（112.36±19.24/123.06±9.31）增加，改良 Lysholm 评分（43.08±14.85/63.81±16.00）及患者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83.28±13.04/92.27±8.26）提高 。 

结论 综合康复方案治疗退变型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可缓解膝关节疼痛、增加膝关节活动度、改善

膝关节功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疗效可靠。 

  
 

PU-122 

3-MA 通过抑制自噬反应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 

膀胱的作用研究 

 
曾凡硕,孙强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通过自噬抑制剂 3-MA 的干预，观察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影响及膀胱逼尿肌细胞

中自噬的表达     

方法 27 只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脊髓损伤组和 3-MA 注射组，在术后 1 天、4

天、14 天进行运动评分、残余尿量、膀胱功能评分。在每一个时间点，每组都随机选出 3 只大鼠

进行处死并取材，用 Western blot、免疫荧光染色、RT-PCR 检测测定 LC3 和 P62 的表达。     

结果 造模后，脊髓损伤组和 3-MA 注射组的下肢基本没有运动功能，而假手术组的大鼠运动功能没

有受损。与脊髓损伤组相比，3-MA 注射组的 BBB 评分降低，差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

术后 1 天至术后 14 天，脊髓损伤组和 3-MA 注射组的膀胱残余尿量逐渐减少，特别是术后 3 天至

术后 9 天。但是，3-MA 注射组的残余尿量相比脊髓损伤组增加，差距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3-MA 注射组术后比脊髓损伤组在术后 1 天、9 天、12 天、14 天的膀胱功能评分降

低，差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在术后 1 天、4 天、14 天 3-MA 注射组

LC3-II蛋白表达较脊髓损伤组均有所降低，差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RT-PCR 结果显示在术

后 1 天、4 天、14 天，3-MA 注射组膀胱逼尿肌 LC3 mRNA 的表达比脊髓损伤组均有所降低，差

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术后 4 天、14 天，3-MA 注射组膀胱逼尿肌 P62 mRNA 的表达比

脊髓损伤组均有所升高，差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在术后 1 天、4

天、14 天 3-MA 注射组 LC3 蛋白的阳性细胞率比脊髓损伤组均有所降低，差距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术后 1 天、4 天、14 天 3-MA 注射组 P62 蛋白的阳性细胞率比脊髓损伤组均有所

升高，差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6 

结论 自噬抑制剂 3-MA 抑制自噬的表达，对膀胱功能的恢复和下肢运动功能的恢复产生影响，抑制

了功能的恢复；进一步证实自噬可能参与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自我修复，对于膀胱逼尿肌细

胞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PU-123 

儿童医院康复科(危)重症手足口病恢复期并植物状态患儿 

 医院感染特点及防范研究. 
 

吴值荣,马彩云,尚清,刘冬芝,李靖婕,张艳敏,崔伟丽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危)重症手足口病恢复期并植物状态患儿医院感染特点、影响因素，为(危)重症手足口病

恢复期并植物状态患儿医院感染的早期痊愈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接收的 395 例(危)重症手足口病恢复期并植物状态患儿中

抽出 230 例作为研究对象，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的病例共 110 例为对照组，2014 年 1 月

至 2016 年 12 月的病例共 120 例为观察组。回顾性分析对照组病例中与医院感染发生高度相关影

响因素的管理情况，并规范细化管理操作流程:营养支持（注重能量、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摄入）、

坠积性肺炎的护理、侵入性导管的护理、口腔卫生、胃肠状态的调整、体位引流防呛咳、手卫生规

范操作、家庭护理培训、医生的督促和重视、液体的补充、早期康复治疗量的控制、康复科一般护

理常规，并提高这些相关因素在观察组患儿中的重视率及操作规范。比较对照组及观察组在医院感

染痊愈的天数上及患儿入科后 1 月内进行康复治疗的平均天数。 

结果 “营养支持（注重能量、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摄入）、坠积性肺炎的护理、侵入性导管的护理、

口腔卫生、胃肠状态的调整、体位引流、手卫生规范操作、家庭护理培训、医生的督促和重视”，

这些因素是影响（危）重症手足口病并植物状态患儿医院感染顺利度过的关键因素。观察组患儿的

医院感染痊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入科后 1 月内观察组患儿医院感染复发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相同时间点观察组植物状态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儿入科后 1 月内进行康复训练的平均天数较对照组明显增多（P＜0.05）。 

结论 重视 (危)重症手足口病恢复期并植物状态患儿的医院感染关键因素的管理，规范和细化操作

流程，有助于减少医院感染天数，提高植物状态评分，利于早期康复介入，为康复治疗奠定良好的

基础。 

 
 

PU-124 

局部肉毒素注射管理意识障碍患者痉挛状态的临床研究 

 
吴军发,李放,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探讨获得性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痉挛状态的临床特征及局部肉毒毒素注射的临床有效性。 

方法 通过纵向观察包括肉毒素注射在内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法对 12 例获得性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

痉挛状态的疗效，分析和比较 12 例患者注射肌肉、注射目标及注射前后目标达成分数等的变化。 

结果 12 例患者 7 例入院时植物状态，4 例患者均为微弱意识状态，1 例缄默状态。12 例患者入院

时 6 例有气管切开，肉毒素注射时有 6 例气管切开。从这 12 余例患者看，注射肌肉主要为肩带

肌、屈肘肌、屈膝屈髋肌、小腿三头肌、足内翻肌。12 例患者的注射目标主要是为了改善肩、肘

关节的主动和被动活动，便于穿脱衣服和腋、肘部卫生管理，改善足踝关节的足内翻下垂畸形，便

于站立。12 例患者肉毒素注射联合康复治疗后平均 MAS 从 3.25±0.75 降低到 2.25±0.92；肉毒素

注射联合康复治疗后平均 GAS 变化为 21.9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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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包括肉毒素注射在内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能够有效改善重症获得性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痉

挛程度，可能对患者意识障碍恢复有利。 

 
 

PU-125 

经颅磁刺激技术治疗睡眠障碍的临床观察 

 
唐绍灿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经颅磁刺激术对睡眠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76 例睡眠障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每组 138 例。治疗组为经颅磁治疗, 对照组口服甜梦胶

囊, 两组疗程均为 3 周。经多导睡眠检测仪检测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和睡眠相关参数的变

化。 

结果 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P<0.05）多导睡眠相关参数改善情况治疗

前后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或 P<0.01）且有 7 项相关参数经颅磁刺激技术改善程度优于对

照组（P<0.01） 

结论 经颅磁刺激技术治疗睡眠障碍疗效好。 

  
 

PU-126 

生物电阻抗测试频率对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定量评估的影响 

 
徐泉,刘玉洁,潘钰,孙小花,邹丽丽,马丽娜,严红松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乳腺癌相关性淋巴水肿患侧上肢不同频率生物电阻抗值的检测，分析生物电阻

抗测试频率对淋巴水肿定量评估的影响，为生物电阻抗技术定量评估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临床应用

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患者 30 例，采用多频生物电阻抗人体成分分析仪，检测受试者双上

肢不同频率生物电阻值。比较健侧和患侧上肢平均周径、生物电阻抗值的差异，对双上肢平均周径

差和不同频率阻抗差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受试者患侧上肢周径和不同频率下阻抗值与健侧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2)患侧和

健侧上肢平均周径差与 50KHZ 下的阻抗差呈显著正相关（r=0.453，P=0.023），中低频率的生物

电阻抗值与传统周径测量法的一致性好；(3)患侧 50KHZ 频率阻抗值较健侧阻抗值增加百分比显著

高于肢体周径增加百分比（P<0.01），提示低中频生物电阻抗值在淋巴水肿定量评估中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 

结论 中低频率的生物电阻抗值与传统周径测量法的一致性好，在淋巴水肿定量评估中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PU-127 

智能电刺激运动系统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分析 

 
李艳菊

1
,张雪滢

2
,葛优

2
 

1.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2.泰山医学院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目的 研究分析脑卒中偏瘫患者在接受 RT200 治疗后运动功能的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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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在我市康复中心 2016 年-2017 年 6 月 1 日入院治疗的患者 31 例，排除带有心脏起搏器

的患者、骨折未愈者、孕妇等。患者使用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所投放的 RT200 智能电刺激运动系

统进行治疗。每天 1-2 次，每次 20min。患者取坐位，坐于 RT200 治疗椅（治疗椅进行 90°调节便

于患者转移上座）。将电极片贴于患侧，引起肌肉收缩，并连接 FES 对应的通道。启动平板电

脑，点击治疗师登录治疗师密码，患者登录输入患者编号密码，一切准备就绪后开始启动。治疗结

束后，登陆网站 www.rtilink.com 中采集，记录路程、能量消耗、平均功率、平均电刺激，平均不

对称性等信息。并对其中治疗前后路程、能量消耗、平均电刺激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患者使用 RT200 治疗前后的骑行路程对比，患者在治疗后 RT200 上的骑行路程均有明显提

升，患侧肢体功能行动能力均优于治疗前（P<0.05）；患者使用 RT200 治疗前后所受电刺激对

比，治疗后所受电刺激与治疗前并无显著性差异（P>0.05 ）；患者使用 RT200 治疗前后所消耗能

量的对比，治疗后患者所消耗能量明显高于治疗前，患者在使用 RT200 治疗后，主动运动量显著

增高，说明患者患侧在逐渐恢复应有的运动功能活动能力（P<0.05）。 

结论 患者在使用 RT200 智能电刺激运动系统后，运动功能有较显著的增强，其肌肉力量行动能力

得到改善，继而提升了患者的自理能力生活品质。  

 
 

PU-128 

脉冲电磁场对去势大鼠骨组织整合素 αv、β3mRNA表达的影响 

 
何剑全,陈健,林小梅,黄慧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脉冲电磁场（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leds , PEMF）对卵巢切除(Ovariectomized，

OVX)大鼠骨组织细胞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Receptor activator of NF-κB, RANK)，整合素 αv 和

整合素 β3mRNA 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48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卵巢切除组(OVX)，卵巢切除+脉冲电磁场治疗

组（OVX+PEMF）。OVX+PEMF 组大鼠在频率 8Hz，磁场强度 3.8mT 的 PEMF 下每天干预 40

分钟，干预 8 周和 16 周后检测大鼠骨密度和骨组织 RANK、整合素 αv 和整合素 β3mRNA 表达水

平。 

结果 OVX 组 BMD 在第 8 周（p<0.05）和第 16 周（p<0.001）均低于 SHAM 组。SHAM 组与

OVX 组比较，8 周时 RANK 表达 p>0.05，而 SHAM 组整合素 αv 与整合素 β3 表达均低于 OVX 组

（p<0.05，p<0.01）；16 周时 RANK、整合素 αv、整合素 β3 在 OVX 组表达升高（均

p<0.01）。SHAM 组与 OVX+PEMF 组比较，8 周时两组 RANK、整合素 αv、整合素 β3 表达无差

异（p>0.05）；16 周时 OVX+PEMF 组 RANK 和整合素 αv 表达均高于 SHAM 组（均 p<0.05），

而两组整合素 β3 表达 p>0.05。OVX 组与 OVX+PEMF 组相比，8 周时两组 RANK 和整合素 β3 表

达均 p>0.05，OVX+PEMF 组整合素 αv 表达低于 OVX 组（p<0.05）；第 16 周时两组 RANK 表达

p>0.05，整合素 αv 和整合素 β3 在 OVX+PEMF 组的表达均下降（p<0.01，p<0.05）。 

结论 PEMF 可通过下调 OVX 大鼠骨组织中整合素 αv 和整合素 β3mRNA 的表达从而抑制破骨细胞

的骨吸收，进而延缓 OVX 大鼠的骨丢失。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9 

PU-129 

脉冲电磁场对成骨-破骨细胞共育体系中 RANK 和 NFATc1 基因

表达的影响 

 
陈健,黄慧,何剑全,张鑫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本研究探讨不同频率的脉冲电磁场（PEMFs）对大鼠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共育体系中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RANK）和活化 T 细胞核因子细胞质钙调磷酸酶依赖 1（NFATc1）核因子表达

的影响。 

方法 从新生 SD 大鼠的颅盖骨分离成骨样细胞，而从 5 周龄 SD 大鼠的股骨和胫骨获得破骨细胞样

细胞。共培养 1 天后，将细胞置于分别添加有雌激素（E2）或不同频率的 PEMF（分别为 8Hz 和

16Hz）环境中干预 3 天，同时分别分为对照组、E2 组、8 HzPEMF组和 16 HzPEMF 组。采用实

时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分析 RANK 和 NFATc1 mRNA 的表达。 

结果 E2 组、8 HzPEMF 组和 16 HzPEMF 组与对照组比较中，RANKmRNA 表达降低（分别

P=0.000，P=0.005，P=0.017）。与对照组比较，NFATc1 的基因表达高于 E2 组、8 HzPEMF 组

和 16 HzPEMF 组（分别 P=0.000，P=0.000，P=0.004）。E2 组的 NFATc1 明显低于对照组和

16 HzPEMF 组（分别 P=0.000，P=0.005）。8Hz PEMF 组中 NFATc1 的基因表达显著低于对照

组和 16HzPEMF 组(分别 P=0.000，P=0.008)。 

结论 PEMF 可以调节共培养体系中 RANK 和 NFATc1 的基因达到抑制破骨细胞活性的作用。 

  
 

PU-130 

边缘前皮质 α1肾上腺素受体调节帕金森病模型大鼠 

的焦虑样行为 

 
吴仲恒,惠艳娉,李立博,张巧俊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模型大鼠的焦虑样行为，以及激活或阻断边缘前皮

质（prelimbic cortex，PrL）的 α1肾上腺素受体对大鼠焦虑样行为的影响 

方法 采用 6-羟基多巴胺（6-hydroxydopamine, 6-OHDA）单侧损毁内侧前脑束（medial forebrain 

bundle, MFB）法建立 PD 大鼠模型，利用旷场实验检测大鼠的焦虑样行为，以及通过导向套管向

PrL 内注射选择性的 α1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或拮抗剂后观察大鼠焦虑样行为的变化，并与假手术组

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6-OHDA 损毁 MFB 后导致大鼠在旷场实验中的中央格停留时间百分比显著下降

（P<0.001）；激活 PrL 内 α1肾上腺素受体显著降低假手术组和损毁组大鼠在中央格停留时间的百

分比（假手术组：P<0.001；损毁组：P<0.05）；而阻断 α1 肾上腺素受体则显著增加了假手术组

和损毁组大鼠在中央格停留时间的百分比（假手术组：P<0.001；损毁组：P<0.05）。 

结论 6-OHDA 单侧损毁 MFB 后的 PD 模型大鼠产生焦虑样行为；激活假手术组和 PD 大鼠 PrL 的

α1 肾上腺素受体可诱导大鼠产生焦虑样行为，而阻断 PrL 的 α1 肾上腺素受体则产生了抗焦虑样效

应；PrL 中 α1肾上腺素受体参与了 PD 大鼠焦虑样行为的调节，为 PD 相关焦虑障碍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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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 

星状神经节阻滞与淋巴回流技术治疗肩手综合征的疗效对比观察 

 
匡乃峰 

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比观察星状神经节阻滞与淋巴回流技术治疗肩手综合征的疗效 

方法 选取急性期（病程<1 个月）脑卒中并肩手综合征患者 60 例，30 例作为实验组，采用星状神

经节阻滞注射治疗，另 3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淋巴回流技术治疗。实验组均行 2-3 次患侧神经节

阻滞，每周 1 次，对照组均行 2 周淋巴回流治疗（绷带加压+手法引流），于治疗前、治疗后 1

周、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1 个月对两组患者的手体积及疼痛视觉模拟评分进行康复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1 周、2 周、1 个月的手体积、VA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实验组治疗后 1 周、2 周短期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治疗后 1 个月的手体积及 VAS 评分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星状神经节阻滞注射与淋巴回流技术均能改善肩手综合征患者肿胀及疼痛，且星状神经节阻

滞注射效果更佳，疗效巩固。 

 
 

PU-13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联合生物电刺激治疗能够促进 

骨再生的基础研究 

 
李娜,吴琼,何娟,乔晋,邓景元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和生物电刺激（ES）广泛用于骨再生，ES联合 IGF-1 对整个骨

形成过程的综合作用尚不清楚，也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方法 本研究首先利用荧光染色和 MTT 法观察 ES 和 IGF-1 对 MC3T3-E1 细胞体外增殖和粘附的影

响。通过碱性磷酸酶活性（ALP）和成骨标记基因的表达来评估成骨分化。通过茜素红染色和扫描

电子显微镜（SEM）评估细胞矿化。 

结果 IGF-1 联合 ES治疗的 MC3T3-E1 细胞增殖明显高于单独使用 IGF-1 的治疗。 IGF-1 和 ES 联合

使用可增加 MC3T3-E1 细胞的 ALP 活性，成骨相关基因的表达和钙沉积，并具有明显的剂量依赖

效应。 

结论 IGF-1 和 ES 在促进 MC3T3-E1 细胞的增殖、分化和矿化方面的协同作用，因此，使用适当剂

量的 IGF-1 与 ES 联合使用可更有效的促进局部骨损伤的修复和再生。 

 
 

PU-133 

远程智慧康复系统对脑卒中患者安全性、满意度及有效性研究 

 
屈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康复是降低致残率最有效的方法，“互联网+”技术是当今科技与医学结合的热点，远程康复

（智慧康复）是节省病患时间、经济、交通成本和获取优质的康复医疗服务资源的有利手段。同

时，对医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也是新技术、新希望。远程智慧康复系统对脑卒中患者安全性、用户体

验及有效性需要临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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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远程智慧康复系统设计的使用者为医生和患者双方。医生在个人手机上安装远程医生端

APP。患者使用远程康复设备的平板电脑患者端 APP。远程康复系统以云服务为桥梁，沟通患者

端与医生端。数据中心部署包括大型数据库、数据管理软件、备份数据库等。硬件部分主要包括一

台具有联网功能的 10.1 寸安卓平板电脑作为患者终端和两个六轴、加速度、蓝牙传感器。软件部

分主要包括患者运动训练 APP 及远程医生端 APP。通过传感器感知患者运动训练状态，通过中心

数据库智能推送处方，并实时解析医生发布训练计划，以动画、图示、语音等多媒体方式引导患者

完成训练流程。前期采集患者数据 1.5 万人次完成智能处方方案，后续先后纳入脑卒中患者 70

例，其中 22 例为在院患者、48 例为社区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 6 周后评估两组生

命体征、不良事件、满意度调查表、FMA-UE 量表、改良 Barthel 指数、SF-36 量表、SDS 抑郁自

评量表、CSI照顾者压力量表等。 

结果 患者的依从性良好，完成度 100%，无不良事件发生。经 6 周的治疗干预后，两组 FMA-

UA、SF-36 差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差值高于社区对照组。两组间

MBI、SDS、CSI差值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满意度调查表最满意度 86.7。 

结论 远程智慧康复系统对脑卒中患者安全可靠、有一定疗效、患者满意度高。 

 
 

PU-134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预后评估的 Meta 分析 

 
熊婧,冯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本次 Meta 分析将针对 BAEP 对 TBI 患者预后评估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综合评价 BAEP 对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预后评估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检索 2017 年 6 月前发表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MEDLINE， EMBASE， 

Cochrane libraries 数据库中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进行 Meta 分析,对部分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将每

个入选 Meta 分析的研究建立 2*2 表格，填入真阳性( true positive，TP )、假阳性( false positive，

FP )、假阴性( false negative，FN ) 和真阴性 ( true negative，TN )。 数值通过 2*2 表格计算灵敏

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和 95% 可信区间， 并进行各研

究之间的异质性分析。 

结果 1.文献检索：7 篇文献纳入 Meta 分析，其中 6 篇为前瞻性研究，1 篇为回溯性研究。 

2. BAEP 对重型 TBI预后的预测：将各项研究分级的Ⅰ、Ⅱ级，以及出现轻度异常波形的分组定为

表现良好(例如，周月玲等研究中 BAEP 表现良好定义为Ⅰ、Ⅱ级；CANT 等研究中 BAEP 表现良

好定义为波 I-V 峰间期延长, 波 V 分化不良）表现通过 Meta 分析得出，BAEP 预测预后的灵敏度为 

0.70 ( 95% CI，0.63～0.77 ) 、特异度 0.89( 95% CI，0.84～0.93)、 阳性似然比 6.11( 95% CI，

5.64～6.62) ，BAEP 对预后的评估作用特异度略高于灵敏度。 

3.异质性检验：BAEP 分级对预后良好异质性检验显示，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x2= 14.000，P＜0. 05，I2= 57%)，各研究组之间存在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效应指标值

进行合并统计分析。BAEP 分级对预后不良异质性检验显示，两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x2=2.90，P ＞0. 05，I2= 0%) 。 

结论 本次 Meta 分析显示 BAEP 对重型颅脑创伤患者预后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同时，也发现纳入文

献中由于各研究者选择了不同的 BAEP 分级标准，从而导致了结果产生部分异质性。未来建议在同

一分级标准下进一步研究 BAEP 对颅脑损伤预后评估灵敏度和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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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 

核心稳定训练对慢性下腰痛患者步态参数影响的研究 

 
张巧荣,王丛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目的 了解慢性下腰痛患者的步态时空参数和对称性参数特征，为下腰背痛患者的步态研究奠定基

础； 

方法 选取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 30 例记录为 A 组，健康对照组 30 例记录为 B 组。对健康组受试者

进行自由步态与跨越障碍步态测定和表面肌电记录，对实验组(A 组)按照实验设计的治疗方案进行

核心稳定训练，核心稳定训练运用挪威 Redcord 公司的 Neurac 训练装置，采用仰卧、侧卧、俯卧

等体位，适当结合静态闭链、动态闭链等方式。并分别在实验前、实验三个月后进行 VAS 评分、

自由步态与跨越障碍步态测试、表面肌电测试。步态测量指标包括步态时空参数、步态运动学参

数、步态动力学参数。比较核心稳定训练介入前后慢性下腰痛患者步态参数以及表面肌电参数的变

化、比较慢性下腰痛组与健康组的步态特征。 

结果 治疗前试验组与对照组在步长（m）、步速（m/s)、跨步长(m)、摆动期、VAS 等指标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在步速（m/s)、支撑期等指标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在

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步长（m）、步速（m/s)、跨步长 (m)、VAS 等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步宽（m) 、支撑期、摆动期等指标有所进步，但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治疗

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步长（m） 、跨步长(m) 、VAS 指标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步

宽（m) 、步速（m/s) 、支撑期、摆动期等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   慢性下背痛患者与健康人群相比，存在步态异常，核心稳定训练能够改善慢性下背痛患者的

步态特征。 

 
 

PU-136 

基于―SOAP‖整体评估对于脑卒中患者康复疗效的观察 

 
朱保亮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基于“SOAP”整体评估下给予的治疗方案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手功能、步行功能及日

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首次脑卒中且病程在 1 个月之内的偏瘫患者 60 例，其中男性患者 30 人，女性患者 30

人，年龄在 58.20+7.23，发病时间在 20.23+8.92 天。入选 60 例病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人，两组在年龄、性别、体质、病情、病程方面无统计学差异。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评估，根

据评估制定康复方案，所评估内容为：肌力、肌张力、肌围度、疼痛、感觉、平衡、协调及步行功

能、手功能，每两周进行一次评估，总共评估 2 个月（4 次）。治疗组在常规评估基础上结

合”SOAP”整体评估模式对病人在坐位、立位、行走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异常模式及不对称体征进行

评估，”SOAP”整体评估需要对患者在不同体位下在后方、侧方、前方不同方向对三个体位进行观

察，评估患者需要充分暴露所需评定部位，评定需要在相同环境内，排除其他干扰因素，所需观察

部位包括头部侧屈、旋转角度，肩关节旋前、后及高低，肩胛骨旋转角度，躯干旋转及侧屈，脊柱

的屈伸、侧弯，骨盆倾斜角度，膝关节的屈伸角度，踝关节的稳定状况，在不同体征下结合患者既

往、现有病史及病人整体生活、工作情况给予病人合理、全面的评估，进而制定针对性康复方案，

每两周进行一次评估，总共评估 2 个月（4 次）。前后评估及制定方案需同一名治疗师进行，本方

案所有误差为制定方案的差异性，此误差暂不作考虑。对入选患者前后使用偏瘫手功能级的评定

表，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Barthel 指数评定表），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评定表，Fugl-Meyer 运

动功能评定量表进行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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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后均有明显改善，上肢功能、手功能及步行功能明显改善，治疗组 Barthel 评分

及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优于对照组患者。 

结论 基于“SOAP”整体评估结合常规康复评估方法下指导的康复训练方案对于改善脑卒中患者手功

能、步态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在临床中有明显治疗效果。 

 
 

PU-137 

基于肌张力检测仪探讨不同程度的肌肉负荷对 

前臂肌肉特性的影响 

 
张顺喜,兰月,张瑾,彭源,陈钰杰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采用新型的 MyotonPro 肌张力检测仪定量检测正常人不同负荷对前臂肌肉特性的影响，并分

析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对其的影响。 

方法 选取健康志愿者 20 例，平均年龄（22.6±3.2），BMI（20.6±2.6），其中男性 11 人，女性 9

人，首先用测力计测量受试者最大握力（Maximum Voluntary Contraction MVC），然后在受试者

静息状态及 25%、50%、75%最大握力状态下，采用 MyotonPro 检测优势侧前臂桡侧腕屈肌振动

频率(frequency,F)、硬度(stiffness，S)、衰减系数(decrement，D)。 

结果 1、只考虑最大握力比例不同对振动频率的影响：随着最大握力比例的增加，振动频率逐渐增

加；进一步考虑年龄、性别、BMI的影响：年龄、性别和 BMI均无统计学意义 。2、只考虑最大握

力比例不同对硬度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着最大握力比例的增加，肌肉硬度逐渐增加；进一步考虑年

龄，性别，BMI 的影响：年龄、性别、BMI 均无统计学意义。3、只考虑最大握力比例不同对衰减

系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比例握力下的衰减系数无统计学差异；进一步考虑年龄，性别，BMI 的

影响：结果显示性别有统计学意义，女性比男性衰减系数高。 

结论 振动频率和硬度对肌肉收缩状态的变化敏感性较高，可以间接反应肌肉收缩程度；女性比男

性衰减系数高。 

 
 

PU-138 

我国康复治疗师对中风患者早期康复的认识 

 
王家玺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中国物理治疗师的采访及采访内容的分析，来探究中国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的现状和

其背后的原因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案。 

方法 以定性研究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对 8 位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康复治疗师进行深

入的半结构化访谈来得到研究数据。用主题分析法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结果 1.我国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没有足够的具备早期康复专业知识的康复治疗

师和康复科病床；医疗保险支持不够；康复治疗师与临床医师及其他医疗人员之间缺乏有效的合

作。2.建议的解决方案为每一家综合医院都应建立脑卒中单元。 

结论 根据这些结果，本调查提出了如下的建议：最紧迫的是应该在更多的医院建立脑卒中单元以

更好地实施早期康复治疗；没有建立脑卒中单元的医院，应扩大康复科病房，加强康复治疗师与临

床医生的沟通及合作。本调查通过我国各阶层康复治疗师的视角，较客观地说明了我国中风患者的

早期康复治疗有待很大的发展，通过开展早期康复治疗，期望可以使中风患者的身体功能得到更好

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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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 

脑卒中患者早期运动功能康复护理 

 
马秋平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五医院),吉林省,吉林市 

 

目的 探讨脑卒中病人早期运动功能的康复护理对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方法：选

择 54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早期康复组和常规组。康复组在临床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正规的康

复训练，常规组给予临床药物治疗及未经知道的自行锻炼。分别于入选治疗前 24 小时及治疗后 7

周进行评测，患肢运动功能按 brunnstrom 偏瘫运动功能分期判定。结果：经 7 周治疗后早期的康

复活动在患者的运动功能状态明显优于常规组。结论：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治疗，能明显

改善肢体运动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方法 康复护理时间:重症脑出血患者，在监测生命体征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康复护理。缺血性卒中病

人在生命体征稳定、意识清楚、病情不再发展，48 小时后即可进行，以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结果 判定标准:brunnstrom 偏瘫运动功能分期:①上肢；ⅰ期，无随意运动。ⅱ期，开始出现轻微的

屈曲共同运动。ⅲ期，能充分进行上两项运动，能进行伸展共同运动。ⅳ期，肘屈曲前臂能部分旋

前，旋后；肘伸展位肩能前屈 90°；将手向腰后旋转。ⅴ期，肘伸展位肩能外展 90°；肘伸展位肩

能前屈 180°；肘伸展位前臂能旋前，旋后。ⅵ期，正常动作或稍欠灵巧，快速动作不灵活 

结论 脑血管疾病存活者中 50%-70%病人遗留瘫痪、失语等严重残疾，给社会及家庭带来了严重的

负担。从表 2 可以看出，早期的康复活动在患者的运动功能状态，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明显优于常规

护理组，早期康复护理，对提高疗效，提高生活质量，缩短住院时间，效果明显。 

 
 

PU-140 

两种躯干控制评定方法对脑卒中患者躯干控制影响 

及其相关性分析 

 
韩亮

1
,陈颖

1
,李惠琳

2
,孙齐慧

2
,欧贻斌

1
,陈晶晶

1
 

1.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海南医学院,海南省,海口市 

 

目的 探讨躯干损伤量表（TIS）和 Sheikh 评定方法对脑卒中早期患者在脑卒中躯干控制功能影响

以及与最大吸气压（MIP）、运动功能（FMA）、Berg 平衡量表（BBS）和改良 Barthel 指数

（MBI）的相关性研究，为临床提供一个更为精准化卒中后躯干控制方法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对 37 例脑卒中早期患者在治疗前后评定 2 次。包括躯干损伤量表、Sheikh 评定法评定躯干控

制能力，MIP 评定吸气肌肌力，FMA 评定运动功能，BBS 评定平衡功能，MBI 评定日常生活能

力。用 Pearson 系数分析两种躯干控制评定方法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与 MIP、FMA、MBI、BBS 间

的相关性。 

结果  ①TIS、Sheikh 评定法、MIP、MBI、BBS 在治疗之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TIS、Sheikh 评定法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性（r=0.595，P<0.01）。③TIS、MIP 之

间呈中等程度相关（r=0.426，P<0.01），TIS、FMA 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r=0.561，P<0.01），

TIS、BBS 之间呈强度度相关（ r=717，P<0.01），TIS、MBI 之间呈强度相关（ r=0.760，

P<0.01）。④Sheikh 评定法、MIP 之间呈弱相关（r=0.318，P>0.05），Sheikh 评定法、FMA 之

间呈弱相关（r=0.322，P>0.05），Sheikh 评定法、BBS 之间呈强度相关（r=711，P<0.01），

Sheikh 评定法、MBI之间呈强度相关（r=0.623，P<0.01）。 

结论 ①TIS、Sheikh 两种躯干控制评定方法在评定脑卒中早期患者躯干控制方面具有良好的相关

性，TIS 评定项目有 17 项，可作为临床有效的、精准化评定躯干控制的方法。②Sheikh 评定法与

BBS、MBI 强相关性但与 MIP、FMA 相关性不强；且评分项目只有 3 项不利于更好体现躯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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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和提升。③TIS、Sheikh 评定、BBS、MBI 均强相关，提示躯干控制可改善患者平衡功能和日

常生活能力。④TIS、MIP 相关，提示吸气肌提高有助于改善躯干控制能力。 

  
 

PU-141 

中文版成人血友病活动能力评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汪衍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检验成人血友病活动能力评估量表(HAL)汉化后的信度和效度，从而将 HAL 引入我国，为评

估我国成人血友病患者的活动能力提供方法。 

方法 对原始问卷进行翻译、回译、校对后最终形成 HAL 中文版，将中文版 HAL 及中文版关节炎生

活质量测量量表 2-短卷（AIMS-SF）通过直接发放问卷或邮件形式由我国成人血友病患者完成填

写，共发放 150 例问卷，搜集到 98 例有效问卷，应用 spss20.0 版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

析，对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聚集效度进行检验。用

Cronbach’s α 系数测量量表内部一致性，α 值＞0.7 为内部一致性很好；分半信度通过将问卷的项

目按照奇数项、偶数项分为两半，通过 Spearman- brown 相关分析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评估，大

于 0.7 为分半信度较好；内容效度通过计算量表各维度与总体以及量表中每一个条目与其所在维度

的 Pearson 相关系 数来确定，大于 0.5 为内容效度较好;结构效度则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计算各

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及各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性以评估；聚集效度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计算

HAL 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与 AIMS2-SF 总分及其“躯体”维度得分的相关性以评估，大于 0.5 为聚集

效度较好；非参数 Mann-WhitneyU 检验用于分析中度及重度血友病患者各维度及总分评分差异。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 )表示，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回收 98 例有效问卷，完成该表平均时间为 5～7 min；内部一致性显示问卷总量表及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在 0.7 以上；总量表的分半信度 r=0.970，各维度分半信度均大于 0.7；内容

效度显示各维度得分与总分、各维度条目得分与该维度得分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均大于 0.6；结构

效度显示问卷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小于各维度与总量表间的相关系数；聚集效度显示 HAL 总分和

AIMS2-SF 总分及 AIMS2-SF“躯体”维度得分相关性均较好（分别为 r=0.640,P<0.01；r=0.576，

P<0.01）。98 例患者 HAL 评分中位数为 58 分。 

结论 中文版 HAL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值得临床推广。我国成人血友病患者 HAL 评分较低，应

关注提高血友病患者关节功能，改善活动能力。 

 
 

PU-142 

脑电图检查联合昏迷恢复评分量表在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 

患者的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刘克洪,胡晓华,孙建伟 

武警杭州医院康复中心 

 

目的  研究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ph ,EEG)检查和 CRS-R 量表 (coma recovery scale-

revised，CRS-R)评分对脑损伤意识障碍患者预后预测的优势与不足，临床应用中需结合两者的长

处，取长补短，提高对患者预后判断的准确率。 

方法 按入选标准入选的 80 例重型颅脑损伤意识障碍患者均行脑电图检查和 CRS-R 量表评分，比

较用脑电图联合 CRS-R 量表评判预后与单用脑电图或 CRS-R 量表评判结果敏感性、特异性、准

确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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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脑电图检查和 CRS-R 评分均可以较准确的判断预后，但是联合检查和单独检查预测患者预后

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率有差异。单纯脑电图检查敏感性为 75.67％ ，特异性为 74.42％ ，准确

率为 75.0％；单纯的 CRS-R 量表评分预测患者预后的敏感性为 82.05％ ，特异性为 80.49％ ，准

确率为 81.3％。如果脑电图联合 CRS-R 量表评分预测则可相互弥补检测的不足，其敏感性为

89.47％ ，特异性为 90.47％ ，准确率为 90.0％，较前相比均有提高。 

结论 采用脑电图检查联合 CRS-R 评分可提高颅脑损伤意识障碍患者预后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

率，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PU-143 

表面肌电在颈椎病患者肌肉评估中的应用 

 
田新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应用表面肌电技术对患有颈痛的颈椎病患者进行肌肉功能评估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我科治疗的伴有颈痛的 20 例颈椎病患者纳入实验组。经

体查及影像学检查明确患者符合颈椎病的诊断。再选取 20 例健康自愿者，体查无颈椎病症状，颈

部活动不受限且无疼痛，纳入对照组。要求受试者取端坐位，躯干稍前倾，记录电极贴于双侧 C4

水平棘突旁开 2cm 左右竖脊肌肌腹最饱满处，参考电极贴于记录电极旁开 2cm 处。测试动作分为

三个阶段。第 1 阶段受试者在颈部由中立位向前做屈曲动作至最大屈曲角度；第 2 阶段受试者维持

颈部最大屈曲位置；第 3 阶段受试者颈部由最大屈曲角度向后伸展至中立位，每个阶段均维持 3

秒。取第 1 阶段的均方根值（root mean square,RMS）与第 2 阶段的均方根值 RMS 的比值作为屈

曲-放松比（flexion-relaxaion ratio,FRR）。FRR＞2.5 表明出现屈曲-放松现象 

结果 实验组 20 例患者中仅有 5 例受试者出颈现屈曲-放松现象。对照组 20 例健康志愿者中有 14

例受试者出现颈屈曲-放松现象。两组受试者颈屈曲-放松现象出现率有显著差异（P＜0.01） 

结论 在伴有颈痛的颈椎病患者中，颈屈曲-放松现象的出现率远低于颈部健康的人群。表面肌电对

颈椎病患者肌肉功能评估有更深层次的作用 

  
 

PU-144 

孕期凯格尔训练对产后盆底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许歌岑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盆底功能障碍疾病（PFD）是一种女性常见的、高发的慢性病，很大程度上威胁女性的健康

与生活质量。其中，以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较为常见。孕期中，激素水平的变化影响到组

织与器官中的胶原成分，盆底胶原纤维减少；妊娠期脊柱前凸过度不利于肛提肌收缩和放松；随着

子宫逐渐增大，盆底肌处在持续受压而松弛；阴道分娩也会损伤盆底组织，造成泌尿生殖道支持组

织的损伤等，都是导致盆底功能障碍的因素。而凯格尔运动，使患者耻骨尾骨肌肉群进行自主性收

缩锻炼，可以加强盆底肌肉组织力量，增强对盆底的支持力，被广泛用于改善尿失禁、器官脱垂等

盆底功能障碍疾病的治疗当中。本文旨在研究孕期坚持凯格尔训练对产后的盆底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孕早期在我院妈咪课堂接受凯格尔训练（坐位，同时收缩阴道、肛门，坚持 3-5 秒，然

后放松 10 秒，收缩和放松为一组，每次 2-3 组，每天坚持 2-3 次）正确指导的，并每天坚持凯格

尔训练至生产前的初产顺产妇 40 名，作为实验组。选取未接触过凯格尔训练的初产顺产妇 40 名，

作为对照组。对照组与实验组产妇孕期体重增加范围在 15±2.5kg，新生儿体重范围 3000±250g。

产后 42 天于我科行盆底肌表面肌电评估（Glazer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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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组的盆底肌肉功能在静息状态的稳定性，收缩后放松所需时间，收缩耐力，收缩时的稳

定性方面均优于对照组。 

结论 结论：孕期凯格尔运动训练可以改善产后的盆底功能状态，可以在孕期积极推广凯格尔训

练。同时盆底康复要贯整个孕产期间，孕产妇需要提高康复意识。 

  
 

PU-145 

Content comparison of functional outcome measures used 
in osteoarthritis based upon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王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 的 To examine and compare the contents of functional outcome measures used in 

osteoarthritis  

方 法  linking the contents of those outcome measures with the ICF categories by two 

independently trained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ccording to the eight linking rules developed 
specifically for this purpose. Consensus between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was adopted to 
ensure the ICF category had been linked to the corresponding item. 

结果 Of the 62 instruments, 2363 concept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ICF.  

结论 ICF turned out to be a useful framework when comparing the content of functional outcome 

measures used in osteoarthritis. 
 
 

PU-146 

等速运动系统不同测试模式对膝关节本体感觉 

功能测试的信度研究 

 
付孝翠

1
,顾浩

1
,孙丹

1
,张弛

1
,方应祥

1
,毕霞

1
 

1.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2.宁夏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等速运动系统不同测试模式对膝关节本体感觉定量评定的可靠性。 

方法 应用 Biodex System 4 Pro 多关节等速测试系统开链主动、开链被动、闭链主动、闭链被动四

种测试模式分别测试 13 例健康自愿者双侧膝关节位置觉。由 2 名测试者负责重复测试和不同测试

者间重复测试，每次测试间隔一周。使用组间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对所得结果进行信度分析。 

结果 开链主动、开链被动、闭链主动和闭链被动位置重现时，其误差角度的重复测试信度组内相

关系数(ICC)分别为 0.915、0.906、0.741 和 0.608，不同测试者间测试信度组内相关系数(ICC)分

别为 0.806、0.759、0.648 和 0.520。 

结论 采用开链主动位置重现和开链被动位置重现测定膝关节本体感觉均具有高的重复测试信度，

ICC 值为 0.759~0.915；闭链主动位置重现和闭链被动位置重现的重测信度介于中等和良好之间，

ICC 值为 0.520~0.741；开链（主动/被动）位置重现的绝对误差角度小于闭链（主动/被动）位置

重现；主动模式的绝对误差角度小于被动模式。提示开链模式的重测信度高于闭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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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 

吞咽造影检查联合内镜吞咽检查在脑卒中后吞咽 

功能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代欣,魏冰,席家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电视 X 线透视吞咽功能检查(VFSS) 联合内镜吞咽检查(FEES) 在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评

估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上选择吞咽功能评估方法提供理论支撑。   

方法 2014 年 6 月-2016 年 10 月，将收治的 108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54 例。

对照组采用吞咽造影进行评估，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吞咽造影和内镜吞咽检查进行评估。所

有患者根据评估结果进行针对性治疗和康复训练。观察比较两组患者误吸的检出率、治疗前后吞咽

功能变化和疗效差异。 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评估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上选择吞咽功能评估方法

提供理论支撑。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的误吸检出率明显较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

后，两组患者 VFS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 均＜0.05）；实验组的 VFS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实验组痊愈率和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VFSS 联合 FEES 在脑卒中后吞咽功能评估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上推

广。 

  
 

PU-148 

握力测定在脑卒中患者手功能评定的应用研究 

 
张潇,谢青,牛传欣,潘惠娟,鲍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的 分析最大握力、转移网球个数与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分（FMA-UE）之间的关系，探讨最

大握力作为脑卒中后手功能评定方法的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科 65-80 岁初发脑卒中患者 14 名，应用 Jamar Dynamometer 握力计对患者的

健患侧分别进行 3 次握力测定，选取 3 次中最大值作为最大握力值，并计算患侧最大握力与健侧最

大握力之比（手比率，Hand Ratio, HR）作统计分析。第 2 天对患者进行 FMA-UE 评分并进行储

球框内转移网球试验即记录 1 分钟内从患侧上肢从患侧向健侧转移网球数量。使用 SPSS 22.0 进

行统计学分析，将 HR、转移网球个数及 FMA-UE 分别作 Pearson 直线相关分析。 

结果 脑卒中患者 HR 与 FM-UE 呈直线相关，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561（p=0.035）；HR 与转移

网球个数未显示显著线性关系，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522（p=0.055）；FMA-UE 评分与转移网

球个数与呈直线相关，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659（p=0.01）。 

结论 最大握力可作为脑卒中患者手功能评定的一种定量化评定手段；将最大握力、转移网球个数

与 FMA-UE 评分相结合，有助于对脑卒中后手功能康复进行更客观、准确、动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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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 

髋关节向心性屈伸运动等速测试的重测信度 

 
沈顺姬,郭俊峰 

威海市立医院,山东省,威海市 

 

目的 目前的研究已发现，积极的康复治疗能够改善患者下肢整体的运动功能，我们有必要采用更

科学的、客观的指标，例如等速肌力测试系统的数据结果，来观察患者下肢中某单一关节的运动功

能在康复治疗前后的变化。髋关节是步行时的主要运动关节之一，其稳定性及运动功能的表现直接

影响人体的步行能力，本研究首先对髋关节进行向心性屈伸等速运动的重测信度进行测试，为临床

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招募右利足健康男性受试者 16 例，女性受试者 14 例，年龄为 23.00±0.91 岁，体重为

59.73±11.32kg，身高为 170.33±3.87cm。利用 BIODEX-4 型多关节等速肌力测试和训练系统

(Biodex Mulit-joint System，Biodex Corporation，Shirly NY，USA)，以同一标准程序、同一检测

方法在同一时间段内，前后两次分别以 60°/s、180°/s 的角速度，测试髋关节进行向心性屈、伸运

动时的等速峰力矩(PT)、峰力矩体重比(PT/BW)、总功(TW)、相对总功(TW/BW)、平均功率(AP)

等。采用 SPSS l9.0 统计软件包，使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对其

结果进行信度分析。 

结果 髋关节以 60°/s 角速度向心性等速运动时重复测试的信度高。虽然角速度为 180°/s 时，右髋

关节屈伸运动重测的信度令人满意，但是左髋运动时伸肌的重测信度较差。 

结论 等速测试技术与传统的运动肌力测量相比较，具有运动恒定角速度、可调节阻力的特点，并

以其测定准确、方便实用、以及反馈性调节等优点被广泛应用。本研究所测试的指标基本反映了被

测试肌群的肌力大小、肌肉的爆发力特征、肌肉的耐力等运动功能情况。本研究通过运用等速肌力

测试系统对正常人群髋关节屈伸肌群的力学特征进行评定，认为等速测试能够更好地观测髋关节屈

伸肌群的力学特征，其重复测试信度较高，能够满足临床评估的需要，为临床康复治疗提供了更科

学的观察指标，为进一步了解卒中偏瘫患者髋部的力学变化提供客观指标 

  
 

PU-150 

综合性康复模式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临床效果观察 

 
李军涛 

邯郸市中心医院,河北省,邯郸市 

 

目的 研究综合康复模式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疗效。 

方法 将入选的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康复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性康复模式

进行治疗，观察治疗前后 2 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AS 评分、FMA 评分、ADL 评分及疗效。 

结果  2 组治疗前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AS 评分、FMA 评分和 ADL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康复组通过康复治疗的疗效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u=5．7008，P<0．01)。 

结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采用综合性康复模式进行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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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 

急性期脑梗死偏瘫患者减重步行训练对平衡功能的影响 

 
李军涛 

邯郸市中心医院,河北省,邯郸市 

 

目的 探讨减重步行训练对早期脑梗死后偏瘫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74 例急性期脑梗死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常规康复治疗组和减重步行训练组各 37 例。常规

康复治疗组由专业治疗师进行康复治疗，减重步行训练组除专业治疗师常规康复以外，同时采用减

重步行训练。治疗后 4 周采用运动功能评定量表测评两组平衡功能。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两组无支撑站立评分和患侧单腿站立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减重

步行训练组平衡功能恢复水平优于常规康复治疗组。 

结论 早期减重步行训练可有效提高急性脑梗死后偏瘫患者平衡功能康复水平。 

  
 

PU-152 

脑卒中患者减重步行训练对下肢运动能力恢复的影响 

 
李军涛 

邯郸市中心医院,河北省,邯郸市 

 

目的 探讨减重步行训练(BWSTT)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能力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择脑卒中患者 200 例，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对照组采取传统的康复技术进行康复

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运用 BWSTT 进行下肢运动能力的恢复训练，共训练 4 周。采用运动功能

(简式 Fugl-Meyer 量表)行走能力[功能性步行量表（FAC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rthel 指数)，平衡

功能（Berg 平衡量表）评价两组训练前后的运动功能。 

结果 两组训练前后 Fugl-Meyer 量表、FAC、Barthel 指数、Berg 平衡量表评分均优于训练前（P

均<0.05）,且观察组训练后各指标均优于对照组训练后（P 均<0.05）。 

结论 BWSTT 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能力的恢复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PU-153 

肌电图在周围性面瘫患者评估中的作用 

 
王琰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周围性面瘫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第Ⅶ对颅神经受损所导致的病症，多见于 20～40 岁人群，

75%～90%的患者经一般治疗（药物治疗、理疗、面部手法治疗、针灸等）可以恢复，但仍有

10%～25%的患者遗留不同程度的面神经功能障碍。近年来很多研究报道，重度面瘫患者早期面神

经减压术或面神经移植术有助于恢复，因此早发现、早期评估对正确选择治疗方案来说尤为重要。

目前，面瘫患者临床主要应用 House-Blackmann(H-B)面神经功能评价进行评估，此项评估为主观

评定量表且等级之间跨度较大，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患者面神经损伤及恢复情况。针对于面瘫患者的

肌电图检查有瞬目反射及面神经传导两种方法，对此两项检查急性期的研究报道不多见，偶有研究

报道指出肌电图对急性面瘫有诊断价值。本研究旨在探讨肌电图在周围性面瘫患者不同时期的评估

作用。 

方法 采用德国 EMG4 肌电图（Neurowerk 型，Sigma 公司）进行面神经传导及瞬目反射的刺激和

记录。在室温 25～30℃安静明亮的室内，受试者放轻松并取仰卧位，清洁皮肤，使皮肤温度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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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5℃左右。入选的 60 例患者均在确诊后 1-2 天内进行瞬目反射及面神经神经传导测定。观察 1.

瞬目反射及面神经传导对周围性面瘫患者诊断的阳性率；2.比较周围性面瘫患者瞬目反射患侧

R1、R2 、R2′波的潜伏期与健侧 R1、R2 、R2′波的潜伏期有无差异性；3.比较周围性面瘫患者患

侧、健侧面神经传导的潜伏期、波幅有无差异性。 

结果 1.瞬目反射在各个时期的诊断阳性率为 100%，2.面神经传导随着病程的延长诊断率逐渐增高

（病程＜7 天阳性率为 35%，病程 7-14 天阳性率 85%，＞14 天的诊断阳性率达 100%），3.60 例

患者患侧瞬目反射、面神经传导较健侧均有异常改变，患侧瞬目反射 R1 波潜伏期均较健侧延长，

面神经传导潜伏期较健侧延长、波幅较健侧降低。 

结论 1.瞬目反射在周围性面瘫患者各个时期均均可以作为诊断和评估手段指导临床治疗；2. 病程

＞14 天的患者面神经传导可作为诊断和评估手段指导临床治疗；3.瞬目反射和面神经传导在周围性

面瘫的各个时期均可作为治疗过程中的客观评估监测指标，与治疗后的潜伏期、波幅数值进行比较

来观察疗效。 

  
 

PU-154 

感觉阈值测定在神经根型脊椎病中的应用 

 
王琰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电流感觉阈值（CPT）测试通过测定神经对电流刺激（能引起感觉而无疼痛的最小神经选择

性经皮电刺激强度） 的敏感性来评价神经功能。以此来评估神经根型脊椎病患者感觉神经功能。 

方法 选取 2017.01-2018.01 来我科住院的已确诊神经根型脊椎病的患者 40 人，康复治疗前根据脊

柱突出节段选取 CPT 检查部位，记录检查数值。经过系统理疗、牵引、手法等治疗 1 月后复测

CPT。对比检查前及检查后的 CPT 数值，用来评估治疗效果。 

结果 经过治疗后的患者 CPT 检查结果均较前有所改善。 

结论 CPT 能够对神经根型脊椎病患者的感觉神经功能进行客观的评估。 

 
 

PU-155 

神经电生理技术在脑卒中患者客观评定中的临床研究 

 
郝道剑,刘绵绵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1、通过不同时期的脑卒中患者神经电生理检查，客观评估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传导功能； 

2、客观的神经电生理评估与常用量表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方法 对 47 例脑梗死住院患者进行神经电生理检测：运动诱发电位（MEP）评估脑卒中患者发病一

个月、三个月、六个月，运动中枢神经传导时间的评估，以及与运动功能量表评定之间的相关性；

体感诱发电位（SSEP）评估脑卒中患者不同时期的本体感觉的评估，以及与 Fugl-Meyer 下肢平

衡量表之间的临床关系；肌电图（EMG），从周围运动神经 CMAP 波幅及肌肉失神经支配的角

度，分别评估不同时期的脑卒中患者中枢神经继发周围神经损害的临床电生理表现，以及与偏瘫侧

肢体运动功能的临床观察。 

结果 47 例脑卒中患者的神经电生理评定：MEP 在脑卒中患者第一个月，62.5%的皮层刺激无波，

第三个月、第六个月皮层电位的出现率增高、波幅增高，与 Brunstrom 分级存在相关性；SSEP 检

测皮层电位无波占 75.1%，三个月时出现率明显增高，第六个月出现率占 83.6%，同时也表现为其

潜伏期的缩短，与 Fugl-Meyer 下肢平衡量表分值也相应增高；EMG 在偏瘫侧肢体肌肉的失神经支

配的阳性率与 Brunstrom 分级存在负相关性，而运动神经传导的 CMAP 波幅与继发周围神经损伤

的程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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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神经电生理对脑卒中患者的功能评定相对常用的量表更具有客观性和敏感性； 

不同时期脑卒中患者的电生理评定与功能康复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PU-156 

发育迟缓儿童的骨强度特征研究 

 
陈梅佳,周璇,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发育迟缓儿童受肌肉张力、关节活动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其生长发育落后，尤其是运动能

力受限，由于骨骼缺少刺激以及负重，其骨骼的发育也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超声骨强度仪测定

是目前广泛用于检测儿童骨强度的非入侵性检测方法，但超声用于检测发育迟缓儿童的骨强度的研

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采用超声骨强度测定仪探索发育迟缓儿童的骨强度及其特征。 

方法 选取 100 例发育迟缓儿童作为发育迟缓组（男 65 例，女 35 例，年龄 54±12.3 个月），50 例

健康青少年作为正常对照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55±10.8 个月），采用超声骨强度仪测定

受试儿童桡骨远端的声速（speed of sound, SOS）、Z值、百分位。SOS 为超声波在骨骼皮质层

内传导的速度（单位：m/s），其结果受骨骼密度、皮质骨厚度、微结构、骨骼弹性的影响，Z 值

为与同年龄、同性别亚洲人群平均值比较后的标准差差异，百分位为与同年龄、同性别亚洲人群比

较后的差异以百分位等级表示。当 Z 值＜-2 表示严重骨强度不足；-2＜Z 值＜-1.5 表示中度骨强度

不足；-1.5＜Z 值＜-1 表示轻度骨强度不足；-1＜Z 值＜0 表示骨强度偏低，Z 值＞0 表示骨强度正

常。 

结果 发育迟缓组的平均身高、平均体重分别为 105±14.3cm、19±4.9kg，对照组为 107±6.7cm、

18±3.0kg。两组的性别构成、平均年龄、平均身高、平均体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发育迟缓组骨

强度正常 38 例（38%）、异常 62 例（62%），对照组骨强度正常为 27 例（54%），异常为 23

例（46%）。发育迟缓组的 SOS、Z 值、百分位分别为 3514m/s、-0.32±1.2、42±30.9，对照组分

别为 3600m/s、0.1±0.7、52±24.5，发育迟缓组 SOS、Z 值、百分位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

统计意义（SOS：P=0＜0.05；Z 值：P=0.02＜0.05；百分位：P=0.03＜0.05）。不同性别发育迟

缓儿童的 SOS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8＞0.05）。发育迟缓患者的年龄、身高、体重与 SOS

呈正相关（年龄： r=0.361, P=0＜0.01；身高： r=0.204，P=0.04＜0.05；体重： r=0.381,P＜

0.01）。 

结论 发育迟缓儿童存在骨质强度偏低的现象，其骨质强度与年龄、身高、体重呈正相关。在发育

迟缓儿童的康复治疗中应注意检测和治疗骨质强度偏低的现象。 

 
 

PU-157 

非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运动耐力研究 

 
梁菊萍,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非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约占全部先心病类型的

70%~80%。先心病儿童可能由于心脏自身血流动力学、家长过度保护等原因，易出现运动发育迟

缓或运动能力下降等发育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学龄儿童可能出现运动耐力差、身体活动

少、社交障碍等问题，严重影响先心病儿童的身心健康。本研究旨在了解先心病儿童心肺运动耐力

状况及其特征，为后期制定先心病儿童运动处方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招募 43 名、平均年龄为 81.1±13 个月的非紫绀型先心病儿童为 CHD 组（男 20 名、女 23

名），41 名、平均年龄为 79.3±10 个月的健康儿童组作为对照组（男 19 名，女 22 名）。两组受

试儿童的年龄、性别构成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受试儿童都遵照美国胸科协会颁布的标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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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步行试验方案执行，评价指标包括：最终的行走距离，测试前后心率、呼吸频率、血压、Borg

主观呼吸困难程度。6 分钟步行试验（Six Minute Walk Test,SMWT))是一种运动耐力试验，便于操

作、易于耐受、能较好反映心脏疾病患者日常运动状况。 

结果 测试前两组的心率、呼吸频率、血压、Borg 主观呼吸困难评分均为 0，以上参数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所有受试儿童均完成 6MWT，测试后 CHD 组、对照组的步行距离分别为

514.7±72.2 米，598.2±71.0 米，两组步行距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CHD 组主观呼

吸困难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HD 组为 2.94±1.7，对照组为 1.54±1.0，

P＜0.01），其余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包括心率（CHD 组 115.3±19.1 次 /分钟；对照组

124.5±16.2 次/分钟）、呼吸频率（CHD 组 30.3±10.4 次/分钟；对照组 30.3±4.8 次/分钟）、血压

（CHD 组收缩压 108.1±11.7mm/Hg、舒张压 74.3 mm/Hg；对照组收缩压 104.8±7.7 mm/Hg，舒

张压 69.5±5.2 mm/Hg）。 

结论 非紫绀型先心病儿童的心肺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健康儿童，且运动后主观呼吸困难程度高于健

康儿童。因此，建议这类型先心病儿童积极参与身体活动，避免过度保护，以获得更好的生活质

量。 

 
 

PU-158 

神经肌电图结合高频超声对早期腕管综合症诊断价值的分析 

 
傅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神经肌电图结合高频超声在早期腕管综合症（capal tunnel syndrome, CTS）诊断中的价

值。 

方法 早期 CTS 患者临床表现仅有手麻木、疼痛而无其它功能障碍。选取 30 例单手有相应临床症

状的受试者，利用丹麦 KEYPOINT 肌电诱发电位仪检测正中神经运动传导速度（MCV）、末端运

动潜伏期（DML）和感觉传导速度（SCV）；采用 HITACHI 高频超声在有症状手腕部豌豆骨平面

分别测量正中神经前后径、左右径并计算扁平率（扁平率=左右径/前后径）以及测量正中神经的横

截面积；以无症状侧手腕作为对照。 

结果  其中 22 例患者肌电图提示正中神经 DML 平均延长 3.21±1.10ms，SCV 平均减慢

45.2±1.30m/s，MCV 测值正常范围，同步行超声检查显示在豌豆骨截面正中神经扁平率及横截面

积均显著高于对照侧（P<0.05）；8 例肌电图检查显示 MCV、DML 和 SCV 测值正常范围，其中 6

例手腕部豌豆骨截面正中神经扁平率及横截面积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2 例患者正中神经扁

平率及横截面积与对照侧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正中神经电生理测值在正常范围的部分早期 CTS 患者存在异常的高频超声相关参数的改变；

神经肌电图结合高频超声有助于提高对早期 CTS 的识别，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PU-159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fNIRS)观察导航引导下 rTMS 刺激大脑 PMA

区对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孙玮,段强,赵晨光,袁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采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fNIRS)观察导航引导下 rTMS 刺激大脑 PMA 区后大脑不同脑区

（PMC、SMA、M1、PFC 等）的氧合血红蛋白（Oxy-Hb、DeOxy-Hb）变化，并分析与患者下肢

运动功能的关系，初步探讨 rTMS 促进卒中运动功能恢复的血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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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双盲对照前瞻性临床试验。按照数字表法将 18 例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n=9）与对照组（n=9）。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 rTMS 治疗（刺激

部位为患侧大脑 PMA 区，频率 10Hz，脉冲 1200 串，80%MT）,每天一次，连续 2 周。分别在治

疗前及治疗 2 周后对两组患者进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运动诱发电位（MEP）检

测、Fugl-Meyer 运动、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分、Holden 步行功能评分，观察大脑运动区

（M1）、运动前区（PMC）、辅助运动区（SMA）、前额叶皮层（PFC）、体感联合皮层(S1)等

脑功能区的含氧血红蛋白蛋白（Oxy-Hb）和脱氧血红蛋白（DeOxy-Hb）的变化，以及上肢皮层运

动诱发电位（MEP）波幅和潜伏期的变化，并分析不同脑区 Oxy-Hb 变化与 Fugl-Meyer 运动、

Fugl-Meyer 平衡、Holden 步行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治疗 2 周后，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 运动、Fugl-Meyer 平衡、Holden 步行评分均有提高

（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 Fugl-Meyer 平衡评分明显提高（P<0.01）。治疗组中，MEP

波幅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也有变化，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 fNIRS

检测发现，与治疗前相比，治疗组患者大脑患侧 SMA、PMC、M1 区中 Oxy-Hb 明显增加

（P<0.05）,对照组也有增加，但无统计学意义。通过 Pearson 相关研究发现，治疗组中 fNIRS 检

测中大脑 SMA 区含氧血红蛋白（Oxy-Hb）的变化与 Fugl-Meyer 平衡评分具有正相关

（P<0.05），而与 MEP 波幅变化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作用于大脑 PMA 区的 rTMS 能够促进卒中患者的下肢运动、平衡和步行功能的恢复，明显提

高患者的平衡功能，其可能的机制是 rTMS 增加了患侧 PMA 区脑血流，且 SMA 区血流的增加能够

加速平衡功能的恢复。 

 
 

PU-160 

腰部皮肤感觉对腰椎本体感觉及动态稳定性的影响 

 
王丛笑,梁晨,郄淑燕,张黎明 

北京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腰部皮肤感觉的减退是否会导致腰部本体感觉和躯干稳定性的下降。 

方法 35 例健康成年受试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试验组利用在 L1-L5 区域涂抹盐酸利多卡因

胶浆，对照组在相同部位涂抹芦荟胶作为安慰。每组在涂抹凝胶后 2min 分别进行评估。应用

NeurotronRCPT/C 感觉神经定量检测仪感觉定量测试，应用 Biodex S4 等速肌力测定和训练系统

测试腰椎本体感觉，屏蔽患者视觉和听觉，起始位置为 90°坐位，角速度为 0.25°，分别测试患者

前屈后伸 15°两个方向的感知角度。应用 stable 平衡测试与训练系统进行稳定极限测试，评估动态

稳定性。 

结果 盐酸利多卡因胶浆处理的实验组感觉神经定量测试阈值较对照组均明显增加（P<0.05）；实

验组本体感觉在目标角度为屈曲 30°时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目标角度为屈曲 15°及后伸

15°时本体感觉有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的稳定时间在前、左以及总和三个指标有显著性

差异（P<0.05），在右和后两个方向无显著性差异（P>0.05）；稳定极限在面积、前、后、右后

有显著差异（P<0.05），其余方向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盐酸利多卡因胶浆对皮肤的感觉有显著的影响；皮肤感觉的减退可能会导致本体感觉的减

退；皮肤感觉减退对躯干的稳定性有少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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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 

影响颞颌关节紊乱患者的工作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因素调查 

 
陈越,周贤丽,张鑫,黎红兵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调查影响中国内地职业群体中颞颌关节紊乱患者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

素，以及探讨重要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实验横向比较职业群体中颞颌关节紊乱患者（n=40)与健康人群（n=40）的工作

效率和生活质量，两组研究对象均完成同样的人口统计学问卷、焦虑抑郁量表（HADS）、工作认

知功能量表（CSC-W21）、工作受限问卷（WLQ)和生活质量问卷（SF-36），最后将两组的评估

数据进行统计学对比。 

结果 实验有效对象共计 80 人，经数据分析后结果显示，颞颌关节紊乱组的焦虑情绪成为影响工作

效率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且焦虑情绪明显和工作受限相关，当患者焦虑情绪越严重，其工作效

率越低，进而导致工作产能下降。另外，两组对象中只有颞颌关节紊乱组的工作认知受限和工作产

能下降相关。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内地的颞颌关节紊乱患者与健康人群相比，焦虑情绪更盛，生活质量和工

作效率受这一因素影响最明显。同时，他们在工作中更容易存在认知的局限，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工

作产能的下降。以上研究结果和国外的一些同类型研究结果相似，也证明了在工作领域中颞颌关节

紊乱患者存在的普遍问题。但是中国内地患者的影响因素是否较其他国家患者的程度更明显还需要

往后更深入的对比研究。另外，根据以上结论分析得出，职业中的颞颌关节紊乱患者除了需要接受

常规的药物及非药物治疗外，还应适当接受心理情绪方向的干预措施，尽量减轻颞颌关节紊乱对他

们生活及工作上造成的损害。 

 
 

PU-162 

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的效度分析 

 
官昌伦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明确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的效度 

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神经内、外科及康复医学科住院的脑卒中患者

2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脑出血 13 例，脑梗死 7 例，全部患者均经 CT 或 MRI检查，诊断明确。

对我科的 2 名规培医师进行量表培训，并用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对 20 例患者于同一

天内先后用上述量表、功能综合评定量表（FCA）中的认知功能部分进行评定。并用脑卒中患者综

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中的言语、认知、情感功能方面的总分与 FCA 量表中认知功能部分的总分，

进行总分差异性比较。 

结果 2 个量表认知功能部分总评分无差异性，P>0.05。 

结论 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与 FCA 量表在认知功能方面的评定结果无差异性，即效度

较好，适合作为脑卒中患者各种功能障碍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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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 

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的初步研究 

 
吴胜开,官昌伦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明确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神经内、外科及康复医学科住院的脑卒中患者

2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脑出血 13 例，脑梗死 7 例，全部患者均经 CT 或 MRI检查，诊断明确。

对我科的 2 名规培医师进行量表培训，并用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对 20 例患者于同一

天内先后进行第一次评定，2 名评定者在 48-72 小时内分别用上述量表、功能综合评定量表

（FCA）中的认知功能部分进行第二次评定。用组内、组间相关系数作为统计学指标，对评测者内

部、评测者之间重测信度进行分析，内部一致性通过计算 Cronbach α 获得；并用脑卒中患者综合

功能障碍筛查量表中的言语、认知、情感功能方面的总分与 FCA 量表中认知功能部分的总分，进

行总分差异性比较。 

结果 量表中全部 11 个项目的组内、组间 ICC 均>0.70, 内部一致性指标 Cronbach α 均>0.85，2 个

量表认知功能部分总评分无差异性，P>0.05。 

结论 脑卒中患者综合功能障碍筛查量表具有良好的 

内部和评测者之间的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良好，与 FCA 量表在认知功能方面的评定结果无差异

性，即效度较好，适合作为脑卒中患者各种功能障碍的筛查。 

  
 

PU-164 

认知运动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马双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认知运动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2018 年 3 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接受治疗的患者 40 例，均符合全

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诊断标准，并行颅脑 CT 和（或）MRI 确诊为脑卒中，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各 20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的康复训练，包括以运动再学习、Bobath 疗法、

Bruunstrom 疗法等为基础的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理疗、针灸、有氧训练等。治疗组患者在以上

治疗基础上同时接受认知运动疗法训练。训练原则：难度适宜，环境安静。从被动训练到辅助主动

训练再到主动训练，从单关节训练到多关节训练。治疗过程为：1、患者闭眼。2、患者注意力集中

对肢体运动或工具进行感知。3、治疗师有针对性的提问。4、患者根据自己真实的感知进行回答，

描述。5、治疗师对患者描述进行追问、评价、引导、鼓励等。6、睁眼验证。每次 30min，每日 1

次，每周 5d，连续 8 周。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8 周后采用 Fulg-Meyer 上肢运动评分量表评定患者的

上肢运动能力，采用 Ba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定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的 Fulg-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及 Bathel 指数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治疗 8 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的 Fulg-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及 Bathel 指数评

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显著差异（P<0.01）。且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认知运动疗法训练能够提高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疗效

显著，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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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 

4-12 岁脑瘫儿童粗大运动、手操作、交流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孙殿荣,候梅,张雷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分析 4-12 岁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手功能和语言-言语功能分级及其相关性。 

方法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康复中心住院康复或门诊就诊及后期随访的脑瘫儿童，诊

断及分型明确，且年龄在 4 岁以上能够配合检查的患儿进行粗大运动功能 (GMFCS)、手功能

（MACS）、交流功能（CFCS）的分级。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描述不同类型脑瘫的三个分类

系统的级别分布，用 Spearman’s 相关系数分析各类型脑瘫的 GMFCS、MACS 和 CFCS 中每 2 个

分类系统间的相关性及总的关联。 

结果 318 例脑瘫患儿完成三种分类系统的功能分级,其中男孩 204 例，女孩 114 例，平均年龄 5 岁

4 月±1 岁 3 月（4-12 岁），痉挛型 191 例（包括双瘫 132 例、四肢瘫 27 例、偏瘫 32 例）、不随

意运动型 54 例，失调型 41 例、混合型 32 例。三个功能分类系统的相同分级的总一致性为

39.31%（125/318），一致性在Ⅰ级最高（94，29.56%）。三种功能分级间呈中度相关，但在不

同脑瘫类型间的相关程度是不同的。GMFCS 水平和 MACS 水平在四肢瘫和不随意运动型儿童相关

性最强(rs 四肢瘫=0.95；rs 不随意=0.93, p<0.001)，在偏瘫组不具相关性（p>0.05）。GMFCS 水

平和 CFCS 在偏瘫和四肢瘫儿童高度相关（rs 偏瘫=1.00、rs 四肢瘫=0.818, p<0.001），但是在双

瘫组不具有相关性(rs=0.15, p>0.05) MACS 和 CFCS 在四肢瘫和混合型患儿的相关性最强(rs 四肢

瘫=0.86 和 rs=0.82, p<0.001)，但是双瘫组和偏瘫组未发现相关性(p>0.05)。 

结论 三种功能分类系统在不同脑瘫类型的相关性不同，其联合应用可对脑瘫患儿日常生活中的表

现提供更全面功能框架的描述，亦利于科研与临床交流。 

 
 

PU-166 

中医疗法结合现代核心肌力训练治疗慢性下腰痛的效果观察 

 
吴平,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索传统中医疗法结合现代康复医学核心肌力训练治疗慢性下腰痛患者的疗效。 

方法 采集我科 2014 年 2 月～2017 年 3 月收治的 32 例慢性下腰痛的患者病史资料，并用跟踪式观

察患者病情变化及治疗方案。纳入标准：（1）经影像学检查未见结构异常；（2）下腰痛或腰背

部、臀部出现 2 月以上的持续或间歇性疼痛。排除标准：（1）前 1 月接受过其他药物治疗、物理

治疗或运动疗法的患者；（2）患有椎间盘突出、骨折或椎体滑脱等病症的患者；（3）患有结核或

肿瘤的患者，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的患者；（4）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采用随机抽样

实验法，将符合慢性下腰痛诊断的 32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16 例，对照组采用中医治疗的

方法（推拿、针灸、物理治疗等），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核心肌力训练（桥式、平板支

撑、卷腹训练、膝手平衡训练、呼吸肌力训练)15d 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2～3 疗程。两组干预前

基本资料（年龄、性别）无差异，各项测试指标评分无差异。所有受试者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后

15d、30d 测量观测指标：视觉模拟量表(VAS)疼痛评分、腰痛失能评分(ODI)、下腰痛 JOA 评分、

平衡测试、核心肌力测试。主观量表指标采用非参数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观测指标治疗前后总体分

值变化，并对治疗效果不佳的进行分析。 

结果 实验结果发现，两组之间各项测试指标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VAS 评分比较：干预前无

显著性差异，干预后的测评均有降低，实验组改善更明显。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ODI

评分实验组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JOA 评分比较：实验前 JOA 积分无显著性差异，

治疗后两组的 JOA 评分都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在 3 疗程后的测试中， 实验组较对照组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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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平衡、核心肌力测试比较：实验组较对照组相比其各项肌力均具有明显提高，

而没有经过核心训练的对照组在该测试中均没有明显提高，两组的伸/屈肌力比值、左/右侧弯肌力

比值与左 /右旋转肌力比值在实验干预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干预后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传统中医疗法结合核心肌力训练治疗慢性下腰痛患者效果显著，对慢性下腰痛患者采取核心

肌力训练措施可有效缓解病痛,改善生活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67 

卒中后早期偏瘫肩痛与超声成像相关性研究 

 
潘化平,周修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目的 偏瘫肩痛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同时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疗效及生活质量，文

献报道偏瘫肩痛的原因多为肩部软组织损伤，高频超声由于其优质的软组织成像效果，同时简便有

效，同时肌肉骨骼的超声诊断临床应用逐渐普及，因此本研究拟利用高频超声观察脑卒中后恢复期

偏瘫肩痛患者肩关节软组织的改变情况，探讨脑卒中后早期肩痛的病因。 

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脑卒中患者 65 例根据患者有无肩痛分为肩痛组(34 例)和非肩痛组(31 例)，

2 组患者均行物理检查及肩关节肌骨超声检查（双侧），并对检查结果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 组患者各项临床指标：肩痛组患者肩关节半脱位发生率为 55.88％，与非肩痛组的 12.9％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肩痛组患者患侧肩关节各方向被动活动均受限，其中外展、外旋

的被动活动度与非肩痛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肩痛组痉挛发病率为 32.35％，

与非肩痛组的 22.58％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肌肉骨骼超声检查结果显示：肩痛

组患侧肩袖损伤、肩峰下-三角肌下滑囊(SA-SD)病变、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病变的发病率分别为

61.76％、55.88％、50.00%％，分别与健侧的 16.13％、12.9％、25.80％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非肩痛组患侧粘连性肩关节囊炎的发病率为 17.64％，与健侧的 9.67％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健侧肌骨超声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肩袖损伤、肩关节半脱位可能是脑卒中后恢复期偏瘫肩痛的主要原因之一，高频肌骨超声有

助于肩关节软组织损伤的诊断，指导临床康复治疗的方案制定和及时调整 

 
 

PU-168 

重症疾患康复治疗现状与研究进展 

 
潘化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目的 重症疾患康复是指针对为危重症病人进行的康复治疗活动，目的在于不影响临床医疗护理的

前提下，通过康复治疗措施实施与辅助性技术应用，达到维持和恢复病人解剖结构完整以及生理指

标稳定，保证其尽快脱离/离开重症监护状态的目标。 

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的治疗需求缺乏特征性，对康复医生和康复治疗师来说，开展重症疾患康复工

作是一个挑战。重症疾患康复治疗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既要从创伤角度又要兼顾患者全身生理状

况来评估其康复治疗的价值。由于重症疾患病人临床结局是未知的，在病人整体功能状态没有完全

清晰下，取得病患家属的理解和支持尤为重要，康复治疗措施实施应有家属的参与。 

方法 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的治疗需求缺乏特征性，对康复医生和康复治疗师来说，开展重症疾患

康复工作是一个挑战。 

结果 重症疾患康复治疗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既要从创伤角度又要兼顾患者全身生理状况来评估

其康复治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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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由于重症疾患病人临床结局是未知的，在病人整体功能状态没有完全清晰下，取得病患家属

的理解和支持尤为重要，康复治疗措施实施应有家属的参与。 

 
 

PU-169 

6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清晰度的相关性分析 

 
阳伟红,谭亚琼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语言清晰度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通过对 6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的语言清晰度测试数据，下颌、唇、舌的随意运动测试数

据，结合 vs-99 语音工作站的客观数据，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分析清晰度的影响因子，同时详细

描述患儿呼吸、发声和共鸣的情况。 

结果 得到 6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者的清晰度分别与下颌（r=0.293，p= 0.021）、唇（r=0.441，

p= 0.000）、舌（ r=0.408，p= 0.001）高度相关；与基频（ -r=0.228，p= 0.074）、响度

（r=0.108，p= 0.401）不相关。vs-99 语音工作站 3.0 版中显示：62 例起音方式中，正常 29 例，

软起音 1 例，硬起音 32 例；舌位高低正常 36 例，舌位较低 16 例，舌位较高 10 例；舌位聚焦正

常 42 例，舌位聚焦靠前 5 例，舌位聚焦靠后 15 例；展圆唇正常 34 例，展唇多 28 例。鼻音正常

14 例，鼻音亢进 48 例。6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者的错误方式：省略 13，占 21.00%；替代 52

例，占 83.90%；腭化 33 例，占 53.23%；歪曲 25 例，占 40.32%。声母错误频数唇音占 2.8 %，

唇齿音占 3.1 %，舌尖前音占 23.4%，舌尖中音占 13.5%，舌尖后音占 30.1%，舌面音占 11.9%，

舌根音占 15.2%。 

结论   6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者的清晰度和下颌、唇、舌的运动高度相关。 

  
 

PU-170 

运动单位指数在女性产后肛门外括约肌中的研究 

 
胡芳,杨硕,周艳华,李旭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中老年女性粪失禁的发生率是男性的 8 倍，源于产伤导致的肛门括约肌的损伤。本研究拟通

过对不同生产方式及年龄的女性进行肛门外括约肌运动单位指数（motor unit number index，

MUNIX）及肌电图（external anal sphincter electromyography，EAS-EMG）检测，辅以盆底超

声、肛肠动力学检查为佐证，比较生产方式及年龄对 MUNIX 及 EAS-EMG 的影响，提高对 EAS

早期损伤诊断率。 

方法 选取在湘雅三医院康复医院科就诊的具有不同生产方式及年龄的 52 例女性，分为阴道分娩青

年组、阴道分娩中老年组、剖宫产青年组及剖宫产中老年组 4 组。对每位受试者分别进行 EAS-

EMG（包括 EAS 的运动单位电位，如：时限、波幅、面积、转折、相数、多相波比例和卫星电位

出现率等，分别计算每位受试者各参数的平均值）、EAS-MUNIX、肛肠动力及盆底超声检查，统

计分析各因素对指标的影响。 

结果 研究发现生产方式和年龄二者均影响 EAS-MUNIX 及 EAS-MUP 的时限、转折、相数、多相

波比例，且生产方式影响 MUP 的面积，年龄对 MUP 的波幅有影响；二者对卫星电位出现率均无

明显影响。阴道分娩使 EAS- MUNIX 减少，MUP 的平均时限、转折、相数、面积、多相波比例增

加；年龄与 EAS-MUNIX、平均波幅呈负相关，与 MUP 的平均时限、转折、相数、多相波比例呈

正相关。而各受试者盆底超声、肛肠动力学检测均无明显差异。 

结论 生产方式和年龄对 EAS-MUNIX 及 EAS-EMG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可通过全面检测，提高对

EAS 损伤，尤其是隐性损伤的诊断率，达到早检测、早发现、早干预，预防女性老年粪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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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 

成年血友病患者关节健康评估与患者功能独立性评估的 

相关性研究 

 
郑兵,吴雪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分析成年血友病患者关节健康状况与功能障碍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19—61 岁成年血友病患者 88 例，首先采用血友病关节健康评估表（HJHS）2.1 版对患

者的双肘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然后采用功能独立性评估量表(FIM)对患者进

行评估。 

结果 88 例患者的 HJHS 评分平均分值 FIM 平均分值为(110.65±4.42)分,90.61%的患者 FIM 评分为

轻度依赖,其中自我照顾、转移和移行功能评分低于正常值的患者百分比分别为 85.56%、90.06%

和 90.44%。HJHS 平均分值为(39.94±10.10)分。患者受累关节数和 HJHS 评分对 FIM 评分有反向

影响(P<0.05)。FIM 评分与 HJHS 中关节周围肌肉状况、关节活动度、关节疼痛及步态评分呈反比

(P<0.05),其中与关节周围肌肉疼痛、步行功能及关节活动度评分的影响较高 

结论 多关节出血及关节肌肉功能减退对血友病患者的功能独立性有不利影响。其中关节疼痛、步

行功能障碍和关节活动度减小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PU-172 

H 反射在脑卒中后痉挛评定中的应用 

 
傅静,张巧俊﹡,张慧,李文娟,马奔,乔鸿飞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通过观察脑卒中患者下肢 H 反射的改变，并与肢体痉挛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从而探讨 H 反射

在脑卒中后痉挛评定中的应用价值，并了解 H 反射在评价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神经元群的兴奋性的

意义。 

方法 采用丹麦肌电图诱发电位仪，对脑卒中偏瘫恢复期患者进行胫神经 H 反射测定，在比目鱼肌

记录痉挛侧和未受累侧 H 反射和 M 波各个参数，计算其双侧 H/M (Hmax/Mmax)、H 发展斜率/M

发展斜率(Hslp/Mslp)和 H 阈值/M 阈值(Hth/Mth)等指标，比较偏瘫患者痉挛测和未受累侧运动神经

元的兴奋性差异；同时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 评定患者肢体痉挛情况，采用 Brunnstrom

分期评价患者康复训练后运动功能的恢复程度， 探讨和 H 反射各参数的关系。采用 SPSS 20.0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患侧与健侧 Hmax/Mmax、Hslp/Mslp、Hth/Mth 的差异采用配对 t 检验。患侧

Hmax/Mmax、Hslp/Mslp 和 Hth/Mth 与 MAS 评分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回归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认为有相关性。 

结果 78 例脑卒中患者参与了本研究，年龄 41-87。患侧下肢 Hmax/Mmax 为(0.47±0.30)，健侧为

(0.27±0.11) ，患侧明显大于健侧 (P<0.05) ；患侧下肢 Hslp/Mslp 为 (0.89±0.23) ，健侧为

(0.45±0.21)，患侧明显高于健侧(P<0.05)；患侧下肢 Hth/Mth 为(0.71±0.10)，健侧为 0.74±0.42)，

两者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患侧 Hmax/Mmax、及 Hslp/Mslp 均与 MAS 评分正相关(r=0.678, 

P<0.05)；而 Hth/Mth 与 MAS 评分不相关(r=-0.128, P>0.05)。患者 Brunnstrom 分期和 Hth/Mth 没

有关系，和 Hmax/Mmax 及 Hslp/Mslp 之间关系密切。 

结论 H 反射的 Hmax/Mmax 及 Hslp/Mslp 值与 Brunnstrom 分期和 MAS 评分相关性好， 其可作为

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痉挛程度评价的电生理指标；H 反射是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神经元兴奋性评估

的良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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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 

Griffiths 发育评估量表在脑损伤高危儿语言发育评估中的应用 

 
毛正欢,杜瑜,王慧,李海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研究 Griffiths 发育评估量表中文版（GDS-C）应用于脑损伤高危儿语言发育评估中与 Gesell

发育量表的一致性。 

方法  6-24 月龄脑损伤高危儿 50 例，平均月龄为（15.20±1.44）月，分为 3 个年龄组：6-12 月龄

组 18 例，13-18 月龄组 17 例，19-24 月龄组 15 例，两名评估者在同一时间内或在一周内，采用

盲评法分别进行 GDS-C 和 Gesell 发育量表的语言区的评估。各个年龄组的 GDS-C 听力-语言区发

育商与 Gesell 发育量表语言区发育商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50 例患儿的 GDS-C 听力-语言区的发育商与 Gesell 发育量表语言区的发育商均有相关性（P

＜0.01）；6-12 月龄组、13-18 月龄组、19-24 月龄组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87，0.912，

0.956。 

结论  Griffiths 发育评估量表中文版（GDS-C）与 Gesell 发育量表在 6-24 月龄的脑损伤高危儿语

言发育评估中有显著的相关性，且在大月龄的患儿中相关性更突出。 

  
 

PU-174 

经颅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在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评估中的应用 

 
席悦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研究经颅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 MEP)与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状态的关系, 评估 MEP 对脑卒中

病人运动功能恢复的预测价值。 

方法 对 36 例有偏瘫的脑卒中患者在病后 7 天内行 MEP 检查, 同时作 Fugl-meyer 运动评分和

Barthel 指数评分,并于 8 周后进行复查。正常对照组为 28 例健康者。 

结果 脑卒中病人急性期 MEP 的异常率为 86%,主要表现为 MEP 缺失, 潜伏期延长, 波幅降低或波

形异常,中枢运动传导时间( CMCT) 延长 ,患侧与健侧及与对照组比较, 有显著差异( P<0. 01)。MEP

缺乏者,瘫痪程度重; MEP 可引出者, 瘫痪程度轻,两者间差异亦显著( P <0. 01) 。 8 周后复查时发现

MEP 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种改善与临床上的功能恢复相一致, 早期 MEP 缺乏者, 功能恢复差, 早期 

MEP 仅仅波幅低或 CMCT 延长者, 其功能恢复好。两者间差异显著( P <0. 01)。 

结论 MEP 可定量分析脑卒中病人运动功能的缺损情况,并可作为运动功能恢复的早期预测指标。 

  
 

PU-175 

简易体能状况量表（SPPB）对 CABG 术后住院时长 

延长的预测价值 

 
韩佩佩,郭琪 

天津医科大学心血管病临床学院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天津市,塘沽区 

 

目的 本研究诣在探讨简易体能状况量表（Short Physical Performance Battery，SPPB）及其三个

组成部分评分对择期进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老年患者术后住院时长延长的预测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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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于天津市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择期进行单纯 CABG 的老年患

者（≥60 岁）188 例。按照国家衰老研究所操作标准，所有患者术前进行 SPPB 评估（包含平衡能

力测试、行走能力测试以及坐立起测试）、问卷调查以及临床指标的采集；术后详细记录包含住院

时长在内的临床情况。首先，采集逐步回归分析 SPPB 及其三个组成成分与住院时长的关联性；后

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价 SPPB 及其三个组成成分预测

CABG 术后住院时间延长（术后住院时间>8 天）的价值。 

结果 本研究中 CABG 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为 7.62 ± 3.72 天；22.8%（43 例）的患者出现住院时间

延长。较低的 SPPB 及其三个组成成分得分均会增加 CABG 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的风险；但是只有

SPPB 和行走能力测试显示出较好的临床预测价值，其 AUC 分别为 0.749 (95% CI: 0.650-0.848)

和 0.704 (95% CI: 0.596-0.812)。SPPB 的最佳诊断界值为 10 时，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848 

和 0.647。 

结论 SPPB 和行走能力测试可以很好的预测 CABG 术后住院时长。因此，通过术前简短的 SPPB

评估来预测患者术后发生住院时间延长的可能性,从而为开展预见性的康复干预提供依据。 

 
 

PU-176 

早期集束化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效果评价 

 
王蕊,王刚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早期集束化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心理状态、生活质量的

影响。 

方法 选取 60 例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采用便利抽样法进行分组，分为对照组（给予常规治

疗）和实验组（给予早期集束化康复护理），各 30 例，记录 2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2 个月后膀胱

功能、心理状态、生活质量情况； 

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2 组患者的残余尿量、膀胱容量明显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且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

均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实验组治疗后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且实验组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集束化康复护理能够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膀胱功能，缓解病人焦虑和抑

郁的不良情绪，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PU-177 

配合康复锻炼在骨关节病患者中护理干预的应用 

 
王娟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分析护理干预配合康复锻炼在骨关节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某院收治的骨关节病患者 86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相应治疗的同时，配合护理干预

和康复锻炼，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效果及生活质量。 

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 Barthel 指数为（78.65±6.39）分，治疗前 Barthel 指数为（56.34±3.45）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病例中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优 41 例、良 30 例、中 14 例、

差 1 例，优良率为 82.56%。 

结论 护理干预配合康复锻炼在骨关节病患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缓解病患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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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178 

网格化管理对脑卒中患者肠道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李琳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便秘是一种具有持续性排便困难、排便次数减少或排便不尽感的功能性肠病。精神因素，尤

其焦虑、抑郁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便秘的发生也与液体摄入量，静坐生活方式和有便意时未及时

排便等生活方式有关，有效治疗需要对疾病只是较全面的掌握，为提高便秘病人对疾病认知水平，

改善其遵医嘱行为，提高其生活质量采用网格化管理方式对脑卒中患者进行便秘健康教育减少便秘

发生率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康复科入院脑卒中患者将患者分为两组，实验组及对照组，

将试验组分为 ABC 三小组，将责任护士分为三组分别管理三组患者，将每组责任护士分为①②③

小组，分别对该组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及肠道护理，①组护士进行健康宣教，让患者了解便秘危害，

并给与患者饮食护理，②组护士对患者排便进行监管，并帮助患者养成排便习惯及正确排便姿势，

并将多日未便患者重点管理，床头交班③组护士对于两日未变化着给与物理治疗，手法按摩，及用

药指导必要时给与患者开塞露灌肠 

结果 经对比实行网格化管理患者对患者健康教育落实到位，患者三日未排便发生率降低 35% 

结论 网格化管理可大大提高脑卒中患者排便管理，让患者认识到肠道健康重要性，并让护士责任

划分明确，健康教育落实效果大大提高 

 
 

PU-179 

早期综合护理干预对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智能发育的影响 

 
鲁欣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早期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作用。随机选择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

至我院进行治疗的 HIE 患儿 160 例，在获得患儿家属的同意后，按照每组 80 人将所有患儿分成两

组。使用常规的护理方法对对照组患儿进行护理，使用常规护理联合早期护理干预对观察组患儿进

行护理，比较两组患儿护理后的智能发育情况以及临床疗效。 

方法 对照组：给予患儿常规护理，包括生命体征监测，水电解质平衡、给氧和维持呼吸道畅通

等，制定科学合理的喂养方案。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方案的基础上给予早期护理干预。具体干预

方案如下：使用红色的小气球，在适当距离缓慢移动或者转动；在身体情况运气的状态下，轻轻晃

动患儿，或者使用摇床进行晃动；在患儿安静状态下，护理人员将手润滑后给予患儿全身皮肤按

摩。患儿出院后，定期电话随访 6 个月，了解患儿发育情况，指导进一步护理干预。 

结果 通过 Gessell 量表评定，治疗前两组患儿的适应、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社交等方面评分

两组情况类似（P>0.05），两组在治疗后的各项指标评分均有不同水平的上涨，但上升的幅度比

较大的是观察组的患儿，并且两组之间比较差距较大，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儿治疗

前的 MDI 评分情况相似，治疗后观察组患儿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且两组差距较大，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早期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预后，提高临床疗效，促进患儿智能发育，

减轻神经系统后遗症，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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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 

艾利克稀释液膀胱灌注法在降低清洁间歇导尿患者 尿路感染中

的临床研究 

 
吴典点,杨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艾利克稀释液膀胱灌注在清洁间歇导尿致尿路感染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7 年收治的脊髓损伤行清洁间歇导尿致尿路感染的 6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实验组用 NS500ml 加艾利克 10ml 行膀胱灌注；对照组用 NS500ml

行膀胱灌注，比较两组患者在干预后 3 天、7 天及 14 天三个时间点尿常规细菌数恢复正常的病员

数。 

结果 与生理盐水膀胱灌注相比较，艾利克稀释液膀胱灌注法更能使尿路感染患者尿常规细菌数得

到尽早控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艾利克稀释液膀胱灌注法可有效改善清洁间歇导尿致尿路感染。 

 
 

PU-181 

微信随访在社区护理中的应用 

 
马丽,吴国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脊髓损伤﹙SCI﹚患者出院后通过及时、定时、定期微信回访、对脊髓损伤进行正确的健

康指导及护理操作，使患者居家的遵医行为得以延伸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我科出院的脊髓损伤﹙SCI﹚患 60 例，其中颈髓损伤 10 例、男性

7 例、女性 3 例、胸腰段损伤 50 例，男性 46 例、女性 4 例，带压疮出院 10 例，压疮患者在出院

前经过压疮换药培训，准备足够的换药材料出院，所有患者出院前均经过神经源膀胱训练(包含饮

水计划制定、排尿日记的记录、刺激关键点、导尿技术培训以及尿液颜色观察等培训），神经源直

肠训练（教会患者及家属腹部按摩手法及直肠的刺激手法和扩肛手法）、预防压疮包含减压方法

（翻身、半桥训练减压）掌握减压贴的运用、要求患者及家属掌握压疮的分期及Ⅰ期Ⅱ期的处理方

法，学会血栓的观察方法掌握扪及动脉的搏动及观察肢端皮肤的颜色以了解肢端血运的情况，所有

患者均有手机微信并互加为好友，建立脊髓损伤病友群，共同出现的问题在群中通过视频、对话、

文字描述等方式进行分析、指导，个体问题进行单独指导，经过两年微信指导，在半年、1 年、一

年半、两年对 50 位患者的采用百分比进行评估，采集患者在社区生活中压疮治愈率、发生率、间

断清洁导尿执行率、泌尿系感染率、血栓发生率进行分析 

结果  50 例患者经过微信社区护理使患者居家的生活质量有很大提升，压疮治愈率 100%，发生率

1%,间断清洁导尿执行率 100%,泌尿系感染率 6%、血栓发生率 1.2% 

结论 脊髓损伤﹙SCI﹚患者出院后采用微信随访的社区护理模式对患者间断清洁导尿执行率，预防

泌尿系感染及降低压疮、血栓发生率有显著疗效，提高患者社区生存能力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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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 

自我护理对脊髓损伤患者院外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王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探讨自我护理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院外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便利抽样选取本院收治的在我院住院的 96 例脊髓损伤患者为研

究对象，根据抽签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48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自我

护理训练，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干预前后院外生活活动能力的变化。 

结果 观察组干预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而总体

健康，生理功能，生理职能，社会功能，健康精神，情感职能等方面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自我护理训练能有效改善脊髓损伤患者院外生活活动能力，促进患者康复，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 

 
 

PU-183 

直肠管理对脑卒中患者的预见性护理应用 

 
李传玉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避免排便用力过度增高颅内压,诱发并发症，导致脑卒中的加重。养成自主排便习惯，并学会

自我管理。 

方法 评估脑卒中患者均为排便障碍之便秘者，3-5 天排便一次，排便费力，用手抠协助。选择患者

60 人，随机分两组，每组 30 人。观察组患者给予直肠护理措施干预：入科即给予磷酸钠盐 1 支

133ml，顶端连接吸痰管深部灌肠，后隔日一次，连续三次。如患者仍排便费力，用 50ml 注射器

连接 20-40ml 开塞露深部小灌肠二天一次。再隔日指导患者定时有意识排便，并指导患者及家属对

排便做出正确评估，进一步完成自我管理。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干预。两组均指导饮食，

多饮水，定时有意识训练排便（勿过度用力），进行腹部环形按摩。 

结果 分别对两组患者的排便习惯、生活质量、护理依从性、及满意度情况进行对比。观察组患者

的排便习惯于干预后半个月逐渐建立并形成规律，均能自主排便，偶有应用润滑剂协助排便，但开

塞露应用 20ml 即可达到排便效果；对照组患者始终无规律排便习惯，且每次排便费力。观察组各

项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能自行排便没有腹胀腹痛等症状，乐于配合各项康

复项目。对照组患者有 5 人出现血压升高，11 人出现胃肠道部不适、恶心等症状，需药物介入治

疗，保留灌肠清便。护理依从性：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依从性 100%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护

理依从性。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患者。 

结论 大便秘结时,,特别是对脑卒中的预后与转归具有较大的影响。康复科患者多为发病后 15-30 天

恢复期患者。早期侧重于疾病的救治。往往忽略直肠管理。我们采用患者入科后即刻介入直肠管

理，旨在通过磷酸钠盐（开塞露）连接吸痰管灌肠，吸痰管腔隙细小，最大限度的降低患者痛苦的

方式，协助患者排出累积宿便，重新建立排便习惯；考虑患者耐受程度，采用隔日一次的办法，在

对患者的操作过程均有家属参与，在今后漫长的康复过程中，开塞露连接吸痰管方法便于操作，经

济实惠，逐步实现自我管理。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应用直肠管理便秘护理可重建患者排便习惯，

提高患者的护理依从性、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对脑卒中患者的康复具有

促进作用,现我科已将此直肠管理办法应用于全科患者，收效甚好。值得各临床科室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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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 

同伴教育法在脊髓损伤患者自行间歇导尿中的应用 

 
姜李,高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沈北院区 

 

目的 探讨同伴教育法在脊髓损伤患者自行间歇导尿中的应用效果,以期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干预措

施，提高患者及家属间歇导尿和膀胱自我管理的能力，进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将 100 例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健康教育指导

法，包括入院排尿评估，间导及膀胱功能训练,饮水计划,指导患者选择合适导尿时机及记录导尿日

记,出院随访。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同伴教育法，结果干预 4 周后，评价指标通过采用 Barthel 指

数（barthelindex,BI）进行两组干预前（入院 24 h 内）和干预后（入院第 4 周后）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living，ADL）评估，社会心理适应水平由 Rosenberg 自我尊重量表、抑郁

量表、自我效能量表、社会支持量表组成，应用康复护理专科操作技术规程中清洁间歇导尿技术质

量评分标准进行考核间歇导尿操作达标率。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心理适

应能力及干预后自行导尿操作达标率。 

结果 观察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心理适应能力及自行导尿操作达标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同伴教育法有助于脊髓损伤患者及家属有效掌握间歇性导尿技术和膀胱功能的管理，对提高

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及改善患者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有着积极影响，能够走进患者心灵深处发觉问

题，同伴教育者同理心效应更明显，因此建议慢性病患者负性情绪疏导同伴教育法是一个很好的选

择，值得推广。本研究尚未应用到出院后的延续护理中，日后会继续将同伴教育应用到出院后的随

访，提高脊髓损伤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85 

康复护理专业小组护士的培训需求调查 

 
张会仙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了解我院康复护理专业小组护士的现状和培训需求，为康复专业小组工作的开展、护士培训

的内容、形式和授课方式等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以不记名方式，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并当场收回，对我院康复护理专业

小组 56 名护士进行现场调查，数据由专人整理和双录入，确保基础数据准确无误，主要采用率和

构成比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小组护士存在年龄小、护龄低、高学历、高职称、高层级人数较少、受过较长时间专科培训

人员少的问题。康复护理专业小组护士渴望掌握康复常用护理操作、康复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指导、

常见疾病的康复护理知识，即越是贴近临床，越是实用的技能，大家比较感兴趣，非常需要的比例

都在 80.00％以上。92.59％的护士认为开展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培训非常必要。 

结论 康复专业小组护士培训以定期、短时间授课为主，达到短时间内普遍提高专业小组成员知识

水平的效果；学习方式以多媒体授课为主，并创造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个案分享、讨论、

康复查房等。专科护士是护士发展的必然趋势，康复专科护士在临床有迫切的需求，对康复护理专

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所以开展康复专业护士培训非常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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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 

基于护理时数的绩效考核方案在康复养老病区的应用实践 

 
吴新春,杨梦茹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通过护理时数的理念，结合康复养老病区护理工作的性质，改革现有的护理绩效考核方

案，提高护理人员的效能，达到提升老人满意度的目的 

方法 根据康复养老病区护理性质的特点，护理操作相对较少，在现有绩效考核方案的基础上，参

照护理时数的理念，针对无家属陪伴的老人，设立责任护士亲情陪护时间，每日 30-60 分钟，并记

入护理绩效考核方案，自动列为责任护士的工作量 

结果 通过三个月的实施，责任护士陪伴老人的积极性高了，在老人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多，老人的

满意度由原来的 95%，上升到 99% 

结论 基于护理时数的绩效考核方案在康复养老病区中的应用，有效提高护理效率和效能，提升了

老人的满意度 

 
 

PU-187 

康复心理护理与常规护理在脑卒中后抑郁恢复的效果观察 

 
王茉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 

 

目的 康复心理护理与常规护理在脑卒中后抑郁恢复的效果观察。 

方法 将 50 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康复心理护理与对照组各 25 例。两组患者根据个人情况

均制定护理计划，心理护理组通过 1.支持性心理护理。2.激励式心理护理 3.生活护理及基础护理。

了解患者心理需要和动向之后，多与患者接触、沟通，给患者相对应的称呼，切忌不要以床号相

称。并给予安慰，消除患者对脑卒中后带来残疾的恐惧心理，鼓励患者树立胜疾病的信心，帮助患

者做好角色转换，使他们能更多发挥自己潜能、适应生活、早日重返工作岗位的信心。常规护理组

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予生活护理及基础护理。 

结果 经过 10 周的治疗后心理护理组与对照组治疗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康复心理护理能够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抑郁状态。 

 
 

PU-188 

任务导向康复护理结合功能性磁刺激对脑卒中后患者 

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陈俊彦 

1.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任务导向康复护理结合功能性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的 90 例脑卒中上肢功能障碍患者进行研究，随机分为试

验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对照组采用单纯的任务导向性康复护理训练，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结

合功能性磁刺激治疗干预，观察 2 组患者肩关节活动度、上肢 Fugl-Meyer 量表（FMA）评分及患

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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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试验组的肩关节活动度和上肢功能 FMA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的满意度（97.8%）明显高于对照组（77.8%），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除了单纯的任务导向康复护理训练外，结合功能性磁刺激治疗能更有效改善上肢运动障碍，

患者满意度比较高。 

  
 

PU-189 

组内音乐疗法护理对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患儿言语 

反应康复的影响研究 

 
李昕 

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究以小组内音乐治疗及护理的形式对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儿童患者言语及社交能力康复的相

关影响。 

方法 38 例患者来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时间段内至我院就诊并接受相关诊疗护理的儿童

患者自愿入组研究，给予以“声音互动交流策略”的音乐形式进行治疗和护理，具体内容则涵盖唱、

讲、听、反馈及组内重复，以实现患者的社交和情感交流。每次治疗时长 45 分钟，每周固定时间

2 次，持续 15 周。治疗过程中第 1 周、第 7 周、第 15 周三个时间点使时护理人员通过 Likert 量

表、社会技能提高系统评估量表（SSIS-RS）及音乐治疗量表对治疗者的诱导及儿童患者的反应水

平进行量化评估。 

结果 随时间改变患者的社交和言语反应表现出较明显的水平变化， “打招呼”音乐（t(38)=1.79, 

p=0.09），“情感”音乐（t(38)=1.75, p=0.07），全部音乐（t(38)=1.90, p=0.06），然而在“话题”音

乐部分未观察到任何显著的反应水平提高，并且显著性改变仅见于 15 周时；治疗者的诱导作用评

估分析中，直至 15 周时“话题”音乐部分的诱导水平显著增加；不同时间点的 SSIS-RS 亚量表评估

结果间无显著性差异；各时间点的音乐治疗量表评价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的各项评估均显著好于治

疗前。 

结论 本研究结果初步证实以小组的形式，对自闭症及其他神经功能发育障碍的儿童患者进行音乐

相关的治疗与护理，长期与短期相比能够较为理想地改善患者社交与言语反应水平，从而有利于其

康复，值得临床实践中选择性地加以应用与推广。 

 
 

PU-190 

神经源膀胱患者清洁间歇导尿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杨峰,雷倩,李艳,李坤颖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探讨神经源性膀胱（NB）患者院外清洁间歇导尿的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我院 87 例需要实施院外清洁间歇导尿的 NB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治时间 2014 年 5

月～2017 年 5 月，自患者出院之日起，分别于出院后 3 个月对患者或其家属进行问卷调查，根据

调查结果分为依从组 43 例（严格按照医嘱实施院外清洁间歇导尿）、不依从组 44 例（未完全按照

医嘱要求实施院外清洁间歇导尿）；并采用多因素分析法探讨影响院外清洁间歇导尿的相关因素。 

结果   依从组和不依从组患者的性别、膀胱类型、脊髓损伤节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依从组和不依从组患者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属受教育年限、家庭月收入、脊髓

损伤程度、对清洁间歇导尿的知识知晓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结果

显示：受教育年限增加、家属受教育年限增加、家庭月收入增加、对清洁间歇导尿知识知晓率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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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增加患者院外清洁间歇导尿的依从性（P<0.05），患者年龄增加会降低其院外清洁间歇导尿

的依从性（P<0.05）。 

结论 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院外清洁间歇导尿的依从性主要受患者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属受教育

年限、家庭月收入、脊髓损伤程度和对清洁间歇导尿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PU-191 

医护治一体化查房对脊髓损伤膀胱功能恢复的影响 

 
肖玲,刘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医护治一体化”工作模式是指由医师、护士、康复治疗师根据自我意愿、专业技能，按亚专业

组成一个组，开展临床、教学、科研等工作。医护一体化是医生与护士之间的一种可靠的合作模

式，医护双方合理分工、密切联系、信息交换、相互协作、补充和促进以达到共同的治疗扩理目

标。因此本文将从医护治一体化入手，探讨医护治一体化查房对脊髓损伤膀胱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采用类实验研究的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6 月入住该医院康复科的

15 名 SCI 患者作为对照组，选取 2014 年 7 月至 12 月入住的 SCI 患者 15 名作为干预组，启动

SCI 膀胱功能康复护理方案。膀胱功能训练效果、尿路感染发生率、住院天数、健康教育知识掌握

程度、患者满意度指标等方面，对该康复训练方案进行临床验证。对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描述性分

析，对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率的比较使用卡方检验，当 P＜0.05 认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比较方案组和对照组膀胱功能训练情况，实施方案组组膀胱容量增加，住院天数降低，患者

满意度提高，关于膀胱功能康复训练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膀胱

功能训练效果即达到平衡膀胱状态、尿路感染发生率差异虽没有统计学差异，但是实施膀胱功能康

复训练方案后膀胱功能康复训练效果较之前提高了 26.67%，尿路感染率下降了 20%。 

结论 医护治一体化查房对脊髓损伤膀胱功能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PU-192 

早期康复护理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意识障碍患儿肢体 

功能恢复的影响 

 
娄欣霞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意识障碍患儿肢体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方法 选取河南省儿童医院康复病房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重症病毒性脑炎意识

障碍患儿 60 例，随机分为早期康复组与常规康复组，各 30 例。常规康复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

早期康复组在常规康复组基础上给患儿予早期康复干预。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疗效，干预前后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评分、家属康复护理满意评分，患儿家长康复锻炼依从性评分，患儿意识障碍恢复时间

及住院周期总时长。 

结果 结果 早期康复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 95.62%高于常规康复组 78.91% ( P ＜ 0. 05) 。干预前两

组患儿 ADL 评分、满意度、家长康复锻炼依从性等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干

预后早期康复组 ADL 评分、满意度、康复锻炼依从性等评分高于常规康复组 ( P ＜0. 05) 。住院时

间短于常规康复组 ( P ＜0. 05) 。  

结论 结论早期康复干预可加快重症病毒性脑炎意识障碍患儿肢体功能恢复，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和生存质量，且患儿家长康复治疗依从性高，家属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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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 

早期精神分析疗法对脊髓损伤伴截瘫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 

 
童敏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析早期精神分析疗法对脊髓损伤伴截瘫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所有研究样本均选取于 2016 年 08 月到 2017 年 08 月我院接收的 140 例脊髓损伤患者,符合

标准的 52 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并将所有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26 例对照组与 26 例实验

组.对照组予以常规康复护理及基础护理,实验组予以早期精神分析疗法,分别在入院后的第 1 周和第

4 周时，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和躯体功能状态进行评估（汉密顿抑郁量表对患者的抑郁程度进行

评估）。早期精神分析疗法的过程采用支持、认知、行为控制及家属辅助治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心

理治疗，每周进行 2-3 次，每次约 30 分钟，共进行 2-4 次。 

结果 经过早期精神分析疗法，治疗组患者焦虑抑郁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降低(p<0.05)。 

结论 经过早期精神分析疗法系统治疗干预后，多数脊髓损伤伴截瘫的患者的抑郁情绪有了明显的

缓解。 

 
 

PU-194 

中老年人心脏外科术后早期较差的握力恢复导致术后 

30 天并发症的发生 

 
傅丽媛 

1.天津医科大学心血管病临床学院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天津市,塘沽区 

2.天津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 

 

目的 虽然近些年来心脏外科手术围术期的护理已经被充分的重视，术后并发症也相应的减少，但

其并发症发病率仍较稳定。因此，心脏外科术后的并发症值得被关注和研究。身体功能能力近年来

广泛被用于术后 30 天死亡率的研究，而很少有研究针对心脏外科术后肌肉力量和术后并发症进行

研究。虽然握力实际值（绝对值）对心血管疾病有很好的预测价值，但是如何更好的将握力（绝对

值、相对值或其他）应用于临床、预测术后并发症，还没有结论。我们之前的研究没有发现握力绝

对值与术后并发症有相关性（P=0.67），最近的研究表明，体重的波动与较高的死亡率和心血管

事件发生率相关。这表明术前术后握力的波动值可能是比绝对值更好的预后和康复指标。因此我们

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握力波动值与术后并发症之间的关系（术后 30 天），除外手术相关因素的影

响。这可能为临床心脏手术恢复和早期康复提供参考价值。 

方法 在我们的研究中有 212 人接受了心脏手术。在术前和术后第 5 天测量握力。我们计算了握力

波动的百分比。我们将最低的五分位数定义为较差的握力恢复组（组 2）(n=43)。术后 30 天评估

患者是否有并发症。 

结果 我们发现，组 2(低恢复)的 ICU 停留时间较第 1 组(正常恢复)较长，分别为 52.7、22.9 小时和

44.3 . 14.3 小时。 组 2(48.8%)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于组 1 (8.9%)。调整后，包括调整 ICU 停留时

间后，并发症的低恢复组风险为 23.95(4.13-56.75)，高于正常恢复组。 

结论 在中、老年人群中，术后早期较差的握力恢复独立于 ICU 滞留时长，导致心脏外科术后 30 天

内并发症的风险增加。这种观察可能有利于心脏手术后的恢复和早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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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5 

膝骨关节炎患者的综合康复护理 

 
李青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观察应用综合康复护理对膝骨关节炎患者恢复中的作用及探讨其护理对策。 

方法 2016 年 1 月一 2016 年 6 月对 80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从体位摆放、疼痛护理、膝关节肌力训

练、心理护理等方面进行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对疗效根据 HSS 膝关节功能评分表进行评定分析，

对于临床疗效进行评定打分:将判定结果评分低于 70 分的患者定为无效，将判定结果评分 70 分以

上的患者定为有效。对评定结果采用 SPSS 12. 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80 例患者疼痛明显好转。根据 HSS 膝关节功能评分表评定结果，与治疗前比较膝关节的疼

痛、功能、活动度明显好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 

结论 对膝骨关节炎疼痛患者进行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可降低平均住院日、减

轻患者及家属的负担。 

 
 

PU-196 

改良式医护技交班和查房模式在康复病区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张秀英,刘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改良式医师、护士、康复技师交班和查房模式在康复病区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7 年 3 月起，病区实施新的晨会交班与查房模式。改良前晨会交班是夜班和当日白班的医

师护士参加，由夜班护士、医师交班，其余人聆听的常规模式；查房模式是医护分开，各自床边交

接或查房。改良后的晨会和查房模式中，晨会交班参与人增加了技师长，查房改为医护技联合查

房。具体来说，改良晨会交班模式是指首先夜班护士和医师分别常规交班夜间病人情况；其次，由

责任护士轮流交接各自分管病人的情况，包括特殊治疗的、病人对康复项目的耐受情况、对康复效

果不满意或期望值过高的、情绪波动的、治疗依从性差的、照顾者责任心差、有纠纷倾向的、违反

病区制度的等等，根据“责任护士十一知道”的内容，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第三，由技师长反馈技

师们在康复训练中发现的病人特殊情况；第四，由管床医师反馈查房或与病人、家属沟通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最后，由病区主任、护士长跟大家一起商讨出解决以上问题的办法或应对方式，并由夜

班护士负责记录上述问题于“医护治沟通本”内。改良查房模式是指责任护士总组长参与医师查房，

查房顺序是先查病区内的卧床病人，然后到各个训练室逐个病人查房。在此过程中，责任组长与医

师、技师、病人、照顾者面对面沟通，适时参与涉及护理的各项问题，并记录需要向责任护士反馈

的问题。从法规处、护理部、随访办调取改良交班查房模式前后一年的病区被投诉数据、护理质控

检查得分数据、住院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数据，并自制医技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均做统计分

析。 

结果 经过统计改良交班与查房模式前后各一年的数据，数据显示改良交班与查房模式后患者对医

护技三组的投诉情况、病区护理质控检查平均得分情况、患者护理满意度以及医技组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均优于改良前(P<0.05)。 

结论 实施改良式交班与查房模式是实施优质护理的需要,有助于医护技全方位了解病人情况，及时

发现并解决病人的各种问题，保证了病人安全，降低投诉纠纷发生率提升病区管理质量，提高了病

人满意度，同时对培养护士的专业能力起着积极作用,使康复团队合作形式更具可行性,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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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 

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康复护理 

 
张丽萍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结合临床实践，分析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接受康复护理的疗效，为患者的疾病治疗和预后

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将我院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 40 例纳为此次实验对

象，并使用随机、双盲法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

理方式，主要包括的内容有环境护理、心理护理和健康宣教等内容，而观察组患者则在此基础上接

受康复护理路径，首先，在患者入院后要评估其吞咽困难的程度，其次是展开基础训练，主要包括

的项目有咀嚼肌、舌肌、颊肌等部位训练和吞咽动作训练；最后，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进食方

式的合理选取，患者在进食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保证心情舒畅，并保证有良好的依从性。两组患者接

受为期半个月的护理后，使用洼田吞咽能力评定法对两组患者的吞咽功能进行评价，并观察其不良

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经过为期半个月的护理，观察组患者的吞咽能力达到Ⅱ级的有 10 例，Ⅲ级的有 6 例，有Ⅳ级

的有 2 例，Ⅴ级的有 2 例，而在对照组中，有 10 例Ⅱ级患者，例Ⅲ级患者，6 例Ⅳ级患者，4 例Ⅴ

级患者，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在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方面，观察组并无

一例患者出现营养不良、窒息和吸入性肺炎等情况，而在对照组中，吸入性肺炎 1 例，窒息 2 例，

营养不良 3 例，组间比较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临床护理中，康复护理属于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脑卒中后吞咽困难困难患者接受康复护

理途径，能够有效改善吞咽功能，避免发生营养不良、窒息和吸入性肺炎等不良现象，加快患者的

康复进程，使其家庭负担以及社会负担能够有所减轻。早期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康复训练，以其

具体情况为依据，给予针对性的指导措施，对其辅以心理护理，充分考虑好关于饮食方面的细节问

题，争取在医生、护士、家属以及患者自身的共同努力下，促进康复效果的提升，因此可以看出，

该护理路径在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的治疗中可以加大应用和借鉴力度 

 
 

PU-198 

德湿威在慢性伤口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探究 

 
石含英,余翔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评价德湿威敷料在慢性伤口愈合护理中的效果 

方法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选取我院于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47 例慢性伤口患者作为

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按数学领域的随机盲选法将入选的 47 例患者分成 2 组，每组平均为 24 例。伤

口类型：压疮、手术伤口、烫伤性溃疡及其他类型慢性伤口。其中，对照组 23 例慢性伤口患者采

取常规护理方法，在护理过程中将患者伤口愈合作为基础，加强护理过程中病情的观察及生命体征

的严密监测，如有异常情况积极处理。观察组 24 例慢性伤口患者，在慢性伤口愈合护理中则使用

湿 性 愈 合 法 ， 并 选 用 了 德湿 威 敷 料 ， 即 德国 保 赫 曼 公 司 生产 的德 湿 威 伤 口 敷 料

TenderWet/TenderWet24，规格：5×5cm。伤口护理完成之后，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

评价。评价过程中根据愈合有效情况、各期伤口愈合时间及伤口愈合的进展程度，比较“黑”、

“黄”、“红”慢性伤口三期的愈合时间。 

结果 （1）从愈合效果来看，观察组完全治愈 15 例（62.50%）、基本缓解 7 例（29.17%）、无

效 2 例（8.33%）,总有效率为 91.67%；对照组完全治愈 6 例（26.10%）、基本缓解 11 例

（47.80%）、无效 6 例（26.10%），总有效率为 73.90%。由数据可知，观察组愈合效果明显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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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2）观察组，黑期伤口愈合时间为

（16.6±0.3），黄期为（11.4±1.3），红期为（7.6±0.2）；对照组，黑期伤口愈合时间为

（20.5±0.8），黄期为（17.6±0.8），红期为（11.8±1.1）。由数据可知，在各期伤口愈合时间

上，观察组均明显快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慢性伤口愈合护理过程中，采取湿性愈合法，选用德湿威敷料，具备显著的效果。能够加

快慢性伤口愈合速度，提高慢性伤口愈合的效果，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所以，选用德湿威

敷料的湿性愈合法值得推广及应用。 

 
 

PU-199 

多模式镇痛联合辨证施护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的疗效观察 

 
董璐, 相洁, 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研究多模式镇痛联合辨证施护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期间 60 例股骨头缺血坏死的患者,均在全麻下行初次单侧

髋关节置换术，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多模式镇痛联合情志护理组)和对照组(传统镇痛模式),

每组 30 例。对照组术后采用传统的镇痛泵(PCA)进行镇痛，观察组术后采用多模式镇痛联合辨证

施护，包括：合理评估、给予多模式镇痛、注重个体化镇痛、运用情志护理进行有效的护患沟通与

健康宣教。对比术后两组患者疼痛程度、NRS 数字疼痛评分、镇痛药物的使用、患者满意度。 

结果 通过多模式镇痛联合辨证施护，能减轻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疼痛感、可以更好地进行早期

功能锻炼，提高医疗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率。 

结论 应用多模式镇痛联合辨证施护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有满意疗效。 

 
 

PU-200 

无痛康复护理理念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探讨 

 
相洁, 曾雪琴, 潘小妮 ,董璐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比较临床护理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过程中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和无痛康复护理理念指导下的无

痛康复护理方法之间的效果差异。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以“腰椎间盘突出症”为诊断在西安市红会医院中医骨科住院

治疗的患者 12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采用常

规护理，主要包括遵医嘱对患者进行药物及相关治疗指导，嘱患者休息时卧硬板床，腰部注意保

暖，指导患者正确翻身和上下床，保持正确的站姿和坐姿等；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方法基础上，实

施无痛康复护理，主要措施有：提供良好的康复环境、提高疼痛认知水平、生活饮食指导、心理疏

导、指导功能锻炼、药物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第 3、7、14 天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日本骨科学会(Japanese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下腰痛

评分，临床疗效、住院时间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基本信息、VAS 及 JO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VAS 评分

组间比较，观察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JOA 评分组间比较，观察组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治疗结束后，观察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住院时间明

显短于对照组(P<0.01)且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无痛康复护理措施可有效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提升康复疗效、缩短住院日、提

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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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 

医护合作模式应用 ADL 量表确定分级护理级别的可行性研究 

 
李夏,胡靖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护理级别是对住院患者实施护理措施的依据，故分级护理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住院护理人员

患者的护理，本文旨在探究医护合作模式基于患者病情和 ADL 量表在公立医院普通病房分级护理

中的应用价值。并对此方法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方法 病例来源为 2017 年 10 月 —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普通成人住院患者 314 例，其中男性

162 例，女性 152 例，年龄 18～98 岁。将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157 例。2 组一

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入院后，对照组主管医生根据 SCS 评分给予患者划分护理级别 。观察

组患者入院后由医护合作主管医生根据 SCS 评分并结合责任护士提供患者 ADL 量表评分共同划分

患者的护理级别，并在住院期间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及康复情况。对比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入院

时，手术后，出院前）急性生理功能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估系统Ⅱ(APACHEⅡ)评分、24 h 直接护理

工时、患者住院满意度，护理相关费用占住院总费用百分比情况，最终对两组患者分级护理效果进

行评价和比较。  

结果 住院期间对两组患者分别在入院时，手术后，出院前进行 APACHEⅡ评分，在 APACHEⅡ评

分相同的情况下，对照组患者 24 小时护理工时为（6.50±1.13），观察组患者患者 24 小时护理工

时（4.02±0.73），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工时时长，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92.99%（146/157）；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8%（154/157），两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护理相关费用占患者住院总费用 13.17%；观

察组护理相关费用占患者住院总费用 9.28%，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

两组患者可见经过医护合作模式应用 ADL 量表确定分级护理级别，不但能够节省院方护理人力资

源，而且能够提高住院期间患者满意度，同时降低患者住院成本。 

结论 与普通分级护理方法相比较，经过医护合作模式应用 ADL 量表确定分级护理级别的患者住院

满意度有所提高、护理相关费用占住院总花费比例缩小，且 24h 直接护理患者工时明显降低。故医

护合作模式应用 ADL 量表确定分级护理级别可作为护理等级划分依据，并且值得临床医护人员借

鉴和推广应用。 

 
 

PU-202 

离退休知识分子老年护理需求现状及影响因子分析 

 
王小娟,顾园园 

江苏省太湖疗养院 

 

目的 探讨离退休知识分子对老年护理需求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更好改进、健全护理措施提供

临床参考。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5 月来我院做康复疗养 105 例离退休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离退休知识

分子入选标准：①年龄≥60 岁，②积极配合本次调查，③无精神疾病，意识清晰。排除标准：意识

不清，精神障碍等疾病不能配合完成本次调查研究。本次共分发调查表 105 份，回收有效调查表

105 份，回收率 100%。方法：①基本情况调查表。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调查表，包含：教育程度，

性别，婚姻情况，自理能力及患病情况等。②身体情况 。以《老年护理学》所示为评分标准：0

分，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1～11 分，生活部分可自理（自理障碍）；12 分，完全自理。③健

康护理：所患疾病及一些常见病预防，治疗及注意事项等。④疾病护理，医院一般常规护理：翻

身、输液、理疗等。⑤ 生活护理，不光是指家人及本人日常生活照顾，还包括日常娱乐生活、兴

趣爱好等。⑥心理护理，处理病人在患病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减少孤独，增进感情。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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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组成及调查方法：2 名主管护师和 1 名护师组成，都经过统一培训。护理人员统一详细介绍

相关内容，让离退休知识分子自主完成问卷调查，如果不能独立完成，护理人员口述问题，离退休

知识分子问答，护理人员填写。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健康教育、疾病护理、生活护理、心理护理，每

个项目设置为 5 项，即不需要、部分需要、顺便、需要、迫切需要，分别表示为 1～5 分，分数越

高说明越需要相应护理措施。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采用均

数、方差、百分比进行统计，应用 Logistic 进行回归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离退休知识分子对护理需求按从高到低排列为：健康教育（67.6%），疾病护理（52.4%）,

生活护理（42.9%），心理护理（25.7%）。不同患病情况、不同收支情况及不同教育程度的离退

休知识分子对健康教育、疾病护理及心理护理需求不同（P<0.05）,不同性别、教育程度的离退休

知识分子对生活护理需求不同（P<0.05）。 

结论 离退休知识分子对护理需求总体较高，对不同护理措施需求各不相同，离退休知识分子护理

以疾病护理为主基础上，还需加强健康教育、生活护理及心理护理。 

 
 

PU-203 

基于 5+3 模式下全科医师轮转康复医学科的教学模式的构建 

 
曲福玲

1
,张雪晶

1
,刘泰源

2
,张军

1
,李楠

1
,刘忠良

1
 

1.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2.大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 

 

目的 针对我国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与深化医改和建设健康中国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基层人才

队伍建设依然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短板，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分级诊疗制度才能全面落实。 

方法 目前全科住培医师轮转康复医学科存在整体重视不够，学习内容多、轮转时间短，配套轮转

方案缺乏等问题，需要通过重视入科教育、激发兴趣，实行导师带教制、精准轮转计划，建立有效

的轮转评价机制等措施，拓宽全科医师的诊疗思路和视野，为将来回到基层更有针对性的转诊和精

准的治疗打下良好的基础。 

结果 为基层培养出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能发展的全科人才，为分级诊疗和推进家庭医生签

约制度提供人才保障。 

结论 基于 5+3 模式下全科医师轮转康复医学科的教学模式的构建的重要性 

 
 

PU-204 

强化师资培训，推升康复住培 

 
杜晓霞,宋鲁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 

 

目的 初步探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康复专业师资培训模式，包括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和考核标

准。并对康复医学科常用的几种教学方法进行了比较。 

方法 中国医师协会康复专委会组织筹办了首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康复专业基地教学主任研讨班

和骨干师资培训班 2 次培训，设计了培训课程并进行了培训考核，问卷调查和访谈。基地教学主任

培训针对业务能力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胜任康复医学临床工作的教学主任，课程设计主要是针对宏

观政策，师资培训现状和教学法。骨干师资培训针对高年资临床医师为主体，培训内容除了宏观政

策、教学法、师资培训现状外，增加了各个专业（神经康复、脊髓损伤康复、骨科康复、心肺康

复）教学重点和教学查房示范。两次培训中都强调了康复评价会的重要性。 

结果 全国大部分基地 300 多名康复基地教学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满意度高，认为培训内容丰

富，实用，各方面得以提高；两次问卷结果显示，对今后培训希望加强教学内容的需求依次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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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和授课技巧；2 教学查房；3 住培带教经验；4 科研能力培养；5 康复评价会；6 康复三基

培训；7 国家住培政策及管理；8 住培结业考核设计；9 康复基地标准；10 人文教育。 

结论 两次培训为今后的工作提高了模板，对康复毕业后教育培训提供了方向。针对就近、多次培

训的回馈，将在八家康复住培骨干师资培训示范基地逐步开展短期研修，通过实行分层、分级的康

复住培师资培训，提高师资职业素养、专业水平、教学能力。康复医学的规培带教需要多学科联合

进行，建议康复医学科教学改变传统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建立以团队、案例、实践、网络、自

主为一体的多样化教学模式。 

 
 

PU-205 

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康复治疗学专业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郑栋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为提升康复治疗专业临床教学质量，探讨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康复治疗学专业临床教学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以贵州医科大学 2016 级四年制康复治疗学本科专业的 70 名学生作为教学对象，按随机数字

表法将 70 名学生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35 名学生，由同一位经过培训的教师分别根据

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教学。对照组在物理治疗学课程中应用传统教学模式教学，以教师为

中心、按学科大纲内容教学、以理论授课和技术操作示范为中心；实验组在物理治疗学课程中应用

互动式教学模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包括问答式互动教学、分组讨论式教学、情景互动式教学及

示范与操作互动式教学模式。两组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长完全一致。两个月的临床教学

后，运用相同的理论考试、操作技能考试及学习情况问卷调查表（包括学习兴趣、学习氛围、团队

合作意识、基础知识掌握、重难点知识掌握及理论联系实际五个方面）来分别评价两种教学方法的

临床教学效果。 

结果 两组学生的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试成绩比较，实验组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和操作技能考试

成绩均明显优于对照组（t=5.493，p=0.001；t=6.698，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学习情况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基础知识掌握度这一方面与对照组学生无明显差异（t=2.156，

P=0.074），但实验组的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氛围、对重难点知识的掌握、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四

个方面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t=5.675，p=0.001；t=6.109，p=0.001；t=8.312，p=0.001；

t=7.615，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互动式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满堂授课，可以

充分激发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与沟通意识，帮助学生深化理

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并能有效缓解学时少与内容多之间的矛盾，实现教的主

导作用与学的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教师和学生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共同提升教学质量，值得在

康复治疗学专业临床教学中推广应用。 

  
 

PU-206 

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实习生学习态度调查和影响因素研究 

 
胡瑞萍,刘倩,王磊,沈莉,姜从玉,朱秉,吴澄,吴毅,朱玉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实习生的学习态度及影响因素，为教学改进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蒙汉大学生学习态度问卷”对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实习的 2017 届和 2018 届康复治

疗专业实习生共 103 人进行学习态度问卷调查，从持续投入、求知欲、上课情绪、主动性和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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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认识等五个维度对实习生的学习态度进行分析，并比较性别、地区、年级、班级成绩排名对

学习态度的影响。 

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 126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3 份，采用 k 平均值聚类法对实习生的学习态度类型

进行分类，可分为积极学习、达标学习和被动学习三类，各类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的学习态度无性别、居住地和

年级差异（P>0.05），班级排名前 10%的实习生在持续投入和主动性维度显著优于后 30%的学生

（P<0.05）。采用波达计数法得出影响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的学习态度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教师的

教学水平和素质。 

结论 本科室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实习生的学习态度以达标学习类型为主，且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素质

对其学习态度具有重要影响，故而在实习带教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并改进教学方法，以

便诱导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其主动性，引领其正确地持续投入。 

 
 

PU-207 

康复治疗学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初探 

 
潘翠环,刘远文,付桢,肖长林,叶正茂,陈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为满足现代康复医学发展对高层次康复治疗专业人才的需求，给广大康复治疗师提供进 一步

深造的机会，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康复治疗人才。本文拟对康复

治疗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初步探索，以期为我国大陆康复治疗学专业高学历教育模式提

供参考。 

方法 整理归纳国（境）外发达地区康复治疗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并选取早年加入 WCPT

和 WFOT 的台湾中山医学大学的康复治疗学专业硕士课程设置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国（境）外发达地区康复治疗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大陆的康复治疗学专业高

学历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结论 国（境）外发达地区在康复治疗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对大陆

的康复治疗专业硕士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不能照搬照抄，应从社会环境和医疗体制实际情

况出发，并结合大陆康复治疗教育的具体实践，更新思想、转变观念、改革教学、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康复医学治疗专业人才培养之路。 

 
 

PU-208 

提高康复治疗专业实习质量的措施探讨 

 
黄小蓓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临床实习是医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渡时期，是成为合格的医学工作者的重要途径。文章

结合我院康复医学科十年的带教工作，从重视岗前培训和康复宣教、优化带教方式、加强师资建设

与管理和完善考核制度四个方面，对提高康复治疗专业临床实习教学质量措施进行探讨。 

方法 结合我院康复医学科十年的带教工作，从重视岗前培训和康复宣教、优化带教方式、加强师

资建设与管理和完善考核制度四个方面。 

结果 培养高素质的康复治疗人才是我科室带教老师实习教学的目标，而提高带教质量与效果的措

施很多，我们应不断总结经验，更新观念，积极探索和改革实习带教模式，严格带教、尊重学生，

力求更进一步提高学生实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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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培养高素质的康复治疗人才是我科室带教老师实习教学的目标，而提高带教质量与效果的措

施很多，我们应不断总结经验，更新观念，积极探索和改革实习带教模式，严格带教、尊重学生，

力求更进一步提高学生实习质量。 

 
 

PU-209 

核心稳定训练联合健康教育对腰椎管狭窄症患者脉冲 

射频后的疗效的影响 

 
丁欣利

1
,张丽

2
,范晓华

1
 

1.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2.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观察核心稳定训练联合健康教育对腰椎管狭窄症患者脉冲射频后的疗效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0 例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患者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2 组患者均给予背

根神经节脉冲射频治疗，对照组患者在上述基础上予以常规腰腹肌力训练+一般宣教，治疗组患者

则辅以核心稳定性训练(CSE)+健康教育。于脉冲射频前、脉冲射频后 1 周（康复介入前）、康复

介入后 4 周、12 周、半年及 1 年时 

分别采用目测类比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定 2 组患者疼痛程度，采用 Oswestry 功

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评定患者腰椎功能，另记录各时间点 2 组患者无痛行

走距离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组内比较，脉冲射频后 1 周（康复介入前）VAS 评分、ODI 指数较脉冲射频前改

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康复介入 4 周、12 周、半年时 VAS 评分、ODI 指数、无

痛行走距离均较脉冲射频前均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康复介入 1 年时，治疗组

患者 VAS 评分、ODI 指数、无痛行走距离均较脉冲射频前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对照组患者的 VAS 评分、ODI 指数、无痛行走距离较脉冲射频前比较未见明显差异

（P ＞0.05），较康复介入后 4 周、12 周、半年时比较，VAS 评分、ODI 指数升高，无痛行走距

离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组间比较，脉冲射频前、脉冲射频后 1 周

（康复介入前）及康复介入后 4 周，VAS 评分、ODI 指数、无痛行走距离均无明显差异（P ＞

0.05）；治疗组患者在康复介入 12 周、半年、1 年时 VAS 评分、ODI 指数、无痛行走距离较对照

组相同时间点均改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核心稳定训练联合健康教育能进一步缓解腰椎管狭窄症患者脉冲射频后的疼痛程度，改善腰

椎功能，提高无痛行走距离，延长脉冲射频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10 

―三明治‖教学法在脑卒中的康复治疗教学的应用研究 

 
谢凌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评价“三明治”教学法在康复治疗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以连续六届共 305 名中残联继续教育项目培训学员为研究对象，学员均为从事康复治疗技术

的一线临床工作者，历年来由相同的残联下属单位按照恒定的指标进行选送，参与培训。前三届学

员（51 人、49 人、52 人）为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模式。后三届学员为试验组（50 人、53 人、

50 人），采取“三明治”教学法，开展脑卒中的康复治疗理论与技术培训。研究针对两组学员的性

别、年龄、学历成分进行差异性研究，并未发现两组学员有明显差异。对照组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

为理论授课—操作课程—病例讨论的模式，按照制定的培训教程，由教研组成员对脑卒中的康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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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理论与技术展开循序渐进的讲述。实验组学员按照“三明治”教学法分组方式进行随机分组并编号

（如 A1、A2、A3、A4、A5、A6、A7），在接受教师短的开场白后进行病例讨论。随后按编号重

新分组（如 A1B1C1D1F1G1 学员坐于 1 号桌）后进行小组交叉讨论，听取其他组对病例的意见。

之后按照首次分组情况重新入座进行小组汇报，分享学习心得。再由教师进行课程小节，对学员汇

报情况以及知识点进行补充说明，随后开展三明治教学法特有的金鱼缸式讨论。最后由讲师进行课

程的总结和答疑。记录两组学员每学期结束后的本届学员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并采用教学满意度调

查问卷调查的结果作为评定标准 

结果 试验组学员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高于对照组(P<O.O5)；试验组学员的教学满意度调查中教学

计划、教学管理、专业认同等项目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教师态度、教师水平、学术期望等项

目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未见明显区别（P>0.05）。 

结论 结合三明治教学法的脑卒中康复治疗技术培训班在学员成绩和满意度调查问卷得分优于传统

模式下的培训班教学。 

 
 

PU-211 

基于 ICF 理论的康复教学模式探讨 

 
刘苏玮,项洁,高修明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徐州市 

 

目的 探讨符合我国康复医学发展的康复教学模式，指导我校康复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以取得更

好的教学效果。 

方法 以《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探讨康复医学专业人才的教学模

式。从课程设置、多元化教学模式入手，强调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以学生教学满意

度及考核合格率为指标，比较改革后康复教学的成效。 

结果 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和“一体化”实践操作体系，以培养具有 ICF 思维的康复医学专业人才。

采用基于 ICF 理论设计的康复教学模式后，教学满意度及考核合格率更高，学生就业率有所提高，

改革后的康复教学较传统教学模式有优势。 

结论 基于 ICF 理论的康复教学模式可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及学习成绩，更好的培养了适应

性强的康复医学专业人才。 

  
 

PU-212 

高功能孤独症语言功能评估与康复个案报道 

 
徐宁,易爱文,黄双苗,李贤英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功能孤独症儿童被发现，对这一类患儿语言能力发育的研究也逐步展开。

本文通过对一例高功能孤独症患儿进行语言认知功能评估的详细情况的报道和分析，探讨高功能孤

独症患儿语言能力的评估途径及相关策略，为后续康复治疗与训练提供客观依据和有效方法。 

方法 患儿胡**，男，5 岁 6 个月，因“语言发育落后伴注意涣散”就诊。采用多种方法及渠道对患儿

进行认知、语言及行为等方面的评估，运用了包括韦氏儿童智力量表、Gesell 儿童发育量表、S-S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评估法、皮博迪词汇量表、CARS 儿童孤独症量表、ABC 孤独症家长量表、克

氏量表、M-Chat、ADOS-2、学龄前儿童语言发育评估量表、PEP-3 等在内的多量表评估的方法，

并结合家长问卷、现场观察、计算机语言障碍诊治仪等多种途径对患儿的语言各层次发育水平做出

了比较客观及全面地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拟定康复治疗计划。 

结果 目前常规的语言、智力评估量表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呈现出高功能孤独症患儿的发育水平，

本个案的 Gesell 量表、S-S 法评估结果显示患儿的认知、语言发育在正常范围内；常用的孤独症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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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量表如 CARS、ABC、M-Chat、克氏量表评估结果也未能提示患儿为孤独症；A-DOS 观察中结

果提示患儿为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综合多个评估方法后可发现患儿存在包括语意能力、语义

通达及推理能力、阅读理解（如隐喻）、同义词及反义词运用等语言多个层面上的障碍和独特之

处，同时也发现患儿在数字计算等方面具有较高水平。 

结论 高功能孤独症的评估尤其是语言能力方面的评估缺乏有效的量表和方法，急需在这方面进行

整合和开发。 

 
 

PU-213 

临床多站式考核在运动治疗实践教学考核中的应用 

 
范茂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多站式考核在运动治疗实践教学考核中的效果 

方法 两组学生分别采用临床多站式考核(实验组，n=30)和传统考核(对照组，n=31)，对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比较满意度 

结果 两组学生的问卷调查评分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在运动治疗实践教学考核中，临床多站式考核模式比传统考核方法更有优势，有利于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 

  
 

PU-214 

滞动针联合硫酸氨基葡萄糖治疗老年退行性膝关节炎疗效观察 

 
王盛春

1
,姜一鸣

2
,来丹丹

2
 

1.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2.山东中医药大学 

 

目的 研究滞动针联合硫酸氨基葡萄糖疗法治疗老年退行性膝关节炎的临床效果，对联合针刺与单

独用药对关节疼痛、肿胀、活动困难的治疗效果以及膝关节功能恢复效果进行比较，探求更高效可

靠的治疗方案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2017 年间收治的 52 例老年退行性膝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联合针刺组与对照

组，每组各 26 例，联合针刺组采用动针与硫酸氨基葡萄糖联合治疗，滞动针治疗采用鹤顶、内外

膝眼、膝阳关、梁丘、血海及相应辩证配穴，以针刺得气后单向捻转针柄达到滞针，迅速捏住针柄

将针向各个方向进行提拉、震颤、摇摆，带动周围组织快速颤动，以患者耐受为度，操作 1 分钟，

留针 30 分钟，每 10 分钟操作 1 次，每日治疗 1 次，15 天为 1 个疗程，对照组患者采用硫酸氨基

葡萄糖治疗，两组硫酸氨基葡萄糖均严格按照说明书剂量服用，治疗 2 个疗程后对两组患者的关节

炎疼痛分度、膝关节功能、膝关节骨关节炎临床症状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疼痛评分（VAS）均有降低，其中联合针刺组（2.04±0.58）明显低于对照组

（3.90±1.34）（p<0.05）；膝关节功能量表总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且联合针刺组较治疗前

的提升（44.32±5.46）明显高于对照组（36.54±7.93）（p<0.05）；膝关节骨关节炎自评量表

（WOMAC）评分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疼痛、晨僵、肿胀、活动困难等临床症状均有明显改善，而

联合针刺组 WOMAC 总分下降（28.43±7.43）较对照组（21.62±8.16）更明显（p<0.05）；以

WOMAC 评分为基础进行临床疗效评估，联合针刺组有效率 87%，对照组 74%，联合针刺组有效

率较对照组明显提升。 

结论 滞动针联合硫酸氨基葡萄糖治疗老年退行性膝关节炎较单独运用硫酸氨基葡萄糖临床疗效更

加显著，采用滞动针联合药物治疗对老年膝关节炎疼痛的缓解作用更加明显，对患者疼痛、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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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胀、行走困难等临床症状有更显著的治疗效果，且可更高效地恢复膝关节功能，具有简便易行、

经济环保、毒副作用小的优势，值得临床推广施行。 

 
 

PU-215 

针对脑卒中老年患者夜尿次数 及夜尿量多的应对处理 

 
付伟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脑卒中老年患者夜尿次数多应用间歇导尿方法睡前排空膀胱的方法。夜尿量多应用睡前

留置导尿，夜间持续引流尿液，晨起拔出留置尿管的方法。 

方法 以神经源性膀胱理论知识为基本框架，以膀胱排尿障碍之饮水计划为前提，控制患者夜间饮

水量，以睡前晚 20 点以后禁止饮水从而达到控制患者夜间排尿量的目的。根据患者膀胱排空障

碍，每次排尿后都会有残余尿量，从而使膀胱始终处于舒张状态，而采取的睡前先让患者自行排尿

然后再给予间歇导尿一次，排空膀胱内残余尿量的方法（患者自行排尿的体位可采取坐位，这样利

用腹压能更多的排出尿液，减少残余尿量）。这样既能使膀胱恢复收缩功能，又能减少夜尿的次

数，有助于患者夜间休息。对于老年人夜尿量增多的现象，夜间尿量大于白天尿量，可在睡前应用

双腔导尿管留置导尿并持续开放引流，晨起拔出。配合让患者早上床休息，抬高双下肢，有助于血

液向心性回流，减少夜尿量。避免了患者因夜尿量多频繁排尿，或者夜间睡着以后有尿不能及时排

出，造成急性尿潴留。这样既不影响患者白天的起居和康复训练，还有助于患者患者夜间更好的休

息。 

结果 老年脑卒中夜尿次数多的患者施行睡前间导一次，使膀胱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得到协调，使膀

胱平滑肌得到充分休息，有助于脑卒中神经源性膀胱的康复。夜尿量多的老年患者采取睡前留置尿

管晨起拔出的方法，可以减少夜间急性尿潴留，从而避免膀胱过度膨胀，保护膀胱功能，减少尿液

反流，肾积水等并发症，使老年脑卒中患者的的生活质量的得到提高。 

结论 根据脑卒中老年患者的神经源性膀胱的排尿障碍机制，给予患者制定睡前间导一次排空膀

胱，或者选择睡前留置尿管持续引流的方法，解决了老年病患的夜尿次数及尿量异常的临床问题，

切实解决了老年人夜间排尿障碍的问题，使老年人的夜间休息得到保障，不影响日间的生活起居，

并提高了生活质量，可行性高。 

  
 

PU-216 

正常糖耐量患者负荷后１ｈ血糖与老年新发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赵倩萍 

德阳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探讨正常糖耐量患者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１小时血糖（1hPG）与老年新发脑卒中

与康复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内分泌实验室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和（或）胰岛素释放试验的老

年（65 岁-95 岁）住院患者： A1 组（1hPG≥8.6mmol/L 的正常糖耐量组）210 例、A2 组（1hPG

＜8.6mmol/L 的正常糖耐量组）181 例、B 组（糖调节受损组）183 例、C 组（糖尿病组）270

例。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 

检测研究对象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BMI）、收缩压(SBP)、舒张压(DBP)、静息心率(HR),以

及空腹、餐后 1 小时、餐后 2 小时的血糖及胰岛素浓度、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HDL-C)、甘油三脂(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 B（ApoB）、脂肪

肝、尿酸、肌酐、同型半胱氨酸（Hcy）、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丙氨酰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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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γ-谷氨酰转移酶、胆碱酯酶等观察指标．计算 BMI、胰岛素抵抗和敏感指数相关指标

（HOMA、LogHOMA、HOMA-1、QUICKI、ISI0,120）及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 

比较四组的脑卒中发生率、胰岛素抵抗和敏感指数相关指标（HOMA、LogHOMA、HOMA-1、

QUICKI、ISI0,120）、体重指数、血压、血脂、尿酸及肌酐等指标，分析正常糖耐量组 1hPG 与

老年新发脑卒中的相关性及其对脑卒中的预测价值。 

结果 与 A2 组（1hPG＜8.6mmol/L 的正常糖耐量组）相比，A1 组（1hPG≥8.6mmol/L 的正常糖耐

量组）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显著增加，胰岛素敏感指数显著降低( P < 0.05)，但与 B 组（糖调节受损

组）、C 组（糖尿病组）无明显差异。A1 组的脑卒中发生率以及体重指数、血压、胆固醇、甘油

三酯、尿酸、超敏 C 反应蛋白等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较 A2 组显著增加，与 B、C 组无明显差异。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整性别、年龄、体重指数、血压、血脂等各项因素后，1hPG 仍与脑卒中的发

生显著相关(P < 0.05)。 

结论 1hPG是老年人新发脑卒中的独立影响因素，对脑卒中的新发有独立预测价值，影响老年患者

康复预后。 

 
 

PU-217 

基于远程教育的老年骨质疏松精准化管理 

 
刘思佳,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了解老年骨质疏松患者对骨质疏松知识的了解，探讨精准化管理行为对改善老年骨质疏松患

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2016 年 6-9 月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 80 例老年骨质疏松患者随机分为 2 组：A 组 40

例，移动互联网（微信）对患者进行远程骨质疏松治疗管理指导；B 组 40 例，为对照组。A、B 组

治疗前、治疗 12 月时进行骨质疏松知识、骨质疏松自我效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调查、BMD

值测定。 

结果 干预 12 月后，A 组骨质疏松知识（OP 危险因素知识 7.08±1.83 分、运动知识 5.26±1.32

分、钙知识 7.41±1.73 分）、骨质疏松自我效能（运动效能 65.70±12.31 分、摄钙效能

69.73±12.07 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72.26±15.63 分）、 BMD 值分别为（ L1-

4 0.70±0.31、髋部 0.73±0.10）；B 组骨质疏松知识（OP 危险因素知识 6.08±1.41 分、运动知识

4.37±1.25 分、钙知识 5.01±1.41 分）、骨质疏松自我效能（运动效能 56.63±10.24 分、摄钙效能

58.70±13.32 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65.17±13.51）、BMD 值分别为（L1-4 0.63±0.24、

髋部 0.70±0.13）。 

结论 骨质疏松精准化管理组的各项评分及 BMD 变化均优于对照组。远程在线骨质疏松管理使骨质

疏松康复治疗应利用更有效。依托康复教育和康复训练的特色，建立优势化管理模式，预防骨质疏

松和脆性骨折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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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 

体质、体适能状态对市辖区在职人员糖尿病、动脉硬化及 

骨质疏松风险的预警价值研究 

 
赵明明

1
,陈昱

1
,胡才友

1
,刘宇军

1
,莫小樱

1
,雷迈

1
,宋朝辉

2
,李争鸣

1
,李昌柳

1
,阳初玉

1
 

1.广西自治区江滨医院 

2.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质检测与运动健康协会 

 

目的 探索建立以体质、体适能状态为基础，包括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及身体成分参数

为纳入因子的糖尿病风险预测模型、动脉硬化风险预测模型和骨质疏松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 采用分类整群法抽取市辖区企事业机关单位 20-65 岁的在职人员 5668 例，收集所有研究对象

的身体形态参数、身体机能参数、身体素质参数及身体成分等指标，并给予民族、职业劳动强度

（OPA）分层；根据检测结果进行糖尿病、动脉硬化及骨质疏松风险分析；建立体体质、体适能状

态参数对糖尿病风险、动脉粥样硬化风险和骨质疏松风险预测模型。 

结果 受试人群动脉硬化风险参数脉搏波传导速度（PWV）与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参数的相关性受

OPA 影响。受试人群糖尿病风险与 OPA 级别相关；身体机能、身体素质部分参数均与糖耐量异常

（IGT）或胰岛素抵抗（IR）相关（P<0.001）。受试人群 T、Z 值及骨密度(BMD)与体质、体适能

检测参数呈相关关系（P<0.05）。身体成分(BC)参数与糖尿病风险参数、动脉硬化风险参数、骨

质疏松风险参数均存在相关关系。以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身体成分参数做为模型因子

建立数学模型，其中糖尿病风险模型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08（95%CI：0.776，0.840）,灵敏度

和特异度分别为 85.44%和 66.09%，总判对率 77.74%；动脉硬化预测模型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59（95%CI：0.579，0.711）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2.96%和 79.86%，总判对率为

76.70%；骨质疏松预测模型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80（95%CI：0.856，0.905）,灵敏度为

79.90%特异度为 82.67%，总判对率为 82.5%。 

结论 体质、体适能及身体成分参数对糖尿病风险、动脉硬化风险、骨质疏松风险具有预测作用，

其中对骨质疏松的预测作用最佳；对糖尿病风险预测总用良好；对动脉硬化风险预测作用有临床价

值。 

  
 

PU-219 

低频脉冲膀胱治疗仪配合针刺治疗老年尿潴留的临床观察 

 
聂怀利,吴殿靖,周长磊 

山东省泰山疗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低频脉冲膀胱治疗仪配合针刺治疗尿潴留的疗效。 

方法 将 40 例患有尿失禁的老年患者按随机分组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各 20 例。实验组采

用膀胱治疗仪配合针刺治疗，对照组采用针刺治疗。 

结果 实验组有效率为 85%，高于对照组 65%。 

结论 低频脉冲膀胱治疗仪配合针刺治疗老年尿潴留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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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 

中老年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躯体功能与体力活动、自我效能的 

相关性研究 

 
孙垚

1
,张晓翠

4
,高蕾

2
,阚燕

3
,康娟

3
,史宝欣

1
 

1.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河西区 

2.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南开区 

4.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了解中老年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躯体功能状况，分析体力活动、自我效能与躯体功能的相关

性。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健康评估问卷-残疾指数（HAQ-DI）、国际体力活动短问卷（IPAQ-

S）、类风湿关节炎自我效能量表（RASE）、疲劳视觉模拟评分量表（fatigue-VAS）及疼痛视觉

模拟评分量表（pain-VAS）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45 岁以上的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进行问卷调查。 

结 果  中老 年类 风湿 关节 炎患 者躯 体功 能得 分 为（ 1.18±0.39 ）， 体 力活 动得 分为

（1768.89±98.92），自我效能得分为（73.61±13.35）；体力活动得分、自我效能得分与躯体功

能得分分别呈正（r=0.291）、负相关（r=-0.387）；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疾病活动度、疼痛、体

力活动及自我效能对躯体功能有显著影响（P＜0.05），可解释总变异量的 40.7%。 

结论 体力活动、自我效能、疾病活动及疼痛是中老年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躯体功能的影响因素，医

务人员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水平，增强其进行体力活动的信心，为患者提供个性

化的功能锻炼指导，从而维持躯体功能，延缓关节功能丧失。 

 
 

PU-221 

不同运动方式对 1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及胰岛 

β细胞功能的影响 

 
向晓昕,张长杰,兰纯娜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比较 1 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患者进行 3 个月中等强度抗阻运动或有氧

运动后血糖、血脂水平及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差异。 

方法 招募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糖尿病联合门诊就诊的 35 例 1 型糖尿病患者，经知情同意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以后，随机分为对照组（11 例）、有氧运动组（12 例）、抗阻运动组（12 例），为有

氧运动组及抗阻运动组制定中等强度运动处方，对照组不予以系统的运动干预，三组均接受由同一

组内分泌科和营养科医师进行的健康教育、胰岛素治疗、血糖监测和饮食管理。分别测定三组 3 个

月干预前后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BG）、餐后 2 小时血糖（PBG）、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空腹 C 肽及餐后 2 小时 C

肽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共有 27 例患者完成本试验，其中对照组 11 例，有氧运动组 10 例，抗阻运动组 6 例。经过 3

个月的干预，抗阻运动组与有氧运动组 HbA1c 下降，改善值分别为：（2.07±2.61）%与

（0.21±1.80）%，而对照组 HbA1c 上升，改善值为（-0.05±0.84）%；抗阻运动组 HbA1c 改善值

高于有氧运动组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有氧运动组与对照组组比较，

HbA1c 水平改变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 3 个月后 PBG 明显升高

（19.54±8.75mmol/L）与基线水平（14.48±6.88mmol/L）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

过 3 个月的干预，各组间组 TG、TC、HDL 以及 LDL 水平改变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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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阻运动组空腹 C 肽和餐后 2hC 肽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而有氧运动组与对照组 C 肽水平改变均呈

下降趋势，但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3 个月的中等强度抗阻运动较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更明显降低 T1D 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更

有利于 T1D 患者的血糖控制。无论是 3 个月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是抗阻运动对 T1D 患者的血脂

均无影响,但抗阻运动可能有保护 T1D 患者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趋势。 

 
 

PU-222 

《家属参与式综合康复对老年住院患者的影响研究》 

 
李清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通过对老年住院患者的家属参与其康复过程的进度与深度的总结分析，探讨家属参与式综合

康复手段对老年住院患者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老年住院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2 组患者均给予综合康复训练，

观察组要求家属尽可能全程参与，包括训练前的评估，训练目标的制定，训练内容的实施，训练效

果的测评。对照组不做此要求。治疗前后均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BI)评定日常生活能力，采用

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量表(FAC)评定步行能力。 

结果 治疗 4 个疗程后,2 组患者 Holden 步行分级、改良 Barthel 指数(BI)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均

P<0.05),且观察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5)。 

结论 让患者的家属参与其康复训练，使家属了解治疗进程，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与督导的作用，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康复训练最终目标的实现有着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大大提高患者的功能

水平，改善生存质量，值得推广。 

 
 

PU-223 

长时程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神经调控对慢性 

意识障碍促醒的研究 

 
郭永坤

1
,白洋

2
,张辉

1
,戴宜武

3
,何江弘

3
,李金菊

1
,王小丽

1
 

1.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2.杭州师范大学 

3.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目的 无创神经调控治疗有助于慢性意识障碍昏迷恢复量表(CRS-R)评分的提高，高精度直流电刺激

尚未见应用于慢性意识障碍的促醒治疗。本研究评估高精度直流电刺激神经调控对慢性意识障碍的

促醒作用，解析神经调控后意识恢复中脑电信号变化的机制，以期为慢性意识障碍的促醒和恢复机

制提供新的技术方法。 

方法 本研究采用单盲前瞻性研究，共纳入 11（5 VS 和 6 MCS）位病人，所有病人病程均大于 3

个月。所有病人均接受（2 mA,  20 min,  楔前叶，持续 14 天）的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

EEG 和 CRS-R 评分在基线 (T0), 第一次刺激后即刻 (T1), 持续刺激 7 天 (T2) 和持续刺激 14 天(T3)

均被记录，并用来评估神经调控后的作用。另外应用 EEG相干性分析评估大脑的皮层调控效应。 

结果 6 MCS 和 3 VS 病人显示 14 天持续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后相比基线 CRS-R 评分得到提

高，4 名病人从 MCS-恢复到 MCS+，且在 T1 时 CRS-R 评分就有统计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然而单次刺激所有病人未发现 CRS-R 评分提高。脑电相干性分析 delta 波显示 T3 相较于 T0，在

中央-顶叶脑区 delta 波显著下降，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另外双侧额叶、双侧中央区之间

delta 波的相干性在 T2、T3 时均下降，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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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长时程无创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楔前叶对慢性意识障碍的促醒是一种新型有效的神经修复

技术，特别是对微意识状态患者。EEG 相干性分析有助于慢性意识障碍神经调控后意识恢复的量

化评估。 

 
 

PU-224 

强化基本动作训练对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疗效 

 
尹昱

1
,范莎莎

2
,贾子善

3
,赵振彪

1
 

1.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2.山西大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观察强化基本动作训练对老年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56 例年龄≥65 岁的老年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28 例）与对照组

（28 例）。实验组进行强化基本动作训练，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每天治疗 1 次，每次 40 分

钟，每周治疗 5 天，连续治疗 4 周。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Fugl-

Meyer 运动功能量表（FMA）、Barthel 指数（BI）、运动评定量表（MAS）、基本动作评定量表

（ABMS）分别评定患者的平衡功能、上下肢运动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基本动作完成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各项评分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

疗 4 周后，两组患者各指标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P<0.05）；且实验组 BBS、FMA-LE、

BI、ABMS 指标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强化基本动作训练是一种即简单又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法，能够明显提高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平

衡功能、下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225 

我在基层医院对老年性膝关节炎治疗中的个人体会 

 
傅强,苏传明,李国华,邱斌,刘红 

潍坊潍医医院 

 

目的 运用康复治疗的方式减少因为口服非甾体抗炎镇痛药和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影

响。 

方法 我们在基层医院除个别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的需要手术治疗外，我们多采取以下康复方法： 

1.休息 受累关节减少压力和剪力，使滑膜炎症消失。大多用于关节骨性关节炎症状剧烈和退变加重

的情况。在个别关节的急性发作过程，最好把患病关节放在床上休息，以便关节囊和韧带松弛，从

而减少关节面的压迫。 

2.关节运动 为了防止关节囊挛缩，每天关节进行全运动范围的运动几次。大多数剧烈的运动将导致

关节面明显受压的可能，必须避免。 

3.应用四脚拐和关节助行器对关节持重，帮助行走。 

4.可采用支具支撑，尤其是针对肥胖的患者，我们采用安陆德免荷 1 号提供对膝关节的悬吊，通过

双动力束带对关节囊的牵伸缓解疼痛，多用于中，重度单间室骨关节炎，矫正病人步态。 

5.急性炎症期，尤其对持重关节使用牵引，以防止关节面粘连和关节囊挛缩，一直用到急性炎症消

退。我们多采用 10KG 铁砂沙袋，坐位垂腿 20 分钟，3-6KG 俯卧位垂腿，牵伸前后关节囊，拉大

间室，减少骨与软骨的摩擦，同时松动髂胫束，夹踝牵膝，同时压直牵伸腘绳肌，推髌骨，手法松

解股四头肌的四个头，松解后加压冰敷，用中频电刺激进行局部疼痛区的经皮电刺激，用于化解急

性期带来的疼痛和渗出。同时垫高足踝，足踝，腹股沟给予 TDP,短波照射，增加远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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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持良好的力学体位 避免不利的体位力学关节，教会患者股四头肌，腘绳肌静蹲的训练和直抬

腿，侧抬腿进行全关节的分期功能锻炼。 

结果 运用康复方式治疗老年性膝关节炎可有效减少口服非甾体抗炎镇痛药和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

的使用，并有确切的疗效。 

结论 运用康复方式治疗老年性膝关节炎可有效减少口服非甾体抗炎镇痛药和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

的使用，并有确切的疗效。 

 
 

PU-226 

超高龄患者髋关节置换术后超早期康复的疗效观察 

 
昝明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观察超高龄患者髋关节置换术后超早期康复的临床效果。 

方法 从 100 周岁女性患者左髋关节置换术后第一日开始予以局部冰敷、髋关节主被动活动；第二

日增加辅助下床边站立训练及外展、后伸肌力训练；第三日以后增加扶助行器短距离步行训练。观

察临床效果。 

结果 观察患者步态、歩速、步行时间及患者满意度均具有良好的结果。 

结论 超早期康复对超高龄髋关节置换患者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可显著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值得临

床推广。 

 
 

PU-227 

长期书法练习对老年人上肢本体感觉及手眼协调能力的影响 

 
陈楠

1
,胡婧 

2
,陈晨 

2
,杜青 

1
,宋琰萍

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2.上海体育学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目的 考察长期书法练习对老年人上肢本体感觉及手眼协调能力的影响，初步探讨书法练习的健身

功效机制。 

方法 招募长期书法练习老年人 25 名为书法组，匹配同龄无书法练习经历者 25 名为对照组。通过

动态方位辨别仪与自制手眼协调测试仪对受试者优势侧上肢本体感觉及手眼协调能力进行测试，采

集反映上肢本体感觉及手眼协调能力的指标，包括动觉定位偏差和手眼协调稳定性偏差。 

结果 书法组与对照组的动觉定位偏差值（°）分别为 6.3±2.5 和 7.2±3.6，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书法组与对照组的手眼协调稳定性偏差值（次）分别为 1.9±1.2 和 3.2±2.1，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长期书法练习对老年人上肢手眼协调能力有明显改善作用，但对老年人上肢本体感觉的改善

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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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8 

视觉反馈排尿训练治疗老年人膀胱过度活动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齐冰 

吉林省人民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视觉反馈排尿训练治疗老年人膀胱过度活动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吉林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诊治中心住院治疗的 65 岁以上

老年患者，伴有尿频尿急等临床症状，经膀胱压力容量测定确定为逼尿肌痉挛、尿道括约肌正常或

松弛，除外泌尿系感染的患者。将 30 例入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普通针刺

联合维生素 B1 注射液、维生素 B12 注射液肌内注射,普通针刺治疗每日 1 次，维生素 B1 100mg、

维生素 B12 0.5mg 每日 1 次肌内注射；治疗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加用视觉反馈训练。在留置导尿

管/间歇性导尿管的管口连接一个三通管, 一端连接空置输液器作为测压管, 与大气压相通, 另一端连

接 500ml0.9%生理盐水。空置输液器旁悬挂一个刻度尺, 刻度 0 点平患者耻骨联合。测定膀胱安全

容量后根据训练要求导出部分膀胱内液体，仅连通导尿管与测压管, 嘱患者用力排尿, 并通过测压管

内液柱的变化直视膀胱内压的改变。每日治疗 2 次, 其间充分休息, 每次历时 15—20min。针对有

自主排尿、但尿意频繁、最大膀胱容量减少的患者，训练时灌注液量依次设为安全容量的 40%、

60%、80%, 力求提高患者在不同膀胱充盈程度时保持最大膀胱内压的控制能力, 增强高膀胱内压耐

力。两组均以 10 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 

结果 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日排尿次数减少(P＜0.05),但治疗组改善较对照组更为明显(P＜0.05)；两

组治疗后首次膀胱充盈感容量和最大膀胱容量均有所增加(P＜0.05)，治疗组改善较对照组更为明

显(P＜0.05)；两组治疗后尿路感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视觉反馈排尿训练用于治疗老年人膀胱过度活动症，可以减轻尿失禁症状，增加增加膀胱容

量，与常规治疗相比，未增加尿路感染发生风险，值得临床应用。 

 
 

PU-229 

心境障碍对老年人功能障碍康复的影响 

 
任晓青 

和平医院 

 

目的  观察心境障碍在老年人功能康复方面的影响及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1——2018.4 月份住院的老年康复患者 20 例，根据观察法和交谈法将他们分

为观察组（存在心境障碍的治疗组）和对照组（常规治疗组）。经过 4 个月的观察评估，分析两组

的功能康复效果差异以及对患者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导今后的临床工作。 

结果 存在心境障碍的治疗组康复效果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 

结论 心境障碍严重影响老年人功能康复的效果以及今后生活质量的提高，必须对存在该障碍的患

者进行健康教育，心理干预以及其他其他一些必要的心理治疗手段，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促进

患者功能的进一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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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0 

导引对帕金森病平衡功能障碍康复的影响 

 
邢若星 

河南省中医院 

 

目的 帕金森病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较为常见，可引起运动、言语、吞咽及日常生活能力等多项

功能障碍。其中，平衡功能障碍影响较大，容易影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甚至导致死亡。早期康复

治疗则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本研究拟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采用导引疗法治疗帕金森病患者，

观察其临床疗效。 

方法 将 30 例帕金森病患者（60-75 岁，其中男 18 例，女 12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因患者及家属原因，每组各脱失 2 例。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所有患者均符合《2016 中国帕金森病诊断标准》诊断分型标准，Hoehn-Yahr 临床分期为

1-2.5 级。排除因感染、中毒、脑梗死等所致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伴有其他中枢系统病变或骨关

节原因引起的平衡功能障碍者；合并认知障碍无法配合功能训练者。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平衡功能

训练（包括核心肌群训练、立位平衡训练、平衡板训练等）。观察组加用导引治疗。1.仰卧位，两

膝并拢，两脚自然展开，一呼一吸时，腹部随之做最大幅度的起伏 1 次，共 7 次；2.端坐位，意守

丹田，调整呼吸，保持 3 分钟；3.站立位，左脚向前踏一步，大脚趾触地，转动踝关节 10 圈，换

右脚做；4.弓步站立，左腿在前，不拘距离，稳定为主，上身挺胸微微后仰，两手在身后合掌，以

腰为轴，身体向左侧旋转，再向右侧旋转，一左一右为 1 次，恢复自然站立后换右腿在前做，共

21 次；5.站立位，两足自然分开，低头，颈、胸、腰依次弯曲至上身与地面相平，同时两手沿两腿

外侧下滑至膝，腰部向左旋转，再向右旋转，恢复站立，为 1 次，共做 14 次。所有导引术式进行

时，均应调整呼吸，使呼吸自然柔和，并保持一定深度。导引治疗每日 1 次，6 周为 1 个疗程。治

疗前后观察指标：Berg 平衡量表、3 米站起-走计时测试、PK254 本体感觉及平衡功能评定与训练

系统中的静态平衡测定方法。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 Berg 平衡量表、3 米站起-走计时测试、仪器静态平衡测定方法等方面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后，观察组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导引在常规康复疗法基础上对帕金森病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的改善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PU-231 

脊髓损伤平面单丝触觉与 ASIA 轻触觉的相关性分析 

 
张缨

1,2
,周红俊

1,2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 

2.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目的 目前国际广泛应用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ASIA）修订的脊

髓损伤神经学分类标准，对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患者进行查体，确定感觉平面，

判定具有正常感觉功能的最低脊髓节段。该方法简单、快速，对感觉障碍的判断是有用和重要的。

但由于难以进行定量化，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定量感觉检查（quantitative sensory testing，QST）是一种采用神经物理学技术，对躯体感觉

病变进行全面评估和定量判断的无创、无痛苦检测方法[2]。SCI 后进行 QST，已被国际脊髓损伤协

会制定的 SCI治疗指南列为判断结果的评价指标之一，但目前在国内外尚缺少相关的研究资料。 

     本研究旨在评估 QST 单丝触觉与 ASIA 查体轻触觉方法的相关性、灵敏度和总符合率及预测

值，为 QST 在 SCI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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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45 例胸段完全性 SCI 患者进行标准 ASIA 查体，确定脊髓损伤平面，应用 QST 的方法，

检测损伤平面的单丝触压觉阈值。将 ASIA 轻触觉检查作为金标准，应用统计学诊断试验的方法，

进行相关性、灵敏度和总符合率及预测值的指标评价。 

结果 QST 单丝触觉与 ASIA 轻触觉具有相关性（Spearman 值=-0.07，p=0.036），灵敏度为

68.9%，总符合率为 68.1%，阳性预测值为 98.4%。 

结论 QST 较 ASIA 感觉评分更敏感，能对脊髓损伤所涉及的感觉水平提供更精确的定量图，对全

面系统地随访 SCI疾病发展过程及长期纵向判断 SCI临床试验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PU-232 

两种呼吸肌评定方法对脑卒中早期患者呼吸肌 

肌力影响及相关性研究 

 
韩亮

1
,陈颖

1
,李慧琳

2
,焦江博

2
,陈虹铮

2
,杨钟胜

2
 

1.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海南医学院,海南省,海口市 

 

目的 探讨胸廓活动度、最长发声时间与最大吸气压（MIP）、最大呼气压（MEP）两种呼吸肌评

定方法对脑卒中早期患者呼吸肌肌力应用情况以及与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和 Berg 平衡量表

（BBS）的相关性研究，为临床选择徒手的呼吸肌肌力评估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对 37 例脑卒中早期患者在治疗前后评定 2 次。包括胸廓活动度、MIP 评定吸气肌肌力，最长

发声时间、MEP 评定呼气肌肌力，MBI 评定日常生活能力，BBS 评定平衡功能。用 Pearson 系数

分析两种呼吸肌评定方法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与 MBI、BBS 间的相关性。 

结果 ①胸廓活动度、最长发声时间、在治疗之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胸

廓活动度、MIP 之间呈高度相关性（r=0.643，P<0.01），最长发声时间、MEP 之间呈中等程度相

关（r=0.508，P<0.01）。③胸廓活动度、BBS 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r=0.488，P<0.01），胸廓

活动度、MBI 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r=0.439，P<0.01）④最长发声时间、BBS 之间呈弱相关

（r=0.298，P>0.05），最长发声时间、MBI之间呈极弱相关（r=0.195，P>0.05）。 

结论 ①胸廓活动度、最长发声时间与最大吸气压（MIP）、最大呼气压（MEP）两种呼吸肌评定

方法在评定脑卒中早期患者呼吸肌肌力方面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胸廓活动度与最长发声时间可作为

临床有效的、徒手评定呼吸肌肌力的方法。②呼吸肌训练可提高脑卒中早期患者呼吸肌肌力、平衡

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尤其是吸气肌训练与功能提高相关性更强，应加强脑卒中患者吸气功能的训

练。③呼气肌训练对提高平衡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相关性较弱，但对增强呼气肌肌力明显有效，所

以呼吸训练应纳入脑卒中早期患者的常规训练方法中。 

 
 

PU-233 

观察单侧肘关节挛缩对于竖脊肌屈曲－放松现象的影响 

 
李永忠,郝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评估单侧肘关节挛缩患者在执行腰部屈伸运动时对屈曲－放松现象的影响。 

方法 选取 15 例单侧肘关节挛缩患者和 15 例同龄健康人群参与本研究。在 15 秒内完成躯干前屈、

屈曲最大和躯干伸展 3 个姿势位置，每一个持续 5 秒。运动过程的同时用表面肌电记录 L2-L3 处两

侧竖脊肌肌电活动值。取中间 3 秒屈曲／伸展比值以及最大屈曲位时的 RMS 值进行分析。 

结果 单侧肘关节挛缩患者屈曲／伸展比值及最大屈曲位时的 RMS 值均显著大于健康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且患肢侧屈曲／伸展比值大于对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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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单侧肘关节挛缩可明显影响腰部肌群神经肌肉控制，康复训练肘关节的同时应关注腰部肌肉

功能，避免腰痛。 

  
 

PU-234 

DTI 联合 MEP 预测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恢复 

 
李颖,张巧俊﹡,杨雅馨,傅静,张慧,乔鸿飞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联合应用 DTI和 MEP 预测脑卒中患者的上肢运动恢复能力，选择客观、灵敏的预测指标从而

筛选运动恢复潜力较大的患者，以期更为精准地评估上肢运动功能恢复能力，帮助医生和患者制定

科学合理的训练目标和康复方案。 

方法 选择首次发生脑卒中合并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分别于卒中后 4w、12w、24w 给予临床

评定（NHISS、U-FMA、mRS）和 MEP 及 DTI检测，采用多种方法分析探讨临床指标变化和电生

理指标、影像学指标变化的相关性，确定预测脑卒中患者上肢恢复的最佳生物学指标。 

结果 1）DTI在 PLIC 处的 FAa 与发病后 12w 和 24w 时 U-FMA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92、0.396；

CP 处的 FAa 与发病后 12w 和 24w时 U-FMA 的 r 分别为 0.609、0.581。2）以 FAa 预测手功能恢

复情况诊断 ROC 曲线，在 PLIC 处 FAa 预测的曲线下面积为 0.804，最佳 FAa 截点为 0.155，此

时灵敏度为 80%，特异度为 77.8%；在 CP 处 FAa 预测的 AUC 为 0.859，最佳 FAa 截点为

0.145，此时灵敏度为 80%，特异度为 81.5%。3）以手功能恢复至实用手作为金指标，以 MEP 波

形作为预测因子，其预测卒中后手功能恢复的灵敏度为 80%，特异度为 100%。4）MEP 阳性组显

示 DTI的 FAa 与 4w 到 12w期间的 dU-FMA 具有强相关性；而 MEP 阴性组显示无论是病后 4w 到

12w 或 4w 到 24 周的 FAa 与 U-FMA 变化值均无明显相关性（p﹥0.05）。5） 在 MEP 阴性组以

CP 处 FAa 的截点 0.145 为界时 DTI 预测手功能可恢复至实用手的灵敏度为 50%，特异度为

81.2%，PPV 为 16.7%，NPV 为 95.7%。6）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显示联合 MEP 和 DTI两种检查

法可预测 77.2%的 U-FMA24w，当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 同时纳入 DTI、MEP 和 NHISS 评分时，DTI

被剔除出模型，MEP 联合 NHISS4w评分的预测率可达到 87.8%，较 DTI 联合 MEP 所构建的模型

预测率更高。 

结论 1）DTI可预测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潜力，大脑脚处的 FAa 相比内囊后肢预测上肢运

动恢复的准确性更高。 

2）MEP 可预测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潜力，MEP 波形可被引出预示上肢运动功能恢复较

好。 

3）DTI联合 MEP 能够更为精准地预测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恢复潜力。 

  
 

PU-235 

妇科肿瘤相关下肢淋巴水肿心肺功能评估的临床研究 

 
徐泉,潘钰,杨晓辉,孙小花,邹丽丽,马丽娜,严红松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评估妇科肿瘤相关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心肺功能，明确妇科肿瘤相关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心肺功

能储备能力，探寻妇科肿瘤相关下肢淋巴水肿患者有氧运动康复方案。  

方法 选取 13 例妇科肿瘤相关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实验组)和 13 例志愿者(对照组)进行心肺运动试

验，比较两组受试对象心肺运动试验相关指标差异。  

结果 两组受试对象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等基础指标差异无显著性。实验组峰值摄氧量(15.6±4.5 

vs 21.1±1.7ml/kg/min)、无氧阈 (11.5±2.0 vs 14.0±2.0ml/kg/min)、代谢当量 (4.7±1.1±0.9 vs 

6.0±0.4)明显低于对照组(F 值=7.266，1.417，3.268，P 值=0.001，0.023，0.000)；实验组静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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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最大心率、峰值氧脉搏、峰值呼吸交换率、峰值功率、峰值分钟通气量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P>0.05)。 

结论 妇科肿瘤相关下肢淋巴水肿患者运动心肺功能水平明显低于健康人，心肺储备功能下降。在

康复治疗中需关注患者心肺功能,通过运动心肺实验评估和指导有氧运动,将改善其心肺储备功能。

有氧运动对下肢淋巴水肿患者近期和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PU-236 

脑外伤昏迷患者的康复评定 

 
何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了解目前常用的脑外伤昏迷患者的康复评定手段和方法。 

方法 计算机检索 Medline(1999— 2018)、Co-chrane 临床试验资料库(2018 年第 6 期)、中国生物

医学全文数据库(1999— 2018)、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1999—2018 年),Pubmed(1999—2018

年),#1 分别以“脑外伤”“脑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弥漫性轴索损伤”为主题词和自由词检索,以 or 相

连;#2 分别以“昏迷”“植物状态”“微小意识状态”“最低意识”“微弱意识”等为自由词检索,以 or 相连;#3 分

别以“康复”“针灸”“中医”为自由词检索,以 or 相连。#4 分别以“评定”评估” 等为自由词检索,以 or 相

连;，#1and#2 and#3 and #4 即为最终检索式。 

结果 37 篇中文文献，45 篇英文文献，其中，运用较多的评估量表主要有格拉斯哥昏迷量表，Four

量表、CRS-R 量表、SMART 量表、IQBA 量表等等。 

电生理评估主要有事件相关电位、诱发电位、普通脑电图等。影像学评估主要有脑磁图，功能磁共

振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术(PET) 

结论 脑外伤昏迷患者的康复评定既有量表评定，又有比较客观的影像学和神经电生理检查手段。 

 
 

PU-237 

不完全脊髓损伤后早期膝关节肌群肌力和步速、脊髓损伤 

步行指数的关系 

 
陈彦,吴霜,王志涛,田新原,裴强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研究不完全腰段脊髓损伤患者伤后早期膝关节肌群肌力和步速及脊髓损伤步行指数的关系。 

方法 对 27 名病程在 3 个月内、能完成 10 米步行时间测试的早期腰段不完全损伤患者，进行双膝

关节肌群肌力评定，包括双侧股四头肌、腘绳肌徒手肌力评定（MMT）、峰力矩测试（PT）；10

米步行时间（10MWT）；脊髓损伤步行指数（WISCI Ⅱ）评定。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方法确

定股四头肌和腘绳肌 MMT、股四头肌和腘绳肌 PT 与 10MWT、WISCI Ⅱ之间的相关性。然后用逐

步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 10MWT 和 WISCI Ⅱ的因素及影响程度。 

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腘绳肌 MMT 与 10MWT 呈显著负相关（r=-0.703,P＜0.01），和 WISCI 

Ⅱ呈显著正相关（ r=0.713,P＜0.01）；腘绳肌 PT 和 10MWT 呈中等负相关（ r=-0.413,P＜

0.05），和 WISCI Ⅱ呈显著正相关（r=0.433,P＜0.05）。10MWT 和 WISCI Ⅱ呈强负相关（r=-

0.986,P＜0.01）。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腘绳肌 MMT 是影响早期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

10MWT 和 WISCIⅡ的最主要因素，股四头肌 MMT 是影响 10MWT 和 WISCIⅡ的的次要因素（r2

分别是 0.549、0.536）。腘绳肌和股四头肌 MMT 对 10MWT 和 WISCI Ⅱ变化的总贡献率分别

62.5%和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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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腰段不完全损伤患者,使用 10MWT 和 WISCI Ⅱ评估其步行能力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以

反映患者短距离步行的步速和对支具、对他人帮助依赖的程度。膝关节屈伸肌群肌力是影响此类患

者早期步行功能的重要影响因素。 

 
 

PU-238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应用于帕金森氏病的初步研究 

 
秦雅鑫

1
,江钟立

2
,周路涵

1
,张恒

1
,汤武装

1
 

1.宜兴市人民医院,江苏省,无锡市 

2.南京逸夫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探讨并筛选出中国版帕金森氏病 ICF 核心要素量表内容。 

方法 选择住院及门诊的帕金森氏病患者 60 例，采用 Leonardi 提炼的 60 项帕金森氏病 ICF 综合类

目、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量表 IADL、帕金森氏病综合评分量表 UPDRS、改良 Webster 症状评分

和帕金森氏病严重程度 Hoehn-Yahr 分级。运用以上 5 个量表对入组患者进行临床评估。将帕金森

氏病 ICF 综合类目的评定结果分别与其他 4 个量表用多元回归逐步分析法进行相关性分析，最后得

出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 研究最终得出与各量表相关性较高的 ICF 类目共 18 项，其中身体功能 5 项，分别是：b134 

睡眠功能； b152 情绪功能； b210 视功能； b510 摄入功能；b765 不随意运动功能。身体结构 2

项，分别是：s750 下肢的结构； s2 眼、耳及相关结构。活动和参与共 9 项，分别是：d310 交流-

接受-口头讯息；d330 说； d415 保持一种身体姿势；d440 精巧手的使用；d470 利用交通工具；

d550 吃；d560 喝； d630 准备膳食； d640 做家务。环境因素共 2 项，分别是：e120 个人室内外

移动和运输用的用品和技术；e410 直系家属的态度。 

结论 初步确定了帕金森氏病 ICF 核心类目 18 项，为帕金森氏病患者的全面整体评估提供了初步依

据。 

 
 

PU-239 

酪氨酸羟化酶缺乏所致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两例 

并相关文献复习 

 
董涵宇,贾飞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总结酪氨酸羟化酶缺乏所致的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的临床特点及中国内地报道的 TH 基因变

异。 

方法 报道我科 2018 年 1-2 月收治的 2 例酪氨酸羟化酶缺乏所致的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的病例资

料，以“酪氨酸羟化酶缺乏”“Tyrosine hydroxylase deficiency”“Chinese”为关键词，经中国知网数据

库、中国医院知识总库、万方数据库及 Pubmed 检索出的文献进行分析，检索时间至 2018 年 3

月。 

结果 患儿 1，男，5 岁，因“走路不稳、肢体震颤近 4 年”就诊，存在晨轻暮重，智力水平正常，肌

力正常，肌张力齿轮样增高。小剂量多巴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行基因检测提示 TH 基因存在复合

杂合突变，TH：c.647G＞C 杂合突变来自母亲，TH：c.646G＞A 杂合突变来自于父亲。患儿 2，

女，3.5 岁，因“生后运动发育落后、运动倒退 1 年”就诊，存在晨轻暮重，肌力 4 级，肌张力不稳

定。小剂量多巴治疗症状减轻，行基因检测提示 TH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TH：c.698G＞A 杂

合突变来自母亲，TH：c.710T＞C 杂合突变来自父亲。在数据库中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中文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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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外文文献 1 篇，文献共报道的病例 7 例，均存在明显的晨轻暮重现象，小剂量多巴制剂有效，

且均存在 TH 基因纯合或复合杂合变异导致酪氨酸羟化酶缺乏。 

结论 酪氨酸羟化酶缺乏所导致的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较为罕见，本文报道的两例患儿 4 个 TH 基

因突变位点中，国内均尚无文献报道其致病性。对于儿童期起病的以肌张力障碍、晨轻暮重为主要

表现的患者应想到本病的可能，应用小剂量多巴制剂疗效显著。 

 
 

PU-240 

健康成人在直立床中支撑方式的对比研究 

 
吴雪莲,孟强,李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在临床训练中站立训练重心转移训练主要以双足支撑训练为主，随着患者的功能越来越好

时，对单足的支撑就尤为重要了，而安全有效的对单足支撑的训练方法较少。直立床现目前已广泛

的应用于康复行业中，也已有大量数据研究证实直立床在脑卒中患者的康复起到重要的角色。临床

上常见的方式都是将患者置于腋带，腰带，双膝带以双足站立的固定方式保持站立位，而缺乏其他

方式的数据支撑。本次研究是观察健康成人在直立床下 90 度下双足支撑时右侧肢体与单足支撑右

侧肢体的承重情况，为指导偏瘫患者提供安全的立位平衡训练、重心转移训练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健康成人的共计 25 例，其中男 7 例，女 18 例。第一步收集受检者原始体重，第二步受

检者在已放置有两个相同体重计在直立床踏板处，固定腰和双膝，观察在直立床在 90 时，双足支

撑时右下肢负重情况。第三步，放掉左侧膝关节的固定，让左侧下肢屈髋屈膝 90 度，观察右下肢

负重情况。 

结果 受检者在双足支撑时右下肢承重量占原来体重的 45%。单足支撑时右侧占原体重的 67%。 

结论 在直立床中 90 度时下，右下肢在单足支撑明显多于双足支撑的负重，提示在临床上可以采用

利用直立床对偏瘫患者进患侧重心转移立位平衡的训练。 

 
 

PU-241 

活化蛋白 C 通过降低炎症因子表达减轻大鼠局灶性脑 

缺血后血脑屏障的损伤 

 
饶高峰,王金桥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省,台州市 

 

目的 活化蛋白 C（Activated protein C，APC）是一种血浆丝氨酸蛋白酶，具有抗血栓形成、抗

炎、抗凋亡和细胞信号传导功能，以往的研究发现 APC 能减少神经元损伤，减轻神经炎症反应，

本研究将探讨 APC 在炎症反应参与脑缺血引起的血脑屏障损伤中是否有保护作用。 

方法  采用雄性 SD 大鼠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模型，缺血 2 h，再灌注 22 h。大鼠随机分为 3 组，

每组 6-8 只，在缺血后 6 h 经腹腔注射给予生理盐水（1 ml/kg）或 APC（2 mg/kg），观察 APC 

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后神经功能评分、梗死体积和血脑屏障通透性的影响，以及胞浆和胞核 NFκB 

p65、IκB 蛋白，炎症因子 TNF-a、IL-1b 蛋白表达。 

结果 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后，与溶剂对照组相比，APC 可以明显改善缺血后 72h 的神经功能

评分（P<0.05)，减少梗死体积（P<0.05），降低血脑屏障通透性（P<0.05）。此外，与溶剂对照

组相比，APC 组的胞浆 NF-κB 和 IκB 蛋白表达增加（P<0.05），而胞核部分 NF-κB 表达减少

（P<0.05）；胞浆 TNF-α 和 IL-1β 蛋白明显降低（P<0.05）。 

结论 APC 能通过抑制 NF-κB 的活化和核易位，降低炎症因子 TNF-α 和 IL-1β 蛋白的水平，减轻血

脑屏障的损伤，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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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2 

云南省 0～3 岁儿童发育迟缓的调查研究 

 
刘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调查了解云南省 0～3 岁婴幼儿发育迟缓的状况。 

方法 270 名婴幼儿来自 2013 年 5 月～2016 年 4 月期间到个旧市、楚雄州和弥勒县妇幼院和昆明

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门诊；年龄 2-30 个月采用采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编著的《儿童个人及家庭社

会环境问卷》调查人口社会学资料，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婴幼儿进行认知发育状况，2～30 个

月以外采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婴幼儿发育迟缓检出率为 10.4%（28/270），正常 89.6%（242/270），以 239 名婴幼儿贝

利婴幼儿发育量表评分：125 名男性婴幼儿 MDI 得分 88.97±14.60，114 名女性婴幼儿得分

89.82±16.29（ t=-0.4233，P>0.05），男性 PDI 得分 92.17±15.31，女性得分 91.87±15.03

（t=0.3237，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十分之一的婴幼儿为发育迟缓，早期筛查、早期诊断与早期干预是改善婴幼儿发育迟缓的有

效方法，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简单方便，值得进一步推广。 

 
 

PU-243 

AQP1-TRPV4 对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压迫所致痛敏的调控 

 
魏慧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神经性疼痛是由神经系统原发性损害和功能障碍所引起的疼痛，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压迫

（CCD）模型是一种典型的神经痛模型。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 AQP1-TRPV4 对 CCD 所致痛敏的

作用以及 cGMP 所起的介导作用，进而为神经性疼痛的治疗提供靶点。 

方法 为了研究 AQP1-TRPV4 对 CCD 大鼠痛敏的调节作用，72 只大鼠被随机分为 8 组：假手术

组、CCD 大鼠模型组、AQP1 慢病毒组、AQP1 慢病毒+TRPV4 激动剂组、AQP1 激动剂组、

TRPV4 激动剂组、TRPV4 抑制剂组、TRPV4 抑制剂+AQP1 激动剂组。为了检测 cGMP 的介导作

用，72 只大鼠被随机分为 8 组：假手术组、CCD 大鼠模型组、cGMP 激动剂组、CGMP 抑制剂

组、TRPV4 激动剂组、TRPV4 抑制剂组、CGMP 激动剂+TRPV4 抑制剂组、cGMP 抑制剂

+TRPV4 激动剂组。采用 BME-403 型 Von Frey Fibers 机械痛刺激仪测量大鼠机械缩足反射阈

值；采用 WB 检测 AQP1 和 TRPV4 蛋白水平变化；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 cGMP 浓度。 

结果 1.AQP1 可介导 CCD 大鼠的机械痛敏。鞘注 AQP1 慢病毒后，CCD 大鼠缩爪反应潜伏期升

高；鞘注 AQP1 激动剂后，CCD 大鼠缩爪反应潜伏期降低。2.AQP1 可通过抑制 TRPV4 表达缓解

CCD 大鼠的机械痛敏。鞘注 TRPV4 激动剂后，CCD 大鼠机械痛敏增加，鞘注 TRPV4 抑制剂后，

CCD 大鼠机械痛敏降低。鞘注 AQP1 慢病毒后，AQP1 和 TRPV4 的蛋白表达水平降低，CCD 大

鼠机械痛敏降低，且此抑制作用可被 TRPV4 激动剂缓解。鞘注 AQP1 激动剂后，CCD 大鼠机械

痛敏增加，而 TRPV4 抑制剂可缓解上述作用。3.cGMP 是 AQP1-TRPV4 介导 CCD 大鼠痛敏的机

制之一。鞘注 cGMP 激动剂后，AQP1 通道被激活，AQP1 及 TRPV4 表达增加，cGMP 浓度增

加，CCD 大鼠的机械缩爪反应潜伏期降低，降低幅度大于 AQP1 的其他激动剂。鞘注 cGMP 抑制

剂后，CCD 大鼠机械缩爪反应潜伏期增加。TRPV4 激动剂及抑制剂可影响 cGMP 对 CCD 大鼠痛

敏的作用。 

结论 AQP1-TRPV4 可介导 CCD 所致大鼠的机械痛敏，cGMP 介导的 AQP1 激活可能是 AQP1 影

响 TRPV4 表达进而影响 CCD 大鼠痛敏的作用机制之一，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机制仍需继续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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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4 

丰富环境对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幼鼠学习记忆及海马区  

自噬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苑爱云,刘秋燕,李小平,侯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索丰富环境干预对缺氧缺血脑损伤（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HIBD）幼鼠学习-记

忆、海马区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及 LC3-Ⅱ表达的影响。 

方法 构建标准环境及丰富环境两种饲养环境。取 7 日龄 Wistar 鼠共 32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

分为假手术组 10 只、标准环境组 11 只、丰富环境组 11 只。标准环境组及丰富环境组采用改良

Rice-Vannucci 法制备 HIBD 模型。假手术组及标准环境组全天置于标准环境饲养，丰富环境组全

天置于丰富环境。丰富环境干预 14d 后，采用 Morris 水迷宫定位航行实验测定寻找隐藏平台的逃

避潜伏期，Western Blot 检测海马区 Beclin-1 及 LC3-Ⅱ蛋白的表达。 

结果（1）HIBD 大鼠寻找平台的逃避潜伏期明显延长，在训练第 4、5 天，丰富环境干预组逃避潜

伏期较标准环境组显著缩短（第 4 天 , t=3.422,P<0.05; 第 5 天，t=3.249,P<0.05）；（2）与标准

环境组病灶侧海马相比，丰富环境组病灶侧海马 Beclin-1 (0.435±0.121 vs 0.756±0.101，

t=5.552，P<0.05)、LC3-Ⅱ蛋白表达量均显著升高 (0.103±0.028 vs 0.165±0.017, t=4.702，

P<0.05)。 

结论 丰富环境可改善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幼鼠学习记忆能力，其机制可能与上调海马区自噬相关蛋

白 Beclin-1 及 LC3-Ⅱ的表达有关。 

  
 

PU-245 

电针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大鼠脑血流灌注影响与 

神经功能障碍的关联研究 

 
何娟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研究电针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大鼠不同时期针刺对 SAH 大鼠脑血流灌注的影响。 

方法 将 9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电针组、尼莫地平组、尼莫地平+电针组，每

组各 18 只。采用 Bederson 法建立 SAH 模型，于造模后第 1、3、5、7 天分别对各亚组大鼠进行

Loeffler 神经行为学评分及 Morris 水迷宫逃避潜伏期测定，并检测相应时间点大鼠皮层脑血流。 

结果 电针组与模型组比较，第 3、5、7 天 rCBF 有显著差异( P <0.05)，第 5、7 天 Loeffler 评分及

逃避潜伏期有显著差异( P <0.05)。尼莫地平+电针组与电针组及尼莫地平组比较，第 1、3、5、7

天 rCBF有显著差异( P <0.05)，第 3、5、7 天 Loeffler 评分有显著差异( P <0.05)，第 5、7 天逃避

潜伏期有显著差异( P <0.05)。 

结论 针刺大鼠百会、神庭穴可明显改善 SAH 大鼠脑血管痉挛增加脑血流灌注，从而改善认知功能

障碍及行为学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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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6 

温针灸对兔膝骨性关节炎软骨细胞及 Lubricin 的影响 

 
吴福春,陈捷 

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福州市 

 

目的 探讨温针灸对兔膝骨性关节炎（KOA）软骨细胞凋亡，以及关节润滑素（Lubricin）蛋白含量

的影响。 

方法 将 40 只新西兰大白兔按照随机数字发随机分为 4 组：假手术组、模型组、西药组、温针灸

组，每组 10 只，雌雄各半。温针灸组给予“内牍鼻”、“外牍鼻”温针灸治疗，1 壮/天/次，14d 为一个

疗程，共进行 2 个疗程治疗，疗程间隔 2d；西药组给予双氯芬酸钠 0.5mg 灌胃处理；假手术组和

模型组不做任何处理。疗程结束后，取兔膝关节软骨进行相关检测，比较四组的软骨细胞数目、软

骨细胞 Lubricin 的表达。 

结果 个疗程后温针灸干预后兔膝骨性关节炎模型的软骨表面细胞在光镜下明显增多，细胞排列整

齐，而模型组、假手术组的软骨细胞减少。Western blot 法的检测显示温针灸组的 Lubricin 表达高

于其他三组（P<0.05） 

结论 温针灸增加软骨细胞数目分裂，减少软骨细胞的凋亡，从而提高 Lubricin 蛋白质表达，进一

步促进膝关节软骨的恢复。温针灸是一种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有效方法。  

 
 

PU-247 

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和因素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的相关性 

 
沈振海,陆昀 

江苏省太湖疗养院 

 

目的  探讨中年男性健康体检人群的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和因素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

（atherogenic index of plasma,AIP）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中的中年男性 27824 例，采用问卷调查，人体测量

和实验室检测总胆固醇、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空腹血糖，以美

国心脏协会（AHA）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和因素的定义为标准，分析其与 AIP 的相关性。 

结果 AHA 7 项指标处于理想状态的比例分别为总胆固醇 68.5%，空腹血糖 66.9%，体质量指数

50.2%，身体活动 45.6%，吸烟 40.3%，血压 22.5%，食盐摄入 15.6%；7 项指标与 AIP 均呈显著

相关（P〈0.05），相关性大小依次为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吸烟、血压、身体活动

和食盐摄入；AIP 均数随着 7 项指标各自评分分值的减少而增加（P〈0.05）；心血管健康状况处

于不良、中等和良好的人群，其动脉硬化高危风险的比例分别是 61.0%、38.4%和 21.3%

（χ2=1178.878,P=0.000）；在校正年龄的情况下，理想心血管健康评分每增加 1 分,AIP 数值降低

0.046，动脉硬化高危风险降低 22.3%（OR=0.777,95%CI 为 0.768-0.787）。 

结论 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和因素与 AIP 呈负相关，AIP 可作为心血管疾病高危风险人群的监测指

标。心血管健康评分 ≤6 或 AIP≥0.219 的人群，是动脉硬化的高危人群。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98 

PU-248 

理想心血管健康与腰围、腰高比的相关性研究 

 
沈振海,陆昀 

江苏省太湖疗养院 

 

目的 探讨中年男性心血管健康行为和因素与腰围和腰高比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选择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在江苏省太湖疗养院健康

体检的中年男性 26701 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心血管健康行为和因素与腰围和腰高比的相关性。 

结果 心血管健康行为和因素 7 项指标中体质指数、总胆固醇、血压和血糖值随着腰围和腰高比的

增加而增加(P<0.05)；心血管健康状况中等者的腰围和腰高比低于心血管健康状况不良者，心血管

健康状况良好者的腰围和腰高比低于心血管健康状况中等者(P<0.05)；经校正年龄后，心血管健康

评分每增加 1 分，腰围和腰高比均数分别下降 1.49 cm 和 0.0090，理想心血管健康指标数每增加 1

个，腰围和腰高比均数分别下降 2.24 cm 和 0.0130；心血管健康评分与腰围和腰高比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0.387 和-0.400；理想心血管指标数与腰围和腰高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84 和-0.395。 

结论 心血管健康评分、理想心血管指标数与腰围、腰高比均呈显著负相关，且腰高比与心血管健

康评分相关系数高于腰围。腰高比在筛选腹型肥胖、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及心血管病风险预测等心血

管病防控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PU-249 

中等有氧运动时间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的相关性 

 
沈振海,陆昀 

江苏省太湖疗养院 

 

目的 探讨中年男性中等有氧运动时间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AIP）的关系，为心血管疾病的防控

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我院健康体检的中年男性 27827 例

为研究对象，分析有氧运动时间与 AIP 的关系。 

结果  有氧运动 <1min ／周组、 1 ～ 89min ／周组和 ≥90min ／周组的 AIP 均数分别为

（0.1166±0.3448）、（0.1167±0.3264）和（0.0765±0.3287），<1min／周组和 1～89min／周

组均显著高于≥90min／周组（均 P<0.05）；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在调整了年龄、体重指数、舒张

压、空腹血糖及尿酸对 AIP 的影响后，有氧运动仍能显著降低 AIP 水平；≥90min／周组的动脉硬

化高危人群（AIP≥0.21）比例显著低于<1min／周组和 1～89min／周组（均 P<0.05），<1min／

周组和 1～89min／周组之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有氧运动时间与 AIP 密切相关，每周中等有氧运动时间≥90min 即可获得心血管健康效益，降

低动脉硬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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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0 

原发性高血压合并脂肪肝患者肝前脂肪层厚度与颈动脉内 

⁃中膜厚度的相关性研究 

 
孙金孝,陆昀 

江苏省太湖疗养院 

 

目的 使用超声检查探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肝前脂肪层厚度（LFT）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的

关系。 

方法 选取 231 例在本院做冠脉双源 CT 检查的 231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根据是否合并脂肪肝分

为 2 组，即高血压不合并脂肪肝组 105 例，高血压合并脂肪肝组 126 例。超声检测 LFT、IMT、颈

动脉斑块大小和数目，并获取腰围、体重指数（BMI）、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及糖化血红蛋白（GHB）的水平。 

结果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LFT 与年龄（ r=0.322 ）、高血压病程（ r=0.252 ）、 BMI

（ r=0.210）、腰围（ r=0.376）、甘油三酯（ r=0.285）、总胆固醇（ r=0.291）、 LDL-C

（r=0.298）呈正相关，与 HDL-C 呈负相关（r=-0.2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LFT

与 GHB 不相关（r=0.079，P > 0.05）。原发性高血压合并脂肪肝组 LFT、IMT、腰围、BMI、总

胆固醇、甘油三酯，AST、ALT、LDL-C 水平均高于不合并脂肪肝组，而 HDL-C 低于不合并脂肪

肝组（P 均<0.05）。合并脂肪肝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人数比例，冠状动脉斑块个数、斑块大小、

斑块负荷，冠状动脉双支以上病变人数比例均大于不合并脂肪肝组，而冠状动脉单支血管病变人数

比例小于不合并脂肪肝组。合并脂肪肝组颈动脉 IMT、颈动脉患斑块人数比例、斑块数目及斑块大

小均大于不合并脂肪肝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合并

脂肪肝组颈动脉 IMT 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β=0.085）、高血压病程（β=0.336）、BMI

（β=0.323）、总胆固醇（β=0.332）、LDL-C（β=0.404）、LFT（β=0.687）；高血压合并脂肪

肝组冠状动脉斑块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 β=0.175）、高血压病程（ β=0.358）、BMI

（ β=0.298 ）、 总 胆 固 醇 （ β=0.323 ）、 LDL-C （ β=0.352 ） 、 LFT （ β=0.745 ）、 IMT

（β=0.786）、颈动脉斑块（β=0.712），且呈正相关。 

结论 原发性高血压合并脂肪肝患者 LFT 与 IMT 具有相关性。 

 
 

PU-251 

丰富环境对重复轻度脑损伤小鼠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研究 

 
刘夕霞

1
,陈启波

1
,Jianhua Qiu

2
,Rebekah Mannix

2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2.Harvard Medical School 

 

目的 探讨丰富环境（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EE）对重复轻度创伤性脑损伤（repetitive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rmTBI）小鼠行为学和脑组织分子生物学的影响。 

方法 69 只雄性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三组：假手术-普通环境组（sham-NC）、脑损伤-普通环境

组（TBI-NC）和脑损伤-丰富环境组（TBI-EE）。（1）对脑损伤组（TBI-EE 和 TBI-NC）小鼠进

行为期 9 天、7 次轻度创伤性的脑损伤造模，假手术组（sham-NC）只予相应次数的麻醉；（2）

造模过程中及造模后 4 周内，丰富环境组（TBI-EE）小鼠被安置在具有大空间、玩具、运动器

械、水食充足的丰富环境中；普通环境组（sham-NC 和 TBI-NC）小鼠普通小笼饲养；（3）造模

4 周后，通过滚轮实验，旷野实验，高架十字迷宫实验，水迷宫实验进行行为学测试，分析比较各

组小鼠运动、探索、焦虑、学习和记忆等行为学差异；（4）在突触水平上，检测小鼠脑内突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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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GluR1、NR1、NR2A、NR2B、PSD-95 的表达差异；信号转导方面，检测小鼠脑内 p-CaMKII

及 Calpain1 的表达。 

结果 （1）行为学方面，与假手术组相比，重复轻度脑损伤（TBI-NC）小鼠运动能力无明显减弱

（P>0.05），探索增多，焦虑增多，学习与记忆能力减退（均 P<0.05）；（2）与普通环境脑损

伤相比，丰富环境脑损伤小鼠（TBI-EE）记忆力增强，焦虑减少，探索活动减少（均 P<0.05），

学习能力及运动能力未见明显差异（均 P>0.05）；（3）与普通环境（TBI-NC）相比，丰富环境

（TBI-EE）可使 p-GluR1 表达减少，NR2B 表达增高（P<0.05），NR2A、NR1 及 PSD95 的表达

则无显著差异（均 P>0.05）；（4）与假手术组相比，重复轻度脑损伤后（TBI-NC）小鼠皮层组

织 Calpain1 和 p-CaMKII 表达明显增高（均 P<0.01），丰富环境（TBI-EE）可显著降低脑损伤后

皮层组织 Calpain1 和 p-CaMKII的表达（均 P<0.05）。 

结论 丰富环境可有效改善重复轻度创伤性脑损伤小鼠的行为学，使焦虑减少，记忆力增强，并通

过突触受体减轻脑损伤对突触的不利影响，调节 Calpain1 和 p-CaMKII的表达影响信号转导通路。 

 
 

PU-252 

游泳运动联合大豆多肽 Lunasin 对大鼠骨关节炎的治疗研究 

 
陶景景

1
,王梅

1,2
 

1.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省,武汉市 

2.运动训练与监控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游泳运动联合大豆多肽 Lunasin 治疗对大鼠骨关节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75 只 SD 大鼠分为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随机选择 15 只正常 SD 老鼠设为空白对照组 E

组。将其余 60 只设为模型组，采用改良 Hulth 模型切断前后交叉韧带后结合间歇性中低强度运动,

建立大鼠骨关节炎损伤模型，HE 染色观察造模效果。造模成功后将模型组分为 4 组，A 组为模型

对照组，B 组为单纯运动组（每天 45min，每周 5 次），C 组为单纯药物组（灌胃给予 20mg/kg 的

Lunasin），D 组为药物加游泳运动组（药物给予同单纯药物组，运动方式同单纯运动组），每组

15 只。经过 6 周无负重游泳训练后，收集相关血清和组织。利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中 IL-1，IL-

6，SOD，NO, TNF-α，MMP-8，MMP-3 的含量；HE 染色方法考察各组大鼠软骨细胞排列情况以

及软骨基线的完整性。细胞因子检测结果结合 HE 染色检测结果，并与空白对照组和模型对照组比

较，判断 Lunasin 联合游泳运动对骨关节炎的治疗效果。 

结果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单纯运动组、单纯药物组以及药物联合游泳运动治疗组均能减少 OA 患

者炎症因子 IL-1β 和 TNF-a 的分泌，特别是药物联合游泳运动组能显著性降低 OA 患者血清中 IL-

1β 和 TNF-a 的含量（P < 0.05）。结果表明 lunasin 联合游泳运动确实能够有效干预骨关节炎的发

病进程，可能具有更强降低骨关节炎症反应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关节软骨损伤的修复；HE 染色结

果中，B 组、C 组以及 D 组与 A 组相比，软骨细胞排列更加整齐。 

结论 与单纯运动组和单纯药物组的治疗方式相比，Lunasin 联合运动治疗组具有更好的抗炎效果，

对关节炎可能具有较好的疗效。 

 
 

PU-253 

大学生本体感觉训练对动态平衡能力影响的研究 

 
王梅 

1.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省,武汉市 

2.运动训练与监控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了解本体感觉训练对大学生动态平衡能力的影响及相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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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6 名普通大学生，年龄在 19-21 岁之间。26 名学生分为两组，实验组 17 人，对照组 9

人。实验组进行本体感觉训练后测试动态平衡能力，对照组无训练，直接测试动态平衡能力。本体

感觉训练包括单足站立训练，八方动态平衡训练，平衡气垫站立等，训练时间为一个小时。两组人

员均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用动态平衡测试仪测量动态平衡能力。用 EXCELL 统计软

件对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身高，体重和体质指数，分别与动态平衡等级以及动态平衡分数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实验组动态平衡测试分数平均值为 26736.18 分，对照组动态平衡测试分数平均值为

20211.89 分。平衡测试分数越高，说明平衡能力越好。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动态平衡

测试分数明显高于对照组。2. 实验组动态平衡等级测试平均值为 2.15 级，对照组动态平衡等级测

试平均值为 3.06 级。平衡测试等级越低，说明平衡能力越好。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动

态平衡测试分数明显高于对照组。3.随身高增加，平衡等级也增加，说明平衡能力下降。身高与平

衡等级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y=0.094x-14.038,相关系数为 0.4149。随体重增加，平衡等级增加，说

明平衡能力下降，体重与平衡等级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y=0.0684 x-2.1793,相关系数为 0.5951。随

BMI 增加，平衡等级增加，说明平衡能力下降，BMI 与平衡等级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y=0.2224 x -

2.4247,相关系数为 0.3954。体重对平衡能力的影响大于身高和 BMI 对平衡能力的影响。4.随身高

增加，平衡测试分数下降。身高与平衡分数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y=-671.25x+142256,相关系数为

0.4243。随体重增加，平衡测试分数下降，体重与平衡分数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y=-485.13x+57411,

相关系数为 0.6014。随 BMI 增加，平衡测试分数下降，BMI 与平衡分数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y=-

1572.9x+59030,相关系数为 0.3968。体重对平衡测试分数的影响大于身高和 BMI 对平衡能力的影

响。 

结论 1.本体感觉训练可增加普通大学生的动态平衡能力，表现为动态平衡等级减少，平衡测试分数

增加。2.体重对动态平衡能力的影响大于身高和 BMI 对动态平衡能力的影响。3.在身高确定的情况

下，控制体重可能有助于提高动态平衡能力。 

  
 

PU-254 

运动预处理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血脑屏障通透性 和

Cx43、Pannexin1 蛋白表达的影响 

 
朱路文,梁碧莹,李宏玉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目的 探讨运动预处理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血脑屏障通透性和 Cx43、Pannexin1 蛋白表达的

影响,阐述其神经保护机制。 

方法 将 36 只 SPF 级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即假手术组、模型组、运动预处理组。每组 12

只。采用改良 Koizumi 线栓法对模型组和运动预处理组的大鼠进行大脑中动脉闭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缺血再灌注模型制备。运动预处理组在造模前进行 3 周的跑台

训练。再灌注 24h 后采用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ores, mNSS）观

察神经功能；采用伊文思蓝渗透法定量分析血脑屏障通透性变化；Western Blotting 检测缺血侧脑

组织 Cx43 和 Pannexin1 蛋白表达。 

结果 1.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NSS)：再灌注 24h 后，假手术组的大鼠均未出现神经功能缺损表现。

模型组的大鼠 mNSS 较假手术组明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比较，运

动预处理组 mNSS 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血脑屏障通透性：再灌注 24h 后，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的伊文思蓝含量明显增加，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比较，运动预处理组伊文思蓝含量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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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x43、Pannexin1 蛋白表达：再灌注 24h 后，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 Cx43、Pannexin1 蛋白

表达明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比较，运动预处理组的 Cx43、

Pannexin1 蛋白表达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运动预处理可改善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神经功能缺损，具有脑保护作用。 

2.运功预处理可改善脑缺血再灌注大鼠血脑屏障通透性，下调 Cx43 蛋白和 Pannexin1 蛋白表达。 

  
 

PU-255 

运动预处理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心肌梗死面积及

Beclin 1、LC3-II 蛋白表达的影响 

 
李宏玉

1
,张继瑶

1,2
,朱路文

1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目的 研究运动预处理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心肌梗死面积及 Beclin 1、LC3-II 蛋白表达的

影响，探讨运动预处理心肌保护相关作用机制。 

方法 将 54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运动预处理组，每组 18 只。采用左冠状

动脉前降支（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coronary artery， LAD）结扎制备大鼠心肌缺血 /再灌注

（I/R）模型。心肌缺血 30min 后松开结扎线恢复血流实现再灌注。全程心电监测，再灌注 1h 后，

伊文思蓝-三苯基氯化四氮唑（Triphenyl tetrazolium chloride，TTC）双染色法测定大鼠心肌梗死

面积；Western Blot检测大鼠心肌 Beclin 1、LC3-II蛋白表达。 

结果 1、各组大鼠心肌梗死面积：假手术组无心肌缺血及梗死，其余各组的缺血区范围相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相比，运动处理组的 IS 及 IS/AAR 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各组大鼠心肌 Beclin 1、LC3-II蛋白表达：假手术组 Beclin 1、LC3-II蛋白基础表达；与假手术

组比较，模型组 Beclin 1、LC3-II 蛋白水平上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相

比，运动预处理组的 Beclin 1、LC3-II蛋白水平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运动预处理可诱导心肌缺血耐受，缩小心肌梗死面积，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2. 运动预处理可下调心肌 Beclin 1、LC3-II蛋白的表达，诱导自噬适度发生，改善心肌缺血再灌注

心肌细胞结构。 

 
 

PU-256 

超早期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及 ADL 作用 

 
安 旭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观察超早期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及 ADL 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60 例伴有运动功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接受治疗 2 个月的康复治疗，两组患者在入院时病程严重程度、年龄、文化程度均无明显

差异。治疗组在康复的过程中，患者接受常规康复治疗结合 MOTOmed 康复训练器，使患者在肌

力增强，耐力增加的基础上提高关节灵活度，且在 MOTOmed 康复训练器上下肢运动控制训练系

统，通过主动抗阻运动来为患者提供功能性运动控制训练，在训练时该系统还能够为患者储存具体

数据，康复师通过数据对其做出有目的治疗方案；对照组在康复过程中，康复师利用 Bobath 和

Brunstrom 疗法对患者进行被动活动和主动活动，在必要时对患者进行 ADL 训练和生活技能训

练。通过比较患者入院和出院时的 Fugl-Meyer 评分（FMA）。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03 

结果 治疗组出院时的 FM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患者的运动功能训练直接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的能力和回归家庭和社会。运动功能训练可有

效提高患者 ADL，使其回归家庭。 

 
 

PU-257 

circRNA 在骨骼肌分化中的表达谱研究及其功能预测 

 
陈睿

1,2
,雷斯

1,2
,佘燕玲

1,2
,周珊瑶

1,2
 

1.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广东省传统医学与运动伤害康复研究所 

 

目的 circRNA 在骨骼肌发育、损伤修复和肌相关疾病的调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探讨肌肉分化

的潜在调控因子，我们通过基因芯片分析了骨骼肌 C2C12 成肌细胞分化过程中的 circRNA 表达

谱。 

方法 采用 Gene ontology（GO）和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KEGG）分析 C2C12 成肌细

胞分化前后差异表达的 circRNA 的功能。选取 5 个肌分化特异性基因和分化后上调幅度最大的前

30 个 circRNA，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建立了竞争性内源性 RNA（ceRNA）网络。最后预测了

C2C12 成肌细胞分化过程中差异表达的 circRNA的编码潜能及其功能。 

结果 在 C2C12 成肌细胞分化为肌管细胞的过程中，有 11128 条差异表达的 circRNA，其中有 581

条变化倍数大于 2 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GO 和 KEGG 分析表明，差异表达

circRNA 对应的线性转录本的主要功能与细胞骨架组织、钙离子信号通路、细胞周期、代谢途径和

MAPK 等信号通路有关。ceRNA 网络表明 5 种肌分化特异性基因肌细胞生成素（Myog）、肌细胞

增强因子 2a （Mef2a）、肌球蛋白重链 1 （Myh1）、Myh7 和 Myh7b 可以与 91 个 microRNA 和

上调前 30 的 circRNA 形成 239 条节点。根据差异表达的 circRNA 序列中开放阅读框（ORF）和

N6-甲基腺嘌呤（m6A）的数目，鉴定出了 224 条具有编码潜能的 circRNA，并根据已知功能域和

多肽长度等条件，对其中 75 条 circRNA 的线性模板进行 GO 和 KEGG 分析，发现这些 circRNA

的功能主要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调节和代谢途径有关。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 C2C12 成肌细胞分化过程中 circRNAs 的表达谱，通过 GO 和 KEGG 分析、

ceRNA 网络和编码潜能来预测 circRNA 在成肌细胞分化过程中的功能，并认为差异表达 circRNA

的功能主要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调节和代谢途径有关，可能参与骨骼肌的分化发育。本研究为骨

骼肌的损伤修复与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新的思路。 

 
 

PU-258 

TNF-α对破骨细胞整合素 αv、β3及 V-ATP 酶的影响 

 
何剑全,陈健,黄慧,张鑫,王潇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研究不同浓度 TNF-α 及 TNF-α 抗体对破骨细胞整合素 αv、β3 及 V-ATP 酶表达量的影响。 

方法 体外诱导小鼠 RAW264.7 细胞分化为破骨细胞，通过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RAP）染色检

测破骨细胞生成情况。将细胞分为对照组、TNF-α 干预组及 TNF-α 抗体干预组。TNF-α 干预组、

TNF-α 抗体干预组分别用低中高三种浓度的 TNF-α、TNF-α 抗体干预 24h。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

链反应、Western blot 检测整合素 αv、β3 及 V-ATP 酶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TRAP 染色检测提示有多核破骨细胞生成。TNF-α 处理组整合素 αv、β3 及 V-ATP 酶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TNF-α抗体处理组整合素 αv、β3 及 V-ATP 酶 mRNA 表达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TNF-α 处理组整合素 αv、β3 及 V-ATP 酶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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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P<0.05）；TNF-α 抗体处理组整合素 αv、β3 及 V-ATP 酶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TNF-α 可提高破骨细胞整合素 αv、β3 及 V-ATP 酶的表达；TNF-α 抗体可降低破骨细胞整合

素 αv、β3 及 V-ATP 酶的表达。上述提示 TNF-α 可能通过提高破骨细胞整合素 αv、β3 及 V-ATP

酶的表达从而增加破骨细胞性骨吸收作用。 

 
 

PU-259 

脉冲电磁场对卵巢切除大鼠 V-ATP、CAII 和 NFAT2mRNA 

表达的影响 

 
黄慧,何剑全,陈健,傅继凡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厦门中山医院),福建省,厦门市 

 

目的 研究脉冲电磁场（PEMF）治疗的去卵巢大鼠（OVX）的骨矿物质密度（BMD）、空泡型 V-

ATP 酶（V-ATP） 、II 型碳酸杆酶（CA II）和活化 T 细胞核因子 2（NFAT2）mRNA 表达，探讨

PEMF在体内分子水平上抑制骨吸收的机制。 

方法 24 只雌鼠被随机分为三组：假手术组（SHAM 组）、卵巢切除组（OVX 组）和 PEMF 干预

（PEMF+OVX 组）。PEMF 频率是 3.8 mT，8 赫兹，每天 40 分钟。PEMF+OVX 组接受治疗 28

天后测量各组 BMD。利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对 V-ATPase、CA II 和

NFAT2mRNA 表达进行了分析。 

结果 OVX 组 BMD 低于 SHAM 组（p<0.05）；PEMF+OVX 组 BMD 高于 OVX 组（p<0.05）。与

SHAM 组相比，V-ATPase、CAII 和 NFAT2 基因在 OVX 组中表达升高（均 P<0.001）。在

PEMF+OVX 组中，V-ATPase、CAII 和 NFAT2mRNA 表达明显低于 OVX 组（分别 P=0.001，

P=0.000，P=0.013）。在 PEMF+OVX 组中，V-ATPase 和 CAII 的表达高于 SHAM 组（分别

p=0.04，p=0.001）。然而，NFAT2 mRNA 的表达在 SHAM 组和 PEMF+OVX 组之间无统计显著

差异（P=0.08）。 

结论 PEMF 可以通过调节 NFAT2 基因的表达来提高 BMD，而这一结果部分是通过 CN/NFAT2 信

号通路途径来调节的，这可能是 PEMF治疗骨质疏松症的部分机制。 

  
 

PU-260 

酮体代谢通过对轴突的保护发挥治疗脊髓损伤作用的实验研究 

 
谭波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观察酮盐灌胃联合生酮饮食对大鼠急性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的治疗作用。 

方法 采用 ICORD 自制打击器制备大鼠 C5 脊髓半侧挫裂伤模型，然后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接受

酮盐（Ketone-Sodium）径口灌胃和生酮饮食（Ketogenic Diet）治疗，对照组接受生理盐水灌胃

及普通饮食治疗。使用圆筒攀爬试验（Rearing Cylinder）和厢式食物抓取实验（Stair case pellets 

reaching tests）观察大鼠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情况；连续冰冻切片 β-tubulinIII及 MBP 双重免疫荧

光染色观察脊髓特定解剖区域的轴突数量；EC 染色观察损伤节段的组织保留情况；NeuN 染色分

析生酮饮食治疗对神经元的保护作用。 

结果 酮盐灌胃联合生酮饮食能快速提高大鼠血清酮体（β 羟丁酸）含量，动物对损伤侧上肢的使用

意愿和食物小丸的抓取成功率在 SCI后三天显著下降，之后有所回升，但治疗组大鼠的恢复更为明

显，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at 2w, 4w, 6w）；治疗组大鼠的轴突指数和有髓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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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在背侧皮质脊髓束明显较对照组多（均 P < 0.05）;EC 染色分析残留组织范围，NeuN 染色分

析损伤侧神经元指数未见两组大鼠有明显区别（P > 0.05）。 

结论 酮盐灌胃联合生酮饮食干预能快速提高体内血清酮体水平，并对大鼠急性脊髓损伤产生神经

保护作用，这种作用与轴突保护相关。 

 
 

PU-261 

神经再生新模型—成年小鼠颈 5 脊髓钳夹损伤模型的制备与评价 

 
谭波涛

1
,Wolfram Tetzlaff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2.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ICORD 

 

目的 制备及评价一种新型可供脊髓损伤轴突再生的龋齿动物模型。 

方法 暴露成年 C57BL 小鼠颈椎板，行 C5 椎板切除术。采用自制改良 FST DUMONT 5 号手术 钳

（尖端～200 μm，长～2 mm）分别刺入两侧背角灰质（进针孔）约 1 mm。对脊髓背侧皮质脊髓

束做钳夹损伤，保持钳夹动作约 15s，并重复一次。再次将改良 DUMONT 钳的一侧尖端刺入左侧

脊髓背侧针孔约 1 mm，另一侧尖端置于脊髓外面，钳夹红核脊髓束核皮质脊髓侧束，保持 15s，

重复一次，逐层缝合。采用圆筒试验（Rearing Cylinder）和水平楼梯试验（Horizontal Ladder）

评价动物损伤后的行为学表现；采用顺行示踪观察皮质脊髓束和红核脊髓束在损伤后的回撤情况；

免疫组化法观察局部再生抑制因子的表达。 

结果 小鼠在 SCI 后步行功能基本正常，但损伤侧上肢的精细活动受到明显影响且持续较长时间

（伤后各时间点相比对照组，均 P < 0.05）。成年小鼠 SCI后 8 周，皮质脊髓束和红核脊髓束均未

任何再生，相反，出现了明显的回撤；SCI 造成病灶局部髓鞘相关抑制因子上调、星形胶质细胞和

炎性小胶质细胞活化（相比 Sham 组，均 P < 0.05）。 

结论 成年小鼠 C5 脊髓钳夹损伤模型贴近临床，能够方便观察动物随意运动的控制情况及评价轴突

的再生状况，适合作为轴突再生的研究研究模型。脊髓损伤导致动物出现局部抑制因子大量表达，

阻碍轴突再生。 

 
 

PU-262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执杖健身走过程中膝关节运动特点的研究 

 
徐冬青 

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市,河西区 

 

目的 运动疗法是治疗膝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的重要干预手段，但要特别强调

运动形式、运动强度等关键因素的选择，以免不恰当的、大负荷运动加重膝关节的负担，引起病情

恶化。 

       执杖健身走起源于芬兰的北欧行走，是世界上发展非常迅速的大众健身项目之一。借助于两支

手杖的参与，执杖健身走获得了独特的运动特点，在动员更多的肌群参与活动从而加强锻炼效果的

同时，又可能减轻下肢关节和腰椎的负荷。这些特点使得执杖健身走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 KOA 人

群的锻炼需求，但目前尚缺乏直接的实验证据。本研究通过观察 KOA 患者执杖健身走过程中膝关

节的运动特点，分析探讨执杖健身走作为 KOA 运动康复手段的可行性，以丰富 KOA 人群的运动锻

炼方案。 

方法 参照美国风湿学会的 KOA 诊断标准和影像学资料，选取 16 名受试者（男女各半），分别进

行自选速度下的普通行走和执仗健身走。Kistler 三维测力台、Qualisys 红外三维动作分析系统，同

步记录受试者行走过程中膝关节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数据。以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种运动形式下各

测试指标的差异，显著性水平确定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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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运动学参数比较：受试者执杖健身走时的步速（P=0.00）、步长（P=0.00）、支撑期

百分比（P=0.027）明显大于普通行走；支撑期的最大屈膝角度（P=0.041)以及足跟着地时刻膝关

节屈曲角度(P=0.036)明显小于普通行走。（2）动力学参数比较：支撑前期，执杖健身走膝关节的

最大外展力矩（P=0.00)以及最大伸展力矩(P=0.00)明显大于普通行走。支撑中期、末期，执杖健

身膝关节的最大内收力矩（P=0.034）、内收力矩第二峰值（P=0.015）明显小于普通行走。 

结论 和普通行走相比，执杖健身走时 KOA 患者步速、步长的增大，支撑期最大屈膝角以及足跟着

地时屈膝角的减小，提示其对改善患者异常步态，恢复下肢功能可能具有积极影响。同时，KOA

患者执杖健身走时支撑中、后期膝关节内收力矩的减小表明运动过程中膝关节的内侧负荷相对较

小，这对延缓 KOA 进展可能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由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15JCYBJC25800） 

 
 

PU-263 

SSR 结合 IL-17 在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研究 

 
朴虎男

1
,王艳

1
 

1.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2.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脑卒中后抑郁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较 HAMD 评分、NIHSS 评分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P<0.01)；

脑卒中后抑郁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较 SSR 上、下肢潜伏期及波幅均有差异 (P<0.05)；脑卒中后

抑郁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较 IL-17A 含量变化有差异 (P<0.05)。4.脑卒中后抑郁组治疗前 IL-17A

含量与上、下肢潜伏期呈正相关，治疗后 IL-17A 与上肢潜伏期呈正相关，治疗前后与波幅均无相

关性；脑卒中后抑郁组治疗前后 IL-17A 含量与 HAMD 评分、NIHSS 评分均呈正相关。 

方法 脑卒中后抑郁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较 HAMD 评分、NIHSS 评分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P<0.01)；

脑卒中后抑郁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较 SSR 上、下肢潜伏期及波幅均有差异 (P<0.05)；脑卒中后

抑郁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较 IL-17A 含量变化有差异 (P<0.05)。4.脑卒中后抑郁组治疗前 IL-17A

含量与上、下肢潜伏期呈正相关，治疗后 IL-17A 与上肢潜伏期呈正相关，治疗前后与波幅均无相

关性；脑卒中后抑郁组治疗前后 IL-17A 含量与 HAMD 评分、NIHSS 评分均呈正相关。 

结果 脑卒中后抑郁组 HAMD 评分与上、下肢 SSR 潜伏期呈正相关，与波幅呈负相关脑卒中后抑

郁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较 HAMD 评分、NIHSS 评分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P<0.01)；脑卒中后抑郁组

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较 SSR 上、下肢潜伏期及波幅均有差异 (P<0.05)；脑卒中后抑郁组治疗后与

治疗前相比较 IL-17A含量变化有差异 (P<0.01）。 

结论 脑卒后抑郁患者治疗前后 SSR 的潜伏期与 HAMD 评分、NIHSS 评分、血浆 IL-17A 含量评分

均呈正相关。 

  
 

PU-264 

浅谈自闭症儿童家庭康复的初级阶段训练 

 
雷梦莹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与正常儿童相比，大多数自闭症儿童说话较迟，并且会出现很多问题行为，这些问题行为严

重影响了儿童各方面的发展，需要我们及时的对儿童进行干预和康复训练，当自闭症儿童在康复机

构训练完后，回到家中仍需要父母及时给予康复练习，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康复效果。 

方法 通过找出自闭症儿童在家庭康复训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常规、注意力、动作模仿、

指令理解等各方面问题并逐一解决，然后再进行相关初级阶段的训练，提高各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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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于自闭症儿童，家庭是他们与成员之间进行互动及发展人际交往的最有效环境，如果一种

行为在孩子家中由父母训练，这种行为最容易保持下来，也能达到最好的康复效果。父母对儿童进

行初级阶段的训练可以帮助他们培养好的常规秩序，为以后的康复训练打下基础。 

结论 家庭康复训练对于自闭症儿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对儿童进行初级阶段训练时，每一步都要

做好，这样才能为他们打下好的基础，提高以后训练效率。 

 
 

PU-265 

常规培养对亲子感统课的影响 

 
雷梦莹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常规的培养不仅影响亲子课上各项活动的开展而且影响到幼儿习惯的培养。由于智障和自闭

症儿童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与人格特征等各方面与正常儿童有所差异，我们在培养儿童常规技

能时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需要家长们一起参与到培养儿童常规的练习中，同时在进行亲子感统教

育的过程中加强儿童的常规技能，促进儿童各方面的发展。 

方法 通过表述亲子感统课的概念和各种训练项目以及在训练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引出常规培

养对亲子感统课各项目的影响。 

结果 常规培养可以约束儿童的行为，帮助儿童遵守日常行为准则，维持良好的秩序，加强儿童的

社会互动技能，引导儿童养成礼貌习性，积极参与游戏并遵守游戏规则 

结论 通过亲子感统课的训练，儿童能逐渐提高本体、前庭、触觉和学习等各方面的能力，这为儿

童进行模仿、知觉、大小肌肉和理解等各方面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儿童的常规技能。 

  
 

PU-266 

浅谈增强自闭症儿童正面干预的策略 

 
雷梦莹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康复教育人员在干预中确保积极简单指令的有效性，并正确夸奖自闭症儿童，能够帮助他们

减少问题行为并建立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方法 通过简述正面干预的含义及在干预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如：常规方面、注意力方面、自言

自语方面、指令理解方面、情绪起伏较大或教学不配合等各方面问题来提出增强自闭症儿童正面干

预的一些策略，如：给孩子具体的夸奖、给简单的正性指令等两大方面，这样能帮助儿童更好地执

行各指令，提高其理解能力。 

结果 自闭症儿童在及时有效的夸奖和正面干预的策略下能较好地建立一些常规秩序，并且部分儿

童减少了问题行为的发生，另外在指令执行以及语言理解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 

结论 及时有效的夸奖自闭症儿童会形成一种正强化的作用，另外通过一些正性指令的练习能帮助

儿童更好地理解在当时的情境下需要执行的一些指令，并减少一些问题行为，提高其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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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 

心肺运动试验能不同程度的预测食管癌手术后并发症 

 
李贺,李贞兰,段好阳,张春岩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食管癌患者心肺运动试验特点及其与术后并发症的可能关系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8 年 1 月-2018 年 5 月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住院的符合纳入标准的食道

癌患者 23 例，术前对患者进行心肺运动试验检查，记录并观察患者术前、术后临床资料，统计术

后一周患者临床转归及并发症，并发症以病历记录为准，包括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心律失常、心肌

梗死），呼吸系统疾病（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呼吸衰竭、低氧血症、肺栓塞、拔管时

间延长），切口相关（切口感染、不愈合）及其它延长住院时间的疾病如术后下肢静脉血栓、术后

肠梗阻、气管食管瘘等等并发症。出现 1 种或几种均记为并发症阳性。通过 Logistics 回归分析找

出术后并发症与心肺运动试验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共入选 23 例食道癌患者，年龄（63 士 9.7）岁，其中男性 16 例（69%）女性例（31%）。

术前常规行心肺运动试验检查，术后有 14 例（60%）患者出现有并发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年龄(OR=1.045，95%CI=0.954-1.205，p=0.05），无氧阈（AT） (OR=0.456，

95%CI=0.254-0.793，p=0.045）、峰值摄氧量(Peak VO2) (OR=1.782，95%CI=1.264-2.238，

p=0.05)，峰值摄氧量时二氧化碳通气当量（VE/VCO2） (OR=1.054，95%CI=0.976-1.135，

p=0.049），对预测食管癌患者术后并发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食管癌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年龄、无氧阈、峰值摄氧量及峰值摄氧量时二氧化碳通

气当量与食管癌术后并发症关系密切。 

 
 

PU-268 

向心收缩结合不同速度的离心收缩对于训练臀中肌力量的影响 

 
孔繁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研究向心收缩结合不同速度的离心收缩对于训练臀中肌力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部 30 位患者，符合以下

标准：1.首次发病 3 月内 2.年龄 40 岁到 60 岁之间，体重小于 90KG 3.臀中肌力量在 3 级至 4-级 4.

无认知障碍和深感觉障碍，可完全配合康复治疗 5.髋关节主动外展达 45°时无异常感觉。将如下

30 名患者随机分为臀中肌向心收缩结合快速离心收缩训练组(A 组)、向心收缩结合慢速离心收缩训

练组(B 组)和对照组(C 组)。A 组和 B 组在训练中均采用向心收缩结合离心收缩训练法对臀中肌力量

进行训练，C 组采用常规肌力训练方法。在向心收缩阶段,A 组与 B 组均使髋关节外展到达关节活

动范围末端,在离心收缩阶段,A 组采用 2 秒负荷,B 组采用 5 秒负荷（负荷为自身患侧下肢重量）。

每次训练 20 组,组间休息 10 秒；每天训练 1 次，每周训练 6 次,共持续 2 周。训练前后使用

BIODEX 等速力量测试系统对患者臀中肌进行 60°/s 及 180°/s 等速测试,利用峰值力矩(PT)、到达

峰值力矩时间(TPT)以及力矩加速能(TAE)分析不同训练方案对臀中肌向心收缩力量的影响。 

结果 1.2 周训练后,在 60°/s 速度下,A 组及 B 组臀中肌向心收缩的 PT 均显著高于训练前(p<0.05),但

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2.2 周训练后,在 180°/s 速度下,A 组及 B 组臀中肌向心收缩的 TPT 显著小于

C 组(p<0.05)。A 组及 B 组臀中肌向心收缩的 TAE 均显著大于 C 组(p<0.05),且 A 组的 TAE 增值显

著高于 B 组(p<0.05)。 

结论 向心收缩结合快速或慢速离心收缩训练均能快速提高臀中肌的最大向心力量,且向心收缩结合

快速离心收缩训练对于臀中肌的最大向心力量的提高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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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9 

绳带疗法与普通医用肩托对脑卒中患者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应婷婷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肩关节半脱位是脑卒中偏瘫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好发于 BrunnstromⅠ~Ⅱ期肌张力迟缓

阶段，多数发生在发病后 1 个月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继发复合型区域疼痛综合征，严重扰乱患

者情绪，影响患者积极主动参与康复训练，对于患者日后患侧上肢的功能康复有很大的影响，故从

减轻患者肩关节半脱位程度的角度观察绳带疗法与普通医用肩托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的

疗效。 

方法 选取 100 例目前在本院就医、首次发病、病程在 3 个月内、依从性较好、患侧上肢无开放性

损伤、一侧肢体瘫痪伴有肩关节半脱位的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

例，2 组患者均接受基础药物治疗和常规康复治疗（宣教：日常良肢位的摆放、床-轮椅安全转移

等；理疗：低频电刺激，刺激肩关节周围稳定肌的张力和活力；运动疗法：PNF 技术、Rood 技

术、肌力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等；作业疗法：滚筒、磨砂板、木插板等；心理护理：消除不良情

绪，树立康复信心），在患者坐位、站位或功能训练时，对照组增加普通医用肩托治疗，观察组则

增加绳带疗法。于治疗前、治疗 3 个月后分别进行 X 线片测量肩峰至肱骨头间距以及 Fugl-Meyer

评定（FMA）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应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治疗前后的组间评分进行 t 检验。 

结果 治疗前，两组的 X 线片示肩峰至肱骨头间距和 Fugl-Meyer 评定（FMA）上肢运动功能评分相

比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 X 线片测量肩峰至肱骨头间距小于对照组（p

＜0.01），Fugl-Meyer 评定（FMA）上肢运动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绳带疗法对于脑卒中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优于普通医用肩托。普通医用肩托因将上

肢吊于胸前会加重或促进患侧上肢的屈肌痉挛模式。而绳带疗法是利用有弹性和无弹性的布带、绷

带等通过特定的缠绕方法作用于患侧上肢，可矫正肩关节半脱位，控制上肢伸展外旋、腕背伸，促

进上肢各关节的本体感觉输入。绳带疗法与普通医用肩托相比，可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训练效果

更佳、可调节、更贴合患肢。综上所述，对于早期伴有肩关节半脱位的脑卒中偏瘫患者，在坐位、

站位和功能训练时应用绳带疗法比应用普通医用肩托对患侧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更好。 

 
 

PU-270 

背根神经节细胞 P38β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 

 
张晓

1
,张丽娟

2
,岳寿伟

3
 

1.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2.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3.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P38β基因表达变化，初步明确 P38β 在大

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致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清洁级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CCD 组、

CCD+SB203580 组，每组各 10 只。通过将直径 0.63mm,长约 4mm 的 U 型不锈钢棒植入大鼠腰

椎第 4、5 椎间孔内，制备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模型；于术前 1 天、术后第 28 天、术后第 28

天鞘内注射 P38MAPK 抑制剂 SB203580 后 2 小时进行机械刺激痛阈值测量；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技术检测各组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P38β 基因表达水平变化。 

结果 1.大鼠机械刺激痛阈值变化：术前 1 天，各实验组大鼠机械刺激痛阈值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空白对照组相比，CCD 组大鼠术侧机械刺激痛阈值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 CCD 组相比，CCD+SB203580 组大鼠术侧机械刺激痛阈值明显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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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功能评分 通过对 CCD 模型大鼠自由行走时的步行姿态进行评分，以确定 CCD 手术是否造成

了运动神经功能损伤。标准如下： 

1 分：表现为行走步态正常、无术侧足畸形；2 分：表现为行走步态正常但术侧足畸形明显；3

分：表现为行走步态障碍同时伴有术侧足下垂；4 分：表现为行走步态障碍严重同时伴有术侧后肢

肌无力。我们实验研究发现，CCD 模型大鼠均表现为步态正常，足无畸形，评分为 1 分，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P38β 基因表达水平变：RT-PCR 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CCD 组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P38β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 CCD 组相比，CCD+SB203580 组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P38β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P38β 基因表达水平与机械刺激痛阈值变

化相一致，P38β 可能参与 CCD 所致致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病理过程。 

  
 

PU-271 

定期脑电图检查对脑损伤康复期患者出院后再次 

癫痫预防有效性研究 

 
张艳荣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定期脑电图检查对于预防脑损伤康复期患者出院后再次癫痫发生的效用影响 

方法 选取西安市西京医院康复理疗科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入院的 46 例脑损伤患者，该 46

例患者均有癫痫史，随机分为对照组 22 例和实验组 24 例。对照组按常规出院后给予预防跌倒坠床

等指导，预防再次癫痫措施宣教及出院后随访；实验组给予患者同对照组相同宣教以外，要求实验

组定期每月复查脑电图，依据脑电图痫性放电结果及时调整用药干预脑损伤后癫痫的再次发生，定

期电话或微信随访。 

结果 出院 12 个月内实验组再次癫痫率为 18.2%，对照组为 26.9%，实验组再次癫痫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 

结论 定期脑电图检查可有效降低脑损伤康复期患者再次癫痫的发生率，有利于提高脑卒中康复期

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安全。 

 
 

PU-272 

低剂量的光动力可能通过诱导自噬降低炎症反应从而 

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苟慧 

德阳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探索光敏剂 Mppa介导的光动力疗法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方法 我们选择了巨噬细胞 raw264.7 细胞系（鼠源巨噬细胞）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流式细胞技术

用于检测细胞内光敏剂 Mppa 的聚集和细胞自身所产生的活性氧（ROS）的剂量；功率为 30mW

的光源将用于刺激胞内的光敏剂 Mppa，细胞增殖及毒性检测试剂盒（cck8）试剂盒用于检测目标

细胞活力；细胞自噬染色检测试剂盒（MDC）染色、透射电子显微镜和免疫印迹法都用于不同方

向的检测和验证自噬小体的形成，酶联免疫吸附检测（ELISA）用于检测验证因子水平。 

结果 光敏剂 Mppa 在 48 小时内目标细胞内摄入量呈增长趋势，尤其以前 12 小时为甚；目标细胞

内活性氧产出的量在光敏剂 Mppa介导的 PDT 处理后 1 小时内呈增长趋势，Mppa 介导的光动力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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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处理后 TNF-α 的表达水平下降，并且在光敏剂 mppa 介导的光动力处理后，我们染色发现了自

噬小体的产生，并在电镜下找到了自噬小体，且在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中我们发现经光敏剂 Mppa

介导的光动力处理后，自噬相关蛋白 LC3 的表达呈现下降趋势。 

结论 在一定剂量下的光敏剂 Mppa 介导的光动力（亚致死剂量）可在体外通过诱导自噬来抑制炎

症因子的产生。 

 
 

PU-273 

血清 FGF-21 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缺血性脑卒中的 

相关性研究 

 
韩新源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1]，房颤患者发生缺血性卒中的风险显著升

高，而缺血性脑卒中又是房颤引起的致残率、致死率极高的主要并发症 [2]。成纤维生长因子 21

（FGF-21）是一种与糖脂代谢及胰岛素敏感性相关的细胞因子，近年来众多研究证实 FGF-21 与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密切相关[3]。我们前期的研究发现房颤患者 FGF-21 水平明显升高，且与

心房重构相关[4]，本研究主要探讨 FGF-21 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缺血性脑卒中的关系。 

方法 选取 69 例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作为房颤组，非瓣膜性房颤合并脑卒中患者 44 例作为房颤合并

脑卒中组，另外选取年龄、性别相匹配的 6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测定入选者的血清 FGF-21

水平，并根据 CHADS2 风险评分标准计算各组患者的 CHADS2 评分，比较房颤组、房颤合并脑卒

中组和对照组的 FGF-21 水平；分析血清 FGF-21 与 CHADS2 评分、左房内径（LAD）之间的关

系；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 FGF-21 与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的危险关系。 

结果 房颤组、房颤合并脑卒中组患者 FGF-21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193.45 ± 80.81 pg/mL vs 

323.54 ± 91.22 pg/mL vs 144.15 ± 56.31 pg/mL，P＜0.001)，而且以房颤合并脑卒中组患者 FGF-

21 水平最高，组内性别间没有差异（P＞0.05）。进一步比较了各组间相关检查指标的差别，结果

显示房颤合并脑卒中组 hs-CRP、血糖、 LDL-c 及 LAD 值均明显高于房颤组和对照组

（P<0.05），相关分析显示， FGF-21 浓度与 CHADS2 评分、LAD 呈明显正相关（P＜0.0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 FGF-21 升高是房颤合并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结论 房颤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因其会增加致死和致残率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

注。本研究提示房颤合并脑卒中患者 FGF-21 水平明显升高，且与 CHADS2 评分、LAD 呈正相

关，可能成为预测房颤发生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PU-274 

血清 FGF-21 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缺血性 

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韩新源,王顺达 ,雍志军,张雪婷,王暄齐,李晴,杨俊生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房颤患者发生缺血性卒中的风险显著升高，

而缺血性脑卒中又是房颤引起的致残率、致死率极高的主要并发症[2]。成纤维生长因子 21（FGF-

21）是一种与糖脂代谢及胰岛素敏感性相关的细胞因子，近年来众多研究证实 FGF-21 与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等密切相关。我们前期的研究发现房颤患者 FGF-21 水平明显升高，且与心房重构相

关，本研究主要探讨 FGF-21 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缺血性脑卒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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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69 例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作为房颤组，非瓣膜性房颤合并脑卒中患者 44 例作为房颤合并

脑卒中组，另外选取年龄、性别相匹配的 6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采用 FGF21 ELISA 试剂盒

进行双抗体两步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测定入选者的血清 FGF-21 水平，并根据 CHADS2 风

险评分标准计算各组患者的 CHADS2 评分，比较房颤组、房颤合并脑卒中组和对照组的 FGF-21

水平；分析血清 FGF-21 与 CHADS2 评分、左房内径（LAD）之间的关系；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方法分析 FGF-21 与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的危险关系。 

结果 三组对象性别、年龄、 BMI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进一步比较

了各组间相关检查指标的差别，结果显示房颤合并脑卒中组 hs-CRP、血糖、LDL-c 及 LAD 值均明

显高于房颤组和对照组（P<0.05）。房颤组、房颤合并脑卒中组患者 FGF-21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

照组(193.45 ± 80.81 pg/mL vs 323.54 ± 91.22 pg/mL vs 144.15 ± 56.31 pg/mL，P＜0.001)，而且

以房颤合并脑卒中组患者 FGF-21 水平最高，组内性别间没有差异（P＞0.05）。Spearman 相关

分析显示， FGF-21 浓度与 BMI、腰围、LAD、 CHADS2 评分呈明显正相关（P＜0.01）。将简单

相关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与 FGF-21 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模型提示 FGF-21 升高是

房颤合并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结论 房颤合并脑卒中患者 FGF-21 水平明显升高，且与 CHADS2 评分、LAD 呈正相关，可能成为

预测房颤发生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PU-275 

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与抽动障碍严重程度相关性分析 

 
李洪华,王冰,王承芯,贾飞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了解抽动障碍（TD）患儿维生素 D 的营养状况，探讨维生素 D 水平与 TD 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诊断为 TD 的 179 例患儿为 TD 组，其中抽动秽语综合征

患儿 10 例，慢性运动或发声抽动障碍患儿 46 例，暂时性抽动障碍患儿 123 例；另选取同期行体

检的健康儿童 189 例为健康对照组。采集两组儿童外周静脉血 3mL,留取血清，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检测两组儿童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平，根据血清 25（OH）D 水

平，>30ng/mL 为正常、10-30ng/mL 为不足、<10ng/mL 为缺乏。运用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

（YGTSS）对 TD 患儿行抽动严重程度评估。 

结果  TD 患儿血清 25（OH）D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TD 患儿血清 25（OH）D

不足或缺乏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暂时性抽动障碍患儿血清 25（OH）D 水平高于抽

动秽语综合征患儿（p<0.01）；暂时性抽动障碍患儿血清 25（OH）D 不足或缺乏率明显低于慢性

抽动障碍和抽动秽语组（p<0.01）；TD 组患儿血清 25（OH）D 水平与 YGTSS 总分呈负相关性

（rs=-0.322,P<0.001）；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示维生素 D 缺乏或不足可能是导致 TD 发病的独

立因素（OR=0.892;95%CI0.863-0.921，p<0.001），且在控制年龄和 BMI 因素后，维生素 D 水

平的高低与抽动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adj.OR=0.942;95%CI0.897-0.989,p=0.017）。 

结论 维生素 D 缺乏或不足可能是导致 TD 发病的因素之一；维生素 D 水平的高低可能与 TD 严重

程度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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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 

NGF 联合 b-FGF 诱导胚胎大鼠隔区来源神经干细胞 

分化为神经元 

 
朱清

1
,陈艳

1
,龙大宏

2
,杨丹迪

2
,徐丽萍

2
,王迪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实验室 

 

目的 分离、培养及鉴定胚胎大鼠隔区来源神经干细胞，并探讨 NGF 联合 b-FGF 诱导其分化为神

经元的作用。 

方法 体外含 EGF 及 b-FGF 的无血清培养条件下，悬浮神经球法分离培养胎鼠大脑隔区来源

NSC，细胞免疫荧光检测其 nestin、GFAP、β-Tubulin Ⅲ表达，对 NSC 及其分化潜能进行鉴定；

将培养获神经球分为空白对照组、NGF 对照组（NGF 50ng/ml）及 NGF 联合 b-FGF 组（NGF 

50ng/ml，并逐渐撤除 bFGF）诱导分化 7 天，采用细胞免疫荧光检测 β-Tubulin Ⅲ阳性细胞比例。 

结果 ①胚胎大鼠膈区来源神经干细胞，通过含 EGF 及 b-FGF 的无血清培养可获得大量 nestin 阳

性神经干细胞球，撤除丝裂原因子 EGF 及 b-FGF 后，无血清培养条件下，可自分化为 GFAP 阳性

星形胶质细胞及 β-Tubulin Ⅲ阳性神经元；②空白对照组、NGF 对照组（NGF 50ng/ml）及 NGF

联 合 b-FGF 组 β-Tubulin Ⅲ 阳 性 细 胞 比 例 分 别 为 21.80%±2.81% 、 38.04%±3.86% 、

50.01%±7.65%,NGF 联合 b-FGF 组神经元分化率高于 NGF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两组神经元分化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胚胎大鼠脑隔区可分离培养出 nestin 阳性 NSC，并可自分化为 GFAP 阳性星形胶质细胞及 β-

Tubulin Ⅲ阳性神经元；NGF 可体外诱导隔区来源神经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元，在逐渐撤除 bFGF 条

件下，NGF诱导其分化为神经元的作用更佳。 

 
 

PU-277 

48 例睑外翻患者植皮术后纱包固定的护理经验总结 

 
武可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烧伤致睑外翻患者植皮术后纱包固定的护理经验总结。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的 48 例烧伤瘢痕致睑外翻患者行全厚皮

移植手术治疗的临床资料，总结烧伤瘢痕致睑外翻患者全厚皮移植术后打包固定，针对不同患者选

择应用庆大霉素或苯扎氯铵溶液，每日浸湿纱包，拆包后，观察皮片成活情况。 

结果 经植皮手术修复眼睑外翻的患者术后应用庆大霉素及苯扎氯铵溶液无一例出现感染，皮片均

完全成活。 

结论 通过术后纱包固定及针对纱包适当的护理方法提高术后皮片的成活，减少术后感染的发生，

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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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8 

实验性疼痛状态下的疼痛共情脑网络研究 

 
程健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imaging,rs-fMRI)扫描和局部一致性

(Regional homogeneity,ReHo)分析来研究实验性疼痛状态下疼痛共情和正常状态下疼痛共情的脑

网络差异。 

方法 将 30 名符合标准的健康志愿者（试验组 16 人，对照组 14 人）纳入研究。嘱所有受试者观看

特定的图片诱导疼痛共情，接受 fMRI 扫描。但实验组腰部需肌注 3%的高渗盐水，对照组无需注

射。采用视觉模拟评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和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对受试者的自感痛觉及共情程度给予评分。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两组受试者疼痛共情的脑网络特点。 

结果 实验组局部一致性增高的脑区有：左侧颞下回，左侧小脑后叶，右侧屏状核，左侧梭状回；

局部一致性降低的脑区有：左侧枕上回，右侧枕上回，右侧额上回（P<0.05，体素值≥1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实验性疼痛状态下参与疼痛共情，其局部一致性发生改变的脑区主要集中于额上回和枕上

回网络，并且涉及屏状核、梭状回、颞下回以及部分小脑, 这深化了我们对疼痛共情过程的认识，

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疼痛共情的脑机制研究。 

 
 

PU-279 

不同步速下膝关节的生物力学特性的研究 

 
邱璐璐

1,2
,牛文鑫

1
,张春秋

2
 

1.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天津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目的 膝关节是肢体运动的重要枢纽，其健康保障人们的正常生活。目前对于研究步态特征对人体

膝关节各组织力学性能的影响还不清晰，尤其步速与人体膝关节关节力、关节角度、关节扭矩之间

的相互影响机制的研究将有利于探索膝关节疾病的诱发病因，以便对膝关节的健康、疾病治疗提供

建议。 

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应用动力学仿真软件（Adams/LifeMOD）和有限元技术（Abaqus）探讨膝关

节的运动学、动力学的关节生物力学特性。1 动力学仿真：首先，利用动力学人体仿真软件

LifeMOD 建立正常成年男性下肢的多刚体模型，导入身体关节处的标记点随时间的轨迹数据，通过

设置地面接触、约束关系、关节函数后完成逆向和正向运算后，获得速度分别为慢速

（0.6m/s,0.8m/）s；正常（1.15m/s,1.7m/s）；快速（1.9m/s,2.173m/s）下的膝关节的关节力、

关节角度、关节扭矩等数据，完成人体多刚体模型的步态仿真。2 有限元模型建立与仿真：以动力

学结果为前提，进行膝关节软骨的有限元分析。选用一男性志愿者，对其膝关节经 CT 断层扫描

后，将数据导入 Mimics、Geomagic Studio处理，最后在 Pro-e 中完成实体化，以几何特征.x-t 格

式模型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然后先后设置截面属性、材料属性，根据人体膝关节的解剖

结构创建完整全膝关节模型。最后导入 LifeMOD 仿真结果（左膝关节 S、T、F 三个方向上的关节

角度、力、扭矩等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结果 结果表明：在不同步速时，关节力、关节角度均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且随着步速增大，关节

角度的变化增快，关节力增加。与其它方向的运动相比，膝关节的屈曲运动最为主要，水平面为主

要的承载区域。另外发现当步速改变时，膝关节在矢状面的角度变化较大，水平面的关节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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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膝关节真实的运动状态符合。通过 LifeMOD 进行的膝关节的运动学和动力学仿真可揭示膝关节

特点，结果可靠。 

结论 通过 LifeMOD 进行的膝关节的运动学和动力学仿真可揭示膝关节特点，结果可靠。但仍需深

入研究本文主要选择步行、直立状态进行研究，但日常生活中还会出现大量使膝关节经常处于某种

力学状态的运动形式，如跳舞，骑行等方式也需要研究。正常人的步态仿真数据将与后期进行的偏

瘫患者的步态仿真数据进行对比，以指导临床康复治疗。 

 
 

PU-280 

针康法对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及缺血半暗区皮层细胞凋亡 

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叶涛

1
,朱路文

2
,唐强

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目的 针康法是脑卒中康复的一种新策略，暨在头穴丛刺长留针期间同步进行各种康复训练，强调

“针康同步、动态治疗、整体康复”的治疗理念。本实验观察针康法对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及缺血半

暗区细胞凋亡抑制蛋白 1(cIAP1)和 cleaved-caspase-8、3 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取 90 只雄性 SD 大鼠，通过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针刺组、康复组和

针康组。以 3d、7d 和 14d 为时间节点将各组再分为三个亚组（n=6）。采用改良 Koizumi 线栓法

制备脑缺血模型。假手术组和模型组不予治疗，针刺组进行头穴丛刺治疗，康复组进行跑台康复训

练，针康组进行针康法治疗，即在大鼠头穴丛刺长留针期间同步进行跑台康复训练。术后各时间点

采用改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NSS)评估大鼠神经功能缺损情况，平衡运动转棒仪（Rota-rod）测

试观察大鼠的运动协调能力，Western blotting 检测脑缺血半暗区 cIAP1、cleaved-caspase-8、

cleaved-caspase-3 蛋白表达。 

结果 术后各时间点，与模型组比较，各治疗组 mNSS 评分均降低（P＜0.05），转棒上停留时间

均延长（P＜0.05），cIAP1 蛋白表达均上调（P＜0.05），cleaved-caspase-8、cleaved-

caspase-3 蛋白表达均下调（P＜0.05）；术后 7d、14d，与针刺组、康复组比较，针康组 mNSS

评分进一步降低（P＜0.05），转棒上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P＜0.05），cIAP1 蛋白表达进一步上

调（P＜0.05），cleaved-caspase-8、cleaved-caspase-3 蛋白表达进一步下调（P＜0.05）。 

结论 针康法能改善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缺损，促进运动协调能力恢复，优于单独的头穴丛刺和康

复训练，其机制可能与促进 cIAP1 蛋白表达、抑制 caspase-8、aspase-3 蛋白活化，从而减少细

胞凋亡有关。 

 
 

PU-281 

PDGF-BB 调控 galectin-3 信号通路在大鼠膝关节炎软骨 

纤维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蔡宇,朱朋飞,韩红 

武汉市第四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讨 PDGF-BB 调控 galectin-3 信号通路在大鼠膝关节炎软骨纤维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方法 选取 4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220±20g），随机分为空白组（S）、模型组（M）、生理盐水

组（NS）和 PDGF-BB 组。M 组、NS 组和 PDGF-BB 组进行右侧膝关节腔内注射碘醋酸钠

（3mg/50ul），构建膝关节炎动物模型。3 周后，S 组和 M 组作为对照不给于干预，NS 组关节腔

注射生理盐水，PDGF-BB 组关节腔注射 PDGF-BB，所有治疗 1 次/周，共治疗 4 周。所有大鼠饲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16 

养 8 周，1%戊巴比妥腹腔麻醉后，收集组织标本储存备用。甲苯胺蓝染色评估膝关节炎软骨病变

程度，RT-PCR 法检测软骨组织中 collagen-Ⅱ、collagen-Ⅲ、galectin-3、ERK1/2、MEK1/2 和

NF-kB 含量变化； Western-blot法检测软骨组织中 galectin-3、ERK1/2、p-ERK1/2、MEK1/2、p- 

MEK1/2 和 NF-kB 的表达情况。 

结果 甲苯胺蓝染色提示：S 组软骨表面光滑，软骨细胞排列整齐，数量丰富；M 组软骨表面缺损

严重，软骨细胞排列紊乱，数量减少；M 组与 NS 组无差异；PDGF-BB 组经过干预后，软骨缺失

得到修复，软骨表面较为平整，软骨细胞含量较 M 组和 NS 组增多。RT-PCR 结果显示：与 M 组

和 NS 组相比，PDGF-BB 组 collagen-Ⅱ、collagen-Ⅲ、galectin-3、ERK1/2、MEK1/2 和 NF-kB

的 mRNA 含量均降低（P＜0.05）。Western-blot 结果显示：与 M 组和 NS 组相比，PDGF-BB 组

galectin-3、ERK1/2、p-ERK1/2、MEK1/2、p-MEK1/2 和 NF-kB 的表达均减少（P＜0.05）。 

结论 PDGF-BB 通过下调 galectin-3 介导的 MEK/ERK/NF-kB 信号通路抑制膝关节炎软骨纤维化。 

 
 

PU-282 

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兴奋性疾病领域 

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价 

 
李亚斌,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利用 AMSTAR 工具评价已发表的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兴奋性疾病领域系

统评价的方法学质量。 

方法 计算机检索 Embase、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pistemonikos、Web of Science、

CBM、CNKI、万方数据库，纳入关注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兴奋性疾病领域的

系统评价，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7 年 1 月。由两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数据、采用

AMSTAR 工具对纳入系统评价的方法学质量进行评价。 

结果 共纳入了 37 篇系统评价，涵盖脑瘫或卒中后肢体痉挛、神经源性膀胱过度活动症、神经性吞

咽功能障碍、三叉神经痛、流涎症、多汗症、慢性鼻溢等疾病领域。纳入系统评价 AMSTAR 的评

分平均数为 6 分（3~10 分），35 篇（94.6%）的 AMSTAR 评分结果小于或等于 7 分。亚组分析

显示，在发表年份为 2013 年之前与 2013 年及以后、通讯作者来源于中国与非中国、发表语言为

中文与英文、作者数量少于 3 人与 3 人及以上的对比上 AMSTAR 评分结果无明显差异（P＞

0.05）。 

结论 大部分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兴奋性疾病领域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欠佳。

在不同发表年份、不同通讯作者国家、不同发表语言和不同作者数量上系统评价 AMSTAR 评分结

果均无明显差异。 

 
 

PU-283 

推拿配合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 

 
张学儒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推拿配合针灸治疗周围型面瘫与常规针灸治疗疗效比较 

方法 1 推拿治疗：患者仰卧位，手部擦少量凡士林先进行 

双侧同时操作：以大鱼际抹前额、面颊，由攒竹穴到太阳、迎香穴到下关穴、太阳穴到下关穴； 

先健侧在患侧：一指禅推前额、眼眶、面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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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同时操作：指按柔阳白穴、太阳穴、鱼腰穴、瞳子髎穴、颧四穴（颧髎穴和四百穴）、颊车

穴； 

双手拇指抹迎香穴，按揉人中穴； 

双侧同时操作：钩揉风池、翳风、颈部夹脊穴；双侧同时操作提拿肩井穴； 

手掌擦督脉大椎-至阳穴快速 6 遍； 

每次治疗 20min。10 天一疗程。做完体推拿后嘱患者每天做抬眉、皱眉、闭眼、皱鼻根、患

侧示齿、噘嘴唇以促进患侧眼轮匝肌、鼻根肌、提口角肌、口轮匝肌、颌肌的恢复。开始不能动时

可以以手辅助，能动后尽量主动运动锻炼，以促进恢复。 

2.针灸治疗 

      起病 7 天以内在健侧给予平衡针治疗，7 天之后配合传统针灸治疗。平衡针灸取穴：选健侧肩

痛穴（足三里穴位下 2 寸处偏于腓骨侧 1 寸处）用  0.35mm x 75mm 无菌针直刺 2.5 寸左右，再取

患侧颈痛穴（4-5 掌指关节之间的前缘凹陷中）用 0.35mmx0.75mm 向近心方向斜刺 2 寸左右，以

上两穴均采取快速捻转提插泻法留针 30 分钟，7 天后采取针刺传统针灸取穴：患侧童子寥  迎香 地

仓 颊车  颧寥 浮白 双合谷。患侧露睛家攒竹、鱼腰穴。鼻唇沟平坦加迎香，流泪加迎香穴透四

白。人中沟偏斜加水沟偏患侧斜刺，颏唇沟歪斜加承浆头痛加大椎、外关。每次以一寸短针针刺手

法轻柔予以治疗，从而起到散风通经活络的作用，同时伍以足三里，三阴交，太白，培补气血从而

增加从内驱风外出力量。取穴：童子寥  迎香 地仓 颊车  颧寥 合谷  足三里。每次选穴位 6-8 穴，

每 10ming 行针 1 次，每次行针 1，in，30min/次，10 天一疗程。 

结果 本组治疗均每个疗程后评，共评价 3 个疗程。50 例中 1 个疗程痊愈 4 例，第二个疗程痊愈 23

例，第三个疗程痊愈 14 例，3 个疗程共痊愈 39 例，显效 6 例，有效 5 例。有效率 100%。无一利

并发面肌痉。 

结论 推拿配合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较常规针刺治疗显著 

 
 

PU-284 

低频次声振动对细胞膜及细胞骨架微丝影响的研究 

 
王冰水 

深圳市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 

 

目的 研究 16Hz,不同声压的次声作用后，人脐血管内皮细胞细胞骨架 F－actin 表达的改变，及原

子力显微镜下不同细胞细胞膜的变化。 

方法 将 ECV－304 接种于细胞爬片上，并分为对照组和 16Hz, 90dB、110dB、130dB 的次声暴露

组。实验时次声对暴露组的细胞作用 2 小时，对照组作假暴露。于暴露后不同时间，对细胞进行

F-actin 的免疫荧光染色，应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细胞 F-actin 的表达改变，记录图片并

测定单个细胞 F－actin 的平均荧光强度。利用原子力显微镜对正常和次声作用后的 CHO 细胞膜表

面进行纳米级水平的扫描观测。 

结果 次声作用后细胞膜表面突起明显变短、凹陷变浅，整个细胞膜表面结构变得较为平缓，随着

作用次数的增加改变程度亦增加。对照组细胞大部分荧光物质呈弥漫状态，胞膜荧光较强，胞浆内

少量肌动蛋白纤维丝，方向不规则，长短不一。观察不同声压次声作用后即刻的三组细胞，均可看

到胞浆中微丝 F-actin 明显粗大纤长，荧光物质大多为较长的粗大应力丝，沿细胞纵轴排列较多，

数量及荧光强度明显增加，细胞膜和对照组一样较完整且荧光更强，在次声作用后 8 小时，次声暴

露组的细胞 F－actin 仍处于高表达状态。随时间的延长 F－actin 表达逐渐减少，24 小时后两组已

无明显差异。不同声压次声暴露组细胞的 F-actin 变化趋势较一致，三组之间在各时间点未见明显

差异。 

结论 一定声压级水平的次声作用可引起细胞膜表面结构的直接改变；可诱导 F－actin 表达的改

变，导致细胞骨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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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 

脊髓损伤模型大鼠交感神经皮肤反应特点及临床意义 

 
王晓玉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交感神经皮肤反射（SSR）是评价脊髓损伤后交感神经功能的非侵入性、客观检测，可以反

应脊髓损伤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水平和恢复情况，但 SSR 的检测在动物模型中的应用鲜有报道。

我们探索了 SD 大鼠交感神经皮肤反应的测定方法和相关参数，对正常大鼠和脊髓损伤模型大鼠进

行了 SSR 测定，探讨脊髓损伤大鼠交感神经皮肤反应（ＳＳＲ）的特点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60 只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SCI 组(30 只)和假手术组(30 只)。 SCI 组采用

ALLEN'S II脊髓打击器制作 T 10 大鼠脊髓挫伤模型,假手术组只进行 T 10 椎板切除术,而不损伤脊

髓。手术前、术后 4 周进行 SSR 测定。记录 SSR 引出率、潜伏期及波幅并进行比较分析。 

SSR 测定方法：采用 Medtronic 公司 Keypoint-4 型肌电图诱发电位仪诱发 SSR，采用电刺激，时

程 10ms ，单刺激，灵敏度 20μV 刺激强度 3-5 mA. 

记录电极及参考电极采用电极片，记录置于右后足心，参考电极置于右后足背，刺激电极至于右上

肢内侧，刺激右正中神经。接地电极采用环形电极，置于尾部。 

结果 （1）60 只大鼠术前 SSR 引出 56 例，术后假手术组 SSR 引出 28 例，SCI组引出 14 例，引

出率较术前及对照组明显降低。  

术前 SSR 潜伏期（840±78.6）ms，术后假手术组 SSR 潜伏期（814.8±152.4）ms，术后

SCI 组潜伏期（3545.8±1221.2）ms，与术前、术后假手术组相比潜伏期明显延长，差异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  

术前 SSR 波幅（2182.2±325.4）μV，术后假手术组 SSR 波幅（1998.7±413.5）μV，术后

SCI 组波幅（1242.5±442.6）μV，与术前、术后对照组相比，SCI 组波幅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采用本文所述方法可成功记录大鼠交感神经皮肤反应，脊髓损伤后 SSR 引出率下降，潜伏期

延长，波幅降低，差异程度与损伤程度成正相关，因此可以采用 SSR 测定来评价脊髓损伤后自主

神经功能，与传统测定方法如心率、血压变异率相比，方法更客观准确，可用于脊髓损伤后自主神

经功能的评估及疗效判断。  

 
 

PU-286 

脑卒中早期预后与急性期血尿酸的相关性分析 

 
李军涛 

邯郸市中心医院,河北省,邯郸市 

 

目的 探讨急性期血尿酸与脑卒中早期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 5 月－2013 年 5 月收治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98 例，根据其入院时(起

病＜24h)检测的血尿酸水平。以男性血尿酸＞420μmol/L，女性血尿酸＞360μmol/L 为尿酸增高的

标准，将高尿酸患者 42 例作为研究组，正常尿酸患者 56 例作为对照组，回顾性分析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早期血尿酸水平，并根据治疗 1 个月后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来评定疗效。 

结果 研究组的血尿酸水平为(452.6±16.1)μmol/L 高于对照组的(312.7±19.5)μmol/L，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研究组预后良好的比例低于对照组，未治愈及死亡的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早期的血尿酸水平可作为评估其预后的指标之一，早期血尿酸升高提

示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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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针治疗中风偏瘫后肢体痉挛的临床干预意义分析 

 
王哲 

吉林省人民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也逐年上升，卒中具有发

病率高、致残率高等特点，已成为危害老年人群的重点关注内容。据报道，卒中患者的 75%以上

会出现肢体残疾，而患者劳动能力的丧失，也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本次研究中，选择 2015 年

2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62 例中风偏瘫后肢体痉挛患者设作实验对象，随机将 62 例患者分

成 2 组应用不同的干预措施，以此探讨中风偏瘫后肢体痉挛患者临床最佳治疗方案，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方法 2 组患者均实施康复训练，按照患者的病情进展、肌力恢复情况及关节活动度等，指导患者进

行被动活动、主动活动，其中活动项目由被动活动向主动活动进行过渡。其中对照组行常规针刺治

疗，取穴从患侧上肢和患侧下肢进行取穴，上肢取的穴位包括合谷穴、曲池穴、肩髃穴、阳池穴、

支沟穴、天府穴，侠白穴、阳谷穴、小海穴、鱼际穴、太渊穴、尺泽穴、劳宫穴、内关穴、曲泽

穴、灵道穴、少海穴等。下肢取的穴位包括京谷穴、昆仑穴、承山穴、阴市穴，梁丘穴，伏兔穴、

承筋、悬钟穴、太白穴、三阴交穴、地机穴、行间穴、蠡沟穴、然谷穴、太溪穴、阴谷穴等。每次

取穴要小于 12 个，各穴位交替针刺治疗，针刺手法选择平补平泻，每个穴位留针时间控制在

20min，每日针灸治疗 1 次。 

结果 本次研究中，治疗前 2 组 MAS 评分、FMA 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等对比无差异（P＞

0.05）；治疗后，2 组 MAS 评分、FMA 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等均优于治疗前，观察组 MAS 评

分、FMA 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等优于对照组，2 组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治疗总

有效率 90.32%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 64.52%，2 组疗效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与

他人研究相符。 

结论 西医对脑卒中后肌张力增高的治疗尚无特效药物，理疗、功能训练等康复手段对早期卒中患

者肢体痉挛治疗的康复有着特效。本研究发现穴位注射，可将针刺和药物对穴位的渗透作用，患者

肢体痉挛恢复较为理想，能抗痉挛、减少终身致残率。 

 
 

PU-288 

低频率全身振动疗法对小鼠膝骨关节炎模型软骨代谢的实验研究 

 
王海明

1,2
,朱思忆

1,2
,高呈飞

1,2
,张驰

1,2
,魏全

1,2
,何成奇

1,2
 

1.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康复医学中心 

2.四川省康复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究低频率全身振动疗法对小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退变的作用效果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C57 鼠 20 只行右膝手术造模，构建内侧半月板不稳（DMM）小鼠 OA 模型，后随机分为 2

组，模型组 10 只（右膝手术造模即为：DMM+SHAM WBV 组，左膝为假手术对照组即：SHAM 

DMM+SHAM WBV 组）和实验组 10 只（进行 WBV 干预 4W；其中右膝即为 DMM+WBV 组，左

膝即为：SHAM DMM+WBV 组）。实验组小鼠进行 10Hz、20min/次、5 次/W，共 4W 的全身振动

干预，模型组假干预。收取小鼠膝关节并测量膝关节的最大直径，随机选取 5 只进行膝关节 Micro-

CT 扫描，对胫骨软骨及软骨下骨感兴趣区域进行骨体积分数（BV/TV）、骨表面 /骨体积

（BS/BV）、骨小梁数量(TN)、骨小梁间隙 (TS)的检测，然后该批组织进行组织形态学及免疫组织

化学等相关检测。每组剩余 5 只小鼠后取膝关节进行 qRT-PCR 检测 Mmp3、Mmp13、Adamts 

4、Adamts 5、Acan、Col2a1 与 Il6、Stat 3、Jak1、Jak2 的 mRNA 及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WB）检测蛋白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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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57 小鼠 OA 模型关节肥大明显，番红 O-固绿染色均表明软骨基质和胶原丢失明显，qRT-

PCR、Western blot 检测及免疫组化染色提示其软骨基质分解代谢活跃、Ⅱ型胶原和软骨基质成分

丢失；OA 模型中 IL6 表达明显增高，JAK1、JAK2、STAT3 均增高与其表达一致。小鼠 OA 模型

中软骨下骨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通过 WBV 干预 C57 小鼠 OA 模型后软骨形态学评分较未干预的模

型组增高，软骨破坏加重趋势，基质合成代谢（Col2a1、Acan）明显降低，但基质分解代谢相关

酶（MMP3、MMP13、Adamts4、Adamts5）也明显减低。WBV 干预后关节 IL6 及相关通路是分

子标记物 JAK1、JAK2、STAT3 表达明显降低。 

结论 1.IL6 是小鼠 DMM 骨关节炎模型中重要的炎症因子。 

2.WBV 可以通过减少 DMM 骨关节炎模型小鼠关节软骨基质合成代谢，对关节软骨产生一定的破

坏作用。WBV 可以通过抑制 IL6 信号通路来实现抑制软骨的分解代谢。 

3.WBV 疗法对正常小鼠的软骨及软骨下骨的代谢变化无明显影响。WBV 疗法对 DMM 骨关节炎模

型小鼠软骨下骨代谢可能无明显影响。 

4.WBV 相关的治疗参数及其可能潜在的副作用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PU-289 

电针联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障碍 

康复的临床研究 

 
赵晶 

河南省中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在常规康复疗法的基础上采用电针疗法辨证论治治疗脑卒中患者，观察其临床疗

效。 

方法 本研究将 100 例脑卒中患者（35-70 岁），其中男 63 例，女 37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50 例；因患者不配合及家属原因，观察组中脱失 5 例，对照组中脱失 7 例；最终观察组中男

30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50.81±1.23）岁。对照组中男 25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

（53.16±0.97）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中所有患者

的纳入都符合《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疗指南 2010》诊断分型标准，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

书。本研究中的患者排除了关节畸形，伴有癫痫、行为异常者，颅内有金属植入物，家属不配合的

患者。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康复疗法（即常规的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及平衡功能训练）。观察组加

用电针疗法，头部常规取运动区，上肢取肩髃、肩髎、曲池、外关、合谷、手三里，下肢取髀关、

伏兔、环跳、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悬钟，均取双侧穴位；同时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加取以下穴

位，气血两亏、心脾互虚者取心俞、脾俞、膈俞、血海、气海；脾胃虚弱者取脾俞、胃俞、中脘、

足三里；如肝肾阴虚者加肝俞、肾俞、三阴交、太溪。采用直径 0.32 mm、长 50mm 不锈钢毫针

直刺，进针后行小幅度提插捻转、平补平泻手法，待得气后取 3-4 对主要穴位，接通 G6805 型电

针治疗仪，选用疏波(频率为 2.7 Hz)，电刺激强度逐渐增大，以患者能耐受且可感觉或看到患肢肌

肉收缩为度。电针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30 min，6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前后观察指标：（1）

Bruunstrom 阶段分期；（2）改良 Ashworth 分级；（3）MMT 分级；（4）临床平衡能力评定：

采用 Berg 平衡量表。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运动发育、粗大运动、精细运动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后，观察组 Brunnstrom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Ashworth 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MMT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Berg 评分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 

结论 电针在常规康复疗法基础上对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改善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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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推拿配合（曲度邦）治疗仪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张英飘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中医推拿结合曲度邦治疗仪对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符合纳入标准的 40 例病例中，全部患者均有手疼、痛、麻的症状。X 线检查发现除 3 例患者

生理弯曲正常，其余 37 例均有生理曲度及骨质增生，颈椎间孔压迫试验及臂丛神经牵拉试验阳

性，3 例患者两项试验均阴性，但在肩胛上角可触摸到条索状硬结节，压痛明显，向手臂有放射性

疼痛，x 线检查排除肩周炎及肩胛骨性病变。该研究 40 例患者中，男性 24 例、女性 16 例、其中

5 例是双侧手麻症状，其余均为单侧，年龄 18-52 岁，病程较短者 20 天，最长者 4 年，全部诊断

为“神经根型颈椎病”并用颈椎牵引、理疗、输液和消炎镇痛等治疗，效果不佳。本研究采用中医推

拿结合曲度邦治疗仪，疼痛可以明显减轻。治疗方法如下：（1）患者坐位，用滚法施治于患者肩

部、上背部、颈部 3-5 钟；用一指禅推法、弹拨法反复作用于颈部 5-7 分钟；拿、揉、点、按颈肩

部、上背部，重点施治于肌肉以及结节部位；拿揉颈部，运用横拨法沿背部肩胛骨外侧缘从上到下

施治 2-3 次；手指点按肩井穴、风池穴、肩贞穴、肩髃穴、天宗穴、曲池穴、手三里穴、外关穴、

合谷穴、后溪穴、阿是穴等穴位；拇指点按颈部棘突旁压痛点；使用叩击法作用于肩背部。治疗可

持续 20-30 分钟。（2）曲度邦治疗仪：治疗前患者放松颈部，首先左右转动头部 10 次；仰卧于曲

度邦颈椎治疗仪(巴赫曼健康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自动型) 上，摆正头部和颈部，用系带将头部固定

在颈部治疗仪，下肢屈曲放松；打开治疗仪开关，根据影像学改变程度及患者的自身情况，选择低

中高不同治疗强度，每次治疗 20 分钟，治疗完成后患者缓慢坐起，做之前的放松动作，治疗结

束。以上治疗每日 1 次，10 次为 1 疗程，共治 2 个疗程。 

结果 临床治愈：手麻、手痛症状消失。 

好转：手麻、手痛减轻。 

无效：手麻、手痛不减。 

其中，治愈 34 例，占 85%，好转 4 例，占 10%，无效 2 例，占 5%，总有效率 95%。 

结论 推拿配合曲度邦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较传统单纯推拿或药物治疗具有其安全、见效快、维持

时间长的特点。 

  
 

PU-291 

高压氧对急性脊髓损伤大鼠内质网应激介导细胞凋亡的影响 

 
谷鹏鹏,应新旺,李思思,蒋松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高压氧对急性脊髓损伤大鼠行为学以及 PERK 蛋白表达的影响，探讨高压氧治疗急性脊

髓损伤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 32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正常组、假模组、模型组、高压氧组，每组 8 只。建立

大鼠急性脊髓损伤（SCI）模型，高压氧组于术后 8h 开始，予连续 3d 的高压氧治疗，每日 1 次。

各组于术前（0h）及术后 6 h、1d、2d 大鼠 BBB 运动功能评分。术后 3d 处死大鼠，提取各组损

伤区脊髓，运用免疫印迹法检测脊髓组织中 PERK 蛋白表达。 

结果 术后 1d 及 2d，高压氧组、模型组 BBB 评分与假模组相比，组间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0.05），术后术后 2d，高压氧组与模型组 BBB 评分相比，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0.05），2d 高压氧组大鼠脊髓 PERK 蛋白表达与模型组相比，组间差异有明显性意义

（P<0.05）。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22 

结论 高压氧可以明显降低受损脊髓 PERK 蛋白的表达，促进大鼠后肢运动功能恢复，提示高压氧

治疗可抑制 PERK 蛋白的表达，起到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 

 
 

PU-292 

电针对膝骨关节炎大鼠软骨细胞 caspase-1 和 IL-1β表达的影响 

 
廖源,周君,孙光华,伍琦,周桂娟,刘静,钟培瑞,蒋东方,成果,张兴,王甜甜,邓程远,廖瑛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湖南省,衡阳市 

 

目的 探讨电针对大鼠膝骨关节炎软骨细胞 caspase-1 和 IL-1β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3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和电针组，每组 10 只。除正常组外，其他两组动

物均行双侧前交叉韧带切断术，术后 12 周，电针组用电针干预，穴位：“肾俞”，双侧“足三里”、

“血海”、“阳陵泉”、“太溪”，采用直径 0.25mm,长度 40mm 一次性无菌针灸针刺入，进针后，针柄

连接电针，波形为疏密波，密波频率 15Hz，疏波频率 3Hz，波宽 1ms，强度以局部肌肉轻微收缩

为度(0.7—1.0mA)，时间，30 分钟；每天 1 次，每周 5 天，共干预 12 周。干预结束后，处死所有

实验动物，取右胫骨平台软骨进行 HE 染色（观察软骨全层结构和细胞形态）及 Mankin 评分。取

右股骨内外侧髁全层软骨分别提取总 RNA 及总蛋白，采用 RT-PCR 检测 caspase-1 和 IL-

1βm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 caspase-1 和 IL-1β 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模型组 Mankin 评分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1），电针组 Mankin 评分低于

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1）；模型组 caspase-1 和 IL-1βmRNA 表达高于正常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5），电针组 caspase-1 和 IL-1βmRNA 表达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0.05，Ｐ＜0.05）；模型组 caspase-1 和 IL-1β 蛋白表达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0.05），电针组 caspase-1 和 IL-1β 蛋白表达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0.05，Ｐ＜0.05）。 

结论 电针可能通过抑制 caspase-1 和 IL-1β表达的机制抑制大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退变。 

 
 

PU-293 

HDAC9 沉默抑制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氧糖剥夺/再灌注损伤 

 
周厚勤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研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9（Histone deacetylases 9, HDAC9）对氧糖剥夺/再灌注（oxygen-

glucose deprivation/reperfusion, OGD/R）诱导的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损伤的影响及其机制，为研

究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奠定基础。 

方法 体外培养新生 SD 大鼠海马神经元，建立 OGD/R 损伤模型。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HDAC9 mRNA 和蛋白表达；转染 HDAC9 siRNA 沉默其表达，并将细胞分为空白对照

组、OGD/R 组、OGD/R+scramble siRNA 组和 OGD/R+HDAC9 siRNA 组；MTT 法测定神经细胞

的存活率，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活性检测试剂盒检测 LDH 漏出率，流式细

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 Bax、Bcl-2 和 p-STAT3 的蛋白表达。此外，用

JAK2 抑制剂 AG490 预处理细胞，评价 JAK2/STAT3 通路在 HDAC9 沉默对海马神经元 OGD/R 损

伤中的作用。 

结果 HDAC9 在 OGD/R 损伤的在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细胞中高表达（P<0.05）；转染 HDAC9 

siRNA 后，细胞 HDAC9 表达降低（P<0.05）；在 OGD/R 诱导的海马神经元细胞中，下调

HDAC9 的表达能够显著提高细胞活性，降低 LDH 渗出率，减少神经细胞凋亡，下调 Bax 表达，

上调 Bcl-2 表达，上调 p-STAT3 的表达（P<0.05），此外，AG490 部分逆转 HDAC9 沉默对新生

大鼠海马神经元细胞 OGD/R 损伤的抑制作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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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DAC9 沉默通过 JAK2/STAT3 通路抑制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 OGD/R 损伤。 

 
 

PU-294 

蜘蛛香环烯醚萜类有效部位对急性脊髓损伤大鼠运动功能的 

影响及相关机制探讨 

 
熊德启,刘浩,王文春,张安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初步探索蜘蛛香环烯醚萜类有效部位（IEFV）对急性脊髓损伤（ASCI）大鼠运动功能恢复的

影响，并探讨其药理学机制。 

方法 选用医用迷你型临时脑动脉瘤夹（标定力 70g，钳夹 10s）制备胸 10 钳夹型脊髓损伤大鼠模

型，用 IEFV 进行治疗, 同时与甲强龙进行对比。观察 IEFV 对 ASCI大鼠的行为学（BBB 评分），

血清 SOD 活力、MDA 含量及脊髓组织透射电镜、BDNF、NGF 的影响。 

结果 BBB 评分结果显示中后期 IEFV 干预组和甲强龙组后肢运动功能均比模型组改善明显。透射

电镜结果显示 IEFV 高剂量组、IEFV 中剂量组及甲强龙组脊髓损伤病变程度较模型组轻。与模型组

和甲强龙组相比，IEFV 中剂量组、IEFV 高剂量组大鼠血清中 MDA 浓度极显著降低（P<0.01）。

假手术组、甲强龙组、IEFV 高剂量组、IEFV 中剂量组 BDNF 蛋白含量与模型组相比均显著升高

（P<0.01）；与模型组相比，IEFV 低剂量组 NGF 蛋白含量显著降低（P<0.01）；甲强龙组、

IEFV 高剂量组 NGF 蛋白含量显著升高（P<0.01）。 

结论 1、甲强龙、IEFV 均可促进 ASCI大鼠后肢运动功能的恢复，较好的减轻和延缓脊髓损伤后的

病理损害程度，IEFV 在 ASCI 后中晚期的整体调节作用优势明显，且副作用明显小于甲强龙冲击

疗法。但 IEFV 对 ASCI大鼠的疗效与药物浓度不呈量一效关系，以中剂量较佳； 

2、本研究初步探索了 IEFV 对 ASCI 大鼠的有效性，其作用可能通过使 MDA 含量降低及促进 

BDNF 和 NGF 神经营养因子表达有关。 

 
 

PU-295 

自噬在急性脊髓损伤后大鼠膀胱表达的实验研究 

 
张力,孙强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自噬相关基因、蛋白在急性期脊髓损伤后大鼠膀胱平滑肌组织的表达。 

方法 选取 24 只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12 只）和对照组（12 只）。模型组采用改良

Allens’法建立脊髓损伤模型，对照组仅予以椎板切除术。术后 6h 对大鼠进行 BBB (Basso Beattle 

Bresnahan)运动评分，尼氏染色观察两组大鼠脊髓形态学变化，Western blotting 和免疫荧光染色

法检测膀胱平滑肌细胞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LC3)

和 P62 的表达，RT-PCR 检测膀胱平滑肌自噬相关基因 LC3、P62、Beclin1 mRNA 水平。 

结果 模型组大鼠下肢运动功能 BBB 评分较对照组低（P < 0.01）。尼氏染色观察可见模型组神经

元数量和尼氏小体减少。Western blotting 提示模型组 LC3-Ⅱ比对照组蛋白表达高（P < 0.05）,模

型组 P62 表达比对照组降低（P < 0.05)。免疫荧光染色法提示 LC3 在膀胱平滑肌阳性细胞率比对

照组高（P < 0.05), P62 阳性细胞率比对照组低（P < 0.05）。RT-PCR 检测模型组 LC3 及

Beclin1 mRNA 水平比对照组升高(P < 0.05），P62 mRNA水平比对照组降低(P < 0.05）。 

结论  自噬在急性脊髓损伤后大鼠膀胱平滑肌中表达活跃,可能与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发病机制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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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6 

侧切时躯干运动控制对非接触性前交叉韧带损伤机制的影响 

 
时潇,谢地,李晓铭,赵静,孙文豪,王海妹,刘海斌 

泰山医学院 

 

目的 前交叉韧带（ACL）的损伤在足球、篮球等运动赛场上经常发生，研究不同躯干控制条件下

的膝关节运动对于探讨 ACL 的损伤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目的为明确侧切运动时躯干前倾

对非优势侧膝关节运动、膝关节所受外力及膝关节周围肌肉表面电活动的影响。 

方法 招募 20 名健康成年男大学生运动员，使用 VICON 动作捕捉系统、NORAXON 表面肌电测试

系统及 KISTLER 三维测力台同步测试运动员在躯干前倾控制和自然直立时的侧切运动，采集非优

势侧下肢膝关节的运动学、动力学及肌电图学数据,并对这两种状态下非优势侧膝关节的屈曲、外

翻角度和屈曲、外翻力矩分别进行配对 T 检验统计分析。 

结果 和躯干自然直立时相比较，运动员在躯干前倾状态下进行侧切运动时膝关节峰值屈曲角度明

显增大（P＜0.01），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非优势侧膝关节峰值外翻角度明显增大（P＜

0.01），具有统计学差异；躯干前倾时非优势侧膝关节最大屈曲力矩明显减小（P＜0.01），最大

外翻力矩明显减小（P＜0.01），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股内侧肌、股外侧肌、半腱肌及股二

长头肌肉表面肌电活动量在前倾状态和躯干直立状态之间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侧切运动中躯干运动控制对膝关节的损伤风险有影响，在运动赛场上运动员做侧切运动

时，躯干前倾的运动状态可能会减小 ACL 的损伤风险。 

 
 

PU-297 

针刀结合康复技术分期治疗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胡辉 

长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针刀结合康复技术分期治疗肩手综合征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取 2014 年 01 月到 2016 年 01 月本院收治的 44 例脑梗死后肩手综合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 24 例，治疗组 20。对照组采取石蜡疗法、超短波、康复训练治疗。治疗组：依据不同时期

以针刀治疗为主，再加上对照组所采取康复治疗。观察两组的临床效果。 

结果 44 例患者经过为期 4 个星期的治疗后,其病情均有明显改善,治疗后患侧上肢关节被动运动范

围、上肢及腕手关节的运动功能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积分和ＭＢＩ积分的增加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0.05)。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均 P<0. 05),上肢疼痛和水肿程度亦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均

P<0. 05)。临床疗效治疗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 FMA 评分均有改善

（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表现更明显（P<0.05）。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5.83%,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 65.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刀结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肩手综合症的治疗有明显促进作用，能提高康复治疗效果。 

 
 

PU-298 

实施临床路径对脑卒中病人康复治疗的研究 

 
宁家峰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实施临床路径对脑卒中病人康复治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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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统计学处理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选择 2016-01 到

2017-12 入住康复科 86 例脑卒中病人，年龄在 36~85 岁，病程 1 周，均经头颅 CT 或 MRI确诊。

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治疗组,42 例)和实验组(临床路径组,44 例)。对照组采用普通护理和中国传统

康复医疗模式行治疗;实验组由经过培训的康复团队专业人员实施临床路径模式治疗。（对实验组

患者进行 1 康复护理宣教、良肢位摆放、预防并发症等 2 对患者针对有效的行 PT、ST、OT、生

物反馈及物理因子治疗等康复治疗）。对两组病人的治疗效果评定标准，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定

ADL，FMA 评定法评定运动功能进行比较分析。还需对两组病人的住院时间、治疗费用以及病人

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实验组治疗效果 FMA 及 Barthel 指数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病人的住院天数

(68±1.36)d 和治疗费用 (1.25±0.58)万元明显少于对照组的住院天数 (90±1.38)d 和住院费用

(1.80±0.56)万元(P<0.05),病人满意度试验组(91%)也显著高于对照组(81%)(P<0.01)。 

结论 结论：实施临床路径对脑卒中病人的康复治疗,提高了治疗效果,,实现了诊疗标准化,不但能够

可以缩短住院时间，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病人的满意度。 

 
 

PU-299 

携带微小 RNA-338（miR-338-LV）的慢病毒对自身免疫性神经

炎（EAN）大鼠模型的干预研究 

 
原晓晶

1
,敖强

1,2
 

1.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2.中国医科大学,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miR-338-LV 对促进 EAN 模型大鼠坐骨神经运动功能恢复的研究 

方法 1.构建慢病毒携带的促进雪旺细胞髓鞘化的 miRNA-338，即 miR-338-LV病毒液； 

2.实验分组：Lewis 雌性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治疗组（miR-338 组）、阳性药物组（IVIg 组）、模型

组、正常对照组各 15 只。前三组用 PO180-199、H37Ra、生理盐水、IFA 混合液 200ul 二等分等

量注射入雌性 Lewis 大鼠双足垫制备 EAN 动物模型（见第二章），正常对照组足垫注射相同剂量

的生理盐水。 

3.药物干预：治疗组于免疫后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即尾巴下垂，评分 1 分)时于坐骨神经局部多点注

射 miR-338-LV，1 次，每个部位约 25ul，6 个部位，总量 150ul；阳性药物组于免疫后出现神经系

统症状 (即尾巴下垂，评分 1 分)时通过大鼠尾静脉按照 100mg/100g 体重注射丙种球蛋白

（IVIg），1 次/天，连续 2 天。 

4.指标观察：治疗组、阳性药物组、模型组及正常对照组分别在免疫后疾病高峰期及免疫后 42 天

采用生物机能实验系统检测大鼠坐骨神经运动传导速度及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振幅，取材进行坐骨神

经电镜、腓肠肌光镜、坐骨神经 S100、Iba-1（microglia）、neurofilament200 等蛋白的免疫荧光

化学指标等的变化，实验中连续观察大鼠行为学变化和体重，并评分。 

结论 以慢病毒为载体的 miRNA-338 局部注射入坐骨神经后的过表达作用能改善 EAN 发病过程中

神经肌肉功能，延长高峰期出现时间，缩短病程，提高疾病高峰期坐骨神经传导速度、动作电位振

幅，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神经髓鞘及轴突再生。特别在缩短病程，提高疾病高峰期坐骨神经传导速

度，促进神经髓鞘再生这几个方面较阳性药物组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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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0 

携带微小 RNA-338（miR-338-LV）的慢病毒对自身免疫性神经

炎（EAN）大鼠模型的干预研究 

 
原晓晶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携带微小 RNA-338 的慢病毒对促进 EAN 模型大鼠坐骨神经运动功能恢复的研究 

方法 Lewis 雌性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治疗组（miR-338 组）、阳性药物组（IVIg 组）、模型组、正

常对照组各 15 只。前三组用 PO180-199、H37Ra、生理盐水、IFA 混合液 200ul 二等分等量注射

入雌性 Lewis 大鼠双足垫制备 EAN 动物模型，正常对照组足垫注射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治疗组

于免疫后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即尾巴下垂，评分 1 分)时于坐骨神经局部多点注射构建好的慢病毒携

带的 miRNA-338，1 次，每个部位约 25ul，6 个部位，总量 150ul；阳性药物组通过大鼠尾静脉按

照 100mg/100g 体重注射丙种球蛋白（IVIg），1 次/天，连续 2 天。各组分别在免疫后疾病高峰期

及免疫后 42 天检测坐骨神经运动传导速度及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振幅，取材坐骨神经 S100、Iba-

1、NF200 等蛋白的免疫荧光化学指标的变化，实验中连续观察大鼠行为学变化和体重，并评分 

结果 1.miR-338 组及 IVIg 组疾病高峰出现时间分别为第 21 天和第 22 天，较模型组第 18 天延迟；

miR-338 组及 IVIg 组在疾病高峰期的临床神经肌肉评分分值分别为（3.5±0.4）分和（2.75±0.25）

分，较模型组（3.92±0.2）显著降低（P<0.05），miR-338 组及 IVIg 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P<0.05）。治疗组从治疗到恢复时间 30 天，较阳性药物组 36 天明显缩短 

2.miR-338 组较 IVIg 组在疾病高峰期的神经传导速度显著提高，miR-338 组、IVIg 组的传导速度分

别为(28.41±0.7)m/s 和(25.4±20.98)m/s，二者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1) 

3.miR-338 组、IVIg 组在疾病高峰期的复合动作电位波幅较模型组（2.12±0.83mV）显著提高，二

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4.miR-338 组较 IVIg 组高峰期 S100 表达显著增高；与 EAN 组相比，miR-338 组和 IVIg 组治疗后

高峰期 Iba1 表达显著减少，S100、NF200 表达显著增多   

结论 以慢病毒为载体的 miRNA-338 局部注射入坐骨神经后的过表达能改善 EAN 发病过程中神经

肌肉功能，延长高峰期出现时间，缩短病程，提高高峰期坐骨神经传导速度、动作电位振幅，减轻

炎症反应，促进神经髓鞘及轴突再生 

 
 

PU-301 

针刺对失眠大鼠 VLPO 区 MT1、MT2mRNA 表达量的影响 

 
郭鑫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湖南省,衡阳市 

 

目的 观察针刺对失眠大鼠下丘脑腹外侧视前区 MT1、MT2受体 mRNA 表达的影响，探讨针刺治疗

失眠症的疗效机制及针刺对腧穴配伍效应影响的特异性，为临床针灸治疗失眠症的选穴原则及配穴

方法提供一定的实验参考。 

方法 将 6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即：空白组、模型组、百会+神门组、百会+三阴交组、百会

+非经非穴组，每组 12 只，通过对大鼠腹腔注射 DL-4-氯苯基丙氨酸混悬液建立失眠模型，各治疗

组针刺相应腧穴，每次 30min，治疗 7 天。运用实时荧光定量方法检测大鼠 VLPO 区 MT1、MT2

受体 mRNA 表达量。 

结果 ①大鼠行为学观察结果：空白组大鼠昼夜节律及行为活动正常，大小便情况变化不明显，毛

发光泽；模型组和各针刺组大鼠在注射 PCPA 混悬液后出现白天夜晚活动不停，昼夜节律消失、互

相打斗，毛发光泽度差，笼内垫料较空白组潮湿，粪便颜色变浅；②失眠大鼠 VLPO 区 MT1 

mRNA、MT2 mRNA 表达量：造模后大鼠 VLPO 区 MT1 mRNA、MT2 mRNA 表达量较空白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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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针刺后，与模型组比较，百会+神门组、百会+三阴交组、百会+非经非穴组 MT1 mRNA、

MT2 mRNA 表达量明显升高（P＜0.01）；各治疗组组间比较，百会+神门组 MT1 mRNA、MT2 

mRNA 表达量明显高于其余两组（P＜0.01）。 

结论 腧穴配伍不同，其疗效也各异，本实验通过固定取穴（百会穴），再分别配以不同经脉腧穴

（心经、脾经、非经非穴），比较本经穴、他经穴、非经非穴的疗效差异。根据实验结果，神门穴

可作为临床治疗失眠的必要穴位，三阴交穴可作为符合辨证的首选穴位。同时表明，MT 受体与睡

眠有密切的关系。 

 
 

PU-302 

跑笼训练与技巧性取食训练对脑梗死恢复期大鼠 

运动功能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孙瑞芳

1
,温红梅

1
,曾妍

1
,李超

1
,孙巨

2
,张婵娟

1
,曾佩珊

1
,邹淑怡

3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医院 

3.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广东省,珠海市 

 

目的  比较脑梗死恢复期进行跑笼训练与技巧性取食训练对短暂性大脑中动脉闭塞（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 tMCAO）大鼠的运动功能及认知功能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比较不同运动训练模式对左侧脑梗死大鼠运动功能及认知功能的影响。100 只雄性 SD 大鼠经

利手筛选及技巧性取食预训练后，根据 tMCAO 术后神经功能评分将大鼠分为 8 组：28 天技巧性取

食组（n=6）、28 天跑笼组（n=9）、28 天对照组（n=7）、28 天假手术组（n=6）、56 天技巧性

取食组（n=7）、56 天跑笼组（n=8）、56 天对照组（n=6）、56 天假手术组（n=6），进行

mNSS 评估（术后第 1、14、28、42、56 天），患侧前肢抓握力量测试（术后第 7、14、21、

28、42、56 天）和 Morris 水迷宫实验（术后第 28、56 天）。 

结果 从第 28 天起技巧性取食组与跑笼组的 mNSS 均低于对照组（P<0.001），且技巧性取食组低

于跑笼组（P<0.05），从第 21 天起技巧性取食组与跑笼组的抓握力量均比对照组大

（P<0.001），且技巧性取食组优于跑笼组（P<0.001），第 56 天技巧性取食组与假手术组无统计

学差异。脑梗死后第 28 天时，水迷宫实验第 1-3 天技巧性取食组与跑笼组平均游泳路径长度均较

对照组短（P<0.05），脑梗死后 56 天时，水迷宫实验第 1 天和第 4 天技巧性取食组的平均游泳路

径长度较跑笼组和对照组短（P<0.05）；技巧性取食组及跑笼组穿越平台次数较对照组多（第

28、56 天，均 P<0.05），且技巧性取食组较跑笼组多（第 56 天，P<0.05）。 

结论 脑梗死大鼠的运动功能随时间逐渐恢复，而认知功能障碍持续存在。运动训练能够改善脑梗

死恢复期大鼠患侧上肢的运动功能及认知功能，且技巧性取食训练比跑笼训练效果更佳。 

 
 

PU-303 

跑台训练对大鼠脑缺血后微血管生成及 MT1-MMP 表达影响 

 
唐毅

1,2
,刘楠

2
,张逸仙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福州市 

2.福建省立医院北院，福建省老年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跑台训练对脑缺血大鼠脑缺血周边区血管再生及 MT1-MMP 表达的情况，探讨跑台

训练对大鼠脑缺血后微血管生成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随机将 42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分为：假手术组(n=6)，模型组(n=18)和运动组(n=18)；采用改

良 Zea-Longa 线栓法制备大鼠大脑中动脉栓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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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制备动物模型前，所有大鼠先适应性跑台训练 3 天；模型制备成功后 24 小时对运动组大鼠

进行跑台运动训练，采用改良的神经行为学评分方法（mNSS），分别在造模成功后 4 天、7 天、

14 天对各模型组及运动组大鼠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价。分别于术后 4 天、7 天、14 天将大

鼠断头取脑，用 MVD 法分析计数各组大鼠缺血脑组织周边区微血管数量；采用 Western 印迹法、

免疫荧光组织化学法检测 MT1-MMP、RECK 的表达。 

结果 与 MCAO 组大鼠相比，运动组大鼠脑缺血周边区的微血管数量及 MT1-MMP 表达水平明显增

高，同时 RECK 表达水平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跑台运动训练明显促进大鼠脑缺血周边区微血管新生，并能改善脑缺血后神经功能；其机制

可能与 MT1-MMP 上调表达有关。 

 
 

PU-304 

C5orf42 基因突变所致 Joubert 综合征 17 型 2 例临床 

及遗传学分析 

 
刘志翠,侯梅,李玉堂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对 2 例 Joubert 综合征 17 型进行临床特点介绍及遗传学分析。 

方法 对 2016 年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康复科住院康复治疗的 2 名临床表现疑似 Joubert 综合征的患

儿完善相关实验室检查，并应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结合 Sanger 测序验证对患儿及其父母进行基

因检测。 

结果 病例 1：患儿 1 岁 4 月龄因不能独站、独走就诊，查体发现眼球运动障碍，抓物时见意向性震

颤，头颅 MRI 提示中脑“磨牙征”、小脑蚓部发育不良，患儿全外显子组测序检测出 C5orf42 基因存

在 2 个变异（c.2876Ｃ＞Ｔ、c.3921+1G＞A），对其父母行 Sanger 测序验证显示：父亲 C5orf42

基因存在 1 个变异（c.3921+1G＞A），母亲 C5orf42 基因存在 1 个变异（c.2876Ｃ＞Ｔ）。病例

2：患儿 2 岁 8 月龄因不能独站、独走就诊，查体见眼球运动障碍、共济失调明显，头颅 MRI提示

中脑“磨牙征”，C5orf42 基因检测出 2 个变异（c.3981G＞C、c.230_233del），对其父母行

Sanger 测序验证均检测出 1 个变异：父亲（c.230_233del）、母亲（c.3981G＞C）。 

结论 2 名患儿 C5orf42 基因所发现的复合杂合变异分别遗传自其父母，父母均为杂合子，符合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方式。结合病史、临床表现、头颅 MRI、基因检测结果，病例 1、2 均符合 Joubert

综合征 17 型诊断，且上述两名患儿 C5orf42 基因的 4 个突变位点尚未有文献报道，为新的突变位

点。 

 
 

PU-305 

核心稳定训练结合电针疗法对慢性腰痛疗效研究 

 
连红强,张丽蓉,寄婧 

甘肃省中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探讨慢性腰痛核心稳定性训练结合电针治疗对其疗效影响。 

方法 选取我科 2015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慢性腰痛出患者 90 例，分为 A（30 人）组常治疗、B 组

（30 人）组常规治疗结合核心稳定性训练、C（30 人）组常规治疗结合核心稳定性训练电针治

疗。三组与治疗前治疗 1 月后采用采用日本骨科协会（JOA）下背痛评分系统对患者治疗后的疗效

进行评估。常规治疗：1.骨盆运动通过腹部和臀部肌肉使背部贴床 10 次/组；2.仰卧位髋关节伸展

15-20 个/组；3.靠墙髋关节外展 15-20 个/组，4.桥式运动、侧桥”运动：仰卧位，双膝屈曲，屈膝

同时向上挺腰、臀部抬高离床，保持 5～10 公分，还原保持 10 秒，10 个/组。核心训练：1.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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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训练双手双脚支持俯卧桥、双手单腿俯卧桥、双脚单腿俯卧桥；2.非稳定性核心训练坐巴士球

训练、坐巴士球双手负重做屈伸运动，10 个/组；3. SET 悬吊系统训练：仰卧位悬吊带固定骨盆嘱

患者下压骨盆 15 个/组；悬吊带固定骨盆和双下肢骨盆下压双下肢做蹬车训练 15 个/组，1 次/日 4.

平板支撑运动：身体成一条直线，用脚趾和前臂做支撑，腹肌收缩保持 10 秒再放松，10 次/组。5.

交叉支撑运动：用异侧的手脚作为支撑，从手肘和膝盖作为支撑的跪姿出发，伸出一侧手和另一侧

的脚，保持水平，要求身体水平，目视前方。坚持 10 秒，10 次/组。以上训练强度以中小强度为

宜，以不引起肌肉不适和疼痛，防止受伤和过劳。电针刺激腰椎部核心肌群（多裂肌、回旋肌）部

位， 选取单侧夹脊穴、环跳、承山、委中、殷门、承扶等穴位任选 4~8 穴位予电针治疗, 每日 1 次, 

每次 20~30min。 

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三组都有明显的改善，且 C 组明显优于 A

组（p＜0.01），B 组明显优于 A 组（p＜0.05），C 组明显优于 B 组（p＜0.05）。 

结论 核心肌力训练结合电针治疗能有效的改善腰部肌肉收缩，改善慢性腰痛症状。 

 
 

PU-306 

微信随访对早期脑卒中康复患者运动能力的影响 

 
齐金芳,王利勇,宋宏颖,满慧静,吕秀东,王艳玲,黄捷 

沧州市人民医院,河北省,沧州市 

 

目的 探讨微信随访模式对早期脑卒中康复患者运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入选标准：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头颅 CT 或磁共振

成像（MRI）确诊；脑卒中首次发病，经住院治疗后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稳定，GCS>8 分，

遗留有肢体功能障碍或认知障碍，在医院做过早期康复，康复时间在七天以上，已过渡到家庭康复

治疗阶段；30 岁≤年龄≤85 岁；患者或主要照顾者能正确利用微信；患方同意参与研究，医患双方

签署知情同意书。选取 131 例早期脑卒中康复患者进行研究，按照随机分组的原则分成观察组和对

照组，观察组有 65 例，对照组有 66 例。两组患者在入组时性别、年龄、疾病类型方面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经神经功能评定和康复评定后，2 组均接受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治

疗，出院后 2 组患者对照组通过门诊随访进行康复治疗指导，观察组通过微信随访和门诊随访进行

康复治疗指导。治疗师分别于入组时、3 个月末、6 个月末， 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定

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总分 100 分，评分越高，独立性越好，依赖性越小。60 分以上者为

良，生活基本自理；60-40 分者为中度功能障碍， 生活需要帮助；40-20 分者为重度功能障碍，生

活依赖明显；2 0 分以下者为完全残疾，生活完全依赖。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评定患

者的运动功能，总分 100 分，，评分越高，运动功能越好，50 分以下，重度功能障碍，50-84，明

显功能障碍，85-96，中度功能障碍，96-100 轻度功能障碍。 

结果 微信平台随访 6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

组患者的 fugl-meyer 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患者出院后，由于存在功能障碍、行动不便，很少到医院复诊主动寻求康复治疗指导， 患者

自行在家进行的康复训练由于缺乏运动处方的调整，以及专业康复人员的监督，效果较差。通过研

究，微信随访对早期脑卒中康复患者出院后的日常生活能力和运动功能有显著效果，可以对患者及

家属随时指导，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评定和训练计划的调整，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能力，

降低了致残率，使患者回归家庭和社会的信心增大。现今社会是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微信随访

应成为当今社会的新一种随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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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7 

成对经颅磁刺激技术检测睡眠剥夺对青年健康人 

皮质兴奋性的影响 

 
贾晋瑄,吴毅,汤昕未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比较睡眠剥夺前、睡眠剥夺时以及睡眠剥夺后的临床量表、经颅磁刺激评定等变化，检测睡

眠剥夺对脑活动性的影响，初步探讨睡眠剥夺对被试大脑皮层兴奋性的影响以及体内神经递质的变

化，进而研究睡眠对大脑的作用。 

方法 纳入 18-27 岁健康受试 24 名。在持续 34 小时保持清醒的各时间节点（共 8 次）进行临床量

表、评定，经颅磁刺激评定具体指标有 RMT、CMCT、MEP 潜伏期、SICI、LICI、ICF、SICF

等。各指标的均数随时间变化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各时间节点的成对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检验，以 P<0.05 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结果 研究过程中有 1 名受试者因个人原因未完成全部检测（1/24），13 名受试者未进行 LICI检测

（13/24），其余 11 名受试者完成研究全过程。所有受试者对睡眠剥夺干预以及 TMS 评定的耐受

良好，没有睡眠剥夺以及 TMS 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发生。（1）stanford 嗜睡量表评分，受试者在持

续清醒 16 小时内处于清醒并且是高水平功能状态，而在 16 小时后受试者的评分开始逐步升高，至

24 小时到达顶峰，后面又逐渐下降；（2）静息运动阈值随清醒时间延长，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提示皮层的兴奋性逐渐的增高，可能是突触过饱和所导致；（3）MEP 潜伏期在持续清醒 24 小时

时明显延长，提示神经传导速度降低；（4）SICI 在睡眠剥夺时下降，睡眠剥夺后增高，提示

GABAα 能神经递质介导的抑制效应在睡眠剥夺后下降，造成皮质兴奋增高；（5）LICI在睡眠剥夺

后下降，提示睡眠剥夺后 GABAβ 介导的抑制效应增加；（6）ICF 随持续清醒时间延长有先升复

降趋势并且在睡眠剥夺后明显降低，提示谷氨酸神经递质水平在睡眠剥夺后下降。 

结论 睡眠剥夺造成突触过饱和，导致皮层的兴奋性增加，并且兴奋性升高的原因为：GABAα 介导

的抑制效果下降，以及谷氨酸 NMDA 受体水平下降。 

 
 

PU-308 

扁平足患者步态周期中的足底压力研究 

 
张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测量扁平足患者在自然行走时的的足底压力参数，对比扁平足和正常足的足底压力特征。 

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2018 年 5 月就诊的双足扁平足患者 20 例作为观察组，正常足志愿者 20 例

作为对照组，采用 FreeMed 足底压力测试板进行自然行走时的足底压力测试并用数据采集分析软

件 Freestep 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 

结果 ①  足跟内侧受压总体时间占比、受压峰值时间占比观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足跟内侧脉冲压力时间占比两组之间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足跟外侧受

压总体时间占比观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足跟外侧受压峰值

时间占比、脉冲压力时间占比两组之间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 

②  足跟着地期总体时间占比观察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支撑早

期总体时间占比观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支撑中期总体时间

占比观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蹬离期总体时间占比观察组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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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整个步态周期中，扁平足在足跟着地时，足跟内侧与外侧受压时间均大于正常足，足跟着地

和蹬离期总体时间占比扁平足均明显小于正常足，而支撑早期和支撑中期总体时间占比扁平足均明

显高于正常足，说明扁平足由于足弓的塌陷而导致足跟内外侧压力所受压力加大，支撑期延长。 

 
 

PU-309 

感觉统合训练对运动发育落后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和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王少锋,高晶,陆彩琴,王丽娜,何璐娜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江苏省,淮安市 

 

目的 观察感觉统合训练（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对运动发育落后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和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ADL）是否有促进作用。 

方法 选取运动发育落后患儿 42 例，随机分为感觉统合组 20 例和对照组 2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

复训练，感觉统合组在此基础上配合感觉统合训练。于治疗前和治疗后分别采用 peabody 粗大运

动发育量表（PDMS-GM）及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WeeFIM）对 2 组患儿粗大运动能力和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定。 

结果 粗大运动方面，PDMS-GM 中粗大运动发育商（GMQ）评估结果比较，感觉统合组优于对照

组；感觉统合组组内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组内治疗前后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WeeFIM 评定结果比较，感觉统合组优于对照组；但两组组内在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感觉统合训练可以进一步促进运动发育落后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提高。 

  
 

PU-310 

传统针灸对面瘫患者神经传导速度的影响 

 
李雪芳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面神经麻痹称为“面瘫”、“歪嘴巴”、“歪歪嘴”、“吊线风”，通常是指在由各种原因引起的非进行

性面神经异常所导致的中枢性运动障碍。是以面部表情肌群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常见

病，一般症状是口眼歪斜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不受年龄限制。患者面部往往连最基本的抬

眉、闭眼、鼓嘴等动作都无法完成。面神经麻痹又可能是一些危及生命的神经科疾患的早期症状，

本项目目的在于从现代康复学和我国传统医学的角度对适合康复尤其是中医针灸治疗的患者进行康

复治疗，以期找到一个适合于多数面神经瘫痪患者最大缓解其痛苦的最简洁和经济的方法，从而最

大程度的缓解面神经病变的发生，使更多的面瘫患者能更快的恢复健康，回归到社会的工作和生活

中去。 

方法 在康复科就诊病人中，随机选取周围性面瘫患者 60 名，年龄采取随机化原则，性别比例相

当，分别选取急性期患者 20 名，恢复期 20 名。后遗症期 20 名。采用配对设计随机分为 A、B 两

组，A 组进行临床药物治疗和有计划的针灸治疗，B 组仅进行临床药物治疗，观察治疗前后患者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的神经肌电图传导速度的变化。 

结果 通过观察治疗前后患者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的神经肌电图传导速度的变化，结果发现，针

灸结合药物治疗组患者神经传导速度恢复情况明显优于单纯临床药物治疗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针灸结合药物治疗和单一的药物治疗均能有效缓解面瘫患者的痉挛状态、促进患者神经功能

的恢复。2.与单一的药物治疗相比, 针灸结合药物治疗能更早的促进患者神经神经传导速度的恢

复。传统针灸与药物治疗在面瘫患者的康复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565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8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5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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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1 

电针联合多潜能干细胞移植改善脑缺血大鼠学习记忆功能的研究 

 
陈潞婷,韩肖华,黄晓琳 

湖北省武汉市同济医院 

 

目的 脑缺血后认知功能障碍的改善是临床康复重要内容，其中电针是认知康复的手段之一，电针

在脑缺血后炎症反应的抑制，神经元的保护，血管的再生等多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其单一治疗效果

尚有限。细胞治疗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治疗方法，其中多潜能干细胞在细胞移植治疗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将多潜能干细胞定向分化成神经干细胞进行移植可改善脑缺血后认知功

能障碍，但体内环境影响细胞的存活率。本研究将电针与干细胞移植治疗联合促进细胞在体内的存

活从而观察其对慢性脑缺血大鼠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 

方法  本实验采用 SD 大鼠，分为 4 组，假手术组、手术组、手术组+细胞移植组、手术组+细胞移

植组+电针组。首先在体外联合小分子诱导法将多潜能干细胞定向分化成神经前体细胞(NPC)，通

过不同分化阶段的特定标志物检测获得特定区域的神经前体细胞，然后在脑缺血(2VO)大鼠模型后

一周进行细胞移植并同时行电针治疗，在移植后的第 2、4、8 周对移植细胞进行检测观察其存活增

殖情况，并进行认知行为学水迷宫检测观察脑缺血大鼠认知功能改善情况。通过 western blot 及

pcr 技术检测神经营养因子(BDNF)等表达量，TUNEL 染色及 Nissl 染色检测神经元凋亡情况来探究

电针联合干细胞治疗改善脑缺血认知功能的机制。 

结果  本研究通过单层培养法联合使用 WNT 抑制剂、BMP 抑制剂及 TGF-β 抑制剂诱导多潜能干细

胞向神经外胚层分化，在神经上皮阶段得到 PAX6、SOX1 及 nestin 阳性表达的标志物，分化早期

表达前脑的标志物 FOXG1，然后通过加入 SHH 激动剂 SAG 促进其向腹侧分化，得到腹侧

NKX2.1 阳性表达的细胞，同时可表达腹侧标志物 ISL1。在分化的成熟阶段加入不同的神经营养因

子，得到大多数神经元为 GABA 神经元，少量神经元表达胆碱能神经元标志物 CHAT。 

结论  本研究通过化学小分子诱导法在体外培养获得特定区域的神经前体细胞，将这类细胞进行移

植并在电针治疗的作用下以期能够改善脑缺血大鼠认知功能障碍。本研究的细胞部分已经在体外可

高效获得腹侧前脑的神经干细胞，表达相应的标志物。 

  
 

PU-312 

miR-183 表达水平与椎间盘退变预后的关系及其在 

髓核细胞增殖和凋亡中的作用 

 
王学新,林发亮,王亚楠 

烟台毓璜顶医院,山东省,烟台市 

 

目的  对 miR-183 在 ID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做进一步研究，阐述 miR-183 水平与 IDD 患者预后的

关系，以及 miR-183 在髓核细胞（NP）增殖和凋亡中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招募 30 例 IDD 患者，对患者进行退行性髓核组织（NP）进行采样，从中提取总

RNA，使用实时定量 PCR 方法检测 miR-183 的表达水平，然后培养人 NP 细胞，转染 miR-183 模

拟物和抑制剂，采用 MTT 法和流式细胞术研究 miR-183 在细胞增殖和凋亡中的作用；采用 RT-

q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MMP9，Caspase-3,BAX 和 BCL-2 的表达；利用双荧光素酶报告

基因检测后确定 MMP9 是 miR-183 的直接作用靶点。 

结果   与 miR-183 水平较高的患者相比，miR-183 水平较低的患者预后较好；此外 miR-183 模拟

物转染可以诱导入 NP 细胞增殖明显提高，显著降低细胞凋亡；而 miR-183 抑制剂转染结果相反；

进一步研究可表明，miR-183 模拟物转染诱导 MMP9。Caspase-3,BAX 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BCL-2 的 mRNA 和蛋白质表达水平显著降低，而转染 miR-183 抑制剂结果与之相反；双荧光素酶

报告基因测定确定 MMP9 是 miR-183 的直接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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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患者的 IDD 组织中 miR-183 表达上调与患者预后呈负相关；miR-183 可能通过靶向 MMP9

调节 NP 细胞中的增殖和凋亡。 

 
 

PU-313 

miRNA 的差异表达在偏瘫型脑瘫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唐红梅,刘力茹,何璐,李金玲,郑韵,邱晒红,徐开寿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偏瘫型脑瘫（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 HCP）在临床上较为常见，约占脑瘫的 44%，然而

HCP 发病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MicroRNA（miRNA）是由 19-24 个核苷酸组成的非编码小

RNA，通过调控基因的表达参与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及发展。那么 miRNA 的差异表达是否参与

HCP 的发生及发展？相关研究目前未见报道。为此，本研究我们拟进行 HCP 患儿外泌体源性

miRNA 表达谱的测定，旨在揭示 HCP 患儿中 miRNA 表达谱的特性，为 HCP 的临床诊断提供证据

支持。 

方法 选取 6-9 岁 HCP 患儿和与之相匹配的正常适龄儿童各 2 名，分别记录各组受试者的基本信息

（年龄、身高、体重、头围）和基本发育情况，均质化受试者采血前的相关条件后，统一空腹抽取

各组受试者外周静脉血，低温离心并分离血清，取上清后快速冷冻保存。随后采用超速过滤法提取

外周源性外泌体，并进行 SmallRNA 测序分析。 

结果 HCP 患儿与正常儿童在年龄、身高、体重方面无统计学差异。SmallRNA 测序分析结果提

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HCP 患儿差异表达上调的 miRNA 有 92 个，下调的 miRNA 有 131 个。

其中表达丰度较高的 miRNA 依次为：has-miR-10a-5p，has-miR-16-2-3p，has-miR-1-3p，has-

miR-320b，has-miR-192-5p，has-miR-363-3p，而表达丰度较低的 miRNA 依次为：has-miR-

374b-5p，has-miR-374c-3p，has-miR-584-5p，has-miR-4433b-3p，has-miR-182-5p，has-miR-

4433a-5p，has-miR-4433a-3p。 

结论 来源于患病个体的外泌体可进入外周循环系统，具有生物学标志物的特性。与正常对照组儿

童相比，HCP 患儿外周血外泌体源性 miRNA 存在显著性差异表达，这些差异表达的 miRNA 有高

表达和低表达之分。在众多差异表达的 miRNA 中，其后续功能的调控验证仍需进一步探讨。在此

基础上，积极推动和转化 miRNA 相关技术，有望促进 miRNA 在 HCP 临床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PU-314 

基于脑卒中病灶－行为映射分析的言语运动调控机制研究 

 
吴秀勤,刘鹏,刘汉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研究脑卒中导致的脑损伤结构与言语产生中听觉感知-发声运动整合的异常行为模式和神经活

动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完善基于正常人的言语运动调控理论和模型。 

方法 本研究纳入 44 名能完成脑电发声要求的脑卒中患者，通过基于听觉反馈扰动的心理学技术和

脑电／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及结构磁共振成像技术来进行。我们在脑卒中患者发声过程中对其基频进

行-200 cents 和-100 cents 的扰动以记录其在有脑损伤的情况下听觉-发声系统的声学和皮层活动模

式，再利用结构磁共振成像技术对患者的结构像进行采集后使用 MRIcroN 软件对病灶进行标记。

最后，通过基于体素的病灶－行为映射分析（voxel-based lesion symptom mapping, VLSM）方

法，研究大脑损伤区域与基频扰动引起的补偿性声学响应和皮层诱发电位之间的一对一相关性。 

结果 VLSM 分析结果显示，在-200 cents 扰动下，右侧壳核和补偿性声学响应的反应持续时间有关

（FDR p<0.05）；右侧尾状核及壳核和皮层响应的 N1 波幅有关（FDR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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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底节参与了言语产生中的听觉－运动整合过程，这表明不仅是皮层结构参与了言语运动调

控，皮层下结构也在其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这将为言语障碍的治疗提供新视角。 

 
 

PU-315 

经皮神经电刺激对恒河猴眼肌麻痹影响的研究  
 

韩晓宇,尹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选用神经系统和眼部结构与人类相似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恒河猴建立眼肌麻痹模型，观察经皮

神经电刺激（TENS）对眼肌麻痹恒河猴眼球运动变化的影响。 

方法 选取两只成年雄性恒河猴，采取外直肌整体切除的方法建立眼肌麻痹的模型；建模后第一个

月自然恢复，第二个月开始进行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运用红外眼动仪检测 TENS 治疗前（自然恢

复期）、后（TENS 治疗期）实验动物眼球运动参数，评估 TENS 对恒河猴眼肌麻痹的治疗效果。 

结果 （1）成功制备了眼肌麻痹的恒河猴模型；（2）TENS 治疗前后，两只恒河猴双眼眼球轨

迹、双眼运动的幅度差、峰速度差与时间差等基本参数均有显著变化。 

结论 经皮神经电刺激可改善眼肌麻痹恒河猴眼球运动的扫视幅度、速度和时间等参数，促进眼球

运动功能恢复，提示 TENS 可能通过促进损伤神经和肌肉的再生与修复发挥作用。 

 
 

PU-316 

缺血性脑卒中猕猴是否表现抑郁的探讨性研究 

 
熊坤,尹勇 

鄂州市中心医院,湖北省,鄂州市 

 

目的  通过制备缺血性脑卒中猕猴模型，观察实验猕猴是否表现出抑郁症状，开展卒中后抑郁

（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早诊断、早预防、早治疗及发病机制研究等提供依据。 

方法 随机挑选年龄 7-9 岁、体重 7-9kg 的 6 只成年正常雄性猕猴，4 只猕猴采用血管介入法制备大

脑中动脉缺血(MCAO)模型作为实验组，应用头颅 CT 确认造模成功，2 只未进行任何手术猕猴作

为对照组；使用 SPECT 检测实验组猕猴术后局部脑血流量变化，应用任务定向神经评定量表、猕

猴栓塞后神经评价量表、标准神经评定量表和卒中临床等级评定量表分别评定实验组猕猴术后的神

经功能，观察实验组猕猴术后神经功能恢复至稳定，再比较实验组猕猴术后体重变化；采用聚焦录

像的方式观察记录猕猴的行为；对猕猴进行糖水试验，测定快感缺乏度；评价实验猕猴是否表现出

卒中后抑郁。 

结果 1.四只猕猴均造模成功，其中右侧 MCAO2 只，左侧 MCAO2 只，一只左侧 MCAO 猕猴因血

管变异，大面积脑梗塞，术后第二天死亡。 

2.实验组猕猴与对照组相比，在术后半年进行情绪行为记录，实验组猕猴没有出现抑郁症特有的情

绪低落，具体表现为蜷缩行为的次数（P＞0.05）和持续时间（P＞0.05）没有发生显著的升高。 

3.实验组猕猴与对照组相比，在术后半年进行兴趣行为记录，实验组猕猴部分兴趣行为发生显著减

少，表现为环境探索行为的次数（P＜0.05）和持续时间（P＜0.05）明显缩短。 

4.实验组猕猴与对照组相比，在术后半年进行活动量测定，实验组猕猴白天活动性没有出现显著改

变（P＞0.05），但夜晚活动性却出现显著的降低（P＜0.05）。 

5.实验组猕猴与对照组相比，在术后半年开展糖水实验，实验组猕猴对糖水的偏爱百分比没有出现

显著改变（P＞0.05），并没有表现出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快感缺失。 

结论 1.成功制备大脑中动脉闭塞的缺血性脑卒中猕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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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组猕猴在造模后半年，除表现有环境探索行为减少，并没有出现抑郁症特有的情绪低落，活

动性降低和快感缺失等抑郁样行为；因此，实验猕猴在单笼饲养条件下，并不会出现卒中病人在社

群生活状态下可能表现的卒中后抑郁症状。 

 
 

PU-317 

自闭症儿童感觉统合训练个案研究 

 
应依绿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目的 通过训练，得出感觉统合训练疗法能明显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症状，提高大脑的感觉统合能力

和儿童的生活质量 

方法 本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 

结果 个案训练前后改变明显，，感觉统合训练疗法对自闭症儿童有较好的疗效，能改善患者的感

知觉能力、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 

结论 单纯对自闭症儿童的言语交际行为进行训练是无法取得有效效果的，只有全面地对自闭症儿

童进行干预训练，特别是对他们非言语交际行为、共同注意能力、社会情感沟通能力及象征性游戏

的训练，将有助于自闭症儿童获得更好的康复 

 
 
 

PU-318 

生酮饮食治疗促进脊髓损伤大鼠运动和神经功能恢复的机制研究 

 
卢瑶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生酮饮食（KD）是一种含高脂肪、极低碳水化合物和适度蛋白质的饮食。近期研究发现，生

酮饮食治疗可改善颈髓损伤大鼠前肢的运动功能，增加颈髓损伤部位的灰质保留，具有神经保护作

用。炎症和氧化应激是脊髓损伤（SCI）后两个关键的病理机制。生酮饮食及其代谢物 β-羟基丁酸

（βOHB）在脊髓损伤或健康大鼠中表现出抗炎和抗氧化应激的特性，但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本研

究的目的：进一步验证生酮饮食对脊髓损伤大鼠运动功能的促进作用以及生酮饮食在脊髓损伤大鼠

中的抗炎和抗氧化应激作用；探究生酮饮食发挥抗炎抗氧化应激效应的机制。 

方法 SPF 级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 54 只（8 周左右，320-360g），随机分为未损伤组

（control 组）、脊髓损伤+标准饮食组（SCI+SD）和脊髓损伤+生酮饮食组（SCI+KD）。术前和

术后 1 天、3 天、1 周、2 周、3 周、4 周分别检测血酮、血糖和体重。术前和术后 1 周、2 周、3

周、4 周分别进行“圆筒攀爬测试”和“改良的蒙托亚阶梯测试”，评估功能恢复情况。术后 4 周取血，

进行 SOD 和 MPO 活性测试，评估血浆的氧化应激和炎症状态，并通过 ELISA 试验测量促炎细胞

因子 TNF-α、IL-1β 和 IFN-γ 水平。术后 4 周取脊髓组织，通过 RT-q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TNF-α、IL-1β 和 IFN-γmRNA和蛋白水平；Western blotting 检测 NF-κB 通路相关蛋白水平。 

结果 生酮饮食引起脊髓损伤大鼠血酮水平升高，血糖水平降低，但对大鼠体重无显著影响；生酮

饮食喂养增加了脊髓损伤大鼠受累前肢的自发性使用，促进脊髓损伤大鼠前肢的伸展和抓握技能更

好地恢复；生酮饮食提高了脊髓损伤大鼠血浆 SOD 的活力，即抗氧化应激的能力；生酮饮食可减

少或抑制脊髓损伤大鼠血浆中的中性粒细胞活化，从而抑制炎症反应；生酮饮食抑制了脊髓损伤大

鼠血浆中促炎细胞因子 TNF-α、IL-1β 和 IFN-γ 的升高；生酮饮食导致脊髓损伤大鼠的脊髓组织中

p-IκB 和 p-NF-κB 蛋白水平降低，TNF-α，IL-1β 和 IFN-γ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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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脊髓损伤后，生酮饮食通过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及其下游促炎基因 TNF-α，IL-1β，IFN-γ 的

激活，抑制脊髓损伤引起的炎症和氧化应激。生酮饮食的这种抗炎和抗氧化应激效应，共同促进了

脊髓损伤大鼠运动功能的恢复。 

 
 

PU-319 

有氧运动对肝原位移植瘤切除术后小鼠免疫功能及肺转移的影响 

 
李柏,张展,方凡夫,赵彤,陈泉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探讨有氧运动对肝原位移植瘤切除术后小鼠一般状态、免疫功能和肺转移的影响。 

方法 构建小鼠肝原位移植瘤切除术及有氧运动模型，分为正常对照组、单纯手术组、术前运动

组、术后运动组、全程运动组 5 组；分别观察各组小鼠自发活动度、肝肾功能、脏器指数、死亡

率、肺转移发生率等，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及脾脏淋巴细胞 CD4+/CD8+比例和脾脏淋巴细胞增

殖能力，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相关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1.肝原位癌切除术后小鼠自发活动路程明显较正常对照组减少（ 828.28±232.68cm 

vs 1434.02±296.20cm ， P<0.05 ） ； 术 后 运 动 组 （ 1064.12±124.47cm ） 与 全 程 运 动 组

（1400.83±97.71cm）小鼠自发活动总路程较单纯手术组显著增加（P<0.01）。 

2.各手术组 ALT、AST 均较正常对照组升高（P<0.01），但各运动组均低于单纯手术组

（P<0.01）。 

3.单纯手术组、术前运动组、术后运动组、全程运动组小鼠死亡率分别为 5/10、2/10、3/10、

2/10，肺转移发生率分别为 5/5、3/8、3/7、1/8，各运动组小鼠术后死亡率和肺转移率均低于单纯

手术组（P<0.05）。 

4.单纯手术组小鼠脾脏指数高于正常对照组（7.83±1.95 mg/g vs 4.40±0.37mg/g，P<0.01）；术后

运动组（5.75±1.24 mg/g）、全程运动组（6.10±1.59 mg/g）低于单纯手术组（P<0.01）。 

5.单纯手术组小鼠外周血 CD4+/CD8+比值低于正常对照组（0.92±0.21 vs 1.29±0.26，P<0.05）；

术前运动组（0.95±0.19）、术后运动组（1.19±0.10）与全程运动组（1.41±0.20）高于单纯手术

组（P<0.05）。 

6.单纯手术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 Beclin1、LC3-Ⅱ、Bcl-2 表达较正常对照组降低（P<0.05），运

动组高于单纯手术组（P<0.05）；术后运动组小鼠抗凋亡蛋白  Bcl-xL 高于单纯手术组

（P<0.05）；各运动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 Caspase-3 及 Cleaved Caspase-3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P<0.05）。 

结论 有氧运动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肝癌术后小鼠一般状态和免疫功能，降低肺转移率，其中以全

程运动效果最为显著；有氧运动促进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增殖的机制可能与促进脾脏淋巴细胞自噬、

抑制脾脏淋巴细胞凋亡有关。 

  
 

PU-320 

运动疗法在脑血管疾病康复中的应用分析 

 
汤光亮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运动疗法在脑血管疾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脑血管疾病患者 60 例，采用简单随机化方法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脑血管疾病常规治疗，并于康复期进行常规康复

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运动疗法，比较两组治疗 3 个月后肢体运动功能（FMA）评分和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分。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37 

结果 观察组治疗 3 个月后上肢和下肢 FMA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 3 个月后

ADL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运动疗法在脑血管疾病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理想，能够有效促进患者肢体功能恢复，提高

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值得推广应用。 

 
 

PU-321 

中药敷脐配合盆底肌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尿失禁的影响 

 
张晓星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中药敷脐配合盆底肌训练对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膀胱功能影响，以减轻患者痛苦，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将 156 例脑卒中尿失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78 例，对照组使用常规盆底肌训练，试验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将中药麻黄、肉桂、益智仁以 2:1:1 的比例配比研细末，纱布密封，夜间以肚脐为

中心佩戴敷脐。疗程均为三周。应用排尿日记的频率－尿量图表，记录患者日排尿频次及单次排尿

量。 

结果 治疗前日排尿频次和单次最大排尿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日排

尿频次明显低于治疗前，单次最大排尿量明显多于治疗前，试验组日排尿频次明显低于对照组，单

次最大排尿量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中药敷脐配合盆底肌训练对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膀胱功能改善效果优于常规盆底肌训练。 

 
 

PU-322 

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生活质量及后期康复的现状调查 

 
马帅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了解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生活质量的现状，为后期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及康复奠定基础。 

方法 收集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受化疗的肿瘤患者，采用一

般资料调查表和生活质量评估量表 SF-36 对化疗期的肿瘤患者进行调查，采用 SPSS17.0 分析数

据。 

结果 共有 88 位肿瘤患者参与了此调查，结果显示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后期康复效果明显低于正

常人。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生理功能(PF)主要受婚姻状况、KPS 得分、诊断距今时间的影

响；躯体疼痛(BP) 主要受婚姻状况、诊断距今时间、已完成疗程数的影响；总体健康(GH) 主要受

婚姻状况和病史的影响；社会职能(SF) 主要受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病史的影响；精神健康(MH) 

主要受婚姻状况、分期和病史的影响。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婚姻状况、病史、诊断距今时间

为影响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生活质量及后期康复的因素。 

结论  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生活质量及后期康复效果较差，医务人员应重点关注单身（未婚和丧

偶）、有慢性病病史、病程较长的患者，采取恰当的措施来提高其生活质量及康复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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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3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情绪、睡眠障碍及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李阳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情绪、睡眠障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2018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情绪、睡眠障碍及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有影响的患者 4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常规药物治疗）和实

验组（经颅磁刺激治疗仪技术），各 20 例.对照组男 10 例，女 10 例，年龄 20~60 岁，病程 6 个

月~3 年。实验组男 10 例，女 10 例，年龄 21 岁~60 岁，病程 4 个月~3 年。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

治疗，镇静催眠药物随机选用阿普唑仑片，每晚口服一次，剂量 0.4mg;佐匹克隆，每晚口服 1

次，剂量 7.5mg,奥沙西泮片，每晚口服 1 次，剂量 15mg.患者连续用药 10 天。实验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应用经颅磁刺激治疗仪。刺激部位选择患者的顶叶，频率为 21Hz,刺激时间控制在 20min/

次，1 次/d,患者连续治疗 10 天。观察疗效，比较抑郁情绪、睡眠障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

定。 

结果 重复经颅磁刺激脑卒中后实验组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睡眠障碍有着更好的改善，其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可显著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睡眠障碍，有效提高其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 

 
 

PU-324 

虫草素对脑卒中后抑郁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 

 
张展,李同明,王傅喆,赵彤,陈泉,李柏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探讨虫草素对脑卒中后抑郁（PSD）模型大鼠的治疗效用及机制 

方法 体内实验：构建 PSD 大鼠模型，并与假手术组（Sham）分别以生理盐水、虫草素、氟西汀

干预，观察抗 PSD 作用，检测大鼠脑损伤情况与海马体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表达

情况。体外：分离正常大鼠海马体原代神经细胞，分别以生理盐水、脂多糖、虫草素干预，检测神

经生长因子（NGF）的表达。 

结果 1.在蔗糖偏好实验中，PSD 组大鼠摄糖量较 Sham 组减少（P<0.05）；Sham+虫草素组和

Sham+氟西汀组摄糖量均高于 Sham 组（P<0.05）；PSD +虫草素组与 PSD+氟西汀组摄糖量亦

高于 PSD 组（P<0.05），但 PSD +虫草素与 PSD+氟西汀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在强迫游泳测试中，PSD 组大鼠不动时间长于 Sham 组（P<0.05）；Sham+虫草素组与 Sham+

氟西汀组不动时间低于 Sham 组（P<0.05）；PSD+虫草素组与 PSD+氟西汀组不动时间亦低于

PSD 组（P<0.05），而虫草素与氟西汀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在旷场实验中，PSD 组大鼠中心活动时间较 Sham 组减低（P<0.05）；Sham+虫草素组与

Sham+氟西汀组中心活动时间长于 Sham 组（P<0.05）；PSD+虫草素组与 PSD+氟西汀组中心活

动时间亦长于 PSD 组（P<0.05）。 

4.PSD 组脑组织梗死面积较 Sham 组大（P<0.05）；PSD+虫草素组脑梗死面积较 PSD 组小

（P<0.05）。 

5.脂多糖可显著抑制海马体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表达，而虫草素与氟西汀可显著提高

BDNF 表达（P<0.05），两药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脂多糖、虫草素与氟西汀均对神经生长因子

（NGF）表达无明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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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ham 组与 PSD 组 BDNF 表达均低于正常 SD 大鼠（P<0.05）；Sham+虫草素组与 Sham+氟西

汀组 BDNF 表达高于 Sham 组（P<0.05）；三组之间 NGF 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SD+虫草素

组与 PSD+氟西汀组 BDNF表达高于 PSD 组（P<0.05）。 

结论 虫草素可能是通过改善脑卒中抑郁大鼠的缺血性脑损伤并上调其海马体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表达，达到改善脑卒中抑郁大鼠的抑郁症状。 

 
 

PU-325 

膜片钳技术在直流电刺激原代培养的大鼠海马神经元的初步应用 

 
赵波

1
,唐佩

2
,陈卓铭

1
,欧阳辉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 

2.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组织胚胎系 

 

目的 探讨正负极直流电刺激对海马神经细胞微小兴奋性突触后电流（mEPSC）的影响。 

方法 海马神经元原代培养至第 6 天，采用 0.2mA/cm2 直流电正极、负极或无直流电刺激神经细

胞，每天一次，一次 8min，共 5 天。神经细胞成长至第 10 天，利用膜片钳全细胞模式技术记录神

经细胞 mEPSC 的情况。 

结果 正极直流电刺激神经细胞，mEPSC 的振幅和频率增加，负极直流电刺激神经细胞，mEPSC

的振幅增加，而频率无明显改变。 

结论 正负极微弱直流电刺激对神经元 mEPSC 的改变具有差异。 

 
 

PU-326 

基于特定任务的视频模仿训练对偏瘫上肢功能的影响 

 
郭菲斐,李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本研究将具体的任务和视频模仿相结合行康复训练，对卒中后患者进行干预，确定基于特定

任务的视频模仿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我院康复科治疗并筛选出符合纳入要求的 36 名脑卒中恢

复期患者（发病后平均持续时间 2.5 个月），其中接受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 18 例作为对照组，接

受基于特定任务的视频模仿训练的患者 18 例作为实验组。在治疗师的监督下，实验组观看任务录

像并模仿练习视频中的任务和动作，对照组进行等长时间（每次 30min）的常规康复训练—共 80

次（每天 2 次，每周 10 次）。分别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4 周、6 周的 FMA-UE、FMA-

UA、FMA-WH 评分和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分。 

结果  三次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FMA-WH、MBI 评分在组内、组间差异显著 

(p<0.05)，同时间点的组间比较时，实验组 FMA-WH、MBI 评分的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FMA-

UE、FMA-UA 评分在三次不同时间重复测量分析时发现组内比较差异显著（p<0.05)，但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把两组患者三次重复测量的 FMA-UE、FMA-SE 评分进行拟直线化处

理后，实验组直线的斜率大于对照组斜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特定任务的视频模仿训练提高了康复治疗的效率，对脑卒中后手腕运动障碍的恢复和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改善较常规康复训练更有优势；脑卒中病人早期的介入改治疗可能使患者上肢运

动能力得到更快的恢复，证实了基于特定任务的视频模训练可以作为中风康复的辅助手段。该方案

操作简单，病人依从性良好，适用于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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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7 

踝关节的角度对下肢蹬踏等速肌力测试影响的研究 

 
杜东,范建中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研究不同踝关节的角度对下肢蹬踏等速肌力测试影响，并探讨蹬踏力量最大时的踝关节最佳

角度。 

方法 选取健康男性 12 名，采用德国 IsoMed2000 等速肌力训练系统，选择蹬踏模式，设定速度为

20mm/s，观察 5 组不同踝关节角度下（背屈 5°，中立位，跖屈 5°，跖屈 10°，跖屈 15°）受试者

的蹬踏做功，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t 检验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不同踝关节角度下的蹬踏做功存在显著差异（P<0.01），踝关节在背屈 5°时蹬踏力量做功

最大； 

2.组间的两两比较，背屈 5°与其他四组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中立位与跖屈 5° 、跖屈

10°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不同踝关节角度时，下肢蹬踏运动做功不同，在训练下肢蹬踏力量时需选取适当的踝关节角

度。 

 
 

PU-328 

普及康复意识的影响 

 
保甜瑞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康复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 

方法 康复是指综合地、协调地应用医学的、教育的、社会的、职业的各种方法，使病、伤、残者

（包括先天性残）已经丧失的功能尽快地、能尽最大可能地得到恢复和重建，使他们在体格上、精

神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能力得到尽可能的恢复，使他们重新走向生活，重新走向工作，重新走向

社会。 

结果 普及人们康复意识、则意义深远长久。但多数人了解康复则能很好的鉴别出临床与康复的区

别。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能更快的选择到合适的有效治疗。则不会麻木求医、耽误了家属或孩子

的病情。但多数了解了康复，则可早期的进入到康复中，做到早起干预、早起预防、早起治疗。这

体现了康复的基本原则，循序渐进可大大减少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社会的负担和国家的负担。众所

周知，国家对残疾人的政策放主要地位。为减少残疾人数和让残疾人过上美好生活，我国都采取了

多种措施。人们都意识到康复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康复水平也会更加的完善，从而残疾人数也会相

对的减少。 

结论 因此我们应开展更多的专业知识教育，大量的培训操作全面的宣教，开阔大家的眼界 正确的

认识康复是什么，康复的重要性。从而，积极的配合 有更好的依从性去进行康复治疗。调整好更

自信的态度去坦然面对自己的病程，然而得到更好的康复疗效。这不仅对患者来说 对医务工作者

者也是所期望的最佳状态，让我们的医患关系更加和谐，使整个社会都有了新气象，更有利于人们

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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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 

督脉电针对急性脊髓损伤大鼠脊髓损伤区 NR2B 表达的影响 

 
陈温慈

1
,蒋松鹤

2,3
,计静

1
 

1.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科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3.温州医科大学中美针灸康复研究所整合优化医学研究中心 

 

目的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是一种由于外界因素导致的永久性或暂时性损害机体感觉和

运动功能的破坏性疾病，主要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损伤两种。电针作为我国传统康复医学中最具国

际影响力的治疗手段，对急性和慢性 SCI 的恢复均有促进作用。N-甲基-D-天门冬氨酸受体

( NMDARs)是谷氨酸( Glu)离子型受体的一种，在突触传递和突触可塑性等重要中枢神经功能的调

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主要观察督脉电针(EA)“大椎”穴、“命门”穴对急性 SCI 大鼠脊髓损

伤区 NMDARs 亚基 NR2B 表达的影响，旨在探讨督脉电针治疗促进急性 SCI 脊髓前角神经修复的

潜在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 MASCIS Impactor 脊髓打击器构建急性 SCI 模型，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96 只雄性

Sprague-Dawley (SD)大鼠平均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电针组以及甲基强的松龙(MP)组，每组

24 只：(1) 假手术组：行 T10 椎板切除术，但不进行任何打击和治疗。(2) 模型组：造模成功后，

不进行任何治疗。(3) 电针组：于造模成功后 0.5 h、12 h、24 h 进行电针治疗。(4) MP 组：造模

成功后，于 15 min 内经尾静脉给予 30 mg/kg MP 冲击治疗，45 min 后予以 5.4 mg/kg/h MP 维持

23 h，共 24h。用 BBB 行为学评分观察 SD 大鼠在造模前及造模后 6 h、24 h、48 h 运动功能的变

化；用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脊髓损伤区组织病理学改变，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NR2B mRNA

的表达水平，用免疫印迹法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NR2B 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脊髓损伤区病理学改变明显增加，NR2B 阳性神经元细胞数显著增加

(P<0.001)，并且 NR2B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均 P<0.05)。与模型组相比，电针组和

MP 组不仅病理学改变明显减轻，并且 NR2B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亦显著降低(均 P<0.01)。电针

组与 MP 组之间比较，脊髓损伤区 NR2B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无显著差异(均 P>0.05)。 

结论 督脉电针“大椎”穴、“命门”穴可能通过抑制脊髓损伤区 NR2B 的表达，从而促进脊髓前角损伤

神经的修复。 

 
 

PU-330 

CTBS 刺激对急性缺血性脑卒小鼠的治疗效应及机制研究 

 
李梦妮

1
,冯一苇

2
,吴程

1
,徐光青

2
,兰月

1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脑卒中是世界上最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和主要死亡原因，可以导致患者长期的运动和认知功能

缺损症状，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是由心

脏栓塞，动脉 - 动脉栓塞和原位小血管疾病引起的。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行动脉血栓切除术或静

脉应用溶栓剂阿替普酶（rtPA）0.9 mg / kg 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功能独立状态。然而，由于治疗时间

窗短，大部分急性期患者会错过最佳治疗机会。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 CTBS 刺激对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的治疗效果及其调控机制。 

方法  12 只雄性 C57BL/6J 小鼠（8-12w）随机等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光化学模型方法制作

脑梗死模型，造模成功后 24 小时内对小鼠进行 CTBS 刺激，实验组进行 CTBS 真性刺激，对照组

进行 CTBS 假性刺激，连续刺激 7 天，每天 1 次。刺激结束后取材切片行尼氏染色观察脑梗死灶的

大小，免疫荧光染色观察炎症活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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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组在治疗第 7 天脑梗死体积明显较对照组减少（t=3.341, P<0.01）；免疫荧光染色显示

实验组相比对照组脑梗死灶周围 M1 型小胶质细胞明显减少，M2 型小胶质细胞明显增多，小胶质

细胞总数量减少。进一步双光子研究还发现 CTBS 刺激对微血管有扩张作用（ t=7.003, 

P<0.0001），而高血压模型阻断血管效应后，CTBS 刺激对血管的扩张作用消失，小胶质细胞的

M2 型极化也消失。 

结论 CTBS 可以通过扩张小血管，抑制脑梗死灶周围的炎症反应，从而减小脑梗死体积，改善急性

期脑梗死动物模型的预后。 

 
 

PU-331 

强制性运动通过增强脑卒中大鼠患侧皮质脊髓束的重塑 

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 

 
胡健,李策,华艳,张备,高蓓瑶,刘培乐,孙莉敏,陆蓉蓉,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强制性运动疗法广泛应用于脑卒中后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通过限制健侧肢体的使用，强制

性使用患侧肢体。但是，强制性运动疗法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弥散张量成像（DTI)是可以显示白

质纤维微结构的神经影像技术，JNK 信号通路与缺血再灌注导致的细胞凋亡和炎症反应有关。本研

究的目的是通过弥散张量成像技术观察强制性运动对脑卒中后皮质脊髓束重塑的影响，并通过免疫

印迹法测定 JNK/P-JNK 含量，探索强制性运动可能的分子作用机制。 

方法 18 只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随机分成强制性运动组，对照组和假手术组，每组 6 只。

分别于造模后第 3，10，17 天进行 catwalk 行为学测试；分别于造模后 1，7，21 天观察弥散张量

成像 FA、ADC 值的变化；于造模后第 22 天取材，western bolt 测定 JNK/P-JNK 含量。 

结果 Catwalk 结果显示，强制性运动组患侧前肢的平均强度、接触面积、足印长度、步行周期改善

程度较对照组明显（p<0.05)。 

造模后 1 天，对照组和强制性运动组患侧皮质脊髓束内囊处的 FA 值明显低于假手术组（p<0.05)，

而 ADC 值高于假手术组。造模后 21 天，强制性运动组患侧皮质脊髓束内囊处的 FA 值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与假手术组无差异；而 ADC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与假手术组无差异；

同时对照组 FA 值仍然明显低于假手术组（p<0.05)。 

对照组的 PNK/P-JNK 值明显高于强制性运动组和假手术组（p<0.05)，强制性运动组与假手术组无

差异。 

结论 强制性运动通过增强患侧皮质脊髓束的重塑促进脑缺血大鼠运动功能的恢复，同时抑制了

JNK 的磷酸化。 

 
 

PU-332 

0～3 岁婴幼儿语言发育筛查量表 288 例结果分析 

 
丁重阳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婴幼儿早期语言发育是儿童神经心理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因素和养育方式三个方面筛

选出与婴幼儿早期组成部分，是儿童认识社会、发展社交能力的重要工具。语言发育迟缓和语育障

碍会影响儿童与社会的交流能力。为促进婴幼儿语言发育迟缓发展, 对发育正常儿开展早期智能开

发, 对发育迟缓儿应早期发现、早期干预。了解云南省 0～3 岁婴幼儿语言发育迟缓的状况 

方法 于 2013 年 5 月～2016 年 4 月期间到个旧市，楚雄州和弥勒县妇幼保健院和昆明市儿童医院

儿童保健门诊的 288 例 0～3 岁儿童进行了婴幼儿语言发育筛查量表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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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说明云南婴幼儿语言发育状况不容乐观。 

结论 说明云南婴幼儿语言发育状况不容乐观。应该引起广大儿科学医务工作者及家长们足够认

识．以促进婴幼儿语青正常发展。 

 
 

PU-333 

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联合有氧训练对大鼠膝骨关节炎 

软骨基质的影响 

 
汪丽

1
,王剑雄

1
,张驰

1
,谢羽婕

1
,李军

1,2
,彭峥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2.泸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对膝骨关节炎模型大鼠进行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联合有氧训练，测定关节软骨基质中聚集蛋

白聚糖和Ⅱ型胶原的表达情况，明确有氧训练是否可促进玻璃酸钠对软骨基质Ⅱ型胶原和聚集蛋白

聚糖的合成。 

方法 选取 40 只 8 周龄 SD 雄性大鼠，随机数字法分成 A组、B 组、C 组、D 组，每组 10 只。A组

大鼠仅笼内饲养；B、C、D 组采用木瓜蛋白酶诱导 KOA 模型。造模成功后，A、B 组仅笼内饲

养。C 组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 0.02ml/次，每周 1 次，连续 4 周；D 组：玻璃酸钠注射后次日开

始进行有氧训练，连续 4 周。干预结束后处死所有大鼠，对大鼠软骨结构、HE 染色光镜情况及免

疫组化聚集蛋白聚糖和Ⅱ型胶原的表达情况进行观察。对软骨结构及 SH 染色情况进行改良

Mankin's 评分方法，免疫组化表达情况用平均光密度值表示。采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学分析，

对所统计结果两两比较进行秩和检验。免疫组化表达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各组膝关节软骨及 HE 染色单项比较：按改良 Mankin's 评分方法，与 B 组相比，C 组及 D 组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 C 组相比，D 组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玻璃酸钠治疗

及联合有氧训练均能改善膝关节结构，修复软骨；以上两项总分比较显示，与 B 组相比，C 组及 D

组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C 组相比，D 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玻璃酸钠

联合有氧训练比单纯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对关节软骨修复作用更佳。3.免疫组化检测结果：B 组

Aggrecan 和Ⅱ型胶原呈弱阳性表达，A 组、C 组及 D 组表达明显。与 B 组相比，C 组及 D 组表达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 D 组较 C 组表达也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有氧训练可

以促进玻璃酸钠对软骨基质Ⅱ型胶原和聚集蛋白聚糖的合成。 

结论 有氧训练可以促进玻璃酸钠对软骨基质Ⅱ型胶原和聚集蛋白聚糖的合成。 

 
 

PU-334 

兔一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对双侧股四头肌肌肉萎缩的影响 

 
谢羽婕,王剑雄,张驰,汪丽,唐海燕,黄茂茂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目的 观察兔一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后对同侧及对侧股四头肌肌肉萎缩的影响，为前交叉韧带

损伤后股四头肌萎缩的康复治疗提供一定的临床参考。 

方法 取 10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选取左右一侧膝关节作为手术组，经膝关节内侧部分切断前交叉

韧带，术后不固定伤肢，对侧为非手术组。另取 3 只实验兔为空白对照组。通过配对 t 检验及独立

样本 t 检验比较术后 4 周时各组股四头肌重量，观察兔一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后对同侧及对侧

股四头肌肌肉萎缩的影响。 

结果 10 只兔平均体重 3.68Kg，其中 4 只右侧为手术组，6 只左侧为手术组。术后 4 周时，手术组

股四头肌总重量较非手术组显著降低（51.9211.37g vs 57.8511.48g, P<0.001），其中股内侧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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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直肌及股外侧肌重量均较非手术侧显著降低（P<0.001），而股中间肌较非手术侧也降低，但差

异不具统计学差异（9.462.38g vs 10.332.31g, P=0.066）。股四头肌 4 块肌肉中重量下降百分百

从大到小依次为股内侧肌（18.52%）＞股直肌（10.54%）＞股外侧肌（9.95%）＞股中间肌

（9.23%），提示一侧前交叉韧带损伤后同侧股四头肌不同程度肌肉萎缩。空白对照组左右两侧股

四头肌总重量及各肌肉间重量无显著差异，取双侧平均值为正常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手术

组股四头肌总重量明显降低（51.9211.37g vs 62.752.18g, P=0.02），其中仅股内侧肌及股外侧肌

重量显著降低；而非手术组尽管股四头肌总重量及各肌肉重量较正常对照组都降低，但差异均不具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兔一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后将导致同侧股四头肌不同程度肌肉萎缩，以股内侧肌最为明

显，其次为股直肌、股外侧肌；而可能导致对侧股四头肌萎缩，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PU-335 

促红细胞生成素联合亚低温治疗新生儿中重度缺氧缺血性  

脑病的疗效观察 

 
马德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析促红细胞生成素联合亚低温治疗对新生儿中重度缺氧缺血性脑病（HIE）的疗效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42 例 HIE 患儿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法的不同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1 例，对照组予以亚低温治疗，观察组联合应用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

比较两组临床症状恢复时间，神经损伤指标水平及新生儿神经行为（NBNA）评分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意识障碍、肌张力及原始反射的恢复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两

组血清 NSE、S-100B 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NBNA 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上述指标改

善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应用促红细胞生成素联合亚低温治疗 HIE，可缩短患儿临床症状的恢复时间，减轻其脑损伤

程度，有效改善神经细胞及神经功能的恢复。 

  
 

PU-336 

运动康复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效果的研究 

 
陈蕊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近年来，慢性心衰的治疗概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改善临床症状的同时注重运动耐力和生

活质量的提高。心脏康复已成为心衰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运动康复则是其基石。本研究旨在研

究运动康复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 60 例在我院就诊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运动康复治疗组各 30 例，对

照组选取单纯药物治疗；运动康复治疗组是在药物治疗下，根据运动心肺功能试验的数据，运动强

度采取 70％无氧阈的间歇性运动，运动形式为踩踏恒定功率的自行车，0 功率热身 3-5 分钟，总的

运动时间为 20-30 分钟/天，患者可在 0.5-1.5h 内完成，每周 5 次，共 8 周。 在患者入选时和运动

康复 2 个月后进行心功能、心脏彩超、6 分钟步行试验、生活质量评分的对比；观察心肺运动试验

指标中储备心率、最大心率、最大摄氧量、无氧阈、最大运动负荷和运动时间的差异。 

结果 患者治疗 8 周后，对照组运动时间、无氧阈、最大摄氧量、最大运动负荷均有改善，差异无

显著性(P>O.05)。运动康复治疗组患者按 70％无氧阈运动强度治疗 8 周后，患者的运动时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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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摄氧量、最大运动负荷及无氧阈分别增加 33.3％、15.1％、12.7％、4.90％(P<0.05)。运动康复

治疗组运动时间、最大摄氧量、最大运动负荷及无氧阈改变显著超过对照组。 

结论 心肺运动试验可准确反映受试者的最大运动能力，在运动负荷下受试者反映出的模式特征以

及连续监测的众多指标，能检测出静息时所不能发现的器官功能状态及身体工作能力，能更精确和

客观的评价个体的心肺功能，并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运动处方；慢性心衰患者的有氧运动可以提高

运动耐力、运动持续时间、最大摄氧量、无氧阈等心肺功能的指标，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维持

疾病稳定，增加药物治疗依从性，控制症状，使患者具有更佳的体力和心理感受，最终改善患者生

存质量和预后。 

  
 

PU-337 

振动对脊髓运动神经元兴奋性影响的研究 

 
杜梅,吴东 

临沂市人民医院,山东省,临沂市 

 

目的 通过脑卒中和脊髓损伤（SCI）后上运动神经元综合症（UMNs）患者下肢施加 60Hz 振动刺

激的电生理分析，探讨振动对 UMNs 脊髓运动神经元兴奋性的影响。 

方法  分别选取脑卒中、SCI患者各 10 名。在振动前行胫神经 F 波、M 波检测，振动刺激后立即行

胫神经 F波检测，计算 F 波的平均波幅和 F/Mmax。受试者于仰卧位接受振动刺激，刺激部位为外

踝上方，振动频率为 60Hz，振动时间为 10min。分析上运动神经元综合症患者 60Hz 振动前与振

动后即刻、5min、10min 脊髓运动神经元兴奋性差异。 

结果 脑卒中与 SCI 患者给予 60Hz 振动刺激后 F 波平均振幅显著低于振动前，通过多重比较，振

动前与振动后即刻、振动后 5min、振动后 10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振动后即刻、

振动后 5min、振动后 10min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脑卒中与 SCI患者给予 60Hz 振

动刺激前后 F/Mmax，通过多重比较，振动前与振动后即刻、振动后 5min、振动后 10min，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振动后即刻、振动后 5min、振动后 10min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60Hz 振动能够降低 UMNs 脊髓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 

 
 

PU-338 

功能性踝关节不稳者动态姿势稳定性的特征研究 

 
朱晓田 

西安体育学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姿势的稳定性对于维持踝关节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功能性踝关节不稳（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FAI）可能对动态姿势稳定性产生影响，许多研究都使用不同的测试方法测试踝关节的动

态姿势稳定性特征，选取的指标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本研究运用星形偏移平衡测试测量受试者

单足站立时八个不同方向上的动态姿势稳定性，比较正常人与 FAI 者的健侧足、患侧足在各方向上

的差异性，FAI 者健侧足与患侧足的差异性，进一步揭示 FAI 者姿势控制的特征，为今后 FAI 的康

复及预防提供一定的参考。 

方法 运用星形偏移平衡测试对受试者进行测试，受试者共 24 人，分为 FAI 者 12 人，正常者 12

人。FAI 组分别以患侧足和健侧足支撑，测量另一侧足向前、后、左、右、左前、左后、右前、右

后八个方向尽力伸足所能达到的最远距离，重复 3 次，对照组做与 FAI组相同的测试。统计 FAI组

与对照组组间差异，FAI组内健、患侧差异。 

结果 当患侧足支撑时，FAI组在前、后、右、左前、右前、右后六个方向稳定性明显弱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当健侧足支撑时，在前、后、左、左前、左后五个方向明显弱于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46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AI 组组内健侧和患侧足分别支撑时前、后、左、右、

左前、左后、右前、右后八个方向均弱于对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FAI者与正常人相比，健侧足在前、后、左、左前、左后五个方向的动态姿势稳定性均弱于正

常人，患侧足在前、后、右、左前、右前、右后六个方向明显弱于正常人。FAI 者患侧足的动态姿

势稳定性在所有方向上均弱于健侧足。 

 
 

PU-339 

针刺治疗前后偏瘫踝背伸无力患者表面肌电变化特征研究 

 
徐子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通过观察针刺治疗前后下肢相关肌群表面肌电的变化情况，验证针刺治疗对于偏瘫患者踝背

伸无力改善的即刻效果，证实针刺治疗的有效性。以表面肌电图为评估的客观指标,通过观察针灸

治疗对于改善偏瘫踝背伸无力患者踝背伸功能的疗效，为临床提供一个确实可行的、有效的综合康

复疗法，以减少患者后遗症,充分发挥残余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选取偏瘫踝背伸无力患者 30 名（16 名患者为脑梗死患者，14 名患者为脑出血患者），在患

者心情放松的状态下，进行一次针灸治疗。采用表面肌电检测，记录针刺前、针刺 30min 后、取针

后 15min 双侧下肢胫骨前肌、腓骨长短肌表面肌电信号平均肌电值（AEMG）及均方根值

（RMS）。具体操作如下：1）患者仰卧位下保持患足被动位于中立位，针刺足三里、阳陵泉、丰

隆、丘墟四穴，针刺得气后，使用电针仪连接足三里、阳陵泉一组，丰隆、丘墟一组，调节电针剂

量，以引起明显踝背伸动作为度。2）患者 sEMG 采集体位：仰卧位下，膝关节屈曲 60°，踝关节

保持中立位，测试前给予 5 次全范围膝踝关节屈伸运动感觉到下肢完全放松，进而取下肢相关肌群

肌电信号。3）表面肌电信号检测：在上述体位下测定下肢相关肌群表面电极的肌电信号。 

结果 （1）小腿胫前肌、腓骨长短肌在针刺治疗 30min 后、取针后 15min 的 AEMG 值与治疗前对

比，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0. 05)，针刺治疗 30min 后、取针后 15min 的 AEMG 值比较，两组结果

差异有显著意义(P <0.05)。（2）小腿胫前肌、腓骨长短肌在针刺治疗 30min 后、取针后 15min 的

RMS 值与治疗前对比，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0. 05)，针刺治疗 30min 后、取针后 15min 的 RMS

值比较，两组结果差异有显著意义(P <0.05)。 

结论 针刺足三里、阳陵泉、丰隆、丘墟四穴，并连接电针，对于改善偏瘫踝背伸无力患者的踝背

伸功能的即刻效果明显，针刺后 15min，治疗作用减退。对于增强胫骨前肌、腓骨长短肌肌力，改

善踝关节活动范围，促进足下垂的恢复，改善患者立位平衡功能，进而加快患者步行功能的恢复，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340 

关节松动术加体外冲击波对髌骨软化症的疗效观察。 

 
黄山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河北省,秦皇岛市 

 

目的  关节松动术加体外冲击波对髌骨软化症的疗效观察。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将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康复科门诊接受关节松动术与关节松

动术和体外冲击波相结合治疗髌骨软化症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给予关节松动术和体外冲击波相结合的方法治疗髌骨软化症，对照组只运用关节松动术治疗髌骨软

化症 

结果  实验组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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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体外冲击波结合传统的关节松动术对髌骨软化症的治疗效果明显好于单纯的关节松动术，

属于非侵入性治疗手段，值得推广应用。 

2.治疗一周后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4 周后疗效更显著。 

3.运用关节松动术和体外冲击波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对提高髌骨软化症患者的关节肿胀度、稳定度

和使用支撑物三项指标未见明显优势。 

 
 

PU-341 

多模态任务下步态分析及运动控制的初步研究 

 
郎士娟,陈泓鑫,李星儿,叶依露,严正,梁俊杰,常少毅,林强,欧海宁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目的 步行运动并不仅仅是机体对肌肉控制的结果，还包括知觉、认知和运动系统的交互作用，同

时真实的社区步行多为双重或多重任务的整合，但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单一的步态测试模式与现实之

间存在着较大差异，难以全面评估受试者的步行能力。本研究通过对比不同模态任务下正常人的三

维步态运动参数探讨步态控制及运动认知的下肢作用靶点。 

方法 本研究纳入 12 例正常人(年龄 27.42±4.01，6 男 6 女)，采用 BTSSmart 三维步态分析系统中

的经典 DavidProtocol 采集 5 种模态任务下的运动学参数，其中 5 种模态任务包括：①单纯的平地

步行（WT），②步行+复述（WRT），③步行+手拿水杯（WMT），④步行+计算（WCT）和⑤

步行+障碍跨越（WOT）；感兴趣的运动学参数包括：左右两侧的时间参数（站立相、摆动相、首

次双支撑相、平均速度和步频 ）、空间参数（步幅，步长和步宽）及冠状面、矢状面和水平面的

步态特征参数（ 髋、膝、踝关节角度，足偏角和步态特征评分）。数据经过统计分析用于单一平

地行走、行走伴记忆任务、双重运动任务、行走伴注意任务及行走伴执行力任务下对受试者步态能

力的全面客观评价比较。 

结果 与单纯步行任务相比，正常人组左侧摆动相在步行伴障碍跨越任务下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28）。 

结论 正常人对不同模态任务下步态的调整首先反应在左侧摆动相的变化，提示不同模态任务可能

直接影响受试者步态中的平衡控制，为多模态任务步态分析在跌倒的预测提供理论支持。 

 
 

PU-342 

探究持续加压技术对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王文霞,张晓东,尚清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究持续加压技术对共济失调型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对纳入符合纳入标准病例的 10 例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 例，试验组 5

例。两组均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试验组加用持续加压技术，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3 个月后对

其平衡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平衡功能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三个月后，试验组患儿平衡能

力得到明显提高，且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持续加压技术可明显提高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平衡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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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3 

呼吸功能训练对改善脑卒中患者肺功能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帅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在常规传统康复治疗的基础上配合呼吸功能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影响。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卒中患者纳入本研究，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观察组(30 例)和对照

组(30 例)。每组治疗前均使用心肺运动试验（CPET）对患者进行 1 秒钟用力呼气容积（FEV1）、

用力肺活量（FVC）、肺活量（VC）、每分最大通气量（MVV）等肺功能评估。对照组应用常规

药物治疗及康复科常规治疗(包括肢体功能康复及针灸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呼吸功

能训练，主要内容有：腹式呼吸训练、胸廓松动训练、使用 Power Breathe K5 进行吸气肌训练

(IMT)、用力呼吸训练等，训练 30 分钟/次，2 次/天，5 天/周，共训练 4 周，两组患者治疗 4 周

后，给予 CPET 评估患者 1 秒钟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肺活量（VC）、

每分最大通气量（MVV）等肺功能，利用 Borg 指数量表对患者每次训练耐受程度进行评估。 

结果 (1 训练前，观察组与对照组各指标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P>0.05)。（2）训练后，

FEV1：对照组组内比较，结果明显高于训练前 (P<0.01)，对照组组内比较结果高于训练前

(P>0.05)，两组组间比较，对照组高于对照组(P<0.01)；FVC：观察组组内比较，结果明显高于训

练前 (P<0.01)，对照组组内比较结果高于观察前 (P>0.05),两组组间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P<0.05)；VC：观察组组内比较，结果明显高于训练前(P<0.01)，对照组组内比较结果高于训练前

(P>0.05)，两组组间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MVV：训练组组内比较,结果明显高于训练

前 (P<0.01)，对照组组内比较结果高于训练前 (P>0.05)，两组组间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在常规传统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呼吸训练可较好改善脑卒中患者肺功能。 

 
 

PU-344 

规范三级康复治疗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综合功能的临床研究 

 
王震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规范化三级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对 48 例脑卒中患者在脑梗死和脑出血两个层次上分层，再随机分化康复治疗组和对照组 

结果 两组患者语言表达，解决问题和交流总分，以及患者语言表达的差异无显著意义外，两组的

语言表达，解决问题和交流总分以及其他各项上均有显著意义 

结论 规范化三级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各阶段认知功能的改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PU-345 

残疾人社区康复的研究 

 
李梦婷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康复服务是现今残疾人最迫切需求的社会服务项目之一，但目前中国的残疾人社区康复仍存

在很多问题，包括人们对社区康复意识不强，理念滞后，参与人员较少等，通过分析我国残疾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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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康复服务的现状，结合我国国情、国力，分析我国现有残疾人的社区康复需求，提出完善残疾人

社区康复服务需做出的相应对策。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工作现状，通过现场调查法了解残疾人康复需求

及服务利用现状，采用综合评价法了解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运用因果分析图发对影响残

疾人康复服务利用的障碍进行分析，运用焦点组访谈和文献评阅法深入分析障碍形成原因，运用

SWOT 分析方法构建残疾人康复服务策略措施。 

结果 1.残疾人康复服务一级指标实现率总体水平 80.7%，三级指标达标率总体水平为 62.5%，提

示残疾人康复服务距离“人人享有康复服务”有一定距离。 

2.残疾人康复服务各一级指标实现率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提示残疾人康复服务各领域

之间发展不平衡，残疾人康复服务发展应注意各领域之间的平衡发展。 

3.城区残疾人获取康复服务以医疗救助为主要支付方式，有 30.3%的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可得到不

定期的社会救助，乡镇仅有 7.4%的人享有不定期的社会救助，大部分支付方式还是以自费为主，

提示应构建残疾人康复救助政策体系，并加强农村残疾人康复救助工作。 

结论 综合残疾人康复服务实现程度分析结果和残疾人康复服务利用障碍分析结果，运用 SWOT 方

法得出残疾人康复服务策略措施 

1.完善残疾人康复事业发现的政策环境 

2.构建残疾人康复经费的保障机制 

3.加强康复服务机构建设，提高康复服务水平 

4.完善残疾人康复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5.拓展和夯实康复服务内容，满足各类残疾人基本康复需求 

 
 

PU-346 

康复医学科视神经脊髓谱系疾病误诊 1 例 

 
黄安,李凝,张长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增强交流，加强视神经谱系疾病方面管理，增加对本例报告的重视。 

方法 病例分析 

结果 对于不典型的视神经谱系疾病的诊断需通过多学科合作来确诊，以减少误诊率。 

结论 通过对本例视神经谱系疾病的认识，需要明确的是诊断方法和通过与眼科方面的合作，排除

老年性眼球疾病引起的视觉改变和视觉通路方面的改变。 

 
 

PU-347 

神经康复个案分析 

 
陈伟霞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致残率复发率及病死率均很高，是严重威胁人类身体健康与生命的疾

病。脑血管疾病恢复期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运动、语言、吞咽困难、感觉障碍等功能障碍。近年

来，基础和临床研究有了许多进展，但迄今为止，尚缺乏有效、系统的治疗方法。在现有条件下，

如何提高病人的治疗效果，降低死亡率是所有神经科医生、康复科医生及共同关心的话题。  

方法 患者病情及治疗方案介绍：患者岳增强，中年男性，体重 115kg，身高 175cm，高血压病史

10 年，日常饮酒较多，约 500g/天，生活习惯不规律。 

该患者出血部位为左壳核出血（侵犯内囊后肢后部、壳核、额中回、额下回、部分丘脑）。该

患者壳核部位出血侵犯了内囊后肢，内囊后肢内有脊髓丘脑束和皮质脊髓束通过，推断该患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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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瘫和偏身感觉障碍。另外出血区域侵犯了额下回后部及毗邻区域，该区域为 Broca 区，推断其表

现为 Broca 失语，出血同时侵犯苍白球后部，推断该患者出现部分肌张力障碍。 

2017 年 06 月 27 转入我科。主诉右侧肢体活动不灵伴言语表达障碍 28 天，当天康复介入，由 PT

何西谦负责肢体功能康复；OT 陈伟霞负责作业功能训练；ST 朱元元负责言语训练等。2017 年 07

月 23 日出院，转入社区康复医院。 

2017 年 08 月 09 日因病情需要再次转入我科，由 PT 何西谦负责肢体功能康复；OT 陈伟霞

负责上肢功能训练；ST 朱元元负责言语训练等。2017 年 09 月 08 日再次转入社区康复医院。 

在治疗的过程中，PT 治疗师根据目前患者表现使用姿势分析、非意识性运动控制、非意识性本体

感觉输入、交互抑制原理处理痉挛、功能电刺激改善足内翻下垂等先进康复理念进行姿势纠正训

练；ST 治疗师根据言语、视觉、运动区具有相互关联性，具体实施时通过健侧手指运动利用镜像

神经元理论增强患侧肢体神经信号输入以激发患者的语言流畅性；OT 治疗师运用前馈反馈机制提

高患者上肢手操作的姿势，通过眼球训练激活前庭，改善运动控制；传统康复治疗师运用跨脊髓反

射理念对患者进行针灸治疗。 

结果 该患者姿势得到改善、言语流畅性明显增强、运动控制能力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提高，患者

及家属对目前康复效果较为满意 

结论 使用姿势分析、非意识性运动控制、非意识性本体感觉输入、交互抑制原理处理痉挛；功能

电刺激改善足内翻下垂；镜像神经元理论激发患者的语言流畅性；眼球训练激活前庭，改善运动控

制等方法对于改善脑血管疾病恢复期的功能障碍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PU-348 

作业成长之路 

 
刘小琴

1
,陈燕

2
 

1.甘洛县人民医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2.绵竹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在“传帮带”老师的指导下，对作业治疗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见解，现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出来与

大会上的各位老师一起交流分享。 

方法 对以往的学习和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 

结果 通过五个多月的学习，自己对作业治疗拥有重新的认识 

结论 再学习能进一步加强理论知识，能更好的运用的临床工作中去 

 
 

PU-349 

浅谈支援深度贫困县康复医学科进行学科交叉治疗体会 

 
陈燕

1
,赵正恩

1
 

1.绵竹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2.绵竹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探讨在深度贫困县如何发展提高康复医学科，最终能成为患者出院的出口。实现人人康复的

目的。 

方法 通过对以往科室业务来源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神经综合科是所有科室中，病人来源及收入排

名第一的。开始选派治疗师参与神经综合科的交班和查房，主动参与来筛选合适的患者，为他们提

供康复服务。 

结果 通过与神经综合科进行学科交叉，让他科的医务人员和患者更加了解康复科是做什么的，对

他们能提供什么服务。为下一步的合作提供基础。 

结论 学科交叉能让康复科与神经综合科的合作更加紧密，为康复科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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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0 

VVST 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筛查中的疗效观察 

 
李艳,杨峰,雷倩,李坤颖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食物容积-黏度吞咽测试 VVST 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我科住院的无意识障碍、精神障碍及认知障碍的 86 名患

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加本研究。其中脑梗死患者 68 例，脑出血患者 18 例，女性 24 例，

男性 62 例。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诊断标准。入院后两组患者均给予 ET-10、才藤

氏分级、洼田饮水试验及吞咽造影检查。将 ET-10 评分为 3 级以上、洼田饮水试验 3-5 级、才藤氏

分级 4-6 级的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环咽肌失迟缓、意识障碍、严重的认知障碍、气管切开、全肠

外营养患者除外。以研究对象自身吞咽指标前后对照为研究方法。由吞咽专科护士进行统一床旁吞

咽障碍筛查联合指脉氧饱和度监测，以评估患者吞咽的安全效及有效性。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安全有

效的进食管理。 

结果 经过干预前后对照显示（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食物容积-黏度吞咽测试 VVST 干预后对患者进行进食体位、进食方法及心理干预后患者

肺炎的发生率明显降低，经口进食率明显提高。 

 
 

PU-351 

VVST 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筛查中的疗效观察 

 
李艳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食物容积-黏度吞咽测试 VVST 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我科住院的无意识障碍、精神障碍及认知障碍的 86 名患

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加本研究。其中脑梗死患者 68 例，脑出血患者 18 例，女性 24 例，

男性 62 例。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诊断标准。入院后两组患者均给予 ET-10、才藤

氏分级、洼田饮水试验及吞咽造影检查。将 ET-10 评分为 3 级以上、洼田饮水试验 3-5 级、才藤氏

分级 4-6 级的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环咽肌失迟缓、意识障碍、严重的认知障碍、气管切开、全肠

外营养患者除外。以研究对象自身吞咽指标前后对照为研究方法。由吞咽专科护士进行统一床旁吞

咽障碍筛查联合指脉氧饱和度监测，以评估患者吞咽的安全效及有效性。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安全有

效的进食管理。 

结果 经过干预前后对照显示（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食物容积-黏度吞咽测试 VVST 干预后对患者进行进食体位、进食方法及心理干预后患者

肺炎的发生率明显降低，经口进食率明显提高。 

 
 

PU-352 

中医康复护理对膝骨性关节炎关节功能及疼痛的影响 

 
相洁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中医康复护理对膝骨性关节炎关节功能及疼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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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我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90 例膝骨性关节炎随机分为 2 组，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中医康复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关节功

能、疼痛改善和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膝关节功能评分、疼痛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观察组对护理工作

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中医康复护理能够显著改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的关节功能、减轻疼痛，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

的满意度。 

 
 

PU-353 

辨证施护配合心理干预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生活质量及 

心理状态临床观察研究 

 
相洁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辨证施护配合心理干预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生活质量及心理状态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来我科就诊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100 例，根据随机数字

表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50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除了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外，还根

据其自身特点采取辨证施护配合心理干预，采用 SF-36 量表、焦虑自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

表（SDS）测评两组患者入院时和出院后半年的疗效。对两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 ST-36 得分，各项观察指标较干预前明显改善（P ＜ 0.05、P ＜ 0.01）。 

干预后观察组的焦虑、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辨证施护配合心理干预可以有效提高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其心理状态。值

得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推广。 

 
 

PU-354 

个性化护理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生活质量及 

心理状态临床观察研究 

 
相洁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个性化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生活质量及心理状态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来我科就诊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100 例，根据随机数字

表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50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试验组除了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外，还根

据其自身特点采取个性化的护理干预指导其日常生活。采用 SF-36 量表、焦虑自量表（SAS）和

抑郁自评量表（SDS）测评两组患者入院时和出院后半年的疗效。对两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分

析结果。 

结果 干预后，试验组的 ST-36 得分，各项观察指标较干预前明显改善（P ＜ 0.05、P ＜ 0.01）。 

干预后试验组的焦虑、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个性化护理可以有效提高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其心理状态。值得在临床护

理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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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5 

87 例儿童康复科住院患儿发生不良事件的原因分析及防范 

 
张雁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讨儿童康复科住院患儿发生不良事件的原因及防范对策。 

方法 对 87 例不良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分析原因，提出防范对策。 

结果 87 例不良事件中，排列前三位的是：坠床、跌倒 23 例，占 26.4%；训练意外和环境设备安

全并列第二：分别各是 19 例，各占 21.8%；未规范操作：13 例，占 14.9%；并针对其不同原因，

提出相应防范措施。 

结论 儿童康复科住院患儿发生不良事件原因较多，均涉及患儿年龄、家长照顾和病房管理等因

素，故采取针对性的综合防范措施有助于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患儿及家长对医疗护理服务的

满意度。 

 
 

PU-356 

脊髓损伤患者照顾者照顾负担与应对方式的调查分析 

 
王艳玲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调查脊髓损伤患者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水平及其应对方式，并分析其相关关系。 

方法 通过便利抽样法，使用 Zarit 护理负担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西京医院理疗科的脊髓损伤

患者照顾者 48 名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脊髓损伤患者照顾者照顾负担总分 (52．91~11．56)分，88％的照顾者的负担处于中、重度

水平；脊髓损伤 患者照顾者较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较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脊髓损伤患者照顾

者的照顾负担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则呈正相关。  

结论 脊髓损伤患者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普遍较重，护理工作者应鼓励其多使用积极应时方式促进心

理健康，适当使用消极应对方式，提高患者及整个家庭的健康水平。  

  
 

PU-357 

ICF 理念下实施专科交班模式在康复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纪婕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 ICF 理念下实施专科交班模式在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4 月~2017 年 11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康复科住院治疗的 93 例患者

为研究对象，按照 ICF 理念指导下实施专科交班模式前后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2017 年 8 月

~2017 年 9 月收治的 50 例为对照组，实施常规交班模式；2017 年 10 月~2017 年 11 月收治的 43

例为观察组，实施专科护理交班模式，对病区患者进行专科化护理及管理。观察两组患者入院时和

出院时日常生活能力和 ICF评分的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 Barhtel 指数 （BI）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实施专科交班前后出院

前患者 ICF 评分分值明显低于入院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康复科护理工作中运用 ICF 理念实施专科交班模式，显著改善患者的身体功能及活动参与

功能，进而提升日常生活能力，增强患者治疗的信心，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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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8 

康复护理门诊的设立及效果分析 

 
周玉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门诊开设的效果及意义 

方法 我院于 2015 年 11 月开设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由 1 名护士长和 4 名专科护士每周四上午轮流

出诊开展康复护理专科工作。在我院门诊数据库和随访系统收集资料，比较开设康复护理门诊前后

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患者随访率和患者满意度。 

结果 康复护理门诊开设以来，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较前提升，患者随访率由 47.5%提升至 95%，患

者满意度较前增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开设康复护理门诊能有效满足患者多元化需求、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和患者满意度，并推动康复护理专业学科发展。 

  
 

PU-359 

干扰电联合腹部环形按摩治疗脊髓损伤患者便秘的效果观察 

 
杨帆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干扰电联合腹部环形按摩治疗脊髓损伤患者后便秘的疗效。 

方法 选择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理疗科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40 例脊髓损伤便秘

患者（纳入标准均符合罗马Ⅲ标准），随机分为试验组（18 例） 和对照组（20 例）。对照组患者

均给予高纤维食物摄入，合理膳食应增加纤维素和水分的摄入，每日摄入膳食纤维 25~35 g，至少

饮水 1.5~2.0 L，以及常规康复训练项目。试验组在此基础上予以干扰电联合腹部环形按摩。干扰

电治疗仪选用龙之杰干涉波疼痛治疗仪（LGT-2800V2），使用两组吸附式电极，交叉放置在下腹

部，采用 4kHz±10Hz 的频率，每天治疗 1 次，每次 20min，6 天/周，两周为 1 疗程。腹部按摩采

用顺时针按摩下腹的方法，每天 2 次，每次 10min。治疗前后分别进行便秘临床评分量表（CCS）

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rthel）评分，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CCS 评分和 Barthel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治疗两周后，对

照组 CCS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Barthel 评分较治疗前提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实验

组 CC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Barthel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提高，有统计学意义( P＜0. 05)。治疗

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较，CCS 评分降低，Barthel 评分提高，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结论 在指导高纤维食物摄入，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使用干扰电联合腹部环形按摩能显著改善患者

便秘症状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360 

典型案例与合作学习双轨教学模式在儿童康复初级治疗师 

继续教育培训中的应用 

 
苑爱云,于晓明,宫兆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典型案例与合作学习双轨教学模式在儿童康复初级治疗师继续教育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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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科 2015 年及 2016 年初级治疗师继续教育培训班学员为对照组（n=48）及实验

组（n=54），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实验组采用典型案例与合作学习双轨教学模式。比较两

组理论及实践考核成绩，同时向实验组发放调查问卷 

结果 培训结束后对照组理论及实践成绩分别为（75.36±8.42）和（72.51±8.92），实验组理论及

实践考试成绩分别为（82.68±7.69）和（80.65±6.87），两组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实验组调查问卷显示，绝大部分学员对典型案例与合作学习双轨教学模式表示满意，

在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对内容的理解、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参与讨论问题的能力、增强

团队意识、提高沟通及表达能力等方面均表示非常显著或显著 

结论 在儿童康复初级治疗师继续教育培训中应用典型案例与合作学习双轨教学模式，不仅可提高

学员的理论及实践成绩，还可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值得在儿童康复初级治疗师继续教育培训中推

广。 

 
 

PU-361 

探究中医特色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脊柱微创术后疼痛护理

中的临床疗效。并对此方法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李夏,胡靖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究中医特色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脊柱微创术后疼痛护理中的临床疗效。并对此方法

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方法 病例来源为 2016 年 7 月 —2018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骨科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86 例，其中男

性 53 例，女性 33 例，年龄 27～68 岁，平均年龄 （51.31±12.11）岁。所有患者均以腰椎间盘突

出症作为临床诊断入院，住院后接受腰椎间盘微创髓核摘除手术治疗，术后在中医骨科康复病区进

行术后护理治疗，将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各 43 例。2 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术后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进行治疗，给予患者心理疏导和适当的肢体运动训练，合理安排

饮食的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措施的基础上给予中医护理干预，包括中药涂擦，穴位按

摩，依据患者证型设定个性化护理治疗 1 周。通过观察患者腰部及下肢神经疼痛等临床症状的变化

情况，密切观察患者的下肢活动情况功能恢复情况。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视觉模拟疼痛评分

（VAS）、术后护理满意度比较采用自制护理满意度问卷进行调查，最终对两组患者护理效果进行

评价和比较。 

结果 中医特色护理能通过中医辨证论治分析患者个体情况，并给予不同程度的护理治疗，其能够

明显改善患者术后便秘、失眠等症状且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疼痛。对照组患者腰椎间盘突出临床症状

治愈有效率为 85.7%，观察组患者治愈有效率为 87.0%。对照组患者 VAS 评分（3.43±1.11），

观察组患者 VAS 评分（2.03±1.23），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疼痛评分，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67.44%（29/43）；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81.39%（35/43），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中医护理干预对缓解患者

术后疼痛临床效果显著，并且能够提高患者住院期间满意度。 

结论 在骨科术后疼痛护理中应用中医特色辨证护理可明显缓解患者术后疼痛，提高患者满意度。

该方法可行性较高，操作简便并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值得临床医护人员借鉴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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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2 

早期康复护理对于脊髓损伤术后患者康复效果的疗效观察 

 
刘夏,李雪梅,薄智慧,王德强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目的 观察早期康复护理对于脊髓损伤术后患者康复效果的疗效。 

方法 80 例脊髓损伤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治疗组在

给予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心理疏导和早期康复训练，训练 20min/次，5 次/周，共 3 个月。采

用脊髓独立性评定量表和日常活动能力评分（ADL）进行评估脊髓损伤患者身体功能能力，采用焦

虑量表进行焦虑情况评估。另外记录 2 组并发症情况、首次下床和住院时间。 

结果 治疗后，2 组治疗后焦虑评分、脊髓评分和 ADL 评分都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治疗组

焦虑评分、脊髓评分和 ADL 评分都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并发症的发病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首次下床和住院时间治疗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焦虑情绪，提高患者身体功能能力，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自理

能力，降低并发症的出现。 

 
 

PU-363 

两项康复护理专科质控指标公式在临床护理质控中的应用及效果 

 
刘红英

1
,郑瑞

1
,沈海明

1
,刘红英

1
,郑瑞

1
,沈海明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专科质控指标公式在临床护理质控中应用的效果。 

方法 科室质控小组成员每月按康复护理专科质控指标对临床护理专科质量质控一次，质控内容、

方法、标准统一。质控结果经公式抗痉挛体位摆放正确率和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饮水计划执行正确率

计算得出。针对质控结果进行分析及持续改进。 

结果 应用康复护理专科质控指标公式进行质控后抗痉挛体位摆放正确率由 43.3% 提高到 86.5%；

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饮水计划执行正确率由 64.7%提高到 86.0%。 

结论 康复护理专科质控指标公式在临床护理质量评价中的应用，规范了专科护理质量评价的标

准，护士对康复护理专科质量评价有了高度认同感，为护理管理者提供了管理专科护理质量的工

具，提高了专科护理质量，体现了护理管理的公平性、规范性、科学性。 

 
 

PU-364 

脊髓损伤患者自主神经过反射的观察和护理 

 
周莉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对自主神经反射亢进的脊髓损伤患者在正确认识自主神经过反射的发生机制和临床

表现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护理措施可以预防或减轻自主神经过反射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和总结 T6 及以上脊髓损伤患者自主神经过反射的 12 病例，通过对病史和自主

神经功能的评估，正确分析自主神经过反射的发生机制和临床表现，采取抬高床头、口服降压药、

及时导尿、清楚粪便、松解衣物、拔除留置尿管、降低膀胱内压、控制炎症和痉挛等护理措施，整

个护理过程要观察护理措施落实情况、有效性，患者的依从性，以及患者和家属对脊髓损伤护理知

识的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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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 4-12 周的康复护理，10 例患者护理依从性好的脊髓损伤患者，护理措施落实到位，自

主神经过反射发生的次数明显减少；2 例依从性差的，没有任何改善。 

结论 T6 以上脊髓损伤患者发生自主神经过反射时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解除诱因，控制症状，

落实康复护理知识宣教，有利于康复治疗的进行、日常生活动作的实施、良好心理状态的保持。 

 
 

PU-365 

案例教学法结合 Sandwich 教学法在康复医学科临床 

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鲍勇,王朴,纵亚,潘惠娟,张伟明,谢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的 探讨在康复医学临床实践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法结合 Sandwich 教学法的应用效果。 

方法 以 2017-2018 年度实习轮转瑞金医院及瑞金康复医院实习学生 60 名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

察组（30 名学生）和对照组（30 名学生），观察组临床实习过程中贯穿临床案例教学法结合

Sandwich 教学法，对照组实施传统教学教学模式，比较两种教学模式的学生成绩、满意度以及自

我测评的结果，两组教学时间均为 4 周，教学结束采用笔试、技能 考核对学生考核，同时教师以

微信在线填写表格方式完成数据上传。 

结果 观察组实习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康复技能掌握情况，综合素质考核成绩，学习反馈情况

均优于比对照组高（P<0.05）。 

结论 在康复医学科实习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结合 Sandwich 教学法可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康复理论

知识、同时提升康复技术掌握情况，此外还可以促使学生学习反馈情况的改善，故有一定的推广价

值。 

  
 

PU-366 

PBL 教学法在进修医师康复医学功能评定教学中的应用 

 
黄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PBL 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教学模式，目前广泛用于医学生教学领域，强调把学习设

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康复功能评定涉及

全身各个系统，功能评估内容广泛而复杂，需要极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这就需要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康复功能评定教学目标与 PBL 一致。本研究旨在探讨 PBL 教学法在进修医

师康复医学功能评定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科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进修医师，共 39

名，采用随机数字表将进修医师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实验组 20 名，对照组 19 名。在康

复医学功能评定教学中，对照组采用传统的 LBL 教学法，实验组采用 PBL 教学法。课程结束后进

行技能考试，比较两组进修医师考核成绩、进修医师自我评价、进修医师对导师的评价以及进修医

师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结果 进修医师自我评价、进修医师对导师的评价，以及对进修医师教学效果的评价，实验组均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组进修医师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主要表现在病例分析方面。 

结论 将 PBL 教学法应用于进修医师康复医学功能评定教学可激发进修医师的学习热情以及获取新

知识的技能，引导进修医师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进修医师独立决策力和自主的终

身学习能力，并显著提高教学质量。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58 

PU-367 

早期康复护理结合 PNF 技术对早期脑卒中偏瘫病人的影响 

 
李丽萍 

包头市中心医院,内蒙古自治区, 

 

目的  观察早期康复护理结合 PNF 技术对早期脑卒中偏瘫病人康复治疗的促进作用。 

方法 脑卒中偏瘫病人 60 例随机分为早期康复护理结合 PNF 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2 组病人在医院

接受急性期的治疗，病情稳定后进行良肢位的摆放，关节活动度、肢体按摩等康复治疗。PNF 组

加用 PNF 技术，包括拮抗肌反转，患侧肢体肌肉训练，增加等张，关节活动度牵拉等。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2 组患侧肢体感觉、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

〈0.01）,且 PNF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结合 PNF 对早期脑卒中偏瘫病人的功能恢复有促进作用，能够有效的发掘其中

的潜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PU-368 

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在临床护理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效果 

 
郑瑞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在临床护理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科室运用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公式，且护理敏感质量指标所收集内容包括：摆放操作、部

位、物品的选择。指标的意义在于正确的体位摆放，定时的更换体位，有助于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并选择偏瘫患者，通过一年的活动周期，以 PDCA 管控方法持续改进康复护理专科质量，有效地

提高抗痉挛体位摆放正确率。 

结果 应用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公式后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由 43.33%提高到 85.52%,P＜

0.001，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的持续应用能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的合格率。通过专科护理敏感

质量指标可以提高临床护理工作质量，在临床护理中应用，有可执行性，可持续改进护理工作质

量。 

 
 

PU-369 

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在临床护理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效果 

 
郑瑞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在临床护理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科室运用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公式，护理敏感质量指标所收集内容包括：摆放操作、部

位、物品的选择。指标的意义在于正确的体位摆放，定时的更换体位，有助于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并选择偏瘫患者，通过一年的活动周期，以 PDCA 管控方法持续改进康复护理专科质量，有效地

提高抗痉挛体位摆放正确率。 

结果 应用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公式后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由 43.33%提高到 85.52%,P＜

0.001，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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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专科护理敏感质量指标的持续应用能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的合格率。通过专科护理敏感

质量指标可以提高临床护理工作质量，在临床护理中应用，有可执行性，可持续改进护理工作质

量。 

 
 

PU-370 

运动康复专业《医学影像学》的教学研究 

 
张宇 

沈阳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目的 探讨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 的教学方法在运动康复专业医学影像

学教学中的应用。 

方法 以沈阳体育学院运动康复专业 2013 级、2014 级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学生被随机分为两组，A

组为 PBL 教学组，B 组为传统教学组。分别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和 PBL 教学方法。实验结束后对两

组进行考试测评和学生自评结果测评。 

结果 PBL 教学法组考试的平均成绩(87.9 士 12.6) 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的平均成绩(80.9 士 3.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两组在自学能力、学习兴趣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在

解决问题能力、有效的团队合作和临床思维能力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 在运动康复专业的医学影像学的教学中，相对于传统教学方法，PBL 更有利于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PU-371 

低温溶液进行口腔护理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 

 
邵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低温溶液进行口腔护理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选择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7 年 03 月至 2018 年 03 月收治的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

131 例为研究对象，按时间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67 例，对照组 64 例。两组患者

基础康复时间相同，均给予吞咽治疗仪每日 2 次，每次 60 分钟治疗。治疗组同时采用低温溶液

（1-4℃）进行口腔护理，治疗 2 月后观察吞咽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组显效 27 例，有效 32 例，总有效率 88%；对照组显效 12 例，有效 29 例，总有效率

6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合低温溶液进行口腔护理刺激可以明显改善脑卒中吞咽障碍程度，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提

高护理满意度。 

  
 

PU-372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康复医学科的必要性 

 
刘忠良,刘颜芬,曲福玲,陈野,张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为了提高培训基地对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康复医学科的重要性的认识，全科住培医

师轮转康复科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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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国的医改政策为全科医生的培养提供了政策的支持和保障。而目前各住培基地缺乏与培训

目标相符的轮转计划。而康复医学科正是能为全科医生提供覆盖全病种和拓宽治疗方法的科室，康

复医学与全科医学密不可分，因此，全科住培医师轮转康复科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全科住培医师

轮转康复医学科存在学生认识不清，老师重视不够； 轮转时间短、学习内容多；配套轮转方案缺

乏的问题。 

结果 通过分析全科医生轮转康复医学科的重要性，以引起培训基地和全科医师的重视，为全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计划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结论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康复医学科是必要的 

 
 

PU-373 

康复护理对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疼痛的影响 

 
焦淼, 相洁, 曾雪琴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干预在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疼痛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72 例人工膝关节置换术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6 例。观察组给予康复护理，对

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术后分别记录静止与主动活动时 VAS 评分，并记录患者膝关节活动度，结果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观察组术后 6、12、24、36、48 h 静止、运动 V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 05) ，观察组

术后第 1、2、3 天膝关节活动度均高于对照组( P＜0.05) ，而术后 7 d 和 14 d 两组之间膝关节活

动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康复护理能有效控制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疼痛，并有利于关节功能早日恢复。 

 
 

PU-374 

中医护理预防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临床观察 

 
焦淼, 相洁 ,朱莹 ,曾雪琴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中医护理干预预防髋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26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对照组各 6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护

理基础上给予中医护理干预。观察 2 组术前、 术后第 1 日、 术后第 3 日、 术后 1 周、 术后 2 周

各时间点下肢静脉血栓及下肢肿胀情况、 肢体温度、 肢体 Human 征及 Nenhof 征。 

结果  观察组发生下肢静脉血栓 0 例， 发生下肢肿胀 2 例（ 3. 17％） ； 对照组发生下肢静脉血栓 

8 例（ 12. 7％） ， 发生下肢肿胀 10 例（ 15. 9％）。下肢深静脉血栓及下肢肿胀发生率 2 组比

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患肢体表温度 2 组术前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术后各相同时间点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 05） 。观察组 

Human 征阳性 12 例 （ 19. 04％） ， Nenhof 征阳性 10 例（ 15. 69％） ； 对照组 Human 征阳

性 36 例（ 57. 14％） ， Nenhof 征阳性 32 例（ 50. 79％） 。Human 征阳性率及 Nenhof 征阳性

率 2 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早期进行中医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髋关节置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有利于恢复髋关节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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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5 

基于 ICF 的 MDT 模式对 OP 患者自我康复的影响 

 
杜春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分析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模式对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 OP)患者自

我康复的影响。 

方法 将我中心 4 个护理单元收治的 160 名 OP 患者，采用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将其分为对照组

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医护治一体化模式，实验组采用基于 ICF 的 MDT 工作模式。统计两

种模式 6 个月内 OP 患者跌倒与骨折的发生率，观察两种模式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中文版

（GSES）》进行评分的情况。 

结果 实验组 OP 患者 6 个月内跌倒、骨折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实验组 OP 患者 GSES 评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对 OP 患者采用基于 ICF 的 MDT 模式，可有效降低 OP 患者骨折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 OP

患者的自我管理、自我康复的能力。 

 
 

PU-376 

仿真模拟教学在脊髓损伤患者间歇导尿操作中应用探索  

 
黄小亮,胡文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探索仿真模拟教学在脊髓损伤患者/家属实施自主导尿操作的临床效果，为脊髓损伤间歇清洁

导尿精准实施提供更好的途径。 

方法 将我科 2017 年 5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 72 例脊髓损伤致神经源性膀胱的患者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观察组 38 例，对照组 34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观察组采用仿真模拟教学，由护士对患者

/家属进行导尿操作培训，患者/家属操作熟练后方可行导尿操作。比较两组患者/家属清洁间歇导尿

操作掌握情况、培训满意度、导尿成功情况、干预前后日常生活能力及生存满意度改变情况等。 

结果 观察组对于仿真模拟教学满意度高，经此培训，导尿操作成功率高，且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

生存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间歇导尿操作培训中对患者/家属应用仿真模拟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其导尿操作熟练度，提

高导尿成功率，增加患者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荐。 

  
 

PU-377 

刮痧治疗气滞血瘀型椎动脉型颈椎病护理疗效观察 

 
陈慧, 相洁, 董璐 , 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刮痧治疗气滞血瘀型椎动脉型颈椎病护理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7 月门

诊就诊的 40 例气滞血瘀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采用刮痧治疗。取穴：风池，肩井，天柱，大椎，

昆仑，血海，膈俞，三阴交。刮拭方法：泻法。每周 2 次，共治疗 3 周。 

结果 治愈 7 例，好转 31 例，无效 2 例。 

结论 刮痧治疗气滞血瘀型椎动脉型颈椎病护理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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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8 

观察走罐治疗在腰背筋膜炎护理中的疗效 

 
秦姣, 相洁 ,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走罐治疗在腰背筋膜炎护理中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于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5 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诊疗中心一

病区住院患者 36 例为研究对象，均为腰背筋膜炎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 1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外，增加走罐治疗，每两

天一次，10 天为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后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后腰背肌肉僵硬、疼痛和条索状结

节等程度。 

结果 两组患者疼痛较治疗前均有所缓解，对比治疗前后疼痛评分标准，两组患者治疗后肌肉僵硬

疼痛均有所改善，治疗组较对照组明显。两组患者腰部疼痛、肌肉坚硬均有所改善，且治疗组患者

疼痛减轻、肌肉僵硬缓解尤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走罐治疗不仅使局部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促进了组织的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使组织的营

养得到充分供给,而且反复走罐后,局部皮肤和皮下毛细血管会充血甚至破裂,形成皮下瘀血,产生了组

胺类物质,对白细胞和淋巴细胞可产生趋化作用,反射性地增强白细胞的吞噬能力,有助于组织恢复，

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U-379 

辨证施护对脊柱侧弯患者围手术期及术后康复护理心得体会 

 
周鹏飞,相洁, 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总结辨证施护对于脊柱侧弯患者围手术期的康复护理体会。 

方法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32 例脊柱侧弯手术治疗的患者。分为实验组 16 例，采用辨证施

护；对照组 16 例，采用围手术期常规护理。辩证施护组术前康复护理包括：护士保护下行腘绳肌

和屈髋肌柔韧性的训练；术前 1 周开始进行呼吸技巧训练，包括缩唇呼吸、腹部运动呼吸、膈肌呼

吸、吹气球和跑步等逐步增加呼吸深度，提高肺活量；做好仰卧起坐和倚墙蹲立练习，改善患者姿

势和脊柱活动度，增强腰背肌力和韧带张力；明确术后维持脊柱的正确姿势要求，术后注意事项和

禁忌活动等。注意饮食指导，可以适当采用中医膳食调理。术后康复护理包括：术后 1-2 天对患者

进行呼吸功能康复训练专项指导，护士监督并协助患者进行；协助患者变换体位，护士利用翻身中

单安全有效地实施轴位变换体位，给予中医膳食指导（如，多食粗纤维，高蛋白食物，以流食和半

流食为宜）并给予一定的心理辅导；术后第 3-4 天巩固脊柱的保护事项，借助助行器行走，每小时

增加踝关节和股四头肌活动的次数，指导患者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纤维素饮食，调节机体机能；术后

1 周至出院，在护士的监护下手扶帮助器行走，借助扶手独立攀楼梯，独立进行家庭康复训练如：

股四头肌训练和踝关节训练、行走以加强耐力，继续绐以低盐低脂高维生素高蛋白饮食，同时注意

患者心理变化及情绪波动；术后第 3-6 周复习圆木样滚动动作、床上移动动作、休息和睡眠体位，

经医生同意适度训练下肢柔韧性，逐渐恢复正常饮食，定期给予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及时排解不

良情绪；术后第 6-12 周可蹲伏拾物，通过屈髋而不是腰椎屈曲实现。提高下肢柔韧性一通过腹部

活动轻柔牵拉，加强软组织的康复。继续耐力练习;教会患者自我康复护理方法，告知患者固定位

置的重要性及注意事项；科内设立专项护士做好定期随访和评估预后工作。对照组术前常规护理，

教会患者有效的咳嗽咳痰，并告知之后注意事 项及良知位摆放要求。术后 1 周直至出院做好并发

症的预防及处理的护理措施，告知术后注意事 项。出院后指导定期复查及家庭中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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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对 32 例患者辨证施护的康复护理。实验组可离床活动最短 2 天，最长 13 天，平均 4、5

天，术后 1 年随访机体功能较术前明显提高。对照组颗粒床活动最短 3 天，最长 21 天，平均 11、

12 天，术后多数患者无复查记录。 

结论 脊柱侧弯患者围手术期的康复护理既是患者手术的重要保障,也是患者术后恢复的强力支撑。 

 
 

PU-380 

同伴教育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慢性疼痛患者健康指导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李晨,相洁 ,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同伴教育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慢性疼痛健康宣教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于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诊疗中心住

院患者 54 例为研究对象，均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慢性疼痛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干预组

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27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及健康指导；干预组除实施常规护理及健康指导

外还实施同伴教育（干预组患者中选取组织能力、领导能力较为突出的患者给予加强疼痛知识健康

宣教）,干预为期两个月。两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满意度、生活质量及治疗依从性。 

结果 两组患者慢性疼痛均较前有所缓解，干预组患者临床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干预组和对照组生

活质量总分分别为(73.4±9.7)、(55.9±7.9)，干预组在合理饮食、科学运动、遵医用药、日常生活姿

势、定期检查 5 个方面的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P<0.01)。 

结论 同伴教育可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慢性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治疗依从性，同时也

可提升患者对科室及医院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PU-381 

头部刮痧配合中药足浴在颈椎病患者失眠中的疗效观察 

 
李欢, 相洁, 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头部刮痧与中药足浴联合治疗颈椎病患者失眠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颈椎病伴失眠患者 27 例，采用数字表随机法分

为两组，对照组 13 例，服用养心安神药，观察组 14 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采用头部刮痧与中药

足浴联合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 6 周后上床至入睡时间、平均睡眠时间，并评价疗效。 

结果 治疗 6 周后，两组患者上床至入睡时间均有缩短、平均睡眠时间均有增加，与治疗前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8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0.51%，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头部刮痧与中药足浴联合治疗颈椎病患者失眠的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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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2 

舒适护理在腰椎骨折术后患者护理中的临床观察 

 
相洁, 孙婷, 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对腰椎骨折术后的患者进行舒适护理的满意度调查。 

方法 本研究对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在我院中医骨科诊疗中心以腰椎骨折术后为诊断收住的

4８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将这 4８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有 2４例

患者。对照组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的患者进行舒适护理，使患者生理、心理、社会、精神

上达到最愉快的状态或缩短、降低不愉快的程度，也就是说护理人员能给予一个最舒适的状态，最

终以患者的舒适度作为两组护理的衡量指标。 

结果  术后舒适度满意率：观察组的为 95.8%，对照组的为 70.8%，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腰椎骨折术后的患者患者采用满意护理的舒适度高于常规护理，研究结果表明舒适护理能

够很好的减轻病人的疼痛，和紧张心情提高对护理的满意度。该护理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PU-383 

中医辨证施护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段菲菲,相洁,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中医辨证施护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有无帮助。 

方法 从我科住院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保守治疗患者中选取 8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单双号排

序分成两组，每组 40 人，对照组进行腰椎间盘突出症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

行中医辨证施护，针对疾病的辨证分型，以肝郁肾虚型和气血瘀滞型为基型，采取相应的饮食护

理，情志护理，环境护理，功能锻炼等中医特色护理，2 周一个疗程，分别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

前、治疗后第７天、第 14 天的 VAS 评分、参照美国波士顿健康调查表（SF-36 量表）评价生活质

量,采用 t 检验统计分析数据治疗结束后复发率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基本信息及 VAS、SF-36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治疗

后数据显示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距有意义（P＜0.05)。 

结论 中医辩证施护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康复有积极促进作用，临床疗效显著，易于患者接受，

提高患者对护士的信任感及满意度。 

 
 

PU-384 

中医辩证施护对糖尿病患者临床治疗的影响 

 
雷旭娟, 相洁 , 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中医辩证施护对糖尿病患者治疗的影响。 

方法 选取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诊疗中心 60 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同时给予常规的糖尿病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针对各患者的

不同症状给予中医辨证施护治疗：1.应用中医的情志护理进行干预，使患者情志愉快气机调畅；2.

辨证膳食：使用中医辨证膳食指导，使不同病情的患者得到相对应的饮食指导；3.健康教育：向患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65 

者讲解饮食，运动，情志调理的重要性，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习惯。等中医特色护理，三周为一个

疗程，分别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后的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在常规护理治疗时均无显著差异（P>0.05），在进行中医辩证施护后，观察组有效

的控制了患者的血糖，预防了并发症，疗效优于对照。（P<0.05）。 

结论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中医辩证施护对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更显著，有助于患者康复。 

 
 

PU-385 

早期多元化镇痛对全膝置换术后的疼痛与康复的影响 

 
刘晓霞,程晓婕,董璐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早期多元化镇痛方案的对全膝关节置换(TKA)术后镇痛效果及术后关节康复效果的临床观

察。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

心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患者共 60 例，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康复治

疗与健康教育，治疗组给予早期多元化物理镇痛方案:①舒适体位：患肢抬高 30°、屈膝 45°。②艾

灸：穴位选取：血海、阴陵泉、阳陵泉、鹤顶、委中，艾条选取蕲州 5 年艾草，每穴位灸 5min,每

天 1 次。③动态立体干扰电经穴治疗：每次 15min，每天 1 次。④想象疗法：播放轻音乐，每日 2

次，每次 15min, 嘱患者根据指导语回想过去美好的经历或者展望美好的未来。⑤注意力转移法：

鼓励患者看书、 听音乐或者看喜剧. ⑥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⑦中药水疗：选取我院已故的郭汉章

先生的下肢洗剂方剂，通过泡、煮方法，药水温度 40°，每日 1 次，每次 50 分钟，治疗组介入时

间术后第 2 天，10 天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随访 3 个月。对照组介入时间术后 14 天，方法、

疗程同治疗组，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前后疼痛（VAS)、膝关节功能（ HSS）、满意

度。 

结果  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前 VAS、HSS 均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后 VAS、HSS、

满意度均有明显差异(P<0.05),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早期多元化镇痛方案的对 TKA 术后镇痛效果与膝关节功能恢复效果确切，副作用小，易于患

者及家属接受。 

 
 

PU-386 

快速康复理念对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的影响 

 
刘晓霞,相洁,刘晓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理念对脊髓损伤术后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肠功能康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68 例脊髓损伤(SCI) 术后伴有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的患者，均选择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此住院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4 例，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与护理，治疗组给予 FTS 与有效的护理

干预；术后 24 小时后实施；（1）百笑灸，灸大椎、命门、肾俞、次髎长强每穴位各 30min，灸水

道、神阙、天枢（双)、气海、血海、足三里、三阴交，每穴位 20minmin，每天早、晚餐后 30min

进行.（2）点揉:以一侧拇指指腹按住足三里、合谷、支沟,每侧穴位 5 分钟，每天早、晚餐后

30min 进行.（3）腹部按摩:患者取仰卧位，顺时针方向按揉，沿着右下腹部按摩上提至右季肋部，

推向左季肋部，再向下按摩到左下腹部，直致按摩全腹，至结束时再逐渐缩小按摩范围，最后归于

脐部，宜先轻后重，动作应舒缓,时间应选取早、晚餐后 30min 进行,10min/次.2W 为 1 个疗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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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疗程.并随访 3 个月。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前后肠道功能、生活质量（QOL）、满意

度及并发症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肠道功能、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肠道功

能、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明显优于治疗前 P<0.05，并发症明显减少，且治疗组显著有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 通过实施 FTS 能尽快的恢复脊髓损伤术后肠道功能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还能提高患者及家

属的满意度与患者的生活质量，其副作用小、经济实惠、有利于临床推广。 

 
 

PU-387 

百笑灸联合 Williams 体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影响 

 
刘晓霞,郭浩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百笑灸联合 Williams 体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保守治疗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患

者给予超短波治疗与健康教育，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百笑灸，穴位选取大椎、命名、肾俞、次

髎、神阙、关元、足三里、太溪，每穴位 20min,每天 1 次，14 天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治疗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 Williams 体操其包括(1)骶棘肌及腹肌等长练习操：①俯卧抬头运动.②俯卧

抬腿运动.③垫高骨盆抬起上身运动.④腹肌主动收缩运动.⑤仰卧位抬头运动.⑥仰卧抬腿运动.(2)脊

柱伸展操： ①挺胸运动.②仰卧半桥运动.③桥式运动（3）躯干屈曲体操 ：①双膝触腋运动.②摸脚

尖.③平背运动.④仰卧起坐运动.⑤弓腰运动.⑥下蹲起立运动。体操每日进行 3 次，开始时重复次数

宜少，以后酌情增加。只要有可能每种动作应进行 10~20 次。训练引起的肌肉疲劳，以短时间休

息后就能恢复为宜。2 周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出院后随访 6 个月。治疗结束后对治疗前与治

疗后疼痛、生活质量及复发率进行评定。疼痛采用 VAS、生活质量评价量表 SF-36。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两患者 VAS、SF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SF 均有

明显好转，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复发 8 例，治疗组复发 1 例，治疗组患者

其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百笑灸联合 Williams 体操能明显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率，促进其康复，操作简单、副作

用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388 

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综合结业考核效果满意度调查分析 

 
姜从玉,黄虑,朱玉连,陈婵,周颖杰,王蓓,白玉龙,姜昊文,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对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在华山考场参加考核的规培学员进行“考生意见反馈表”的调查，以

检测康复医学住培综合结业考核工作的实施效果和学员对康复住培工作满意情况，从而促进此项工

作的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模式形成。 

方法 对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在华山考场参加考核的规培学员，学员完成综合结业考核后，给学

员发放关于上海市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综合结业考核“考生意见反馈表”进行现场问卷调

查，了解学员考生对综合结业考核效果的满意度情况，连续实施 4 年。 

结果 2014 年至 2017 年共计完成 7 批次，70 名学员参加问卷调查。97.1%的学员认为综合结业技

能考核总的形式较好，82.8%的学员认为综合结业技能考核总的难度适中，可以接受；97.1%的学

员认为综合结业技能考核总的范围翻盖范围适中可以接受；80%的学员认为综合结业考核能够较好

地检验 2-3 年的规培学习，10%认为检验程度一般，但是仍有 10%的学员认为不能检验；72.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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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认为技能考核有难度，但是仍可完成，仍有 5.7%的学员仅能部分完成；27.1%的学员认为病

例分析站内容较深或太深，17.1%的学员认为病例分析站难度较难或太难。 

结论 应继续重视康复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考核，结合考核分析结果以及考核中暴露出的

相关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提高住院医师培训质量。 

 
 

PU-389 

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的过程管理构建及应用探索 

 
姜从玉,吴毅,黄虑,朱玉连,白玉龙,姜昊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本文阐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如何规范管理康复医学住院

医师培训工作，即是如何对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考核的过程进行管理和质控，构建康复

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管理的具体要素，并积极践行和落实，从而提高培训基地的教学培训

质量和培训学员的整体素质。通过积极践行过程管理，取得满意效果。 

 
 

PU-390 

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 

构建和应用研究 

 
姜从玉,黄虑,朱玉连,周颖杰,白玉龙,姜昊文,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将改进版的操作技能直接观察评估考核（Modified Scale of Direct Observation of Procedural 

Skills，DOPS）方法和迷你临床演练评估方法（Modified Scale of mini 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应用于康复医学住院医师和全科医学住院医师的康复医学临床带教和培训的

考核工作中，以此为抓手，促进学员培训期间形成评价评估的推进，从而推动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有效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构建，并进一步在上海市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进行

应用，并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PU-391 

间歇导尿术在神经源性膀胱治疗中的护理体会 

 
陈华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间歇导尿术在神经源性膀胱治疗中的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问诊、体查及临床检查等方法确定需要实施间歇导尿术的患者。对 78 例神经源性膀胱患

者实施间歇导尿术，评估其神经源性膀胱情况，制定间歇导尿的时机及频率，严格控制饮水量，进

行饮水指导。 

结果 通过一对一前期护士示范指导患者或家属进行间歇导尿，中期放手不放眼护士在一旁指导由

家属或患者实际操作间歇导尿，到后期完全放手护士不定期检查指导患者或其家属操作间歇导尿情

况，并在院期间科室成立间歇导尿小组，由间歇导尿小组成员每月定期组织间歇导尿患者及其家属

进行集中授课，通过实际操作演习、幻灯播放、经验交流等方法，让患者及家属了解间歇导尿在神

经源性膀胱恢复中的重要性，了解间歇导尿的最新发展动态，增加其依从性，能更好的预防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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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导尿并发症的发生，增加患者的康复信心。在院期间实施间歇导尿的 78 例患者或其家属均熟

练掌握了间歇导尿操作方法（100％），其中 31 例（40%）治愈出院，32 例（41%）好转出院，

15 例（19%）仍需间歇导尿。 

结论 间歇导尿是脊髓损伤伴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患者进行膀胱护理最安全的方法
【1】，间歇导尿

可使膀胱间歇性扩张，有利于保持膀胱容量和恢复膀胱的收缩功能。间歇导尿被国际尿控协会推荐

为治疗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的首选方法
【2，3】。 

 
 

PU-392 

间歇性导尿对脊髓损伤膀胱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胡青,石含英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间歇性导尿对脊髓损伤膀胱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方法 回顾性收集并将我院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收治入院的 90 例因脊髓损伤而导致

膀胱排尿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患者行膀胱的常规功能

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功能护理的基础上行间歇性导尿。对比两组患者的尿常规、尿细菌培

养、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尿路感染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感染率为 11.11%，对照组为 60%，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尿细菌培养结果显示，间歇导尿后 15 d 和 30 d，观察组 G+和 G-细菌数量明显低

于对照组；并发症结果显示，观察组在泌尿系感染、膀胱结石及尿道黏膜出血中的疗效要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间歇性导尿对脊髓损伤膀胱功能恢复有较好的临床效果，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患

者生活质量。 

 
 

PU-393 

思维导图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影响的研究 

 
肖玉华,朱红梅,胡永林,华永萍,赵磊,陆安民,宋新建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南通市 

 

目的 探讨采用思维导图干预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日常生活活动（ADL）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76 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40 例、对照组 36 例，对照组实施骨科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应用思维导图（Mind Map）指导完成日常生活活动。具体措施如下：①成立思

维导图健康教育小组  参照日常生活活动（ADL）能力 Barthel 指数评定 10 项内容，结合术后患者

的需要、康复训练计划和注意事项，选择其中如厕、转移、步行、进食、梳洗、穿衣 6 个模块作为

关键词，制定术后日常生活活动指导内容。②思维导图的设计与制  由中心关键词“日常生活能力”

发散出分支，分别为如厕、转移、步行、进食、梳洗、穿衣，详细描述患者术后在日常生活活动中

的自我护理方法和技巧；用不同颜色的图形、字体分解设计，绘制成髋关节置换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指导思维导图图片并塑封，以便保存及长期使用。③思维导图干预  患者入院时、手术前后由责任

护士用绘制好的思维导图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宣教指导。宣教结束后，将图片交给患者保存，以便随

时掌握宣教内容。④术后两周比较两组患者 ADL 能力恢复情况，以及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结果 入组时两组 ADL 评分无显著差异，术后观察组采用思维导图干预，两周后观察组 ADL 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1）、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也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均具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疾病，反应迟钝、认知能力与接受能力下降，依

从性差，不能有效地配合康复训练，往往达不到预期康复效果。思维导图是一个用于学习和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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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辅助工具，它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学习内容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充分运

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学习者进行高级思维和有效记忆。我们采用

思维导图干预指导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完成日常生活活动，能有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改善 ADL 能

力，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得到提升。 

 
 

PU-394 

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的焦虑抑郁症早期干预措施的研究 

 
陈莎,石含英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在康复阶段分析焦虑抑郁障碍的结构，严重程度和相关性与家庭与康复护理之间的关系 

方法 在 2016 至 2017 年期间，有 20 名患者在康复治疗中心进行了治疗。根据疾病的 ASIA 分级的

损伤程度将病人被分成两组（1a 干预组与 1b 对照组）。利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

表（SDS）进行评测。主要的 20 个病人在标准的恢复治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康复治疗，主要群体

分为两组:1a （ASIA 分级 B-C 级）- 6 人(60%)，其中 3 名妇女(18%)和 3 名男子(18%)接受综合护

理治疗和对家属进行心理干预治疗。1b（ASIA 分级 B-C 级）- 4 人(40%)，其中 1 名妇女(10%)和

3 人男子(20%)只获得心理治疗。 

结果  在研究的情况下，由于时间的推移，在康复阶段的情况下，应用（SAS）、（SDS）量表进

行比较。结果显示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有最多的病例(43.7%)，从较早的时间里，频

率下降到 41.5%，而在入院的 20 天里，增加的反应率下降到 39.3%。而对照组在大约 20 天的时

间里，平均水平和高反应率只下降了 5.5%和 7.4%。 

结论 脊髓损伤是人体众多骨折中最严重的类型之一，它往往使人失去自理能力，因此焦虑、抑郁

在患者中普遍存在，严重的抑郁症甚至会导致自杀，这就需要医护人员在早期予以支持，对患者家

属进行早期的心理治疗及患者本身的康复护理等干预措施，达到对患者提供家庭支持力度，从而直

接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效的缓解和控制患者在脊髓损伤后焦虑抑郁的发生和发展。 

 
 

PU-395 

规范化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神经源性膀胱的应用分析 

 
孙雪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规范化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膀胱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康复科 50 例脑卒中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男 38 例，女 12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25

例）和实验组（25 例）。首先应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ICI-Q-SF）对患者

有、无尿失禁发生及其程度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估。对两组患者行尿常规检查评价尿路感染情况。利

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74)对两组患者评定其生活质量，并将

两组患者就当前最关注的疾病相关问题进行排序。对照组遵照医嘱实行留置导尿引流尿液，自行饮

水并给予常规会阴部护理。实验组进行膀胱压力容量评定系统评定患者膀胱功能后给予饮水计划指

导，拔除留置尿管行间歇导尿。间歇导尿期间应用膀胱容量测定仪追踪患者残余尿量并动态调整导

尿频次。指导尿频患者掌握盆底肌肉锻炼方法。经规范治疗 8 周后评定疗效，观察 2 组患者治疗前

后的残余尿量，尿失禁情况、治疗后尿路感染和达到平衡膀胱的例数以及患者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

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74)的评分，并将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的膀胱残余尿量、尿失禁情况及尿路感染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膀胱残余尿量＞100ml 或＞最大膀胱容量 20％的患者共 3 例，有效建立平衡膀

胱率 88％、明显多于对照组。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ICI-Q-SF）评分情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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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评价菌尿指标中，WBC 及 BAC 检

出率均明显降低、。实验组治疗后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74)的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再次请两组患者就目前最关注的疾病相关

问题进行排序。对照组患者对排尿障碍的相关问题关注度明显高于实验组。 

结论 对脑卒中合并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进行早期规范化护理干预对于恢复患者膀胱功能，减少并发

症发生，促进康复进程有积极的治疗意义。对该类患者进行规范化护理干预后可大大提高患者住院

满意度，减轻排尿障碍对患者的心理压力，提高生活质量，是解除脑卒中患者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排

尿障碍的有效措施，值得临床推广。 

 
 

PU-396 

自我管理模式对间歇导尿患者回归家庭后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 

 
牛丹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自我管理模式对间歇导尿患者回归家庭后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明确有效的自我管理方

法。 

方法 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对 60 例脊髓损伤后间歇导尿患者，进行个性化的自我管理

培训，建立自我管理模式，并于实施自我管理模式前、实施后 2 周、出院前、回归家庭后 1 个月及

3 个月，对患者间歇导尿康复知识掌握情况、自我护理能力分别进行调查评价。 

结果 实施自我管理模式前后各时段的调查中，患者间歇导尿康复知识掌握情况、自我护理能力培

训前和培训后存在显著差异，自我护理能力出院前和出院后无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采用全程追踪式的持续性自我管理模式，可提高间歇导尿患者对该模式涉及的方法与知识掌

握程度及对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充分调动患者和家属的积极性和康复主动性，促进间歇导尿患者

回归家庭后的康复。 

 
 

PU-397 

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对慢性疼痛患者疼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纪月然,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以岭医院河北以岭医药研究所附属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探讨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对慢性疼痛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入选的患有慢性疼痛（超过 6 个月以上）的病人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包括患者及家属

健康宣教、心理护理、小组娱乐活动等，每周 2 次，30 分钟/次，8 周后通过简化 McGill 疼痛问

卷、SF-36 评分比较两组病人的疼痛缓解效果及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 

结果  对照组患者简化 McGill 疼痛问卷疼痛缓解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SF-36 评分较治疗前略有改善，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病人简化 McGill 疼痛

问卷及 SF-36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 综合康复护理干预不仅能够使慢性疼痛症状得到有效缓解，能够纠正患者及家属关于疼痛治

疗的错误观念，确保疼痛治疗的有效性，同时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对回归家庭和社会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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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8 

脑卒中患者的早期功能锻炼的护理 

 
郭静然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观察脑卒中早期患者的早期功能锻炼康复中的作用。包括早期肢体良姿位的保持、按摩与肢

体被动运动、主动运动功能锻炼、日常生活活动锻炼、心理护理以及家庭康复护理。 

方法 对 30 例脑卒中患者给予肢体良姿位的保持、早期按摩与肢体被动运动、主动运动功能锻炼、

日常生活活动锻炼、心理护理以及家庭康复护理。 

结果 住院及出院后 6 个月进行随访,患者肢体肌力恢复到Ⅴ级 14 例、Ⅳ级 9 例、Ⅲ级 3 例、Ⅱ级 4

例,总治疗有效率达 91.7%。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加强肢体早期功能锻炼有利于改善其运动和日常生活功能,帮助患者尽快回归家

庭和社会。  

 
 

PU-399 

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段璨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的影响，为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临床护理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我院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 5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将其分为干预组 25 例与

对照组 2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给予护理干预，采用日常生活能力评估表

（ADL）评价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状况，总结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护理前 50 例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评估表（ADL）评分为（28.23±13.26）分，护理干预后患

者 ADL 评分为（50.27±15.36）分，经过护理干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得到有效提高，日常能力得到

显著提升。 

结论 早期介入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康复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早

期康复护理能够有效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预后，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PU-400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脊髓损伤患者心肺功能依从性的影响 

 
高影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脊髓损伤患者心肺功能训练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采用自身实验前后对照设计，自行设计心肺功能训练依从性调查问

卷，对本科室符合入选条件的 60 例脊髓损伤患者心肺功能训练依从性进行现状调查,经过品管圈活

动干预后，比较干预前后患者的依从性，分析康复训练的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并组织实

施。 

结果 实施品管圈活动后,脊髓损伤患者心肺功能训练依从性明显提高，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品管圈活动提高了脊髓损伤患者心肺功能训练依从性，使患者能够积极配合康复训练,促进患

者的心肺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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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1 

系统性康复训练是学前障碍儿童康复的有效途径 

 
屠恒飞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目前学前障碍儿童的康复训练上，有很多家长及部分训练师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的现象，素不知我们的康复训练并不象我们的生理疾病，那么直接、那么简单。若长

期如此，那么我觉得孩子的康复真成了永远了。为了使更多的家长和训练师们在康复训练的道路上

少走弯路，能够更科学地面对学前障碍儿童的康复训练，在这里我建议家长们不要天马行空，想着

一下子就康复了。 

方法 我们只能在康复评估、课程设置、课程整合、训练内容及训练的方式方法上做到循序渐进，

科学而系统地安排学前障碍儿童康复训练的进程及内容， 

结果 我们才能做到有效康复，在康复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结论 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做康复训练，家长们也只能通过系统性康复训练才是学前智障儿童康复

的有效途径。 

  
 

PU-402 

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功能锻炼的康复护理 

 
惠琳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功能锻炼的康复护理。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期间我科收治行人工膝关节置换术 30 例患者进行分阶段功能锻

炼的康复指导。随机将患者等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实施早期功能锻炼,对照组不实施早期功

能锻炼。 

结果 两组患者患膝屈曲度、伸直度、肿胀值在术后术后 1 周、术后 1 个月、术后 2 个月均有好转,

两组比较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疼痛程度轻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结论: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主动的功能锻炼是预防膝关节僵硬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改善膝关节功能、提高生活质量的最有效措施,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PU-403 

康复医学科病房院内感染病原学分布及相关因素分析 

 
邵岚,王大武,白定群,余和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病房院内感染的病原学分布特点及相关因素分

析。 

方法 通过查阅病史及“杏林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 156 名

发生院内感染患者及 1605 名未发生院内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对院内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研究期间康复医学科院内感染发生率为 8.86%（2014：7.16%；2015：7.73%；2016：

10.34%；2017：10.61%）；共检测病原菌 235 株，检出革兰阴性菌（G-）178 株（75.74%），

革兰阳性菌（G+）49 株（20.85%），真菌 8 株（3.40%）。G-中最常见的为大肠埃希菌（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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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34.04%），G+中最常见的为金黄色葡萄球菌（18 株，7.66%）；5 种最常见的院内感染菌株

中，多重耐药菌(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MDR)占比最高的为鲍曼不动杆菌（73.91%）；感

染部位最常见的为泌尿系统，占 55.65%，其次为呼吸系统占 20.87%，血液系统感染占 8.70%；

发生院内感染的疾病最常见的为脑卒中，占 36.54%，在发生院内感染的所有病种中以脊髓损伤的

院感发生率最高，为 63.08%；男性（OR=2.105，95%CI=1.440~3.076，P=0.000）、留置尿管

（ OR=4.629 ， 95%CI=3.087~6.942 ， P=0.000 ） 、 气 管 切 开 （ OR=2.427 ，

95%CI=1.293~4.557，P=0.006）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得分＜60

分（OR=13.455，95%CI=7.585~23.869，P=0.000）为康复医学科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而留置

胃管（OR=0.312，95%CI=0.166~0.587，P=0.000）可能为保护性因素。 

结论 院内感染的细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耐药菌比例较高，感染部位以泌尿系感染最常见。发生

院内感染最常见的病种为脑卒中，而院感发生率最高的病种为脊髓损伤。男性、留置尿管、气管切

开及 ADL 得分＜60 分等可能为院内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 

 
 

PU-404 

京津冀高校康复教育资源现状调查研究 

 
于涛 

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河西区 

 

目的 通过对京津冀地区开设康复相关专业的高校进行调查，从而对康复专业教育资源现状进行深

入了解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方法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体育学院；河北

医科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中医学院 9 所京津冀三个地区有代表性的高等院校

康复专业的主管领导或专家，就专业的开设时间及招生情况、教师队伍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及网

络资源情况等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所得结果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在专业的开办上，京津冀三个地区中，北京高校最早在 2002 年开设了康复治疗专业，时间相

对较早。所调查的高校开设的康复相关专业主要有运动康复和康复治疗学专业，每年的招生人数

30-120 人；康复专业教师中青年教师居多，有的高校存在师资力量缺乏，教师多为外聘教师为

主；在教材上，88.9%选择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教材，77.58%选择了华夏出版社的教材，33.3%使

用了自编教材，22.2%引进了国外教材；在网络教学方面，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医科大学与华北理

工大学都有自己专门的教学网站，66.7%的高校未充分使用网络进行教学；实践教学方面，66.7%

的学校学生实习时间均在 40 周以上,30 周以上的占到 88.9%；44.4%的高校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科

研学习机会，66.7%的高校学生可以参与教师的课题，88.9%的高校为学生提供了创新创业机会，

有参加国际交流的机会的高校占 44.4%；66.7%的院校认为本校的康复教育资源一般。  

结论 京津冀三个地区的高校康复教育资源参差不齐。所调查的高校师资以中青年教师居多。在教

材的选择上，人民卫生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的教材受到京津冀地区各个院校的欢迎。网络教学使用

率低。各院校均十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为学生提供了创新创业机会以及参与教师课题的

机会。所调查的院校 33.3%的院校认为本校的康复教育资源丰富，其他院校还有待进一步开发。  

 
 

PU-405 

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心理问题的护理干预 

 
李娟

1
,李娟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2.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讨论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的心理护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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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我院康复医学科 2017 年 8 月—2018 年 02 月收治的 60 例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的心理护理

问题进行分析，根据患者来院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 30 例，试验组采

用人性化护理干预的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法，30 天后观察两组患者的心理变化。 

结果 试验组 30 例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心理状况均改善，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提高。两组比较，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应重视心理护理，减轻患者的恐惧、忧郁等心理，从而利于治疗的

进行，以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心理问题解决 

 
 

PU-406 

小组式作业治疗在脑瘫患儿治疗中的运用与探索 

 
申佳鑫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讨小组式作业治疗在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的作用与影响。 

方法 传统作业治疗过程与传统作业治疗过程中结合小组式作业治疗，持续治疗 3 个月对比患儿康

复有无明显变化。 

结果 对特定的脑瘫患儿持续 3 个月的治疗后，通过对比和评定，发现小组式作业治疗与传统作业

治疗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提高脑瘫患儿的认知功能和精细运动功能。 

结论 小组式作业治疗在治疗方法和治疗环境较传统作业治疗有许多优点，但也不可能完全替代传

统作业治疗，小组式作业治疗在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中与传统作业治疗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共同

促进脑瘫患儿的认知功能和精细运动功能。 

 
 

PU-407 

上肢可调节康复支架在肢体活动障碍中患者的应用效果 

 
郎欢馨,吴巍巍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肢体运动功能丧失或障碍直接威胁人类独立生活和正常参与社会活动，减少在生活中带

来的不便。 

方法 首先将采用棉质的弹力固定带及 PU 材质的侧身护板，由拆卸卡扣固定于患者躯干，侧身护板

与皮肤贴合侧设置由棉质及防护层。伸拉板两端利用折叠轴分别固定于臂部托板及侧身增加患者舒

适度板处，形成较为固定的三角型支架。手臂放于臂部托板后，利用滑槽，使得伸拉套管和伸拉辅

助管随意调节长短，改变手臂抬高角度。臂部托板末端可放置按摩球，指导患者抓握锻炼，活动手

部关节。 

结果 更好地帮助患者上肢恢复功能, 满足临床实际需要。 

结论 应用康复支架可更好的帮助患者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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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8 

护理人文关怀在减轻烧（烫）伤住院患儿家属焦虑 

抑郁情绪中的应用 

 
贺婷婷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持续性护理人文关怀在减轻烧（烫）伤住院患儿家属焦虑抑郁情绪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笔者单位收治且符合入选标准的 298 例烧伤外科患儿家

属，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各 149 例。患儿入院第二天对患儿家属进行焦虑 SAS、抑

郁 SDS 评分量表测评。对照组患儿家属进行常规小儿入院护理宣教，对试验组患儿家属进行持续

性护理人文关怀。一周后再次进行 SAS、SDS 测评 

结果 入院第二天对照组患儿家属 SAS、SDS 评分分别为（51.21±8.17）、（45.63±7.80），一周

后对照组患儿家属 SAS、SDS 评分分别为（40.34±7.89）、（38.24±7.54）；入院第二天试验组

患儿家属 SAS、SDS 评分分别为（50.82±8.24）、（45.72±7.69），一周后实验组患儿家属

SAS、SDS 评分分别为（33.42±7.54）、（31.23±7.51）。结果显示试验组患儿家属一周后焦

虑、抑郁测评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实施持续性的护理人文关怀可显著降低烧(烫)伤住院患儿家属焦虑、抑郁得分，减轻患儿家属

焦虑、抑郁的发生率。 

 
 

PU-409 

体位引流排痰技术在脑卒中后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中的应用观察 

 
雷倩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体位引流排痰技术在脑卒中后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脑卒中后合并肺部感染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

象，平均分为对照组 40 例和研究组 4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排痰护理措施，研究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联合体位引流排痰技术对患者进行排痰护理。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对比患者治疗

前和治疗后 20 天后的各项肺功能指标（CAT 评分、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 FEV1、FEV1 占用力肺

活量百分比 FEV1/FVC、FEV1 占预计值百分比）。 

结果 对比两组患者各项肺功能指标后得出，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 CAT 评分、FEV1、FEV1/FVC、

FEV1 占预计值百分比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脑卒中后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中应用体位引流排痰技术对患者肺部功能的恢复具有显著效

果，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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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 

颈外静脉与四肢静脉穿刺置管抢救重型颅脑损伤康复期 

休克患者的效果比较：系统评价/Meta 分析 

 
李亚斌,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本研究旨在系统评价颈外静脉与四肢静脉穿刺置管对抢救重型颅脑损伤康复期休克患者的效

果。 

方法 系统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HO ICTRP、CBM、CNKI和万方 7 个

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17 年 8 月。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数据、评价纳入研究

的偏倚风险。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或固

定效应模型合并数据。 

结果 共纳入 10 个研究，1501 名患者。颈外静脉穿刺置管的一次穿刺成功率以及 1min 内穿刺成功

率均高于四肢静脉（OR =11.49 ，95%CI： 1.39~91.72，<0.00001；OR=5.32，95%CI：

3.27~8.65， P<0.00001）；在并发症发生率方面，颈外静脉穿刺置管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四

肢静脉（OR = 0.10，95%CI：0.05~0.18，P<0.00001）；同时颈外静脉穿刺置管的液体通畅良好

情况大大优于四肢静脉（OR=22.22，95%CI：6.76~73.01， P<0.00001）。 

结论 颈外静脉穿刺置管比四肢静脉有着更高的穿刺成功率以及较低的并发症发生率，在抢救重型

颅脑损伤康复期休克患者过程中，行颈外静脉穿刺置管更有利于患者的液体复苏。 

 
 

PU-411 

系统护理在老年失禁相关性皮炎中的应用 

 
王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沈北院区 

 

目的  观察老年患者失禁相关性皮炎应用系统护理干预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就住本院神经内科治疗期间发生失禁相关性皮炎的 108 例老

年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模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54 例，分别接受院内

常规护理与系统性护理干预模式，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愈合时间、复发率及护理时间。 

结果 研究组护理后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皮肤愈合时间、每日护理时间以及

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对其所接受的护理措施表示较为满意，各指标评分均优

于对照组，差异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系统护理干预在老年患者失禁相关性皮炎中应用效果显著，有效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医护人

员工作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在临床推广。 

 
 

PU-412 

刺激性康复护理对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促醒作用的观察 

 
李昕 

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刺激性康复护理对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的促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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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我院自 2012 年 1 月到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儿进行康复

护理，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采取刺激性康复护理方法，观察两组患者

的 PVS 评分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 PVS 总体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结论 刺激性康复护理对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有显著的促醒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PU-413 

心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吴萍兰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研究脑卒中患者存在焦虑、抑郁情绪及心理干预的效果。 

方法 将 8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

郁自评量表（SDS）对脑卒中患者进行评分。干预组实施专业心理护理：首先，包括正确的评估脑

卒中患者焦虑和抑郁的原因，对脑卒中患者担心疾病治疗效果、缺乏医学知识、家庭经济困难状况

等进行分析处理。其次，实施规范的心理护理，包括运用尊重、热情、积极关注和共情等心理咨询

技术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然后，加强疾病相关知识的宣教。最后，给脑卒中患者提供帮助

和社会支持等。对照组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心理干预。比较两组入院时（干预前）、2 个疗程后（干

预后）的 SAS、SDS 评分。采用 Epidata 3.0 录入数据，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干预组干预后的 SAS、SDS 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干

预前后的 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的 SAS、SDS 评

分比较，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的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1）。 

结论 脑卒中患者病程长、病情重、致残率高、治疗费用大，由此导致脑卒中患者承受沉重的经济

压力和精神负担。脑卒中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这种负性情绪可直接影响患者的心理和

身体健康。有资料显示，脑卒中患者中的心态在康复治疗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患

者的康复治疗效果。由此，对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的同时，对其进行心理干预，有利于缓解脑卒中

患者的焦虑、抑郁的情绪，提高康复治疗效果。 

 
 

PU-414 

昏迷鼻饲患者误吸与胃残留量的相关性研究 

 
靳美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胃残留量(GRV)与昏迷鼻饲患者误吸的发生进而降低吸入性肺炎的关系。 

方法 采用监测胃残留量的方式,对入选的患者动态追踪监测 GRV。以鼻饲施以合理营养的病情稳定

患者 GRV 的值范围作为对照组,观察昏迷鼻饲患者出现吸入性肺炎前后 2 天 GRV 的值范围作为观

察组,对两组患者的胃残留量、误吸及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进行观察，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同一患

者出院后再次入院须重新计算一次观察病例);对不同的 GRV 值发生吸入性肺炎的结果进行比

较。                      

结果 两组患者胃残留量、误吸及吸入性肺炎的发生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意义(P<0.01);观察组 GRV 值

高于对照组,并且当 GRV 值高于 150mL 吸入性肺炎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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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昏迷鼻饲患者 GRV 与吸入性肺炎呈正相关,随着 GRV 值升高到 150mL,昏迷鼻饲患者吸入性

肺炎的发生率随之显著增加。 

 
 

PU-415 

冰棒刺激护理联合早期康复训练对急性脑卒中患者 

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吴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冰棒刺激护理联合早期康复训练对急性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我科近一年来 56 例急性脑卒中患者，依据护理措施不同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28 例。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性护理措施，实验组采用冰棒刺激护理联合早期康复训练措施。比较两组护理

前后患者治疗前、后吞咽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护理前两组吞咽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吞咽障碍评分低

于护理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冰棒刺激护理联合早期康复训练可明显改善患者吞咽功能，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降低并发

症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416 

SWOT 分析法在脑性瘫痪患儿康复护理中的应用 

 
娄欣霞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 SWOT 分析法对脑性瘫痪患儿康复护理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脑性瘫痪患儿 160 例，随机分为 A 组 80 例和 B 组

80 例，A 组给予常规护理，采用一般的康复护理措施。B 组采用 SWOT 分析法行全面康复护理。 

结果 B 组患儿家长针对康复知识知晓明显高于 A 组（P<0.05）。B 组治疗满意结果明显高于 A 组

（P<0.05）。B 组 GMFM 评分明显高于 A 组，B 组综合功能评分明显高于 A 组，B 组 ROM 评分

明显高于 A 组（P<0.05）。 

结论 脑性瘫痪患儿应用 SWOT 分析法行康复护理，可提高脑瘫患儿康复治疗效果，提升患儿家长

满意度。 

 
 

PU-417 

日记式心理教育在小儿孤独症康复治疗期间的护理效果观察 

 
娄欣霞,吴英英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日记式心理教育在小儿孤独症康复治疗期间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收治的 90 例小儿孤独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5 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运用日记式心理

教育，观察两组患儿护理前后日常生活能力评分（ADL），康复治疗依从性及患儿家长满意度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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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护理 2 个月后，观察组患儿 ADL 评分 8.65±1.49，患儿家长康复治疗依从性优良率为 98.23%

高于对照组的 70.32%，患儿家长满意度 99.3%高于对照组的 88.6%。 

结论 在小儿孤独症康复治疗期间的护理，应灵活运用日记式心理教育，护士要求患儿家长在孩子

康复治疗期间，以孩子的名义每天坚持写日记，由责任护士每天进行督查日记完成情况，以此增强

患儿与外界沟通交流能力及日常生活能力。提高家长满意度及康复治疗依从性，从而提高患儿康复

治疗有效率。 

 
 

PU-418 

基于 SWOT 分析的 ICF 通用组合在脑瘫患儿康复护理中的应用 

 
娄欣霞,尚清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 SWOT 分析的 ICF 通用组合在脑性瘫痪患儿康复护理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脑性瘫痪患儿 68 例，随机分为 A 组 34 例和 B 组 34

例，A 组给予常规护理，采用一般的康复护理措施。B 组采用 SWOT 分析的 ICF 通用组合行全面

康复护理。 

结果 B 组患儿家长针对康复知识知晓明显高于 A 组（P<0.05），B 组治疗满意结果明显高于 A 组

（P<0.05），B 组 ROM 评分明显高于 A组（P<0.05）。 

结论 脑性瘫痪患儿应用 SWOT 分析的 ICF 通用组合行康复护理，可提高患儿康复治疗效果，促进

患儿运动功能早期康复。 

 
 

PU-419 

统一的手语沟通技巧对脑卒中患者言语障碍的应用效果 

 
王田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统一的手语沟通技巧在脑卒中患者言语障碍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8 例脑卒中神志清楚的言语障碍患者采取统一的手语沟通技巧与患者沟通 

结果 28 例患者中 25 名患者能基本表达所需，28 例患者对护士的工作满意。 

结论 有效的沟通技巧不仅有助于满足患者的身心健康，缓解患者的紧张、浮躁情绪，提高表达能

力，更能有效的开展各种护理治疗，提高护理质量，便于患者的早日康复。 

 
 

PU-420 

60 例颈椎骨折伴颈髓损伤患者的围手术期康复护理 

 
王娟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颈椎骨折伴颈髓损伤患者行手术治疗的围手术期护理经验； 

方法  对 60 例颈椎骨折脱位伴颈髓损伤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术前进行心理护理、呼吸功能和气管食

管推移练习；术后实施体位护理、饮食护理及并发症护理、康复锻炼及出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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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无死亡病例，31 例颈髓不完全损伤患者有 20 例恢复行走能力，  29 例颈髓完全损伤患者

术后部分感觉功能改善。有效随访 53 例，经 6-12 个月随访，53 例患者均获稳定骨性融合，无手

术和护理并发症发生。 

结论 颈椎骨折伴颈髓损伤患者进行外科手术治疗，科学周密的围手术期护理能提高手术效果，减

少术后并发症。 

 
 

PU-421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康复护理 

 
白璐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康复护理。 

方法 通过对脊髓损伤患者术后从留置尿管期间到拔除尿管之后的整体康复护理。 

结果 早期进行膀胱的康复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术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康复有利。 

结论 脊髓损伤术后对患者进行神经源性膀胱的早期康复训练对患者早日拔除留置尿管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PU-422 

早期精准康复护理在脑卒中偏瘫肩痛患者中的效果研究 

 
李晓娇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精准康复护理在脑卒中偏瘫肩痛患者中的效果研究。 

方法 选择急性期脑卒中偏瘫肩痛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精准康复护理组和常规康复护理组。每组

20 例，精准康复护理组在给予常规护理的同时，还进行针对偏瘫肩痛的精准护理。常规护理组仅

给予常规护理。分别于治疗前 24 小时和治疗后 21 天进行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上肢

FuglMeyer 评定量表（FMA)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评分。 

结果 精准康复护理组偏瘫肩痛的临床效果优于常规康复护理组（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上肢评定

量表（FM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精准康复护理组（FMA)评分优于常规

康复护理组（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ADL)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

精准康复护理组患者（ADL)评分优于常规康复护理组（p<0.05). 

结论 脑卒中急性期偏瘫肩痛患者接受精准康复护理，能明显减轻偏瘫肩痛的程度，提高上肢运动

功能水平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423 

探讨 PDCA 引导下授权赋能模式对癫痫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在减少癫痫并发症方面的效果分析 

 
高咪,牟翔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采用 P(Plan)D(DO)C(Check)A(Action)循环引导下授权赋能模式对癫痫病史患者家属进行

健康教育在减少癫痫发作并发症舌咬伤、骨折方面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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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康复医学科收治的成人癫痫患者 3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n=19），观察组采用 PDCA 循环引导下授权赋能模式对癫痫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对照组

对癫痫患者家属采用常规健康教育。6 个月后观察两组患者癫痫发作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对癫痫患者家属采用该模式进行健康教育前后患者癫痫发作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

对照组对癫痫患者家属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前后患者癫痫发作并发症发生率降低，观察组癫痫发作并

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采用 PDCA 循环引导下授权赋能模式对癫痫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在减少癫痫发作并发症方

面效果显著。       

 
 

PU-424 

基于 ICF 理念下的学龄前期脑瘫儿童医教结合中 

教育康复的课程设置研究 

 
唐国皓,李三松,张广宇,杨永辉,杨磊,王明梅,熊华春,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基于 ICF理念下的学龄前期脑瘫儿童医教结合中教育康复的课程设置。 

方法 随机选择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行康复治疗的学龄

前期脑瘫儿童患儿 62 例，年龄 3～6 岁，平均 4.85 士 0.52 岁，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为Ⅰ～Ⅲ级，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

组（医教结合组）32 例及对照组（常规治疗组）30 例，两组均给予相同的运动治疗、作业治疗、

语言训练、感统治疗及物理因子等综合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基于《国际功能、残

疾和健康分类(儿童与青少年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Children and Youth Version,ICF-CY)理念，按照身体功能、活动和参与及环境因素的不同，进行个

体化精准的课程设置的教育康复，包括学前特殊教育及引导式教育，特殊教育包括生活自理课、社

会沟通课、社会适应及安全课、实用技能课及兴趣-职业技能课等，引导式教育包括体能课、手部

功能课、语言课及文体课等，共 3 个疗程（3 个月），所有患儿治疗前及治疗后均进行韦氏学前及

学初智力测验(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WPPSI-Ⅳ)、儿童功能独立

评定量表（Wee function independent measurement,WeeFIM）、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

及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 (the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评估。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的观测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改善（均 p＜0.05），观察组患儿的 WPPSI-Ⅳ、

WeeFIM、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及 GMFM 评分均比对照组明显改善（p＜0.01）。 

结论 基于 ICF 理念下的医教结合可明显改善患儿的认知、语言、适应及社交能力，其效果明显高

于单纯康复治疗；学龄前期脑瘫儿童因病情不同，其教育康复需求复杂多样，故教育康复的模式不

能是单一的教学模式，需要有基于 ICF 理念下针对性的个体化精准性学前特教课程设置，可尽可能

促进其回归到正常学校就读。 

 
 

PU-425 

智能宣教在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高旭妹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分析智能宣教在儿童入院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使用智能宣教前后，按时间分成两个组：A 组和 B 组，每组各取相应时间段三个月的入院全

部病历，A 组未采用智能宣教，为常规康复组，作为对照组；B 组采用了智能宣教之后的，作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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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组。比较两组患儿监护人对相应宣教内容的理解、护士的感受，以及在一个康复周期的康复情

况、家长满意度情况。 

结果 在一个康复周期的对比中，B 组患儿监护人理解宣教内容的情况好于 A 组，护士整体感受较

好，患儿康复情况优于 A组、家长满意度情况高于 A 组。 

结论 智能宣教有助于提高患儿监护人对宣教内容的理解，有助于提升患儿康复的效果，在医患关

系上起到良性互动效果 

 
 

PU-426 

《康复医学》课程标准化题库建设的重要性及初探 

 
段晓琴

1
,朱允刚

2
,刘颜芬

1
,康治臣

1
,张海娜

1
,王欢

1
,曲福玲

1
,郭丽新

1
,刘忠良

1
 

1.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2.吉林大学计算机学院 

 

目的 本研究从本科生的《康复医学》理论教学考核入手，通过笔者近年来带教本科生的经验积

累、《康复医学》标准化题库建设及应用实践，阐述《康复医学》标准化题库建设的重要性，分享

题库建设中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试图推广已建成的《康复医学》标准化题库软件。 

方法 总结既往本科生《康复医学》理论教学考核中存在的问题，说明题库建设的详细过程，分享

题库建设的应用经验。 

结果 通过探索和总结，我们得出：标准化题库建设对于目前本科生的《康复医学》教学改革而言

势在必行，既能体现考试的公平公正，又能帮助教师适时编制各类考试考题、生成标准试卷，还能

进行考试分析，利于客观评价教学效果。 

结论 《康复医学》标准化题库建设利于全国各高校临床医学生《康复医学》本科教育体系的完

善，已建成的《康复医学》标准化题库值得带教人员进一步推广、应用。 

 
 

PU-427 

应用课题研究型品管圈构建间歇导尿患者自我管理模式 

 
曹辉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应用课题研究型品管圈构建间歇导尿患者自我管理模式 

方法 以课题研究型品管圈的开展方法为依据，成立品管圈小组，按照该项目的实施步骤，选取课

题明确化阶段，即 2017.1.20-2017.2.15 之间在西京医院住院的的 61 名间歇导尿患者，分别对患

者间歇导尿相关知识掌握率、导尿操作合格率、饮水及排尿计划的正确执行率，以及患者的

Franchay 社会活动指数、SCL-90 心理健康症状自评、改良版 Barthel 指数、并发症发生率进行调

查，掌握间歇导尿患者自我管理现况，制定最适方策并实施检讨，对干预后效果确认阶段，即

2017.3.1-2017.5.21 之间住院的 79 名间歇导尿患者再次进行调查，通过不断调试构建间歇导尿患

者的自我管理模式。 

结果 通过课题研究型品管圈的实施，建立间歇导尿患者的自我管理模式，并在该模式的干预后，

患者间歇导尿相关知识掌握率、导尿操作合格率、饮水及排尿计划的正确执行率、Franchay 社会

活动指数、SCL-90 心理健康症状自评、改良版 Barthel 指数、并发症发生率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使用课题研究型品管圈手法在间歇导尿患者的自我管理模式构建中具有优势，运用自我管理

模式可有效提高间歇导尿的患者知识掌握程度、操作技术水平、心理健康症状及日常生活能力，并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使患者更快更好的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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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8 

透析中抗阻运动对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 

一项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张帆,沈麒云,周文琴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目的 系统评价透析中抗阻运动对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 

方法 截至 2018 年 1 月，通过检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和 the Cochrane Library

四个英文数据库和中国知网、万方、Sinomed 三个中文数据库以及手工检索相关引文；两名研究员

分别单独完成文献的筛查。两名研究员按纳入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相关信息，并核对各自的筛

查结果，若有歧义，请第三方讨论解决。纳入标准：（1）语言为中文或英文；（2）随机对照试

验；（3）入组患者为年龄> 18 岁并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超过 3 个月；（4）包括至少 1 个主要或次

要结局指标。排除数据不完整或同样的研究。主要结局指标：透析充分性（Kt/V），机体功能如 6

分钟步行试验（6MWT）、10 次“坐—立”体位试验（STS 10）以及握力（HG）；次要结局指标：

健康调查简表（SF-36），血清钙（Ca）、磷（P）、甲状旁腺激素（PTH）、肌酐（Cr）、血红

蛋白（Hb）、白蛋白（Alb）和体质量指数（BMI）。采用 PEDro 量表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

使用 Stata 1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标准均数差为效应量，各效应量均以 95%CI 表

示。研究结果的异质性用 I2和 p 值评估。 

结果 总共 23 篇 RCT 研究 917 名患者被纳入研究。与对照组相比，透析中抗阻运动可以改善机体

功能，包括 6 分钟步行试验（SMD = 0.479; 95% CI: 0.24-0.72; p = 0.000），10 次坐下站起试验

（SMD = -0.378; 95% CI: 0.24-0.72; p = 0.002）以及握力（SMD = 0.423; 95% CI: 0.189, 0.657; 

p = 0.000），并且提高生活质量量表的生理内容综合测量得分（SMD = 0.250; 95 % CI: 0.022, 

0.478; p = 0.032）结果，但两组的心理内容综合测量结果没有明显差别。另外，运动干预对患者

的血清肌酐、钙、磷、甲状旁腺激素、血红蛋白、白蛋白等和体质量指数的改变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透析中抗阻运动可以显著提高血液透析患者的机体功能和生活质量，并且是安全有效的。该

干预手段可以被临床推广，并纳入血液透析患者的综合管理中。 

 
 

PU-429 

微课在脑卒中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康治臣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进行脑卒中微课视频教学录制，总结微课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 

方法 以 BBFlashBackPro5 为录屏软件，录制演示 ppt 课件过程，插入治疗情景，制作成教学视

频，上传网络教学网站。 

结果 成功制作 30 个微课视频,上传吉林大学《康复医学》精品课程教学网站。  

结论 很大程度上方便学员进行自主学习，达到更高效的课堂教学效果，为教学提供一种新的数字

化教学资源，具有重要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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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 

磁振热疗法结合中频、针灸、中药塌渍治疗颈椎病疗效观察 

 
何琳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颈部磁振热疗法结合中频、针灸、中药塌渍治疗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20 例颈型颈椎病患者按就诊先后顺序分为治疗组 66 例和对照组 54 例，治疗组采用局部

磁振热疗法、中频、针灸,中药塌渍治疗，磁振热剂量为：中档剂量,每次 30 分钟， 每天 1 次，中

频脉冲电流(处方为颈椎病)治疗，每次 20 分钟，每天 1 次,7 天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中

药塌渍（中草药：伸筋草 30g、透骨草 30g、海桐皮 30g、川续断 30g、独活 30g、桑寄生 30g、

牛膝 15g、红花 15g、川穹 10g、秦艽 15g、艾叶 15g、刘寄奴 30g、乳香 15g、没药 15g 等），

针灸：取穴风池、天枢、颈部夹脊、肩俞、曲池、外关、合谷，每日 30min，每天 1 次.对照组采

用常规颈椎病治疗，实验两组治疗前护理及健康教育相同，治疗中予相应护理。分别比较治疗前、

治疗结束时、治疗结束后 4 周及 8 周的疼痛[视觉模拟标尺法(VAS)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 

结果 治疗结束后，2 组患者的疼痛[视觉模拟标尺法(VAS)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较治疗

前均有显著变化(P<0．01)；局部磁振热疗法结合中频，针灸,中药塌渍比常规颈椎病的治疗更能够

缓解病人症状，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磁振热疗法结合中频，针灸,中药塌渍|治疗疗颈椎病有明显的疗效，并降低患者的复发率，值

得临床推广。 

 
 

PU-431 

探讨脊髓损伤康复护理的效果观察 

 
雷丹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研究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患者护理效果，以更好地指导临床护理。 

方法 通过对 38 例脊髓损伤病人的临床观察和康复指导总结康复护理目标和康复护理措施。分为对

照组及康复护理组。对照组 19 例应用临床治疗及常规基础性护理； 治疗组 19 例，在对照组基础

上加康复护理治疗。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定标准对两组干预前、干预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情况

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干预前 Barthel 指数评定比较差异无统计学作用（P>0.05）。康复护理组干预 1 个月末

和 6 个月末 Barthel 指数总分>60 分及<40 分患者与对照组有差异（均 P<0.05）。 

结论 康复护理临床应用于脊髓损伤的护理，能使患者病症恢复较好，有效率较高。 

 
 

PU-432 

针对膀胱排尿障碍患者间歇导尿尿量不均的应对处理 

 
杨铭敬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膀胱排尿障碍中尿量不均问题上应用间歇导尿+留置导尿的具体方法。 

方法 以脊髓损伤理论知识为基本框架，以膀胱排尿障碍之饮水计划为前提，控制患者规定时间内

饮水量从而达到控制患者排尿量的目的，根据患者每个时间点导尿量调整间歇导尿时间点以及间导

http://www.wowa.cn/hl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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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患者短时间内产尿过多，间导间隔时间少于 2 小时，量最多可达 900ml，以防出现膀胱损

伤，并控制膀胱容量，使用双腔橡胶尿管留置导尿并持续开放数小时，后拔除，持续监测患者每日

间导尿量，寻得规律，给予尿量较多时间点持续留置导尿，施行间歇导尿+定点留置导尿处理方

法，并加以膀胱治疗仪电刺激辅助治疗，以逐步恢复膀胱排尿功能。 

结果 患者施行间歇导尿+定点留置导尿持续开放处理方法，极大程度避免了膀胱容量过大的问题，

并降低了上行性尿路感染的概率，减少了肾积水、泌尿系结石、膀胱破裂等并发症的发生，为后期

间歇导尿恢复正常膀胱功能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结论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施行间歇导尿+定点留置导尿持续开放处理方法，在解决膀胱排尿障碍尿量

不均患者的应用上临床意义较大，可切实解决患者实际问题，并不影响患者间歇导尿质量。 

 
 

PU-433 

精准护理管理模式对持续提升疗养员满意度的影响 

 
高荣慧,聂怀利 

山东省泰山疗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疗养院精准护理管理模式对持续提升疗养员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疗养员按入院时间顺序分组，2016 年 5-10 月的 482 例疗养员为对照组，

2017 年 5－10 月的 509 例疗养员为观察组。两组疗养员均接受常规疗养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

从疗养员入院到出院均给予一系列个性化的精准护理管理模式，利用我院自制的疗养护理满意度调

查问卷表，评价疗养员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 2017 年 5 月－10 月疗养员满意度达 99.8%，对照组 2016 年 5-10 月疗养员满意度

94.6%，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精准护理管理模式的建立有利于疗养工作的有序展开，促使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有效地提升

了疗养护理满意度。 

 
 

PU-434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躯体功能受限影响因素研究 

 
孙垚

1
,高蕾

2
,阚燕

3
,史宝欣

1
 

1.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河西区 

2.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南开区 

 

目的 了解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躯体功能受限状况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健康评估问卷-残疾指数（HAQ-DI）、Morisky 服药依从性量表-8

（MMAS-8）、类风湿关节炎自我效能量表（RASE）、病人健康问卷-9（PHQ-9）及医学应对方

式量表（MCMQ）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的 237 例 RA 患者进行横断面研究。 

结果 RA 患者躯体功能受限得分为[1.65（1.20-2.20）]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自我效能、面

对、服药依从性、疼痛、文化程度、抑郁、是否规律锻炼、疲劳及疾病活动度对躯体功能有显著影

响（P＜0.05），可解释总变异量的 60.8%。 

结论 A 患者存在中度的躯体功能受限，自我效能、面对、服药依从性、疼痛、文化程度、抑郁、是

否规律锻炼、疲劳及疾病活动度是 RA 患者躯体功能受限的影响因素，医务人员应为患者提供个性

化的功能锻炼指导，从而维持躯体功能，延缓关节功能丧失，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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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5 

护理人员良肢位摆放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影响的探究 

 
任桂茹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护理人员良肢位摆放干预在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过程中的应用，评估其对患者康复效果

及其后生活的影响 

方法 选取科室 6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均 30 位患者。两组中均有上下肢偏

瘫及四肢瘫的患者，在统一进行良肢位摆放相关宣教的前提下，对照组在其康复治疗以外的大部分

时间里由家属摆放体位，实验组在康复治疗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里除家属监管外相关护理人员随时干

预，指导体位摆放的不当之处。时间均为 4 周。 

结果 4 周后实验组患者的良肢位摆放重视程度及落实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关节僵硬、变形、肌肉

挛缩、肩手综合征、足外翻、足下垂等并发症明显少于对照组，对康复的信心及积极性明显高于对

照组。家属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度与配合度也高于对照组，更愿意配合护理人员的工作。 

结论 在脑卒中患者康复及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良肢位摆放干预对其康复过程中并发症的预防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的体位摆放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患者患病后的不良姿势，对其康复治疗起到

促进作用，大大减少并发症，减轻疾病痛苦，缩短住院时间。此外，护理人员相关干预还有助于建

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依从性、家属信任度，更好的配合护理及治疗工作，营造一个温馨和

谐的康复氛围,增强其战胜疾病、早日回归社会的信心。 

 
 

PU-436 

综合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影响 

 
徐振美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综合康复治疗对脊髓损伤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影响，探讨脊髓损伤导致的神经源性膀

胱的康复护理技术和要点。 

方法 100 例脊髓损伤导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行常规一般

药物治疗及留置尿管导尿；而观察组行常规一般药物治疗及综合康复治疗,包括膀胱尿动力学检

测、制定饮水计划、间歇性清洁导尿、运动疗法（呼吸肌及腹肌训练、坐站训练）、普通针刺、中

医针灸推拿、物理疗法、盆底肌刺激仪应用、功能性电刺激、辅助膀胱治疗仪电刺激进行膀胱功能

康复训练等综合康复护理措施，以及对患者、家属、护工实施健康教育、提供心理支持，通过对患

者日排尿次数记录、平均膀胱容量、最大排尿量、残余尿量、导尿间隔时间生存质量评分和国际

LUTS 症状评分评价疗效。 

结果 治疗 4 周后，（1）观察对比两组患者训练前后膀胱容量及残余尿量：观察组患者训练后膀胱

容量及残余尿量显著优于对照组（2）两组患者尿路感染发生率：观察组患者尿路感染发生率为

12.5％，对照组感染率为 37.5％，观察组感染率显著高于对照组（3）观察组患者经过综合康复护

理，其膀胱功能平衡指标、膀胱容量、泌尿系统等评价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其膀胱恢复自主排尿时

间明显缩短、泌尿系感染发生率明显减少，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应用综合康复护理方法可以不同程度的改善神经源性膀胱的功能，使脊髓损伤患者尽早恢复

自主排尿功能,同时减少泌尿系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有效提高了脊髓损伤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生

存质量，减少家庭经济负担，增强了患者对康复后回归家庭和社会的信心度，值得临床应用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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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7 

吸气肌训练对脊髓损伤肺功能的康复 

 
徐振美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恢复肺功能。 

方法 首先指导患者练习腹式呼吸，在用呼吸评定训练器进行评定，评定后使用呼吸训练器反复进

行 30 次的负荷力量来训练膈肌为主的吸气肌肉的功能，加用我们护士专业辅助呼吸徒手手法，帮

助患者排除胸腔内残余气体， 增加患者运动耐力，通过训练一周我们再次使用呼吸评定训练器进

行评估与之前进行对比，吸气机肌力和耐疲劳指数的改善程度。 

结果 通过 1 周治疗，患者吸气机肌力明显改善，呼吸心肺功能改善，运动耐力增加。 

结论 上述结果证明，通过吸气机训练，可使呼吸频率下降增强了膈肌的强度和吸气机的耐力，降

低患者疲劳感，增加了运动能力的恢复，加快了康复进程，还减少炎症刺激和并发症。提高了患者

家属对康复的信心，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更加坚信可以回归社会与家庭。 

 
 

PU-438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康复训练对语言发育障碍患儿的影响 

 
李漫漫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康复训练对语言发育障碍患儿的影响。 

方法 选取语言发育障碍患儿 8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43 例。2

组患儿均给予常规的康复训练，包括计算机言语疾病矫治、认知知觉功能障碍训练、结构化教育、

引导式教育、文体训练、音乐治疗、作业疗法、针灸等。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增加重复颅磁刺激。治

疗前和治疗 4 周后（治疗后）由 2 名通过专业培训的康复治疗师对 2 组患儿进行语言评估。选用中

国康复研究中心研制的汉语版 S-S 语言发育迟缓评定进行评估。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观察组疗效(95.3%)明显优于对照组(7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语言障碍患者治疗后语言功能评分（85.39±2.78）分高于对照组患者语言功能评分

（71.45±2.1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作为一种早期干预语言发育障碍的新型电生理技术，联合常规康复训练可以

改善语言障碍。 

 
 

PU-439 

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的影响 

 
曹雪宁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早期（生命体征平稳 0-24h）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康复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及超早期康复功能训练，检测入院时、干预 4 周和 12

周后患者日常生活 能力（ADL）状况，分析其 B a r t h e l 指数评分及临床疗效。 

结果 脑卒中偏瘫患者给予早期康复护理后，其日常生活能力明显提高，干预 4 周、12 周后，患者

B a r t h e l 评分和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入院时，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可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肢体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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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0 

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进食体位依从性对误吸发生率的影响 

 
米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通过早期护理干预患者进食体位及提高其依从性对患者误吸发生率的影响，以帮助脑卒

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实现安全进食。 

方法 选择康复病区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并可经口进食的患者 4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4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既往史等基本资料以及吞咽障碍程度经统计学分析，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醒，无明显认知障碍；对照组采取脑卒中常

规护理，进食时采取患者自我感觉舒适的体位；观察组除常规护理外，保持患者进食时床头抬高

30～90°并固定头部，并向患者、家属讲解进食期间体位的重要性，反复多次强调，并通过图文并

茂的健康宣教材料，增加患者和家属对误吸后果的认识，从而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干预措施的依

从性。通过科室自制误吸风险评估记录单对两组患者进食体位依从性、实际的误吸发生率、患者满

意度进行评估与统计。 

结果 评估记录显示观察组采取宣教及各种护理措施干预后其对进食体位的依从性相对于对照组明

显增高。通过对 48 位患者每位患者 20 天共 60 次进食过程的观察统计发现，对照组患者进食过程

出现刺激性呛咳共计 11 次，观察组共计 2 次，进食后患者出现呼吸道症状以及肺部感染者对照组

共计 3 例，观察组 0 例。两组患者误吸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当床头

抬高 30~45°时患者误吸发生率为 0，患者满意度最高。 

结论 对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及时有效的进行护理干预，可提高患者对进食体位依从性，

有利于减少误吸的发生。 

 
 

PU-441 

颈椎病健康教育管理的研究进展 

 
梅蓉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省,延安市 

 

颈椎病健康教育管理是颈椎病防治中的重要手段，对颈椎病患者进行高质量的健康教育，可

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自我效能，改善不良生活习惯，从而延缓颈椎间盘退行性变的发生，最终达到全

面改善健康状况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本文对颈椎病的健康教育管理模式、健康教育内容等方面

进行了综述，并对今后的管理方向进行了展望，从而为今后颈椎病健康教育及管理提供指导和借

鉴。 

 
 

PU-442 

健康教育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的影响 

 
刘慧芳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省,延安市 

 

脑卒中即脑血管意外，是一类由多因素引起颅内动脉狭窄、闭塞或破裂，最终使脑血液循环突

发障碍的脑血管疾病。中国社会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这就促使脑卒中发病率逐年升高，目前已成

为我国第一大致残甚至致死性疾病[1]，据相关研究调查显示，约 75%的患者遗留有不同程度的神经

功能障碍[2]，对我国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最新数据显示[3]缺血性脑卒中复发率在我国高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89 

达 17.7%，对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及严重的精神负担。相关研究表明，脑卒中为一种行

为相关疾病，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4］，故健康教育是预防和治疗脑卒中最

重要及最有效的手段之一[5]。因此脑卒中患者的健康教育尤为重要。以下就健康教育对脑卒中患者

康复的影响进行综述。 

 
 

PU-443 

音乐疗法结合康复训练促进脑瘫患儿功能康复的临床研究 

 
祖君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音乐疗法结合康复训练在促进脑瘫患儿功能康复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2017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脑瘫患儿 90 例，将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采用

常规康复训练的 45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将 2016 年 8 月-2017 年 8 月采用音乐疗法结合康复训练的

45 例患者设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儿的功能康复情况及家长满意度。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儿的 GMFM 各功能评分及家长满意度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脑瘫患儿实施音乐疗法结合康复训练，能有效促进患儿的功能康复，提高家长满意度。 

  
 

PU-444 

家庭被动伸展运动在先天性肌性斜颈婴儿康复护理中的 

应用效果观察 

 
蒋萌烨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家庭被动伸展运动（PSE）在先天性肌性斜颈（CMT）婴儿康复训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院 2014.06~2017.06 间收治的 120 例 CMT 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家庭 PSE+常规院内康

复治疗，n=60）与对照组（常规院内康复治疗，n=60），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6

个月三个时间点颈部活动度（包括健侧被动侧屈与患侧被动旋转角度）与两组治疗有效率。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患儿颈部健侧被动侧屈与患侧被动旋转角度均显著加大，对照组治疗 6

个月后颈部被动活动度较 3 个月后无显著性改善，而观察组患儿治疗 6 个月后颈部活动角度仍具有

进一步改善（P<0.05）；观察组、对照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98.33%和 93.33%，（P<0.05）。 

结论 家庭 PSE 操作简单方便，可有效改善 CMT 患儿颈部活动能力，提高治疗有效率，值得临床

推广。 

 
 

PU-445 

儿童康复科不安全因素分析及护理安全管理对策 

 
史明慧

1
,尚清

1
,李靖婕

1
,马彩云

1
 

1.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河南省儿童医院 

3.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 

 

目的 分析儿童康复科不安全因素及护理安全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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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9 月我院儿童康复科的 145 例患者，对患者临床治疗资料进行统

计，分析不安全因素，并针对这些不安全因素进行临床护理。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

（n=75）和观察组(n=70)，对照组采取常规康复护理，观察组采取针对性康复护理，观察护理效

果，记录两组患者及家庭对护理方法的满意度。 

结果 儿童康复科不安全因素中患者因素占 19.31%，社会环境因素占 13.79%，护理人员因素占

17.24%；对照组在常规护理下发生跌倒、烫伤概率为 13.33%、12.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误吸、坠床、药物中毒概率为 2.67%、4.00%、1.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康复护理下发生跌倒和烫伤的概率为 1.43%、1.43%，未发生误吸、坠床、药物中

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满意度 92.86%高于对照组 50.67%，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对儿童康复科患者采取可预见的护理措施，能避免不安全事故的发生，提高患儿及其家属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PU-446 

综合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直肠患者生活干预的影响 

 
梁毅 

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综合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直肠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临床纳入本院 2016.12~2018.2 期间收治 104 例脊髓损伤神经源性直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

机将全部入选者分为研究组、对照组，均为 52 例。对照组实施临床常规康复护理，在此基础上对

研究组实施护理干预，分析对比两组临床总有效率，并将两组护理前、后 SAS、SDS、QOL 评分

进行对比。 

结果  研究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6.15%，与对照组的 86.54%相比明显更高（X2=5.841、

P=0.0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护理前研究组 SAS、SDS、QOL 评分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护理后研究组 SAS、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QOL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7.243、

t=7.641、t=9.315），P<0.05。 

结论 对神经源性直肠患者而言，综合护理干预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促进排便，消除患者

不良心理，提高生活质量，改善患者临床预后，具备临床实施意义与运用价值。 

 
 

PU-447 

多学科合作模式在降低胸腰椎术后患者便秘发生率中的运用 

 
梁毅 

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目的探讨多学科合作模式在胸腰椎术后便秘病人康复护理中的运用。 

方法 将 60 例胸腰椎骨折并行开放手术治疗的住院患者分为 2 组，多学科合作骨科康复组(治疗

组)30 例，对照组 30 例。2 组均采用常规临床治疗，治疗组在常规临床治疗基础上加用多学科合作

综合康复措施，疗程均为 1 个月。患者入院当天、手术当天及术后 1-7 天评估患者腹胀便秘情况。 

结果 治疗组 30 例发生腹胀 6 例，腹胀发生率 20%，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3 例、2 例、1 

例；对照组 30 例共发生 15 例腹胀，腹胀发生率 50%，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2 例、10 

例、3 例，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术后发生便秘  11 例，发生率 

36.7%，对照组术后便秘 20 例，发生率 56.7%，治疗组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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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胸腰椎骨折术后患者便秘发生率高，采用多学科合作模式对患者给予卧床排便指导、床上活

动指导、饮食指导、用药指导等预见性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腹胀便秘症状，提高护理效

果。 

  
 

PU-448 

早期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功能康复的影响 

 
张会仙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把 108 例脑卒中并吞咽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4 例，两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临床检查结果，症状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 90.74％，对照组总有效率 83.33％，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

组患者经过一个住院疗程的治疗，洼田饮水试验结果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观察组较对照组改

善更为明显（p<0.05）。 

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能提高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康复率，改善患者生活品质，其护理方

法值得推广。 

 
 

PU-449 

良肢位摆放的早期介入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的影响 

 
王迪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近年来，脑卒中发病率逐年递增，偏瘫是脑卒中最常见的后遗症，早期康复的介入，可提高

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回归社会和家庭，其中良肢位摆放是康复训练的基础。良肢位摆放的早期

介入对病人的康复具有重要意义，可降低并发症。 

方法 正确的卧姿能有效的减少病人的并发症，所以偏瘫患者从入院时到出院均可采用良肢位摆

放。良肢位摆放能使松弛的肩关节相对稳固，使肱骨头不易向下或侧方移动，并且在肢体保持中垫

高及抬高身体，可促进静脉回流，防止血液淤滞。良肢位可防止对抗痉挛姿势出现，保持病人的

肩、肘、手、腕、膝、踝等大关节活动不受限制，以及早期诱发分离运动，为将来肢体功能恢复打

下良好基础。 

仰卧位：头下置一枕头，不宜过高，面部朝向患侧，患侧肩部垫一比躯干略高的枕头，将伸展的上

肢置于枕上，防止肩胛骨后缩。前臂旋后，手掌心向上，手指伸展，张开。在患侧臀部及大腿下垫

枕，以防止骨盆后缩。枕头边缘卷起可防止髋关节外展外旋，枕头右下角支撑膝关节呈轻度屈面

为。足底不应放置任何东西，防止增加不必要的伸肌模式的反射活动。 

患侧卧位：患侧在下，健侧在上。头部用枕头舒适的支撑，患侧上肢前伸，使肩部向前，确保肩胛

骨的内缘平靠与胸壁。上臂前伸以避免肩关节受压和后缩。肘关节伸展，前臂旋后，手指张开，掌

心向上手心不应放置任何东西。健侧上肢置于身体上或稍后方，患侧下肢在后，膝关节略屈曲，足

底蹬支撑物，这是重要前提，由于患侧卧位，增加了对患侧的知觉刺激，并使整个患肢被拉长，从

而减少痉挛，此外，健手能自由活动。因此患侧卧位是所有体位中最重要的体位。 

健侧卧位：健侧在下，患侧在上，头部枕头不宜过高。患侧上肢下垫一枕头，肩前屈 90-130 度，

肘和腕伸展，前臂旋前，肘关节背伸。患侧骨盆旋前，髋、膝关呈自然半屈曲位，置于枕上。患足

与小腿尽量保持垂直位，注意足不能内翻悬在枕头边缘。身后可放置枕头支撑，有利于身体放松。

健侧下平放于床上，轻度伸髋，稍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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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良肢位摆放在脑卒中康复护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良肢位摆放可减少肩部并发症，提高患

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在治疗过程中，护士教会患者及家属正确的肢体摆放，可预防肩关节损伤和

疼痛，有利于患侧上肢功能的恢复。 

结论 综上所述，良肢位摆放简单方便，随时可以操作，且不需要过多设备，在病房和家中都可进

行，护理成本低。在护理的同时要教会病人家属正确的肢体摆放，让康复护理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健

康和实惠。 

 
 

PU-450 

脑卒中患者实施康复护理干预对其生存质量的影响探析 

 
任亚楠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研究脑卒中患者实施康复护理干预对其生存质量的影响。两组脑卒中患者的临床效果。 

方法 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我科收治的 70 例脑卒中患者，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对照组 35 例脑卒中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 35 例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康复护理干预，对

比两组脑卒中患者的临床效果。 

结果 实验组脑卒中患者的生存质量、心理改善程度和语言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实施康复护理干预具有显著的结果。 

 
 

PU-451 

康复护理应用在小儿脑瘫护理中的临床效果分析 

 
李晓可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分析康复护理应用在小儿脑瘫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诊治的脑瘫患儿 80 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应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儿分为观察组（n=40）与对照组（n=40）。在康复干预前两组患儿的

Fug1-Meyer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康复治疗均给予营养神经药物应用、功能训练、物理

因子治疗等综合性康复治疗项目。住院期间，两组患儿采用不同的的护理方式：对照组仅给予常规

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康复护理应用。治疗 6 周后，对比两组患儿的运动能力。 

结果 在治疗干预 6 周后，观察组患儿的 Fug1-Meyer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97.50%）显著高于对照组（8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康复护理应用在小儿脑瘫护理中，能明显改善患儿的运动能力，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PU-452 

早期肺康复训练对 COPD 无创机械通气患者快速康复的研究 

 
芮祖琴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肺康复（PR）训练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急性加重期应用无创正压通

气（NPPV）下快速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及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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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共纳入 60 例 COPD 急性加重期应用无创机械通气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早期肺康复训练

组）30 例和对照组（常规护理组）30 例，分别统计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改善情况、无创机械通气

时间、氧合指数测定、COPD 患者自我评估测试评分（CAT）和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变化。 

结果 试验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及氧合指数较对照组提高、无创机械通气时间较对照组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 COPD 自我评估测试评分（CAT）及焦虑、抑郁状态评分

（HADS）均较对照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肺康复训练可改善 COPD 无创机械通气患者肺功能指标、提高患者氧合指数，降低无创

机械通气时间，促进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改善，减轻焦虑抑郁，且操作易行并最经济。 

  
 

PU-453 

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康复培训需求调查研究 

 
王一祖,王雪强,彭梦思,汪涓,吴豹,陈昌成,杨景朝 

上海体育学院 

 

目的  分析羽毛球教练员康复培训需求，为构建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康复培训体系提供依据。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对 272 名羽毛球教练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

料、损伤部位的康复培训需求、损伤组织的康复培训需求、急救技术的培训需求、康复治疗技术的

培训需求。 

结果 收回有效问卷 251 份。 

1）不同从业年限的教练员对各部位损伤的康复知识需求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康复培训需

求率最低的为脚趾关节损伤 50.7%，需求率最高的为腰部、膝关节和踝关节损伤 100%； 

2）不同从业年限的教练员只对神经组织损伤的康复知识需求有显著性差异（P<0.05），康复培训

需求率最低的为神经损伤 46.4%，需求率最高的为肌肉和韧带损伤 96.3%； 

3）不同从业年限的教练员对急救技术知识需求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康复培训需求率最低

的为人工呼吸 43.5%，需求率最高的为胸外按压 62.2%； 

4）不同从业年限的教练员对康复治疗技术知识需求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康复培训需求率

最低的为物理因子治疗 68.1%，需求率最高的为核心稳定训练 98.6%。 

结论 羽毛球教练员对运动康复培训需求迫切，且不同从业年限的羽毛球教练员与损伤部位、康复

治疗技术的培训需求没有显著性差异。在组织损伤方面只对神经组织损伤的康复知识需求具有显著

性差异，从业年限越长，对其需求度越高。应加强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康复的培训，以满足教练员的

需求，有利于提高教练员对运动损伤的预防与康复的能力。 

  
 

PU-454 

早期活动康复护理对急性脑卒中患者预后的影响 

 
勾娜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早期活动康复护理对急性脑卒中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4 月实施常规活动康复护理的脑卒中患者 30 例为对照组，选取我院

2017 年 4 月至 7 月实施早期活动康复护理的脑卒中患者 30 例为实验组。分别对以上患者在发病时

和发病后 4 个月病情、康复情况进行评估和随访，内容包括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神经功能量表、并

发症发生情况量表。并对对照组和实验组随访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 实验组患者发病后 4 个月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分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神经功能恢复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发症发生情

况明显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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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活动康复护理明显提高了患者生活自理能力，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减轻了家庭和社会负担。 

 
 

PU-455 

康复训练结合心理康复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 

 
刘玉凡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康复训练结合心理康复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6 例脑卒中患者分成治疗组(n=23)和对照组(n=23)，均实施常规康复训练及药物治疗，

治疗组另加系统化心理康复。治疗前后，采用 Barthel 指数(BI)评定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01)，治疗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01)。 

结论 康复训练结合心理康复能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456 

吞咽障碍患者照顾者的健康教育与照料能力研究 

 
刘晓艳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吞咽障碍是指固体到液体从口腔到胃的运动障碍或传递延迟。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发生率

可高达 45%,占全部吞咽障碍者的 25%。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除了在医院进行短期治疗外,多数时间

需要在家庭中度过;患者家属是患者最主要的照顾者和社会支持来源,在患者的康复过程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家属对患者吞咽障碍早期康复的认知水平,直接关系到吞咽障碍患者的恢复情况和生活质

量。为了促进吞咽障碍患者的早期康复,提高患者家属的早期康复认知，保证病人营养的供给，避

免水、电解质代谢失衡，减少肺部并发症的发生，延长生命，我们对吞咽障碍患者照顾者的健康教

育与照料能力进行了研究。 

方法 将 50 例脑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5 例,观察组吞咽障碍患者在常规健康教育的基

础上,实施可视化健康教育根据吞咽障碍患者不同病情对患者及照顾者采用不同的康复健康教育,教

育内容包括:吞咽障碍基本知识和吞咽障碍康复技能并指导其进行吞咽功能训练,用洼田氏试验评估

患者的吞咽功能,比较患者康复健康教育前后的吞咽功能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对照组患者实施常

规健康教育,观察两组患者出院后 1 个月、3 个月的生存质量。 

结果 出院后 1 个月、3 个月观察组患者的生存质量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实

施健康教育后,患者吞咽功能障碍减轻,肺部感染、误吸和营养不良的发生率显著降低。 

结论 健康教育可有效地降低吞咽障碍患者发生肺部感染和营养不良的机率,有效预防误吸的发生,从

而使患者在短期内恢复自主吞咽。 

 
 

PU-457 

护理陪伴和心理干预在脑卒中病人情绪管理中的作用 

 
程燕,吴新春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增加临床护理陪伴和心理干预在脑卒中病人情绪管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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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8 年 3 月康复科病房脑卒中病人中的五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这五名病人均因严重神

经损害导致智力低下，五名病人均来自不同外院的康复病房，转院原因均为不能配合康复治疗，焦

虑、认知差、情绪波动大，不接受住院治疗，这五名病人家属均因各种原因不能陪伴在病人身边。

对这五名病人，入院初期，通过汉密顿焦虑评估量表评估病人心理状态和焦虑程度，制定标准的护

理陪伴和心理干预措施，通过一个月的实施，再次进行评估，两组数据进行对比。 

结果 经过一个月有针对性的护理陪伴和心理干预，病人情绪得到很好的安抚，汉密顿焦虑评分明

显下降，病人对住院和康复治疗接受度和配合度明显增加，效果显著。 

结论 对于脑卒中导致偏瘫的病人，早期康复治疗至关重要。很多病人由于严重的神经损伤导致智

力退化，易怒、焦虑、易激惹，因为不能很好的配合治疗而错失了早期的最佳恢复时间，临床通过

系统的护理陪伴和心理干预可以有效地安抚病人的情绪，增加病人对治疗的配合度，提高治疗效

果。 

 
 

PU-458 

时间管理理念在个性化间歇导尿方案中的应用实践 

 
徐娜,武新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时间管理理念是护理人员结合患者的生物周期和疾病的节律变化特点展开择时护理，探讨时

间管理理念在脊髓损失患者神经源性膀胱管理中制订个性化间歇导尿方案中的指导作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的 100 例脊髓损伤患者，分为对照组（50 例）和观察组（50 例），对照组按常

规间歇导尿实施方案，观察组运用时间管理理念，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制订个性化的间歇导尿方

案并实施 

结果 对照组发生尿路感染 8 例（16.6％），观察组发生尿路感染 4 例（8.3％），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时间管理理念在个性化间歇导尿方案中的应用，降低了间歇导尿患者尿路感染的发生率。 

 
 

PU-459 

下肢主动运动辅助下肢活动器训练在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中的应用 

 
陈晨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脑卒中患者恢复期下肢主动运动辅助下肢活动器训练在预防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 

方法 选 60 例脑卒中康复期患者采用随机分组法,分为研究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前者采用

下肢主动运动频次由每日两次，增加至每日 3 次，每次 10 组，每组 10 次并配合使用下肢活动训练

器,后者采用常规护理,3 个月后比较疗效 

结果 研究组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机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进行下肢主动运动配合下肢活动器，能降低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深静脉

血栓形成率，改善患侧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增强,生活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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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0 

早期护理干预对吞咽障碍患者的影响 

 
孔祥娟,杨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吞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常见并发症之一，不当的进食方式造成脑卒中患者误吸、呛咳，严重

的将会引起肺部感染、营养不良、窒息等危害，探讨早期护理干预对吞咽障碍患者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8 年 2 月~2018 年 5 月我院康复科收治脑卒中患者 30 例，年龄 45 岁—60 岁，均为

脑卒中后遗症期，均伴有不同程度的吞咽功能障碍，既往均无咽喉部疾病、神志清、生命体征平稳

的患者，随机分两组进行试验，对照组患者在住院期间采用脑卒中护理常规，干预组在此基础上采

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包括：  1.进食氛围的营造 2.个性化的进食音乐选择 3.通俗易懂的进食卡通

宣教短片 4.进食后检查口腔内食物残存 5.每顿餐后都给与口腔护理，应用口腔清爽及预防口腔疾病

的相关药物。 

结果 治疗两周后，干预组吞咽功能改善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早期护理干预对吞咽障碍患者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PU-461 

肺功能康复在中风病吞咽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及 

康复效果的作用分析 

 
王月英 

杭州市中医院 

 

目的 探讨心肺功能康复训练在中风病吞咽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及康复效果的作用分析，以降低

坠积性肺炎的发生率，提高老年卧床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旨在从运动耐力、肺炎发生率、健康

教育及生活质量几方面评价系统心肺康复在中风病吞咽功能障碍康复期病人中的应用效果，为临床

研究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我科 2014 年 7 月-2017 年 7 月中风病吞咽功能障碍住院患者 60 例，平均分为观察组

（30 例）和对照组（30 例）。观察组患者除接受常规治疗,并指导其吞咽-摄食管理训练（管饲护

理、感觉促进训练、吞咽器官训练、吞咽姿势改变、食物的选择和入口量）外，还接受为期两月的

心肺康复治疗，其主要内容包括有呼吸训练（基本呼吸技能、呼吸控制、胸廓扩张运动、用力呼气

技术、气道廓清技术）、运动疗法、健康教育等，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并指导其吞咽-摄食管

理训练，治疗结束后，比较两组患者的肺功能、运动耐力、肺炎发生率及生存质量。 

结果  两组经过干预后心肺功能指标均有改善，且实验组改善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系统心肺康复训练可以提高康复期中风病吞咽障碍患者的心肺功能。SF-36 量表是

结合我国人群修订的一种健康调查量表。据证实 SF-36 量表 可以用于评价中风病吞咽障碍患者生

活质量的评价，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实验组干预后 SF-36 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中风病吞

咽障碍患者肺炎发生率明显降低，满意度上升，提高了患者康复的信心缩短了病程。 

结论 心肺康复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可提高患者呼吸肌舒张和收缩功能，增加其耐

力，减轻其疲劳程度，增加肺泡通气量，促进残气量的排出，改善低氧血症，增强患者免疫力，从

而提高治疗效果早期有计划地对中风病吞咽功能障碍患者介入心肺功能康复锻炼可以提高患者的肺

功能和运动耐力，预防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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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2 

医技护一体化联合查房在康复科应用的临床体会 

 
张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随着现代化护理模式的转变，为体现“以患者为中心”，我科不断探索查房模式，制定出医生、

康复治疗师、护士一体化联合查房模式，在康复科临床实践中提高护士整体业务水平、加速患者康

复及提高患者满意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方法 在改革前医生、护士各自查房的基础上，制定出医生、康复治疗师、护士联合查房模式，采

用护士业务水平考核试卷及患者满意度调查量表分别对护理人员业务水平及患者满意度进行评定。 

结果 医生、康复治疗师、护士从不同的角度对患者的整体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评价，针对存在的

问题，对每位患者实施有效的治疗、康复训练及护理，让护士全面掌握患者情况，实施有效的整体

护理，保证治疗及时，提高了护士整体水平，加速患者的康复，规避临床工作中的医疗风险，提高

患者满意度，同时加强了医、治、护三方面沟通与合作。 

结论 医技护三位一体化联合查房模式可明显提高护士专业水平与患者满意度，值得在康复科临床

工作中推广应用。 

 
 

PU-463 

康复专科护理对脑卒中患者住院期间依从性的影响 

 
吴国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针对脑卒中患者，讨论实施康复专科护理训练对患者住院期间依从性的影响，为脑卒中患者

的护理方法提供参考与指导。 

方法 将我院神经内科和康复科收治的脑卒中患者入院四周内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年份为 2016 年 2

月--2018 年 2 月，患者总计 100 例。在 100 例老年脑卒中患者中，应用抽签的方法，将 100 例患

者随机划分为两组，包括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总计 50 例；对照组：患者总计 50 例，两

组患者在一般资料对比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针对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方

法：针对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增加康复专科护理，干预方法如下：首先，发病后

尽早进行良肢位摆放，保证卧位、坐位、抗痉挛姿势的合理变换。其次，脑卒中患者身体活动能力

下降，因此在肢体各关节上，在治疗中心由 PT 治疗师开展被动运动，回病房由护士鼓励并督促检

查患者做主动运动，与患者积极的沟通交流，消除心里抑郁情绪，从而增加战胜病魔的信心，合理

调整关节活动度，护士给予正确的训练指导和检查家庭训练计划的执行情况。第三，根据患者的身

体恢复状况，加强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强调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性，护士根据患者的

ADL 评分不同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训练。主要包括进食、梳洗、穿衣等等的延续护理指导，分批

次、分项目指导和督查患者以正确姿势开展，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康复的信心。第四，护士教会患

者做相关偏瘫操，增加患肢血液循环和本体感觉，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和继发性损害。对比两组患者

的护理干预效果。 

结果  经统计学统计，在 Fugl-Meyer 评分方面，对照组患者为 56.4±11.3 分，观察组患者为

35.5±8.1 分。在 Barthel 指数方面，对照组患者为 43.2±13.7 分，观察组患者为 62.9±8.7 分。两组

患者在两项指标对比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明显。  

结论 脑卒中患者是临床上的重点医疗对象，患者身体机能下降严重，康复难度较高、功能恢复时

间漫长、给患者及家属造成的经济负担重。通过发病四周内合理开展康复专科护理干预，能够将脑

卒中患者身体功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引导患者增强生活活动能力，特别是进食训练、穿衣训练、入

厕、步行、上下楼梯等等训练以后，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寿命，对患者积极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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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康复专科护理训练还可以提高脑卒中患者住院期间的依从性。建议今后在脑卒中患者的护理

中，将康复专科护理训练技术推广应用。 

 
 

PU-464 

分析早期康复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 

 
朱叶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应用对术后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均行手术治疗，按照护理模式划分

为两组，各 30 例，其中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早期康复护理，对比两组术后恢复效果。 

结果 对照组临床优良率为 76.7%，明显低于观察组 90.0%，对比差异明显（P<0.05）。结论 在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应用早期康复护理可促进术后恢复，值得推广。 

结论 综上所述，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应用早期康复护理可促进术后恢复，进而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缓解腰腿疼痛，值得推广。 

 
 

PU-465 

循证护理预防长期卧床中风患者压疮的临床疗效研究 

 
王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进一步对循证护理预防长期卧床中风患者压疮的临床护理效果进行分析和探讨。 

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期间所收治的 100 例长期卧床中风患者，将其作为本

次的研究对象，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患者接受一般护理，观察组患者接受循证护理，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后

压疮的发生情况，并进行比较。 

结果 经过不同的护理方法后，观察组中有 2 例患者出现压疮，压疮发生率为 4%，对照组中有 10

例患者出现压疮，压疮的发生率为 20%，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在长期卧床中风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循证护理可有效避免患者出现压疮，缩短患者的住院时

间，减轻其经济负担，在临床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今后值得推广和应用。 

 
 

PU-466 

在假肢与矫形器学教学中使用学生标准化病人的探索 

 
王莎莎 

滨州医学院 

 

目的 探讨学生标准化病人（student standardized patient，SSP）在课程“假肢与矫形器学”教学中

应用的效果。 

方法 随机将康复治疗本科专业 1 班和 2 班分别分入对照组和实验组。在课程“假肢与矫形器学”教学

中，对照组使用传统带教方法；实验组使用 SPP 教学方法。一学期后，比较两组在该门课程中，

实践考核、理论考试成绩和总成绩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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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实践考核成绩显著提高(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理论考试成绩

显著提高(P<0.01)，课程总成绩显著提高(P<0.01)，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假肢与矫形器学”课程中使用 SSP 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和理论的学习均有

帮助，SSP 是适于“假肢与矫形器学”这门课程的新型教学模式。 

 
 

PU-467 

早期跟腱术后的康复护理干预对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张朝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早期跟腱术后的康复护理干预对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共收跟腱断裂患者 65 例，

经过手术修复后，针对患者情况，并借鉴刘立明、陈秀云等跟腱断裂术后康复护理方法，对本组病

例是进行分阶段康复护理，效果良好。 

结果 跟腱断裂愈合及康复过程中，对本组病例是进行分阶段康复护理，效果良好。 

结论 跟腱断裂愈合及康复过程中，合理安排康复程序是恢复功能的重要保证，手术后及时给予合

理的护理及康复指导是手术是否成功的关键，对防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及早日康复非常重要。 

 
 

PU-468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的康复与护理 

 
张莉莉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的康复与护理。 

方法 本文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康复与护理的作用和具体措施综述如下。 

结果 术后通过加强对患者的康复和护理可以防止神经根粘连和压迫，促进神经、肌肉的功能恢

复，预防腰背肌萎缩，缩短康复的时间，降低复发率 

结论 对腰椎间盘突出术后患者早期进行合理、系统的康复治疗和护理能够有效减轻局部水肿，减

少粘连和压迫，减少功能障碍和疼痛，促进神经、肌肉功能恢复，从而明显增加手术成功率，降低

复发率。随着康复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护理措施的逐步完善和改进，腰椎间盘突出术后的康复

护理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PU-469 

早期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 

及尿路感染的影响 

 
张玉洁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早期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及尿路感染的影响 

方法 1.神经源性膀胱的护理 2.膀胱功能的恢复和训练 

结果 总的来说，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总会给患者在排尿功能带来很大阻碍，对其的康复护理工

作也是一个长期漫长的工作，因此，早期的康复护理就显得极为重要。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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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病痛、心理上的伤害及时间都是非常大的，选择怎样的康复治疗和护理，一定要因人而异，

根据患者的患病时间、程度等多方面为患者制定合理的康复护理方案，确保给予患者正确的康复治

疗方法。 

结论 在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康复过程中，最重要注意的就会患者在尿路感染的可能和

相关并发症，因此，对于这类患者进行康复过程中，目标就是在保障患者降低尿路感染的可能同时

维护好患者个性体征和肝脏功能，使患者能达到基本的自主排尿，为患者创造更为便利的生活。 

 
 

PU-470 

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及护理对策 

 
赵瑞环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及护理对策 

方法 加强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家属和患者的健康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减轻病情，避免患者并发

症的发生、使患者的生活有质量。现将本人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护理经验和大家分享如下 

结果 通过行为干预和信息传播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医护人员要帮助患者群体及个人学习卫生保

健知识，接受及采纳有利于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主要目的是预防疾病的发展，减轻

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因素，促进患者的健康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容易复发，而且病情复杂多样，通过医护人员在临床护理过程中进行健康教

育，有利于改善患者的情绪，使患者正视病情，积极配合治疗，建立抵抗疾病的信心，大大促进了

患者的心理及生理的康复，真正达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 

 
 

PU-471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护理的研究进展 

 
门薇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护理的研究进展 

方法 对于中青年严重膝关节疾病患者，特别是曾多次经历关节切开术或关节镜下清理症状未改善

者，应实施 TKA。国内学者对 60 例 TKA 术后患者运用“三阶段康复训练程序”进行康复治疗，发现

治疗后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来回转移能力、下地行走能力均明显改善 

结果 合理有效的术后康复护理是保证 TKA 手术疗效的重要措施，因此也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

注和重视。 

结论 人工关节置换术是现代骨科的一次革命性进展，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是国内开展的最有效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之一，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目前已发展成

为治疗严重膝关节疾病的主要方法，可以矫正膝关节畸形，缓解膝关节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472 

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护理研究 

 
李娜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护理。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848/4184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848/418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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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我院接收的 300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回顾性

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病死率以及危险因素。 

结果 300 例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率为 15.00%，并发肺部感染患者病死率为 6.67%（3/45），未并发

肺部感染患者病死率为 1.18%（3/255），两者对比差异具有显著性（x2=5.882，P=0.015）；并

发肺部感染的患者与未并发的患者在年龄、住院时间、 出血性脑梗死、伴有基础疾病、侵入性操

作以及意识障碍等方面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较多，包括年龄≥60 岁、住院时间＞3 天、有意识障碍、侵入

性操作、出血性脑梗死以及伴有基础性疾病等因素，必须实施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 

 
 

PU-473 

探讨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功能的影响 

 
李志静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患者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功能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 2014 年 5 月-2015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50 例脊髓损伤后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回顾分析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5 例，对两组患者都进行相应的膀胱功能

训练，对照组主要使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主要使用综合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的排尿时间、残

余尿量等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每日排尿次数（6.22 士 2.59）次、每次平均尿量（512.65 士 50.62）

mL、残余尿量（103.40 士 6.23）mL，总有效率 96.45%；对照组每日排尿次数（11.05 士 3.99）

次、每次平均尿量（353.65 士 25.79）mL、残余尿量（140.16 士 64.83）mL，总有效率

82.45%。通过两组患者的排尿时间、残余尿量等比较，观察组的自主排尿时间比对照组短，残余

尿量也相对于对照组的少，两组患者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脊髓损伤后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的提升患者膀胱功能的生理

康复，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474 

微信视频随访在出院脑卒中患者肢体康复训练中的 应用研究 

 
徐敬文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利用微信视频随访在出院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训练中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12 月在我科住院的 68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 2 组，每组 34 例。。对照组采

用常规的随访方式，实验组在常规随访基础上进行微信视频随访，对患者传回的视频进行评估，并

根据训练进度及评估结果，给患者传送正确规范的肢体功能训练视频，同时针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

予以视频指导，实现指导—评估—再指导的闭环随访。利用偏瘫运动功能评定（Brunnstrom 量

表）和平衡功能评定（Fugl-meyer 指数量表），评定两组患者在出院后 6 个月的肢体功能情况。 

结果 在患者出院 6 个月后评估时，实验组的偏瘫运动功能评定和平衡功能评定结果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微信视频随访在出院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训练中有一定效果，但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少，需进

一步进行实践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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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5 

艾宾浩斯理论在儿科康复护士急危重症护理翻转课堂 

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刘娟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艾宾浩斯理论在儿科康复护士急危重症护理翻转课堂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从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经过统一考核合格的 200 名康复护理人员中随

机抽取 100 名作为观察组，另外 100 名作为对照组；观察组采用艾宾浩斯理论与翻转课堂相结合

的培训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培训方法。 

结果 观察组在考核中理论成绩（86.00±2.45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82.00±4.25 分），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操作成绩（95.16±1.81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90.02±2.91 分），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分（65.70±3.65 分）高于对照

组（53.20±2.20 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将艾宾浩斯理论应用到翻转课堂能有效的巩固知识，提高护理人员培训成绩，培养了护理人

员科学记忆的学习方法及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利于护理部培训工作的开展。 

 
 

PU-476 

中风急性期康复护理与治疗干预研究 

 
王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谈论中风急性期康复护理与治疗干预研究 

方法 1. 康复护理和治疗干预  

2.中风急性期的心理护理 

3.中风急性期患者的饮食护理 

结果 在中风急性期进行正确的康复训练，有效提高患者的各项肢体功能恢复的时间和程度，能有

效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恢复效果远大于只依靠药物治疗和在患者进入恢复期之后再进行各项

肢体功能锻炼取得康复效果。 

结论 中风疾病方面的医护人员要重视中风急性期的康复护理和治疗干预，这对提高患者的生存

率、生活质量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PU-477 

老年男性脑卒中患者尿失禁护理方法研究 

 
张相东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是研究老年男性脑卒中患者尿失禁的护理方法。 

方法 是抽取 60 例老年男性患有脑卒中、尿失禁及处于卧床期的患者资料，将其平均分为三组，分

别采用的护理方法有留置导尿法、保鲜膜袋法及假性导尿法。 

结果 保鲜膜袋法的护理效果（包含泌尿系统的感染、被褥污染状况、尿道疼痛、体位舒适度、阴

茎糜烂等几个方面）要明显优于其他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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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保鲜膜袋法能够有效地防治各类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男性脑卒中患者的卧床期，减少和减轻

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的负担，提升患者的治疗护理质量及生存质量。 

 
 

PU-478 

脊髓损伤患者的心理特征与康复护理依从性的关系研究 

 
张玉洁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是研究出脊髓损伤者的心理特征与康复护理依从性关系。 

方法 是抽取 80 例确诊出脊髓损伤且伴随躯体功能障碍的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对他们的医学

应对方式、焦虑抑郁感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脊髓损伤者的医学应对方式、焦虑抑郁感影响患者康复护理的依从性。 

结论 脊髓损伤者的心理特征对患者的康复护理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患者的生存质量。 

 
 

PU-479 

安全护理管理对脑瘫患儿康复影响因素的分析 

 
李可蒙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求安全护理管理对脑瘫患儿的影响因素。 

方法 用问卷调查法对脑瘫患儿存在的安全护理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出影响脑瘫患儿康复安全的

因素。 

结果 响脑瘫患儿安全的因素主要为跌倒、误吸、癫痫、皮肤外伤和关节脱位五方面。 

结论 对脑瘫患儿进行安全护理管理能够避免脑瘫患儿造成第二次损伤，同时保证患儿康复治疗的

疗效，缩短患儿康复时间，减轻患儿家长经济负担，使患儿功能最大化，提高生存质量。 

 
 

PU-480 

早期康复护理对中风患者的运动功能影响 

 
陈茜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解析选用早期康复护理的办法对中风患者的运动功能所产生的影响。 

方法 选择 50 例的中风患者供作研究，把其分成对比组和观察组，每组分别有 25 例患者，观察组

在两天之内进行康复护理，对比组是在两天之后进行康复护理，之后观察他们的护理效果。 

结果 两组中风患者的运动功能都能得以改善，观察组要比对比组的效果要好，疗效更为明显些，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从此结果可看出中风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护理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降低运动障碍

的发生，提高病愈率，值得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普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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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1 

骨科康复护理技术在高龄老人股骨颈骨折关节 

置换术后的应用研究 

 
胡冰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出高龄老人股骨颈骨折关节置换术后应用骨科康复护理技术的效果。 

方法 法是抽取 60 例是高龄老人及患有股骨颈骨折并进行了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

象，把其分别分到观察组与对比组里面，对比组内的每位患者给予常规性护理，观察组则使用骨科

康复护理技术，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在手术之后的三个月、六个月及一年内的关节恢复状况。 

结果 是观察组的护理效果要优于对比组，其主要表现在运动功能的恢复、生活自我料理能力要比

对比组好，两组术后护理效果相对比差异分析可看出此次对比分析还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结论 结论便是，高龄老人股骨颈骨折关节置换术后采用骨科康复护理技术的护理效果较为显著，

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及推广。 

 
 

PU-482 

护理干预对中风偏瘫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探究 

 
葛贝贝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护理干预对中风偏瘫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40 例中风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

分析法，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对照组主要采用常规护理，治疗组主要采用个性化综

合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等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 护理前：对照组的运动量表评分（30.34 士 4. 27）分，生活质量评分（37. 13 士 3. 48）分，

治疗组的运动量表评分（31. 11 士 4.95）分，生活质量评分（38. 23 士 4. 21）分；护理后：对照

组的运动量表评分（ 62. 13 士 7. 48）分，生活质量评分（39. 13 士 3. 23）分，治疗组的运动量

表评分（41. 76 士 4. 65）分，生活质量评分（65. 76 士 5.56）分；通过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运

动量表评分比较，治疗组的治疗后的效果明显要比对照组显著，两组患者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对中风偏瘫患者进行个性化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的提高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使

患者快速康复。 

 
 

PU-483 

自我效能理论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李娜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目的是分析出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中使用自我效能理论的效果。 

方法 方法是把抽取到的 90 例急性脑卒中患者平均分成对比和观察两组，对比组进行常规性的治疗

及护理，观察组在以上基础之上使用自我效能理论护理，之后使用简式 Fugl- Meyer 评分法对患者

的运动功能评价，以及使用 ADL 巴氏指数评定表（Barthel Index）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ADL）

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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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是观察组的自我效能感、运动功能及 ADL 评分都要比对比组的要好，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论便是，自我效能理论能够提升急性脑卒中患者在早期康复护理中的自我效能感，树立良

好的康复治疗意志，使其运动功能有所改善，及促进患者 ADL 的恢复。 

 
 

PU-484 

研究 88 例骨科患者的疼痛护理效果 

 
胡冰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分析针对骨科患者应用疼痛护理措施的临床效果，以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 

方法 自 2011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期间，将我院收治 88 例骨科患者作为此次的研究对象，给予

88 例骨科患者疼痛护理的措施，包括疼痛评估、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等。 

结果 给予 88 例骨科患者应用疼痛护理的措施后，疼痛评分均为 2.24 分，且患者疼痛刺激明显降

低，身体状态和各项功能的恢复较为明显，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加快了疾病的治愈速

度。 

结论 针对骨科患者应用疼痛护理措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舒适

感，增强了患者战胜疾病的信息，疾病治愈率明显提高，值得在临床护理中广泛应用。 

 
 

PU-485 

吞咽障碍鼻饲康复护理方案 

 
潘彩虹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是为吞咽功能有障碍，需鼻饲的患者。根据人体营养所需的饮食结构，合理搭配、实用的、

患者家属可参与的，吞咽障碍鼻饲的康复护理方案。 

方法 选取十位吞咽障碍的患者，掌握吞咽功能障碍鼻饲照护者对患者鼻饲饮食的了解，及每日饮

食摄入的种类、量、方法。 

结果 修订吞咽障碍鼻饲康复护理方案草案，根据家属对患者饮食种类的单一、摄入量少、认为患

者可以进食，经口喂水引发饮水呛咳。鼻饲时患者体位不对更容易造成呛咳。患者出现呛咳后，家

属认识不足，继续喂食。有些家属认为经口进食应是正常的功能，这样很容易引起吸入性肺炎。 

结论 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鼻饲照护者对鼻饲饮食方法 

认知偏差，应对照护者进行强化教育。并且对有心理问题的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PU-486 

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卧床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 

 
刘喆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卧床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脑卒中卧床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

分配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55—75;观察

组患者中男 36 例,女 14 例，年龄 55--74，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等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都接受内科治疗，病情稳定，其中对照组在护理过程中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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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在院期间做好对患者基础知识的教育，长期卧床患者的健康教育，药物指导，

饮食指导，心理干预，发放下肢深静脉血栓知识宣传单等常规护理，观察组除常规护理外还配合康

复护理干预。在 1，3，5 周用日常生活能力（ADL）评估比较两组患者功能回复情况，出院时比较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卧床时间，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 

康复护理干预： 

（1）给予患者中频脉冲治疗，气压治疗，患者每天可做一次。 

（2）医护人员应主动讲解，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原因，后果。 

（3）饮食指导，指导患者食用高纤维素，高蛋白质，低脂肪，低盐，易消化清淡饮食，多饮水保

持大便通畅。 

（4）指导患者早期锻炼，指导患者进行屈伸，下肢做背屈，趾屈运动，髋关节内收外展，膝关节

伸屈运动，指导病人做直腿抬高训练，股四头肌练习等运动，促进患肢血液循环，给予患者翻身,

每 2 小时一次，指导患者每天进行双下肢按摩，每天 4--6 次。 

（5）观察患者肢体活动情况，足背动脉搏动情况，皮肤色泽，有无肿胀，温度变化等，发现异常

即使报告医生。 

结果 分别对两组脑卒中卧床患者下肢深静脉的发生率进行统计，对照组患者在住院时间，卧床时

间明显优于观察组，且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患者在干预后 1，3，5 周后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次，从患者护理满意度来讲，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约有统计学意

义(p<0.05 )       

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可有效减少对脑卒中卧床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缩短住院时间，卧

床时间，并改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因此值得在临床应用和推广。 

 
 

PU-487 

临床护理干预对老年便秘患者的影响 

 
刘鹤男 

吉林省人民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对老年便秘患者临床症状的影响。 

方法 根据临床症状的改善评估 60 例老年便秘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变化。 

结果 临床护理干预后老年便秘患者的症状明显改善。 

结论 进行科学而系统的临床护理干预能有效地改善老年便秘问题，大幅度改善患者的舒适度，提

高生活质量。 

 
 

PU-488 

PT 小组课对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成效测评 

 
田一勤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研究 PT 小组课对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成效。 

方法 对照法；选取有高危因素的 64 例新生儿随机分为干预组(32 例)和对照组(32 例)，对高危儿干

预组实施 PT 结合小组课干预,定期进行随访和神经运动发育评估，对对照组实施 PT 干预，并定期

进行随访和神经运动发育评估。 

结果 干预组 PT 结合小组课干预的高危儿的整体发育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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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的 PT 结合小组课干预对高危儿的整体神经运动发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很大程度提高

家长对高危儿早期干预效果的认识。且可降低高危儿的伤残程度。 

 
 

PU-489 

胃肠功能治疗仪对卧床患者改善便秘的临床观察 

 
陈攀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研究胃肠功能治疗仪对卧床患者改善便秘的临床观察 

方法 将 128 例符合条件的卧床患者按开始应用胃肠功能治疗仪的时间顺序进行编号〔1-60〕，奇

数为治疗组，偶数为对照组，每组 64 例，2 组患者均接受预防便秘物理干预方法，包括饮食指

导，腹部环形按摩，每天饮水 1500ml-2000ml 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应用胃肠功能治疗仪训练治

疗，每天 40 分钟，每天一次，共 8 周，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对两组患者全部进行统计学分期比较。 

结果 128 例卧床患者便秘改善者 116 例，治疗组 62 例，改善率 97%，对照组 54 例，改善率

84%，且治疗组治疗后上述各向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数字胃肠功能治疗仪通过胃、肠道起搏，结合刺激足三里治疗便秘效果显著。 

 
 

PU-490 

探讨脑卒中康复病患压疮危险因素与相应护理预防措施 

 
张晓娟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脑卒中康复病患压疮危险因素与相应护理预防措施 

方法 采用回顾分析法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脑卒中康复病患 208 例，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04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压疮护理，观察组采用科室压疮危险因素评估量表对

病患实施评估，并实施相应护理预防措施，对比两组病患住院期间压疮发生情况。 

结果 208 例病患共发生压疮 18 例，压疮均为 I度，其中观察组发生压疮 5 例，压疮发生率 4.8%，

对照组发生压疮 13 例，压疮发生率为 12.5%，对照组病患压疮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意识障碍、活动能力、移动能力是导致脑卒中病患压疮三大危险因素，对病患发生压疮的危

险性因素进行预测评估并采用针对性的预防与有效护理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压疮发生率，值得临床推

广使用。 

 
 

PU-491 

Powerbreathe 吸气肌训练器在高位脊髓损伤患者呼吸 

功能康复中的效果观察 

 
孔敬敬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Powerbreathe 吸气肌训练器在高位脊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康复中的应用效果，为高位脊

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康复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优化呼吸功能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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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符合标准的 48 例高位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两组各 24 例，对照组给于

常规呼吸功能训练，试验组在其基础上应用 Powerbreathe 呼吸训练器进行吸气肌训练，均为 30

个呼吸循环/次，2 次/天，6 天/周，共 4 周。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1 周和 4 周后对患者呼吸肌肌

力、吸气流速峰值（PIF）、最大吸气压（MIP）等指标对患者呼吸功能进行评定，比较两组患者

吸气肌功能、肺功能及呼吸困难改善情况。 

结果 4 周后两组患者的吸气肌功能均较训练前有所改善，试验组吸气肌功能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Powerbreathe 呼吸训练器能够改善高位脊髓损伤患者的呼吸功能，大大减少了该类患者肺部

并发症的发生，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PU-492 

网络虚拟现实及情景模拟在美国 OU 大学作业治疗师 

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 

 
楼伟伟,夏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讨在作业治疗师的研究生教学中网络虚拟现实及浸入式情景模拟技术的应用。 

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1、对纳入研究的二十名 OT 学生以访谈、问卷的形式了解在其研究生

课程设置上，网络虚拟现实及浸入式情景模拟技术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及相对于传统教学的课堂教

育，信息化教学对进入医院、社区、机构见习或实习能否更快的进入作业治疗师的角色；2、对教

师进行问卷反馈调查，了解学习效果。 

结果 学生的问卷及访谈对网络虚拟现实及浸入式情景模拟的学习模式接受度很高，集中的问题在

于对病人的感受度模拟欠缺；教师的问卷则明确提出了相对于传统的小组讨论、课堂教学方式，网

络虚拟现实及浸入式情景模拟能更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临床治疗的新思路。 

结论 网络虚拟现实及浸入式情景模拟的教学在 OT 研究生教学上能更好的被学生及教师接受，并能

更好的进入后期见习或实习阶段。 

 
 

PU-493 

系统性围手术期康复护理在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 

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王宇琦

1
,宗越

1
 

1.哈医大 

2.哈医大康复科 

 

目的 分析系统性围手术期康复护理在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接受保髋手术治疗后的功能恢复中的应

用。 

方法 研究对象 选取本院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收治的 34 例股骨头坏死手术治疗患者，应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17 例。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均接受保髋手术治疗，按

照常规的手术规程操作；研究组在此基础上接受康复护理干预，具体方法为：（1）手术前：在手

术前 5 天开始对患者进行康复教育，主要内容为关节功能情况、手术流程安排介绍和心理辅导等，

指导患者联系单腿转移以及扶拐行走，同时加强股四头肌的肌力锻炼。（2）手术后：术后 1 周内

为第一阶段，指导患者被动抬腿，并进行患肢股四头肌、臀大肌的静力收缩锻炼；手术后 1-2 周为

第二阶段，此阶段患肢肿胀较前消退，患者可逐渐行患肢关节的主、被动锻炼；术后 2-3 周为第三

阶段，循序渐进地指导患者从床旁站立到下地扶拐行走练习，训练时间为 30min/天；术后 3-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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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四阶段，指导患者通过锻炼加强臀股肌等部位的抗阻力肌力训练，通过牵拉松动手法对患肢肌

肉进行训练；手术后 4 周之后为第五阶段，在此阶段增加外展直腿抬高训练。对照组接受常规的治

疗与护理；研究组患者接受系统性康复治疗。对两组患者的术后患肢功能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结果

进行对比。 

结果 研究组 17 例患者髋关节评分为优的有 9 例、良 5 例、中 2 例、差 1 例，优良率为 82.35%；

对照组分别为 8 例、 4 例、4 例和 1 例，优良率为 70.59%。研究组患者的关节功能优良率明显优

于对照组，二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 17 例患者中发生压疮的 0 例、静脉血栓

患者 0 例、便秘患者 1 例、其他并发症 0 例，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5.88%；对照组 17 例中分别

为 1 例、 1 例、 2 例和 0 例，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23.53%。研究组患者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较

对照组相对更低，差异同样明显（P＜0.05）。 

结论 系统性围手术期康复护理对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功能恢复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预防并发症

的发生，值得在临床中开展。 

 
 

PU-494 

系统性围手术期康复护理在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 

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王宇琦 

哈医大 

 

目的 分析系统性围手术期康复护理在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接受保髋手术治疗后的功能恢复中的应

用。 

方法 研究对象 选取本院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收治的 34 例股骨头坏死手术治疗患者，应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17 例。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均接受保髋手术治疗，按

照常规的手术规程操作；研究组在此基础上接受康复护理干预，具体方法为：（1）手术前：在手

术前 5 天开始对患者进行康复教育，主要内容为关节功能情况、手术流程安排介绍和心理辅导等，

指导患者联系单腿转移以及扶拐行走，同时加强股四头肌的肌力锻炼。（2）手术后：术后 1 周内

为第一阶段，指导患者被动抬腿，并进行患肢股四头肌、臀大肌的静力收缩锻炼；手术后 1-2 周为

第二阶段，此阶段患肢肿胀较前消退，患者可逐渐行患肢关节的主、被动锻炼；术后 2-3 周为第三

阶段，循序渐进地指导患者从床旁站立到下地扶拐行走练习，训练时间为 30min/天；术后 3-4 周

为第四阶段，指导患者通过锻炼加强臀股肌等部位的抗阻力肌力训练，通过牵拉松动手法对患肢肌

肉进行训练；手术后 4 周之后为第五阶段，在此阶段增加外展直腿抬高训练。对照组接受常规的治

疗与护理；研究组患者接受系统性康复治疗。对两组患者的术后患肢功能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结果

进行对比。 

结果 研究组 17 例患者髋关节评分为优的有 9 例、良 5 例、中 2 例、差 1 例，优良率为 82.35%；

对照组分别为 8 例、 4 例、4 例和 1 例，优良率为 70.59%。研究组患者的关节功能优良率明显优

于对照组，二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 17 例患者中发生压疮的 0 例、静脉血栓

患者 0 例、便秘患者 1 例、其他并发症 0 例，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5.88%；对照组 17 例中分别

为 1 例、 1 例、 2 例和 0 例，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23.53%。研究组患者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较

对照组相对更低，差异同样明显（P＜0.05）。 

结论 系统性围手术期康复护理对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功能恢复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预防并发症

的发生，值得在临床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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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5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饮水计划的 

正确执行率中的应用 

 
沈海明,刘红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饮水计划的正确执行率的应用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确立“提高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饮水计划的正确执行率”的活动主题采用循环管

理（PDCA）方法，进行计划拟定、现况把握、目标设定、要因分析、对策拟定、对策实施与检

讨、效果确认、标准化及检讨改进等。收集 2017 年 2 月 6 日至 3 月 6 日，我科住院有饮水计划的

患者，现场调查并记录饮水计划执行情况共 1472 次，查找分析出导致饮水计划执行不正确的原

因，运用品管圈工具“柏拉图”“二八定律”确认活动的改善重点，制定相应的对策进行现场的再检

验。 

结果  通过有效实施品管圈活动，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饮水计划的正确执行率由 64.70%提升到

88.59%。圈员在品管手法、对待患者的责任心自信心、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的凝聚力、沟通协

调能力等方面都有所提升；规范了科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饮水计划的护理流程。 

结论 品管圈活动能提高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饮水计划的正确执行率，提高患者饮水的依从性，有效

恢复膀胱功能，保护肾脏，提高生活质量。 

 
 

PU-496 

PBL 教学法结合手绘解剖图在肌动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方丽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 PBL 教学法结合手绘解剖图应用于肌动学教学的目的 

1.1 教学方式的革新 

PBL 教学推翻了传统教学方法，赋予康复教学更广阔的空间与可变性，为停滞难前的康复治疗

教育形势提供了突破方向。而手绘解剖图则是老一代医学者常用的学习方式，如果学生亲自手绘解

剖图或许会有另一翻见解，也是对老前辈们谨慎敬业、刻苦钻研精神的传承。 

1.2 培养学生人文关怀 

所谓，医者，仁术也，博爱之心也。当代医学教育当以人为本，培养学生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

素养，为医治疾病、帮助患者恢复机体功能而奋斗终生。同时，若教学过程中培养了学生自发求证

的科学精神，在临床工作中会倾向于运用求证辩证医疗的医疗概念。  

1.3 有力衔接临床实践 

      PBL 教学法以学生为主导，不局限于刻板理论知识系统的束缚，运用所学肌动学知识点来综合

处理一个病例。 

1.4 加强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培养 

    PBL 模式采用小组教学形式，学生相助互补，其余小组学生辩证、思考、质疑。 

方法 2 PBL 教学法结合手绘解剖图应用于肌动学教学的具体教学方法 

2.1 设置问题 

      老师根据相应课程内容设计符合教学目标的肌动学相关问题，问题应具有针对性、代表性及实

用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融会贯通。学生分组就老师提出的问题发言讨论，形成初步设想，并

针对疑问处询问老师，由老师引导解答。 

2.2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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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围绕问题展开资料搜索，可翻阅教科书、检索相关文献、搜索网络资料、求教专业人士

等，将有价值的资料及时收集，然后小组内资料共享，结合问题进行讨论、资料筛选及梳理，并将

相关肌动学分析图解手绘至模特紧身衣物上。 

2.3 展示及讨论 

      小组根据整理的资料、手绘的解剖图解照片制作成幻灯片，小组可嘱模特做相关动作、直接就

模特身穿手绘解剖图解衣讲解，并采用报告发表会形式进行展示，其他组学生对于报告内容存在疑

问或者其他意见均可提问或质疑，观点不一致可进行辩论。 

2.4 总结评价 

老师需就该项内容进行系统讲解，避免遗漏知识点或知识点松散不连贯，同时针对学生论述情

况，对 PBL 结合手绘解剖图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综上所述，康复治疗专业应重视肌动学相关内容传授，并且一改旧貌试行 PBL 教学法，大量

事实证明 PBL 对培养学生临床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信息管理能力以及提高学生满意度

具有优势，同时结合手绘解剖图与分析相关肌肉运动机制，使创新型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方式交相

辉映，擦出不一样的教学火花。 

 
 

PU-497 

标准化康复护理模式预防附睾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龙燕,吴国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经过循证后制订标准化康复护理模式、规范康复护理操作及严格质量控制以

减少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附睾炎的发生、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 

方法 回顾性统计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神经源性膀胱男性患者 35 例，均

为留置导尿或进行间歇性清洁导尿的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其中有 8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了附睾

炎，8 例患者均临床确诊为附睾炎。全科护理人员一起查找原因、分析讨论在以往护理神经源性膀

胱患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护理操作缺陷、医院感染控制措施的经验问题，循证后制订了可实施的标

准化康复护理模式，应用于 2017 年 9 月后所有在我科住院治疗的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至 2018 年

4 月共观察了 38 例男性患者。标准化康复护理模式为：康复护理技能培训、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和

严格质量控制。医院感染控制主要措施：1.每次间歇导尿都严格医务人员、患者、家属或陪护人员

手卫生规范。2.留置尿管患者每日 1-3 次会阴护理。根据患者的个人卫生状况、会阴部潮湿程度确

定会阴护理次数，均用生理盐水作为清洗液。3.每次更换留置尿管、间歇性清洁导尿前都要进行会

阴护理，聚维酮碘消毒尿道口 2-3 次才能插尿管。4.每张床每个住院周期严格终末消毒的执行，床

头柜、床、椅子、衣柜等固定材产用 84 消毒液进行擦试消毒，棉絮、枕芯、床垫不能洗换的用床

单位消毒机消毒 30 分钟。  

结果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所有在我科住院治疗的留置尿管或间歇性清洁导尿的神经源性膀

胱患者，按以上标准化康复护理模式护理了 38 例，均没有发生附睾炎，有效率为 100%。 

结论 泌尿系感染是留置导尿和间歇性清洁导尿的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常见并发症，男性患者的输精

管开口于尿道内，一但泌尿系感染易诱发附睾炎，我们循证到了预防泌尿系感染的措施，认为预防

泌尿系的感染措施同样适用于预防附睾炎发生。经临床实施此标准化康复护理模式有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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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8 

便携式膀胱扫描仪结合间歇性导尿在神经源性膀胱康复 

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方梅,程小芸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目的 研究便携式膀胱扫描仪结合间歇性导尿在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康复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病例对照回顾性研究，将 68 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按时间段以及患者需求分为 2 组，

对照组 20 例，实验组 48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单纯使用清洁间歇导尿和饮水计划等膀胱管理措

施，实验组配合使用便携式膀胱扫描仪结合间歇导尿和饮水计划等膀胱管理措施。比较 2 组患者的

导尿时机不正确率、尿路感染阳性率和患者对饮水计划和规范进行间歇导尿的依从性。 

结果 患者导出尿液在安全容量以上的膀胱过渡膨胀发生率（对照组 15%，实验组 2%），因导出

尿量少需延迟导尿时间的发生率（对照组 4%，实验组 0%），夜间膀胱过渡膨胀而未执行正确导

尿的发生率（对照组 5%，实验组 0%）。患者对遵循饮水计划和开展规范化清洁间歇导尿技术的

依从性（对照组 88%，实验组 94%），以及实施前后尿路感染的阳性率 2 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 <0.05); 

结论 便携式膀胱扫描仪结合间歇性导尿在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康复护理管理中的有明确的应用价

值，可增加患者对导尿时机选择的正确性，增强患者对规范膀胱管理的依从性，更进一步保护肾脏

功能。期待与展望：进一步研究更简易、更轻便、更智能化的膀胱容量监测报警器的开发与应用，

让患者出院后在家中、在社区即可随身携带和监测提醒。 

 
 

PU-499 

特殊教育学专业设置―康复治疗学‖课程群的实践探索、问题及 

思考---以滨州医学院为例 

 
石慧,朱瑞,王莎莎 

滨州医学院 

 

 作为开设特殊教育学专业的唯一一所医学院校，滨州医学院结合自身优势，将“医教结合”落实

到了此专业的建设过程中，其中以“康复治疗学”课程群的设置最具代表性。本文从特殊教育学专业

设置“康复治疗学”课程群的现实意义，建设过程及其在人才培养取得的初步成果等方面进行了具体

阐述；在综合分析“康复治疗学”课程群建设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措

施。希望可以推动特殊教育最佳实践模式的探索，为其他院校提供参考和借鉴。 

 
 

PU-500 

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的护理管理 

 
王晓会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目前我国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老年病患者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其中以慢性病的患病

者比率最多。在患者卧床期间，常会出现很多并发症状，调查医院对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压疮、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肺部感染和泌尿系统感染）的护理管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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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在对医院护理人员的深入访谈和沟通基础上，展开对卧床患者及常见并发症的分析，并

对其实施有针对性的并发症预防与护理措施，有助于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康复，提高其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为今后构建规范化的护理工作模式提供依据。 

结果 1 各医院对不同常见并发症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 

2 不同级别医院在常见并发症管理水平上差距大。 

3 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的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与受关注程度存在差距。 

4 护理管理者对常见并发症的认知态度影响并发症的受重视程度。 

结论 通过对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的护理管理现状分析，目前我们各类医院在各类并发症方面及关

注的差异化；建立和落实各级医院的指导性护理规范，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继续完善并发症护

理管理体系和护理模式，以提高对于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的管理水平和护理质量。 

 
 

PU-501 

自制两用医用保暖手套在临床康复中的应用 

 
陈凤,姚秀彬,陆嘉春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目的 自制两用医用保暖手套在临床康复中应用 

方法 选取自 2017 年 4 月-2018 年 4 月的 327 例在康复科住院的病人，其中有大部分偏瘫病人偏瘫

手或手部肌张力偏高的患者。采用三层网布、魔术贴、恒温贴,制成医用暖手手套。将其应用在病

人中，提高患者舒适度，同时改善静脉输液患者的血管充盈度，提高静脉穿刺成功率，又可以改善

偏瘫患者手指屈曲挛缩现象。 

结果 自制两用医用保暖手套在临床康复中应用有效。 

结论 自制两用医用保暖手套在临床康复中的应用，具有省时、方便、实用、舒适等优点。 

 
 

PU-502 

康复重症病房常见护理纠纷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王南青 

成都顾连康复医院 

 

目的 重症病房常见护理纠纷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方法 对本院 1998-2008 年 126 例相关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根据重症病房对本院 1998-2008 年

126 例相关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根据重症病房具有疾病的突发性、病种的多科性、救治的复杂

性与连续性等特点，对重症病房发生护理纠纷的原因及防范护理纠纷的对策进行探讨。 

结果 针对重症病房常见护理纠纷的原因，应重点加强护士责任心，提高业务技能；加强护士风险

防范意识和能力；加强规范管理，严格规范护理文书记录；提高护理人员观察和处理护理纠纷的能

力。 

结论 康复重症监护病房作为危重病人集中的场所,更是护理纠纷的易发地。一旦发生护理纠纷不仅

给护士和患者都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也对医院方方面面的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重症病房通过为

病人提供安全、有序的优质护理，防止差错、事故的发生，对降低护理风险，提高病人满意度具有

积极的意义。因此加强护理纠纷防范,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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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3 

品管圈在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正确率的应用 

 
邵群,安贝贝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正确率的应用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采用头脑风暴发确定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正确率为活动主题，按

照ＰＤＣＡ循环方法，确定良肢位正确摆放的标准，调查良肢位摆放的现状及正确率，通过现状分

析，运用头脑风暴法和投票等方法，绘制鱼骨图寻找影响良肢位摆放正确率的原因，确定实施的对

策为制订肢位正确摆放的标准，设计及购置良肢位摆放软枕、分指板等用具，编写良肢位知识手册

及录制视频、加强护士培训及考核、建立责任制护理，加强对患者与家属的健康宣教，建立责任护

士奖惩制度，加强护士工作责任心对策并实施。 

结果 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从 16％提高到 93％，护士专业知识、团队精神、责任心、解决问

题能力等无形成果均有所提高。品管圈活动提高了护士与患者对良肢位相关知识的认识，提高了良

肢位摆放合格率，促进患者偏瘫肢体功能更快更好的恢复。良肢位是为了保持患者偏瘫肢体肢体良

好的功能而将其摆放在一种姿势、体位，能对抗患者肢体痉挛模式的出现，促进偏瘫肢体功能更快

更好的恢复健康。此次品管圈活动，通过头脑风暴法确定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为本次品

管圈活动的主题，查找良肢位摆放不合格的原因，通过加强护士培训，使护士充分的认识到良肢体

位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重要意义，能正确的为患者摆放良肢位；增加摆放良肢位的用具种类，以适

应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加强考核，增强护士责任心；加强健康宣教，通过良肢位告知书、说明图，

健康教育手册等方法，指导患者家属学会摆放良肢位，让患者及家属理解正确摆放良肢位对患者康

复的意义，主动参与康复过程中来，减轻了护士的工作负担，提高了良肢位摆放的质量，有利于患

者早日康复。 

结论 此次品管圈活动，通过理论培训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圈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提高偏瘫

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集思广益，共同进步，增强了团队凝聚力、荣誉感，提升圈员信心、专业

知识、沟通协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PU-504 

互联网+延伸护理对脊髓损伤患者家庭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杜伟朋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护理从医院延伸到家庭有效的护理模式。 

方法 选取在本科室治疗出院符合纳入标准的脊髓损伤患者 57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出院先后顺序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 29 例和对照组 28 例，对照组通过电话回访进行延伸护理干

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延伸护理模式，内容包括出院时或出院后通过互联

网播放视频等宣传资料，督促指导患者进行功能训练、ＡＤＬ 训练、心理疏导，告知神经源性膀

胱训练、压疮预防及治疗措施；并随时微信对话，利用微信群共同分享成功患者的体会、经验及感

言，互相学习相关知识并交流；门诊复查时评估患者自我管理情况，给 

予进一步指导。两组均于出院时、出院后 6 个月、出院后 1 年进行日常生活能力ＡＤＬ、肢体ＦＩ

Ｍ 功能独立性、ＰＨＱ-９ 抑郁量表评估评分，并统计尿路感染情况、重置尿管情况及压疮发生情

况。 

结果 观察组经过互联网+延伸护理模式日常生活能力ＡＤＬ、肢体ＦＩＭ 功能独立性的提升幅度高

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ＰＨＱ-９ 抑郁量表评分、尿路感染率、压疮发生率及重置尿管例

数均低于对照组（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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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出院后为患者提供延伸护理指导，可使患者在出院后继续接受正确的康复指导，提高了患者

家庭中自我管理能力，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吸引了更多患者来

院就医。而互联网+延伸护理对提高日常生活能力、肢体功能独立性，改善抑郁，预防泌尿系感染

及降低压疮发生率有显著疗效。 

 
 

PU-505 

浅谈推行无留置尿管病房降低住院脊髓损伤患者泌尿系统 

感染率的护理体会 

 
张秀华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浅谈在康复医学科脊髓损伤病区推行“无留置尿管病房”，降低住院脊髓损伤患者泌尿系统感染

率的护理体会 

方法 按住院时间，统计“无留置尿管病房”推行前，脊髓损伤住院患者（54 例）的泌尿系统感染率

作为对照组和“无留置尿管病房”推行期间，严格按照“无留置尿管病房”实施方案进行膀胱管理的脊

髓损伤住院患者（53 例）的泌尿系统感染率作为观察组 

结果 分别统计五个月的脊髓损伤住院患者的泌尿系统感染率，对照组发生泌尿系统感染 16 例，感

染率为 29.63%， 观察组发生泌尿系统感染 6 例，感染率为 11.32%，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结论 “无留置尿管病房”的推行，降低了脊髓损伤病区住院患者泌尿系统感染的发生率，“无留置尿

管病房”的理念值得推广。 

pan>， 观察组发生泌尿系统感染 6 例，感染率为 11.32%，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PU-506 

超早期良知位摆放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及预后的影响 

 
王金凤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超早期良知位摆放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2 月入院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成试

验组 38 例与对照组 32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而试验组早期从一入院就全程采取良知

位正确摆放, 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全程采用随意摆放体位 

结果 试验组患者肢体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并全程进行良肢位摆放，可以大大降低肢体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肢体的

运动功能，促进瘫痪肢体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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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7 

早期康复护理对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王丽平,刘尧均 

四川省富顺县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早期康复护理对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我院心内科收治的老年心血管病患者 12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患者 64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采取早期康复护理措施开展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情况，同时对比两组患

者护理后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各项生活质量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各项生活

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为 96.88%，高于对

照组患者的 79.69%（P＜0.05）。 

结论 在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采用早期康复护理措施，能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升

患者护理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508 

沟通本在住院脑性瘫痪患儿家庭康复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吴爱萍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沟通本在住院脑瘫患儿家庭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9 月住院进行康复治疗的脑瘫患儿 45 名为对照组，采用日常常

规口头宣教指导完成家庭作业；选择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0 月住院进行康复治疗的脑瘫患儿

45 名为观察组，在我院沟通本使用过程中，采用医护治患为一团队的模式，治疗师根据患儿的康

复目标有计划的布置家庭作业，责任护士跟踪监督完成家庭作业。至患儿住院 3 个月时考核两组家

属对家庭康复作业的完成率,对护理宣教满意率。 

结果 观察组家属对患儿近期康复目标的知晓情况及家庭康复作业的完成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家属

对护理宣教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沟通本的使用能让护士成为治疗师的有利助手，护士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鼓励引导，在

治疗师治疗以外的时间通过护士精准的延续护理指导，医护治患围绕着共同的康复目标共同努力对

患儿的康复进展有更显著的效果。沟通本的使用，患儿照护者更加了解患儿的情况，有任务有目标

的参与康复，紧密了护患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护患之间架起一座交流的桥梁，相互之间的配合更加

默契。住院期间家属参与康复，学习掌握了一些康复治疗方法，为出院后患儿回归家庭照护和康复

也有很大的帮助。 

 
 

PU-509 

浅谈角色游戏在学前听障儿童语言领域的应用 

 
徐祯璐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角色游戏的训练方法对学前听障儿童语言领域的应用的效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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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二十名 3-6 岁听障儿童，平均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进行角色游戏的训练，另一组则接受

正常的康复训练，并记录训练组与对比组的评估结果。 

结果 经过角色游戏的训练后的训练组与对比组在语言表达和对话交流方面两组有着较明显的差异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角色游戏的训练方法对提高学前听障儿童语言表达以及对话交流有较大的作用 

 
 

PU-510 

亲子游戏在小龄听障儿童听觉习惯中运用的实践研究 

 
占艳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以家长、小龄听障儿童为教学主体，亲子互动游戏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听障儿

童养成良好的听觉习惯，同时可以让听障儿童和家长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将听障儿童的语言学习

生活化，发展听障儿童的认知能力，让听障儿童学会聆听、沟通和交流。同时亲子互动游戏使家长

成为听障儿童听觉习惯培养的伙伴和促进者。 

方法 1 动静结合的方式； 

2 教师引导，家长示范，听障儿童参与的方式； 

3 幼儿集体之间互动的方式。 

结果 进行亲子游戏训练前后评估对比分析 。 

结论 亲子游戏教学的优势 通过对 18 名听障儿童听觉能力培养的观察，可以看出对低龄婴幼儿进行

听力康复时采取亲子游戏的策略总体是有效的，亲子游戏教学有如下优势： 

一是以教授家长为主，利用集体教学及听障儿童单训相结合的形式，多渠道促进听障儿童听觉能力

发展。低龄婴幼儿具有关注事物时间短、善于模仿、以来陪护人、情绪不稳定等心理特点，单纯机

构康复不能有效保证康复质量，而以亲子游戏为主的训练中来培养厅长儿童的听觉习惯，以教授家

长为主，同时听障儿童可以模仿；延伸的家庭教学对学习内容进行巩固、强化，可以弥补单次训练

时间短的不足，从而保证听障儿童训练的强度及质量； 

二是通过参与亲子游戏活动，绝大部分家长都能调整心态，理智参与康复过程。很多家长发现孩子

听力障碍后或因自责而溺爱孩子，或因失望而冷淡孩子，或因怀疑反复寻医求助，错失康复机会。

通过训练家长逐渐从教学中增强认识，由被动变为主动，除自觉上课外，还主动向老师反馈孩子在

家中的学习情况，低龄听障儿童康复中家长的康复信心及坚持的态度可能比文化背景更为重要。 

 
 

PU-511 

心脏运动康复 

 
张志浩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改善和维持心血管健康状态，使患者尽可能回归日常生活和工作。 

（1）可重返工作岗位的人群：改善并维持心血管健康状态，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2）无法重返工作岗位的人群：尽可能保持积极运动，提高生活质量。 

方法 心血管适应性运动训练应是等张、节律性和有氧训练， 

应结合各种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固定自行车或水中有氧运动；除有氧运动外，还可根据个人基

础情况增加抗阻运动（小阻力）。 

注：心力衰竭、未控制心律失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未控制高血压病患者禁忌； 同时结合饮食和

药物治疗，减少烟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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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低危患者中，已证明抗阻运动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改善肌力和心血管耐力的方法。手术和心

梗患者应在 3-6 周后开始抗阻训练。对于较为虚弱的心脏病患者，即使在 40%-50%最大耗氧量的

强度下运动，也可得到改善。 

结论 心脏康复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从而使其恢复或维持最佳生理、心理、社交、

职业及情绪状态。 

 
 

PU-512 

留置尿管的进展与护理 

 
赵婧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是为防止日常留置尿管的牵拉和滑脱，探讨长期留置尿管病人常见的并发症及不同相对应措

施的应用。 

方法 针对不同的存在问题，采用相对应的护理对策。 

结果 采用相对应的护理措施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结论 长期留置尿管的病人出现很多常见的并发症，采取相对应的护理对策后效果明显，值得推

广。 

 
 

PU-513 

留置尿管的发展与护理 

 
赵婧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是为防止日常留置尿管的牵拉和滑脱，探讨长期留置尿管病人常见的并发症及不同相对应措

施的应用。方法 针对不同的存在问题，采用相对应的护理对策。结果 采用相对应的护理措施后，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结论 长期留置尿管的病人出现很多常见的并发症，采取相对应的护理对策后

效果明显，值得推广。 

方法 1 并发症 

1.1 尿路感染：尿路感染约占整个医院感染的 40%。有 2%～4% 的患者发生菌血症和败血症，病

死率可高达 l3%～30%。80%的医院内泌尿道感染与导尿有关。因正常情况下,尿道是一个无菌环

境,完整的黏膜是防止细菌侵入泌尿系统的有力屏障,导尿管的插入,常导致尿道黏膜损伤,破坏了尿道

黏膜的天然屏障。且导尿管是人体的异物,刺激尿道及膀胱黏膜，削弱了膀胱及尿道对细菌的防御

作用,同时的防御机制,增加逆行感染的机会从而引起感染 

1.2 脱落：长期留置尿管的患者,如护理不当极易造成尿管脱落，其主要原因多为自行拔脱。 

结果 2 处理对策 

2.1 尿路感染：（1）严格无菌操作是预防留置尿管并发尿路感染的关键。尽量缩短操作时间,避免

反复多次插入。（2）合理选择尿管：选择光滑和粗细适宜的导尿管，根据尿道内径于尿管直径的

相关联系选择合适的导尿管。一般以 14～16 号硅胶尿管为佳。（3）避免反复插管，保持引流系

统的密闭可使感染率明显降低。（4）每日清洁尿道口 2 次，可在导尿管与尿道连接处喷洁悠神

等。每 3 天至 1 周更换引流袋能更好地控制尿路感染。（5）避免不必要的膀胱冲洗，鼓励多喝水

约 2000～3000ml。控制尿液的 pH 值在 6.5～7.0，可预防感染的发生。 

2.2 尿管脱出：把好尿管质量关,规范操作程序,气囊内注水不宜过少，一般成人常规注入 10～20 

ml，儿童 5～8ml，前列腺增生患者 8～10ml。把尿管固定于一侧大腿外侧，避免尿管来回移动，

减轻尿管对尿道口的摩擦，减少水囊摩擦，避免引起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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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长期停留尿管引起诸多的并发症，护理的关键是熟悉并发症的情况，仔细观察，及时处理，

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故长期留置尿管的护理不仅应从技术上进行改进，亦应充分与患者家属或陪

护、患者本人充分沟通，从而从生理、心理上予以患者最佳护理，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PU-514 

澳大利亚物理治疗专业临床实践评估量表的引进及汉化过程 

 
胡佳

1
,周雪莲

1
,魏佩青

2
,萧家俊

3
,Megan Dalto

4
,高路

1
,钟斯绮文

5
,翟华

1
 

1.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香港理工大学康复科学系 

3.美国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物理治疗系 

4.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5.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健康科学学院 

 

目的 为了改变目前国内物理治疗临床教学缺乏统一评价体系的现状, 提高我国物理治疗专业临床教

学的规范性，本文通过引进澳大利亚物理治疗专业临床实践评估量表（ Assessment of 

physiotherapy practice，APP）并将其汉化，为我国物理治疗专业临床教学提供了一种高信度高效

度的评估方法。 

方法 翻译组成员按照正向翻译、回译、对比、专家组讨论、预实验的量表汉化顺序，对 APP 进行

翻译及文化调适。预实验对象为 2017 年在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进行临床实习的同济大学 2014 届

物理治疗专业学生 15 名，所有临床导师在进行培训后使用 APP 量表对学生的医疗行为进行评价及

反馈，预实验结束后由学生和临床导师分别对 APP 量表的使用过程进行问卷反馈。综合预实验及

汉化过程中的修改意见，最终形成中文版澳大利亚物理治疗专业临床实践评估量表。 

结果 汉化后的 APP 量表，语言上符合我国文化，适用于我国物理治疗专业临床实习环境；在内容

上条目全面清晰易于理解，评分标准能客观反映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在使用过程中操作简单，耗

时短（平均需要 9.6 分钟），无需额外设备，不受场地情景等限制,易于在临床推广。APP 工具的

形成性评估以及对学生岗位胜任力强调，可以有效的帮助临床导师和学生提高临床教学效果。 

结论 我国物理治疗临床实习评价体系规范化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汉化版 APP 工具翻译过程严

谨，适用于我国物理治疗临床实习环境，推荐在国内物理治疗专业临床教学过程中推广应用。今后

还需在扩大样本量的基础上，探究其在我国物理治疗临床教学实践中的信度和效度，并借助互联网

技术，优化其在中国推广应用。 

  
 

PU-515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恢复的影响 

 
曹维娜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通过临床观察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恢复功能的影响。 

方法 针对性的选择我院 2017 年 1 月到 2018 年 1 月收治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100 例，将 100 例脑卒

中患者随机分为康复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50 例，观察组患者在入院 48 小时后给予早期康复

护理干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理疗和随意自我康复锻炼。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入院时与 1 个月

后的 Barthel 指数和 Feg-Mevyer 运动功能评分。 

结果 在入院 1 个月后，经过护理，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和 Feg-Mevyer 运动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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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具有积极的影响，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实

施早期康复护理，能够显著改善患者日后的生活质量，临床应用价值较高，值得推广。 

 
 

PU-516 

案例教学法在康复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曹维娜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分析案例教学法在康复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择我校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的康复技术专业 70 例学生，之后这些对象分成对

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选择案例教学法，对照组选择常规的教学方法进行学习，学则试卷和问卷的

方式进行考核，之后评价教学方法。 

结果 两组学生在简答题、论述题、多选题、名词解释、单选题等方面的得分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实验组调查结果中能提高学习效率占 85.7%、满意教学方法占 100%、能够建立学

习自主性占 88.5%、能培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占 94.2%、有利于掌握知识占 97.1%，明显对比对

照组高（P<0.05）。 

结论 在康复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可以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能力、思维能

力，提高学习自主性，实际教学效果显著。 

 
 

PU-517 

步态分析在脑卒中患者跌倒中的应用进展 

 
侯艳利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研究步态分析在脑卒中患者跌倒中的应用进展 

方法 脑卒中患者跌倒多数发生在走路时， 而行走时步态出现异常会提高跌倒风险。因此，明确脑

卒中患者行走的步态特征，对预防跌倒有着重要作用。 步态分析(gait analysis，GA)作 为人类步态

常用的检查方法，可通过精密的仪器测量，提供一系列运动学、动力学等参数和图表，从而对人体

步态特征进行定量的测量、描述和评估。采用回顾分析法选择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我科收

治的脑卒中患者 25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27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

采用步态分析检查明确患者的步态特征，对比两组病患住院期间跌倒发生情况。 

结果 254 例病患共发生跌倒 11 例，10 例为轻度伤害不良事件，1 例为中度伤害不良事件。其中观

察组发生压疮 3 例，跌倒发生率 6.30%，对照组发生跌倒 3 例，跌倒发生率为 2.36%，对照组病

患跌倒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步态分析在预测老年人跌倒风险、 指导跌倒预防和评价干预效果 3 个方面进行综述，为进一

步完善我国老年人的跌倒风险评估系统和制订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奠定基础。  

 
 

PU-518 

46 例脑瘫儿童康复护理中引导式教育理念的运用研究 

 
李巧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 46 例脑瘫儿童康复护理中引导式教育理念的运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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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回顾性方法分析，选取我院自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的 46 例脑瘫患儿的临床资料，

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23 例，给予常规护理）与实验组（23 例，应用引导式教育理念），比较分

析两组患儿各项功能评分。 

结 果 实验 组患 儿的 言语 功能 （ 80.54±9.56 ） 、认 知功 能（ 81.45±9.58 ） 、运 动功 能

（80.43±8.65）、自理能力（80.65±8.59）、社会适应能力（79.74±8.93）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67.54±11.45、65.76±10.45、68.45±9.46、67.57±8.12、58.45±8.04），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引导式教育理念用于脑瘫儿童康复护理中，可改善脑瘫患儿认知和功能、言语功能、运动功

能等，提高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519 

观察优质护理在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中的应用效果 

 
李巧秀,许令,常艳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对优质护理在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中的应用效果作探讨。 

方法 此次研究中选择双盲法将纳入对象（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新生儿化脓性脑

膜炎 94 例）均分为 2 组：选择常规护理干预对照组患儿，选择优质护理干预观察组患儿；将两组

患儿各项临床护理情况作详细整理后对比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儿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97.9%比对照组 87.2%低，P＜0.05；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

（18.25±1.13）分、（17.42±1.58）分、（18.04±1.17）分、（18.50±1.09）分、（94.56±3.20）

分均高于对照组（12.50±2.71）分、（12.63±2.05）分、（11.74±2.01）分、（12.57±2.00）分、

（71.31±5.29）分，P＜0.05。 

结论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接受优质护理的效果更佳，不仅可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及护理满意度，更

能够促使患儿尽早恢复健康。 

 
 

PU-520 

小儿脑损伤患者护理中个体化护理干预的应用研究 

 
郑海珍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个性化护理干预在小儿脑损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抽取我院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间收治的 80 例小儿脑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

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给予观察组个性化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效

果。 

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护理前血糖水平、胰岛素、胰高血糖素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护理后对应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7.5%，与观察组的 95.0%相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脑损伤患者护理中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既可缓解血糖水平，又能提高护理满意度，推广

应用价值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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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1 

实施系统化健康教育对脑瘫患儿康复效果的影响 

 
叶倩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分析系统化健康教育对脑瘫患儿康复效果的影响 

方法 2013年12月～2017年 8月，于我院收治的脑瘫患儿中选取90例，以健康教育方式为依据，

分为两组，对照组行传统健康教育，观察组行系统化健康教育，对比两组康复效果 

结果 相较于入院时，两组患儿出院 6 个月后 ADL与 GMFM评分均有所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系统化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脑瘫患儿的康复效果，可推广 

 
 

PU-522 

康复科护理特点及康复科护士培养模式研究 

 
田玲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从康复科护士在康复护理中的作用、常见问题及康复科护士培养模式探讨展开论述。提出康

复科护理工作特点突出，亚专科倾向明显，应该积极实施分组护理、组间轮转及疑难病例会诊等培

养模式，对于优化康复护理有着深远意义。 

方法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康复护理团队积极探索康复科护士培养模式，从实施分组护理、组间轮

转及疑难病例会诊等方面入手，颇见成效。1）分组护理：我们分为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护理组、骨

关节肌肉系统疾病的康复护理组、内科疾病的康复护理组、健康管理组，每一组各自负责本组领域

所辖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2）组间轮转：每组除了组长外，下层护士需要定期在组间轮转，全

面学习康复护理知识及理念，也使得在我科轮转的实习护士会有不同分组的临床实践经验；3）疑难

病例会诊：我们定期进行各组疑难病人的护理问题全科护士会诊，讨论存在的问题，大家共同想办

法去解决问题，沟通交流不断更新知识储备；如果某组护理过程中发现任何难题，都可以随时组织

科室护士进行会诊；4）护理业务学习：我们除了日常带教工作之外，定期进行康复护理业务学习，

讲解各组领域内国内外的新进展、新技术、新理念等等，使得大家的知识长新，使得康复护理工作

科学、合理、规范。 

结果 在现有的医疗体系中，康复医学作为全面医学的第四方面，对临床护士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康复的发展，康复科―Teamwork‖工作模式已深入基层医院的康复科，科室队伍已然由医

生、技师、护士共同构成，缺一不可。康复医学科病种丰富，涵盖了神经系统、骨骼肌肉系统、内

科疾病、临床常见病症如排尿障碍、痉挛、慢性疼痛等疾病的诊疗及护理，从整体观去考虑疾病、

关注患病的载体——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生活质量，促进病人尽早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随着

学科的发展，康复护理工作充满了挑战，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养老式的慢节奏，而是充满着急危重

症病患的临床科室，康复科护理不再是随便一个护士都能胜任的工作了，实践证明，传统方法培养

出的护士难以适应现代康复护理的发展及实际需要，我们需要加强康复护理人才的培养，积极探索

培养机制及模式。 

结论 我科是培养康复医师、康复技师、康复护士的必轮和重要基地，我们近些年来承担临床护士、

康复护士的培养工作，而康复医学科作为护理实践教学培育的必轮科室，也积极参与到临床带教工

作中，积极探索培养机制及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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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3 

浅谈家长在听障儿童亲子活动中的作用 

 
林益铭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亲子教育是一种以亲缘关系为主要维系基础，以婴幼儿与家长的互动为核心内容，以建立和

谐的亲子关系和爱护婴幼儿身心健康，开发潜能，培养个性，使婴幼儿的整体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为

宗旨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早期教育。那么，随着听力筛查技术、配备助听设备技术及家长早期干预意

识的不断提高，听障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年龄越来越小。所以，亲子活动在小龄听障儿童康复训练

中也随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家长在亲子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本班亲子活动中存在的

问题，笔者进行了相关的记录与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方法 听障儿童的亲子教育具有普通儿童亲子教育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他们的发展又表现出特殊性

发展。听障儿童发展所表现出的特殊 性，决定了听障儿童亲子教育与普通儿童亲子教育的 区别性。

听障儿童往往在植入人工耳蜗或是佩戴上助听器后，进入到亲子班进行康复训练，这个时候他们开

始接收声音与感知世界，一切都是崭新的，那么我们在亲子活动中，需要针对听障儿童康复训练的

五大领域，用到相应的康复技巧。这对家长来说，也是一项挑战，需要家长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心去

学习相关技巧，并运用其中。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笔者通过自己

在亲子教学中发现的一系列现象及问题加以整合，并进行相关记录与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观察

法、定性分析法等浅谈家长在听障儿童亲子活动中的作用。 

结果 亲子活动是由家长、幼儿以及教师三方共同参与的，教师必须尊重家长，以平等合作的态度

对待家长，同家长共同商量，取得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家长的重视、坚持及对孩子的理解、支持、

鼓励与配合等良好的亲子教育氛围的形成，必将促进家长和孩子的共同成长。 

结论 在亲子活动教学中，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家长的作用。因此，教师需要在观念上进一步强调

家长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指导家长学会观察和关注自己孩子的学习特点、个性特点、兴趣及问题

等，同时教师应指导家长如何鼓励和指导孩子。除了表扬孩子之外，也要表扬表现较好的家长。榜

样的力量是强大的，不论是孩子亦或是家长，本着为了孩子能够更好地达到康复效果，应当充分发

挥家长的作用。 

 
 

PU-524 

医技护一体化联合查房在康复科应用的临床体会 

 
张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随着现代化护理模式的转变，为体现―以患者为中心‖，我科不断探索查房模式，制定出医生、

康复治疗师、护士一体化联合查房模式，在康复科临床实践中提高护士整体业务水平、加速患者康

复及提高患者满意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方法 在改革前医生、护士各自查房的基础上，制定出医生、康复治疗师、护士联合查房模式，采

用护士业务水平考核试卷及患者满意度调查量表分别对护理人员业务水平及患者满意度进行评定。 

结果 医生、康复治疗师、护士从不同的角度对患者的整体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评价，针对存在的

问题，对每位患者实施有效的治疗、康复训练及护理，让护士全面掌握患者情况，实施有效的整体

护理，保证治疗及时，提高了护士整体水平，加速患者的康复，规避临床工作中的医疗风险，提高

患者满意度，同时加强了医、治、护三方面沟通与合作。 

结论  医技护三位一体化联合查房模式可明显提高护士专业水平与患者满意度，值得在康复科临床

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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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5 

安普贴治疗长期卧床患者皮肤压力伤的应用后疗效观察 

 
张静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目的 观察应用安普贴治疗长期卧床患者皮肤压力伤的效果 

方法 对自 2016 年入院的长期卧床发生皮肤压力伤的 50 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给予使用传统的压疮治疗方法,每日清创换药一次，普通敷贴外固定。观察组应用安普贴治疗，根

据伤口情况，渗液多少，每天或每两天更换一次，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压疮治疗有效率和压疮治愈时

间。2 周后观察比较两组的压疮治疗情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90.00%);观察组

平均愈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60.00%) 

结果 安普贴治疗长期卧床患者皮肤压力伤疗效较好。 

结论 安普贴能够增加长期卧床患者的压力伤有效率,且对于Ⅰ~Ⅱ期压疮具有良好疗效,对压疮的早

期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PU-526 

康复护理干预在失禁性皮炎高危人群中应用的效果观察 

 
邹小翠,刘红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通过康复护理干预改善失禁性皮炎高危人群的临床结局及护理质量。 

方法 采用失禁性皮炎患者调查表，对 93 例失禁患者进行调查，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护理干预，将发

生失禁性皮炎的高危人群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分别给予基础护理、基础护理加康复专科护理

的护理干预后，观察其效果。 

结果 观察组通过基础护理加康复护理干预后发生失禁性皮炎的发病率为 11.36%；对照组基础护理

干预后发生失禁性皮炎的发病率为 46.51% 

结论 易发生失禁性皮炎的高危人群应以预防护理为主，建议建立失禁患者预警管理预案，加强护

理人员的培训，及时更新失禁性皮炎的护理知识及专业技能，应用专业技能预防失禁性皮炎的发生

及改善预后，增强护士、患者及家属对失禁性皮炎的防范意识。 

 
 

PU-527 

姿势管理在康复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刘福萍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究在康复护理中进行姿势管理对提高儿童自主的主动活动能力的效果观察。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到 2018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脑瘫患儿 160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分配原

则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8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姿势

管理，并对比分析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 经干预后观察组在抱姿、睡姿、进食、卧位、坐位均明显优于干预前，且儿童自主的主动活

动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姿势控制掌握优良率为 96.25%，高于对照组的 85.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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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脑瘫患儿进行姿势管理干预，可提高儿童自主的主动活动能力，值得在康复护理中推广应

用。 

 
 

PU-528 

脑卒中患者抑郁状况调查分析与护理对策 

 
张坤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脑卒中患者除有神经系统症状外，部分还具有一定的精神症状，其中抑郁是一种比较常见的

心理障碍 

方法 心理护理；护士要耐心听取患者所说的心理感受，并向患者说明抑郁并非躯体疾患而数应激

反应，只要及早配合治疗，对脑卒中疾病的恢复无不良影响。如患者思想顾虑较多，要耐心的做患

者及家属的思想工作，并在生活上多照顾患者，鼓励家属陪床探视。并且护士主动与患者谈话，及

时调整患者情绪，指导患者调整心态，例如分散注意力，闭目养神，均匀呼吸，使患者心理上得到

安抚和激励，让患者的情绪由抑郁转为正常，意志由懦弱变坚强，让患者安全度过心理矛盾冲突期，

达到康复目的。 

1.2．2 改善环境：室内要保持安静，整洁，舒适，安全，空气清新，阳光充足，在病情许可时可让

患者读书，看报，听音乐，使患者心情舒畅，面对现实，增强治疗疾病的信心。 

结果 以抗抑郁治疗和脑卒中治疗为主。抑郁程度轻者 未行抗抑郁治疗，其抑郁状态随脑卒中的恢

复自行缓解。 

结论 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由生物-社会-心理的转变，我们在护理工作中应着重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

对脑卒中后抑郁症的患者应早期干预。 

  
 

PU-529 

护理干预对减少脑卒中针刺治疗患者不良反应的观察 

 
鱼红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探讨针刺治疗前后的护理干预对减轻脑卒中患者针刺不良反应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我院2015年10月至2017年7月收治的的98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49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针刺治疗前后通过护理评估，健康教育，心理护理，

无菌操作以及体位护理，皮肤护理等护理干预，连续五周，观察两组患者针刺治疗不良反应发生的

情况和满意度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 五周后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针刺治疗前后的护理干预对减轻脑卒中针刺治疗患者的不良反应疗效显著且患者对护理满意

程度高，值得在临床推广 

 
 

PU-530 

水中运动步行优化训练 

 
司凤山,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优化偏瘫患者的下肢步行训练，使其获得接近于正常和省力的步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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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偏瘫患者在整个步行周期存在的问题如下： 

（1）站立末期的髋关节伸展降低； 

（2）摆动中期髋关节的屈曲降低； 

（3）脚趾离地时和摆动中期膝关节的屈曲降低； 

（4）足着地时踝关节的背屈降低，伴随在站立期的膝伸展过度； 

（5）脚趾离地时踝关节的趾屈降低； 

（6）足着地时膝关节屈曲增加； 

（7）健康人群的步行的基本模式（目测）； 

（8）站立期 

踝关节：背屈以便脚跟着地，趾屈使足放平。 

膝关节：足跟着地时屈曲（大约 15˚）以缓冲吸收身体的重量和动量，在站立中期伸展，然后

屈曲（摆动前 35˚~40˚）髋关节：伸展以带动身体重心向前越过脚面（比正常状态多 10˚~15˚）同时

伴随踝关节背屈骨盆：向两侧水平移动（一边到另一边的距离大约 4cm）包括站立侧的髋的内收 

摆动区髋关节屈曲（拉离）将下肢前提膝关节屈曲以缩短下肢（从摆动前的 35˚~40˚，增加到 60˚）。 

足趾离地时骨盆向摆动侧下降倾斜（大约 5˚）骨盆围绕纵轴转（每侧大约 4˚）。膝关节伸展加

踝关节背屈以便脚跟着地为了进一步优化训练我们将患者放在水中运动步行训练器上进行训练，水

深：1.1 米，速度：6-28m/min，水温：36˚c 左右，以达到下列训练目标：预防下肢软组织的适应

性改变诱导下肢关键肌群的自主随意性活动增强肌肉力量和协同性提高行走速度和耐力最大限度的

提高技巧，即提高灵活性增进心血管的健康水平根据动作的力学机理，行走训练的重点如下：下肢

支撑身体重心对身体的推动力当身体重心越过一侧或双侧下肢的时候保持重心平衡控制膝和足的运

动轨迹以完成足趾离地和全足着地优化节奏和协调。 

结果 根据患者的步行模式进行调整（水的深度，步行速度），治疗师通过抑制异常的姿势范型来改

善患者的行走状态，在水中能较好的控制下肢的运动顺序使患者获得接近于正常的步行模式。 

结论 水中运动有助于偏瘫步态恢复。 

 
 

PU-531 

红外线照射结合半导体激光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张丽,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观察红外线照射结合半导体激光治疗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效果，带状疱疹是潜伏于感觉

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经再激活后引起的皮肤感染,其特征是沿感觉神经在相应节段引

起疱疹,并伴严重疼痛。 

方法 将我科于 2013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42 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男性患者 16

例，女性患者 26 例，年龄 20 岁～60 岁，平均年龄 43 岁，采取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进行疼

痛评分，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21 名患者。对照组采取常规药物治疗，实验组则采取红

外线照射结合半导体激光的治疗，治疗时间均为两月。 

结果 采取直观模拟量表（VAS）评分，以治疗后一个月与治疗前差值来评估其疗效（视觉模拟评分

差值>6 分为显效，6>评分差值>3 为有效，评分差值<3 为无效),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实验组显效 14

例，有效 5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5.23%，对照组显效 2 例，有效 14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76.19%，两组治疗过程中均为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实验组患者的疼痛消退时间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红外线照射结合半导体激光治疗可有效缓解患带状疱疹后遗顽固性疼痛，明显降低患者疼痛

带来的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副作用小，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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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2 

Halliwick 疗法应用于痉挛型脑性瘫痪康复的个案分析 

 
姚斌,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观察 Halliwick 疗法对 1 名痉挛型脑性瘫痪患者的康复作用。 

方法 在常规 PT、OT 康复训练基础上，利用 Halliwick 十点程序对患者进行水中运动功能训练，

30min 每次，5 次/周，共训练 20 次。治疗前后利用 Alyn 水中适应性量表评定患者的水中运动能力。

并做前后对照比较。 

结果  经过 20 次的训练，患者水中运动能力有所改善。 

结论 Halliwick 十点程序可提高痉挛型脑瘫患者的水中运动能力，但能否改善陆地运动能力需要进

一步研究。 

 
 

PU-533 

水中平板步行训练应用于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康复的个案分析 

 
贾威,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观察水中平板步行训练对 1 名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作用。 

方法 在常规 PT、OT 康复训练基础上，利用 Aqua mil 水中步行运动系统对患者进行步行训练，

20min 每次，5 次/周，共训练 20 次。治疗前后利用 Active Balancer、Tetrax 平衡测试仪定量评定

患者动态、静态平衡能力。并比较训练前后水中训练步行距离、最大步速。 

结果 经过 20 次的训练，患者动态平衡、静态平衡、水中训练时步行距离，最大步速方面有所改

善。 

结论 水中平板步行训练可提高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能力，部分平衡功能；但具体康复

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PU-534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康复治疗改善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 

 
张慧,傅静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低频(1 Hz)重复经颅磁刺激(r TMS)刺激健侧大脑半球 M1 区对缺血性脑卒中偏瘫患者上

肢运动功能康复的效果。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60 例缺血性脑卒中后上肢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n=30)和对

照组(n=30)。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实验组 r TMS 每天 10min，对照组给予假刺激，每次 10 min，

共 14d。治疗前后采用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定(FMA)和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进行评定。 

结果 14d 时实验组 FMA、MBI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实验组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低频 r TMS 刺激健侧大脑半球 M1 区可改善脑梗死后上肢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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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5 

膝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的快速康复 

 
闫金玉,李剑锋,左宁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膝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快速康复训练及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选自 2015年1月～2017年12月在我院行关节镜下探查前十字韧带重建术患者 34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17 例）和对照组（17 例）。治疗组分阶段采用股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训练, 踝泵

训练，康复训练早期采用闭合运动链训练，康复训练晚期采用开放运动链训练，本体感觉促进训练。

对照组使用常规的理疗。按照关节功能评定标准,于术前,术后 1 周、2 周、4 周、3 个月进行可比性

对照研究。 

结果 治疗组在术后 1 周、2 周、4 周、3 个月时膝关节疼痛、肿胀、活动范围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正确及时的选择针对性的快速康复训练，可使膝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患者较快地

恢复关节功能,此种锻炼方法简单易学,效果确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训练方法。 

 
 

PU-536 

新 Bobath 技术对脑卒中后患者上肢康复的疗效研究 

 
宋爽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探讨新 bobath 技术对脑卒中后患者上肢功能康复的效果。 

方法 将 40 例脑卒中后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 例。对照组采用 Brunnstrom、Rood 等

传统神经发育疗法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新 Bobath 技术进行治疗，在治疗前和治疗 12 周后对患者

采用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上和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效果。 

结果 治疗 12 周后两组，后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治疗 12 周后观察组评分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新 Bobath 技术对脑卒中后上肢功能的治疗效果优于传统神经发育技术。 

 
 

PU-537 

早期核心肌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躯干控制能力的影响 

 
张喆

1
,张喆

1
 

1.包头市中心医院,内蒙古自治区, 

2.包头市中心医院,内蒙古自治区, 

 

目的 观察核心肌群训练对早期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 

方法  符合纳入标准6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组在常

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核心肌群训练。治疗4周后采用脑卒中姿势评定量表Fugl-Meyer、Holden

步行量表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Fugl-Meyer 评分、步行能力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 

结论 核心肌群训练可改善卒中患者躯干躯干控制能力、下肢功能及步行能力，值得重视并加强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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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8 

动态关节松动、体外冲击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疗效分析 

 
毛世刚,王颖颖 

青岛市立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肱骨外上髁炎是骨科和康复科常见的疾病，该疾病临床诊断容易，治疗方法很多，各治疗方

法的临床疗效不一，且治疗后容易反复复发。本研究比较动态关节松动疗法、体外冲击波疗法及二

者联合应用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以期为肱骨外上髁炎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方法 选择 60 例肱骨外上髁炎患者，随机分 A、B、C 三组，A组为动态关节松动治疗组，B组为体

外冲击波治疗组，C 组为动态关节松动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组，每组 20 例。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结束后 2 周运用视觉模拟评分（VAS）、患侧无痛握力和健侧最大握力测试比值、Verhaar 网球肘

疗效评定评估各组治疗效果。 

结果 1.治疗结束后 2 周三组的视觉模拟评分（VAS）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B 组、C 组治疗后 2 周 VAS 评分均明显低于 A 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 组和

B 组组间比较（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治疗结束后 2 周 A、B、C 三组握力比值较治疗前均有明显增加（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组的治疗后握力值较 A 组和 B 组均明显增加（P<0.05）；A 组与 B 组治疗后握力比值比较（P＞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C 组优良率（100%）明显高于 A 组（75%）和 B 组（80%）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A 组与 B 组的优良率比较（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动态关节松动疗法、体外冲击波疗法对肱骨外上髁炎均有良好的近期疗效。 

2.在减轻肱骨外上髁炎疼痛方面，体外冲击波疗法优于动态关节松动疗法，两者联合应用的疗效优

与单独应用。 

3.在改善肱骨外上髁炎握力方面，动态关节松动疗法、体外冲击波疗法都有显著疗效，两者联合应

用时，对改善肱骨外上髁炎握力的治疗效果优于单独应用。 

4.在总体疗效方面，联合应用动态关节松动疗法和体外冲击波疗法的效果优于单独应用。 

5.建议采用联合应用动态关节松动、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肱骨外上髁炎。动态关节松动、体外冲击

波以及动态关节松动联合体外冲击波用于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远期疗效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PU-539 

运动康复综合训练结合功能性电刺激治疗青少年特异性 

脊柱侧弯 的疗效分析 

 
丁薇,徐文龙 

青岛市立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通过临床对比单纯使用功能性电刺激和运动康复综合训练结合功能性电刺激治疗青少年特异

性脊柱侧弯，观察运动康复综合训练对青少年特异性脊柱侧弯的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1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 3 月-2017 年 3月在青岛市市立医院骨科门诊确诊的脊柱侧弯患者 23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其中：治疗组 12 例，对照组 11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经统计

学分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 选择标准 纳入标准为：①已诊断为

特异性脊柱侧弯（胸腰段）；②Cobb 角为 10°~20°（站立位拍摄全脊柱 X 片）；③年龄 16~21 岁；

④慢性腰背痛超过半年；⑤依从性好，愿意配合完成治疗并签署知情同意书。3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

用运动康复综合训练配合功能性电刺激；对照组仅采用功能性电刺激。运动康复综合训练内容包括：

①悬吊训练（每日 2 次，每次 10 分钟）②拉伸训练（提高脊柱侧向柔韧性）③胸椎腰稳定性训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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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肌强化性训练。4 疗效评价 在第 1 次治疗前和治疗 1 个月进行评估。评估方法：①站立位拍摄全

脊柱 X 片②疼痛的目测类比法（VAS）评分 

③SRS-22 调查问卷。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Cobb 角、VAS 评分和 SRS-22 调查问卷分数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治疗 4 周后的 Cobb 角、VAS 评分和 SRS-22 调查问卷分数均较各自治疗前明显改

善（P＜0.05），2 组间比较，治疗组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

疗效评定：治疗组改善情况和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由于脊柱侧弯引起的肌肉不平衡是加剧脊柱畸形的主要原因之一，患者会出现明显的胸腰段

的疼痛，由于形态改变以及疼痛的出现，会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应用综合运动

康复手段不仅可以增强脊柱的核心肌力，还能放松紧张的侧凸肌肉，以此来改善脊柱的不正常的形

态和稳定性，还可以改善青少年患者不良的心理状态。 

  
 

PU-540 

脉冲枪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影响 

 
刘晓霞,郭浩,陈颖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脉冲枪整脊联合核心肌稳定性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保守治疗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患

者给予超短波治疗、立体动态干扰电治疗与健康教育，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实施脉冲枪整脊治疗，由

同一个医生进行治疗，首先对患者进行神经骨骼肌系统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使用美国产的脉动治

疗仪(型号 Im pulse IQ )进行治疗，治疗力度根据患者的年龄、体型、局部肌肉的丰厚程度及治疗部

位的深浅相应选取低一中一强档 ，其相应的冲击力分别是 100N- 200N 及 400N ，电脑芯片根据

力学回馈，调整频率和击打次数，至自动枪响听到滴一声，完成一个打点，一共完成三次，每周

2～3 次，持续 2 周,以后每周 1 次，持续 3 个月；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核心肌稳定性训练：

桥式、猫式、倚墙而坐，每日 2 次，每个动作做 10 个，以不疲劳为度，14 天 1 个疗程，共 3 个疗

程。随访 12 个月，每周电话、微信随访 1 次。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第

2 周、4 周、6 周与 12 个月分别评价其疼痛(VAS）和腰椎功能(JOA)、复发率。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JOA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JOA、复发率均

有明显改善，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疗效在随访 12 个月后仍然得到维持

(P<0.05)。 

结论  脉冲枪整脊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其治疗疗效确切，有效减轻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疼痛并改

善其功能障碍，减少其复发，安全、副作用小，值得推广。 

 
 

PU-541 

气压治疗在预防骨折术后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赵量,相洁, 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气压与踝泵运动在预防骨折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自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入住我科的 50 例下肢骨折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5 例。对照组给予单纯踝泵运动.即嘱患者大腿放松，然后缓慢但是有力的

在疼痛耐受范围内尽最大角度的勾脚尖，之后再让脚尖向下，在最大位置保持 10 秒，术后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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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小时练10分钟，一天练 10-12次，坚持 4-8周。治疗组采用阶梯性气压治疗，气压治疗仪为

郑州阳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P400a 型，设定压力 60-90mmhg，先从低于患者舒张压的小压力做

起，待适应后逐渐调大，治疗 20-30min，每天 1-2 次。住院治疗 2周为一个疗程，连续治疗两个疗

程，出院后两组均进入正常生活并踝泵训练 1 个月。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 1 个月，出院后 1 个月的

下肢的肿胀、凝血指标检测、下肢静脉 B 超检查，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结论 气压治疗仪采用机械原理促使下肢静脉血流加速，减少血液滞留，踝泵运动，方法简单，易

于掌握施行，两者均可预防骨折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但气压治疗优于踝泵治疗。 

 
 

PU-542 

体外冲击波治疗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对足底筋膜炎患者足底压力

分布及疼痛程度的影响 

 
邵岚,余和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治疗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对足底筋膜炎患者足底压力分布及疼痛程度的影

响。 

方法 将 36 例诊断足底筋膜炎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均予以体外冲击波治疗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ESWT）及牵伸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肌内效贴扎技

术。在治疗前、治疗后 1 月分别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pain scale，VAS）、足

底压力测定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及足底压力的分布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 月两组患者一天结束

的 VAS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 1 月后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 1 月患者患足足底各区压力峰值占所有分区之和的百分比较治疗前上升，

以足前部、足跟上升尤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患足足跟压力峰值占所有

分区之和的百分比治疗组较对照组升高更明显（P＜0.05）。两组治疗后 1 月患足支撑相时间较治疗

前延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后 1 月患足支撑相时间治疗组较对照组延长更显

著（P＜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治疗及牵伸技术可有效改善足底筋膜炎患者的疼痛程度，在此基础上辅以肌内效

贴扎技术可更明显地改善患者的足底压力分布，改善患足的支撑情况。 

 
 

PU-543 

早期康复对全髋关节置换两种术式围术期下肢动力学特征的研究 

 
吴鸣,倪朝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对全髋关节置换（THA）两种不同手术入路（改良前侧入路与前外侧入路）围术

期患者下肢动力学特征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2017 年 10 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骨

科关节中心行 THA 手术的的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改良前侧入路（M-DA）组 42 例和前外侧（DL）

组 38 例患者。两者均给予相同的早期康复训练方案，分别在术前、出院时，术后 1、3 和 6 月观察

两组患者下肢动力学相关参数。同时，在每个时间点，受试者还进行了计时起立-步行测验（TUGT），

Harris 髋关节评分（Harrsi），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WOMAC）和疼痛视觉

模拟评分（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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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性别、年龄、病程、BMI）和术前相关下肢动力学等指标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在出院时，术后 1 月、3 月两组患者在步速和足底中心轨迹（COP）等相

关参数均较术前提高，M-DA 组优于 DL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术后 3 月、6 月时，

M-DA 组在单支撑期时间、压力峰值(PP)和地面垂直支反力（VGRF）与 DL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P<0.01）；与 DL 组相比，M-DA 组在术后 1 月、3 月和 6 月时完成 TUG 测试的时间也显着缩短

（P<0.01），与动力学相关指标具有相关性；但是，两组患者在 Harrsi、WOMAC 和 VAS 等评估

上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康复有助于提高全髋关节置换改良前侧入路术式围术期患者下肢动力学优势。 

 
 

PU-544 

蝶形浴水中高压冲击对治疗慢性腰背痛的疗效观察 

 
刘鑫,刘福蕊,宋作新,龚磊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研究水中高压冲击对慢性腰背痛的干预治疗效果 

方法 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21 人，对照组接受常规临床治疗和康复治疗，观察组增加蝶形浴

高压水下冲击，分别进行治疗，一个疗程（三个月）。对比治疗前后患者的疼痛评分和腰背肌表面

肌电数值。 

结果 发现观察组治疗后腰背疼痛在静态和步行时均有明显改善，能够有效的改善腰背部疼痛。 

结论 本研究探索水下冲击对腰背痛的治疗机制及临床疗效，实验证明：水疗的高压水枪水下冲击

疼痛点，对慢性腰背部疼痛是有效的，便捷的，避免了临床手术的风险及术后继发性功能障碍的发

生，为腰背部疼痛患者的物理治疗提供更多思路。 

 
 

PU-545 

综合消肿疗法治疗关节置换术后下肢肿胀的短期观察研究 

 
段周瑛

1
,郑婷

1,2
 

1.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虹口区 

2.上海杉达学院 

 

目的 研究综合消肿疗法（  Complex Decongestive Therapy ，CDT ）对髋/膝关节置换术后下肢

肿胀患者在肿胀程度、疼痛程度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三方面的短期影响。 

方法 40 例髋/膝关节置换术后下肢肿胀的患者，平均年龄 68.95±14.46 岁。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采用术后常规治疗、护理，包括术后基础宣教、弹力袜套及主动踝泵训练；治疗组采取综合消肿疗

法，包括徒手淋巴引流、压力疗法、运动疗法、皮肤护理和健康宣教。采用肢体围度测量法、数字

评分法（NRS）、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2 次后和治疗 5 次后进行评估。 

结果 本研究采集研究了 40 例 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骨科病房收治的下肢关节置换术后下肢肿

胀病例。其中，髋关节置换术后 16 例，膝关节置换术后 24 例，男 12例，女 28 例，年龄 58-96 岁，

平均年龄 68.95±14.46 岁。所有患者均无脱落，进入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之间

髌骨上 10 厘米围度水平差异显著（F=148.504，P<0.01），治疗时间与组别之间存在显著交互效应

（F=16.730，P<0.0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之间髌骨下 10 厘米围度水平差异显著

（F=221.548，P<0.01），治疗时间与组别之间存在交互效应（F=18.736，P<0.01）。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不同时间之间 FIM 评分水平差异显著（F=352.383，P<0.01），治疗时间与组别之间存在交

互效应（F=0.727，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之间 NRS 评分水平差异显著（F=192.317，

P<0.01）。有效率经 Wilcoxon 秩和检验，两组患者治疗后髌骨上 10 厘米围度有效率比较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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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差异（z=-3.265，p<0.01）；髌骨下 10 厘米围度有效率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z=-3.872，

p<0.01）。 

结论 综合消肿疗法和术后常规治疗均能改善髋/膝关节置换术后下肢肿胀患者的早期的肢体肿胀、

疼痛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但在疗效趋势和有效率上，综合消肿疗法要优于术后常规治疗，其中尤

以在肿胀改善方面较为明显。 

 
 

PU-546 

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早期运动发育状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陈楠,杜青,邓巍巍,毛琳,梁菊萍,李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考察 0-3 个月龄的先天性肌性斜颈（CMT）患儿的运动发育状况和影响运动发育的危险因素，

为关注和预防运动发育落后提供依据。 

方法 对2016年 1月1日至2018年4月 3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CMT

患者进行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AIMS）评估并收集婴儿的出生体重、出生身长、出生方式、睡眠

姿势、清醒时俯卧位时间等变量，与健康同龄、性别匹配的婴儿的 Alberta 婴儿运动评估结果和变

量对比，分析变量与 AIMS 得分的相关关系。 

结果 CMT 组 97 例，男 62 例，女 35 例；评估月龄（46.8±17.3）天；出生体重（3.31±0.44）千克；

出生身长（49.58±0.83）厘米。对照组 97 例，男 60 例，女 37 例；评估月龄（45.1±19.4）天；出

生体重（3.43±0.39）千克；出生身长（50.45±1.47）厘米。两组性别、月龄、出生身高和体重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lberta 婴儿运动评估显示，CMT 组中有 37.1%的婴儿为可疑或

异常运动发育，而对照组仅有 12.4%，两组存在显著性差异(chi-square=15.9，p<0.001)；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显示，清醒时俯卧位时间和 CMT 对 Alberta 婴儿运动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影响（F=64.9，

p<0.001）,清醒时俯卧位时间的增加会提高 AIMS 评分结果而 CMT 会降低 AIMS 评分结果，其他变

量与 AIMS 结果没有相关关系。 

结论 0-3 个月的 CMT 患者发生早期运动发育落后的风险高于同龄健康婴儿，清醒时俯卧位时间减

少和先天性肌性斜颈可能是其发生运动发育延迟的原因，临床医疗人员和家庭照顾者应当提高对

CMT 运动发育情况的重视并提供合理的干预。 

 
 

PU-547 

基于任务为导向的活动性训练提高脊髓损伤患者参与能力分析 

 
何维春,杨彩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以任务为导向的活动性训练提高脊髓损伤患者的参与能力。 

方法 对所入选的 45 例脊髓损伤患者，根据不同的损伤平面及功能恢复影响因素，分为康复组（23

例）和对照组(22 例)，确定患者康复目标，对照组行常规康复治疗。对康复组根据患者的生活需求

分析完成该功能性动作时的基本运动成分及基本条件，从活动方面考虑，如坐位与立位转换时所参

与的肌肉、关节活动方向、感觉、平衡及所需的环境，通过各种任务活动进行针对性的康复治疗，

以提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从参与方面考虑，分析患者需具备的功能及条件，参与的任务及环境，

如前往超市购物，为患者设计高效且耗能较少的移动途径，依据设计的途径分析完成任务的情况，

根据患者的功能及环境为患者提供帮助，使患者完成任务并适应环境，尽最大可能的提高患者参与

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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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各组 Fugl-Meyer 及 Barthel 指数积分相近，均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 12 周后康

复组 Fugl-Meyer 及 Barthel 指数积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同时患者移动、参与社区活动、

购物等参与次数均多于对照组。 

结论  通过有任务的功能性动作训练，有效的提高了脊髓损伤患者的参与能力。康复工作人员应为

患者提供简单易行，安全、低耗能、有效的辅助器具，为患者建立走出家门、走进社区、参与工作

的帮助，达到全面康复的目的。 

 
 

PU-548 

小组作业训练结合引导式教育训练对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 

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侯奕慧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小组作业训练结合引导式教育训练对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择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实验组进行给予小

组式作业训练结合引导式教育训练，对照组常规的作业康复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6 周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积分法(FMA)测评患者的运动功能，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分测评患者的日常生

活能力。 

结果 经6周治疗后，Barthel指数及FMA评分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且实验组的改善幅度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1)。治疗前后 ADL 均较对照组高，而实验组治疗 6 周后 FMA的提高程度与对照组没

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小组作业训练结合引导式教育训练，能明显改善肢体运动功能、

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PU-549 

针刺百会、四神聪为主穴治疗中风后抑郁的临床疗效 

 
董连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针刺百会、四神聪为主穴治疗中风后抑郁症的临床疗效。探讨针刺百会、四神聪穴的作

用及机制。  

方法 本研究 68 例病例均来自于吉大一院康复科病房，其中有 8 例脱落（2 例严重晕针、3 例口服

药物不良反应严重、3例中途退出实验）余60例均完成实验，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例。

2 组患者均给与常规治疗：①在不影响研究的情况下进行对症支持治疗，如降压，降糖，降脂等基

础治疗。②所有病人均接受中风后康复的常规针刺治疗(取患侧的穴位及头针治疗)。③两组患者均

给予抗抑郁基础用药 5-羟色胺（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晨服，日一次。治疗组加用：①取穴：百会、

四神聪。②辨证加减：肝气郁结加太冲、行间、膻中、肝俞；痰气郁结加天突、璇玑、丰隆、间使。

③操作方法：病人取舒适体位，充分暴露施术部位，取1.5寸30号不锈钢毫针，严格消毒皮肤及毫

针，百会穴：向后平刺 0.5～0.8 寸，予快速捻转刺激 1min；四神聪：向后平刺 0.5～0.8 寸，予快

速捻转刺激各 1min，辩证加减配伍取穴，施以补泻手法，留针 30 分钟，每隔 10 分钟行针一次，

每日一次，2 周为一个疗程，连续 2 个疗程。对照组常规取穴，随症加减取穴。在治疗前和治疗第 

2、4 周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中医症候抑郁量进行评定，并根据减分率评定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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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两组 HAMD、中医证侯量表评分比较经 t 检验均无显著差异（P＞0.05），均具有可比

性。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2 周、4 周后 HAMD、中医证侯量表评分经配 t 检验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治疗后两组 HAMD、中医症候量表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临床疗效比较（HAMD17 项标准）两组总有效率经 X2检验得 P＜0.05 有显著差异。     

结论 1.针刺百会、四神聪为主穴治疗中风后抑郁症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2.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PU-550 

外剥内扎加内括约肌部分切断术结合半导体激光技术应用于环状

混合痔的临床体会 

 
朱红梅,肖玉华,沈晓明,胡永林,华永萍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南通市 

 

目的 观察外剥内扎加内括约肌部分切断术结合半导体激光技术应用于环状混合痔的临床治疗作

用。 

方法 将环状混合痔后使用外剥内扎加内括约肌部分切断术的患者（250 例）按照知情同意的原则增

加半导体激光治疗的方法，由此分为治疗组（149 例）和激光组（101 例）。观察两组在术后创面

愈合时间、疼痛、水肿、复发等方面的康复治疗效果。 

结果 250 例全部治愈。治疗组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 18-22d，术后出血 2 例（1.3%），疼痛(Ⅲ度)15

例（10%），尿潴留 22 例（14.8%），术后水肿 20 例（13.4%）。而激光组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

为 13-18 天，无术后出血，疼痛（Ⅲ度）5 例（3.4%），尿储留 16 例（15.8%），术后水肿 10 例

（9.9%）。除对尿储留无明显改善外，激光组的改善情况明显高于治疗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

差异。 

结论 外剥内扎加内括约肌部分切断术结合半导体激光技术应用于环状混合痔，对疼痛及水肿的减

轻，创面愈合时间的缩短，复发的减少等方面有明显疗效。 

 
 

PU-551 

关节腔注射透明质酸钠治疗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 

盘前移位的疗效观察 

 
刘丽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观察关节腔注射透明质酸钠对治疗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盘前移位的短期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8 年 2 月-5 月在我院康复科门诊就诊 20 例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盘前移位患者，在关

节腔注射透明质酸钠 1ml，每周 1 次，共 3 次。所有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疗结束后 1 周，采用最大

主动开口度（mm）、视觉类比评分（Visual Analogue Pain Score，VAS）（0～10 分）、下颌功

能损害问卷评分（Mandibular Function Impairment Questionnaire，MFIQ）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治疗结束后 1 周，开口疼痛 VAS 评分从（4.5±0.5）下降到（1.2±0.3），咀嚼疼痛 VAS 评分

从（4.1±0.5）下降到（0.9±0.3）W ，与治疗前比，两者疼痛差异显著（P<0.05）；最大主动开口

度从（29.2±1.7）mm 增加到（36.4±1.1）mm，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显著（P<0.05）；MFIQ 评分

从（22.3±2.1）下降到（11.4±1.8），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关节腔注射透明质酸钠对治疗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盘前移位有一定的短期临床疗效，减轻疼

痛，增加开口度，改善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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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2 

视觉反馈训练结合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 

单侧空间忽略的疗效观察 
 

刘超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观察视觉反馈训练结合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单侧空间忽略的疗效。 

方法 10 例单侧空间忽略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n=5）、对照组（n=5），前者接受视觉反

馈训练和作业治疗，后者只接受作业治疗训练。两组患者的训练时间均为 45min/d，6d/w，持续 8

周。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线段二等分实验、凯瑟琳—波哥量表（CBS）评估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二分线段测试，表现为标记的中点明显偏右，凯瑟琳—波哥量表（CBS）评

定结果为 6 例为重度（CBS21）,4 例为中度（10＜CBS 评分≤20），经过 8 周的治疗后，两组患者

临床症状均有改善，治疗组 5 例中显效 3 例（60%），有效 2 例（40%），对照组 5 例中显效 1 例

（20%），有效 4 例（80%）。 

结论 单侧空间忽略的患者在完成各种空间行为作业时，往往表现出对脑损害对侧的的刺激无反应，

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视觉反馈训练结合作业治疗能更好地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单侧空间忽略症

状，从而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独立自理能力。 

 
 

PU-553 

骨盆运动控制训练在偏瘫患者步态训练中的重要性 

 
王保叶,刘超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探讨骨盆运动控制训练在偏瘫患者步态训练过程中的重要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接受治疗的脑卒中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

观察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两组采用 Brunnstrom、Bobath、Rood 等神经促进技术和运

动再学习理论为主的功能训练配合针灸理疗等传统康复治疗，包括上肢运动功能训练（牵引、挤压、

滚筒等）和下肢运动功能训练（上下台阶、迈步训练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入骨盆的运动控

制训练，治疗内容由康复医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患者及家属共同制定，包括仰卧位屈髋

屈膝骨盆左右旋转控制训练、仰卧位屈髋屈膝骨盆前倾训练、座位下骨盆前倾训练、四点跪位骨盆

摆动训练、两点跪位骨盆旋转、侧方摆动和前倾控制训练、双足站立骨盆前后左右控制训练，康复

训练计划以恢复骨盆控制，促进下肢运动和协调功能为中心，以日常生活自理、重返家庭和社会为

终极目标，循序渐进，逐步训练，治疗前后分别采用 Brunnstrom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ugl-meyer

评定量表、Berg 平衡量表、改良 Barthd 指数评定患者的运动功能和 ADL 能力。 

结果 治疗前及治疗后 4 周、8 周、12 周分别进行评定，两组 Brunnstrom、Fugl-meyer、Berg、

ADL 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以观察组提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骨盆对运动的控制和协调相当重要，它既是躯干的支撑基础又是下肢的驱动结构，起到了承

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骨盆运动是人在步行时骨盆随上肢的交替摆动产生周期性的旋转和倾斜。协调

稳定的骨盆运动对保持人体正常的姿势和完成步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步态

训练过程中我们往往只注重患者偏瘫肢体的刺激与主动被动训练而忽视了骨盆的控制训练以及周围

肌群的力量训练，根据神经促进技术原理，强化骨盆控制能力可促进下肢的运动功能，特别对改善

步态及矫正异常步态模式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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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4 

动态牵引配合美式整脊疗法治疗寰枢关节失稳型颈椎病的 

临床疗效观察 

 
李德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动态牵引配合美式整脊疗法治疗寰枢关节失稳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第 1 步:动态牵引下放松手法。患者俯卧位，头略伸出床沿，颈椎牵引带固定头部，用自制腰

带绕过术者腰背部两端活扣锁住牵引带牵拉端，通过术者腰部力量使颈椎处于牵拉状态，以拇指揉

法揉颈椎棘旁，横突前侧及后侧，重点在枕下肌群。第 2 步:整脊手法  (1)挎角扳按法:以右侧 

C2～3 后关节错位为例，患者左侧卧位，低枕，术者拇指定点于 C2～3 后关节隆起部，另手抓扶其头

部或额部，嘱患者配合放松颈部，将头从前下 45°方向扳向后上 45°方向，定点手同步稍加力按住

约 10～15s，动点手作轻力摇动 2～3 次，手法完成。(2)仰卧推正法:以 C2～3反张为例，患者仰卧，

低枕，术者拇、食两指夹持 C2～3 棘突间椎板处做定点，另手扶住患者下颌，将其向术者方向牵拉

同时，定点手稍加力向上推动，坚持 3～5s，手法完成。(3)仰头摇正法:患者仰卧，低枕，术者一

手托其下颌，另一手托枕部，将其头做上仰，侧转，先仰头≥30°，转头≤30°，闪动力方向向上，做

伸屈动作 2～3 次，再仰头≤20°，转头≥30°，闪动力方向是外上方，做转头运动 2 ～3 次，复位

标准是症状好转或消除，触诊对位正常。第 3 步:强壮手法。患者仰卧位，术者在患者颈部两侧 

C2～3 后关节附近及枕后小肌群处施捏拿、弹拨等强刺激。手法 3～5 次。第 4 步:放松手法。患者

坐位，术者以滚法、拿揉颤抖类手法放松颈肩部肌肉。 

结果 127例均获痊愈，其中经 1～３次手法治愈 81 例，４～６次手法治愈 37例，７次手法以上治

愈 9 例。 

结论 动态牵引状态下施以推拿类手法能够起到解痉止痛、舒经通络、缓解对神经血管的挤压牵拉，

改善血液循环，恢复神经血管的正常功能;要做到推拿动作―十字‖要领。美式整脊疗法是在患者适宜

的体位下及关节的生理运动范围内进行，体现―稳、准、轻、巧‖。手法调整顺序考虑脊椎整体生物

力学特征，保证寰枢关节上下关节的解剖对位后再行针对性调整。动态牵引配合美式整脊疗法治疗

寰枢关节失稳型颈椎病见效快、疗效好、疗程短. 

 
 

PU-555 

超微针刀疗法联合正清风痛宁穴位注射治疗腰背肌 

筋膜炎的临床研究 
 

刘国泰,邓奕文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西省,抚州市 

 

目的 探讨超微针刀疗法联合正清风痛宁穴位注射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或住院治疗的患者 60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60 例腰背肌筋膜炎患者均符合《临床骨科学》腰背肌筋膜炎诊断标准，按不

同的治疗方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其中治疗组采用超微针刀疗法（根据超微针刀疗法

四大基本理论：杠杆理论、弓弦理论、拉杆理论、链条理论，寻找深、浅筋膜痛性结节点。取

0.4mm×40mm 超微针刀刺入约 0.3～0.5cm 作浅筋膜松解。）联合正清风痛宁穴位注射（在压痛最

明显处选阿是穴为主穴，选取痛性结节点为辅穴，予正清风痛宁注射液 1.4ml 配 2 %盐酸利多卡因

注射液 1ml 局部注射。）治疗，对照组采用手法松解配合芬必得布洛芬缓释胶囊治疗。均治疗 3 周

后观察疗效。治疗前后分别采用视觉模拟评分量表(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和《日本骨科学

会（JOA）腰痛疾患疗效评定标准》对患者症状和体征进行评分。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338 

结果 1.治疗结束后，治疗组与对照组 VAS 评分、JOA 评分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治疗组在减轻腰背部疼痛、改善症状和恢复功能活动等方面都优于对照组。2.治疗结束后，治

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相比较，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3.33%，对照组为 70.00%，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说明治疗组临床近期疗效优于对照组。 

结论 超微针刀疗法联合正清风痛宁穴位注射治疗腰背肌筋膜炎，可有效缓解疼痛、改善腰背部功

能，疗效优于手法松解配合芬必得布洛芬缓释胶囊。 

 
 

PU-556 

作业疗法结合数字 OT 评估与训练系统改善脑卒中后 

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周海梅,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作业疗法结合数字 OT 评估与训练系统治疗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符合诊断标准的脑卒中后同时伴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早期（病程 2 个月内）患者 40 例，随

机分成两组，每组 2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作业疗法（主要为针对性的认知类作业活动）进行认知功

能的训练。试验组除进行常规作业疗法训练外，同时采用数字 OT 评估与训练系统配合进行认知功

能的训练。治疗开始前、治疗 1 个月后和治疗 2 个月后，分别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

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情况进行评估，然后对评估结果分别进行纵向以及横向的对比。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MoCA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个月后和治疗 2 个

月后，纵向对比，两组患者的 MoCA 评分较上一次评分均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分数提高较明显的项目多为认知训练较侧重的方面；横向对比，试验组的 MoCA分数提高幅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作业疗法（主要为针对性的认知类作业活动）结合数字 OT 评估与训练系统对改善脑卒中

后认知功能障碍是有疗效的，且效果明显优于仅采用作业疗法进行治疗。可见，数字 OT 评估与训

练系统可作为有效的治疗手段，辅助常规认知训练方法，综合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 

 
 

PU-557 

颈椎脊髓损伤患者早期介入呼吸训练对心肺功能的影响 

 
刘文静,杨洪友,李鑫龙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对颈椎脊髓损伤患者早期介入呼吸训练，观察患者康复治疗过程中心肺功能改变以及康复治

疗效果的影响，并将有效的治疗方法进行推广，提高患者康复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增强患者及家

属配合程度，提高康复治疗信心，改善病人生活质量，实现康复的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2017年就诊于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及脊柱外科的颈椎脊髓损伤患者 60 例，

其中男性 4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22 岁-75 岁，病因多为外伤及脊髓病变等，其中完全性损伤 32

例，不完全性损伤 28 例。治疗时机为：患者术后病情有效控制，生命体征平稳后 3-7 天内。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人。对照组患者进行的康复治疗为：以改善关节活动度

及肌力训练为目的的物理治疗，中医针灸疗法，膀胱功能电刺激等针对症状相应的理疗等。试验组

在此基础上，加入呼吸训练，每天 1 次，每次 30 分钟。治疗时间 5 个月。自治疗开始，每治疗 1

个月观察记录患者血氧饱和度，心率血压，呼吸频率等基础指标，膈肌移动度，肺功能检查等客观

指标，以及 Borg 量表主观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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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潮气量等通气功能指标明显提高。呼吸频率、心率等心肺功能基

本指标控制更加平稳，浮动度小。自觉疲劳程度降低。膈肌移动度略有增加，两组患者血氧饱和度

变化均不明显。 

结论 颈椎脊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受到明显影响，膈肌功能下降，移动度降低，潮气量减小，呼吸

频率心率血压等指标控制差，极大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呼吸训练，通过对呼吸肌肌力训练，胸

廓活动度改善，增加肺通气量，肺顺应性，有效防止肺不张、肺泡塌陷等问题，并为其他康复治疗

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颈椎脊髓损伤患者早期介入呼吸训练，使患者通气功能改善，提高运动耐

力，增强患者康复治疗的安全性及耐受性，有利于治疗强度的提高，更快更好提高康复治疗效果，

缩短康复时程，对患者心肺功能提高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PU-558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上肢

功能及体感诱发电位的影响 

 
李亚斌,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MNST-V1.0）对早期脑卒中患

者上肢运动功能和体感诱发电位（SEP）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16 年 10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神经康复科康复的卒中

患者29例，均为发病1-6个月的初发卒中患者。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根据患者是否接受镜像

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MNST-V1.0) 治疗和经颅直流电(tDCS) 治疗，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即 tDCS 

+ MNST 组(15 例) 和对照组，即 tDCS 组(14 例) 。两组均为 1 次/d，每次 20min，每周 6 次，疗

程 8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和治疗 8 周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评估上肢功能

（FMA-UE）、手臂动作调查测试表 Action Research Arm Test（ARAT）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

对两组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和 SEP 进行评估检测，记录 SEP 检测中 N20 的潜伏期和波幅。 

结果 治疗 4 周及 8 周后，两组患者的 FMA-UE、ARAT、MBI及 N20（潜伏期、波幅）评分较组内

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ARAT (8.91±10.22)

分、MBI (55.17±21.15)分、N20（潜伏期、波幅）[（22.01±2.07）ms、（1.64±0.44）uv]等指标显

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 FMA-UE (18.66±6.52)指标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观察组 FMA-UE (26.17±7.24)分、ARAT (14.89±15.44)分、MBI 

(61.12±19.17)分、N20（潜伏期、波幅）[（19.17±2.56）ms、（2.58±0.51）uv]等指标显著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可改善早期脑卒中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改善

SEP 的潜伏期及波幅。 

 
 

PU-559 

正中神经电刺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颅脑损伤后意识 

障碍患者的疗效 

 
李姣,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探讨正中神经电刺激（MNES）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促

醒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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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共选取 60 例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治疗组、常规治疗+正中神

经电刺激治疗组、常规治疗+rTMS 治疗组、常规治疗+正中神经电刺激+rTMS 治疗组，每组 15 例

患者。常规治疗组（A 组）采用各种常规促醒方法；常规治疗+正中神经电刺激（B 组）的患者除了

进行常规促醒治疗外，还进行右正中神经电刺激；常规治疗+rTMS 治疗组（C 组）则除了常规促醒

治疗，还进行 rTMS 治疗；而常规治疗+正中神经电刺激+rTMS 治疗组（D 组）除了进行常规促醒

治疗及正中神经电刺激外，还给予患者 rTMS 治疗。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8 周分别进行，上肢

体感诱发电位(SSEP)检查、Glasgow 昏迷评分(GCS)、JFK 昏迷恢复量表评分(CRS-R)进行疗效评

定。 

结果 ①诱发电位变化情况：4组患者治疗 4周后，与治疗前相比，上肢SSEP波间潜伏期缩短，出

现 N20 波或波幅增高（P＜0.05）。8 周后，A 组上肢 SSEP 波间潜伏期及 N20 波幅未见明显改变

(P＞0.05)，B 组、C 组、D组上肢SSEP 波间潜伏期均较前缩短，N20 波幅均较前增高，同时D 组

波间潜伏期及 N20 波幅变化显著高于其余 3 组（P＜0.05）。②Glasgow 昏迷评分、JFK 昏迷恢复

量表评分情况：4 组患者治疗 4 周后，Glasgow 昏迷评分、JFK 昏迷恢复量表评分均有所提高（P

＜0.05）。8 周后，4 组患者的 Glasgow 昏迷评分、JFK 昏迷恢复量表评分均有所提高（P＜0.05），

B 组、C 组、D 组三组评分改善优于 A 组，B、C 两组提高情况接近，而 D 组显著优于其余 3 组（P

＜0.05）。 

结论 正中神经电刺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可提高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的意识水平，具有促醒

疗效。 

 
 

PU-560 

肌电生物反馈结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影响 

 
刘微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研究肌电生物反馈结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作用。 

方法 选取 30 例脑卒中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15）、肌电生物反馈结合肌内效贴组

（n=15），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及生物反馈治疗，实验组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及生物反馈

治疗基础上结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两组治疗均进行 8 周。治疗前后进行 Fugl-meyer（FMA）运动

功能评定、Bathel 指数评定。 

结果 治疗 8 周后所有患者上肢 FMA 得分、Bathel 指数得分均明显改善（P＜0.05）。肌电生物反

馈结合肌内效贴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结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对促进上肢功能恢复有较明显效果。 

 
 

PU-561 

功能性电刺激、足踝矫形器对脑卒中后足下垂内翻患者 

即刻步行能力的影响 

 
赵娟

1
,白玉龙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评价佩戴功能性电刺激（FES）、踝足矫形器（AFO）对脑卒中后足下垂内翻患者即刻步行能

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30例符合入组标准的脑卒中后足下垂、内翻患者，依次佩戴FES、AFO及不佩戴辅具步

行，3 种状态下分别对患者进行 10m 步速、功能性步行分级（FAC）评定。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341 

结果 佩戴 AFO 时的 10m 舒适、快速步速均显著高于无支具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佩戴 FES 时

的 10m 舒适步速与无支具时相比无显著差异，10m 快速步速高于无支具时，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佩戴 AFO 与佩戴 FES 时的 10m 快速步速之间无显著差异；佩戴 AFO 和 FES 时的 FAC 分级皆显

著高于无支具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佩戴 AFO 与佩戴 FES 时的 FAC 分级之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 佩戴 FES、AFO 均可以改善脑卒中后足下垂内翻患者即刻步行能力，AFO 的即刻疗效优于

FES。 

 
 

PU-562 

肌效贴贴扎技术应用于步行中偏瘫患者足内翻的临床观察 

 
焦成渠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偏瘫侧下肢摆动末期、首次承重期，由于肌肉控制不协调，胫前肌过度收缩，腓肠肌内侧头、

胫后肌、腘绳肌不能以离心的形式等因素的影响，使出现足内翻下垂，前足外侧或跟骨着地承重等

问题。如果步速加快或情绪紧张，支撑面平衡性差等会使足内翻角度加大，从而更加影响平衡及患

肢支撑稳定性，从而造成支撑期明显缩短、骨盆旋前不够、伸髋不足、膝反张、重心前移受限，继

而躯干伸展性受限；上肢联合反应加强，患者紧张性加剧，不正常失稳的运动感觉输入造成错误的

运动模式。 

目前的处理方法有支具佩戴、弹性绷带改善、强化诱导外翻训练。而支具佩戴无法解决首次承

重时硬着陆问题（跟骨旋前缓冲压力），弹性绷带应用繁杂，暂时性使用强化诱导效果缓慢。 

本临床观察旨在寻找一种简单易行、效果持久，能更好促进踝关节功能参与的技术方法。 

方法 选取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院偏瘫患者步行中足内翻病人 26 例。 

1、患者小腿部皮肤酒精脱脂准备；2、加强贴加强外翻肌群 40%-60%拉力；放松贴放松内翻肌群

20%拉力；跟骨稳定帖稳定距下关节（保持旋前、中立位置，防止旋后。）60%拉力。 

疗效判定：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 10 米步行测试、步行训练平台、ROM 角度测量进行功能评定。 

结果 1、治疗后 10 米步行测定:步数显著减少、步速加快；2、治疗后步行训练平台显示患侧下肢

与治疗前相比承重加大；3、足内翻角度明显减小。 

结论 肌效贴贴扎技术应用偏瘫患者步行中足内翻问题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作用持久、无不良

反应，适合治疗中推广。 

 
  

PU-563 

针刺骨法结合麦肯基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王园园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本研究通过针刺骨法结合麦肯基疗法与单纯针刺骨法，旨在探索两种方法在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疗效差异。 

方法 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选取我院来自脊柱病院和我科共 80 例未采取手术治疗的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治疗组采用针刺骨法结合麦肯

基疗法，针刺骨法取穴后溪、肾俞、环跳、束骨、大肠俞、腰阳关、委中、昆仑、风市配阳陵泉、

悬钟等穴，并根据经络和根据神经支配区域分型采取不同选穴和配穴方法，再结合麦肯基疗法。对

照组仅采用针灸刺骨法，均连续治疗 15 天，并随访 3 个月。分别在治疗后 15 天及 3 个月后采用疼

痛视觉模拟量表（VAS）和 JOA 下腰痛评分表作为疗效评定标准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38/40），优于对照组的 82.5%（33/40），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组复发率为 5%（2/40），少于对照组的 17.5%（7/40）；治疗后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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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 疼痛评分及 JOA 下腰痛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治疗

组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针刺骨法结合麦肯基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确切，比单纯行针刺骨法更有助于改善腰

椎间盘突出的临床症状，包括疼痛程度和腰椎功能，并从极大程度上减轻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复发

率，为临床中保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提供新的有力依据。 

 
 

PU-564 

体外冲击波联合超声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疗效观察 

 
牛皓,姜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联合超声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疗效。 

方法 现将 69 例网球肘患者随机分为三组，其中冲击波组 23 例，超声波组 23 例, 联合组 23 例。

冲击波组采用体外冲击波治疗，每周 1 次，共 4 周；超声波组采用超声波治疗仪治疗，每周 3 次，

共 4 周；联合组采用每周 1 次冲击波与每周 3 次超声波联合治疗，共 4 周。对三组患者在治疗前后

采用视觉模拟评级法（VAS）进行评分以及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定。 

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后的 VA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且联合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改善

程度明显高于冲击波组（P<0.05）以及超声波组（P<0.05)；三组患者治疗后的 ADL 评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提高（P<0.05)，且联合组治疗前后的 ADL 评分改善程度明显高于冲击波组（P<0.05）以及

超声波组（P<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和超声波治疗网球肘均具有很好的临床疗效，而体外冲击波与超声波联合治疗网

球肘的临床疗效要明显高于二者其中的单一治疗。 

 
 

PU-565 

放散式冲击波治疗脊髓损伤后双足压疮 1 例报道 

 
康楠,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压疮是脊髓损伤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传统的治疗方式包括清创、植皮等，但对于局部血运较

差、营养状态不好的患者，外科治疗风险较大，疗效较差。放散式冲击波除应用于骨骼肌肉系统疾

病外，近年来还应用于软组织感染、糖尿病足等的治疗，并取得良好疗效。本文通过分析 1 例脊髓

损伤后双足压疮患者，探讨放散式冲击波的治疗效果。 

方法 该患者因脊髓损伤致胸 10 平面以下深浅感觉消失，伤后 1 周出现双足跟压疮，面积约为

4*4cm，深度 2cm。给予外科清创后，因患者存在低蛋白血症，且局部血运较差，植皮存在皮瓣不

愈合甚至坏死的风险，遂行放散式冲击波治疗。给予患者局部创面放散式冲击波治疗，剂量为标头

至深部探头，10HZ，2.0-3.5Bar，4000-6000 点，周一次至周二次，治疗 3 个月。 

结果 应用放散式冲击波治疗2周后，患者双足血运好转，创面部分结痂；治疗1个月后，结痂部分

脱落。治疗 3 个月后，结痂全部脱落，双足跟压疮完全愈合。 

结论 患者因脊髓损伤致双足跟压疮，创面较大、较深，且足跟位于肢体末端，血运较差，该患者

又存在低蛋白血症，不利于创面愈合，植皮治疗风险较大。放散式冲击波具有强大的改善局部循环、

抗感染等作用。应用放散式冲击波治疗该患者双足跟压疮，并根据局部皮肤及创面情况不断调整剂

量，最终使压疮完全愈合，取得了独特的临床疗效，使患者避免植皮，为压疮的临床治疗提供了一

种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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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6 

运动疗法在帕金森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王倩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目的 运动疗法在帕金森病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筛选我科 2017 年 08 月至 2018 年 05 月住院期间 50 例原发性帕金森病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

25 例和康复训练组 25 例。 

结果 康复训练组患者的 UPDRSⅢ评分显著低于仅用药物治疗的对照组。 

结论 充分说明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应用运动疗法能更进一步提高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功能，改善患

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推广。 

 
 

PU-567 

髋关节外展肌强化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张伟,冯晓东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髋关节外展肌强化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24 例 T12-L4神经损伤平面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

肌力训练、平衡训练、矫形器的佩戴和使用等常规康复治疗技术，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双侧髋关

节外展肌的强化训练，共治疗 10 周，在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功能性步行分级（functional ambulation category,FAC）、10 米步行时间、

脊髓损伤步行能力分类、ASIA 评定标准、Lovett 徒手肌力分级法对患者平衡能力、步行能力、损

伤平面、ASIA 分级、ASIA 运动评分、感觉评分、关键肌肌力进行比较。 

结果 在康复训练前，两组患者的 BBS、FAC、10 米步行时间、脊髓损伤步行能力、ASIA 评定标

准、Lovett 徒手肌力分级分类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BBS、FAC、10 米步行时间、

脊髓损伤步行能力、ASIA 运动评分、Lovett 徒手肌力分级各项评定指标均优于治疗前（P﹤0.05），

且治疗组 BBS、FAC、10 米步行时间、脊髓损伤步行能力各项结果均优于对照组（P﹤0.05），其

中治疗组有 9 例（75%）达到家庭性功能步行以上能力，而对照组则分别是 4 例（33%）。 

结论 本实验中髋关节外展肌强化训练方法，可以提高 T12-L44 神经损伤平面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

的步行能力。 

 
 

PU-568 

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气动式手康复装置 治疗脑卒中

后软瘫期上肢运动功能障碍 

 
刘奕辛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气动式手康复装置相较于常规神经促通技术对脑卒中后

软瘫期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脑卒中软瘫期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19 人与对照组 18 人。在进行康复训练之前，对两组患者

进行评估，评估方法为观察组改良 Ashworth 分级、香港偏瘫上肢功能分级以及改良 Barthel 指数评

估。所有患者均接受物理治疗，作业治疗等常规康复训练，对照组进行常规神经促通技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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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d 技术、Bobath 技术、Brunnstrom 技术以及 PNF 技术等）；观察组在常规神经促通技术训

练基础上加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气动式手康复装置治疗，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基

于力反馈的核心技术，对于软瘫期患者可以精确模拟出等速运动模式，通过多次往复式运动，为上

肢功能障碍患者提供以目标为导向性训练，刺激大脑功能重组，进而提高患者上肢功能。气动式手

康复装置针对手指、手腕软瘫的症状，通过空气压力反复的膨胀、收缩，反复自动、律动的进行指

关节、腕关节的屈伸运动，有效的提高手指以及腕关节的运动功能。疗程共4周。观察治疗2周、4

周时患肢肌张力、偏瘫上肢功能分级、日常生活活动功能。 

结果 观察组改良 Ashworth 分级、香港偏瘫上肢功能分级以及改良 Barthel 分值改善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脑卒中软瘫期通过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气动式手康复装置结合康复训练能有效促

进患者软瘫期上肢运动功能恢复，减轻致残程度。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气动式手康复装

置治疗，在常规治疗师施加在患者的神经促通技术治疗上，进一步延长了患者患侧上肢神经促通的

训练时间，使患肢得到更充分的锻炼；全自动的训练模式，也减轻了治疗师的负担。所以上肢智能

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气动式手康复装置的治疗方法，值得在偏瘫患者的治疗中推广。 

  
 

PU-569 

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中风后患侧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 

临床疗效研究 

 
曾志文,卢桂兰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为了限制健侧肢体动作，实验

组患者要求穿戴吊带和夹板，每天训练患侧上肢 3 小时，每周 5 天，连续训练 3 周；对照组训练

时间为患侧上肢 3 小时，每周 5 天，连续训练 3 周。两组经过治疗后，组内之间比较，均有显著

性差异（P＜0.01）；组间比较显示实验组治疗 1 周、2 周、3 周后较对照组 HW 指数、AS 指数、

WMFT 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强制性运动疗法优于常规治疗法。 

方法 对照组应用药物治疗（阿司匹林肠溶片、活血化瘀、神经营养药）结合 Bobath[7]和运动再学习

两种技术对上肢运动功能进行训练。 

实验组釆用药物治疗（阿司匹林肠溶片、活血化瘀、神经营养药）结合强制性运动疗法治疗。

CIMT 是需在患者的健侧穿戴夹板一块，使在休息位固定手和前臂，为防止患者习惯用健侧肢体应

该限制腕部和手指的屈曲活动，且在夹板的两端用吊带固定，吊带置于在身体健侧。每天进行前臂

接触桌子（侧面）、前臂接触盒子（侧面）、等 16 个的塑形动作，每周 5 次且训练量应达到每天

强化训练的 3 小时，连续 3 周共 45 h[8]。其他时间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 

结果 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 HW 指数、AS 指数、WMFT 无显著性差异（P＞0.05）。3 周的康复

治疗后，组内比较时，对照组治疗前与治疗后 1 周、2 周、3 周相比较，HW 指数、AS 指数、

WMFT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肌力 1 周和 2 周肌力无改善， 3 周后增加 0.5 级，实

验组肌力 1 周无改善， 2 周后增加 0.5 级，3 周后增加 1 级，提示两组均有改善，实验组肌力改善

明显。实验组治疗前与治疗后 1周、2 周、3 周相比较，比较 HW 指数、AS 指数、WMFT指数有显

著性差异（P＜0.01），肌力较前均增加。 

结论 强制性运动疗法在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好于传统疗法，这种疗效是更为显

著的。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前的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肌力评价、WMFT、AS、HW 得分情况无显著

性差异（P＞0.05），治疗3周后，WMFT、AS、HW得分都相应的升高，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两组的肌力有改善，尤其是实验组明显，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由此表明这两种治疗方法被用于脑

卒中后上肢的运动功能出现障碍后均有较好的改善作用，尤其强制性运动疗法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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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0 

腹横肌激活技术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疗效的效果分析 

 
欧阳冬方,李旅萍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腹横肌激活技术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疗效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2 月-2018 年 2 月产后腹直肌分离患者 60 例(入选标准:均为仰卧位下，嘱患者手

抱头肩胛骨抬离床面，自脐上下 1 厘米、延腹白线走行进行按压触诊，评估患者腹直肌情况，挑选

腹直肌分离介于 2-3 厘米之间的患者，上中下段腹直肌分离均可)，根据治疗方法分组。对照组给予

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腹直肌低频电刺激，束腰带等，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腹横肌激活技术

治疗。腹横肌激活技术的实施包括使用悬吊训练系统减重下进行的针对性腹横肌激活治疗(核心肌

群激活技术之一)，以及徒手的腹横肌本体感觉(运动觉、位置觉重置)训练。比较两组产后腹直肌分

离治疗效果，及与之相关的盆底肌力、疼痛 VAS 评分、生活质量 SF-36 量表评分。 

结果 观察组产后腹直肌分离治疗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盆底肌力情况、疼痛

VAS评分、生活质量SF-36量表评分相近，P＞0.05；治疗后观察组盆底肌力情况、疼痛VAS评分、

生活质量 SF-36 量表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腹横肌激活技术属于核心肌群激活技术的范畴，其既能在稳定盆底结构中发挥作用，也能通

过整个盆底结构的连续性提高整个骨盆环前侧的稳定性，促使产后松弛分离的腹直肌逐渐往腹白线

靠近。因此，腹横肌激活技术促进产后腹直肌分离疗效的效果是肯定的，确切的，可有效恢复盆底

肌，减轻疼痛，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改善，值得推广应用。 

 
 

PU-571 

简易可调式绷带型踝足矫形器对卒中步行能力的临床疗效 

 
华青,庄健 

上饶市人民医院,江西省,上饶市 

 

目的 探讨自制踝足矫形器对偏瘫步态的治疗研究。 

方法 将 60 例中风后患者（均为男性）随机分为 3 组，单纯塑料踝足矫形器组 20 例。简易绷带踝

足矫形器组 20 例。裸足组 20 例。穿戴前后对其进行步态参数对比。 

结果 穿戴前 三组缩短步速，步行周期中膝关节角度变化，六分钟步行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穿戴后自制绷带组缩短步行周期，提高步速明显高于其余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穿戴后步行时膝关节角度的变化。穿戴自制绷带矫形器、裸足、塑料矫形器在步行周期

中膝关节角度的顺序依次变小 (P<0.05)穿戴后六分钟步行能力。穿戴塑料矫形器、裸足、自制绷

带矫形器在步行周期中步行距离依次变大 (P<0.05) 

结论 自制绷带矫形器在提高步速，加强步行距离上比塑料矫形器和裸足情况下更有疗效 

 
 

PU-572 

观察脐针疗法结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宫颈癌根治术后 

患者尿潴留的临床疗效。 

 
向娟,李旭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观察脐针疗法结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尿潴留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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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就诊的宫颈癌根治术后 15 天至 6 个月内尿潴留患者 64

例，按意愿将其分为脐针组（22 例）、神经肌肉电刺激组（18 例）、脐针加电刺激组（24 例）。3

组均予膀胱功能训练（出入水量控制训练、排尿反射训练、膀胱括约肌控制训练）、腹式呼吸训练

等常规治疗。脐针组予脐穴（脾、肺、肾）、气海、中极、大赫、水道及骶尾部八髎、会阳、长强

等穴交替电针治疗（25min/次，2 次/天）；电刺激组予腹部膀胱区及骶后孔处神经肌肉电刺激（50HZ，

25min/次，2 次/天）；脐针加电刺激组结合两种治疗方法。治疗 3 天后予拔除导尿管，无法自行排

尿者予间歇性导尿处理，能自行排尿且残余尿<50 mL则结束治疗。分别观察3组患者治疗3天后、

6 天后及 9 天后自主排尿情况、残余尿量及尿管依赖等情况。 

结果 脐针加电刺激组患者治疗 3 天、6 天、9 天后的总有效率（58.3%、83.3%、91.6%）明显优于

脐针组（50.0%、72.7%、86.3%）和电刺激组（15.3%、50.0%、72.2%），其尿管依赖情况（33.3%、

12.5%、4%）低于脐针组（40.9%、22.7%、9%）和电刺激组（66.7%、38.9%、22.2%），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脐针加电刺激组自主排尿时间（04.88±4.24 天）短于脐针组

（5.13±4.02 天）及电刺激组（6.42±3.45 天），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 

结论 脐针结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对宫颈癌根治术后尿潴留具有良好的疗效，能明显缩短患者尿

潴留时间，降低患者对尿管的依赖。 

  
 

PU-573 

肌筋膜放松疗法对痉挛型四肢瘫臂前深线紧张和上肢精细 

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蔡倩倩,马彩云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 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肌筋膜放松疗法对痉挛型四肢瘫患儿臂前深线紧张和上肢精细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收治的 5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

随机分为2个组，对照组和研究组各25例，所有患儿均采取常规康复治疗，其中推拿治疗对照组采

用传统推拿手法，研究组采用肌筋膜放松疗法。采用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及 Ashworth 改良肌张

力评估方法评价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的精细运动功能及肌张力均得到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筋膜放松疗法能有效缓解痉挛性脑瘫患儿肌筋膜臂前深线紧张，改善上肢精细运动功能，

减轻患儿痛苦，值得推广 

 
 

PU-574 

音乐治疗对帕金森病患者步态康复的影响 

 
张婷婷,郄淑燕,王丛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音乐治疗方法对帕金森病患者步态康复的影响及康复效果。 

方法 将 50 例符合入组标准的帕金森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7）和观察组（n=23）。对照组根

据基础疾病给予常规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音乐治疗个体干预。

音乐治疗个体干预 4—5 次/周，30min/次，对两组步态康复训练的帕金森病患者干预前、干预后 4

周采用帕金森病综合评分量表（UPDRS-Ⅲ）、―起立—步行‖计时测试（TUGT）、三维步态分析系

统进行测评并记录。其中在音乐治疗过程中音乐治疗师共设计并选用三种方案针对帕金森患者的步

态康复进行个体干预：第一种是―节拍器‖步态训练，利用节拍器固定节拍、节拍数值可调整的灵活

性和特性，在节拍器上使用适合帕金森患者步态训练的节拍数，使患者可以跟着节拍器上稳定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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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进行步态康复训练；第二种是―弹唱‖步态训练，此种方法需要音乐治疗师与帕金森患者的共同参

与，音乐治疗师利用钢琴或吉他等乐器弹奏节奏相对稳定的乐曲，如军歌、进行曲等，使患者跟随

乐曲进行步态康复干预，在稳定的节奏中提高患者对步态进行更好的控制；第三种是―聆听+哼唱‖

步态训练，这种方法特别强调患者的高度参与性，并且最好选用患者喜爱并熟悉的乐曲，在聆听+

哼唱的过程中全方位的放松身心，在此基础上加以步态训练，增强患者对步幅、步长等的控制力，

由内到外的帮助患者提高步态康复质量。在帕金森患者的音乐治疗个体干预过程中以上三种方法可

根据患者情况交替使用，以最大程度的达到康复效果。 

结果 治疗 4 周后，对照组和观察组 UPDRS、TUGT 评分、步长、步速与干预前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p<0.05, p<0.01）,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 UPDRS、TUGT 评分、步长、步速显著改善

（p<0.05）。 

结论 音乐治疗的个体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帕金森患者的步态障碍，并提高了帕金森患者的整体康复

效率和进程。 

 
 

PU-575 

作业疗法对吉兰巴雷综合征患儿自理能力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分析 

 
李想遇,刘林,黄佩,廖旭莉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作业疗法(OT)对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患儿自理能力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6 月-2017 年 10 月经省级以上医院神经内科确诊在儿童康复科进行康复治

疗的吉兰-巴雷综合征患儿共计 106 例。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纳入采用运动疗

法及针灸疗法患儿 52 例，将其归为对照组；纳入采用 OT、运动疗法及针灸疗法患儿 54 例，将其

归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自理能力和运动功能情况。 

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日常生活能力（ADL）积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治疗后三角肌、股二头肌、肱三头肌、髂腰肌、臂大肌、股四头肌等肌力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

有统计学意义（Z=3.88，4.14，7.03，4.58，4.43，4.94，P＜0.05）。 

结论 OT 在治疗 GBS 患者的同时，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改善运动功能。  

 
 

PU-576 

电针对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登梯时空参数变异性的影响 

 
喻娇

1,3
,王芗斌

1,2,3
,侯美金

1,3,4
,谢雪榕

2
,熊凤

1,3
,陈博

1,3
 

1.福建中医药大学 

2.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康复科 

3.福建省康复技术重点实验室 

4.福建省康复产业研究院 

 

目的 采用三维步态分析观察电针对膝骨性关节炎（KOA）患者登梯时空参数变异性的影响，分析针

刺对患者上下梯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40 例 KOA 患者随机分成电针组（试验组）和非经非穴浅刺组（对照组）

20 例，每组最终各有 18 例完成研究。电针组取穴为阳陵泉、阴陵泉、血海、梁丘、足三里、内外

膝眼，非经非穴浅刺组选取电针组各穴位旁开约 2cm处的部位作为针刺点，且远离上述穴位所在的

经脉及非阿是穴所在部位。试验组采用频率为 2Hz 的连续方波，对照组虽接电针仪但无电流输出。

两组各治疗 11 次，共 3 周。于治疗前及治疗后进行登梯步态检测，分析上、下梯步速及其他时间-

空间学参数的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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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2组间各参数比较无明显差异，基线齐。治疗后2组间比较，电针组较非经非穴浅刺组

下梯右侧摆动时间变异性明显减小（P＜0.05），其余皆无明显差异（P＜0.05）。电针组上、下梯

步速比治疗前明显增加（P＜0.05，P＜0.01），下梯左侧步行周期变异性较治疗前减小（P＜0.05），

上梯左侧步长变异性、初始双支撑时间变异性变小（P＜0.05，P＜0.01）。非经非穴浅刺组下梯右

侧初始双支撑时间变异性、步频变异性较治疗前明显减小（P＜0.01，P＜0.05）。 

结论 电针可以提高 KOA 患者的上下梯速度，减小时间-空间学参数的变异性，增加上下梯时稳定

性，以及提升登梯活动能力和步行效率。电针在改善 KOA 患者登梯速度的同时，也减少了时空参

数的变异性，说明稳定性和步行效率的提高。非经非穴浅刺组虽然也显示一定的步态稳定性的改善，

但是步速无明显提高，且电针较对照组在摆动时间变异性更小，提示可能下肢摆动更协调。但两组

各有不同侧的变化，是否与左右侧膝关节的病变程度不同或其他因素有关，需要进一步分析探讨。 

 
 

PU-577 

tDCS 和电针对健康受试者工作记忆的即时影响效应比较 

 
张文静

1
,彭莉

2
,林强

1
,欧海宁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2.肇庆市中医院,广东省,肇庆市 

 

目的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WM）是指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存储、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

工作记忆可以通过与感知、长期记忆和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人类的思维过程。近年来，经颅直

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和电针均被用于改善 WM 的表现，但是

由于样本量小和受试者异质性等原因，相关研究结果不一。 

方法 以 44 名在校大学生（年龄 23.70±1.52 岁，受教育年限 16.93±2.24 年）为实验对象,采用随机

双盲交叉实验设计将受试者随机分为两组（A 组和 B 组）。A 组先接受 tDCS 干预，然后经过至少 1

周的洗脱期后，再接受电针干预；B 组的干预顺序正好相反。所有的受试者都要参加 tDCS 和电针

干预两个试验阶段, 其中 tDCS阶段为左背外侧前额叶区电流强度为 1mA 20分钟的直流电刺激，电

针阶段为神庭穴和百会穴疏密波 20 分钟的电针仪刺激。接受每一种干预前后均进行 n-back 任务范

式下的工作记忆测试，检测 0-back，1-back 和 2-back 三种任务下干预前后的正确反应数及正确反

应时的变化。数据采用 SPSS 24.0 中的方差分析模块进行统计分析，用以比较 tDCS 和电针在不同

任务下对工作记忆的即时影响效应。 

结果 ①在 0-back 和 1-back 任务下, 受试者接受 tDCS 和电针刺激前后的工作记忆测试，正确反应

数及正确反应时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在 2-back 任务下, tDCS 和电针干预前后的

工作记忆测试中，正确反应数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正确反应时的变化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且 tDCS 的干预效果明显优于电针（-110.58s VS. -28.40s）。 

结论 研究结果提示相比电针，tDCS 对于年轻受试者工作记忆的即时效应在 2-back 任务检测中的

正确反应时项目显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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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8 

结合虚拟情景的上肢运动控制训练改善脑卒中患者 

上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巩小雪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结合虚拟情景的上肢运动控制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手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改

善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脑卒中且病程在 3 个月之内的偏瘫患者 80 例，其中男性患者 42 人，女性患者 38 人。入

选 80 例病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人，各组在年龄、性别、病情、病程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对照组采用传统作业治疗，包括：手法治疗、传统作业活动的选择（上肢抬举器、立式套圈、木钉、

握力器、直线训练器等）、日常生活能力训练，每周治疗五次，每次治疗时间为 40 分钟，其中手法

治疗 20 分钟，传统作业活动的选择和日常生活能力训练 20 分钟，共治疗 4 周。治疗组采用结合虚

拟情境的上肢运动控制评估系统联合传统作业治疗，结合虚拟情境的上肢运动控制训练内容包含：

前臂旋前、旋后治疗仪、握力治疗仪、捏力治疗仪、上肢及手各关节运动疗法（腕关节图图匹配、

腕关节虚拟赛车游戏等）等，每周治疗五次，每次治疗时间 20 分钟，每次治疗 2 组，每组治疗 10

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共治疗4周。对于所选患者每周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上肢手功能运

动功能评估、感觉功能评估、手的实用性评估、偏瘫手功能评估、疼痛评估，ADL 评估，治疗报告

的分析，所采用评估量表：Brunnstrom 评估量表，偏瘫手功能评定量表，目测类比测痛法（VAS），

功能独立评估量表（FIM），各项治疗报告的分析，评估前后、治疗方案的选择及治疗均需为同一

名治疗师，每天患者治疗时间均为同一时间段，尽可能减少误差。 

结果 两组患者评估后均有明显治疗效果，上肢、手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均明显改善，治疗组组功

能独立评估量表（FIM）、握力、捏力治疗仪的评估报告、前臂旋转频次、腕关节掌屈、背伸的角

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结合虚拟情景的上肢运动控制训练联合传统作业治疗对于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手功能及日

常生活能力的改善有明显治疗效果，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PU-579 

镜像疗法与运动想象疗法相结合在偏瘫患者上肢及 

手功能作业治疗中的应用 

 
罗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镜像疗法与运动想象疗法相结合训练对偏瘫患者上肢及手功能恢复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医学科发病时间在三个月以内，且坐位平衡达到 2 级以上，基础病情稳定的偏

瘫手功能障碍患者 60 例。按照入科顺序奇偶数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0 例，所有病例中，患

者认知功能、文化程度、依从性无明显差别。对照组采用作业治疗中常规运动想象疗法训练，患者

在舒适放松且安静的环境中，治疗师给予患者口令提示，指导患者进行间断的运动想像。实验组在

作业治疗中采取镜像疗法与运动想象疗法相结合训练，患者坐于治疗桌前，桌面纵向放置

40cm*50cm 双面玻璃镜，患者双手分别置于玻璃镜两侧，健侧手按照治疗师指令完成相应的作业

活动，例如屈指抓握与伸展、端起杯子、捏起扣子等动作，同时目光注视健侧一面玻璃镜中，看到

镜子里的―视错觉患手‖也在进行同样的作业活动，通过视觉反馈结合运动想象，将镜子里―患手‖的

运动信息输送给大脑，同时想象另一侧的患手也在进行相同的运动。每日训练一次，每次

10-15min，训练 4 周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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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Fugl-Meyer 评价法、FIM 评分、上肢运动研究量表（The Action Research Arm test，

ARAT）、运动功能评估量表（Motor Assessment scale,MAS）、改良 Asworth 的评定方法、疼痛

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ore，VAS），对对照组和实验组进行治疗前后的效果评定。 

结果 治疗4周后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的上肢及手运动能力Fugl-Meyer评分、FIM评分、ARAT

评分、MAS 评分均较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治疗后实验组上肢 Fugl-Meyer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2）； 

治疗后实验组 FIM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 

治疗后实验组 ARAT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治疗后实验组 MA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94）； 

两组治疗前后对比治及治疗后两组间对比，痉挛程度的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67）； 

治疗后实验组 VAS 疼痛评分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5）. 

结论 镜像疗法与运动想象疗法相结合应用于作业治疗中，对比单纯使用镜像疗法进行作业治疗的

训练方法，对于偏瘫患者上肢手功能的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PU-580 

关于气管切开并舌后坠患者堵管后痰液的处理方法 

 
孟庆云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提高气管切开并舌后坠患者封管的成功率，减少痰液对患者呼吸道通气的影响 

方法 舌后坠患者的咳嗽反射与吞咽反射减弱或消失，痰液易堵塞呼吸道，导致窒息和缺氧，因此

重在做好舌后坠患者的呼吸道管理；在封管后护理的过程中我们采取：患者卧位时抬高床头并让其

侧卧低头，减轻舌根后坠，以保证患者气道通畅。当患者需要吸痰时，我们尽量摇高床头，使患者

身体保持端坐位，有条件的时候可让患者端坐于床边或者转移至轮椅上采取坐位，利用咳嗽时胸腹

腔内压力增高，使咳嗽有力。加之应用口咽通气道，利用其能将舌根与口咽后壁分开的作用，使下

咽部到声门的气道通畅，充分将气道的痰液吸出。待患者身体呼吸功能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咳嗽

有力，有效，痰液能有效排出，通气功能正常，无憋喘，气管堵管成功。 

结果 根据气管切开并舌后坠患者自身情况，制定痰液及气道的个体化管理措施，指导患者卧位，

可减少患者窒息和缺氧的意外发生。同时，放置口咽通气道可充分打开气道，减少吸痰时病人口腔

及黏膜的损伤，以达到有效吸痰。 

结论 通过我们对气管切开并舌后坠患者采取的护理措施，使患者有效的排出痰液，提高了气管切

开患者拔管的成功率，减少了气管拔管后的复切率，加快患者的康复进程，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581 

音乐疗法配合 Bobath 技术在镜前治疗对亚急性脑卒中 

患者运动功能恢复应用 

 
陈湘鄂,李凯,李盼盼 

湖北省人民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讨音乐疗法配合 Bobath 技术对于亚急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30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15 例）和对照组（15 例）。两组均接受常

规康复训练（包括神经发育疗法、本体神经肌肉促进技术、平衡训练等），每次 40 分钟共 4 周。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音乐疗法配合 Bobath 技术，让患者在坐位和站位姿势控制下，面朝镜前，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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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主动运动控制训练，每日 1 次，每次治疗时间为 40 分钟，共 4 周。治疗前后分别采用 Ashworth

痉挛表，功能独立性评定（FIM）、Berg 平衡量表及 Fugl-Meyer 运动功能(FMA)评分。 

结果 经过 4 周训练后，Ashworth 评分较治疗前下降，且有差异性（P<0.05）；FIM、Berg 及 FMA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治疗前后比较有差异（P<0.05）。 

结论 音乐节奏下配合 Bobath 技术可促进亚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主动参与，纠正异常姿势，降低痉

挛程度，并且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姿势控制能力及运动功能提高，适用于亚急性脑卒中患者。 

 
 

PU-582 

体外冲击波联合综合消肿治疗继发性淋巴水肿的临床研究 

 
孙小花,潘钰 ,徐泉,马丽娜,严红松,邹丽丽,马迪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联合综合消肿治疗（Complex Decongestive Therapy, CDT）对肿瘤术后继发

性淋巴水肿和皮肤组织弹性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44 例肿瘤术后继发性淋巴水肿患者（妇科肿瘤术后下肢淋巴水肿 22 例，乳腺肿瘤术后

上肢淋巴水肿 22 例），国际淋巴水肿协会分期为 1-2 期。随机分为治疗组 22 例（上肢 12 例，下

肢 10 例）和对照组 22 例（上肢 10 例，下肢 12 例），两组间年龄、发病时间、患健侧肢体周径差

值百分比和健患侧肢体皮肤组织弹性差值均无统计学差异。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均采用

physiotouch 负压治疗仪进行 CDT 治疗 2 周，每周 5 次，每次 60min，治疗后短弹力绷带包扎。治

疗组患者每周 2 次体外冲击波治疗（0.056—0.068 mJ/mm2， 2,000 次）。两组患者均给予日常护

理和运动训练指导。治疗前和 2 周治疗后比较两组患健侧肢体周径差值百分比和健患侧肢体皮肤组

织弹性差值。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患侧和健侧肢体周径差值百分比均显著下降(治疗组：16%±10.62% 

VS 7.82%±5.2%, p<0.001；对照组：16.27%±6.5% VS 7.91%±3.61%, p<0.001)。两组患者治疗后

健侧和患侧皮肤组织弹性差值也显著降低（治疗组：2.66±0.88VS1.3±0.48，p<0.001；对照组：

2.8±0.9VS1.89±0.88，p<0.001；）；治疗 2 周后治疗组较对照组健侧和患侧皮肤组织弹性差值降

低（1.3±0.48 VS 1.89±0.88, 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患健肢体周径差值比率无明显差异

（7.82%±5.2% VS7.91%±3.61%, p=0.947）。 

结论 基于负压技术的 CDT 治疗可以有效改善继发性淋巴水肿患肢周径和皮肤组织弹性，体外冲击

波在改善皮肤组织弹性方面有较好优势，体外冲击波在继发性淋巴水肿治疗中应用还需大样本研究

和随访，以明确最佳疗程和远期疗效。 

 
 

PU-583 

运用筋膜刀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症患者康复效果报道 

 
朱俞岚,汪晓虹,何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探讨分析评估运用筋膜刀治疗对产后腹直肌分离患者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10 名产后女士（平均年龄 32.88 岁；平均体重 59.25 公斤；平均身高 162.5 厘米，平均产后

8.2 个月）。腰痛 NRS 评分平均 2.6。超声弹性成像模式下测量剪切波，速值可以实现定量分析肌

肉硬度。对患者行腹壁肌层超声检查，超声检查仪器为 Siemens Acuson S2000-Helx 彩色多普勒

超声诊断仪，由专业超声医生操作完成。受检者取平卧位，使腹壁充分暴露，平静呼吸，检查医师

将探头置于腹壁，从剑突下开始扫查至耻骨联合，观察有腹直肌分离情况。二维灰阶超声显示患者

腹直肌在脐部分离最大距离，平均 51 毫米。探头移至腹壁（约腋前线水平），根据患者腹壁浅筋膜

及肌层厚度调整至最佳深度、灰度，完整显示腹内斜肌、腹外斜肌、腹横肌结构。切换至弹性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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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VTIQ模式，测量取样框内腹内斜肌、腹外斜肌、腹横肌剪切波速值。，弹性超声成像VTIQ彩

色模式图以蓝色、绿色为主。10 名患者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的剪切波速值平均分别为：

1.89 m/s,2.96m/s,2.45m/s。康复治疗步骤：双侧腹斜肌，腹壁前部涂润滑剂。嘱患者仰卧，双手

抱头，做一侧肩胛骨抬离床面，躯干旋转向对侧的动作。用探测刀依次扫描两侧腹斜肌，有不平滑

的顿挫、捻发样感觉选择令患者不惧怕的鲨鱼刀，用凸面刃，沿肋骨下缘，配合躯干侧旋动作，沿

腹外斜肌由外上斜向前下方走行进行滑动治疗。选用鲨鱼刀凸面前角部分，稍稍施加一定压力，沿

腹内斜肌方向由后外下向前内上走行进行治疗。双侧均进行。再次用探测刀检测，不平滑的顿挫捻

发样感觉较前明显减轻。触诊双侧腹斜肌变柔软。每周 3 次，共治疗 10 次。 

结果 筋膜刀治疗10次后，检查与评估：疼痛改善，NRS评分平均1.4。 脐部分离最大距离，超声

评估检测平均 28毫米，弹性超声成像 VTIQ彩色模式图以深蓝色为主，患者腹外斜肌、腹内斜肌、

腹横肌的剪切波速值平均分别为：1.34 m/s,1.24 m/s,1.47m/s。治疗后超声显示腹外斜肌、腹内斜

肌、腹横肌纹理清晰，肌肉收缩时顺滑。 

结论 采用筋膜刀快速的、深层的、灵活的松解腹内外斜肌、激活腹横肌的治疗方法，解除腹壁高

张力状态，同时缓解了腰部的压力，疼痛减轻。 

 
 

PU-584 

紫外线治疗加硫酸镁湿敷对创伤后足踝脉管炎的影响 

 
陶金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研究超早期紫外线治疗加硫酸镁湿敷对创伤后足踝脉管炎的影响，分析超早期康复干预的治

疗效果，为创伤后足踝脉管炎的超早期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筛选符合研究条件的 30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15 例）和对照组（15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

脉管炎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试验组进行超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超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内容主要

包括治疗前宣教、紫外线照射治疗、硫酸镁外用湿敷、治愈后指导等。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1 天、治疗 3 天、治疗 5 天的疼痛、肿胀，并比较两组患者的足踝关节活动度。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疼痛、肿胀、关节活动度评分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 5 天后，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疼痛和肿胀均降低，关节活动度评分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早期规范化紫外线治疗加硫酸镁湿敷能改善创伤后足踝脉管炎的疼痛、肿胀程度，提高治

愈后足踝关节活动度评分。 

 
 

PU-585 

肌内效贴扎技术对于肌筋膜疼痛控制的原理及疗效综述 

 
曾雪梅 

成都顾连锦宸康复医院 

 

目的 在临床上，肌筋膜疼痛综合症是指累及局部肌肉并由一处或多处扳机点导致的肌肉疼痛综合

临床表现，在肌肉紧张的区域，一般会存在肌肉痉挛或者血液循环受阻，而在扳机点区域，由于外

周炎症因素和周围筋膜挛缩，导致伤害性感受器变得非常敏感，从而引发疼痛。许多人日常生活中

都受到肌筋膜疼痛综合症的困扰，对于该疼痛综合症传统的治疗方式包括肌肉牵伸治疗、温热疗法、

电刺激、按摩、手法治疗、扳机点注射治疗、针灸和药物治疗。然而，该疼痛综合症依然不能在较

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缓解。该文主要研究总结肌内效贴扎技术对于肌筋膜疼痛控制的原理及疗效总

结。 

方法 回顾国内外关于肌内效贴扎技术用于治疗肌筋膜疼痛综合症的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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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肌内效贴可以提升皮下空间，改善肌肉的血液循环和淋巴液的引流，减少肌筋膜紧张区域引

起肌肉疼痛的的化学性因素，从而改善肌筋膜疼痛。 

结论 肌内效贴扎技术可以作为一种常规治疗或者传统治疗后的一种辅助治疗用于缓解肌筋膜疼痛

综合症 

 
 

PU-586 

利用去趋势波动分析法（DFA）研究骑马机治疗对偏瘫患者 

姿势控制复杂度的影响 

 
翟晓雪,张皓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 

 

目的 利用去趋势波动分析法（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 DFA），解析偏瘫患者骑马机治疗前

后身体晃动信号，定量评估其姿势控制能力，进一步探究骑马机治疗的有效性及机制。 

方法 将 4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骑马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

在其基础上增加骑马机治疗。治疗前后均行 Berg 平衡量表评定（BBS）、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

定、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定（FM-B）；用便携式加速度仪采集患者治疗前后站立位时保持静态

平衡的身体晃动信号，用 DFA 解析其信号，得到表征姿势控制复杂度的 DFA指数―α‖；对比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 DFA、BBS、FM-B、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的改善值有无显著差异；将 α 变化值与

BBS 变化值行相关性分析；用 Pro-kin 平衡仪采集患者保持静态平衡时的重心摆动轨迹长和面积，

分别与 α 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α、BBS、FM-B 和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DFA：治疗后两组患者 α 均有下降，较治疗前，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BBS 及 FM-B：

治疗后两组患者 BBS及 FM-B均有显著提高，但治疗组提高更明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3.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治疗后两组患者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均有显著

提高，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DFA、BBS、FM-B、Fugl-Meyer 运

动功能评分治疗前后的改善值：治疗组较对照组改善更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5.DFA指数―α‖变化值与BBS变化值：两者呈中度正相关(r=0.57，P＜0.05)。6.α与重心移动面积呈

中度相关（r=0.62，P＜0.05）；α 与重心移动轨迹长度呈低度相关（r=0.32，P＜0.05）。 

结论 1.DFA 指数―α‖与临床常用平衡指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并能表征核心肌群在姿势控制过程中

的作用，可以作为一种准确、简便、定量评估偏瘫患者姿势控制能力的工具。2.骑马机治疗可以显

著改善偏瘫患者的姿势控制能力，值得在偏瘫人群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PU-587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联合弹力绷带对偏瘫患者足内翻的影响 

 
张强,李响,张洪蕊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脑卒中后运动系统上位中枢失去对下位中枢的控制，使得原始的、被抑制的原始反射释放，

导致各种功能障碍，进而影响患者步行能力。目前各种神经肌肉促通技术，肌力训练、牵伸技术、

强制性疗法等康复训练应用于脑卒中后偏瘫的康复，收到一定的成效。本文通过电子生物反馈疗法

刺激腓骨长短肌训练联合弹力绷带固定踝关节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以探讨电子生物反馈对偏瘫患者

足内翻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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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济医附院医院康复医学科符合诊断标准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其中男性 30 例，女性 30 例，年龄在 30-70 岁，病程在 6 个月之内，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在

III级及以上；随机分为 A、B两组，每组各 30例，各组在性别年龄病程方面无统计学差异。A组为

观察组接受肌电子生物反馈疗法联合弹力绷带固定及常规康复训练，电子生物反馈仪器采用

WOND2000F 多功能神经康复诊疗系统，刺激电极主要针对腓骨长短肌肌腹进行电刺激，模式采用

PBF 正反馈模式，刺激量 10-60mA 或耐受量，嘱患者尽力按声音及图片提示主动进行踝关节外翻

动作训练，每天 1 次，每周 6 次，共 4 周；B 组对照组只接受常规康复训练，包括(1)胫前肌腓骨长

短肌力量训练，(2)小腿三头肌抗痉挛、牵伸训练，(3) 髋、膝关节控制训练，踝关节主动背屈外翻

训练，(4)坐位平衡、坐站训练、立位平衡训练，(5) 步态分解及步行纠正训练，(6)ADL 训练，每

天1次，每周6次，共4周。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后 4 周评价治疗效果，通过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量(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FMA)、步态分析仪（意大利 technoby）、进

行效果评价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经 4 周治疗后，两组下肢 FMA 运动功能评分、步态分析仪踝关节度数均

高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A 组观察组下肢 FMA 运动功能评分、步态分

析仪踝关节度数均高于 B 组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电子生物反馈联合弹力绷带固定踝关节训练对治疗脑卒中后患者足内翻情况，可以有效改善

内翻程度，对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恢复、步行能力提高、改善步行运动模式、提高生活质量均起到

积极作用。通过刺激训练再配合家属积极引导训练，使患者逐步掌握刺激控制的方法，能达到更好

的效果。 

 
 

PU-588 

薄氏腹针联合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的临床研究 

 
吴伯涛,王琦,董安琴,闫洁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研究薄氏腹针联合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的临床研究。 

方法 将 43 例有单侧忽略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22 例和对照组 21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认

知训练，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薄氏腹针治疗，于治疗 4 周后运用 BIT 实验进行疗效评

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间 BIT 评分比较差异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两组 BIT 评分均较治

疗前明显改善（P<0.05），且治疗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薄氏腹针联合认知训练可以明显改善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的症状，为薄氏腹针联合认知训练对

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的临床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PU-589 

基于表面肌电探讨蝶形浴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痉挛的影响 

 
袁松,张保,高峰,李梦莹,李聪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省,十堰市 

 

目的 旨在表面肌电图（sEMG）的基础上观察蝶形浴治疗脑卒中后偏瘫患者上肢痉挛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60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然后随机将其分为试验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两组

患者均给予常规的康复治疗，试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进行蝶形浴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

采用表面肌电图记录肘关节屈曲 90°最大等长收缩时肱二头肌与肱三头肌积分肌电值（IEMG）、改

良 Ashworth 量表（MAS）来评估两组患者患侧肘关节及腕关节的肌张力大小，采用简易 Fugl- 

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FMA- U）评估两组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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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患侧肘关节屈曲最大等长收缩时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的 IEMG 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四周后，两组患者肱二头肌 IEMG[试验组（53.57±9.82）μV∙s、

对照组（57.56±9.87）μV∙s]组内比较均较治疗前降低，肱三头肌 IEMG[试验组（37.20±6.04）μV∙s、

对照组（34．87±6.20）μV∙s]组内比较均较治疗前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组间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肱二头肌及肱三头肌 IEMG 改善更加显著，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前，两组患者 MAS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4 周后，肘关节 MAS

评分[试验组（1.10±0.56）分、对照组（1.60±0.66）分]、腕关节 MAS 评分[试验组（1.05±0.58）

分、对照组（1.50±0.54）分]组内比较均较治疗前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组间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 MAS 评分改善更加显著，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前，两组患者 FMA-U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

FMA-U 评分[试验组（25.80±4.79）分、对照组（20.43±3.49）分]组内比较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组间比较，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 FMA-U 评分改善更加显著，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蝶形浴疗法可以有效地缓解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上肢痉挛，减轻因痉

挛导致的上肢运动功能障碍，安全性高，患者依从性好，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U-590 

虚拟现实技术在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中的应用研究 

 
宋金花

1
,朱其秀

2
 

1.青岛大学医学院,山东省,青岛市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在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no dementia，VCIND）中的应用研究。 

方法 搜集 VCIND 患者共 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虚拟现实组及对照组，每组 30 例。同

时给予 2 组患者降血压、降血糖、调节血脂及改善循环等治疗。此外给予患者传统的康复训练，包

括传统的认知训练。对照组每天训练 30 分钟，VR 组每天训练 15 分钟，2 组每周训练 5 天，共训

练 4 周。VR 组在行 15 分钟传统认知训练基础上，采用青岛海蓝康复器械HLKF-DT-01 数字评估与

互动训练系统：每天训练 15 分钟，每周训练 5 天，共训练 4周。2 组患者于治疗前及治疗 4周后分

别行简易精神状态量表中文版（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北京版（MoCA)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进行认知及日常生活能力评估。同时，2 组患者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行事件相关电位

P300 检查（潜伏期及波幅）。 

结果 2 组患者于治疗前 MMSE、MoCA、MBI 及 P300（潜伏期及波幅）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2 组患者的 MMSE、MoCA、MBI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p<0.05），但两

组患者的抽象及语言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善（p>0.05），治疗后虚拟现实组 MMSE[（22.50±1.53）分]、

MoCA 总分[（21.97±1.47）分]及 MBI[（59.83±7.25）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 2 组

患者 p300 的潜伏期均较治疗前缩短，波幅较治疗前增加（p<0.05）,而 VR 组治疗后潜伏期

[(342.75±19.95)ms]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p<0.05)，波幅 [（7.23±0.97）μV]较治疗前明显增加

（p<0.05）。 

结论 与单纯康复认知训练比较，虚拟现实技术联合康复认知训练能进一步改善 VCIND 患者的认知

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因此，虚拟现实技术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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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91 

本体感觉训练对慢性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定疗效观察 

 
崔芳,况春艳,李振华,常青,颜沛沛,余研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目的 本文通过观察本体感觉训练对慢性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定患者临床疗效，研究慢性功能性踝关

节不稳定训练计划。 

方法 将58例慢性踝关节不稳定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其中康复组30例，男 16例、女 14

例，平均 41.2±2.8岁；对照组 28 例，男 16 例、女 12例，平均 40.6±2.2 岁。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

的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和短波、脉冲磁疗、超声波治疗。康复组同时按慢性踝关节不稳定本体感觉训

练计划进行康复治疗，采用改良McGuire踝关节评分系统(1988)和VAS评分评定其疗效。对两组患

者分别于康复训练前、训练后 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进行功能评定和疗效观察。 

结果 两组患者康复训练 1 个月后踝关节功能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康复训练 3 个月后康

复组踝关节功能评分较对照组有所提高，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康复训练 6 个月后康复组踝

关节功能评分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改善，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根据慢性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定的损伤特点，并针对功能损伤的程度，设计科学、系统、安全、

有效的慢性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定的本体感觉训练计划，并依照康复计划对患者进行系统的康复训练，

对慢性踝关节不稳定患者的功能恢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PU-592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上肢周围神经损伤疗效观察 

 
李贝贝,熊凯,况春艳,李曼蓉,梁炳寅,崔芳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目的 观察肌电生物反馈对上肢周围神经损伤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4 例上肢周围神经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用药物、

运动疗法及激光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肌电生物反馈治疗。治疗每日一次，连续 8 周。治疗前、

后分别采用针刺肌电图对损伤程度进行评价，对比治疗前后针刺肌电图变化以评定治疗效果，并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插入电位、自发电活动、轻、重收缩运动单位电位（Motor Unit 

Action Potential,MUAP）均有改善（P<0.05），且自发电活动、轻收缩 MUAP 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2.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MCV）

均有改善（P<0.05），治疗组患者改善更为明显（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对上肢周围神经损伤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是传统康复治疗的有效补充，

值得在康复临床广泛应用。 

 
 

PU-593 

深层肌肉振动仪配合推拿治疗梨状肌综合征疗效观察 

 
杨崭,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深层肌肉振动仪配合治疗梨状肌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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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64例梨状肌综合征患者进行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32例。治疗组采用DMS(深层

肌肉振动仪)治疗配合推拿治疗，推拿采用常规治疗手法，每次治疗 20 分钟，然后用 DMS 治疗

10-15 分钟，7 天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2 周，疗程之间休息 2-3 天。对照组只采用常规推拿治疗。

观察两组治疗前后 VAS 疼痛评分及总体疗效的效果观察。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VAS 疼痛评分均有改善，两种治疗方案均能对梨状肌综合征患者的症状起

到治疗作用并达到一定疗效，治疗结束对患者进行评估，评估后发现治疗组疼痛缓解程度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1），治疗组的日常生活活动、总分方面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推拿治疗的基础上，DMS(深层肌肉振动仪)治疗配合推拿治疗梨状肌综合征有很好的

临床疗效，在治疗过程中对深层肌肉疼痛缓解的作用上占优势，能有效的减缓患者的疼痛，其机制

可能在于通过振动刺激，能有效改善梨状肌周围肌肉组织病理变化，缓解疼痛。 

 
 

PU-594 

推拿结合关节松动及牵伸技术治疗寰枢关节半脱位 1 例报导 

 
刘航,温泉,牟开今,刘磊,张东男,郑鹏,张为民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 1 例无外伤史寰枢关节半脱位的患者运用中西医结合徒手治疗技术的治疗过程及疗

效评估，以―精准医疗‖为前提，为该诊疗技术提供依据，以求形成规范化操作，进而推广应用。 

方法 选用推拿中拿、揉、点、㨰、弹拨法操作于枕、颈、项、肩及上背部软组织，每部 3-5 分钟；

再以龙氏仰头摇正法行整复治疗。整复后以关节松动技术 2-3 级手法于寰枕、寰椎关节处治疗 2-3

分钟。最后指导患者进行枕下肌群牵伸 3-5 组每次，每组 8-10 秒；并嘱患者每天自我牵伸 3-5次。 

结果 经过 10 余天系统康复治疗，查体：寰枢关节无压痛，颈部活动度正常，患者临床症状消除。

复查颈椎开口、侧、过屈过伸位 X 线示：齿状突与两侧块间隙基本对称且小于 2mm；寰齿间隙未

见明显异常，达到临床治愈标准。1 个月随访未复发。 

结论 无外伤史的寰枢关节半脱位患者少见，该病尚无统一临床诊断标准，故难以明确诊断。一般

认为因病理因素导致寰、枢椎发生相对旋转位移，且伴有头痛、头晕、眩晕、呕恶、颈痛、活动

（尤其旋转）受限等临床症状的一种病症。有学者分析表明此类病患多有外伤史。因患者症状重，

焦虑、恐惧感强，配合度差；故从明确定位，快速有效，易于接受，降低成本等方面考虑，应用以

上技术进行针对性的综合康复治疗。所有治疗操作体位选用患者易于接受的仰卧位，先行推拿放松

手法以镇静安神，舒筋通络，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在患者精神及肌肉放松的基础上整复脱位关节。

因大幅度整复手法尚存一定风险，故选用龙氏治脊中仰头摇正法操作，此手法操作角度小、幅度小、

发力小、风险小，激惹小。 

整复后患者症状及活动度明显改善，但寰枢关节突关节的附属运动尚未完全恢复；故应用关节松动

技术于寰枢、寰枕关节，改善关节功能及稳定性。 

为进一步改善寰枢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功能障碍及本体感觉异常，维持长期疗效，防止复发；故应用

牵伸技术以激活、强化相关肌群，同时改善本体感觉，重建肌骨运动模式。指导患者简单的自我牵

伸训练及健康宣教，在维持原有疗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1 个月随访患者症状无复发。 

中医传统推拿结合现代关节松动、牵伸康复治疗技术治疗本例寰枢关节半脱位患者作用明显，能够

消除临床症状，改善关节功能，重建本体感觉及运动模式，提升疗效，降低复发率；同时该疗法相

对避免药物治疗的副作用；相比牵引外固定治疗，其定位明准，治疗周期短；较手术治疗无创、无

痛，成本低且易于接受。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的徒手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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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95 

Maitland 关节松动术结合核心肌力训练对于慢性腰痛 

患者的康复疗效观察 

 
仇莹莹,王玥 

北京市第一康复医院（西城区展览路医院） 

 

目的 探究 Maitland 关节松动术结合核心肌力训练对于慢性腰痛患者的康复疗效。 

方法 40 例慢性腰痛患者分为对照组（n=20）和治疗组（n=20）。治疗持续四周，每周两次。对照

组采用常规治疗慢性腰痛的康复办法，包括腰背肌训练、放松腰肌的按摩手法、理疗等。治疗组在

常规方法的基础上加以 Maitland 关节松动术以及循序渐进的核心肌力训练。具体方法：①Maitland

关节松动术：遵循腰部功能的 soap 评估原则，综合分析每位患者的功能情况，选择适合的

Maitland 关节松动术手法。如 L4 椎体向前滑脱、激惹性较高的患者采用 L4 椎体前向后（AP）II级

手法；再如脊柱尤其是腰部椎体间附属活动较小、腰部僵硬、激惹性低的患者采用各个椎体前向后

（PA）IV 级手法，或者旋转 IV 级手法等。②核心肌力训练：采用 Jeffreys 等总结制定的核心稳定

性训练方案[3]。第一个阶段是激活腹横肌，进行腹横肌的等长收缩。第二个阶段是激活多裂肌，进

行核心肌肉联合收缩运动。第三阶段是腹横肌和多裂肌增强训练，不稳定状态下静力性支撑和稳定

状态下的动态运动, 即―三点支撑‖或―两点支撑‖以及伴随支撑下的其余肢体运动。第四阶段是在不稳

定状态下的动态运动, 即仰卧位利用核心肌力维持四肢相对位置不变的左右躯干转移。第五阶段是

在不稳定状态下的动态抗阻运动。本实验全程由笔者对患者进行一对一 Maitland 关节松动术手法以

及核心肌力指导训练。Maitland 关节松动术结合核心肌力训练每次不少于半小时，并安排适当的居

家训练任务。临床评分采用 JOA 评价量表，疼痛评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进行评定，分别

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各评定一次。 

结果 治疗后，患者的 VAS 和 JOA 评分均明显改善，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Maitland 关节松动术可以使脊柱骨性结构趋于正常，促进腰部周围软组织的放松，缓解腰部

疼痛。而核心肌群提供脊椎足够的支撑力，分散脊柱所承受的负担，通过核心肌力训练，可提高患

者腰椎的稳定性、平衡性、协调性。两者结合可以调整脊柱和周围软组织结构，纠正不良姿势，减

轻腰部不适的症状。 

 
 

PU-596 

MTT 在骨折术后的应用 

 
刘清江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骨折术后存在的康复现状:骨折术后住院时间较短，术后康复了解欠缺，缺乏正确的康复指导

及恢复训练，导致关节功能受限，后期功能恢复困难。 

方法  MTT 是一项基于运动医学的综合的康复治手段，以主动运动为核心。 M-Medicine  利用医

学对人体生理结构和功能的认识，准确判断发病原因，针对性治疗。T-Training  科学系统，准确

控制的训练（ 尤其是主动运动），以功能锻炼和形态适应为目的，实现机体功能的康复和改善。

T-Therapy  运用多种手段，标本兼治，达到把病人受限的身体机能运动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重

塑。 

结果 MTT 技术在四个时期中起到重要作用。 

术后康复的重点是控制疼痛，维持正常关节活动度，恢复肌耐力，提高关节稳定性，以达到功能正

常。 

结论 具体来讲，MTT 是一套系统化的、完善而复杂的治疗程序：以当今现有的最先进的运动科学

（如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和医学（如病理学，病理生理学）为理论基础， 通过运动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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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各种运动康复方法（需要器械的或者不需要器械的）对病人进行康复治疗，已达到激活病人机

体功能和形态的适应进程，加快机体功能的康复，在骨折术后中起重要作用。 

 
 

PU-597 

电针配合醒脑开窍法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促醒作用的疗效观察 

 
吕艳斐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电针配合醒脑开窍法对重症颅脑损伤患者促醒作用的疗效观察。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康复中心收治的重型颅脑损伤昏

迷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36 例重症颅脑损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针药组（16 例）和西药组（16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外伤原因、病程（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进行电针治疗时已昏迷时

间）、颅脑损伤及手术情况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针药

组先给予西医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加以电针刺激极泉、委中、内关、水沟、三阴交等穴，内关用泻

法；水沟用雀啄法，以眼球湿润为佳；三阴交用补法；刺极泉时，避开腋动脉，直刺进针，用提插

法，以上肢有麻胀和抽动感为度。西药组单纯采用西医常规治疗，分别于治疗7天后及30天后进行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及促醒率的观察。 

结果 电针治疗第 7 次后针药组 GCS 评分与西药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 7

次治疗后针药组促醒率23.5%，西药组为0，第30次治疗后针药组促醒率78.6%，西药组为37.4，

针药组优于西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电针配合醒脑开窍法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重型颅脑损伤昏迷患者有良好的促醒效果，优于单

纯西医治疗。 

 
 

PU-598 

肌内效贴联合超短波治疗慢性颈肩部肌肉疼痛的临床观察 

 
柳刚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直辖行政单位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联合超短波微热量治疗对慢性颈肩部肌肉疼痛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在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心理科住院治疗的 40 例慢性颈肩部肌肉疼痛的患

者，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对照组仅采用超短波微热量治疗，干预组在使用常规物理治疗

的基础上，加用肌内效贴布，比较分析治疗前及治疗后 30d 的简化 McGill 疼痛问卷(Short Form 

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SF-MPQ)分数。 

结果 对照组与干预组 30d 的 SF-MPQ 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时间点测量视觉

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ous scale，VAS)、疼痛等级指数(Pain rating index，PRI)及现有疼痛强

度(Present pain intensity，PPI)得分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肌内效贴联合超短波微热量治疗对慢性颈肩部肌肉疼痛的治疗效果较单纯物理治疗效果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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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99 

探讨间歇导尿在脑卒中神经源性膀胱患者与脊髓 

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陈静,公培培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间歇导尿在脑卒中神经源性膀胱患者与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脑卒中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30 例，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30 例作为对象,将上述纳入的患者每组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间歇组,对照组常规留置导尿管和护理;间歇

组给予间歇导尿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残余尿量、尿路感染率情况。根据膀胱残余尿量调整

间歇导尿次数,配合心理治疗,控制入水量管理。根据患者膀胱残余尿量调整间歇导尿次数,配合膀胱

功能训练,加强会阴部清洁护理。治疗6周后评定疗效,观察2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残余尿量、治疗后尿

路感染和达到平衡膀胱的例数,并将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前残余尿量、尿路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间歇组残余尿量显

著比对照组低,尿路感染率显著比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组膀胱容量均正常或接

近正常,残余尿量均小于 100 m l,10 例残余尿量小于 30 m l;52 例形成反射性膀胱,24 例膀胱充盈后

可自行排尿,无严重尿路感染和肾积水等并发症。 

结论 脑卒中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应用间歇导尿技术可以有效降低残余尿量和尿路感染率, 对于脑卒

中患者膀胱功能的恢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积极的治疗意义,是解除神经源性膀胱排尿障碍的有

效方法，值得推广。间歇导尿操作简便,效果可靠,减少了逆行感染;此法结合配合膀胱功能训练,是解

除脊髓损伤患者膀胱排尿功能障碍的有效方法髓损伤患者接受间歇导尿术治疗,具有较为满意的临

床疗效,因而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PU-600 

低频脉冲电刺激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对脊髓损伤后 

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观察 
 

黄倩文,吴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神经源性膀胱是一类由神经病变或损害引起的膀胱和（或）尿道的功能障碍性疾病，常同时伴

有膀胱尿道功能的协调性失常。85%以上的脊髓损伤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膀胱功能障碍，因膀胱功

能障碍所致的肾脏疾病是脊髓损伤患者死亡的首要因素，因而神经源性膀胱的康复对脊髓损伤患者

的预后及生存至关重要。在常规膀胱功能训练的基础上，低频电刺激可兴奋脊髓排尿中枢，改善逼

尿肌与尿道括约肌的运动协调性，提高膀胱顺应性;同时患者可运用运动想象疗法，根据运动记忆

激活大脑中某一特定区域，从而达到提高排尿及控尿功能目的。本文旨在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

膀胱患者时，在常规膀胱功能训练的基础上，加以低频脉冲电刺激及运动想象疗法，促进膀胱功能

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改善预后。为神经源性膀胱治疗提过新的治疗思路。 

方法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4 月符合筛选标准选取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共 30 例，采

取随机数字表法将病人随机平均分成2组，每组15例。受试者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采集受试者的

一般资料，对照组采取系统性的常规康复治疗(包括间歇导尿、膀胱功能训练及饮水计划等）。治疗

组患者在接受与对照组患者相同的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采用低频电刺激治疗，同时加以运动想象

疗法。分别于治疗前、后记录患者日平均排尿次数、日单次自主最大排尿量、日均排尿量; 2）采用

膀胱内压测定了解患者残余尿量、最大膀胱容量;3）使用生存质量评分和国际下尿路症状评分以对

患者的排尿情况、膀胱功能和生存质量进行多方位全面的评价 。采用 SPSS 20.0 版软件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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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两组治疗前、后的排尿日记采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以便同时考虑处理分组和治疗前

后两个因素；两组治疗前、后生存质量评分和国际下尿路症状评分结果分别采用配对 t 检验；试验

治疗组治疗前、后的膀胱内压测定检查部分指标结果采用配对 t 检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试验组合对照组结果进行对比，两组治疗后患者日平均排尿次数减少、日均排尿量增加、残

余尿量减少，充盈期逼尿肌压力下降且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治疗后患者生存质量评分和

国际下尿路症状评分且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1.综合膀胱康复训练结合低频脉冲电刺激及运动想象疗法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控

尿能力的更有效。2.综合膀胱康复训练结合低频脉冲电刺激及运动想象疗法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

膀胱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更有效。 

 
 

PU-601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管理及治疗 

 
潘红霞,丁明甫,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有效临床管理模式，以及通过针灸治疗、磁刺激治疗以及两

者联合治疗与单纯药物治疗进行疗效对比，以期得出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有效的治疗方法。 

方法 收集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16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药物治疗组）与实验组（针灸治

疗组、磁刺激治疗组以及联合治疗组），各治疗 4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对患者进行三天排尿

日记、临床膀胱功能评估量表、生活质量评估量表（SF-12）、膀胱扫描仪及尿动力检查等进行全

面膀胱功能评估。 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统

计分析，P<0.05 显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经治疗后实验组在各项量表及尿动力检查方面均较对照组改善明显。 

结论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经综合评估、合理管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膀胱功能、提高生

活质量，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验证。 

 
 

PU-602 

The effectiveness of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patients with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王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 的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agnetic stimulation(MS) in patients with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PFD). 

方法  The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PRISMA) 

statement were followed. 

结果 Narrative review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convincing evidences that MS was effective for 

chronic pelvic floor pain, detrusor overactivity, overactive bladder and the included RCTs had 
controversial results. MS may have some benefits for nocturnal enuresis and erectile dysfunction 
according to the trials. 

结论 There is no convinced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benefits of using MS in the management of 

P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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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03 

电刺激治疗及核心肌群训练在产后腹直肌分离中的应用 

 
刘风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通过电刺激治疗及核心肌群训练在产后腹直肌分离中的应用，提高产妇生活质量 

方法 选取 76 例产后直肠脱垂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8 例。对照组仅进行健康

宣教，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电刺激治疗及核心肌群训练。 

结果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8 例，年龄、病程、身高、体重等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详见表 1。 

结论 随着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产妇分娩巨大儿率增高；目前我国―二孩‖的生

育政策，二次剖宫产率的增高。而巨大儿、剖宫产是二次剖宫产为腹直肌分离的主要因素。年来的

研究揭示了产后腹直肌分离发病相关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相信随着医学的发展，医

疗技术的不断提高，做好孕期宣教，尤其是产后及早进行腹直肌分离情况检测，了解腹直肌分离程

度，以利于及早干早期，开始进行腹直肌分离治疗，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腹直肌分离的发生，降低

由此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和经济负担，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此乃今后研究的课题。 

 
 

PU-604 

电针阴部神经结合膀胱再训练对脊髓损伤逼尿肌 

痉挛型膀胱的影响 

 
寿依群,张灵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观察电针阴部神经结合膀胱再训练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痉挛性膀胱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脊髓损伤后逼尿肌痉挛型膀胱患者 30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 15 例和对照组 15 例，治疗组和对

照组均行常规膀胱功能康复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行阴部神经电针治疗，对照组行阴部神经假电

针刺激，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行尿动力学检查，观察指标包括最大逼尿肌收缩压，膀

胱容量，残余尿量及膀胱顺应性。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和对照组尿动力学指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4 周后，治疗

组尿动力学各项观察指标与组内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除残余尿量外，其余尿动力学观察指标与组内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各尿动力学指标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电针阴部神经可以显著改善脊髓损伤后逼尿肌痉挛患者尿动力学指标和膀胱功能 

 
 

PU-605 

重复磁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临床经验 

 
尹凯月

1
,胡文清

1
,黄小亮

1
,李蔚

1
,尹凯月

1
,胡文清

1
,黄小亮,李蔚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2.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重复磁刺激对脊髓损伤所致不同类型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探索最佳治疗参数，提高治

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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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脊髓损伤引起的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进行规律饮水、间歇性清洁导尿，常规进行寻找敏感

点、听流水声等排尿训练一个月效果不佳的 33 例患者；加以骶神经根和膀胱区的重复磁刺激治

疗。 

结果 选出符合条件的33名病人中，9人无明显效果。其余 24例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总体有效

率为：72.7%。单次排尿值、残余尿量、导尿次数治疗前后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重复磁刺激治疗神经源性膀胱效果显著。 

 
 

PU-606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治疗产后盆底肌肉松弛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青竹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电子生物反馈疗法治疗产后盆底肌肉松弛的疗效。 

方法 将我科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 18 例产后 42 天阴道分娩产妇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各 8 例，其中观察组中有 4 例存在咳嗽漏尿症状，对照组中有 3 例存在咳嗽漏尿症状。观察

组使用盆底生物反馈治疗仪进行治疗，15min 电刺激﹢15min 电子生物反馈训练，对照组只进行单

纯的凯格尔训练，疗程 10 天。治疗前后应用 Glazer 评估分析治疗前后患者盆底肌功能，指标包括

快速收缩，持续收缩及耐受收缩表面肌电平均值变化。 

结 果 观 察 组 治 疗 前 盆 底 肌 快 速 收 缩 ， 持 续 收 缩 及 耐 力 收 缩 表 面 肌 电 平 均 值 为

（26.14±12.64）,(17.42±9.13)，(16.67±7.91)，对照组为（20.78±8.71）（22.96±8.39）（18.33±8.05)，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10 天后观察组患者盆底肌快速收缩，持续收缩及耐力收缩表面

肌 电 平 均 值 为 (35.37±19.26) ， (25.37±15.58) ， (21.43±12.79) ， 对 照 组 为 (21.31±11.95)

（22.55±12.30），(16.96±10.08)。观察组治疗后盆底肌表面肌电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中 4 例伴有漏尿症状患者中 3 例无明显漏尿症状，对照组 3 例漏尿症状

无明显改善。 

结论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对于产后盆底肌肉松弛的治疗有效果。 

 
 

PU-607 

宣教与引导式训练对宫颈癌根治术后尿潴留患者治疗效果分析 

 
刘鸿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宫颈癌根治术后术后尿潴留发生后，妇外科会常规性的请会诊让患者到康复科做物理因子治

疗，我科最近几年在常规物理因子治疗基础上，进行了宣教和引导式训练，本研究主要分析在常规

性物理因子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宣教与引导式训练对宫颈癌术后尿潴留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择 2012 年至今妇外科宫颈癌术后尿潴留再次或数次插管到我科做治疗患者 60 例，

分为观察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两组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以及常规性物理因子治疗：帮助并指导患者正确连接导尿管并固定，防止尿管

打折扭曲，定时观察患者的排尿 情况，包括尿量、颜色、性质等。同时指导患者正确饮食，禁止

食用刺激性和辛辣的食物。积极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细心给予心理疏导和安慰，关心患者隋绪及

时缓解患者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常规物理治疗给予：（1）中频电疗法，

部位为下腹部和腰骶部，1 日 1 次， 20min/次（2）低频电疗法,锤状电极，部位为膀胱和腰骶部，

1 日 1 次， 3~5min/次（3）针灸取穴关元、气海、中极、曲骨、水道、阴陵泉、三阴交、太溪等，

1 日 1 次，30min/次。对照组在常规护理和常规物理因子治疗的的基础上，由康复治疗师进性康复

宣教与引导式训练。首先通过询问患者现病史以及盆底相关既往史来了解患者膀胱功能状况，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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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宣教和评估了解患者盆底肌功能状况，随后得出评估结果。根据结果进行相应的膀胱功能训练或

盆底肌功能训练。达到拔管条件后拔出尿管，通过随访的方式统计患者治疗后拔管时间，再次插管

的情况。 

结果 观察组平均拔管时间 5.63 天，再次插管率 7/30，对照组平均拔管时间 2.26 天，再次插管率

2/30。  

结论 康复宣教与引导式训练对宫颈癌根治术后尿潴留患者拔管具有积极意义，它能有效地缩短患

者拔管时间，降低了尿管重置率。其绿色、安全、有效性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PU-608 

骶神经根磁刺激结合盆底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脊髓损伤 

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观察 

 
冀晓瑜,宋艳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骶神经根磁刺激结合盆底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脊髓损伤(SCI)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效及

其安全性。 

方法 27 例 SCI患者被随机分为治疗组（n=14）和对照组(n=13),对照组给予清洁间歇导尿、Vasalval

屏气法、扳机点法及盆底肌肌电生物反馈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采用骶神经根磁刺激

治疗，连续治疗 4 周后，观察两组患者膀胱容量、膀胱压力、残余尿量、日均单次排尿量、间歇导

尿次数评定，并进行生存质量评分等观察指标。 

结果 治疗 4 周以后，两组患者的膀胱容量、膀胱压力、残余尿量、日均单次排尿量、间歇导尿次

数及生存质量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P＜0.05)，且治疗组各项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治疗 4 周以后，两组患者的膀胱容量、膀胱压力、残余尿量、日均单次排尿量、间歇导尿次

数及生存质量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P＜0.05)，且治疗组各项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 

 
 

PU-609 

尿动力生物反馈系统在促进骶髓下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 

膀胱康复的临床应用研究 

 
张科技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尿动力生物反馈系统在骶髓下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膀胱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将 40 例骶髓下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的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 20 例患者每天进行常规护理

干预，研究组 20 例患者每天除常规护理干预外还进行尿动力生物反馈系统训练。分别记录治疗前

和治疗 4 周后的排尿日记和尿流动力学参数，分别对组内治疗前后和组间治疗后的指标进行统计分

析，评价治疗效果。两组患者都需进行两周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每月一次的泌尿系 B 超检查来观察

泌尿器官的形态变化，统计尿路感染、肾积水的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在治疗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提高( P ＜ 0. 05) 。治疗组患者膀胱容量、

膀胱顺应性、残余尿量的改善优于对照组( P ＜ 0. 05) 。在尿路感染和肾积水发生率上，研究组

也比对照组低( P ＜ 0. 05) 。 

结论 尿动力生物反馈系统训练结合膀胱护理不仅显著改善骶髓下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膀胱的功

能，而且提高了康复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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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0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Modulates Lipid Metabolism in Aging Adults 

 
Jiang Ma

1
,Mingwei Wang

2
 

1.First Hospital of Shijiazhuang 
2.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yperlipidemia, one of the cardiovascular (CV) risk factors,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risk for dementia.The article aim to discus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 to improve the lipid metabolism in healthy 
older adults through detecting the change of peripheral blood lipid, thyroid hormone after rTMS 
intervention.  
Methods RTMS was applied over the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to modulate 
serum lipid levels in older adults. Participants received 10 sessions of rTMS or sham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within 2 weeks. five times a week, and intervention for 20 minutes at a time. In Sham 
group, the parameter was set the same as the rTMS group, subjects were treated by the 
perpendicular side of the coil for a sham purpose.The serum lipid and thyroid hormone-related 
endocrine levels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We found that rTM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erum lipid levels, in rTMS group,  the total 

cholesterol（CHO）, triglyceride（TG）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fter rTMS intervention (P<0.05). In 

sham group, after rTMS intervention, the CHO, TG,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showed a tendency of increase compared the level 
before intervention, but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shown (P>0.05). The difference 
value of before v.s. after rTMS of each index, i.e. CHO, TG, LDL-C were all significant between 
two groups(P<0.05). However, no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HDL-C between two 
groups(P>0.05). meanwhile,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 T4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efore intervention in rTMS group (P<0.05, P<0.01). After 
rTMS,triodothyronine(T3) , thyroxine(T4), TSH wer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in the Sham group,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P>0.05). The difference value of 
before v.s. after rTMS of each index, i.e. T3, T4, TSH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s RTMS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PFC)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s in the TSH and T4 
levels and decreases in the serum CHO and TG levels. rTMS might alter the serum lipid levels by 
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HPT axis. It is a promising tool for the modulation of lipid metabolism 
in older adults, and it reduces the risk for alzheimer's disease. 
 
 

PU-611 

5-HT7 Receptors Modulate Neuronal Activity of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a Rat Model of Parkinson’s Disease. 

 
Yanping Hui,Qiaojun Zh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ies were undertaken to examine the in vivo effect of the potent 5-HT7 
receptor agonist AS 19 on firing activity of mPFC GABA interneurons in sham-operated rats and 
rats with 6-OHDA lesions of the SNc by electrophysiological technique. 
Methods By using extracellular recording and juxtacellular labeling methods, we examined the 
changes that systemic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5-HT7 receptor agonist AS 19 made in the firing 
rate of GABA interneurons in the mPFC of sham-operated and the 6-OHDA-lesioned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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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In sham-operated rats, the mean response of the GABA interneurons to AS 19 after 
systemic administration was excitatory.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AS 19 did not change the firing 
rate of the neurons. In the lesioned rats, systemic administration of AS 19, at the same doses, also 
increased the mean firing rate of the GABA interneurons. However, cumulative dose producing 
excitation in the lesioned rat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ham-operated rats, and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AS 19, at the same dose, increased the firing rate of the neurons in the lesioned 
rat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5-HT7 receptor regulates the firing activity of mPFC 
GABA interneurons, and degeneration of the nigrostriatal pathway leads to increased response of 
these neurons to AS 19, suggesting hyperactivity and/or up-regulation of 5-HT7 receptor on the 
GABA interneurons in the lesioned rats. 
 
 

PU-612 

The Effect of the G-EO Training on Lower Limbs Walking 
Ability in Post-stroke Hemiplegic Patients 

 
Xinchun Dong

1
,Shanshan Mao

2
 

1.Wuxi Tongren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Objective Through the G-EO training robot for 8 weeks continuous treatment in hemiplegia with 
stroke, observa the effect of the balance and walking function of hemiplegia.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re are 30 cases in each group, 2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the A1 to the upright position for lower limb 
stepped similar action without before entering the walk training. Once the patients after walking 
training will no longer use A1.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out A1 and regular walking training, 
directly for eight weeks of the G-EO.Andtrained 8 weeks befor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respectively assess the Fugl-Meyer of lower extremity, Berg balance scale and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 muscle tension of triceps surae.After 4 weeks,8 weeks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the 

patient increase the testing of walk 100 foot clearance times and 10 meters walking speed test in 
addition. 
Results after 4 week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core (P>0.05)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n FMA-LE、BBS. Mean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MMT and the modified Ashworth score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After 8 weeks, the FMA-LE、BBS、 MMT、Ashworth、100SCT、10MWT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5),mean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After eight weeks of the G-EO lower limb rehabilitation robot training, lower leg 
triceps muscle tens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can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the strength of 
the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 can be improved obviously, that increase the patient's foot clearance 
and walking speed, all of these reflect on the melioration of the balance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tients‘ walk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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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3 

The effect of NSCs combined with OECs cell 
transplantation on apoptosi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Nan Wang 

1.Tai'an central hospital 
2.Taish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SCs combined with OECs cell transplantation on 
apoptosi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230-250g healthy SD rats were selected to be fe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cleanliness. They were completely assigned in different groups: ①Blank group (N=24) - Only 

opened the lamina without spinal cord injury, and then sutured after hemostasis. ②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s (N = 72)- The vertebral plate of them was adopted to establish the level of 
SD rat T10 impact model of spinal cord injury using the improving Alien's heavy fall device, 
besides, a certain volume of different cell suspension was separately transplanted to the injury 
location before hemostasis and layered suture. This group included three sub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anslplanting cells-OECs(N=24), NSCs(N=24), and co-cultured cells(N=24). ③
Control group(N=24)-After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method, the same 
volume of culture medium was injected into the same position with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s. 
7 d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nerve function score (BBB score) in rats was assessed. Part of the 
spinal cord tissue was used for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the rest part was used to detect 
protein cleaved Caspase-3, bcl, bax and NF200 expression on the Western blotting method. 
Results (1)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the blank group, the positive 
rate of tunel, cleaved Caspase-3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positive rate of those above proteins was 
higer in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especially in the co-cultured group. Taken together, the positive 
rate of NF200 showed the opposit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2) Western 
blotting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s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3 and bcl amount that in the spinal cord tissu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lank group (P<0.05), and the amount of bax and NF200 ex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mparison of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s and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that the the amount of Caspase-3 and bcl protein expression in transplantation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rest of the above two kinds of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Further m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bove proteins in different groups were more obvious in the co-cultured 
group than OECs group and NSCs group. (3)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BBB score of the rats i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 lower than in the blank group, 
besides, the co-culture group scored highly than that of the other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s as 
well as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NSCs combined OECs transplantation can reduce the nerve cell apoptosi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the improvement of func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nhibiting apoptosis by transplanting the cells to protect neurons. Besides, futher research proved 
that OECs can promote the growth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SCs cells, therefore NSCs combined 
OECs cell transplantation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influence of only OECs or NSCs transplantation 
for cell apoptosi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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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4 

The Study on the Rehabilitation Mechanism of Brain 
Network and Function of the Bilateral Upper Limb Motor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Qiang Lin

1
,Hai Li

2,3
,Le Li

2
,Haining Ou

1
,Dongfeng Huang

1
 

1.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3.The Eigh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Most daily movements require some degre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pper limbs. 
The impaired bimanual upper limb movement are severe and normal in stroke patients, but the 
underline mechanism of neuronal networks and neuronal plasticity are still not clear.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xplore intra-regional activation and inter-regional connectivity during bimanual 
movement by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in both normal subjects and stroke 
patients. We als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underline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virtual 
reality (VR) in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Ten right-handed, normal subjects and ten subacute stroke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Strok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three weeks treatment focusing on the 
recovery of upper limb dysfunction: experiment group (VR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group). Fugl-Meyer assessment and 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ere used in stroke patients pre and post VR intervention or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for assessment of upper limb function.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unimanual (right side) 
and bimanual (in-phase and anti-phase) upper limb moveme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fMRI. 
Connectivity 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the 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s (PPI) model. 
Data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by SPM8 under Matlab2015a. 
Results Results  In normal subject group, the cerebellum was strongly activated in both 
unimanual and bimanual movement, and the cingulate motor area (CMA) was the most activated 
brain area in anti-phase bimanual movement; Moreover, compared with unimanual movement, 
CMA activation was also observed in anti-phase bimanual movement, but not in-phase bimanual 
movement; In addition, we carried out the PPI model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of effective 
connectivity and found that the cerebellum was more connected with the CMA during anti-phase 
bimanual movement than in-phase bimanual movement. Compared with normal subject group, the 
stroke group showed the deactivation of CMA in anti-phase bimanual movement; and the effective 
connectivity between cerebellum and CMA was also decade in stroke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VR group showed more CMA activation in anti-phase bimanual movement and 
more effective connectivity between cerebellum and CMA.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CMA and cerebellum may play the crucial role in anti-phase bimanual 
movement. Moreover, VR was found effective in stroke rehabilitation and may induce the 
increasing activation of CMA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ity between cerebellum and CMA, which 
could be use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on bimanual movement 
control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motor impairments and guide th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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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5 

the perceptions of chinese therapists on early rehabilitation 
after stroke 

 
Jiaxi Wa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esent status of China‘s early rehabilitation, 
explain the reasons behind it and put forward some potential solutions by analyzing Chinese 
physiotherapists‘ perceptions. 
Methods Eight Chinese physiotherapis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in different reg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ne by one through online-voice call. Subject content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All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at they enjoyed the interview. Five themes emerging from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understanding, scope of work of therapists, resource management, risk 
avoidance and education. There are some challenges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in china: lack of 
therapists and beds of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lack of support by medical insurance, and not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rapists and other medical personnel, etc. There are also 
potential solutions emerged such as establishment of stroke units and using exercise relearning 
therapy. 
Conclusions At present, early stroke rehabilitation in China are facing many problems, of which 
having only very limited number of qualified physiotherapists and stroke units for millions of stroke 
patients per year to receive early rehabilitation is the biggest problems. We have emphasized that 
establishment of stroke units in more hospitals is the most urgent to improve the early stroke 
rehabilitation in China. 
  
 

PU-616 

Botulinum Toxin Type A for Cricopharyngeal Dysfunction : 
Case Reports of Ultrasound-Guided Injection 

 
Xiaoting Lin,Chao Ma,Shaoling Wu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iscuss whether  ultrasound-guided injection of Botulinum toxin (BTX) is  a  safe 

and accurate procedure for Cricopharyngeal dysfunction（CPD）. 

Methods Two 71-year-old men,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Cricopharyngeal dysfunction and 
suffering from the difficulty of swallowing anything, were given a Botox injection of a dosage of 
50U/1.5ml into the left side of CP muscle by the out-of-plane approach technique.  
Results For oneman,soft rice was swallowed smoothly on the 8th day and he could sip water as 
well, while the other one could eat every kind of food without compensated help.  
Conclusions Botulinum toxin(BTX) injection has been shown to be an efficacious and safe 
treatment for CPD patients who benefit little from conservative therapies.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370 

PU-6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mstring flexibility and H: Q co 
activation ratio, pelvic alignment and lumbar range of 

motion of Recreational athletes with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Liyana Ralalage Nilushika Deepaanjalee Weerarathna,Tao Xu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nd Physical Therapy ， Tongji Hospital ， Tongji Medical College ，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whether recreational athletes who suffer from 
NSLBP have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hamstring flexibility and hamstring to quadriceps co 
activation ratio, pelvic tilt and lumbar flexion and extension range of motion. 
Methods This was an experimental cross-sectional study. A convenient sample of thirty five (35) 
collegiate recreational athletes from Tongji Medical College wa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Study 
sample consisted with 18 NSLBP athletes {(Female = 10(age =23.2±3.05 years, BMI= 23.26± 
2.8) ; (Male= 08) (age =24.88 ±2.9 years, BMI= 22.56± 2.11)} and 17 asymptomatic healthy 
counterparts { (Female = 09(age =23± 2.59 years, BMI= 22.96± 1.77)}; (Male= 08(age 
=28.25±4.33 years, BMI= 24.97± 3.65) }.Students who engaged in recreational sports more than 
the duration of six (06) months and who had suffer from LBP more than 4 weeks and the pain 
score of > 2 on a 0 to 10 cm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scale) and without any patho-anatomical 
origin of LBP were recruited to the NSLBP group. Students who engaged in recreational sports 
more than the duration of six (06) months and did not suffer from LBP during last 6 months and 
did not have lower limb injuries recently were included to control group of the study.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questionnaire were given to 
gather the information about demographic data and the functional disability level.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such as body height , body weight , static and supine limb length 
were measured . Special clinical tests such as Adams‘ forward bending test, Thomas test , 
FABER test , SLR test , SLUMP test and Passive lumbar extension test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deformities, neurological pathologies .Gluteus maximus ,Gluteus medius and 
abdominal muscles‘ strength were tested .Active lumbar extension and flexion range of motions 
were measured using modified modified schober method. Active Knee Extension (AKE) test was 
performed to measure the hamstring flexibility of both right and left limbs. Static pelvic 
alignment was assessed by photogrammetry technique using four postural photos of pelvis area 
taken from the Global Postural System (GPS). Maximum Voluntary Isometric Contractions 
(MVIC) of Hamstrings (MVIC hamstring), Quadriceps (MVIC Quadriceps) and Erector Spinae 
(MVIC erector Spinae), MVIC H:Q ratio , H: Q co activation ratio and Erector Spinae activation 
were assessed by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 strong positive and a moderately negative linear relationships 
were.shown of AKE angle and functional disability level (cc = 0.7941) and lumbar extension (cc = 
-0.5379) among NSLBP men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moderate nega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elvic tilt and lumbar flexion (-0.4295) in NSLBP women. Moreover, AKE angel 
showed a significant variation (p < 0.05) among NSLBP and healthy subjects (p=0.0198), 
NSLBP women and healthy women (p=0.0128), NSLBP men and healthy men (p=0.039), 
NSLBP women and men (p=0.0079) and healthy women and men (p= < 0.000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lumbar extension (p=0.0409) among NSLBP women and healthy 
women. 
Conclusion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is study, Hamstring flexibility has an associ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NSLBP and reducing the lumbar extension range of motion in male athletes. 
When the hamstring flexibility was greater, lumbar extension ROM was decreased in male 
recreational NSLBP athletes. Moreover, level of hamstring flexibility significantly varies among 
female and male recreational athletes despite of having NSL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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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8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of deglutination function in 
Advance Oral Tongu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ubjects 

 
Yan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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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anghai Ninth People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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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everity, pattern and the related causative factor for 
deglutination impairments in advance oral tongu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TSCC) after 
surgical ablation, flap reconstruction and post-operative chemoradiation. 
Methods Advanced OTSCC underwent surgical resection (between year 2014 and 2015) and 
post-operative chemoradiation underwent videofluoroscopy of swallowing study (VFSS), 
penetration-aspiration scale (PAS) and patient self-assessed functional oral intake scale (FOIS). 
Related factors like age, gender, tumor size, reconstruction flap, present of tracheostomy tube and 
feeding method were recorded. Comparisons between groups were performed using 
Whitney-Mann U-Wilcoxon test and calculating Spearman‘s rho. 
Results A total of 31 subjects (19 male and 12 female), age range from 20 to 83 (mean: 54.4). 
Overall, early per-oral feeding revealed significant higher FOIS score (5.19±0.911, p=0.008) in 
comparing to non-oral feeding subjects (1.84±0.85). However,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VFSS & 
PA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t. Early oral feeding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spiration score (p=0.045). Cuffed tracheostomy tube was significantly deteriorate the swallowing 
function and vallecular residue. Pectoralis major myocutaneous flap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yriform residue (p=0.034) and post-operative aspiration (p=0.031). 
Conclusions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was more reliable than self-assessment as some patients 
might not aware of aspiration. Thereby,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shall 
be performed before patient started on oral feeding. In addition, cuffed tracheostomy can prevent 
aspiration but it also interferes with swallowing function and increase vallecular residue. Overall, 
big chunky flap like PMMF had more adverse effect in comparing to radial forearm and anterior 
lateral thigh f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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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study was intende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ombined treatment of high-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nd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n the lower 
extremities motor function recovery with ischemic stroke survival.  
Methods 20 ischemic stroke survivals were enrolled into the study and divided randomly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for the 
lower extremity 60min/day, 5days/week for 2 weeks,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combined 
treatment of rTMS and NMES 20min/day, 5days/week for 2 weeks additionally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40min/day, 5days/week for 2 weeks. All the patients completed lower extre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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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gl-Mayer Assessment (FMA-LE), Berg Balance Scale (BBS),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and 
Holden Walking Classification Assessment pre- and post-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2-week intervention, both group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FMA-LE, BBS, MBI and Holden Walking Classification Assessment (P＜0.01). The FMA-LE 

increases for 7.70±3.43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is 3.40±2.50, which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05). However,  the increases in BBS (treatment group 12.1±3.31 VS 
control group 5.70±1.14 , P=0.190), MBI (treatment group  19.4±12.86VS control group 
12.0±10.32  , P=0.173),  Holden Walking Classification  (treatment group1.30±0.48 VS control 

group  1.10±0.57 , P=0.408）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Conclusions Combined treatment of high-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nd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may have better effects on improving the lower extremity 
motor recovery of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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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In early spinal cord injury (SCI), glutamate receptors, including N-methyl-D-aspartate 
(NMDA) receptors (NMDARs), are over-stimulated by excessively released glutamate. Studies in 
SCI animals have shown that treatment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EA) is able to reduce cell death 
and to improve functional recovery. One possible mechanism of this neuroprotective effect is that 
EA has regulatory effect on NMDARs.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eletroacupuncture (EA) at ―Dazhui‖ and ―Mingmen‖ acupoints in 
the governor vessel on NR2B subunit of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in the injured 
ventricolumna area of rats with acute spinal cord injury (SCI), an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in which EA facilitates the neural repair in ventricolumna area after acute SCI. 
Methods A total of 96 Sprague-Dawley (SD) rats were randomly and equal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sham, model, EA and methyl-prednisone (MP) group (n=24 in each group). Acute SCI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MASCIS spinal cord impactor. The BBB score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in locomotion function of SD rats before and in 6, 24, 48 hours after SCI. 
The hematoxylin-eosin (HE) staining was used to address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injured area of spinal cord. The expression of NR2B mRNA and protein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fluorescence, respectively.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sham group,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in the injury area of the model 
group was apparent. Moreover, the numbers of NR2B positive neurons obviously 
increased (P<0.001), and the average expression level of NR2B mRNA and protein in the mod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ham group (all P<0.05). In contrast to 
the model group, not only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but also the average expression level of 
NR2B mRNA and protein in both EA and MP group were decreased (all P<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 the average expression level of NR2B mRNA and protein between 
EA and MP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s EA treatment at ―Dazhui‖ and ―Mingmen‖ acupoints may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NR2B, and thus contributes to nerve repair in ventricolumna area after acute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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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low-level laser therapy 
and cupping therapy on the treatment outcomes of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Specific 
objectiv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    Examine the impacts of LLLT and Cupping on Non-Specific LBP in terms of Pain Severity 
⦁    Examine the impacts of LLLT and Cupping on Non-Specific LBP in terms of the Spinal range 
of Motion 
⦁    Examine the impacts of LLLT and Cupping on Non-Specific LBP in terms of Functional 
Outcome (Oswestry) 
The objective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was to provide a solid background about the key concepts, 
constructs, and principles that will have been touched by the researcher in the present study. 
Based on how the research topic has been phrased (effects of low-level laser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it would be safe to say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to cover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section would be: 1) Laser Therapy (different types, and its effects), 2) Cupping 
(different types, and its effects), and 3) Low back pain (e.g. what is low back pain, different types of 
low back pain such as specific and non-specific, and common treatment methods used to treat it, 
among others).  
Methods A total of 20 respondents were recrui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ve form of methodology was used to gather, analyze, and make sense of the results and 
findings. A custom-made questionnaire was utilized as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Objective data 
were used in the study. 
1-Pain Severity (VAS) 
2-Range of motion measurements of the different movements of the spine (mainly flexion, 
extension, and lateral flexion to the left and right) 
3- and Functional outcome scores using the (Oswestry Low Back Pain Disability questionnaire) 
was used. 
Each patient was given a dose of laser therapy with a diode laser 808 nm with a specific 
handpiece 32 cm irradiation spot size, power 40 MW in continuous wave (CW), 15 minutes thrice 
weekly, therapy scheduled for 3 weeks, 
3-5 days per week. 
Results In this treatment we have concluded a couple of significant results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Laser therapy and cupping therapy: 
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pain (VAS) of 58%, 
2-also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range of motion in all flexion-extension and lateral flexions, 
(details in paper), 
3-there wa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disability in the Oswestry disability questionnaire by 
55%.other significant effects of the combining therapy 
was included in the paper. 
Conclusions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have shown that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Low-level laser therapy and cupping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pecific chronic back pai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the pain and increasing the range of motion along with reducing dis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many future studies can be included from this paper. 
+new and novel treatments can be inspired from the combining therapies with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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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is growing be concerned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while special 
assessment instruments with good evidence based are limited, especially in China.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vocational assessments are usually focus on client‘s physical body function while the 
environment and cognitive are often be ignored. Moreover, a lots of assessments approach for 
work ability require many tools, a more simple and comprehensive instruments for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is needed. Assessment of Work Performance (AWP) contains 14 skill items in three 
subdomains: five items in motor skills, five items in process skills and four items i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skills. AWP is developed by Jan Sandqvist based on MOHO, and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weden. This study is aim to translate and cross-cultural adap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AWP. 
Methods this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 of AWP using in China contains 3 
steps. Firstly, translation and back translation. Three occupational therapist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AWP into Chinese both in linguistically and culturally, two senior occupational therapist 
revised it into the the first edition of Chinese version of AWP (AWP-C-I). As for the back translation 
process, a professional English user who lived in China and familiar with the China cultural did the 
back translation job. After compare the back translation AWP with the original version, two 
occupational therapist discuss and revise the first edition of Chinese version of AWP into the 
second version (AWP-C-II) which will be using to test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econdly, 
quantitative descriptive study. We designed a survey on online contained some questions related 
to face validity and content validity and utility, those questions are about clarity, relevance, 
comprehensiveness, usefulness and practicality of AWP. Six experts reviewed the AWP-C-II on 
line. In this part, some advice also been collected.  
Results High score were be given to the content validity, for most review believe its have high 
related with work problems and the contents are comprehensiveness. As for clarity and usefulness 
of AWP have a relative high score, while for practicality of AWP,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thinks 
the practicality of AWP in clinical are general.  
Conclusions the second version of AWP in Chinese be proved has good content validity, 
respondents give important comments that the unclear or unfamiliar of assessment procedure 
may have some influence on the clarity and usefulness of AWP. As for the practicality in clinical, 
some respondents think it too subjective, and may not suitable for progressive assessment, some 
believe that it more suitable when being used at work place or factory then hospital. Since most of 
OT in China work in hospital and almost every factory do not have the director, we think more 
explanation need to be done to get enough cross-cultural adaption for use in China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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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Ibandronate(IBN) and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 on osteoporosis in ovariectomized Rats 
Methods Fifty 3-month-old fe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a 
control group(Sham group, n=10), an ovary resection group(OVX group, n=10), a resection group 
treated with Ibandronate(IBN group, n=10), a resection group treated with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 group, n=10), a resection group treated with IBN and PEMF (IBN+PEMF group , 

n=10). Both ovaries were resected to induce osteoporosis，except in the sham group where the 

adipose tissues around the ovaries were cut bilaterally without resection．After the operation， 

the IBN and IBN+PEMF groups received weekly subcutaneous IBN; the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were given daily PEMF during the same 12 week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s, 
biochemical parameters,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microarchitecture parameters,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some metabolic modulators that are involved in bone resorption 
were examined 
Results The IBN and PEMF group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TRACP5b compared with the 
OVX group(P<0.01), and the IBN+PEMF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TRACP5b 
compared with either the IBN(P<0.05) or PEMF(P<0.01) group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rum levels of BALP among the IBN,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IBN, PEMF, 
and IBN+PEMF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MD of the L5 vertebral body(P<0.01, P<0.05, 
P<0.01)compared to the OVX group, In addition, the BMD of the L5 vertebral body of the 
IBN+PEMF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ither the IBN or PEMF groups (P<0.05 
both). The BMD of the femurs of the IBN,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milar. 
Concerning both L4 vertebral bodies and tibias, in the IBN,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BV/TV, 
Tb.N, and Tb.T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1, P<0.05, P<0.01)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OVX 
group, while Tb.S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P<0.01, P<0.05, P<0.01). In the IBN+PEMF group, 
BV/TV and Tb.N of the L4 vertebral bod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either the 
IBN(P<0.05) or PEMF(P<0.01) groups, while Tb.Th and Tb.Sp were similar.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ibias among the IBN,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In the L5 
vertebral bodies, the IBN+PEMF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maximum load and energy to 
failure values than did either of the monotherapy groups (P<0.01, all). In the femur, all treatm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preventive effect(P<0.05, P<0.01) relative to the OVX group, but 
the maximum load and energy to failure were statistically similar. In all the treatment groups the 
OPG mRNA expressions of the left femurs, tibias, and L3 vertebral bod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P<0.01)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OVX group, while RANKL mRNA expressions 
were lower. In the IBN+PEMF group, the OPG mRNA expression of the L3 vertebral bod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ither of the monotherapy groups( P<0.01) 
Conclusions The combined treatment with IBN and PEMF showed synergistic effects on BMD, 
bone microarchitecture, and mechanical strength of the lumbar spine. The results of this in vivo 
study warrant consideration of a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IBN and PEMF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for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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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Ibandronate(IBN) and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 on osteoporosis in ovariectomized Rats 
Methods Fifty 3-month-old fe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a 
control group(Sham group, n=10), an ovary resection group(OVX group, n=10), a resection group 
treated with Ibandronate(IBN group, n=10), a resection group treated with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 group, n=10), a resection group treated with IBN and PEMF (IBN+PEMF group , 

n=10). Both ovaries were resected to induce osteoporosis，except in the sham group where the 

adipose tissues around the ovaries were cut bilaterally without resection．After the operation， 

the IBN and IBN+PEMF groups received weekly subcutaneous IBN; the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were given daily PEMF during the same 12 week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s, 
biochemical parameters,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microarchitecture parameters,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some metabolic modulators that are involved in bone resorption 
were examined 
Results The IBN and PEMF group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TRACP5b compared with the 
OVX group(P<0.01), and the IBN+PEMF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TRACP5b 
compared with either the IBN(P<0.05) or PEMF(P<0.01) group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rum levels of BALP among the IBN,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IBN, PEMF, 
and IBN+PEMF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MD of the L5 vertebral body(P<0.01, P<0.05, 
P<0.01)compared to the OVX group, In addition, the BMD of the L5 vertebral body of the 
IBN+PEMF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ither the IBN or PEMF groups (P<0.05 
both). The BMD of the femurs of the IBN,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milar. 
Concerning both L4 vertebral bodies and tibias, in the IBN,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BV/TV, 
Tb.N, and Tb.T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1, P<0.05, P<0.01)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OVX 
group, while Tb.S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P<0.01, P<0.05, P<0.01). In the IBN+PEMF group, 
BV/TV and Tb.N of the L4 vertebral bod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either the 
IBN(P<0.05) or PEMF(P<0.01) groups, while Tb.Th and Tb.Sp were similar.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ibias among the IBN, PEMF and IBN+PEMF groups. In the L5 
vertebral bodies, the IBN+PEMF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maximum load and energy to 
failure values than did either of the monotherapy groups (P<0.01, all). In the femur, all treatm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preventive effect(P<0.05, P<0.01) relative to the OVX group, but 
the maximum load and energy to failure were statistically similar. In all the treatment groups the 
OPG mRNA expressions of the left femurs, tibias, and L3 vertebral bod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P<0.01)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OVX group, while RANKL mRNA expressions 
were lower. In the IBN+PEMF group, the OPG mRNA expression of the L3 vertebral bod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ither of the monotherapy groups( P<0.01) 
Conclusions The combined treatment with IBN and PEMF showed synergistic effects on BMD, 
bone microarchitecture, and mechanical strength of the lumbar spine. The results of this in vivo 
study warrant consideration of a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IBN and PEMF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for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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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EA) on subchondral bone mass and 
cartilage degeneration in an experimental animal model of osteoarthritis induced by ovarictomy. 
Methods Ninety 3-month-old fe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groups (n = 30): sham operation without treatment (Sham group), ovarictomy (OVX) 
without treatment (OVX group), and ovarictomy with EA treatment (EA group). Rats in the EA 
group received EA treatment from the day of OVX. 10 rats in each group were randomly killed at 4, 
8 and 12 weeks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EA reduced urine C-terminal cross -linking tel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n from 4 weeks 
after OVX and C-terminal cross-linking telopeptide of type II collagen from 8 weeks after OVX, and 
increased serum 17β-estradiol from 4 weeks after OVX compared to the OVX group(all p<0.01). In 
the EA group trabecular bone volume ratio, trabecular thickness and trabecular number increased, 
and trabecular separation reduced at each time point compared with the OVX group (p<0.05, 
p<0.01, respectively). In the EA group osteoprotegerin (OPG) expression increased and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B ligand(RANKL) expression reduced at each time point 
compared with the OVX group (p<0.05, p<0.01, respectively). Mankin scores and the mRNA 
expression of metalloproteinase-13(MMP-13) were lower in the EA group than the OVX group at 
12 weeks after OVX (both p<0.01).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A could inhibit subchondral bone loss through 
regulating  RANK/RANKL/OPG signaling and protect articular cartilage by inhibiting MMP-13 in 
OVX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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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eep muscle stimulation on chronic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in young patients. 
Methods 40 you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NLBP)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digital table 
method, 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method of massag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DMS method.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as used before and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respectively. 
Results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VAS and ODI in the 2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JOA scores increas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2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t the same time, after treatment, the JOA and ODI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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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Deep muscle stimulation has a good effect on chronic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young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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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In this paper, 3-aminobenzeneboronic acid functionalized Mn2þ-doped ZnTe/ZnSe 
quantum dots (APBAdQDs) were prepared. The APBA functional groups had strong binding ability 
with F–, resulting in the quenchment of dQDs photoluminescence (PL) 
Methods The selectivity of fluorescence quenching of APBA-dQDs for F– was 
enhanced.Moreover,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for the sensing of F– at EM 560 nm in MC3T3-E1 
osteoblastic cells was demonstrated and got a satisfactory results. 
Results 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PBA-dQDs are promising candidates for intracellular in 
MC3T3-E1 osteoblastic cells.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it was the first 
report of F– sensing by using the quenched fluorescence of APBA-dQDs in non-cancerous cells. 
Conclusions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APBA-dQDs was related 
linearly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F– in the range of 0.25–1.5 mmol/L with a detection limit of 0.1 
mmol/L. The selectivity of fluorescence quenching of APBA-dQDs for F– was enhanced.Moreover,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for the sensing of F– at EM 560 nm in MC3T3-E1 osteoblastic 
cells was demonstrated and got a satisfactor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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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pinal cord injury (SCI) is the damage of spinal cord structure and function due to 
various causes. This causes the dysfunction of spinal nerve below the injury plane resulting in 
serious disability.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ies have serious Limb function obstacles, which 
greatly impact their daily lives. Spinal cord injuries usually have a poor prognosis, which often 
leads to severe difficulties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for the patients including depression and 
suicide.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lower limb rehabilitation robotics (model: 
Germany LokoHelp lower limb rehabilitation robotics) on limb function and ADL improvement in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paraplegia, and to provide a more efficient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ies. 
Methods We chose 40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paraplegia who came to Guangxi Jiangbin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15 to March 2018. The 40 incomplete paraplegia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20 in LokoHelp observation group and 20 in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16 males and 4 femal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ged between 18 and 40 years. All patients had injuries at the level of thoracolumbar 
segmen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ge and ASIA scor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 gave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me treatment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the addition of lower limb robotic training. Clinical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379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after 2 months‘ treatment. Next, we utilized the ASIA 
motion score system to measure muscle strength of 10 key muscles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 
along with the ASIA sensation score system to assess light touch and pin prick sensitivity on each 
side. The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was used to assess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SIA motion score, ASIA sensation score and MBI score. Two months after 
performing the treatment, scores of ASIA motion score, ASIA sensation score and MBI score of 
both groups were increased (P < 0.05), moreover, three kinds of scores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especially in scores of ASIA motion 
score and MBI score.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s that lower limb rehabilitation robotics do indee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helping incomplete paraplegia patients to improve their motor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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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Exercise training is a common intervention method for stroke rehabilitation. The 
rehabilitation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endogenous 
neural stem cells(NSCs). miR-124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NSC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exercise training can down-regulate miR-124 to reduce the mortality of mice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t is presumed that miR-124 i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activating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exercise training;howev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exercise training can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NSCs via the regulation of miR-124 in ischemic brain injury.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CREB)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redicted target gene of miR-124 but also 
promotes the secretion of downstream protein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 BDNF 
can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SCs.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exercise training could improve NSCs proliferation in r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via the down-regulation of miR-124 that targets CREB-mediated BDNF release. 
Methods The motor function of the r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was assessed by the CatWalk, the 
proliferation of NSCs was evalua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CREB and BDNF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miR-124,CREB 
mRNA and BDNF mRNA was detected by RT-PCR.  
Result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exercise training can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NSCs to 
improve motor function via down-regulation of miR-124 that up-regulating CREB and BDNF. 
Conclusions It was indicated that miR-124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xercise training to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NSCs in r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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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30 

A mechanism study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Xiaomei Zhou,Shangjie Chen,Fen Zhu,Rui Jiao 

Baoan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 on complex 
brain networks in patients with aMCI(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All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including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group, sham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interventions of each 
group was as follows: 1.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group (TMS group):use TMS to 
stimulation the left prefrontal dorsolateral cortex with a setting parameter of 5 Hz, 80% threshold of 
motion. It took  20 min each time and 5 times per week for 8 weeks; 2.Sham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group (Sham TMS group): using pseudo-stimulation coils, only produce vibration and 
sound without any magnetic field effect,to intervened the aMCI patients. All operating processes 
were the same as the TMS group except the pseudo-stimulation coils. 3.Control group: no 
intervention.To compare changes in complex brain networks and scores i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s (MOCA scale, clinical dementia scale, MMSE scale, ADL scale) before and 
after different interventions. Besides,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rain network change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mprovement was also carry out. 
Results The scores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sham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the complex brain network of aMCI brain was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an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of aMCI by affecting the complex brain network patients. 
 
 

PU-631 

Observation of Upper-Extremity Motor Pattern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Touchscreen Software 

 
Xiao Zhang,Chuanxin Niu,Qing Xie,Huijuan Pan,Yong Bao,Yiming Wang 
Ruijin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find the differences of upper-extremity motor pattern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touchscreen software. 
Methods Nine primary stroke patients (affected arm: three left side, six right side) in Ruijin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whose affected hand was 4-5 stage in Brunnstrom stage were enrolled. 
Patients were asked to touch 180 targets of different position, distance and size. We observe the 
speed, index of difficulty (ID) and index of performance (IP) and fi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in both arm. 
Results In the same ID, meantime (MT) of healthy side is 0.66s, affected side is 1.31s. For 45 
targets, hit rate of healthy side is 91%, affected side is 82%. We find MT is linear to ID, for the 

healthy side: y = 0.0894x + 0.3637（R² = 0.632）, for the affected side: y = 0.2067x + 0.6276（R² 

= 0.8317）. 

Conclusions Upper-extremity motor pattern in stroke patients obeys the Speed-Accuracy 
Trade-off Law (Fitts‘ Law). MT required to hit a target increases with ID. Stroke influenced the 
motor pattern by increased MT and decreased IP. The study brings up a new method to assess 
the upper-extremity motor pattern in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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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32 

Growth of calf muscles after onabotulinum toxin A injection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a prospective study 

 
hongmei tang,Lu He,Ying Chen,Jinling Li, Buyun Guan,Kaishou Xu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The study try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oNT-A on growth of the muscle thickness and 
fiber length of calf muscles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P, an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muscle architecture and muscle spasticity after BoNT-A injection. 
Methods Twenty-four children with CP was recruited and divided into diplegic CP group 
(n=14) and hemiplegic CP group, who received BoNT-A injection into their calf muscles and 
physical therapy. Muscle thickness and fascicle length of tibialis anterior, medial gastrocnemius, 
lateral gastrocnemius and soleus were measured over the middle of the muscle belly before and 2, 
12 and 24 weeks after BoNT-A injection.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the subjects was 4.47±1.63 years in diplegic CP group and 3.81±1.29 
years in hemiplegic CP group. The growth rate of calf muscl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DCP group at each follow up after BoNT-A injection (P<0.05). The muscle thickness and fascicle 
length of gastrocnemius, the muscle thickness of soleus and the fascicle length of tibialis anterior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HCP group at each follow up after BoNT-A injection (P<0.05). 
Only the fascicle length of gastrocnemius and the muscle thickness of tibialis anterior showed a 
positive increase in the nHCP group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after BoNT-A 
injection (P<0.05).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a positive correction within tibialis anterior, lateral 
gastrocnemius and soleus fascicle length, soleus muscle thickness,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and 
modified Tardieu scale scores.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aged 2-7 years with CP underwent a 
longitudinal and cross-sectional growth in gastrocnemius, soleus and tibialis anterior after single 
calf intramuscular BoNT-A injection and physical therapy. Taking the injected muscles to training 
will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e in muscle morpholog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hich 
provide a referable suggestion that combination of BoNT-A and physical therapy are available in 
children with CP.  
 
 

PU-633 

Th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right upper extremity 
replantation: A case report 

 
Xiaomei Su,Jing Ji,Zhixiu Xue,Bin Shi,Chongfei Jin,Hongqiang Lian,Liyan Liu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Objective Survival rates after upper extremity replantation have greatly increased since the first 
successful replantation of an amputated limb in 1962 . Unfortunately, the survival of a replanted 
limb is not a direct indicator of the restoration of function  The ultimate measure of success of a 
replanted limb is the patient‘s ability to use that limb for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There is a lack of 
rehabilitation guidelines compared to reported surgical successes. This all contributes to a 
significant longer recovery process and physiotherapy will need to be tailored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and actual injury.A Certified Hand Therapist has the skill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for the client with an upper extremity replantation which includes addressing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work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after replantation.A case of 
upper extremity replantation after surgery was described. 
Methods The surgical procedures,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and process of rehabilitation were 
described and discussed. The rehabilitation team evaluated the patient 1 day postoperatively and 
gave rehabilitation measures including edema control, wound care to prevent complications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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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contracture, adhesion of tendon and muscle atrophy . Reducing swelling was the first step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technique and Kinesio Taping were proved to 
be effective. Early mobiliz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maintain the motion of the right shoulder and 
elbow, particularly the wrist and hand. In middle stage of recovery, interventions include splinting, 
scar management, sensory re-education, desensitization, and increasing active motion were used 
to match the stages of healing. As muscles became reinnervated,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are 
added. In later stage, the recovery of hand function needed continuous exercise. 
Results After 7 months‘ rehabilitation, we had the final assessment .The assessment showed the 
ROM of right shoulder, elbow and forearm were normal. Composite flexion of the right thumb was 
no response, but the patient could complete lateral pinch. The patient reported normal sensation in 
the hand. The thumb felt abnormal up to the IP joint. The patient reported being able to hold a juice 
can and the strap of a water bottle with his left hand helped. He used the left arm as a helper hand 
to lift objects. He also used the arm to pick up items such as his jacket using gross grasp. One 
year after injured, the EMG showed: the right median, ulnar and radial nerve sensory conduction 
velocity were normal, motor conduction velocity all decreased. One year and ten months post 
replantation surgery, the patient was able to move his four fingers partly at the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PIP) and metacarpal phalangeal (MCP) joints , but the DIP joints could not move. 
He was able to isolate his index finger flexor digitorum superficialis (FDS) and his right hand could 
eat with a spoon. Currently, the patient was attempting to type using both hands . 
Conclusions Macroreplatation of limb is a challenging subject both for patients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the process of rehabilitation after limb injury can be long and arduous. 
Successful functional use of the replanted limb is dependent on early post-operative management. 

As for this case, different from others , the patient was classified as Gustilo Type Ⅲ C ,the most 

serious type and was at the edge of amputation. Firstly the surgery was timely and successful 
(2hours after injured),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were in returning the limb to near normal 
function for the patient. Interventions include splinting, scar management, sensory re-education, 
desensitization, and increasing active motion were used to match the stages of healing.The final 
result suggested that the patient accept ed rehabilitation in early stage had a greater rate of return 
to work and successful reintegration. Early mobilization beginning in the first week is considered 
essential for a positive outcome.The pati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motivation during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was crucial for successful recovery. Regular follow-up and rehabilitation 
plan adjustment were necessary. 
 
 

PU-634 

Effects of repetitive peripheral magnetic stimulation 

 
Xuejing Zhang,Zhongliang Liu 

Second hospti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Repetitive peripheral magnetic stimulationi(rPMS) also a painless and noninvasive 
approach to activate proprioceptive afferents with little activation of cutaneous receptors.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effects of rPMS and if we can use it in our depertmen or not. 
Methods  Mice and patients both accept repetitive peripher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ver  peripheral  nerve,we observe the effect. 
Results Our experiment shows us rPMS does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reducing pain and our 
patients are satisfied with our treatment,they fell pain relief. 
Conclusions We always focus on the researching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repetitive peripheral magnetic stimulation，and it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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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35 

Non-invasive remote ischemic postconditioning stimulates 
neurogenesis during the recovery phase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Pu Wang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o.197， Rui Jin Er Road， 

 Luwan District， Shanghai 200025， P. R .China. 

 
Objective Ischemic postconditioning (IPostC) has been reported to have neuroprotection against 
ischemic diseases, and one cycle of IPostC induces neurogenesis when treated nearby. To 
expanding these effects, w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ly remote IPostC (NRIPostC) on 
neurogenesis in the subgranular zone (SGZ) and subentricular zone (SVZ) during stroke recovery. 
Methods Animals underwent transient cerebral ischemia were treated with vehicle or NRIPostC 
immediately after reperfusion.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ores, infarct size, neurogenesis,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nestin and GFAP were quantified at 3d, 7d, 14d, 21d and 28d 
post-ischemia. 
Results Results showed that NRIPostC significantly reduced acute infarction and improved 
neurological outcomes during the recovery phase. Meanwhile, NRIPostC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BrdU+/nestin+ cells in SGZ on day 14 and in the SVZ on days 3, 7 and 14 
respectively, and the number of DCX+ cells from days 3 to 1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ncrements in 
the number of BrdU+/NeuN+ and BrdU+/GFAP+ cells in the SGZ and SVZ during the stroke 
recovery. The changing tendency of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nestin and GFAP in DG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 mentioned above.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NRIPostC reduced acute infarction and improved functional 
outcomes up to 28d, and it induced neurogenesis both in the SGZ and SVZ. 
 
 

PU-636 

The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effect of low-frequency 
whole-body vibration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in rats 

 
Pu Wang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o.197，  

Rui Jin Er Road， Luwan District， Shanghai 200025， P. R .China. 

 
Objective Whole body vibration (WBV) has been applied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uncertain effects 
on motor and sensory dysfunction, and its effects on neurogenesis have not been studied yet. 
Methods Here, we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aily WBV on neurological behavior, brain 
structure, and neurogenesis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in rats for 4 weeks. 
Results Results showed that improvements in weight or comprehensive neurological defici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under WBV or control treatment,and the degrees of brain damage and 
the numbers of necrotic neurons in the ischemic cortex were similar in two groups. However, WBV 
markedly improved animals‘ coordination from 14d to 28d (P < 0.05) and muscle strength of the 
upper limbs at 21d and 28d (P < 0.05&P < 0.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BV 
promote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bromodeoxyuridine-positive (BrdU+) cells at 3d (P < 0.05) 
and 14d (P < 0.001) and the number of BrdU+/nestin+ cells at 14d (P < 0.01) after ischemia when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s of BrdU+/NeuN+ cells at 21d and 28d (P < 0.001) 
were enhanced by WBV treatment. In addition, WBV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astrocytes and their neural processes thickening after 14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neural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384 

markers, such as doublecortin,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2, and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were upregulated in the ipsilateral cortex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Conclusions Low-frequency WBV showed inconspicuous improvements in behavioral 
performance and brain damage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but showed the potential in improving 
coordination and muscle strength and promoted neurogenesis after long-term exposure. 
 
 

PU-637 

Effects and safety of undertaking exercis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haemophil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o Wang,Zhaohui Yang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xercise in patients with hemophilia. 
Methods Databases of MEDLINE, Cochran, EMbase, 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and 
Web of Science were carefully searched from their inception up to 1 May 2018. Onl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and safety of exercise therapy in people with hemophilia 
were collected for the pooled analysis and methodologically appraised by 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PEDro) scale. And the risk of bias was ass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methods of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s ‗Risk of bias‘. The statistical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by Review 
Manager 5.3. Studies with similar outcomes were pooled by calculating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 (SMD) using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model, depending on study heterogeneity. 
Results There were seven reported studies (215 patients) derived from six separat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meeting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ur meta-analysis firstly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SMD in favor of exercise compared to non-exercise or no intervention controls for muscle strength 
(2.32; 95%CI, 0.12 to 4.51; p=0.04). In terms of pain, the effect of exercise was found positive 
(-0.46; 95%CI, -0.89 to -0.03; p=0.04).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unction capacity, 
joint situation, bone mineral density,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adverse effec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The median quality score 
was 6/10. 
Conclusions Exercise is beneficial for relieving pain and results in significant muscle strength in 
patients with hemophilia. 
 
 

PU-638 

Addition of A New 3 Dimensional Adjustable Cervico 
Thoracic Orthosis To A Multimodal Program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pecific Neck Pain. A Randomized Pilot 
Trial. 

 
Youssef Ahmed,Xiaolin Huang 

Tongji Hospital，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Objective  A pilot sing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Nonspecific neck pain (NSNP)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usculoskeletal problems that facing orthopedic physicians and 
physiotherapists. It has incidence rate about 70% of world population )ranges between 0.4% and 
86.8 %(. Although the posture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tiological factors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NSNP, mostly the previous ignoring the posture correction a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Even the few studies, which used posture corrective strategy, were based on the 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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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when the 3D nature of posture was not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eatment plane. So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ed by clinicians is that how to incorporate the 3d posture findings in the 
treatment plane. 
The primary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conducting a larger randomized trial 
with consideration to recruitment, compliance to study protocols, and adverse events. The pilot is 
also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addition of a 3D adjusted cervical orthotic 
device to a multimodal program will have short and long-term improvement effects on NSNP 
management outcomes 
Methods 24 patients will be randomized to into two groups (study and control) by block 
randomization. The both groups will receiv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onsisting of moist hot pack,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therapeutic exercise, mobilization. Additionally, the study group will 
receive ambulatory mirror image functional re-training through wearing 3D adjustable CTPCO. 
Feasibility outcomes related to recruitment (time to complete enrollment, Recruitment rate), 
participant retention or completion rate, adherence to treatment allocation (sessions attendance, 
home practice, use of non-study treatments), and safety will be assessed. 
The primary outcome tool for determin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will be the neck pain (by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and neck disability (by 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 
Other outcome measures will be used to compare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will include 3 dimensional posture parameters of head measure 
by global posture system (GPS). 
All outcome measures for determin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will be obtained at three intervals: 
pretreatment, after 10 weeks of intervention and after 3 months follow up. 
Results Trial registration: The study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al Committee of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number TJ-IRB20170703) and prospectively registered at clinical registry 
called Clinical trial.gov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3331120). 
Conclusions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trial will inform the design of a further full-scale trial. 
The outcomes will provide some resources for incorporating addition of ambulatory a mirror image 
functional re-training intervention compared to a control group intervention for neck pain, disability 
and 3D pasture parameters 
 
 

PU-639 

Effectivenes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hand function and muscle recruitment in 
children with 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Xiaoyue Wang,Yanfei Lu, Xiaohua Yan,Kaishou Xu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observe effectivenes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on hand function and muscle recruitment in children with 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 
Methods 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hildren with 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TMS group (5Hz rTMS plus occupational therapy, 19 children) and the 
control group (sham rTMS plus occupational therapy, 20 children). Two groups received a 4-week 
hospital-based intervention. The rTMS applied on bimanual cerebral hemisphere with frequency of 
5Hz and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of 6 mT in rTMS group, sham stimulation in control group. 
Occupational therapy involved stretching, strength and coordination training, sensory stimulation 
and task-specific training. All children underwent clinical assessment and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EMG) at baseline, 2 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Clinical measures were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GMFM), 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 Nine-hole Peg T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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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Extremity Functional Test(UEFT). Surface myoelectric signals were integrated (EMG), root 
mean square and cocontraction ratio.  
Results Both two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hand function after 2 weeks (GMFM 
score, MAS score of wrist, nine-hole peg test and UEFT, p < 0.05), the improvement lasted for 4 
weeks obtained with repeate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variances. The mean increase in UEFT 
score was 14.50 in rTMS group and 5.94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With regard to 
improvements in spasticity as measured on the MAS, rTMS group showed greater rate of 
reduction at 2 weeks and 4 week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affected wrist (p <0.05). Both two 
groups showed decreases in completion time of Nine-hole Peg Test in post-treatment(p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2 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in integrated (EMG), root 
mean square and cocontraction ratio(p >0.05). 
Conclusions he rTMS , or sham rTMS plus functional exercise may reduce the spasticity of 
affected wrists, and improve the hand function and the abilitity of standing and walking in children 
with 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 However, The rTMS is more effective. 
 
 

PU-640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Nogo-Δ20 regulated 
angiogenesis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PD 

 
Yunxian Xu,Liru Liu,Jingyu Huang,Lu He,Kaishou Xu,Hongmei Tang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The incidence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rkinson's disease (PD-MCI) is as high 
as 18%-55%. However,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PD-MCI is not yet clear. Our previous 
research showed that microvascular pathology and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CHH) synergistic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D-MCI. It has 
proved that Nogo-A could be used as a negative regulator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generation of 
microvascular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Based on this, we speculated that the Nogo-A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negative regulation of angiogenesis of PD-MCI.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test whether Nogo-Δ20 participates the regulation of angiogenesis of PD-MCI. 
Methods  In this study, C57BL/6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lenti-Nogo-Δ20- inhibitor into lateral 
ventricle. Then PD mous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1-methyl-4-phenyl-1,2,3,6-tetrahydropyridine (MPTP) combined with probenecid. Subjects were 
classified into control group, Lenti- Nogo-Δ20-inhibitor group, PD with cognitive normal (PDCN) 
group, PD-MCI group, Lenti- Nogo-Δ20-inhibitor +PDCN group and Lenti- Nogo-Δ20-inhibitor 
+PD-MCI group using the Morris Water Maze test. Further, pole test, beam walking test,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hist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western blotting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cerebral microvascular impairment in each group. 
Results The behavioral tests showed that MPTP injection caused the spatial memory and 
behavioral impairment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impairment of spatial memory and 
behavior were worse in PD-MCI group than PDCN group. While the low expression of Nogo-Δ20 
coul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patial memory and behavioral performance. As indicated by 
hist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western blotting, the expression of Sphingosine-1-phosphate 
receptor 2 (S1PR2) and Nogo-Δ20 in PD-MCI group were higher than PDCN group. Moreover, the 
low expression of Nogo-Δ20 could 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S1PR2, especially, the 
expression of S1PR2 and Nogo-Δ20 were lower in Lenti- Nogo-Δ20-inhibitor +PDCN group than 
Lenti- Nogo-Δ20-inhibitor +PD-MCI group. Similar results also observed with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detection, FITC-Dextran staining and CD34 staining, indicated that MPTP 
could reduce the density and quantity of microvascular. The density and quantity of 
microvascular were lower in Lenti- NogoΔ20-inhibitor +PD-MCI group than 
Lenti-Nogo-Δ20-inhibitor+PDCN group. Meanwhile, the density and quantity of 
microvascular were higher in Lenti- Nogo-Δ20-inhibitor +PD-MCI group than PD-MCI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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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trongly indicated that the inhibition of Nogo-Δ20 can promote the microvascular 
remodeling of PD-MCI mouse. 
Conclusions MPTP causes cognitive and microvascular impairment. Nogo-Δ20 can bind to 
the S1PR2 and subsequently activate the related signal pathways, and eventually lead 
to the inhibition of vascular remodeling in PD mouse.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Nogo-Δ20 may mediate the microvascular remodeling, which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hogenesis of PD-MCI. 
 
 

PU-641 

Effects of the digital OT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on 
cognition and ability of ADL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Yongxiu Zhao 

Mianyang Center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digital OT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on cognition 
and ADL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Methods  Choosing 64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nd cognitive disorders,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2 groups both received gener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ce for 30-45 minutes, once a day, 6 days a week for 4 weeks. The training group also 
received the digital OT treatment, once for 30 minutes, twice a day. Before and after 4-week 
treatment, all patients were assessed with MOCA, the Ueda Classfication of upper limb function, 
MBI. 
Results After 4-week treatment, MOCA, the Ueda Classfication of upper limb function, MBI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4-week treatment, the score 

of MoCA(22.19±4.99), the Ueda Classfication of upper limb function（ 7.03±2.85 ） , MBI 

(79.38±11.42)in the experiment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The effects of the digital OT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on and upper function, ADLs in stroke patients. Such therapy is worth of 
promo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PU-642 

The Cerebral palsy Gait Analysis 

 
Xinyin Zhao 

liuzhou people's hospital，guangxi 

 
Objective This robotis belt trains kids with cerebral palsy to walk better.Researchers at my 
department worked with six boys between the ages of nine and 19. 
Methods we hoped applying weight through belt would strengthen the kid‘ calf muscles .but the 
training actually changed how they walked they walk helping them walk more normally and fall 
less .they walk helping them walk more normally and fall one even switched from a walker to 
crutch it .here‘s why the study si groundbreaking. Each boy had 15 training sessions over six 
weeks. 
Results During each session, a kid would walk with the belt on a treadmill with and without the 
belt. 
Previous cerebral palsy studies have tried to train participants to walk by lifting them as they 
moved their feet.but these researchers had the kid support their own weight on the treadmill and 
actually added additional weight with th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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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is made walking more difficult. But when the belt was removed their legs were 
better at supporting. Their normal body weight. And after six weeks, their entire walking pattern 
had changed both on and off the treadmill. 
We hope people with cerebral palsy could one day use this technology at home. 
 
 

PU-643 

Electrical impedance myography alternation after cycling 
training combined with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n chronic stroke survivors 

 
Chengpeng Hu

1
,Kenry WC Leung

2
,Le Li

1
,Raymond KY Tong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bjective Electrical impedance myography(EIM) considered as a sensitive diagnostic tool for 
neuromuscular diseases with no invasive operation and little patients' cooperation is increasingly 
studied.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EIM in stroke is relevantly few.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ct muscle inherit property changes in paretic side compared with nonparetic side as well as 
the muscle structure and component alternation after cycling training combined with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n chronic stroke survivors.  
Methods Eleven chronic stroke survivors(4 males and 7 females, 59.3±10.2 years old, time after 
stroke: 7.36±3.72 years) are recruited for cycling training combined with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NMES) at the most tolerated stimulation intensity simultaneously on hemiplegic rectus 
femoris(RF), tibialis anterior(TA), hamstrings(HS) and medial head of gastrocnemius(MG). Each 
time of training lasts for one hour and 20 times training are operated. Besides, all the survivors 
received EIM assessment before and after all the training. EIM estimates the main impedance 
parameters at 50 kHz of cuurent flew, which consists of resistance(R), reactance(X) and phase 
angle(θ). 
Results Statistical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e EIM parameters changed as follows, compared with 
unaffected side, R has significant increase only in TA(p=0.02), X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RF(p=0.001), TA(p=0.03), MG(p=0.02), θ decreased in RF(p=0.007), TA(p=0.031), HS(p=0.005), 
MG(p=0.005). And after all the training there is significant θ elevation in affected MG(p=0.042). No 
significant EIM parameters alternation has found in paretic RF, BF and TA muscle after 20 times 
training. 
Conclusions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muscle intrinsic electrical 
properties in chronic stroke survivors, probably related to structural modifications caused by fat 
and connective tissue infiltration damage to the cell membrane integrity, which is in consist of 
published research. Besides, there is training effect of muscle inherit properties alternation in MG, 
which might because of muscle fiber morphology and component changes after 20 times‘ training 
with NMES. However, due to the relatively thick subcutaneous fat and long course after stroke, 
EIM is not sensitive enough to detect alternations in paretic RF, BF and TA muscle after all training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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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odeling Perspective and Media on Sequence 
Action Imitation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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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2.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odeling perspective and media on sequence action 
imitat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in order to provide specific 
rehabilitation advice for preschool autistic children's imitation training and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 the end. 
Methods Severe ASD (S-ASD), mild to moderate ASD (M-ASD) and typical developing children 
(TD) at the age of 4~5 years were included. 16 participants for each group. Both S-ASD and 
M-ASD were observation groups and there were not any other disorders except ASD. Among 
them, the score of 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 in S-ASD was more than 36, and the 
score of CARS in M-ASD was 30~36 points. The control group (TD) were excluded if they had any 
history of neurological or psychiatric illness, mental retardation, significant sensory or motor 
impair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cross the three groups on chronological age 
and gender (age: p=0.584>0.05; gender: p=0.920>0.05). Separately test the two-step sequence 
action imitation of S-ASD, M-ASD and TD from different modeling perspectives (first-person vs 
third person) and different model media (pictures vs videos). 
Results (1) In the two step sequence action imitation task, S-ASD and M-ASD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D (p<0.01), and both ASD and TD imitated better from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than 
third person perspective (0.01<p<0.05). (2) Under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the capabilityto 
imitate of ASD was lower than TD (p<0.001), regardless of the model media. No matter whether or 
not it was required to imitate the order of action, S-ASD and TD were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model media (p>0.05), while M-ASD show that video is superior to pictures (p=0.001). 
Conclusions As to the modeling perspective, ASD may have the disadvantage in mindreading 
and social attention and choosing the first perspective as a modeling perspective is more 
beneficial to the sequence action imitation of ASD. In terms of the model media, ASD may have 
insufficient inability to characterize their internalization, and video can better promote the memory 
and imitation of the action content and action sequence of the ASD. 
 
 

PU-645 

Effects of Radial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on 
Acupoints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Daan Zhou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radial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on 

acupoints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and conservative therapy。 

Methods We divide the 80 patients diagnosed as cervical spondylosis in our hospital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luded 40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ed 
40 patients). Treating observation group with radial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on 
acupoints which are selected through dialectics, such as Dazhui (GV 14),  Bingfeng (SI 12), 
Dazhu (b 11), Jianzhongshu (SI 15), Tianzong (SI 11),  Binao (LI14), Shouwuli (LI 13), Quchi (LI 
11), Hoku (LI 4),  Tianyou (SJ 16), Fengchi (G 20), etc. In contrast, treating control group with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The treating time of the two groups are both 6 weeks. Com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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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VAS) and the 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and 6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 and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had a great 
improvement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However, 
the difference of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was no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ce of the Neck Disability Index was not distinct improved in bo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all the patients of the two groups had a prominent amelioration on their both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and the Neck Disability Index, and i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 
05).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he 6 week's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s total clinical efficacy rate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radial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on acupoints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acupuncture treatment. It 
is mor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The radial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on acupoints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icating in clinical therapy.  
 
 

PU-646 

Effect of a speaking valve on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wallowing and the upper airway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tracheotomized patients after acquired brain damage 

 
Xiaoxiao Han,Zulin Dou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Alterations in swallowing and the upper airway flow characteristics can occur after 
tracheotomy and can result in varying degrees of aspiration. In tracheotomized patients, use of a 
Passy-Muir Speaking Valve (PMV) has been shown to decrease laryngeal penetration and 
aspiration of foods and liquids during swallowing.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PMV on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wallowing and the upper airway flow characteristics, explored 
swallowing-breathing interactions preliminarily for tracheotomized patients after acquired brain 
damage. 
Methods Six tracheotomized patients who were able to tolerate the PMV and eight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ecruited. High-resolution manometry (HRM) and video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 (VFS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swallowing function of the healthy and the patients 
without and with PMV. Iohexol injection was used. A solid-state manometric assembly was used to 
perform pharyngeal manometry. Following a quiet resting period, each participant was instructed 
to swallow 5ml iohexol injection, three times in total. Also, the participants were placed under a 
gastrointestinal x-ray machine. Images of swallows were recorded using 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ystem. Each participant was instructed to swallow 5ml iohexol injection, two times in total. The 
maximum pharyngeal pressure, 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 (UES) resting pressure, UES residual 
pressure were measured using HRM. The laryngeal closure times, UES opening times, hyoid 
anterior movement, hyoid superior movement, UES opening diameter and Penetration-Aspiration 
Scale score were measured using VFSS digital analysis. All the participants underwent spiral CT 
scanning. Three-dimensional models of the upper airway were constructed using the software 
MIMICS 20.0 based on the CT scan data. Pressure in pharynx which was measured by HRM was 
used a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Computational fluid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to acquire the 
upper airway flow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 software ANSYS 15.0. 
Results The patient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UES resting pressure, shorter UES opening 
times and less hyoid anterior movement, 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UES residual pressure, as well as 
higher airflow velocity and pressure during inspiratory, expiratory, especially swallowing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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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PMV, higher UES resting pressure, larger hyoid superior movement and UES opening 
diameter, lower airflow velocity and pressure were observed, the airflow velocity dropped to 
almost normal level during swallowing phase. During swallowing, subglottic pressure was about 
1500 pa in healthy subjects, 80 Pa without PMV, 240 Pa instantly after wearing PMV.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maximum pharyngeal pressure, UES residual pressure, 
laryngeal closure times, UES opening times, hyoid anterior movement, or Penetration-Aspiration 
Scale score before and instantly after wearing PMV. 
Conclusions ThePMV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UES resting pressure, hyoid superior 
movement, UES opening diameter, upper airway airflow velocity and pressure in tracheotomized 
patients after acquired brain damage. The intervention could partially restore the subglottic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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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When speakers hear unexpected perturbations in their auditory feedback, they will 
produce rapid adjustments of ongoing vocal productions, so that compensate for their ―wrong‖ 
speech behavior. Current evidences have demonstrated enhanced vocal compensations and 
cortical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in response to attended pitch feedback perturbations, 
suggesting that this reflex-like behavior axis is influenced by selective attention. Less is known, 
however, about auditory-vocal integration of vocal production within selective and divided at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unclear whether visual atten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auditory-feedback-modulated vocal production or not. The present cross-modal study, including 
two successive investigations, aimed to exam the influence of bimodal attention on the correlates 
between vocal behavioral and cortical ERP response to pitch errors heard during auditory 
feedback control of ongoing vocal production.  
Methods In investigation I, thirty young participants briefly heard their vocal pitch shifted up two 
semitones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a sustained vowel, while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actively 
attended to auditory (pitch feedback perturbations they heard) or visual stimuli (flashing red lights 
they saw) (selective attention), or both auditory and visual stimuli (divided attention), or just 
passively face to both modalities of stimuli (control condition). In investigation II, thirty-two young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simultaneously attend to both pitch feedback perturbations they 
heard and flashing red lights they saw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sustained vowels. The presentation 
rate of the flashing red lights was varied to produce a low, intermediate, and high bimodal 
attentional load. Repeated-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applied to finish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In investigation I, the behavioral results showed that attending to the pitch perturbations 
elicited larger vocal compensations (12.5±0.8cnets) than attending to the visual stimuli 
(10.3±0.8cnets) [F(3,  87)=2.683, P=0.041]. Moreover, cortical ERP response were likewise 
sensitive to the attentional manipulations: P2 responses to pitch perturbations were larger when 
participants attended to the auditory stimuli compared to when they attended to the visual stimuli, 
and compared to when they were not explicitly told to attend to either the visual or auditory stimuli . 
In contrast, bimodal divided attention between the auditory and visual modalities caused 
suppressed P2 responses relative to all the other three conditions [F(3, 87)=23.819, P<0.0041]and 
caused enhanced N1 responses relative to the control condition [F(3, 87)=5.205, P=0.006]. In 
investigation II, the behavior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ow-load condition (16.5±1.8cnets) elicit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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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smaller vocal compensation for pitch perturbations than the intermediate-load 
(20.2±2.4cnets) and high-load conditions (23.5±4.0cnets) [F(2, 62)=7.455, P=0.004]. As well, the 
cortical ERP response to vocal pitch feedback was also modulated as a function of bimodal 
divided attention. As compared to the low-load and intermediate-load conditions, the high-load 
condition elicited significantly larger N1 responses [F(2, 62)=8.744, P=0.001] and smaller P2 
responses [F(2, 62)=91.495, P<0.001] to pitch perturbations.  
Conclusions These two findings provide the first strong neurobehavioral evidence for the 
influence of bimodal attention on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auditory-vocal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ing of auditory- feedback-modulated vocal production. In addition, both bimodal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divided attention can modulate auditory-vocal integration during vocal pitch 
production. Moreover, bimodal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divided attention appear to regulate the 
neurobehavioral processing of auditory-feedback-modulated vocal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ways.  
 
 

PU-648 

Effect observation for treatment of Impotence with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and acupuncture 

 
Tianyu Wu 

Minjian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f Changchun 

 
Objective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for Impotence is mainly Oral – and injection drugs. The oral 
drugs have side effect and cannot be rooted out. Discussion about clinical worth for treatment of 
Impotence with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and acupuncture 
Methods 1.2.1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eutic instrument 
Used Dolor-Clast in diffuse form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eutic instrument, it is produced 
by the company Swiss EMS. 
1.2.2 treatment with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We applied shock waves o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used DOLORCLASS divergent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with low energy density handles. 
A total five trigger points were taken from distal, middle, proximal, left and right side of the 
penis,and a proper amount of coupling agent was applied on the skin for treatment. 
Hit each trigger point 500 times with a pressure of 1.5-3bar and a frequency of 8HZ. Five trigger 
points totals at 2,500 times. Treat the patients two times a week for three months.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 patients tolerated well and no obvious pain or other complications occurred. A few 
patients had tingling pain during treatment, which is normal and will automatically relieve or 
disappear after the treatment.  
1.2.3 treatment with acupuncture 

Main acupuncture points are Juyang，Guanyuan，Huiyin, take the needles into main acupuncture 

points. If needling sensation is reached to penis, next to eight fen，needle top is from the outside 

into the acupuncture point. needing sensation should be arrived to penis, one needle should be 
used every 10 minutes, After applying acupuncture 2-3 times, take supportive acupoints 
dialectically: Shenyu and Taixi if kidney deficiency; Xinyu and Piyu if heart and spleen deficiency; 
Fenglong and Yinlingquan if damp heat. Hold and rotate the needle. Once a day for three months. 
The treatment with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and with acupuncture should be performed by fixed 
professional doctor. All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ill provide the efficiency with partner based on 
efficacy evaluation criteria after one course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rapy group amounts to 84.62%, in control group is 71.43%. The 
date of the two groups compare to each other, the efficiency in therapy group is great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clearly, P<0.05. 
Conclusions The author is healed 13 patients with the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8 patients with 
high effect, 3 patients with middle effect, 2 patients with low effect, the total efficiency is 84.62%. 
The control group 14 patients: 6 patients with high effect, 4 patients with middle effect, 4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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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ow effect, the total efficiency is 71.43%. Comparison between both, the efficiency in therapy 
group is clearly great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P<0.05. Our clinic observation results and literature 
are roughly the same. It is indicated that low intensity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can cure the 
impotence effectively in short-term. Therefore we believe the treatment of impotence with the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is reliable not only in the near further, also the advantages are, it is 

non-invasive, safety，easy to use and accept.  Anyway the treatment in long-term needs to be 

observed further. 
 
 

PU-649 

On Effect of Early PR Training on Patients with COPD under 
NPPV 

 
Zuqin Rui 

Anhui Wannan Rehabilitation Hospital•The No.5 people‘s hospital of Wuhu 

 
Objective  To explore nursing effect and nursing methods of NPPV in early PR training for the 
patients with COPD in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for fast recovery.  
Methods The selected 60 cases of acute exacerbation of COP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est Group (Early PR group) composed of 3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care group) 
composed of 30 ones. The improvement of pulmonary func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as measured, 
the oxygen and the index, the time of the NPPV, the CAT score and the variation of HADS score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pulmonary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est Group was improved and the oxyge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PPV time decreased, Patients with COPD scores 
and HADS score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Early PR training can improve patients‘ lung function, enhance their oxygenation, 
reduce NPPV time, promote their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relieve their anxiety depression, 
improve tolerability and promote rapid recovery. The method is easy to operate and low-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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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olfactory sheath cell transplantation on 
bladder function and bladder fibrosi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Xiaoyu Wang 

Tai'an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lfactory sheath cell transplantation on bladder function and 
bladder fibrosi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230-250g healthy SD rats were selected to be fe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cleanliness. They were completely assigned in different groups: ①Blank group (N=24) - Only 

opened the lamina without spinal cord injury, and then sutured after hemostasis. ②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N = 24)- The vertebral plate of them was adopted to establish the level of 
SD rat L1 impact model of spinal cord injury using the improving Alien's heavy fall device, 
besides,  a certain volume of OECs suspension was transplanted to the injury location 

before hemostasis and layered suture; ③ Control group (N=24)-After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method, the same volume of culture medium was injected into 
the same position with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Measuring postoperative 4 weeks bladder 
urine flow mechanics parameters of rat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groups, part of the froze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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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urinary bladder was used for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Masson, Sirius red and HE staining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bladder fibrosis degree, the rest part 

was used to detect protein TGF beta, CTGF and collagen Ⅰand the expression of collagen Ⅲ on 

the Western blotting method. 
Results  (1)The result of urine flow mechanic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the blank group, the 
bladder capacity of rats increased and detrusor urine leakage points lower i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P < 0.05). And i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the 
bladder capacity reduced and leakage points increased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2)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the blank group, the positive rate of TGF 

beta, CTGF,Ⅰcollagen and collagen Ⅲ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P < 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positive rate of those above 
proteins was higer in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Ⅰ /collagen type Ⅲ  proportion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3)Immunohistochemistry, Masson, Sirius red 
and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 of bladder, bladder collagen 
fib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quantity and were irregular in arrangement i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etwee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collagen fibers between smooth muscle cell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cells 
arranged more regularly in the former group than the latter one; (4) Western blotting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ats bladder tissues TGF beta, the 

expression of CTGF and collagen Ⅰand collagen Ⅲ amoun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lank 

group (P<0.05), and the amount of TGF beta cell protein expression transplantation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rest of the above three kinds of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The transplantation of olfactory ensheathing cells can improve bladder function and 
bladder fibrosis after SCI,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sacral nerve function and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collagen 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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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joint kinematics and infrared stereoscopic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a novel system was introduced for dynamic visualization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knee motion during gait and other functional activities.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velop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nd evaluate rehabilitation effects. 
Methods Ro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tibia with respect to femur occur in three-dimensional 
plane during gait and other functional movement. Based on the knee joint 3D kinematics, 
the Opti_Knee® digital navigation system was used. The core technology of the system was 
infrared stereoscopic motion capture. Main procedures during gait include: (1) The patients wore 
rigid bodies with infrared reflective markers on their thigh and shin.(2) A hand-held probe digitized 
major anatomical landmarks of femoral and tibia as feature point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ature points and the markers was established in computer environment to 
establish 3D coordinate system of the tibia and femur.(3) The patient walked on the treadmill at 
normal speed while two stereo-infrared cameras and a high-speed optical camera 
recorded their gait.Each collection contained more than 10 gait cycles. 
Results (1) Basic parameters of gait;(2) Six-degree of freedom (6DOF) kinematic motion 
curves of the tibia with respect to femur during gait, including flexion-extension, varus-val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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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external rotation, anterior-posterior, proximal- distal and medial-lateral translation.(3) 
Optical replay and simulated 3D animation of knee motion for visualization of subtle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s (1) The novel method wa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knee kinematics, combined with 
infrared stereoscopic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to achieve an objectiv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the knee motion during walking and other functional activities.Therefore,the system was 

favorable in several aspects:①Dynamic real-time knee functional movement data was important 

supplement on top of static imaging examination.The process was non-invasive and without 

radiation.② Active and daily function of the knee was evaluated, in addition to those evaluated 

during non-weight bearing static examination. ③ The system provided objective, subtle and 

accurate data in addition to the manual test or visual observation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④ 

The system was portable, mobile, user-friendly and convenient compare with current mainstream 

gait analysis system.⑤The biomechanical aspect of the knee was collected for completeness.(2) 

This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patients with knee dysfunction due to various reasons, such as 
hemiplegia, sports injury, osteoarthritis, leg deformity and etc., to evaluate objectively the knee 
motion control capability, rehabilitation effects and help to develop individu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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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stroke patie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ICF 

 
Meijun Xu 

Shenzhen Nanshan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occupational therapy under the 
concept of ICF. 
Methods 24 patients with stroke within half a yea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upper extremiti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raditional conc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whil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bod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patie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ICF. And add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The time 
of treatment was three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motor function of upper extremity 
was evaluated by Fugl-Meyer score and 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DL) was evaluated by 
modified Barthel index.The health and disability status of patients was assessed by ICF 
rehabilitation combination assessment. 
Results  The upper limb motor function, ADL, health and disabi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uperior to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The occupational therapy under the concept of ICF is more beneficial to stroke 
patients.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of upper limbs,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patients in daily life activities. It can also promote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patients, so the 
occupational therapy under the concept of ICF can obviously promot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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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Meijun Xu 

Shenzhen Nanshan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Methods 30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within three week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observation group 1 and observation group 2.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drug therapy, psychotherapy and other treatm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1, in addition 
to routine treatment, 80% intensity , 1HZ frequency and 80 pulses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were increased five times a week in the right brain.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in 
addition to routine treatment, 80% intensity , 5HZ frequency and 80 pulses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were increased five times a week in the left brain.The treatment time was 4 
week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patients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scale 
(WHOQOL-BREF) to assess the depressive degre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bservation group 1 and observation 
group 2 were statistically superior to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observation group 1 and observation group 2 (P > 0.05). 
Conclusion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by inhibiting the right brain regions and exciting 
the left brain regions can improve depression and provide quality of life for patients. Therefor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PU-654 

The Effect of Patient Support on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nd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pinal 

Cord Injury 

 
Huazhong Yang 

Xiangya Boai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adding the patient support on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 and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of patients with early spinal cord injury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y.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early spinal cord inju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conventional physical therapy), group B (conventional physical therapy + psychotherapy), group 
C (conventional physical therapy + psychotherapy + patient support). Each group has 20 patients. 
The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 the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Spinal Cord Independence Measure III (SCIM III) were used for evaluation of 
the three groups before and 6 weeks after treatment. Using PRO-KIN Computer-based 
Proprioception Test and Training System to measure sitting peripheral area.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A score, HAMD score, MBI score and SCIM III 
scor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 0.05).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 HAMA 
score, HAMD score, MBI score and SCIM III score of group A and B are both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an before (P <0.05). The HAMA score, HAMD score, MBI score and SCIM III score in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0.01). The sitting peripheral area 
test results at second week, the fourth week and the sixth week were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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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itial tes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cond week and initial test results 
(P> 0.05).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fourth week and the initial test results (P 
<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xth week and the initial test 
results (P <0.05). The peripheral area score of the group B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group A 
after 6-week treatment (P <0.05). The peripheral area score of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P <0.01).  
Conclusions Patient support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y of early spinal cord injury patients is a worty promotion as better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the ability of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itting position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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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d Risk of Osteoporosis among Suburb-Dwelling 
Community Elderly Chinese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A 

3-Year Cohort Study 

 
Xing Yu 

1.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2.TEDA International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Objective Osteoporosis leads to increased bone fragility and risk of fracture, inevitably 
augment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patients, it is therefore great important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t. Living alon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ving circumstances factors 
of great concern because of that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is increasing rapidly in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some rural districts.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social and health problem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risk 
of osteoporosis among people living alone.  This article aims to determine the risk of osteoporosis 
among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over a 3-year period in an elderly Chinese community dwelling 
suburban popul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036 Chinese suburb-dwelling participants aged ≥60 
years, for whom detail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sociodemographics,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dical conditions had been documented. Osteoporosis was identified by measuring the 
calcaneal using a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and a T score of less than -2.5. 
Results At baseline, 636(64.1%) of the initial 992 participants had osteoporosis (male 54.2%, 
female 71.7%). The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was 54.2% after 3 year (male 51.7%, female 
57.1%). After multivariate adjustments, it was found that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is associated 
with less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adjusted OR 0.050, 95% CI 0.014-0.173, p<0.001). 
Conclusions We found osteoporosis incidence decreased among suburb-dwelling elderly 
Chinese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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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ADL action analysis intensive 
orientation training on return to the family of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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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DL oriented action analysi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ccupational therapy on the daily living ability and upper limb function of stroke patients.To gain 
the ability about conver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to daily life after returning home, and can make 
the patients better mastery and use the function of upper limb,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fami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t home. 
Methods 62 patients with strok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shaanxi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6 to December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ith the traditional 
occupational therapy: (1) functional aspect: muscle stimulation and compression of upper limb 
joints, Rood beating and wiping increase the input of proprioception; Active and auxiliary 
participation training is mainly adopted to increase the ROM and enhance muscle strength, 
promote the appearance of separation movement and control of shoulder, elbow and wrist 
joints .Using the tools of roller, pegboard and pushing board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wrist 
extension and grasp.  (2) ADL abilities: Daily ability training such as dressing, grooming, shifting 
and eating. The training for 40 minutes per day, 5 days per week and for 6 week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ased on traditional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led by ADL training, 
conducted action analysis for each ADL activity, and then conduct intensive task orientation 
training . The ADL-led action analysis is  based on Brunnstrom stage, and select the ADL task 
target to training . In each of the ADL therapy before , analysis action of ADL  first,  the ADL 
activities is decomposed into several basic occupational action, The therapist specifically induces 
the patient to perform intensive movements at each stage and then directly conducts the 
corresponding ADL activities. This training is repeated alternately. The scores of Brunnstrom 
staging, simple Fugl-Meyer Assessment (FMA),and improved Barthel index before treatment and 
6 weeks after treatment were used to assessethe upper limb movement function and daily life 
ability .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FMA and MBI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 FAM, Brunnstrom stage and improved 
Barthel index of upper extremity were all improved,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ADL-led action analysis and intensive oriented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of upper limbs and improve the ADL ability of stroke patients , and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improving ADL ability of patients.Moreover, this method is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operation therapy in improving ADL ability of patients. However, this study 
also needs to expand the sample and further study  with different brain injury sites and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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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tretching combined with ultrashort wave 
diathermy on joint function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in 

a rabbit knee contractur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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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stretching combined 
with ultrashort wave on joint contracture and explore its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Thirty-two rabbits underwent unilateral immobilization of a knee joint at full extension to 
cause joint contracture. At 6 weeks after immobilization, the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natural recovery group, stretching treatment group, ultrashort wave treatment group 
and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For comparison, eight control group animals of corresponding age 
were also examined. The effect of stretching and ultrashort wave treatment on joint contracture 
was assessed by measuring the joint range of motion (ROM), evaluating the collagen 
deposition of joint capsule and assessing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for TGF-β1 in the joint 
capsule. 
Results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led to the best recovery of joint functio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with stretching and ultrashort wave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stretching or ultrashort 
wave treatment alone against the synovial thickening of suprapatellar joint capsule, the collagen 
deposition of anterior joint capsule and the elevated expression of TGF-β1 in the joint capsule. 
Conclusions Stretching combined with ultrashort wave treatment wa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joint 
ROM, reducing the biomechanical, histological and molecular manifestations of joint capsule 
fibrosis in a rabbit model of extending joint cont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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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llizarov drafting technique in rehabilitatio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stiff knee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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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llizarov drafting technique in rehabilitatio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stiff knee joint. 
Methods 38 patients with single knee joint were admitted to Tai‘an City cent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October 2017.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divided into 19 case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underwent knee joint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waxing therapy and cold compress therapy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gave the llizarov drafting technique therapy on this basis. Compar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4, 8 weeks the joints stiffness index, the main passive joints index, and 
the knee joint adopts the knee function score (KSS) and Berg balance scale to rate (BBS). 
Results the above indexes and scores were compared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 >0. 
05). 4,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patients VAS sco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main passive motion, KSS and BB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 05),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No joint infection, joint 
hematoma,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osis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occurred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Ilizarov drafting technique on the stiffness of knee joi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ange of joint activities and reduce the stiffness of j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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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of APP/PS1 Transgenic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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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Our previous clinical study found that electroacupuncture at Baihui could delay the 
decline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but its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deposition of β-amyloid protein (Aβ) and hyperphosphorylation of tau 
protein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core factors in the pathogenesis and progression of AD, we 
intends to study the mechanisms of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of APP/PS1 transgenic mice by 
electroacupuncture at Baihui on the basis of Aβ metabolism and Tau protein phosphorylation.  
Methods Thirty APP/PS1 double-transgenic mice were randomly and even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s follows: Control group; electroacupuncture at the Baihui(DU20) acupoint group (DU20 
group); electroacupuncture at non-acupoint group (NA group). Another 10 wild-type littermates 
were assigned as aging control group (WT group). In the DU20 group, mice were administered 
electroacupuncture for 30 min daily for 28 days. In the NA group, a non-acupoint was punctured 
and stimulated for 30 min daily for 28 days. The Control and WT groups did not undergo any EA 
treatment. The Morris water maze test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of 
mice in each group.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deposition of 
β-amyloid protein in the hippocampus of mice.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Tau protein in the hippocampus of mice at the Ser-396 locus.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in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and the 
decrease in the deposition of β-amyloid protein and the decrease in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Tau protein was analyzed.  
Results (1) Morris water maze test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wild group, the average 
escape latency of the mic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P<0.01), and the 
number of crossing platform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escape latency of the DU20 group was shortened (P<0.01), and the number of 
crossing platforms increased (P<0.01). The mean escape latency and number of platform 
crossings in the WT group mice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wild group 
mice, the deposition of β-amyloid protein an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Tau protein at the Ser-396 
locus in the hippocampu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After 
electroacupuncture treatment, β-amyloid protein deposition in the hippocampus an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Tau protein at the Ser-396 locu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DU20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 Furthermore,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in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and the decrease in the deposition of β-amyloid protein and the decrease in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Tau protein(P<0.01).  
Conclusions  Electroacupuncture at Baihui acupoint can improv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of 
APP/PS1 transgenic mice based on regulating Aβ metabolism and Tau phosphorylation.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401 

PU-660 

NIR-Laser-Controlled Chemo-Photothermal Synergistic 
Tumor Therap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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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NIR laser-induced photothermal therapy (PTT) through near-infrared agents has 
demonstrated the great potential in solid tumor ablation. However, the nonuniform heat distribution 
over tumors from PTT makes it insufficient to kill all tumor cells, resulting in tumor recurrence and 
inferior outcomes. To improve the tumor treatment efficacy, it is highly desirable to develop the 
combinational treatment of PTT with other modalities, especially with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Methods Here we report a smart PF127-modified Temperature-Sensitive-Liposomes (TSL) for the 
codelivery of doxorubicin (DOX) and sorafenib (SF) conducted for the trea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F127 graft liposomes can enhance stability greatly. DiR loaded TSL (LD) which can 
achieve NIR-laser-controlled drug release for chemo-photothermal synergistic tumor therapy. 
Results  Overall, the current system based LD for the codelivery doxorubicin (DOX) and 
sorafenib (SF) showed efficacy intracellular deliver of DOX and SF, whic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rapeutic efficacy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therefore have a high potential to 
realize chemo-photothermal synergistic combination therapy for HCC. 
Conclusions NIR-Laser can improve the chemotherapy effect of DOX and sorafenib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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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Our previous study has explor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ptic ulcer and sarcopenia, 
but it has been based on cross-sectional data. The purpose of this 2-year prospective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peptic ulcer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sarcopenia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Methods This was a prospective study including 534 Chinese suburb-dwelling participants aged 
≥60 years. We defined sarcopenia using the diagnostic algorithm recommended by the Asian 
Working Group for Sarcopenia. Peptic ulcer was defined as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s. 
Participants who answered ―yes‖ to the questions, ―Regardless of the time of diagnosis, have you 
been diagnosed as peptic by physician?‖ were categorized as the peptic ulcer group.  
Results Among the 534 participants (mean age 67.0 ± 5.5 years), 3.75% were classified as peptic 
ulcer and the incidence of sarcopenia was 8.6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peptic ulcer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arcopenia (adjusted OR 3.50, 95% CI 1.17-10.92, 
P = 0.03). 
Conclusions Peptic ulcer was identified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sarcopenia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during the 2-year stud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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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Oropharyngeal Muscles Exercise therapy on 
Post-Stroke Moderat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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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oropharyngeal muscles exercise therapy o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OSAS) in post-stroke patients as an alternative therapy option. The 
changes in patients‘ pharyngeal morphology after exercise were evaluated. 
Methods An open-label, parallel-group,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designed. Fifty 
post-stroke patients with moderate OSA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2 groups (25 in each group) 
Forty-nine patients completed the study. For therapy group, Oropharyngeal muscle exercise was 
performed during the daytime for 20 minutes twice a day for 6 weeks. The control group was 
subjected to sham therapy of deep breath. Treatment efficacy was determined using 
polysomnography. AHI, snore index (SI), but not minimum SaO2%, was improved after exercise. 
Comparing the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herapy, oropharyngeal muscle exercises improved 
objective measurements of sleep quality and daily sleepiness. The anatomic structural remodeling 
of the pharyngeal airway was observed by MRI, including the lager retropalatal distance and the 
shorter length of soft palate. 
Results For stroke patients with OSAS, exercise also promoted the rehabilitation of motor function 
and function independence but not cognition. The changes of sleep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scale were also associated with training time in separ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he anatomic structural remodeling of the pharyngeal airway was observed by MRI, including the 
lager retropalatal distance and the shorter length of soft palate.  
Conclusions The oropharyngeal muscle exercise is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treatment strategy for 
stroke patients with moderate O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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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llow-up study of return to work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ith direct anterior approach based on the 

model of lifestyle redesig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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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STC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based on the model of 
lifestyle redesign on patients returning to work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H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in the data of 159 patients who underwent 
unilateral THA in the orthopedic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STC between 
August to December 2016.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modified DAA group (84 cases) and 
MIS-PLA group (75 cases). The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o observe the out come of their return to work after lifestyle redesign 
therapy. Professional therapists provid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o reconstruct patients‘ lifestyle 
during the  super-early stage after evaluate patients‘ hip function, job requirement and provide 
some recommendation to help them return to work quickly and satisfactorily. The main 
assessment tools were length of absent from work,  the time of first return to work, the labor 
intensity, Oxford hip function score, Harris score, job analysis and percentage job satisfaction 
score. 
Results After 6 months follow-up, the Oxford hip function score was 46.3 ±8.4 and Harris hip 
score was 94.5 ±7.8. More than 30% of the patients were the main labor force in their fami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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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of sick leave before operation was 1.6 ±1 month. The time of first return to work DAA 
group was 3.17 ±1.42M, the  MIS-PLA group was 2.91 ±1.08m, the length of work requirement 
was 39.0 ±21 hours / week, but the actual working time was 33.6 ±17.6 hours / week after 
operation. The preoperative workload was reduced by 24.14 and the postoperative workload was 
reduced by 22.8. Returning to work rate: 16% of the patients returned to the original company and 
positions, 10% of the patients returned to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original company, 8% of the 
patients returned to different companies but the same positions, 8% of the patients returned to 
different positions in different companies. There are 16% patients need to adjust the job tasks, 
20% are retired, 10% are unemployed, 8% are self-employed. Job satisfaction score was 77.7 
±22.3. 
Conclusions After th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both of the two groups hip functions are nearly 
normal, their workload is improved, the rate of return to work is higher, and the work is satisfactory 
after returning t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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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More than 70%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ould develop hypertrophic scar (HS) after 
skin trauma, which is a much higher incidence rate than that of the western population. Resulting 
from aberrations of normal wound healing following the insult to dermis after burn injury, H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oliferation of dermal tissue with excessive deposi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and is the most common and challenging complication following burn injury. Pressure therapy is 
currently regarded as the mainstay noninvasive treatment for HS and has been reported by 
numerous studies regarding its effect on pacing scar maturation and reducing scar contracture. 
Nevertheless, the exact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ressure intervention on HS remains unclear. A 
longitudinal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essure on dermal myofibroblasts 
indicated by α-SMA and proliferative activity of the epidermal cells indicated by Ki-67 and 
cytokeratin 6 (CK6) in HS in vivo. 
Methods 35 HSs from patients with burn injury which had wound healing time more than 21 days 
were prescribed with pressure garment treatment for three months. Scar tissue biopsi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participants with their cons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for α-SMA was performed for identification of myofibroblasts, Ki-67 for 
proliferative capacity of epidermal keratinocytes, and CK6 for abnormal keratinocyte differentiation. 
The NIS software was then utilized for staining image analysis 
Results After three months of pressure intervention,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Ki-67 and CK6 levels 
in the HS samples was observed (p<0.05). Although no significant change was found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α-SMA, in HSs receiving early pressure intervention (within two months after 
wound healing), a downtrend in the α-SMA level was observed after the pressure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s Pressure treatment, with duration of just 3 months, substantially promoted scar 
maturation by down-regulating the keratinocytes proliferation and controlling aberrant 
keratinocytes differentiation. Additionally, when prescribed early after the burn injury, it could also 
suppress the proliferation of myofibroblasts. Our results here showed that, by inducing histological 
changes at cellular level, pressure intervention could pace scar maturation.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404 

PU-665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s on bone mineral density,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women with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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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Osteoporosis is a frequent disease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Despite the fact that 
fragility fractures cause many problems, osteoporosis is still underdiagnosed and 
undertreated.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s on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QOL) i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Methods sixty-five women were recruited to the study.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s the physical exercises + drug group and the drug group. Subjects were evaluated for BMD at 
the lumbar region. Physical performance level was measured. Pain intensity level was scored with 
Visual Analogue Scale. Fall-related self-efficacy was scored with Falls Efficacy Scale-International, 
gait speed with and without a cognitive dual-task at preferred pace and fast walking, balance 
performance tests (one-leg stance, and modified figure of eight), and physical function (Late-Life 
Function and Disability Instrument). 
Results BMD values increased in the physical exercises + drug group (p < 0.01), BMD increased 
in the drug group (p< 0.05), while BMD values increased in the physical exercises + drug group 
than the drug group(p < 0.05). Physical performance test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the physical exercises + drug group (p< 0.02) whereas there was no changes in the drug group (p> 
0.05). Pain intensity level in the physical exercises + dru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he exercise (p< 0.05), while it also decreased in the drug group. The physical exercises + drug 
grou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fall-related self-efficacy as compared to the drug group (p ≤ 0.03) 
and improved their balance performanc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ver time and between groups in 
favour of two groups were found for walking speed with a dual-task (p=0.03), advanced lower 
extremity physical function (p=0.034), and at fast walking speed (p=0.008). 
Conclusions Physical exercises + drug group is effective to increase BMD; balance performance, 
walking distance, fast walking speed and also beneficial to relieve pain. Physiotherapist can use 
physical exercises + drug for the subjects with osteoporosis in the cli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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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exercise therapy on balance function in hemiplegic 
patients. 
Methods 40 patients with similar course of medical treatment were choosen from the October 
2017 to March 2018 in China Japan union hospital.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valuation of two groups 
of balanc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no difference (P > 0.05).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balance function training, including a series of static, 
dynamic, dynamic balance training, and the training time sustained 15 m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cognitive therapeutic exercise, and the training time holded for the same time.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balance ability of each group was compared.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405 

Results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balance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viously 
improved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balance 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improvement of walking fun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cognitive exercise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balance function of 
hemiplegic patient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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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effect of high energy laser on post-stroke 
shoulder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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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1.To study whether the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is the same in different stimulation 
sites. 
2. To study which site to stimulate, the most obvious improvement in pain. 
3. To study which part to stimulate, the most obvious improvement in hand back swelling. 
Methods The test subjects included 30 patients. Inclusion criteria: 1. stroke patients; 2. unilateral 
shoulder-hand syndrome; 3. shoulder pain, limited shoulder activity, hand swelling; 4. rotator cuff 
injury diagnosed clearly; 5. no tumor, fracture, Mental illness.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each group of 10 people, the first group: stimulation of the sagittal sac; the second group: 
stimulation of the posterior aspect of the shoulder joint cavity; the third group: stimulation of the 
supraspinatus muscle. Stimulus 1 time/day, 6 times/week for 3 weeks, weekly assessment of the 
following indicators: VAS score, shoulder mobility, wrist dimensions, palm dimension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Results 1. Test patients hav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2. Group1 and group 2 have more obvious improvement in swelling; 
3. Group 3 shoulder joint activit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nclusions 1. High-energy laser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shoulder syndrome is significant. 
2. The effect of high-energy laser stimulation on different sites is different. 
3. Stimulation of the condylar gliding capsul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w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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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factors analysis of pulmonary infection after acute 
traumatic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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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imate the risk factors of pulmonary infection after acute 
traumatic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 TCSCI ).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154 patients with acute TCSCI 
patients treated in orthopedics department of the 2nd hospital of AHMU from January 1, 2014 to 
December 31, 2016. Data related to pulmonary infection was collected as follows: age, 
gender, the causes of injury, surgery treatment, AIS, the neurological level of injury ( NLI ), the 
presence of a vertebral fracture or dislocation et al. First,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en, 34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pulmonary infection were chosen as case group; 41 cases 
without lung infection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the remaining patients as control group. Al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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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nalyzed by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0.05 was 
considere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Patients consisted of 121 males and 33 females with a mean age of (55.17±13.051) 

years. 64（41.6%）, 83（53.9%）, and 7（4.5%) were cases of injury due to traffic accidents, fall, 

and bruise injury by heavy objects, respectively. The extent of paralysis on admission was AIS A in 

27 (17.5%) patients, AIS B in 9（5.8%）,AIS C in 34（22.1%）,  AIS D in 81（52.6%）and AIS E 

in 3（1.9%）. 60 (39.0%) patients had a vertebral fracture or dislocation; 76（49.4%）were single 

spinal cord plane injury; the time from injury to treatment less than 8 hours/more ratio was 100/54. 
There were 57.1% patients with surgical treatment and 22.1% secondary pulmonary 
infectio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and 
breathing rate on admission and age, NLI≥C4, AIS A, the presence of vertebral fracture or 
dislocation, surgical treatment, and time from injury to treatment(t) ≥8h are all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of pulmonary infection after acute TCSCI. Then the possible factors gathered from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the factors that might affect 
the pulmonary infe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ge(odds ratio [OR]=1.11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22-1.208]), ASIA grade (Grade A)(OR=28.132, 95% CI[1.914-413.385]), 
NLI≥C4(OR=6.584,95% CI [1.191-36.393]), time from injury to treatment more than 8 
hours(OR=6.835, 95% CI [1.187-39.346]), surgical treatment(OR=53.751, 95% CI [4.777-604.807]) 
are all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cute TCSCI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Conclusion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TCSCI, those who are old, with complete SCI, NLI≥C4, time 
from injury to treatment more than 8 hours, surgical treatment after injury have higher incidence of 
pulmonary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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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Knee hyperextension is common in individuals with stroke and known to cause 
secondary gait deviations. However, their impact on the knee joint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Th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knee hyperextension orthosis on lower limb 
functions in individuals with stroke. 
Methods Sixty people with stroke (mean age: 61.2 years, SD: 9.2)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30) and control groups (n=30), from June 2015 to December 2015. All 
stroke patient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physical therapy,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180 minutes / day in total, 6 days / week); in 
addi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used of functional knee hyperextension orthosis in indoor 
ground walking training for 30 minute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used of the functional knee 
hyperextension orthosis in indoor ground walking training for 30 minutes. Outcome measurements 
included the Fugl-Meyer Assessment of Lower Extremity (FMA-LE), Berg Balance Scale (BBS), 
Time-Up and Go test (TUG), 10 Meters Walking Test (10MWT) and 6 Minutes Walk Test (6MWT) 
assessment of the lower extremity motor function of all stroke patients. The assessments were 
performed at baseline, 4-week and 8-week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4-week and 8 week of treatment,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time effect for FMA-LE, BBS, TUG, 10MWT and 6MWT (P < 0.05).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time by group interactions effects were significant for the TUG (22.62 ± 5.45), 10MWT (17.21 ± 
4.45)  and 6MWT (150.97 ± 3.438), respectively;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FMA-LE (19.92 ± 
4.87) and BBS (40.74 ± 797), TUG(19.11 ± 4.42), 10MWT (15.13 ± 3.98) and 6MWT (172.21 ± 
28.64),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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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Using the functional knee hyperextension orthosis on walking train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recovery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lower extremity motor function, it is 
recommended further application in clinic. 
 
 

PU-670 

Influence of shoulder position on functional control ratio in 
isokinetic assessment 

 
Bin Chen,Wenxin Niu 

Shanghai Yangzhi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Shanghai Sunshine Rehabilitation Center)  

 
Objective Muscular imbalance of shoulder rotators and related secondary impingement syndrome 
are often seen in athletes involved in overhead throwing sports. Lack of shoulder imbalance of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rotator muscles has been observed in these people. 
A recent study discovered that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functional control ratio (FCR) when the 
shoulder was in a more elevated position. Thus, eccentric training at lower angles of elevation will 
be more effective due to greater muscle balance and increased sub-acromial space when 
strengthening of the external rotators is indicated to reduce rotator muscles imbalance. However, 
the FCR at arm elevation angles above 90°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Moreover, shoulder 
abduction above 90° is commonly used in throwing activities, which is more functional for 
overhead throwing activitie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CR and more 
elevated shoulder position during isokinetic assessment is quite meaningful.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shoulder FCR over three different shoulder abduction 
positions during isokinetic assessment. 
Methods Thirty-one young healthy subjects (19 female, 12 mal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y performed an isokinetic assessment of the concentric peak torque of the internal 
rotators and eccentric peak torque of the external rotators on a dynamometer of the IsoMed-2000. 
The FCR was measured on the dominant arm during internal rotation at 60°, 90° and 120° of 
shoulder abduction at a speed of 60 °/s. The highest peak torque of each session from the 
isokinetic dynamometer was used for analysis.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were calculated for 
concentric, eccentric peak torque and FCR. We used ICC model to account for potential 
systematic differences among 3 measurements of each session. An ICC of 0.50-0.75 was 
considered as ―Moderate‖, 0.76-0.90 as ―Good‖, and over 0.90 as ―Excellent‖. 
Results The ICC ranging from 0.899 to 0.967 indicated good to excellent reliability for all test. The 
concentric peak torque of internal rotator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t 120° shoulder abduction 
compared to other positions (P = 0.00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centric peak 
torques between 90° and 60° arm abduction. The eccentric peak torque at 60° shoulder abduc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90° arm abduction (P = 0.012). The FCR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at 
120° shoulder abduction than 90° (P = 0.002) and 60° (P = 0.000) shoulder abduction due to the 
lower concentric peak torqu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FCR between the other 
two shoulder positions (P = 0.144). 
Conclusions Shoulder position variations may influence the FCR because of deficiency of the 
internal rotators. Therefore, rehabilitation and injury prevention training program may specifically 
focus on strengthening for the internal rotators at more elevated angles of shoulder ab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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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71 

Establishing the Normal Gait of Chinese Youth Based on 
the Plantar Pressure Test: An Experimental Study 

 
Longbin Shen,Hui Ouyang,Zhuoming Chen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ial of Jin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measure the geometric centerline of the plantar foot and pressure 
centerline in healthy Chinese youth,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normal gait norm for young Chinese 
people. 
Methods In the present experiment, 203 healthy college and postgraduates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which comprised of 90 males and 113 females. Their average age was 22 ± 5 years old, 
their average height was 164.6 ± 13.6 cm, and their average weight was 58 ± 10.4 kg. The double 
blind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The plantar pressure and gait parameters of time and 
space among subjects were tested using the gait and balance function training evaluation system. 
The five pressure induction plates, the reference footprints frame of the plantar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the geometric center, the experiment principle of the pressure center, and both the 

two direction （X、Y ）and calculation formula were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Results A total of 197 valid walking gait plantar pressur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experiment, 
and the center line of the plantar pressure among the 20 subjects were select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 indicated the following: (1) The walking foot center line of the maximum pressure, the 
pressure generated by the center line and the center line of the geometric changes of normal 
youth were converged and tended to be overlapped. Furthermore, the variation tre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gender. (2)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maximum pressure center line of the 
foot and the center line of the plantar and the center of pressure.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that under the normal gait of young people, the 
geometric centerline of the plantar foot and the pressure centerline are suitable in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can be taken as a reference for the gait norm of young Chinese people. 
  
 

PU-672 

The study on the tension of flexor carpi muscle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was relieved by use of mechanical assisted 

stretching. 
 

Di Tang 

The military rehabilitation center of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Fujiazhuang hospital， The military Dalian 

sanatorium， 

 
Objective Stroke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 with high mortality and disability. 
It is common that the tension of flexor carpi muscle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was increased. The 
wrist and hand function would be affected, if it was improper handl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lieve 
tension of these muscles in patients. The device of mechanical assisted stretching for wrist flexion 
and extension manufactured by us was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We want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tension of flexor carpi muscles in patients could be relieved by using this device. 
Methods 38 cases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the different increasing tension of flexor carpi muscl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ach 19 cases). The patients of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were both treated by use of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Meanwhile, the device of 
mechanical assisted stretching for wrist flexion and extension manufactured by us was used in the 
patients of treatment group. Patients were sitting, and the forearm and hand were tied on the 
device. The motion range of the device was the normal range of wrist joint motion. The wrist was 
stretched in the direction of flexion and extension with slow, uniform speed and painless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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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ration of stretching which was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was from 30 seconds to 2 
minutes. It was 20 minutes treatment for each time, two times one day. It was 5 days for treatment 
and 2 days for rest each week. The tension of flexor carpi muscles in patients was assessed by 
use of the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before and after 1 and 3 month therapy.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rapy (p=0.531) and 
after 1 month therapy (p=0.545), whil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ppeared after 3 month therapy 
(p=0.008). It proved that the tension of flexor carpi muscles in the patients of treatment group was 
more relieved than that of control. 
Conclusions The device of mechanical assisted stretching for wrist flexion and extension 
manufactured by us wa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increasing tension of flexor carpi muscle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could be relieved by means of repeated and slow stretching by using this 
device. It could save human resources, standardize easily,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reatment and 
obtain better treatment effect by using it. 
 
 

PU-673 

Effect of high frequency rTMS on 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its resting-state fMRI mechanism 

 
Mingyu Yin,Xiquan Hu,Jing Luo,Bing Hu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high frequency rTMS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cognitive function (PSCI) and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brain activities of PSCI patients after the high frequency rTMS treatments through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technology. 
Methods 34 patients with PSCI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16) and the 
control group (n=18).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0Hz rTMS was applied over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for 20 minutes. For the control group, a sham treatment 
was given. Both groups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nce a day, 5 days a week and a total treatment for 
4 weeks. All patients received conventional cognitive function trainings 30 minutes a day.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 (MoCA),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the Vitoria version 
of the Stroop Test (VST) and Rivermead Behavioral Memory Test (RBMT) were assessed for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was assessed for ADL before and after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sessions. Among them, 14 patients received rs-fMRI scan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sessions and rs-fMRI observation index included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nd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Results After the rTMS treatment, both groups improved in executive function, memory and the 
general cognitive function (P<0.05). The executive functio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extent of improve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memory and the general cognitive function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he rTMS treatment, the ADL of both groups 
improved (P<0.05) and the extent of improvement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sides,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Ho increase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eft frontal lobe, the left temporal lobe, the left hippocampus, cerebellum 
and decrease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eft parietal lobe, the right parietal lobe and the right 
occipital lobe. ALFF increase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eft frontal lobe, the left temporal lobe, the 
left hippocampus, cerebellum and decrease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eft parietal lobe, the left 
middle cingulate gyrus and the right temporal lobe. For the control group, ReHo increase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right frontal lobe and decrease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eft parietal lobe, the left 
occipital lobe and the right precuneus. ALFF increase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right frontal lobe, 
the left occipital lobe and decrease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right temporal lobe, the left basal 
ganglia and bilateral parietal l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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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High frequency rTMS is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DL for 
patients with PSCI and it may due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resting-state ReHo, ALFF for cognitive 
related regions such as frontal lobe, temporal lobe, hippocampus areas and cerebellum. 
 
 

PU-674 

Sarcopenia as a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on in 
suburb-dwelling elderly Chinese populations: a 1-year 

follow-up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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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2.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EDA International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Cardiovascular Clinical 

College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incidence of new onset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ver a 1-year period in an elderly Chinese suburban 
population.   
Methods The sample comprised 691 Chinese community dwelling participants (304 men; mean 
age 67.5±5.7 years) without depressive symptoms at baseline, recruited from Chadian of Tianjin, 
China. We had documented detail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sociodemographics,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dical conditions. Sarcopenia wa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Asian Working 
Group for Sarcoprnia (AWGS) criteria. The outcome was new onset depressive symptoms at 
1-year follow-up, defined as a score of ≥11 on the 30-item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Results We found that 83 (12.0%) of the 691 participants without depressive symptoms at 
baseline had developed depressive symptoms. After multivariate adjustm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cidence of new onset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associated with sarcopenia,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People with a higher level of muscle mass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o develop depressive symptom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Conclusions We found that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creased with some chronic 
diseases, such as sarcopenia, T2DM and CVD. In addition, muscle mass was the most related 
protective factor among sarcopenia‘s three basic diagnosis components – muscle mass, muscle 
strength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Hence, maintaining enough muscle mass could be beneficial 
in the preven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the elderly. 
 
 

PU-675 

Efficacy o f Botulinum Toxin Type A Injection in Treatment 
of Scapulalgia after Stroke 

 
Dengchong Wu 

Wen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botulinum toxin type A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capulalgia after stroke. 
Methods  A total of 40 patients with stroke hospitalized in the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of the 
Wen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tween March 2016 and Dec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2 groups using a random parallel control study with a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otulinum toxin type A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exercise therapy, for continuous 4 
weeks. Patients‘ shoulder mobility and pain score were determined before grouping, 1 week, 2 
weeks 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efficacy in the 2 groups was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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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Flexion, abduction, and external rotation of the shoulder joint were obvious. One week 
after treatment, external rot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improved, which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rom that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wo and 4 weeks late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ill 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demonstrat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s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One week after treatment, flexion 
was improved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s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Four weeks later,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while flexion (ROM)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improved and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Moreover,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abdu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patients‘ VAS score in the 2 groups was improved obviously (P < 0.05). Patients‘ VAS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same periods, 
showing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s The injection of botulinum toxin type A into the articular cavity can reduce the pain 
degree of patients with scapulalgia after stroke (course of disease > 3 months) and improve the 
range of shoulder joint activity. Relieving scapulalgia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helps to 
improve motion function. 
 
 

PU-676 

The Study on Effects of Respiratory Training for Patients 
with Basal Ganglia Infarction Combined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Dengchong Wu 

Wen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respiratory training on sleep breathing parameters for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combined with OSAS. 
Methods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basal ganglia and 
OSA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spiratory training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0 cases each). All 
subjects underwent clinical data registration,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he respiratory training group accepted manual respiratory training, 45 min /day, 5 times a 
week, with a total of 8 weeks of train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evaluation of muscle 
strength of the respiratory muscle (diaphragm) were used to monitor maximum oral pressure and 
the weight that can be supported by the chest ,polysomnography were used to monitor 
the oronasal airflow, upper airway resistance, snoring, posture, chest and abdominal 
breathing, oxygen saturation. The impact of respiratory training on sleep breathing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through comparison of control group and self control.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respiratory training group improved 
more obvious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in apnea-hypopnea index (22.4±3.5  VS 

29.8±5.4 ), the average SaO2 (96.2±3.0 VS 93.2±4.4)，the lowest SaO2 (86.3±6.7 VS 75.4±10.2), 

the duration of lowest SaO2 (13.5±6.6 VS 20.3±5.8),the time percentage of SaO2<90%(10.5±6.9 

VS 18.6±11.7),evaluation of muscle strength of the respiratory muscle (diaphragm)（Ⅱ vs

Ⅲ）,maximum oral pressure（35.6±2.8vs48.4±3.1）. 

Conclusions The main methods of respiratory training include abdominal breathing training and 
resistance breath training, as well as oral and facial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of vocal organs, 
and postural cough expectoration training etc. Through these methods, not onl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respiratory function, but also can reduce airway resistance, decreased 
muscle tone of face and neck, effectively relieve patient‘s nocturnal sleep apnea symptoms. So 
it can be used as one of the methods of rehabilitation of brain injury complicated with sleep ap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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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77 

Onset admission interval (OAI) and length of rehabilitation 
stay (LORS) after stroke in a medium–sized city in China 

 
Baojuan Cui 

The 2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ehabilit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functional recovery of stroke survivors, onset 
admission interval (OAI) and length of rehabilitation stay (LORS) are sensitive quantitative 
indexes that measures post-stroke efficiency and utilization.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stroke rehabilitation can provide the healthcare administrator valid scientific bases upon which 
to construct effective policies. 
Methods OAI and LORS of 698 post-stroke patients i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1 and October 2013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mean time of OAI was 23.78±26.09days, over half of patients (56.7%) OAI were 7 to 
21days, more than one quarter(26%) did not begin until 28 days or more; The mean time of LORS 
was17.24±24.54 days, the majority(63.2%) of LORS was 14 days or less, only about 13% was 
more than 28 days; The OAI in second attack of stroke patients was earlier than first-ever stroke 
(19.26vs.25.13d),however, first-ever stroke with longer LORS(19.25vs.11.21d)( P<0.05,P<0.01); 
Ischemic stroke had earlier OAI (21.38 vs. 29.38d), while hemorrhagic stroke with 
longer LORS(23.11vs.15.96d) (P<0.01,P<0.01). 
Conclusions In China, post-stroke rehabilitation began as later OAI and ended as shorter LORS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Reinforce the rehabilitation concept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as 
well as the public and adjust medical insurance status are u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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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iz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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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Gao

1
,Tie-Bin Yan

2
,Li-Ming You

1
,Li K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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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develop items operationaliz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Rehabilitation Set to enhance the standardized and unified assessment 
in varied clinical settings. 
Methods Generation of validated operational items for the ICF Rehabilitation Set involved three 
phases.Phase I: developing initial proposed operational items. Three approaches were applied to 
develop an initial set of proposed operational items: (i) linking the items of the Short Form (36) 
Health Survey, the (36) item version of the WHO Disability Assessment Schedule (WHODAS 2.0), 
the WHO Quality of Life-100 (WHOQOL-100), and the modified Barthel index to the ICF 
Rehabilitation Set; (ii) literature review; and (iii) generation of self- developed operational items. 
Phase II: identification of candidate operational items for the expert survey.Phase III: validation of 
operational items through a national expert survey. 
  
Results Phase I: Initially, 166 operational items were generated using the three approaches. (i) 
106 items from the four instruments were linked to 24 categories of the ICF Rehabilitation Set in 
term of the published linking rules; (ii) 18 studies were initially searched and three were finally 
identified, which contained 34 operational items that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categories of the ICF 
Rehabilitation Set; and (iii) 26 self-developed items were added finally when the ICF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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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no corresponding item or the previous item(s) were not good enough to act as operational 
items. Phase II: 54 candidate items were selected for the expert survey in light of to be 
representative, have an appropriate evaluation method, and to raise no copyright concerns. Phase 
III: 30 Chinese experts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validated nine items from the assessment 
instruments, two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and 19 self-developed items for operationalizing the ICF 
Rehabilitation Set.  
Conclusions The ICF Rehabilitation Set is proposed as a tool to measure functioning among a 
clinical population in Chinese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It needs to be applied in a transparent and 
reliable way and considered from a measurement perspective. The 30 operational items validated 
could potentially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CF Rehabilitation Set in clinical setting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point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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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 -term clinical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phys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anterior disc 

displacement of the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TMJ) without 
reduction 

 
Shuai Fan,Bin Cai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long-term clinical efficacy of comprehensive phys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anterior disc displacement of the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TMJ) without reduction. 
Methods  
METHODS Total of 256 patients with chronic ADDwoR (The course of disease was 8.4 ± 9.6 
months) who completed the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s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followed up. Symptoms and function pre-treatment, post-treatment 
and during follow-up including the maximum active mouth opening(mm), visual analog scale(VAS), 
mandibular function impairment questionnaire (MFIQ) score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current frequency and symptoms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too. SPSS 17.0 statistical 
software package was used for data processing. The data were compared with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repeated measurement. 
Results The follow-up was last 30.5±4.6 months. The patients' maximum mouth opening: 
pre-treatment<post-treatment < follow-up (P<0.05); Patients' VAS : pre-treatment>post-treatment> 
follow-up(P<0.05); Patients' MFIQ: pre-treatment>post-treatment> follow-up(P<0.05). The 
follow-up showed that 82.8% patients didn't recurrent symptoms, 14.5% had recurrence and the 
symptoms were not improved in 2.7% of patients. Among 37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recurrent 
disease, 70.3% had pain, 13.5% had mouth opening limitation, and 13.6% had pain with mouth 
opening limitation. 
Conclusions Comprehensive physical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pain and improve mouth 
limitation improv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ADDwoR of TMJ, and long term efficacy was good. The 
causes of recurrence in some patients need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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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80 

Study on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miR-22-3p targeting 
HDAC4 in glioma 

 
Junyan C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Glioma is the most lethal type of primary brain tumor characterized by aggressiveness 
and poor prognosi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lucidating the molecular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glioma oc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and provide new target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lioma. 
Methods This project aims to test the regul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22-3p and HDAC4 
through the luciferase report gene analysis,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miR-22-3p on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glioma cells in vitro, to explor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miR-22-3p on glioma in vivo, and 
further to elucidate the upstream signal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miR-22-3p, finally to reveal 
the molecular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miR-22-3p-HDAC4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lioma.  
Results  Our previous study found that HDAC4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glioma tissues 
and glioma cell lines. The abilities of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markedly inhibited in HDAC4 
knockdown U251 cells. At the same time, the target gene of HDAC4 acting as miR-22-3p was 
confirmed by miRNA chip data analysis and preliminary test.  
Conclusions we speculate that the glial cells are subjected to external signals stimuli, which could 
reduce the transcription of miR-22-3p, following enhance the expression of HDAC4, activate the 
target gene of the downstream,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gl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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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most relevant determinants of dis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Methods 60 adult PD patients were consecutively enrolled. The ICF checklist was administered in 
individual sessions. All subjects were classified using the ICF categories in the four-level version. 
ICF categories reported as a problem by more than 20% of patient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Results 60 patients were interviewed. In total, 47 categories, of which 15 were from body function 
and body structure, and 20 were from the component of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 and 12 were 
from environment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Among body functions, b134 sleep, b152 emotional 
functions and b765 involuntary movements were reported most frequently. Among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 several difficulties were reported, particularly when capacity qualifiers and broad 
differences between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were take into account. Finally, environment factor 
categories were mostly reported as facilitators, particular those connected with health care. 
Conclusions ICF is a useful tool to describe health status in PD patients in that it underlines 
important aspects of daily living generally not considered by acting of daily living scales such as 
communicatio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recreation and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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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82 

Early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mproves functional outcome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patient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a three-arm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Hairui Yu
1,2

,Qi Guo
1
 

1.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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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R) therapy including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and general 
ward was recommended for patient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CABG).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benefits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and tried to explore how important the rehabilitation in 
ICU. 
Methods A three-arm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xploring the importance of rehabilitation in 
ICU was conducted in patients after CABG. One hundred and fort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control group (n=46); single general ward rehabilitation group (n=47); or combined 
ICU with general ward rehabilitation group (n=47). Th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consisted of 6 steps 
including moving on the bed, sitting on the edge of bed, standing, walking along a bed, walking in 
the room, and walking outside the room. Therapists who undertook patient assessments were 
blinded to treatment assignment. The outcome measure was a composi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Barthel Index and 6-min walk distance (6-MWD). 
Results The groups were well balanced in terms of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mbined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6-MWD (by 85.7 m, p=0.001), Barthel Index (by 13.8 scores, p=0.001). The 
length of ICU stay and hospital stay for the combined CR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horter 
compared to the usual care group by a mean 7.2 hours and 0.42 days (44.2±13.0 vs. 51.4±14.1 h, 
p=0.003; 6.84±1.24 vs. 7.26±1.83 d;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Early CR in the inpatient phase following CABG improves walking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t discharge from hospital. We also find that ICU rehabilit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early CR process. 
 
 

PU-683 

the Effects of Imoove Elliptical Motion Combined with 
Robotic Assisted Gait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Spinal Cord Injury 

 
Hao Xiong,Xiang Mu,Hua Yuan 

Xijing Hospital，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pinal cord injury (SCI) is a seriou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which harms 
patients'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badly.As a non-invasive method to improve functions of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SCI,exercise training is widely used.We have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in the past decade.A growing number of new machines are being applied in clinical 
treatments.The research is designed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elliptical motion combined with 
robotic assisted gait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SCI. 
Methods Forty-six patients (aging from eighteen to forty-five) with incomplete SCI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twenty-three patients for each group.All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s.Besides,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Imoove elliptical motion exercises (20min per day,6 times per week) and 
robotic assisted gait training (20min per day,6 times per week).The functions of patien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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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ed by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Berg Balance Scale (BBS)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MAS) before the treatments and after eight-week treatments. 
Result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are observed in both groups after eight-week 
treatments ,compared with the assessments before treatments (p<0.01).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have better improvements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Imoove elliptical  motion combined with robotic assisted gait training is a good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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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TOmed Virtual Scen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Electromyographic and Biofeedback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pastic Cerebral Palsy 

 
Luna He,Lina Wang,Jing Gao 

Huai‘an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TOmed virtual scen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electromypgraphic biofeedback therapy and single electromyographic biofeedback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pastic cerebral palsy which will provide a feasible, effective and 
scientific programme for the physical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Methods A total of 48 cases of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were collected between 2014 
and 2016 treated in the Children's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of t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of Huaian City among which 25 cases were treated by MOTOmed virtual scen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electromypgraphic biofeedback therapy based on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23 cases by single electromyographic biofeedback therapy.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88（GMFM-88）was respectively used to 

assess all the children gross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DL)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observation of daily life activities for the children.  
Results Both GMFM and ADL score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whos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GMFM and ADL scores in th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os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MOTOmed virtual scen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electromypgraphic biofeedback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gross motor function and daily life activity ability of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which is distinctly better than that of single electromypgraphic 
biofeedback therapy. 
 
 

PU-685 

ERAS and its applicability for emergency laparotomy 

 
Yunqiang Chen,Shijiao Yan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 for emergency 
laparotomy. 
 Methods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 has been applied and confirmed to 
remarkably reduce stress response of patient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decrease complication 
occurrence rate, shorten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accelerate convalescence. It‘s been 
considered as a new concept, which may change surg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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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 remedy just like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MIS). ERAS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lots of surgical areas, especially in elective colorectal surgery, but not in emergency laparotomy 
remedy. In this article, combining the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the mechanism, significance, 
scheme and organization of applying ERAS protocols in emergency laparotomy will be introduced 
through discussing the applicability, feasibility, valid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ERAS 
in emergency laparotomy remedy, which should be hoped to extend the theory and become the 
new mode of emergency laparotomy remedy.   
Results The consistent delivery of evidence-based ERAS protocol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mortality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emergency laparotomy. 
Conclusions Although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the use of ERAS in emergency surgery, some 
existing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flexibility,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ERAS 
measures. Future research are need to confirm the suitability of ERAS for emergency operations 
in a more extensive level, and may also further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he nature of the emergency laparotomy, in order to form a surgery clinical path of ERAS on 
emergency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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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test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a synergy-based multi-muscle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ES) strategy to accelerate post-stroke motor function recovery via a new 
task-oriented training protocol. 
Methods A randomized, single-blind, placebo controlled protocol was designed and tested in this 
study. Daily FES interventions were applied to patients, approximately one hour each day for 5 
consecutive days. Stimulation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for each patient using an algorithm 
based on muscle-synergies obtained from healthy subjects. The task-oriented training protocol 
required patients to repeat forward and lateral reaching movements, with concurrent assistance 
from FES. Sham interventions were tested with all FES electrodes attached but without actual 
stimulations.20 patients with ischemic post-stroke hemiparesi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FES 
interventions were applied to 10 patients, and 10 patients received sham interventions. We 
measured kinematics, electromyography, and upper-extremity Fugl-Meyer score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5 days of FES intervention, all patients showed increased Fugl-Meyer scores and 
peak movement velocity. Interestingly, the post-intervention muscle synergy in patients became 
more similar to that of healthy controls. No comparable improvements were observed after sham 
interventions. Particularly, a self-comparison in the patient received both sham and FES 
interventions highligh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FES with task-oriented training.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provided early evidence that there is clear clinical benefit to concurrently 
stimulate multiple muscles to assist residual movements using FES, and synergy-based FES 
induces restoration of more normal kinematics and muscle activation pattern. The FES and 
task-oriented training protocol showed initial indications of effectiveness with a short-term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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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87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bining with Mulligan Mobilisation with Movement 
(MWM) for Chronic Medial Ankle Pain: A Case Report 

 
Wei Xin,LI JIANG,ZULIN DOU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Research has reported that about 30% of ankle injury could develop into chronic ankle 
pain and impair ankle motor function, thereby severely affecting the motor function of patients and 
reduc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Numbers of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MWM has an immediate 
effect of pain reduction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or chronic ankle pain. Additionall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main cause of chronic musculoskeletal pain is due to local musculoskeletal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entral sensitization, the brain has pain memory and changes in the 
cortex, so that the pain may be maintained in the affected body area.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combining Mulligan 
MWM for a patient with chronic medial ankle pain, which is used to improve the pain memory in 
the brain and local ankle pain and motor function. 
Methods  A 51-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6-year experience of left medial ankle pain history, no 
fracture,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other contraindications of manual therapy. The patient's left 
ankle joint was treated with MWM an anterior-posterior-glide applied to the distal tibia with 
stabilisation of the posterior foot while the patient performed active dorsiflexion in weight bearing 
on a step, executed into resistance, but without pain. Three sets of 10 repetitions were performed 
a day, five consecutive days per week for two weeks. After MWM, 800 meters of painless walking 
training was performed. During the process, the patient was educated with knowledge of pain 
mechanism and received encouragement active exercise in a painless state. The active and 
passive range of motion (Range of Motion), including dorsiflexion, plantarflexion, inversion, and 
eversion, was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pain was assessed by using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at the maximum joint motion in each activity. The time of 800 meters in the 
painless state in the fastest speed walking was also assessed. 
Results After the first two weeks of treatment, the active and passive dorsiflexion, plantarflexion, 
inversion, and eversion ROM improved. The pain at the maximum at the end range of dorsiflexion, 
plantarflexion, and eversion pai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4.5/10, 4/10, and 3/10, respectively). 
The time of painless 800-meter walking was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before treatment: 13'22''; 
after treatment: 09'45'').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in with medial ankle pain hav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active and passive joint motion after 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Mulligan 
MWM. The pain of ankl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motor function wa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In the future, larger sample sizes and longer follow-up are needed to explore th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combining Mulligan M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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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Remission of Myopathy with MYH2 Deficiency after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A Cas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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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inherited myosin myopathies caused 
by mutations in myosin heavy chain (MyHC) genes. 
Methods A 35-month-old Chinese girl was admitted for a motor developmental disorder 
associated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a gener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plan was performed. In the meanwhile, whole-exome sequencing was executed as well. 
Given this accurate diagnosis, clinicians modified the treatment strategy for the patient in a timely 
manner. 
Results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revealed decreased muscle strength and muscle tone in her 
lower limbs and facial muscles combined with poor sitting and standing balance function. Based 
on this primary assessment, a gener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plan for the girl was established; this 
plan involved balance training,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in the lower extremities, walking training, 
gross and fine motor function training, and family education. However, after the first phase of 
training, she showed little improvement in motor skills and balance function. In the meantime, 
whole-ex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and novel heterozygous mutations (c.2266G>A; 
c.4258C>T) were discovered in the patient‘s MYH2 gene. These two mutations were predicted to 
be pathogenic mutations that can lead to proximal myopathy and extraocular muscle paralysis, 
mainly in type 2A muscle fibres. Given this accurate diagnosis, clinicians modified the treatment 
strategy for the patient in a timely manner. Active exercise and endurance exercise were added to 
the origin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programme to shift expression of the myosin heavy chain isoform 
from fast to slow. Twelve weeks after beginning optimize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patient‘s 
gross and fine motor function had notably improved. In addition, her ability to stand, walk and jump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Conclusions In this report, we describe the clinical remission of myopathy with MYH2 missense 
mutations after 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Precision medicine is incredibly helpful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suitable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for patients with unexplained myopat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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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Rehabilitation improves motor impairment after stroke. Patients could regain the control 
of their proximal extremity. But impairment of distal extremity often lasts and this remains as a 
difficult and important issue in rehabilitation. We designed this study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EEG-based brain-computer-interface with arm robots in chronic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Six chronic stroke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 24-Channel High-Resolution 
EEG Systems following 10-20 international system was used to record the EEG signals which can 
be analyzed to evaluate participants‘ motor imaginary ability. EEG-based BCI system was used to 
train the stroke patients. Wrist active extending range of motion was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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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ole training.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when they completed the 
whole therapy. 
Results All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whole sessions of the treatment. Five participants could 
extend paretic wrist after the treatment.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therapy and 
none of them complained severe adverse effects.  
Conclusions Chronic stroke patients could tolerate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ased arm robots 
treatment. Further randomized control study is need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therapy. 
 
 

PU-690 

Effect of upper-limb rehabilitation auxiliary equipment on 
hemiplegic patients after stroke 

 
Shuya Wang 

Xijing Hospital 

 
Objective Most patients have upper-limb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For rencent years, there are 
virous approaches to restore the function of upper-limb extremities.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upper-limb rehabilitatiopn auxiliary equipment for hemiplegic 
patients after stroke. 
Methods 34 hemiplegic patients after stroke were randomly de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17 of them for each group. All patients accepte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accete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rom our physical therapists. The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trained with upper-limb rehabilitation auxiliary equipment, 20 mins/day, 
6times/week for 6weeks. The motor functiion of upper-limb was assessed by 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 (FMA), and 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FMT) before and after 6 weeks. 
Results All the upper limb motor function of the 34 hemiplegic patients improved after 6 weeks 
training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Conclusions This devices can address the problem that there are not enough therapists for 
patients after stroke needing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of upper-l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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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amantadine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in vegetative state with post-traumatic brain 

injury patients 

 
He Li,Guoxing Xu,Zhenlan Li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wakening effect of amantadine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in vegetative state with post-traumatic brain injury patients,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We enrolled 29 patients who were in a vegetative state 4 to 16 weeks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who were receiving inpatient rehabilitation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5 to January 2018. The average age was 48.35±11.90 years old, including 20 
males and 9 females. All the patients were received inpatient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for 2 
weeks, including positioning, passive range of motion, passive limb stretching, wake-up therapy 
(stimulation of smell, taste, vision, touch, etc.), physiatry, and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therapy, 60 
minutes each time, once a day. After 2 weeks treatment, 15 cases who prefer to receive 
amantadine with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were joined in treatment group and 14 case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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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only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were joined in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wishes of 
patients' families. All the subjects received inpatient rehabilitation for 8 weeks. The medication 
regimen was: the patients received amantadine at a dose of 100 mg bis in die from 3 to 4 weeks 
after hospitalization. The dose was increased to 150 mg bis in die at the 5th week and to 200 mg 
bis in die that from 6 to 10 weeks.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the disability rating scale (DRS) , the 
coma recovery scale-revised(CRS-R) and the Rancho Los Amigos Levels of Cognitive 
Functioning Scale(RLA) on the baseline, the week 2 (2weeks after treatment), week 6 (6 weeks 
after treatment), and week 10 (10weeks after treatment) to assess the level of arousal,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RS score, CRS-R score, and RLA grades 
between baseline and week 2(p>0.05) in the two groups. Comparison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ll 
the scores were similar between the baseline and week 2(p>0.05) . While the improvement in all 
scores between week 2 and week 6 were significantly (p<0.05) . Compared with week 2, all the 
score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in week 10. The improvement in all scores 
between week 6 and week 10 were significantly (p<0.05).Compariso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RS scores, CRS-R scores, and RLA grades between the 
baseline and week 2 (p>0.00). All the scores were similar after treatment 6 weeks (p>0.05).While 
after 10 weeks treatment, all the score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rovement between week 6 and week 10 were significantly (p<0.05)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week 6 and week 10,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in all the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Amantadine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can accelerate the pace of 
the consciousness recovery in the vegetative state with post-traumatic brain injury 
patients.Amantadine has a certain role in improving cognitive function, and it may improve the 
long-term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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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 research on robot-assisted with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for upper limb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y 

ability after stroke 

 
Rongrong Jiang,Yan Chen,Hanxiong Gao,Lijuan Luo ,Zhengmao Ye ,Cuihuan Pan,Nan Hu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obot-assisted training combined with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VR) for hemiplegic upper limb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y ability with 
post-stroke.Further analysesCorrelation Between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y ability. 
Methods We choosed 40 patients who were conformed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f post-stroke 
hemiplegic upper limb dysfunction.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Every patients received the same basic treatment,including drug therapy and 
exercise treatment.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by the robot-assisted training combined 
with virtual video gam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occupational 
therapy.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2 weeks,one time a day. a total of 12 times and every time 
for 30 minutes.Every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by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y ability.The assessment of motor function includes Brunnstrom atage、Fugl-Meyer score. 

The assessment of activity ability includes 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Motor activity log(MAL) 

and Upper extremity functional index(UEFI). 

Results 1.Improvements in Brunnstrom stage of upper arm and hand、FM score of upper arm 、

wrist and total score of F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P＜

0.05). Improvements in Brunnstrom stage of hand、FM score of upper arm、and total score of F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Improvements in FM sco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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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arm and total score of FM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following the robot-assisted training 

combined with VR training than the conventional occupational therapy(P＜0.05). 

2.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MBI score、UEFI and MAL score (including Amount of use and Quality 

of movement) were found in both groups after the treatment(P＜0.05).Improvements in AOU and 

QOM were significantl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Motor function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e activity ability. AOU score had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FM score of upper arm、wrist、hand and total score of FM.QOM and UEFI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FM score of upper arm、hand and total score of FM. MBI 

had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FM score of hand and weak correlations with FM score of upper 

arm、wrist and total score of FM. 

4.Significant increases were found in MBI in both group after one month follow-up. Improvements 
in MBI were significantl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one month 

follow-up(P＜0.05). 

Conclusions 1.Both groups are benefited in upper limb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y ability of 
post-stroke by the intervention. 

2.Improvements in motor function、amount of use and quality of movement of hemiplegic upper 

limb and hand after stroke by robot-assisted training combined with VR were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occupational therapy.And have a certain forward effect in activity of daily life. 
3.Rehabilitation could improve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y ability of hemiplegic upper limb and 
hand after stroke.And they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PU-693 

Effect comparison of ultrasound-guided accurate injection 
and microwave treatment in the recovery of rotator cuff 

injury 

 
Bo Zeng,Ying Liang,Pingzhi Wang,Quanbing Wang 

Shanxi Dayi Hospital 

 
Objective To verify whether the recovery effectiveness of ultrasound-guided accurate injection is 
better than microwave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rotator cuff injury.  
Methods Thirty rotator cuff injured patients who were confirmed in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outpatient section of Shanxi Dayi hospital before 2016, and who was treated with microwave 
treatment were involved in physical therapy group.Thirty rotator cuff injured patients who were 
confirmed in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outpatient section of Shanxi Dayi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6 to September 2017, and who was treated with ultrasound-guided shoulder injection of 
betameThasone were involved in  ultrasound-guided injection group. The shoulder active flextion 
range of motion (AFROM) and active abduction range of motion (AAROM) and visual analogue 
score (VAS) was compared before treatment and immediately ,1 week ,2 weeks 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FROM and AAROM 
and decreased in VAS score at immediately after treatment,1 week,2 weeks and 4 weeks post 

treatment in two groups (both P＜0.05).Compared with physical therapy group,the VAS score of 

ultrasound-guided injec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ecrease at immediately after treatment,1 

week,2 weeks and 4 weeks post treatment (P ＜ 0.05),especially at immediately after 

treatment.Compared with physical therapy group,the  AFROM and AAROM of ultrasound-guided 
injec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ncrease at immediately after treatment,1 week,2 weeks and 4 

weeks post treatment (P＜0.05),especially at immediately and 1 week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s 1.Ultrasound-guided shoulder injection of betamethasone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rotator cuff injury with 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less adverse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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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technique can relieve the pain obviously and rapidly,and increase the shoulder active 
flextion and abduction range of motion. 
3.The main cause of shoulder pain caused by rotator cuff injury is acromion sac. 
4.The injury of the rotator cuff is most common in the supraspin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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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organic mutism 
complicated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two cases report 

 
Hong Zhang,He Li,Xiaowei Chen,Guoxing Xu,Zhenlan Li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n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Mutism is a rare complication after brain injury,patients can't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spoken language with a clear awareness ， good understanding and no facial 

abnormalities. If patients also suffere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t will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ir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and daily liv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training in the trestment of 
organic mutism complicated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Methods Two cases of organic mutism complicated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caused by brain 
tumor operation and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We used the aphasia 
severity classification in Boston diagnostic aphasia test (BDAE) to evaluate the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oral expression.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and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 (MoCA)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The 

Barthel Index（BI）was used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of (ADL) those patients. Both 

patients received cognitive function training in combination with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The anode of the electrode plate was placed in the prefrontal lobe of the 

affected side of the brain and the cathode was placed in the contralateral deltoid muscle. The 
dosage was 1.4ma for 20 minutes a time,once a day, 6 days a week, patient one recieved 
two-week treatment while patient two had four-week. The subtests of MoCA were analyzed by 
paried t-test pre- and post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Results The results of patient one pre and post treatment are as follows：BDAE(level 0, level 3）; 

MMSE(10 scores, 20 scores); MoCA (6 scores,14 scores, P<0.05);BI(15 scores, 50 scores).The 
results of patient two pre-and post teratment as follows: BDAE(level 0, level 4); MMSE(12 scores, 
25 scores); MoCA(6 scores, 21scores, P<0.05); BI(5scores, 65 scores). After treatment, the oral 
expressi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DLof the two patients were sigi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Conclusions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training can promote 
the oral ex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organic mutism complicated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thus improve the patients'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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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le Sprain Injury in Basketball Players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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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Nantong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report is to describe the rehabilitaton of a patient who is a 
basketball player with sprain a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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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Clinical Features A 35-year-old man presented with pain and swelling of his 
left ankle immediately following a jumping when playing basketball a few days earlier. After 
landing on an opponent‘s foot after a jump shot. His ankle went over and it was very painful. The 
ankle swelled very quickly and he could not fully weight bear. Later that day the patient went to 
A&E and a check x-ray confirmed that there had been no fracture sustained. And he had nothing 
significant past medical history.  
From phase one to phase five: early recovery phase; functional ADL;basic muscle 
strengthening;basic sports function; and sports drills. 
Results Outcome: With the use of an ankle brace this patient was able to compete for sports with 
no pain and no risk of re-injury.  
Conclusions  As this case, gett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and early treatment for an injury is vital 
to ensure the damaged structure heals in the best possible position. And the correct rehab 
methods are necessary but remember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he exercise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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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Network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at Taixi in the 
Elderly Adults Based on a New Experimental Design 

 
dan wang 

The Affiliated Shenzhen Baoan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fMRI study makes a comparison of brain activation and brain network connectivity 

induced by normal acupuncture and shallow acupuncture at Taixi. Besides，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the brain central mechanisms of acupuncture at Taixi in the elderly, which can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acupuncture effect in anti-aging. 
Methods Twelve healthy elderly right-handed volunteers were recruited. All 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to receive normal acupuncture (12 cases) and shallow acupuncture (12 cases) at KI3 
(Taixi) at different period. An acupuncture needle was inserted in acupoint KI3 on the right leg. 
After sterilizing, the needle was inserted vertically to a depth of 1-2cm in normal acupuncture, but 
of 1-2mm in shallow acupuncture. The other operations were the same in both groups besides the 
needling depth. All the MRI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 3.0T Phillips MRI scanner. The MRI scan of 
this study consists of anatomical scans and functional scans of acupuncture stimulation. A 
10-point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as adopted to self-rate the intensities about the ―Deqi‖ 
sensation after research. General linear model was used to analysis brain activations. Afterwards, 
we adopted graph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t resting-state 
after normal acupuncture or shallow acupuncture.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 connectivity of the brain network. Finally, we compared the acupuncture sensation, 
brain activation, brain network connectivity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ensations of soreness, numbness, fullness and warmth were found to be stronger 
for RA than for MA. Compared with the shallow acupuncture group, the positive activation regions 
in normal acupuncture group distributed in Left central gyrus, central anterior gyrus,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right medial frontal gyrus. And the negative activation regions distributed in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superior frontal gyrus, parahippocampal gyrus, culmen and 
precuneus. Compared with the shallow acupuncture group,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normal acupuncture group showed an increase mainly in frontal and temporal lobe.Compared the 
effective connectivity of network between normal acupuncture and shallow acupuncture at Taixi in 
elderly adults,the connectivity strength between the hippocampus and caudate nucleus is the 
greatest,followed by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orbit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hippocampus.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shallow acupuncture, normal acupuncture can induce stronger 
acupuncture sensation, activate cognitive related regions and regulate the aging related functional 
network and effective network, which make a foundation of acupuncture for anti-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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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sticity of the corticospinal tract in children with 
obstetric brachial plexus palsy after Botulinum Toxin A 

treatment 

 
chan chen,Yu-lan Zhu,Si-da Xi,Han-qiu Liu,Wei-wei Wang,Fang Li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Botulinum toxin A (BTX-A) intervention has long-term benefit for abnormal muscle 
co-contraction in children with obstetric brachial plexus palsy (OBPP). Although cortical plasticity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plasticity in white matter has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Here, six 
children with OBPP underw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before and 6 months after BTX-A treatment. The aim was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the corticospinal tract (CST) as an example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of white matter plasticity. 
Methods Deterministic fiber tracking with a Fiber Assignment by Continuous Tracking algorithm 
wa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CST. Fiber tracts passing through a region of interest (ROI) in the 
posterior limb of the internal capsule and a target ROI in the upper-limb representation of M1 
(defined by task-related fMRI) were selected as the CST. 
Results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mean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n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fiber number after treatment. We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DTI 
metrics and clinical motor function assessments.Although the correlation result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y support the notion that BTX-A treatment causes white matter plasticity 
and has a positive long-term outcome. We presume peripheral deafferentation leads to altered 
information flow, which results in the positive adaptation of white matter.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novel insight into cerebral plasticity following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and indicates that a combination of relatively non-invasive therapies can accelerate 
plasticity of sensorimotor circuits and promote functional recovery in OB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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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cupoint stimulation ways 
on CFA-induced inflammatory pain 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SD male ra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n=10): Vehicle+Sham Electroacupuncture 
(Veh+Sham EA), CFA+Sham EA(CFA + Sham EA), CFA+ EA (CFA+EA), CFA+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CFA+TEAS). At Day4 after CFA injection, We used Vonfrey and 
PWL to test the effect of acu-point stimulation on CFA-induced mechanical allodynia and thermal 
hyperalgesi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t Day5, 1.5 hours before till to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in the right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 of rats, use microdialysis to collect dialysate to analyse the level 
of adenosine with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 
Results At Day4 after injection of CFA, EA and TEAS treatment can obviously increase the pain 
threshold of CFA-induced inflammatory pain rat model. As the mechanical allodynia show, 
compared with the Veh+Sham EA group and CFA + Sham EA group, the Vonfrey result of CFA + 
EA group and CFA + TEA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after the treatment, 
PWL results also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P < 0.05); But between CFA + EA group and CFA + 
TEAS group, both Vonfrey and PWL have no obvious difference (P > 0.05).At Day5, compar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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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Sham EA group and CFA+sham EA group, the adenosine of CFA + EA group and the 
CFA +TEAS group improved obviously (P<0.05), bu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Vehicle+Sham EA group and CFA+sham EA group about the adenosine in them. 
Conclusion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EA and TEAS on alleviating the CFA-induced 
inflammatory pain.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increasing adenosine in the micro dialysate is a 
possible mechanical of EA and TEAS on CFA-induced inflammatory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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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lthough perioperative care during heart surgery has improved considerably, the ra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has remained stable. Although grip strength has been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t has not been concluded how to better apply grip 
strength (absolute value, relative value, or other) to clinical,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ur 
previous research showed there wasn‘t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absolute value of grip with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So our study aimed at researching whether grip strength fluctuations 
could lead to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30 days after surgery), exclude the effect of surgery 
related factors. 
Methods There were 212 people who underwent cardiac surgery included in our study. Grip 
strength was measured prior to surgery and five days after surgery. And we calculated the 
percentage of grip fluctuation. We defined the lowest quintile as the poor recovery group (n=43). 
Patients were assessed 30 days after the surgery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y had 
complications.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length of ICU stay was longer in group 2 (low recovery) than in group 1 
(normal recovery), with 52.7±22.9 hours versus 44.3±14.3 hours, respectively.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t 30 days were higher in group 2 (48.8%) than in group 1 (8.9%). After adjustment, 
including adjusted the length of ICU staying, the low recovery group risk of complications was 
23.95(4.13-56.75) times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recovery group. 
Conclusions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early postoperative poor grip strength recovery 
was independent of ICU staying duration, predicting an increased risk of complications within 30 
days of surgery. This observation may benefit recovery and early rehabilitat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PU-700 

Insights into neuroinflamma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its 
role in neuronal death and potential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Xiaolong Sun,Fen Ju,Fei Tian,Chenguang Zhao,Hua Yuan,Xiang Mou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arkinson‘s Disease (PD) is the second most commo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The typical motor symptoms include bradykinesia, rigidity, and resting tremor, which negatively 
impact living quality of patients. These symptoms are caused by progressive loss of dopaminer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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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ns in the substantia nigra (SN). Despite intensive studie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neuronal death remain largely unknown. One remarkable pathological character in PD is the 
reactive glial cells mediated neuroinflammation. In this study, we firstl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neurotrophic factors‘ pro forms, produced by reactive glial cells, on the survival of neurons. Then, 
we focused on the regulation of neuroinflammation in PD. 
Methods The expression profile and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neurotrophic factors‘ pro forms 
including nerve growth factor (proNGF),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proBDNF) and 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proGDNF), were examined in the reactive glial cells in vitro and in 
PD models. Then, growth arrest specific 1 (Gas1), a tumor growth suppressor oncogene, was 
identified as a novel modulator of the cell apoptosis of reactive astrocytes in primary culture and 
the injured SN of PD models. Immunohistochemistry, ELISA, CCK-8, LDH, TUNEL, flow cytometry, 
and siRNA knockdown technologies were used in our study. 
Results Synthesis and extracellular release of proNGF protein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reactive microglial cells 12 h-48 h after LPS exposure, whereas no significant changes of 
proBDNF were observed in these microglial cells. The proNGF treatment for 24 h could result in 
apoptotic cell death of SH-SY5Y cells. More interestingly, the proNGF-induced apoptosis signaling 
complex was also found in the nigral dopaminergic neurons of PD models. Besides proNGF, w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accompanying the activation of astrocytes induced by LPS stimulation, 
proGDNF was increasingly produced and secreted as the uncleaved form in PD models and cell 
culture. Unexpectedly, Gas1 expres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the majority of the reactive 
astrocytes in the injured SN of LPS or MPTP-lesioned models, simultaneously with higher levels of 
cleaved caspase-3 expression in the reactive astrocytes. In cell culture, the apoptosis effect of 
Gas1 on reactive astrocytes was further confirmed through siRNA knockdown of Gas1 gene 
expression. The potential underlying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evidently relat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Bax/Bcl-2 ratio, the abundant gener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the activation of 
cleaved caspase-3. 
Conclusions The increased proneurotrophines in reactive microglial cells and astrocytes during 
neuroinflammation may contribute to the progressive debilitating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Gas1 
may function as a novel regulator of astrogliosis and is thus a potential intervention target for 
inflammatory events in P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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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has proven a successful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end-stage arthritis and other knee disorders. The Forgotten Joint Score (FJS) is a newly 
developed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 questionnaire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awarenes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translate and 
adapt the FJS into a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SC-FJS), and evaluated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SC-FJS in native Chinese-speaking patients underwent TKA, and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we tested includ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guidelines. Between March 2015 and September 2015, 150 patients underwe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t least 1 year before the evaluation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and completed two 
rounds of questionnaires. Cronbach's α and intra-class correlation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reliability. Validity for SC-FJS was evaluated in dimensions of content valid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To assess content validity of SC-FJS, we invited one rehabilitation expert and three 
orthopedic experts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ent in each item and state of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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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construct validity meant that the questionnaire correlated well with measures of the same 
construct (convergent validity) while correlating poorly with measures of different constructs 
(divergent or discriminant validity). Construct validity was analyzed by evaluating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SC-FJS and Knee Injury and Osteoarthritis Outcome Score (KOOS), and the short form 
(36) health survey (SF-36). 
Results Each of the 12 items was properly responded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items. SC-FJS 
had excellent reliability [Cronbach's α = 0.907,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 0.970, 95 % 
CI 0.959-0.978). Elimination of any one item in all didn‘t result in a value of Cronbach's α <0.80. 
SC-FJS had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Symptoms (0.67, p <0.001) and Pain (0.60, p < 0.001) 
domains of KOOS, and Social Functioning (0.66, p <0.001) domain of SF-36, and it also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Function in Daily Living (0.53, p <0.001) and Function in Sport and 
Recreation (0.40, p <0.001) domains of KOOS, and physical subscale of SF-36 (0.49-0.53, p 
<0.001), but had a low correlation (r =0.20) or not significantly (p >0.05) with mental subscale of 
SF-36. 
Conclusions In summary, FJS was successfully translated and cross-culturally adapted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The SC-FJS demonstrate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evaluation of 
mainland Chinese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TKA. Suggestion for improvement of FJS would be 
adding the choice ―I can‘t do this‖ to Item 12 scoring 0. The FJS seems promising and this work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use of FJS by physicians and researchers in mainland China in dat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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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umbosacral orthoses (LSOs) on postural control in 
individuals with or without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NSLBP). 
Methods Individuals with NSLBP (n = 28) and healthy controls (n = 28) were enrolled to assess 
the postural control with or without LSOs. Postural control was tested using the Balance 
Master®NeuroCom system by the modified clinical test of sensory interaction and balance. 
Results Relative to controls, patients with NSLBP had deficits in postural control with greater 
center of pressure (COP) sway velocity when standing on firm surface (with eyes open: p = 0.002; 
with eyes closed: p = 0.002) and standing on foam surface (with eyes open: p = 0.024; with eyes 
closed: p < 0.001). In the braced condition, the COP sway decreased in all subjects with or without 
NSLBP when standing on foam surfac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LSOs 
on postural control between NSLBP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s. 
Conclusions Individuals with NSLBP have poorer postural control than controls. LSOs seem to 
improve postural control when standing on unstable surfaces in subjects with or without NSLBP. 
The effect of LSOs on postural control may not depend on the level of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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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s of Selecting Outcome Measures in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Field 

 
pu wang,Qinsha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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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PRM) aims to enablepersons who experience 
impairments, disability, and/or functional limitations to achieve and maintain optimal 
functioning.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is quantification of an observation bya standard unit.It plays 
critical role cross through the whol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are to describe to 
clinician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PRM field, the appropriate attributes and standardsrequired 
for selecting the appropriate assessmentsand outcome measurements. 
Methods We reviewed and selected12 measures of physical function for review because they 
have been usedwidely in this fieldand som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e literature. Three major concerns are discussed: (1) appropriateness of 
the measure for the targeted population, (2) practical aspects of test administration, and (3)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These concernsare illustrated using examples from the 12measures. 
Results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theassessment, and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assessment will 
beused, are discussed. Examples of recommendations of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garding what and how toassess are presented. Suggestions are made about the selectionof 
assessment tools. 
Conclusions The choice of an appropriate assessment or outcome instrumen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linical practiceandresearch. Considerable care must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thebest 
possible assessments are chosen for the task in hand, andthat, wherever possible, they conform 
to all modern qualitystandards for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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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Psychometric Techniques to Improve the Berg 
Balance Scale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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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Berg Balance Scale (BBS)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clinical test to determine a 
person‘s balance performance and risk of falling. However, a ceiling effect of BBS has been found 
in studies of older adults with a relatively higher level of functioning. In Pardasaney et al.‘s study, 
among 111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65 years of age or older, nearly 10% of total 
participants (n=111) and 20% of subgroup participants (n=33) those with mildly limited function 
were rated full score of Berg Balance Test (Pardasaney et al., 2012). Another study shows that 
12.9% of ninety-three older adults (mean age 66.2) received maximum score with Berg Balance 
Scale test (Godi et al., 2012).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this ceiling effect may be that the task 
items in the BBS are not challenging enough to discriminate people with less severe balance 
deficits. The Objectives this study were:1. Use Rasch analysis to determine item difficulty 
hierarchyof BBS among CDOAs. 2. Identify items that are particularly easy/hard for participants to 
perform. 3. Evaluate the construct valid of BBS. 
Methods Performance of the BBS was examined in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72consecutive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 (age 50-99 y/o). Rasch-Mater Partial Credit Model with Winsteps 
Version 3.8.1 program (Winsteps, Chicago, Illinois) was used to process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Item difficulty hierarchal of BBS and person ability were determined by using of logit 
measures. Item logit measures range from -5.89 logits (SE=1.83) to 2.59 logits (SE=0.16). The 
least difficult item is ―sitting unsupported‖ and the most difficult item is ―standing on one le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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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ability logit measures range from -1.38 logits (SE=0.35) to 6.27 logits (SE=1.86) , the 
person ability logits spread beyond item difficult. Most items had fit statistics within the accepted 
range (fit statistics from 0.6-1.4 and associated with standardized z < 2.0), except item ―sitting 
unsupported‖, ―reach forward‖ and ―turning to look behind‖. Person Separation Index (PS I)=2.22 
with reliability = 0.83, Item Separation Index (ISI)=3.64 with reliability=0.94. 
Conclusions The ceiling and floor effects of BBS among CDOA have been revealed through 
comparing the measure logits of item difficulty and person ability. Item 3 (sitting unsupported) 
might be unnecessary to administrate because everyone is successful on this item in our sample. 
Items that are more difficult than item 14 ―stand on one leg‖ are need in the future performance 
balanc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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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dysphagia after post-stroke pseudobulbar 
palsy. 
Methods The patients after strok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14) and 
acupuncture group (n=11).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swallowing maneuvers. The 
acupuncture group received acupuncture therapy combined with swallowing maneuvers. The 
scores of Swallow severity scale (SSS) and Modified Mann assessment of swallowing ability 
(MMAS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1-week and 2-week treatment. 

The SSS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1-month of follow-up． 

Results Swallowing function assess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cores of MMASA 
and SSS among the control group and acupunctur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after 1-week and 

2-week treatments (P＞0.05).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the scores of MMASA and SS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for control group and acupuncture group after 1-week and 

2-week treatments. At the 1-month follow-up, the scores of SSS in acupunctur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Combined with the swallowing maneuvers, acupuncture treatment may facilitate 
the long-term recovery of dysphagia after post-stroke pseudobulbar pal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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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voluntary exercise and yoked exercise on the memory of 
diabetes mellitus (DM) rat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voluntary exercise and yoked exercise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eural stem cells (NSCs) in the hippocampus; To explore 
whether voluntary exercise and yoked exercise could regulate the NSCs by influencing the content 
of BD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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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DM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streptozotocin (50mg/kg) 
and the control rats received the same dosage of citric acid buffer. All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voluntary exercise group (Control V-EX) and control yoked exercise group (Control 
Y-EX), Control Sedentary group, DM voluntary exercise group (DM V-EX), DM yoked exercise 
group (DM Y-EX) and DM Sedentary group. 4 weeks after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all rats were 
given the corresponding exercise. After 4 weeks‘ exercise, the memory of rats was evaluated by 
passive avoidance test. After behavioral test, the brains were taken out after overdose 

anaesthesia. The numbers of BrdU+、BrdU+/DCX+ and BrdU+/GFAP+ cells in the dentate gyrus of 

hippocampus were coun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nd the content of BDNF in the 
hippocampus was detec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1. Passive avoidance test: Compared with DM Sedentary group, the suppression ratio in 
DM V-EX group and DM Y-EX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Sedentary group, the suppression ratio in Control V-EX group and Control Y-EX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2.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SCs in the dentate gyrus of hippocampus: Compared with 

DM Sedentary group, the number of BrdU+、BrdU+/DCX+ and BrdU+/GFAP+ cells in DM V-EX 

group and DM Y-EX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Sedentary 

group, the number of BrdU+、BrdU+/DCX+ and BrdU+/GFAP+ cells in Control V-EX group and 

Control Y-EX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number of BrdU+/GFAP+ cells between DM V-EX group and DM Y-EX group (p<0.05). 
3. The content of BDNF in the hippocampus: Compared with DM Y-EX group and DM Sedentary 
group, the content of BDNF in DM V-EX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Y-EX group and Control Sedentary group, the content of BDNF in Control V-EX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nt of BDNF 
between Control Y-EX group and Control Sedentary group (p<0.05). 
Conclusions 1. Voluntary exercise may improve the memory of diabetic rats comparable to yoked 
exercise. 
2. Different modes of exercise may improve the memory of DM rats by upregulating the content of 
BDNF in the hippocampus and promoting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eural stem cells 
in the dentate gyrus of hippo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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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treatment effects of mGluR2 agonist/mGluR3 
antagonist LY395756 on cognitive deficits in the 

neurodevelopmental model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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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chizophrenia (SCZ) is a neurodevelopmental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which cognitive 
function becomes disrupted at early stages of the disease and persists through the whole 
developmental period.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s (NMDAR) hypofunctioning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PFC)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SCZ. mGluR2 agonist/mGluR3 antagonist LY395756 had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effective in 
enhancing NMDAR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in PFC in both juvenile and adult rats of schizophrenia. 
However, LY39's treatment effects on juveniles and adults remain unclear.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tested whether LY39 treatment during juvenile or adult period would be 
effective in ameliorating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SCZ.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LY39 on the NMDAR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with western-blott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 as well as cognitive deficits in adult rats after juvenile or adult treatment 
with cross-maze behavior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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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We found that a subchronic LY39 treatment in juvenile MAM-exposed rats also alleviated 
the learning deficits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impairments when tested with a cross-maze based 
set-shifting task in adults, while LY39 treatment in adult rats fails to affect working memory 
function in normal animals, nor to reverse the MK801-induced working memory deficit. 
Conclusions Therefore,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argeting dysfunctional NMDARs with an 
mGluR2 agonist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SCZ could be an effective strategy in preven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SCZ, but application at the adult period fails to tak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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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ction observation therapy based on mirror neuron theory on 
the real time brain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Selecting 36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hemipleg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group,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herapy,On the basis of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he actio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action observation therapy,the routine rehabilitation group were 
given the placebo therapy which similar to the action observation therapy,2 times a day, each time 
30min, once a week, for a total of 8 weeks.The real-tim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e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at the tim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8 weeks. Chose the 
primary motor cortex,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and premotor cortex as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and then do the corresponding data processing, observation of patients with brain function 
imaging and ROI brain activation volum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RtfMRI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watching the video, the corresponding brain exercise in patients with cortical primary motor area、

premotor cortex、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region of the activation volume than before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The activation volume of motor related cortex of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treatment was M1(153.94±15.93)、PMV (97.75±17.28)、SMA(90.38±18.11)，and after 

treatment was M1(416.81±64.42)、PMV (199.50±30.06)、SMA(189.94±23.35),the activation 

volume of motor related cortex after treatmen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P<0.05).The activation volume of motor related cortex of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group 

before treatment was M1(161.53±17.66)、PMV (95.13±19.10)、SMA(92.33±19.61),and after 

treatment was M1(334.13±36.69)PMV (162.27±28.89) 、 SMA(152.20±23.21),the activation 

volume of motor related cortex after treatmen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P<0.05).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volume of motor related cortical activation area in the 
motor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eams,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Action observation therapy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stroke patients in the M1 area, 
PMC area, SMA area and other sports related cortex, stroke patients with impaired motor function 
reorganiza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hemiplegic limb moto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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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ltrasound guided steroid injection into the 
subscapularis muscle could alleviate the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while effectively improving sleep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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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 of the ultrasound guided steroid injection into the 
subscapularis muscle on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patients along with sleep disturbance. 
Methods Seven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along with sleep disturbance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patients included three females and four males. Steroid was injected into the subscapularis 
muscle by ultrasound guided(Every three days, two times treatment ),The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was evaluated on a 0-10cm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and an 11-point pain intensity 
numeric rating sacle (PI-NRS); the sleep disturbance was evaluated on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Assessment were carried out at baseline、2 weeks、4 weeks and 8 weeks. 

Results Before the ultrasound guided steroid injection(at baseline),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median was 7.8cm; the 11-point pain intensity numeric rating sacle (PI-NRS) median 
was 8.1 point; The mean sores of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was 12.5±3.4. After two 
times treatment of ultrasound guided stroid injection into the subscapularis muscle. All patients 
with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were decreased.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median of 2 

weeks、4 weeks and 8 weeks were 6.4,5.5,3.8cm respectively; the 11-point pain intensity numeric 

rating sacle (PI-NRS) median of 2 weeks、4 weeks and 8 weeks were 6.7,5.6,4.0 point 

respectively; Statisi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baseline and follow up 

times(2 weeks、4 weeks and 8 weeks measurements ) in PI-NRS scale (p<0.05) and VAS 

scale(p<0.05). At the same time ,Sleep disturbance was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The mean 

sores of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of 2 weeks、4 weeks and 8 weeks were 10.5±2.3, 

8.3±1.7, 5.4±0.9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also had statisi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aseline and follow up measurements in PSQI assessment (p<0.05).  Furthermore, this study 
found that alleviated the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was correlated with improved sleep disturbance. 
There were significi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and sleep disturbance by 
using the Spearman test (r=-1.0, p<0.01). Throughout the treatment process , no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such as motor weaknesses、allergic to drug、preventing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so on. 
Conclusions The effect is certain of ultrasound guided steroid injection into the subscapularis 
muscle on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patients along with sleep disturbance, no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in these patients, it is worth to clinic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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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3-MA on neurogenic bladder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in rats 

 
Fanshuo Zeng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neurogenic bladder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SCI) in rats, 
as well as the expression of autophagy in the urinary muscle cells by the intervention of 3-MA of 
autophagy inhibitor.  
Methods 27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sham-operated group, control group, 
and the 3-MA injection group. Blank group were subjected to laminectomy without SCI, 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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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group and 3-MA group underwent laminectomy with SCI; rats in 3-MA group were injected 
with 3-Methyladenine (2ml/kg body weight per day), while rats in blank and control group were 
injected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saline per day. Bladder functions in rats were analyzed using 
residual urine volume (RUV) and urinary bladder function score (UBFS) were analyzed after 1, 4 
and 14 days of surgery; western blot, immunofluorescence and RT-PCR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LC3 and P62 in bladder tissue. 
Results Lower BBB score and UBFS, and higher RUV were found in the 3-MA group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In addition, at 1,4 and 14-day post- surgery significantly lower LC3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the 3-MA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ile the 
P62mRNA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4d and 14d post- operation in the 3-MA group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62 mRNA levels were found 
between groups at day 1. 
Conclusions 3-MA inhibits the expression of autophagy and prevents the recovery of bladder 
function and motor function of lower extre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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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It is no doubt that proprioception, posture control and functional performance are all 
influenced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upture(ACLR). In comparison, there is still objection 
about the effect of kinesio tape(KT) using on the knee.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d a supportive 
evidence of KT application on ACLR. 
Methods 56 patients who had a definite diagnosis of ACLR(clinical and by MRI)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Before and after kinesio taping, Lysholm Scale, anteroposterior shift of the tibia(APST), 
the active angle reproduction test(AART), the star excursion balance test(SEBT), single hop 

distance（SHD） and 6-meter hop time（SMHT） were adopted to assess proprioception, posture 

control and functional performance respectively in every patient. 

Results the result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detail, the Lysholm scale 

improved from 79.1±11.0 to 86.2±10.8(p＜0.01), APST improved from 11.9±2.2mm to 

9.7±2.5mm(p ＜ 0.01), AART improved from 4.6°±1.0° to 2.9°±1.2°(p ＜ 0.01), 

normalized SEBT improved from 90%±5% to 94%±6%(p＜0.05), SHD improved from 

0.92±0.20m to 1.10±0.21m(p ＜ 0.05) ， SMHT improved from 7.13±1.02s to 

6.08±0.99s(p＜0.05). 
Conclusions KT has a supportive effect on proprioception, posture control and functional 
performance in patients with ACLR. Therefore, the injured knee joint may benefit from KT 
application when being treated conserv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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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12 

Effects of respiratory muscle stretching combined with 
aerobic training on pulmonary function and neck/shoulder 

mobility in COPD outpatients 

 
Kai Liu,Wei Han,Xueren Teng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Objective Accessory respiratory muscles are recruited to reply the decline of lung function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 The overactivation and shortening muscles 
cause the limitation of spine range of motion, which increase chest incoordination. The respiratory 
muscle stretching could improve their contractile capacity, when combined with aerobic training, 
the effects remain unknow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respiratory 
muscle stretching combined with aerobic training on pulmonary function and neck/shoulder 
mobility in COPD outpatients. 
Methods 60 stable COPD outpatients who had an existing diagnosi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The control group performed 30min aerobic training by cycle ergometer. The treatment 
group added 10min respiratory muscle stretching before the same aerobic training. Both groups 
were executed five times per week for six weeks. Before and right after six weeks of treatment, the 
COPD assessment test(CAT) was recorded; the lung function, including residual volume(RV), 
forced vital capacity(FVC),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 were measured with 
spirometry; the functional exercise capacity was measured with six minutes walk 
distance(6-MWD); the range of motion, including the total mobility of head protraction and 
retraction, shoulder flection were measured with digital photographs; the non-dominant pectoralis 
minor muscle(PmM) length was recorded with a measuring tape. 
Results Before the study,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each other in any 
items. After six weeks of intervention, both groups were improved, meanwhile, when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the treatment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AT which was decreased 

from 21.20±8.82 to 13.46±6.56(p＜0.01)；RV which was decreased from 4.3L to 3.8L(p＜0.01); 

FVC which was increased from 67.80±18.36% to 70.21±17.94%; FEV1 which was increased from 
50.23±12.87% to 52.22±13.06%; 6-MWD which was increased from 392.03±100.25m to 
445.56±98.27m. The treatment group also showed 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ange of motion at 

head protraction and retraction(22.34±11.22°vs 15.19±8.99° ， p ＜ 0.05), shoulder 

flection(150.11±10.53°vs 138.67±11.25°，p＜0.05). And the non-dominant PmM length was 

longer in treatment group(16.88±1.67cm vs 15.32±1.29cm，p＜0.05) by contrast. 

Conclusions The result of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spiratory muscle stretching combined with 
aerobic training improves the lung function in COPD outpatients, these improvements are 
associated with muscle length and neck/shoulder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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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EE) on ethology and brain 
molecular biology of repetitive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rmTBI) mice. 
Methods A toll of 69 male C57BL/6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the sham-ordinary 
environment group (sham-NC), the brain injury-ordinary environment group (TBI-NC)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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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injury-enriched environment group (TBI-EE). TBI-EE and TBI-NC mice were subjected to the 
7-times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9days models, and the sham-NC group only received a same 
number of anesthesia. During the modeling process and within 4 weeks after the modeling, the 
TBI-EE mice were placed in a rich environment with large space, toys, sports equipment, and 
sufficient water supplies;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group (sham-NC and TBI-NC) mice were fed in 
common small cages; After 4 weeks of modeling, rotarod testing, open field testing, EPM 
experiments, and water maze testing were performed to test the behavior of the mice for 
exploration, anxiety, learning, and memory, etc.; synaptic receptors GluR1, NR1, NR2A, NR2B, 
and PSD-95 express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p-CaMKII and Calpain1 in the brain were detec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sham-NC mice, mice had a increased anxiety, decreased learning and 
memory (P < 0.05), but no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motor function after repeated mild brain injury 
(P > 0.05).; Enriched environment increased memory, decreased anxiety and exploration activity 
(P < 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arning ability and motor function (P> 0.05); In comparison 
with general environment (TBI-NC group), the EE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rylated 
GluR1,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NR2B (P < 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of NR2A, NR1 and PSD95 (P> 0.05).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after the 
repeated mild brain injury (TBI-NC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Calpain1 and phosphorylated CaMKII 
in the cortex of mi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1), and the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was 
significantly mitigated the deficits. (P < 0.05).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enrichment strategies may improve functional outcomes 
and mitigate synaptic changes after rmTBI. As enrichment strategies are feasible in the clinical 
setting, particularly for athletes and soldiers for whom the risk of repetitive injury is greatest, these 
data suggest clinical trials may be war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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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genous PTH1-34 can rescue the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caused by gain-of-function mutation of FGFR3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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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chondroplasia (ACH)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dwarfism caused by activated 
mutations of FGFR3 gene. Gain-of-function mutation of FGFR3 in mice (FGFR3G369C/+ mice, ACH 
mice) resulted in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by inhibiting chondr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bone 
resorption. The expression of PTHrP in callus is lower in ACH. Research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PTH1-34 preferentially enhanced chondrocyte recruitment the rate of chondrocyte maturation 
to stimulate endochondral ossification.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effect of PTH1-34 on the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resulting from ACH. 
Methods Closed fracture of proximal tibia was created and stabilized with an intramedullary pin in 
7-8-week-old mice. Th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The mice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given PTH1-34 80μg/(kg·d) subcutaneously until the end of observation 
period while the controls were given sterile water. Callus tissues were analyzed by radiography 
and histology. RNA was isolated from callus tissues,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bone 
formation-related genes were evaluated by real-time PCR. 
Results At 7 days post-fracture(PF), cartilaginous callus areas were increased in 
PTH1-34-treated ACH mic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ontrol mice. In contrast, at PF14, the 
remnant cartilaginous callus areas were smaller in PTH-treated mice than those in control mice. 
Remnant cartilaginous callus in ACH control mice were obverse, while little remnant cartilaginous 
callus was observed at PF21. The remnant fibrous bone areas in marrow cavity were also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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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TH-treated mice compared to control mice at PF28. In the early stages of fractu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CNA and COL10A1 mRNAs expression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in 
PTH1-34 treatment group. In the middle stages of fractu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C mRNA expression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TH1-34 treatment group. 
Conclusions PTH1-34 promoted bone fracture healing in terms of increasing callus areas and 
endochondral o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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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ealth condition of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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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changes of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and provide guidance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status. 
Methods We recruited 190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aged 1-3 years old from five 
rehabilitation institutions in Anhui Province. Rank sum test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change, health change, age, economic level 
and educational level.  
Results The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were mainly parents (129,67.89%), 
women (172,90.53%). Nearly half of the primary caregivers have bad sleep (94,49.47%), and 
majority of their education levels were primary school and junior middle school (146,76.84%). A 
third of the caregivers have health problems(66,34.74%), more than half of the family economic 
income is less than 4000 yuan(RMB) per month (111,58.42%), more than half of their health 
declined in a year (103,54.21%).The ratio of grandparent caregivers with poor health was higher 
then others (P = 0.000), bad sleep caregivers often tend to be in poor health(P = 0.003).The older 
the caregiver is, the easier it is to get worse (P=0.031).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ducation levels and health changes (P=0.463 ,P=0.178). 
Conclusions  More guidance on physical health and sleep health should be given for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especially for grandparents and older careg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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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one protects SH-SY5Y cells against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by inhibiting mitochondrion-mediated apoptosis 

signal pathway 

 
Liang Huang,Huaan Cai 

Hu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erebral ischemia is the third causes of death in the world.Restoring the blood as early 
as possible may reduce cerebral ischemic injury, but reperfusion may lead to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is commonly observed, and often causes 
severe complications. Ozone has been used to protect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in 
animal models of several organs including cerebra, ozone ma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alleviating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by regulat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increasing blood flow 

and protecting mitochondria from oxidative damage. We guess that ozone might be a potential 
and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patients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e specific molecular mechanism remains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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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H-SY5Y cells are commonly used as models in vitro to study neuronal function. We 
Established the SH-SY5Y cells' model as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Then SH-SY5Y 
cells were subjected to various concentrations (0, 20, 40, 80 µg/mL) of ozone for 2, 6, 12, 24 h, 
respectively. MTT assay and LDH measurement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of ozone on 
cell activity and damage of SH-SY5Y cells. Some redox items such as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Catalase (CAT), Malondialdehyde (MDA), and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were 
measured by ELISA assay. The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ΔΨm) was determined by 
JC-1 assay. Cytochrome-c (cyt-c) level in cytoplasm and mitochondrion was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ting. Apoptosis was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some apoptosis-related molecules 
were measured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Ozone alleviated oxidative damage by increasing SOD, CAT, and GSH-Px, and 
decreasing MDA. Ozone decreased mitochondrial damage induced by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and inhibited the release of cyt-c from mitochondrion to cytoplasm in SH-SY5Y 
cells. Cell apoptosis induced by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e was inhibited by ozone 
treatment, and ozone could influence apoptosis by increasing ratio of Bcl-2/Bax and inhibiting 
caspase signaling pathway in SH-SY5Y cells.  
Conclusion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ozone maintained redox homeostasis by 
regulating the activity of related antioxidant enzyme, and then reduced mitochondrial damage and 
the release of cyt-c from mitochondrion to cytoplasm in SH-SY5Y cells. Subsequently, caspase 
signaling pathway and cell apoptosis was inhibited, and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of 
SH-SY5Y cells was alleviated. Ozone has the ability of maintaining redox homeostasis, 
decreasing mitochondrion damage, inhibiting neurocytes apoptosis induced by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e.Our study suggested important roles of ozone in relief of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and it might be a potential and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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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assess whether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 therapeutic protocol using surface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sNMES) o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ysphagia (PSD) is 
superior to that without sNMES, and whether swallowing functional outcome is different with 
regards to different electrode placement on patients‘ skin of neck.  
Methods Thirty patients with PSD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 (TGA), 
treatment group B (TGB)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a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all received traditional dysphagia therapy (TDT) and other gener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such as physical therapy and occupational therapy as a basic treatment project. Besides 
this, sNMES treatment was applied on different sites of patients‘ neck skin in group A and B 
separately.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video-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 (VFSS) pre-treatment 
and 2 weeks post-treatment, during which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hyolaryngeal complex towards 
the superior and anterior sides while swallowing semi-liquid diet were measured. Outcome of the 
VFSS was measured using dysphagia outcome and severity scale (DOSS).  
Results Post-treatment evaluation was carried out using water swallow test (WST), swallowing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cale(SFCS)  and dysphagia outcome and severity scale (DOSS) from the 
three study groups were all improved (P<0.05). The results of post-treatment evaluation using 
WST from TGA and TGB were 2.40±1.26 and 2.10±0.99 respectively, using SFCS from TG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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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B were 5.30±1.89 and 5.20±1.69 respectively, using DOSS from TGA and TGB were 
5.20±1.40 and 5.10±1.45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f post-treatment 
evaluation using the three scal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between TGA and TGB 
(P<0.05), however, the inter-group differences of TGA and TGB indicat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post-treatment evaluation of the moving distance of hyoid 
bone towards anterior side in swallowing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compared to TGB 
(-8.40±7.48, t=-3.552, P=0.006), and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Swallowing func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PSD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using TDT 
combined with NMES. Stimulating electrodes placed at the suprahyoid region or on both 
suprahyoid and infrahyoid regions resulted in no difference of effect. However, NMES on 
suprahyoid region c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moving distance of hyoid bone anterio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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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ESWT) and dry 
needling (DN) in treating myofascial pain syndrome (MPS). 
Methods A total of 65 patients with myofascial trigger points (MTrP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SWT group (n=32) and DN group (n=33). For 3 weeks, ESWT was undertaken with 2000 pulse 
each time at one week interval, and DN for once per week totaling three times.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pressure pain threshold (PPT), 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 and shear modulus were 
evaluated pre-treatment, immediate post the first therapy, one month and 3 months after the 
therapy. 
Result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of VAS, PPT, NDI scores were observed at all time points post 

treatment (p＜0.01),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The shear 

modulus of MTrPs reduced in both DN group (p<0.05) and ESWT group (p<0.01) immediately 
after first treatment. Significant reductions of shear modulus maintained up to 3 months in both 

groups (p＜0.01). 

Conclusions The ESWT is as effective as DN for pain relief, function restoration and muscle 
stiffness reduction for MPS.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440 

PU-719 

Effect of intervention initiation timing of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on ovariectomy-induced osteoporosis 

in rats 

 
qi wu

1
,Jing Liu

1
,Yuan Liao

1
,Guanghua Sun

1
,Guijuan Zhou

1
,Peirui Zhong

1
,Yahua Zeng

1
,Haitao Xie

2
,Chengxiao 

Fu
1
,Xinhong Li

3
,Jun Zhou

1
 

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Hun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Hun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Hunan Polytechnic of Environment and Biology， Hengyang， Hun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initiation timing of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on ovariectomy-induced osteoporosis in rats. 
Methods Sixty fe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equal batches of 
three groups each (10 rats in each group). The first batch comprised of sham-operated (Sham-0 
group), ovariectomized (OVX-0 group), and ovariectomized plus treated with PEMF starting from 
the day of OVX (Early PEMF group). The second batch comprised of sham-operated (Sham-12 
group), ovariectomized (OVX-12 group), and ovariectomized plus treated with PEMF starting 12 
weeks after OVX (Late PEMF group). Rats (whole body) in the early and late PEMF groups were 
exposed to PEMF (3.8 mT peak, 8 Hz pulse burst repetition rate). Analyzed bone mass, 
microarchitecture,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receptor activator of NF-kB (RANK) 
expression after 12 weeks of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Early PEMF prevented OVX-induced deterioration in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in lumbar vertebral body and femur, and deterioration in 
bone microarchitecture in lumbar vertebral body and proximal tibia. Late PEMF intervention only 
inhibited deterioration of BMD, bone microarchite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in lumbar 
vertebral body. Both early and late PEMF therapy suppressed RANK protein expression in OVX 
rats without a concomitant effect on RANK mRNA expression.  
Conclusions Timing of initiation of PEMF therap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optimal 
beneficial effects. The specific PEMF parameters may exert these favorable biological responses, 
at least partially, via inhibition of protein expression of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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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LF-rTMS and FMS in upper limb hemiparesis after stoke, to develop more effective way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Methods 35 post-stroke patients with upper limb hemiparesis were includ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FMS group (n=19), iTBS was delivered via MMC-140 Parabolic Coil, iTBS with 
three pulses of stimulation were administered at 50Hz, repeated every 200ms for 2s and repeated 
every 10s for a total of 190s (a total of 600 pulses). Here we use a new way of stimulation, which is 
stimulate from peripheral muscles to brain cortex. The sequence is Extensor Digitorum Communis, 
Extensor Carpi muscles, Triceps, Muscles of shoulder, et al. then stimulate the below site while 
simultaneously contract the paretic muscles: Cervical plexus, spinal cord central of upper l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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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stem, ipsi-lesional M1 area of upper limb. Stimulate the paretic muscles listed, 3-5 times for 
each site. In LF-rTMS group, rTMS was delivered using MagVenture MCF-B70 Butterfly coil, 
patients received 1 Hz frequency stimulation on the M1 region of upper limb (the motor cortex area 
at the contra-lesional hemisphere) at 90% of RMT for 150 seconds and rested for 30 seconds, 
repeated 10 times, 1,500 pulses of stimulation.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accepted regular 
Occupational Therapy after stimulation. All therapies were done once a day, 10 days in total. 
Motor function was evaluated by FMA and WMFT,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was evaluated by BI.All 

evaluations were done before、after 10times therapie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evident in any of the variabl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Both the stimulation groups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FMA 、BI and WMFT 

score than before, but the increase of FMA、BI and WMFT score was higher in the FMS group 

than LF-rTMS group. In FMS group, 13of 19 patients emerged new movements like wrist 
extension or finger extension of upper limb. In LF-rTMS group, only 4 patients emerged new 
movements after 10 times of stimulation. 
Conclusions This new way of FMS stimulate peripheral muscles to brain area is effective than 
LF-rTMS on brain area in acute and subacute stroke patients, with 10 sessions stimulation, which 
is also more excellent in elicit movements. However,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evaluate its 
long-term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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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appraise the available evidence on the main effects of treadmill train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for people with PD and to propose a design for upcoming research that 
might improve the uniformity of future trials. 
Methods Any relevan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pertinent to treadmill training in PD published 
in English from January 2010 to March 2018 were included.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were followed, and the methodologic quality of each study was assessed by 
the 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scale. 
Results Treadmill  training  compare with the overground  walking training,  treadmill  train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 the stride length and balance in PD patients than  the 
overground  walking training. partial weighte-supported treadmill gait training (PWSTT) compare 
with a conventional gait training (CGT) the  improvement in the UPDRS-III motor score, MLI, 
POMA gait score, and the limits of stability(LOS)  total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PWSTT  than in the CGT. The speed-dependent treadmill training compare with the rhythmic 
auditory-cued overground walking both ha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gait function, 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wo methods.  the Robot-assisted gait training compare 
with the convention Physical Therapy in Parkinson‘s disease at Hoehn - Yahr stage2.5 -4,  the R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PT on all primary outcomes at BBS, NUTT, ABC, TUG, MWT, 
UPDRS.  The Robot-assisted gait training compare with equal intensity treadmill training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 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methods. 
Downhill walking treadmill  training  is more effective than conventional therapy in improving gait, 
muscle strength of knee extensors,  and maintaining  thoracic posture in patients with PD. 
Conclusions Treadmill gait training and robot-assisted gait training compare with convention 
physical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walking  of patient with parkin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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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Especially Parkinson‘s disease at Hoehn-Yahr stage 3~4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walking by the Robot-assisted gai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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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ultrasound guided subacromial-subdeltoid (SASD) 
bursa injections of BoNT/A for refractory shoulder pain after stroke compared to steroids.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Twenty-five consecutive refractory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HSP) patients in our rehabilitation center who underwent ultrasound guided SASD 
bursa injection (BoNT/A or betamethasone dipropionate) were included and followed up for 
8 weeks. The pain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score at rest and arm passive abduction and 
Fugl-Meyer score of upper limbs (F-M score) were evaluated before, 2, 4, and 8 weeks after 
injection. 
Results Both two groups obtained a significant improvment of VAS score at rest and arms passive 
abduction compared to baseline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ain score 
improvement between 2 groups at week 2, 4 and 8 after injection either at rest or during passive 
arm abduction (P>0.05). There were also no differences in results of the post treatment F-M 
score versus baseline within or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Similarly,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no collateral effects were found after BoNT/A injection. 
Conclusions BoNT/A can be a useful strategy and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replacing steroids as a 
treatment for refractory shoulder pain after stroke. 
 
 

PU-723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for hemophilia after ipsilateral 
total hip and knee replacement: a case report 

 
Yali Feng,Ying Yin 

The second affilit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emophilia is an X-linked inherited recessive bleeding disorder associating with 
hemorrhaging into joints and muscles, resulting in chronic pain, reducing muscular performance, 
and functional disability. This report presents a young man with hemophilia who had difficulties in 
weigh bearing, ambulation and functional ability after ipsilateral total hip and knee replacement. 
A 29-year-old man with hemophilia recently endured ipsilateral total hip and knee 
replacement resulted frommultiple hemorrhages in the left hip and knee and left iliopsoas muscle 
hematoma. He suffered diabetes and hyperlipemia 8 years ago, and his BMI 
was 27 which aggravated his mobility. Assessments showed the range of motion (ROM) limitation 
of bilateral knee and left hip, reduction of muscle strength in the lower extremities, poor weight 
bearing and balance. Left iliopsoas muscle hematoma contributed to limitations of hip‘s 
movements. Occupational assessments revealed that BADL independently using wheel chair 
before surgery and he desired walk and go out by 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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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patient received prophylactic factor VIII each morning before training. 
The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muscle stretching, strengthening exercisesof 
affected joints.Low-intensity (five repetitions daily and stretch cycles of 30- and 60-second 
durations) manual and self Stretching were applied for hip and knee extension/flexion, knee 
extension and ankle dorsiflexion without acute or sharp pain following joint movement and muscle 
elongation. Static muscle contraction for quadriceps, hamstrings, dorsiflexors and planter flexors 
performed five times initially, building up to 10 repetitions as tolerated, two to three times per day. 
Each training was supervised without pain and discomfort. Also functional exercises such as 
partial weight bearing and treadmill walking took effects. Partial weight bearing of left lower body 
consisted of supine wall push, wall push against Swiss ball, supine half bridging exercises for six 
weeks, repeating 3 sets of 10 repetitions following 1 min after each set. After one month, he 
began walking training using treadmill with a speed of 1.5 km/h for a three-min warm-up, and 3 
km/h for ten-min exerise each day. At the ending of training, 
he received cryotherapy and evaluation on hemorrhage. Furthermore, therapist also 
educated him assistive devices, hip precautions,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s and training to 
prevent dislocation and improve function after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 Provision of and 
education about using assistive devices for preventing dislocation. Such assistive devices 
included: raised toilet seats, furniture raises, dressing aids, perching stools, long-handled 
grabbers and commodes. In addition, the patient carry on a meal planning and have weight-loss 
pills. 
Results After six weeks rehabilitative intervations, the changes of ROM of knee (left knee AROM 
increase by 30 degree ), weight bearing and functional mobility were significantly. The 
HSS(?) knee score increased from 27 to 50 and the proportions of both lower extremities 
were closely aligned. The patient walked 500 meters without walking aid associating light pain and 
had no difficulty in going shopping in the community by foot. During th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there was no obvious bleeding and adverse event. 
Conclusions In this case, we carried out the normal rehabilitation protocol by a team model 
considering the degree of prophylactic factor VIII. Howere, the intensity, time, duration, speed and 
frequency were different from normal patients, more specifically, we figured out functional 
exercises might have benefits on mobility in patient with hemophilia, for instance treadmill walk. 
Functional exercise affected the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hat‘s more, we 
choosed static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instead of resistance training because reducing risks of 
pain and bleeding. The most important tips on training for those patients with hemophilia is 
clotting factor supervision so as to prevent hemorrhaging during exercises. 
 
 

PU-724 

The use of SPPB to screen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for 
CABG in older patient candidates 

 
Peipei Han,Qi Guo 

TEDA International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Cardiovascular Clinical College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functional evaluation is a cornerstone of multidimensional geriatric assessment. In 
addition, the Short Physical Performance Battery (SPPB)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a linkage between body function and health.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linical 
value of SPBB in cardiac surger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SPPB summary score and its three components for screening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fo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in older patient candidates.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188 consecutive elderly patients (aged ≥ 60 years) undergoing 
elective CABG surgery, recruited from a hospital in Tianjin, China. All the patients were assessed 
for SPPB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protocol. Stepwise regression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postoperativ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LOS) with SPPB and three 
SPPB components. The validity of SPPB scores and three components of SPPB scor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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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ed by develop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to analyz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identifyi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postoperative length of 
stay > 8 days). 
Results Although SPPB and three components of SPPB were all associated with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only the SPPB summary score and the 4-meter gait speed components showed 
good discriminative capabilities. Both showed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greater than 0.7. Patients who had a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PPB scores than patients who did not. A SPPB summary score cutoff of 10 provided the best 
accuracy for identifying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SPPB summary score and the 
4-meter gait speed test for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CABG. These 
tests also showed potential as a screening test for identifying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CABG 
who are at risk of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mobility. 
 
 

PU-725 

Functional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Deep Lumbar 
Multifidus  Using Electromyography and Ultrasound 

 
Shanshan Zhang

1
,Yi Xu

1
,Xiulan Han

1
,Wen Wu

2
,Yan Tang

1
,Chuhuai Wang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YSU 

2.Zhuji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EMG)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chronic low back pain 
(cLBP) involves altered electromyographic activity and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lumbar 
multifidus (LM) beyond pain perception; however, most studies have evaluated the superficial 
lumbar multifidus. It is difficult to record electromyography (EMG) signals from the deep multifidus 
(DM) to determine the neuromuscular activation pattern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cLBP. 
Methods We developed a novel method to record intramuscular EMG signals in the DM based on 
the sEMG system and fine-wire electrodes. We measured EMG signals of the DM in 24 cLBP 
patients and 26 pain-free healthy controls to identify changes in neuromuscular activation. We 
also used ultrasound to measure DM muscle thickness, cross-sectional area, and contraction 
activity to identify pot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G activity and structural damage. 
Results cLBP patients had decreased average EMG and root mean square, but increased 
median frequency and mean power frequency. Average EM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tractile activity, but not statistically correlated with noncontractile anatomical abnormalitie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LBP alters the neuromuscular activation patterns and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contractile activity of the DM,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pain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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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26 

Quality indicators (QIs) active adaption and testing protocol 
for developing and piloting indicators for local use in the 

rehabilitation setting 

 
Siyi Zhu

1,2
,Li Linda

2
,He Chengqi

1
 

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Arthritis Research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bjective In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needs and with the government initiatives to improve 
healthcare quality, several sets of indicators for various conditions, except arthriti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in China. Like other health professions, physical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must move from quantity-based care or a fee-for-service model to quality-based 
care. Quality indicators for Arthritis in the rehabilitation setting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across 
other countries ideally serve as a start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However, Adaption to the local context is necessary. This study with the aim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active adaption on the usability of existing QIs for local use will inform the decision-making on 
planning and introducing the quality indicators for arthritis in the rehabilitation setting in China. 
Methods The indicator testing protocol will involve a multi-step and methodological process: 1) 
The RAND/UCLA Appropriateness Method, to test clarity and necessity, 2) data extraction from 
patients' medical records, to test technical feasibility and reliability, 3) diaries, to test workload, 4) 
cost-effectiveness modelling, and 5)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test acceptability, 
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esting is conducted in a sample of 
representative primary/secondary practices in Chinese rehabilitation setting. These methods are 
combined into an overall recommendation for each tested indicator. 
Results A set of QIs following a standardised evidence-based adaptation process will be identified 
by Chinese rehabilitation expert panel. Using an indicator testing protocol as part of piloting will be 
seen as a valuable way of testing potential indicators in ‗real world‘ settings. Pilot 1 (Proposed 
between September 2018-February 2019) involved target amount of indicators across specific 
domains will pass the indicator testing protocol. Also, the indicator testing protocol will identify a 
number of 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at can be rectified or removed 
prior to roll out on a larger scale.  
Conclusions This indicator testing protocol is one example of a protocol that may be useful in 
assessing potential quality indicators when adapted to specific country health care settings and 
may be of use to policy-makers and researchers worldwide to test the likely effect of implementing 
indicators prior to roll out. It builds on and codifies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other testing protocols to 
create a field testing methodology that can be used to produce country specific quality indicators 
for pay-for-performance or quality improvement schemes. 
 
 

PU-727 

Effects o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rats of Lentiviral 
vector carrying BDNF was used to transfect MSCs  

transplanted by carotid artery 

 
jie bai

1
,Liangguo Huang

1,2
,Jinsong Chen

1
 

1.M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2.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Study and observ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icacy of Lentiviral vector carrying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was used to transfect mesenchymal stem cells  combined  transpla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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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tid artery o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 in rats. Explore the repairing effect of Lentiviral 
vector carrying BDNF was used to transfect MSCs on ICH rats' neural function. 
Methods MSCs of rat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in vitro. Lentiviral vector carrying BDNF was 
used to transfect MSCs. The BDNF relative expression of each protei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Establishment of rat model of IC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s PBS, MSCs, 
MSCs-EGFP and MSCs-EGFP-BDNF. After 72 hours, transplant MSCs by carotid artery. Record 
the  improvement of neural function defect behavior on 7, 14, 21 days. Differentiation of MSCs in 
brain was tested by frozen section of brain tissue in immunofluorescence. 

Results （1）The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of MSC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positive 

rate of CD29, CD90 and CD45 were 99.39%,99.79% and 1.16% respectively.（2）Expression of 

BDNF protein in MSCs-EGFP-BDNF group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was highest than that in 

other groups (P<0.01).（3）MSCs around the brain hemorrhage differentiate into NeuN, GFAP and 

CNP cells, tested by frozen section of brain tissue in immunofluorescence. The number of positive 
cells increased as time passed. At each point of time across groups, MSCs-EGFP-BDNF group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positive cells percentage than that of other groups (P<0.01). Within 
groups, percentage numbers of positive cells are growing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1), 

except the number of CNP cells on 7d and 14d in the MSCs-EGFP group (P>0.05).（4）After 

transplanting MSCs by carotid artery, behavior of ICH rat model changes. Compared within group, 
behavioral change begins on 14d with neural function score improving. The chang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on 21d (P<0.05). Comparing with PBS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e neural function 
scores of other groups improve to different extent and the MSCs-EGFP-BDNF group improves 
most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s （1）Exogenous BDNF gene can express protein in MSCs.（2）MSCs can 

differentiate into neural cells. MSCs carrying BDNF gene has the highest differentiation rate.（3）
After transplanting MSCs by carotid artery, behavior of ICH rat model changes. 

MSCs-EGFP-BDNF group improves most significant.（4）MSCs carrying BDNF gene transplanted 

by carotid arter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ural function after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has the virtues of small trauma. 
  
 

PU-728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neuralgia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Haina Zhang,Jun Zhang,Zhongliang Liu 
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neuralgia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using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questionnair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for patients with neuralgia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60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ach group consisting of 30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in 

pain depar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Results SDS and SA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4 week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neuralgia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and relieve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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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29 

Clin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 acupuncture therapy for 
Parkinson's disease 

 
Haina Zhang,Jun Zhang,Zhonfgliang Liu 

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Parkinson's disease is a chronic degenerative disease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is not clear. There is no specific treatment for modern medicine. 
The main drug is levodopa, but after taking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many side effects such as 
decrease of curative effect and symptom fluctuation. Acupuncture treatment has obtained more 
accurate clinical efficacy and has certain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Methods The main acupuncture treatments include: head acupuncture therapy ，  body 

acupuncture therapy, abdominal acupuncture therapy, plum-blossom needle therapy, acupoints 
penetration therapy, acupuncture and drug combination therapy etc.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PD is: acupuncture therapy can reduce the loss of DAT and improve the 
activity of DAT in the basal ganglia region of the patient which achieve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dopamine neurons. Acupuncture is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blood flow in the brain 
region. Acupuncture therapy can increase the activity of SOD and decrease the LPO which is 
helpful to eliminate the free radicals around the catecholamine neurons and to protect the 
catecholamine neurons. 
Results The clinical research of acupuncture therapy is mainly carried out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head acupuncture therapy,body acupuncture therapy and acupuncture and drug combination 
therapy. 
Conclusions Acupuncture therapy has certain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in improving symptoms 
of PD.Acupuncture therapy can delay the progress of the diseas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reduce 
the side reaction of medicine. However, the acupuncture treatment is diversified.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which 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PU-730 

Construction of Online Courses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Haina Zhang,Zhongliang Liu,Zhichen Kang,Huan Wang,Xiaoqin Duan,Fuling Qu 

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Online education is a new education metho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remote 
education, which uses network, multimedia and various interactive methods to conduct systematic 
teaching and interact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like to study courses on the Internet. China's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started late, although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online courses led by MOOC provides a 
very goo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promotio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ommuni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Education industry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in China has a great 
demand for development. Online course teaching is the trend of times.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t is urgent to build a series of online courses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Methods A complete online course system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w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 
series of courses including ―General Rehabilitation Theory‖, ―Rehabilitation Evaluation‖,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Rehabilitation of diseases‖ and ―Rehabilitation Prescription‖ would be 
offered. It is planned to make bold reforms from the forms of online courses, the content of 
courses,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assessment of courses. All courses will online. First 
recording, later polishing and finishing, and finally in the form of online courses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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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t present, ―Green Rehabilitation" course has been online for 3 years，which has been 

launched on several websites and running well. Thousands of people benefit from it. A series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curriculum system will eventually be formed, including "Green 
Rehabilitation", ―General Rehabilitation Theory‖, ―Rehabilitation Evaluation‖,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Rehabilitation of diseases‖ and ―Rehabilitation Prescription‖ etc. The coures would 
online at Jilin University, Mooc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more. 
Conclus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series online courses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would be 
helpful for people to learn knowledge of rehabilitation and spread the concept of rehabilitation. It 
would benefit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 edu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PU-731 

脊髓损伤的家庭改造 

 
刘楠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脊髓损伤患者家庭改造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问卷随访和实地考察 

结果 改造和支持较好的家庭生活质量更好为了解脊髓损伤患者的家庭改造支持和生活质量及两者

的关系,采用家庭生活质量量表对 2016年～2018年在我院康复科住院及出院后回归家庭的脊髓损伤

患者进行家庭内的问卷和实地考察的评估。结果显示:良好的家庭改造支持与脊髓损伤患者的生活

质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结论 良好的家庭改造和支持与患者的生活质量成正相关关系 

 
 

PU-732 

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的综合医院患者合理出院研究 

 
罗伦,张涛,杨世霞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本文通过―生理-心理-社会‖的现代医疗模式，探讨我院―一站式跨专业‖服务模式下开展的医务

社会工作实践为素材，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框架探讨患者的合理出院。 

方法 本文通过对我院 2018 年 1-4 月患者合理出院与去年同期（2017 年 1-4 月）及全年患者出院数

据进行对比和分析。 

结果 通过医务社工的介入和干预使得患者能够合理出院，从而为建立三级康复服务体系和本土化

社区康复服务提供了重要支撑。 

结论 医务社会工作者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开展的综合医院患者合理出院服务，能够有效地缩短

平均住院日，使得患者合理有效的出院到下级医疗机构，提高康复质量效果，提升患者满意度，同

时，将三级康复服务网络有效建立并将社区康复能够更好的落实，使得医疗资源能够更为有效的配

置，完善各级医疗机构的康复水平，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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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33 

分析微课在提高临床医师对康复科认知度中的作用 

 
关宁,张军 

吉大二院 

 

目的 分析微课在提高临床医师对康复的认知度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 100 名临床医师填写调查问卷后观看 3 分钟微课，再次填写调查问卷对比。 

结果 观看前对康复的了解程度明显低于观看后，观看前约一半的医生认为康复是疗养保健，对康

复的重要性以及对自己工作有帮助、患者进行康复必要性的认知率明显低于观看后（P ＜ 0.05）。 

结论 应加强医院管理层康复观念的建立。对康复科室大力支持，将康复科微课视频作为院内推广，

门诊投屏，OA 网推送，以便于各科室能更好的了解康复科，能将康复治疗应用于有需要的患者身

上 

 
 

PU-734 

社区康复科建设发展模式探索 

 
夏纪洋 

本溪市第一人民医院,辽宁省,本溪市 

 

目的 完善社区康复发展在康复医学科中的短板，同时更好的服务国家康复三级诊疗制度的建立。

克服社区康复发展中存在人才短缺、设备落后、资金短缺、康复意识不强等存在的问题。同时响应

国家鼓励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的政策要求，建立长期有效的―社企联合‖模式促进基层康复的发展，

实现―三赢‖（企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 

方法 ―社企联合‖（社区与企业）发展模式探索。充分利用民间企业发展的优势，（企业优势包括强

大的资金、设备支持、运营灵活性等）补充基层社区康复的短板，建立双方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结果 ―社企联合‖必然促进康复医学科在基础发展的积极作用。―社企联合‖不是康复医学发展中的雪

中送炭，而是康复医学发展落实基层的锦上添花。 

结论 ―社企联合‖是响应国家―三级诊疗流程、实现双向转诊、人人享受康复服务‖等目标完成的必经

之路。鼓励企业在人才、设备、资金等方面的介入社区卫生服务系统会加快基层康复的发展。 

 
 

PU-735 

柳州市社区全科医师康复医学知识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贾柯其,龙 捷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康复医学教研室 

 

目的 调查柳州市社区医疗机构中全科医师对康复医学知识及基本技术的了解及掌握的真实情况。 

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柳州市社区医疗机构的全科医师进行调研。 

结果 总共收回 94 份有效问卷，客观单选题答对率为（66.6±21.1）%，问卷的答对率与学历、职称

及从事目前工作年限无相关性；愿意参加康复医学相关培训者占 99%。 

结论 柳州市社区医院医务人员对康复医学的认知程度较低，社区康复发展明显滞后于大型医疗机

构；全科医师对康复医学知识的学习态度较积极，应大力宣传和发展社区康复，加强相关的培训和

继续教育，尽快提升社区康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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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36 

手机 APP 对脑卒中患者院后康复生存质量的影响 

 
高强,高汉义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科 

 

目的 评价手机 APP 应用于脑卒中患者院后居家康复中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0 月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80

例，按随机数字表平均分为门诊康复组和手机 APP 康复组，分别实施门诊康复治疗和手机 APP 康

复治疗。观察患者的康复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FMA、MBI、WHOQOL-BREF 评分明显提高（P<0.05），且手机 APP 康复

组 MBI、WHOQOL-BREF 评分差值大于门诊康复组（P＜0.05）。 

结论 脑卒中患者院后康复治疗中应用手机 APP 的效果显著，可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PU-737 

职业病康复领域 Cochrane 系统评价的现状分析 

 
李亚斌,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了解职业病康复领域 Cochrane 系统评价的现状 

方法 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纳入研究对象为职业病康复领域患者的系统评价，检索时限

为建库截至 2017 年 8 月。由两位研究者按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对纳入研究的特

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21 篇 Cochrane 系统评价。发表年限在 2009-2016 年，每年发表数量均不超过 4 篇；

该 21 篇文献的作者来源排名前 5 的国家分别为芬兰（20%）、英国（15%）、美国（15%）、荷兰

（12%）、加拿大（10%）；纳入研究的第一作者来源于 40 个机构，芬兰职业健康学院参与的研究

数排第一；按照 2010 年国际职业病目录将研究的职业病进行分类，共涉及 7 种职业病，分别为生

物因素和传染病或寄生虫病（33.3%）、精神和行为障碍（23.8%）、呼吸系统疾病（4.8%）、肌

肉-骨骼系统疾病（14.3%）、皮肤病（4.8%）、物理因素所致疾病（4.8%）和其他（9.5%）；干

预措施按照其特点分类可分为 6 类，分别为器械（8 篇，38.1%），工作环境（4 篇，19.0%），药

物干预（3 篇，14.3%），个人指导或组织指导干预（3 篇，14.3%），保守干预（2 篇，9.5%），

心理干预（1 篇，4.8%）；共有 23 个英文数据库被检索，其中被使用数量占前 5 的数据库分别为

Cochrane（21 篇，100%）、Embase（21 篇，100%）、Medline（20 篇，95.2%）、PsycINFO

（13 篇，61.9%）、CINAHL（10 篇， 47.6%）；12 篇研究（61.9%）使用 Grade 分级系统共对

46 个结局指标进行了证据分级，80.5%的结局指标的证据质量被评为―低‖（28 个，60.9%）和―极低‖

（9 个，19.6%）；纳入研究数目在 4~58 之间，纳入研究样本量在 556~75841 之间，纳入的 415

篇原始研究共来源于 45 个国家，其中以美国（129 篇，31.1%）及英国（40 篇，9.6%）居多；1

篇研究存在利益冲突，7 篇研究（33.3%）存在基金资助，其中 1 篇为盈利性基金资助。 

结论 职业病康复领域的Cochrane系统评价注重多机构、多国家的合作，但目前已发表的高证据质

量的职业病康复领域研究仍较少，研究的职业病类型较局限，研究国家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中国

尚缺乏职业病康复领域的 Cochrane 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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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38 

社区康复指导课堂对患者功能恢复和患者家属生存 

质量影响的临床研究 

 
雷晓辉,张巧俊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能够有效提高社区卒中患者功能恢复和患者家属生存质量的合理康复服务形式 

方法 选取参加 2017 年度西安市莲湖区残疾人联合会社区康复服务的功能障碍患者 30 人，根据患

者和家庭实际情况，被分为康复治疗组和康复课堂组，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康复服务，每组均有脑卒

中患者 15 人 。其中康复治疗组每周接受 3 天的康复治疗服务，而康复课堂组每周接受 2 次康复治

疗和 1 次的康复课堂宣教。康复治疗服务均有区残联康复中心的治疗师进行康复评估和康复治疗。

康复课堂有治疗师按照相关知识专题和康复课堂组患者的情况，组织患者和家属共同分析某一位患

者康复问题，为其指导康复方法和重点问题解决方案。每次康复治疗服务和康复课堂的时间一致，

都是 3 个小时。康复治疗服务和课堂宣教课程均需有家属或主要照顾者全程参与。 

结果 3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恢复及患者家属生存治疗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P<0.05）,

但 2 组比较，康复课堂组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合患者家属的生存质量较常规康复治疗组比较，有显

著性差异，且（P<0.05）。两组患者和家属对康复服务的满意度，康复课堂组与康复治疗组有显著

性差异，且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社区康复的开展需根据患者需要和主要问题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 ，康复课堂通过组织患者和

家属共同分析某一位患者的康复问题，制定康复思路和方案，不仅有利于更加精准的实施康复服务，

而且让患者和家属参与康复、学习方法，也有利于家庭康复的准确性。 

 
 

PU-739 

浙江省社区康复工作开展状况调研报告 

 
章睿 

浙江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调查浙江省社区康复现状，为我省社区康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全省 11 个地区 6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农村乡镇卫生服务中心发放问卷,对社区康复服

务部门人力资源状况、康复需求状况、接诊的主要病种、残疾患者病种比例等方面进行调查。 

结果 64家社区共回收有效问卷 64份，从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发现研究生、本科生、大专、中专生分

别占 6.96%，23.6%，38.1%，30.6%。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全科医师、康复护士分别占

27.5%，34.8%，10.6%，26.6%。高级、中级、初级分别占 3.93%，38.7%，35.1%。以康复为全

职的占 36.7%，曾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占 43.3%，康复观念正确占 41.8%。康复治疗（训练）方面主

要以下肢运动能力训练、听觉语言能力训练、推拿按摩为主。接诊的主要病种，冠心病占 82.8%；

高血压病、骨科疾患、颈肩腰腿痛分别占 78.1%，76.5%，79.6%。社区残疾种类中脑卒中所引起

的偏瘫患者占 31%，关节疾患者占 32%。社区卫生机构拥有较多的康复硬件设施是电针仪、远红

外治疗仪、轮椅、颈腰牵引床。分别为 81.2%、76.5%、73.4%、60.9%。踝关节矫形器、木丁板、

PT 凳、矫姿镜拥有率最低，分别是 29.6%、29.6%、31.2%、32.8%。 

结论 虽然我省社区康复目前取得一定的发展，但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仍面临着许多挑战，我们

需要不断加大社区康复人力及物力的投入，重视社区康复医疗建设，普及推广社区康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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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40 

康复科病历与 DRGs 分组点数相关问题探讨 

 
卢爱兰 

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省,金华市 

 

目的 通过对金华市中心医院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康复科出院病历及 DRGs 付费点数的数据

分析，寻求提高病历书写的规范性、首页主诊断及康复操作填写的准确性、DRGs 组别与点数合理

性的措施。 

方法 选金华市中心医院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康复科 3067 份出院病历为对象，将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出院的 1716 份病历为对照组，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出院的 1351 份为研究

组。2017 年 7 月前，医师只接受医院常规病历书写及 DRGs 编码诊断规则的培训，2017 年 8 月起

反复进行规范康复病历书写、规范首页填写培训，寻找与 DRGs 编码最接近的 ICD 诊断与

ICD-9-CM-3 操作分类、与编码员充分沟通、申请增加相关病组等措施。对二组病历书写规范性、

首页主诊断及康复操作填写准确性、DRGs 组别与点数合理性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研究组病历书写的规范性、首页主诊断及康复操作填写的准确性、DRGs 组别与点数的合理

性有明显提升。 

结论 实施DRGs 支付方式以来，康复病历的DRGs 分组成为绝大多数医院的难点。DRGs作为一

种管理工具，其核心思想是将具有某一方面相同特征的病例归为一组，以方便管理。但 DRGs 分类

的基础是病人的诊断，在此基础上考虑患者的年龄、手术与否、并发症及合并症等情况的影响。但

康复病历的诊断有别于临床诊断，在实施 DRGs 分组及计算点数时需要同时考虑相关科室的情况，

对有否实施康复措施进行必要的区分，才能体现康复病历中付出劳动的真实性，医院才能得到医保

的合理付费。对康复医师强化规范病历书写、首页主诊断及康复操作填写、DRGs 相关知识的掌握，

找与 DRGs 编码最接近的 ICD-10 诊断与 ICD-9-CM-3 操作分类、并与编码员充分沟通、申请增加

相关病组等措施，能有效的提高病历书写的规范性、首页主诊断及康复操作填写的准确性、DRGs

分组与点数的合理性。在各级医院值得推行。 

 
 

PU-741 

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对社区脑卒中患者功能的影响研究 

 
陈敬富 

义乌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索脑卒中患者家庭医师团队签约构建的社区康复服务模式，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影响。 

方法 从2016年起在我院住院康复治疗出院的脑卒中患者中挑选102 例脑卒中患者进行随机分为研

究组和对照组，其中 52 例作为家庭医生团队的签约研究组进行签约服务管理，另外 50 例作为对照

组采用浙江省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规范，进行随访管理。在入组前和入组干预三个月后分别

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表和运动 Fugl-Meyer 功能评分量表对患者进行效果评估。 

结果 入组时２组患者的基线情况，包括一般资料、临床状况比较：入组时２组卒中类型、病程和

瘫痪部位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ＦＭＡ、ＭＢＩ评分比较治疗前后比

较Ｐ ＜0.01，治疗组与研究组比较Ｐ ＜0.05 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家庭医师团队签约服务‖模式建立的脑卒中社区康复服务体系，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区脑卒中

患者的社区康复服务需求，入组前后比较，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均有显著性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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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42 

老年脑卒中患者康复知识现状调查与分析 

 
章荣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省,自贡市 

 

目的 在我国诸多的致残疾病谱中，脑卒中一直居于首位。脑卒中的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复

发率均较高。有研究显示，脑卒中幸存者中约 80%留下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在老年人中，脑卒中年发病率逐渐升高。而目前的临床共识是康复治疗在改善脑卒中功能障

碍方面是较主流的治疗方法。由于康复治疗的特殊性，在现有医疗环境下和普及下，需要患者的配

合度。2017 年 1月～2017 年8月我院康复医学科对就诊的 38 例老年脑卒中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分

析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知识情况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指导老年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和康复宣教

揭示一些介入策略。 

方法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 1 年内于住院的 38 名脑卒中老年患者（年龄均大于 60

岁）进行问卷调查。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制定脑卒中患者康复知识调查问卷，以自评方式完成。问卷

分 2 部分: 患者基本情况调查; 康复知识调查。共有 8 个问题。由 38 名脑卒中老年患者完成。 

结果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32 名脑卒中老年患者中，男性 14 名，占 43. 75%，女性 18 

名，占 56. 25%;；大于 80 岁的高龄老人为 11 人，占 34. 37%；占中专以上 6 名占 18. 75%，文

盲为 2 名，占 0. 06%；18 名老年患者的月收入为 1 000 元以上，占 56. 25%。 

2.2 康复知识调查 

32名患者中 30人知道康复的概念，占93.75%。仅有 3人明确了康复的定义。其他患者所涉及到的

康复服务以中医针灸、推拿、按摩、足疗为主，而 PT、OT 等现代康复技术暂无涉及。 

结论 3.结论 

在我市脑卒中患者中，接受康复治疗的老年患者学历低，整体文化素质差，对康复治疗和疾病预防

的知识了解甚少，仅限于与中医相关的针灸、按摩、拔罐及普通的 PT，而 OT、娱乐治疗等相对

匮乏。同时在我市医疗机构提供的康复服务方面也不能满足脑卒中现代康复治疗的需求。 

 
 

PU-743 

加入 WFOT 后，中国的作业治疗专业还需要做什么？ 

 
闫彦宁,孙增鑫 

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2018 年 5 月 18 日，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委会已经正式成为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

( 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WFOT)成员，这是对中国作业治疗专业发展的肯定，

是中国作业治疗专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的作业治疗专业融入了国际大家庭，

实现了多年来中国作业治疗师的梦想。 

方法 探讨未来中国作业治疗的发展方向及策略 

结果 1、作业治疗基本理论与基本技术的普及与推广，教材、首套《作业治疗》丛书共 16 本即将陆

续出版。 

2、启动作业治疗从业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及认证工作。 

3、面对 WFOT 最新作业治疗教育标准的应对 

4.对符合中国文化的作业治疗服务模式的探讨（太极模式、黄土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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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针对临床常见疾病或损伤的作业治疗技术培训 

结论 中国的作业治疗专业无论是从业者的数量还是服务质量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

国的作业治疗专业要需要走很长的路。 

 
 

PU-744 

ICF 评治一体化临床康复管理流程应用和探索 

 
江钟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卫生工作发展战略的重视，康复医学得到快速发展，怎样实

现规范管理和持续改进，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设计以《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为框架，

贯穿于整个康复评估和治疗体系的康复医疗信息化管理平台显得至关重要。 

方法 通过分析康复专科业务的方法论特点和逻辑特征，提出康复信息化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

采用 ASP.NET、Javascript、Css 和 HTML 技术，开发康复信息化平台。通过在综合医院康复医学

科的实际应用，对平台及其业务模式进行验证。 

结果 经过一年的实际运行，所建平台全面嵌入康复业务流程，实现治疗方案 ICF 框架化、日程安

排无纸化、治疗记录数字化和设备维护自动化，并初步在教学和科研方向实现平台模块延伸。 

结论 ICF 为核心的康复信息化平台可以实现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医疗、教学和科研管理一体化，

并且可对专业服务实现持续记录、追踪和改进，提供远程康复医疗同质化服务，具有优化康复服务，

升级行业生态的远景价值。 

  
 

PU-745 

深圳宝安区社区康复调查 

 
陈尚杰,万义文,胡水荣,杨浩勃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宝安医院 

 

目的 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健康中国新主旨

从―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目前大医疗的核心问题在于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完善，

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因此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及健全的医疗、康复、长期护理网络的建设

刻不容缓。康复回社区是一个重要环节，但开展得如何，值得研究。本课题通过对宝安社区现状调

查，为社区康复发展提供借鉴。 

方法 调查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设备配置、人员配置、开展的项目。 

结果 社区配有中频、神灯设备，大多有牵引设备，少部分有简单作业设备，并且部分在闲置。而

主要的运动、作业设置少。没有配置完善的康复治疗室，部分有针灸推拿人员，而正规的康复治疗

师基本没有。开展的基本上是中医康复同，现代康复少有开展。 

结论 社区目前大多还只开展传统的中医康复及少量的理疗，而现代康复治疗开展很少，有待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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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46 

重复经颅磁刺激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疗效观察 

 
彭博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梗死恢复期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及

安全性。 

方法 共纳入脑梗死后偏瘫患者 40例，随机分为 rTMS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例，两组均给予常规药

物和康复治疗，rTMS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rTMS治疗(刺激刺激患侧皮质区, 5 Hz, 80％运动阈值)，

疗程 4 周。两组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完成后（4 周）即刻和 12 周后进行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

（FMA）、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MBI）及 Frenchay 活动量表评分（FAI）。观察治疗过程中及

治疗后 8 周内有无明显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后，两组FMA、MBI、FAI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rTMS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两组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rTMS 治疗可安全有效改善脑梗死后患者运动功能，提高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747 

HandTutor 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董新春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 HandTutor 迈拓运动反馈系统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60例脑卒中患者按动态随机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30例。两组患者均在脑卒中临床常

规药物基础上进行康复训练，常规康复训练采用以神经肌肉促进技术为主的训练，包括：正确的体

位摆放及转移训练；床上主被动 ROM 训练；上下肢易化训练；桥式训练；平衡训练；步行训练及

ADL 训练等。1次/天，30min/次，共 8 周。试验组在此基础上进行 HandTutor 迈拓运动反馈治疗，

1 次/天，20min/次，共 8 周。 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持续时间和频率与试验组相似的手功能治疗，

1 次/天，20min/次，共 8 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8 周后分别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与改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评定患者的平衡和 ADL 能力。 

结果 治疗 4 周、8 周后 2 组患者的平衡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均有明显改善(P<0.05)，观察组效果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HandTutor 迈拓运动反馈系统配合常规康复训练可较好的改善偏瘫患者的平衡和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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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48 

低频经颅磁刺激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对大脑中动脉闭塞性脑梗死患

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范晓华

1
,周亮

1
,唐绍灿

1
,纪爱辉

2
,朱晓丽

2
 

1.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2.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目的 研究低频经颅磁刺激（TMS）治疗对大脑中动脉（MCA）闭塞性脑梗死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为临床治疗大面积脑损伤患者探索新的康复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山东省立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住院的 MCA 闭塞性脑梗死患者，

参考文献公布的评价 MCA 供血区脑梗死模式和分布的标准模板对脑梗死模式进行分类，根据 DWI

表现选取大面积梗死患者 72 例，根据患者的自愿情况，分为常规康复组与 TMS 治疗组，常规康复

组，常规康复治疗方案包括脑梗死的二级预防，原发病与并发症的临床处理，常规的物理治疗、运

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认知与心理功能的评定与治疗、吞咽障碍的评定与治疗，以及根据肌张力

的评定结果确定抗痉挛药物的应用，包括全身用药或局部A型肉毒毒素注射。TMS治疗组除了常规

康复治疗方案后，同时增加 TMS 治疗，对纳入治疗标准的患者给予健侧大脑半球（M1 区）的低频

刺激（1Hz）治疗，治疗时间为每周 5 次，每次 15 分钟，连续 4 周，休息 2 周，开始第二个疗程的

刺激。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改良的 Barthel Index（MBI）评定患者的肢体功能与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两组在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统计学无差异（P>0.05），两组治疗前运动功能评分与 ADL 评

分统计学无差异（P>0.05），治疗 1 个月、3 个月后，两组治疗前后运动功能与 ADL 有明显进步，

运动功能评分与 ADL 评分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 1 个月两组比较，TMS 治疗组

较常规康复治疗组运动功能与 ADL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 3 个月两组比较，TMS

治疗组较常规康复治疗组运动功能与 ADL 有明显的进步，评分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低频经颅磁刺激治疗结合常规康复治疗能够明显改善 MCA 闭塞性脑梗死（大面积梗死）患者

的肢体功能与 ADL 能力。脑卒中发生后两侧大脑半球之间交互抑制失衡，导致健侧大脑半球对患

侧大脑半球的抑制增强，患侧大脑半球对健侧大脑半球的抑制减弱。低频 rTMS 作用于健侧大脑半

球，抑制健侧运动皮质的活性，减弱了健侧大脑半球对患侧大脑半球的抑制作用，从而使患侧大脑

半球的兴奋性增加，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机制可能是通过改变大脑皮质兴奋性，改善胼胝体通路

的生理活动，使胼胝体间抑制恢复平衡，促进正常的运动行为模式产生。 

 
 

PU-749 

脑卒中患者交感神经皮肤反应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培

1
,王红星

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通过交感神经皮肤反应（sympathetic skin response, SSR）检测技术探讨脑卒中患者交感神

经电生理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方法 对符合入选标准的 34 名脑卒中患者进行四肢 SSR 检测，采用 Brunnstrom 分期评价肢体功能。

分析患侧与非患侧肢体交感神经电生理指标差异，不同病灶部位、不同病程患者 SSR 变化特点。 

结果 四肢 SSR 异常率 67%以上，且双上肢或双下肢均异常的比率显著高于单侧肢体（P<0.05）；

病程3月内和3月以上患者SSR潜伏期和波幅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左侧偏瘫异常率高于右侧偏瘫；

非基底节区病灶的患侧上肢潜伏期较基底节区显著延长（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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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脑卒中后两侧肢体均可出现交感神经传导功能障碍，双侧肢体 SSR 均异常比例高于单侧肢体；

病灶部位是影响 SSR 的主要因素，与病程的关系尚不确定。 

 
 

PU-750 

颈脊髓损伤患者的膈肌超声特点 

 
朱志中

1
,李建军

2
 

1.天津市环湖医院,天津市,河西区 

2.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颈脊髓损伤会导致呼吸功能障碍，无创评估颈部脊髓损伤患者的呼吸肌是非常重要的，本研

究通过超声检测，对比颈脊髓损伤患者膈肌超声特点与正常对照组的区别。 

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颈脊髓损伤患者60例，健康人 60 例为对照组，应用三星麦迪逊R3型超

声检测仪，采用B型超声检查评估膈肌厚度，采用M型超声检查评估膈肌运动幅度。分别于平静呼

吸和深呼吸时测量膈肌厚度、膈肌增厚率及运动幅度。 

结果 颈脊髓损伤患者的双侧膈肌厚度均显着增加与正常人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00）。 颈

脊髓损伤患者的膈肌增厚率与正常对照组无明显差（P>0.05）。颈脊髓损伤患者在平静呼吸期间的

膈肌偏移与正常人相比明显增大，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00）。 

结论 颈脊髓损伤后，膈肌代偿性增厚，膈肌动力学发生改变以弥补通气不足，但这种代偿是不充

分的，这种神经代偿策略效率低下。 

 
 

PU-751 

电针对脑卒中后痉挛性瘫痪治疗效果的 Meta 分析 

 
向云,胡慧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电针治疗脑卒中后痉挛性瘫痪的临床效果。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万方数据

( WAN-FANG DATA)、维普数据库（VIP DATA）以及国外数据库 Pub 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收集关于针治疗脑卒中后痉挛性瘫痪相关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RCT），检索时间均为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由 2 位研究者按照纳入标准、排除标准及 Cochrane Handboo5.1.0 中的

方法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和质量评估后，应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文献 33 篇，累计患者 2370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电针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①神经

功能缺损评估（NHISS）：WMD = 0.71，95% CI (0.53，0.89)， Z = 7.85，P ＜0. 00001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②FMA 评估：上肢组 WMD = 1.05，95% CI(0.84，1.27)， Z = 9.55，P ＜0.00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下肢组 WMD =1.10，95% CI(0.67, 1.52)， Z =5.08,P ＜0.0000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全身组WMD = 0.86，95% CI(0.64，1.07)， Z =7.74，P ＜0.0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③ADL评价：WMD = 0.90，95% CI(0.77, 1.03)， Z =13.41，P ＜0.0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总的结果提示：针刺( 综合) 疗法提高患者肢体运动功能疗效优于其他单纯疗法组。 

结论 电针治疗脑卒中后痉挛性瘫痪具有很好的临床疗效，但受到纳入研究的数量及质量所限，该

研究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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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52 

步行康复机器人对帕金森患者慌张步态改善的疗效分析 

 
杨伟,欧阳辉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步行康复机器人对改善帕金森患者慌张步态的疗效改善作用，为此类患者临床康复手段

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帕金森中心，适合入选标准的慌张步态患者 26 例，依照随机数字

表分成2组，机器人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各16人。常规治疗组给予对症及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治疗，

实施肢体弛缓放松训练、平衡仪的稳定站立练习、语音提示下的启动停止、舒缓音乐辅助步行、下

肢 MOTOmed 训练，以上在患者开期进行，每项目 15 分钟，每天 1 次，每周 6 天，连续 4 周。机

器人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步行机器人辅助训练，每天 30 分钟，疗程同上。两组分

别在治疗前，12 天和结束时分别采用 10 米步行能力、6 分钟步行测试、足底压力测试仪测定人体

重心动摇轨迹及包络面积、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判下肢步行康复机器人对慌张步态的

干预效果。 

结果 2 组患者行治疗前 6 分钟步行测试、10 米步行能力、人体重心动摇轨迹及包络面积、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评测，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训练的第 12 天，6 分钟步行测试、10 米

步行能力无统计学差异（P>0.05），人体重心动摇轨迹，包络面积、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检测，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5）;训练结束时，6 分钟步行测试、10 米步行能力，人体重心动摇

轨迹及包络面积，、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均有显著地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下肢步行康复机器人应用于帕金森慌张步态患者，能有效改善步行速度，能减少人体重心动

摇轨迹的分布，缩小包络面积。 

  
 
 

PU-753 

虚拟现实技术联合平衡训练仪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功能 

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李娅娜,王会会,曹岚,周雯静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观察虚拟现实技术联合平衡训练仪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功能及平衡功能的影响，为脑卒

中恢复期患者的平衡及行走功能恢复提供有效的康复方法 

方法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2 月，60 例本院脑卒中恢复期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30）和对照

组（n=30）。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增加虚拟现实联动平衡训练仪，对照组增加传统平

衡功能训练，每天 30min，每周 5 天，共 4 周。治疗前，对两组患者进行年龄、性别、病程等基本

信息对比，治疗前后均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评定患者下肢股四头肌、小腿三头肌肌张

力，采用 Fugl-Meyer 评定量表下肢部分评定下肢功能，Berg 平衡量表评定平衡功能。 

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MAS、

Fugl-Meyer 评分及 Berg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下肢股四头肌、小腿三

头肌 MAS 评分较治疗前无显著差异（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 MAS 评分无显著性意义

（P>0.05），但观察组评分略低于对照组；治疗后，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下肢评分及 Berg 平衡功

能评定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性提高（P<0.05）；且观察组 Fugl-Meyer 下肢评分及 Berg 平衡功能评定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虚拟现实技术联合平衡训练仪训练可提高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功能及平衡功能，且优于传

统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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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54 

运动想象训练促进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孙莉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脑卒中患者运动想象训练（MIT）后上肢功能重组潜在的脑重塑机

制，为临床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方法 选择 1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运动想象训练每周 5 次，每次约 30min，共 4 周，并进行

常规康复训练。应用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量表（FM-UL）和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分别在

治疗前和治疗后4 周评估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康复干预前后分别对患者进行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检查，利用SPM8 和DPARSF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患侧初级运动区（M1））

与全脑各脑区间的功能连接，计算 M1 和初级感觉区（S1）的偏侧化指数（LI）。另选 10 例年龄和

性别与脑卒中组相匹配的健康受试者作为对照组，仅行一次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检查。 

结果 4 周 MIT 干预后脑卒中患者的 FM-UL 评分从 （23.3±13.4）升高到（33.6±14.2），MBI 从

（58.0±14.4）升高到（72.5±16.7），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MIT 干预后患者患侧 M1

与健侧 MI、健侧 S1、健侧额叶的功能连接增强，患侧 M1 与患侧旁中央小叶、前扣带回皮质的功

能连接也增强。MIT 干预前脑卒中组的 LI 在 M1、S1 两区均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增加（干预前 LIM1

是 0.43，LIS1是 0.37，健康对照组接近于 0），干预后 LIM1和 LIS1均有所降低，并趋向于健康人数

值（干预后 LIM1是 0.22，干预后 LIS1是 0.34），LIM1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LIS1下降

不显著（P=0.65）。 

结论 MIT 可改善脑卒中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经过 4 周干预后患者患侧 M1

和健侧 M1 的功能连接被显著修复，和双侧多个非初级运动脑区的功能连接也增加，同时干预逐步

恢复了双侧初级运动区功能连接的对称性，这些可能是 MIT 改善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脑重塑机

制。 

 
 

PU-755 

集束化摄食干预方案应用于脑卒中康复期吞咽 

障碍患者的效果评价 

 
祝小丹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同济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集束化摄食干预方案对脑卒中吞咽障碍康复期患者的临床效果评价。 

方法 回顾性分析康复科 2016 年 2 月至 10 月对收治入院的 200 例脑卒中康复期吞咽功能障碍患者

应用集束化摄食干预方案，由医生、康复治疗师、护士组成的吞咽障碍小组成员对收治入院（含院

内转入）的脑卒中康复期吞咽障碍患者（入组标准：临床诊断符合 1995 年全国第 4 届脑血管病会

议制定的诊断标准，均经头颅 CT 或 MR 检查确诊；意识清醒，检查合作患者。排除标准：严重意

识障碍、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患者。），在患者入院 24 小内或进食前完成吞咽筛查试验，并进行吞

咽功能评级，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患者进食方式，医、康、护共同查房制定治疗及摄食方案，在常规

康复、仪器治疗基础上制定摄食训练计划，落实对患者摄食前评估、摄食中指导观察、摄食后的注

意事项等全过程管理，并落实对患者、家属、陪护摄食安全教育，四周后由言语治疗师采用同样的

评估方法对病人进行评价，实施集束化摄食干预方案前后进行对比（设定实施集束化干预方案前患

者为对照组，实施集束化摄食干预方案后患者为实验组），观察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患者吞咽功

能改善及总有效率，患者摄食安全指标（包括：进食前吞咽功能评估、进食体位、喂食方法、进食

姿势、食物形状选择等）达标率对比。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460 

结果 实施集束化摄食干预方案，吸入性肺炎发生率由实施前的 17％降至 7％，前后对比具有显著

性差异（P<0.05），安全摄食管理各项指标达标率均显著高于实施前（P＜0.05），吞咽功能改善

情况及康复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应用摄食干预方案规范了患者安全摄食摄食管理，有效降低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吸入性

肺炎的发生率，明显改善患者吞咽功能，缩短患者留置胃管时间，提前拔除胃管经口进食，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充分发挥吞咽障碍小组医、康、护成员专业优势，增强团队凝聚力，提高团队综合

素质与业务能力。 

 
 

PU-756 

脑卒中后超早期下肢强化训练对患者下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吴文秀,王哲伟,陈晓丽,陈国钱,周成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超早期下肢强化训练对患者下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择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31 例，分为常规治疗组（SC）及超早期下肢强化治疗组（VEM），

VEM 组在 SC 组的基础上在卒中后 48 小时内在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加强下肢主动活动，即采用卧

床功率自行车加强下肢活动，同时早期协助患者练习坐和站立。在治疗前、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4

周采用 Fugl-Meyer 下肢功能评分、Berg 平衡量表、Fugl-Meyer 平衡功能量表及 Barthel 指数进行

功能评估。在 3 个月后采用改良 Rankin 评分(mRS)衡量患者的预后。 

结果 两组在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方面无明显差异。VEM 组在治疗 2 周后、4 周后 Fugl-Meyer 下

肢功能评分、Berg 平衡评分、Fugl-Meyer 平衡评分及 Barthel 评分较治疗前有提高（P<0.05），而

SC 组在治疗 2 周后、4 周后 Berg 平衡评分、Fugl-Meyer 平衡评分及 Barthel 评分较治疗前有提高

（P<0.05），而 Fugl-Meyer 下肢功能评分未见明显提高（P>0.05），且 VEM 组在治疗后 2 周、4

周 Fugl-Meyer 下肢功能评分高于同期的 SC 组（P<0.05）。两组在 3 个月改良 Rankin 评分(mRS)

较治疗前、治疗后 2 周及治疗后 4 周均有提高，且两组间比较未见明显差异(P>0.05)。 

结论 脑卒中后超早期的下肢强化功能训练有助于患者下肢功能的恢复，同时并未增加不良结果，

安全且有效的。 

 
 

PU-757 

脑卒中后不同程度吞咽障碍的表面肌电特点 

 
吴文秀,余见苍,周雪珍,卓飞南,周成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脑卒中后不同程度吞咽障碍的表面肌电表现，初步探讨吞咽障碍的发生机制。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医学科脑卒中患者 166 例，采用表面肌电记录患者空吞咽时、进食 10ml 流质、

糊餐和固体食物时颏下肌群及舌骨下肌群的肌电活动情况，GUSS 量表评估患者吞咽功能障碍严重

程度。 

结果 92 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吞咽功能障碍，其中轻度吞咽障碍者 22 例，中度吞咽障碍者 50 例，

重度吞咽障碍者 20 例。空吞咽时重度吞咽障碍患者颏下肌群的峰值、平均值较无吞咽障碍患者有

下降，而时限延长,同时舌骨下肌群的峰值下降，时限延长(P 均<0.05)；调整年龄、性别等对肌电

活动的影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004 和 0.002）。在不同性状食团测试时，重度吞

咽障碍患者均无法完成，中度吞咽障碍患者颏下肌群及舌骨下肌群的时限在糊餐、流质和固体食物

测试中均较无吞咽障碍者有延长，轻度吞咽障碍患者在 10ml 流质检查中颏下肌群的平均值有增高，

进食固体食物时舌骨下肌群时限的延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其余指标间未见明显

的统计学差异(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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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排除年龄、性别对肌电活动的影响后，脑卒中患者颏下肌群及舌骨下肌群表面肌电活动与吞

咽障碍的严重相关，轻度障碍者可能仅仅表现进食流质时平均值增高，固体食物时限延长，而中重

度障碍患者可出现峰值、平均值下降或时限的延长。 

  
 

PU-758 

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卒中后疲劳疗效观察 

 
潘化平,刘加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目的 观察认知行为疗法（CBT）治疗卒中后疲劳（PSF）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52 例 PSF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6 例。对照组仅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治

疗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配合 CBT，持续治疗 8 周。治疗前后统一采用疲劳严重度量表（FSS）、

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抑郁自评量表（SDS）、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估 CBT

对 PSF 患者的疗效。 

结果 治疗后，2 组 FSS、MBI评分均明显改善（P＜0.05），治疗组 FSS 评分改善更明显（P＜0.05），

2 组间 MBI评分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 PSQI、SDS 评分比治疗前明显下降（P

＜0.05），对照组 PSQI、SDS 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BT 可缓解 PSF 患者的疲劳程度，改善睡眠，减轻抑郁症状，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PU-759 

经颅直流电刺激结合高压氧治疗一氧化碳中毒后 

迟发性脑病的疗效观察 

 
李红玲,檀晓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结合高压氧(HBO)治疗一氧化碳中毒后迟发性脑病（DEACMP)

的疗效。 

方法 1.选取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DEACMP 的病人 40 例。将

其随机分为治疗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 HBO 治疗、常规个体化康复治疗

及改善微循环和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辅以 tDCS 治疗。tDCS 治疗、

HBO 治疗及常规个体化康复治疗均 1 次/d，6 天/周，10 次一个疗程，治疗前和治疗 3 个疗程后，

采用简易精神智能量表（MMSE）、P300 对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评估,采用 Barthel 指数（BI）对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ADL）进行评估。 

2.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基本情况（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疾病潜伏期、发病至就诊间隔的时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 MMSE 评分【治疗组（6 ± 5）分、对照组（4.8 ± 3.7）分】、BI评

分【治疗组（29 ± 16）分、对照组（20 ± 15）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P300 潜

伏期【治疗组（372 ± 10）ms、对照组（379 ± 14）ms】、波幅【治疗组（4.3 ± 2.3）μV、对照组

（3.3 ± 1.8）μV】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个疗程后，治疗组和对照组 MMSE、

BI 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提高，两组 P300 潜伏期较治疗前有明显缩短，波幅增高，差异都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且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较，治疗组 MMSE 评分（13 ± 7）分高于对照组

（9 ± 5）分（P＜0.05），治疗组 BI评分(54 ± 17)分高于对照组（43 ± 15）分（P＜0.05），治疗

组 P300 潜伏期（342 ± 29）ms 短于对照组（363±17）ms，波幅（7.1 ± 3.3）μV 高于对照组（5.1 

± 2.7）μV，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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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高压氧治疗、药物治疗及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结合 tDCS 治疗可以更好的改善 DEACMP 患

者的认知功能和 ADL。 

 
 

PU-760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踝足矫形器对脑卒中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评价 

 
黄肖群,肖文武,覃东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北省,宜昌市 

 

目的  探讨功能性电刺激（FES）联合踝足矫形器（AFO）治疗脑卒中下肢运动功能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72 例符合入组标准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 1 组、观察 2 组。三组患者均

接受相同的常规康复治疗，此外，观察 1 组给予 AFO 治疗，观察 2 组在 AFO 治疗的同时予以 FES

治疗，共为期 4 周治疗。三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周后给予下肢 Brunnstrom 分期（Recovery 

stage of Brunnstrom，RSB）、下肢 FMA（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FMA）、Holden 步行

功能（Functional ambulation classification,FAC）及 10m步行能力测试（10m walking test，10mWT）

评定。 

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前一般资料、RSB 分期、下肢 FMA、FAC、10mWT 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对照组患者 RSB 分期、下肢 FMA、FAC、10mWT 等指标较治疗前

比较改善明显（P＜0.05），但观察组患者相关评分改善更显著（P＜0.05）；治疗４周后观察组患

者组间相比较，在下肢 FMA、10mWT 的比较中，观察 2 组较观察 1 组比较改善更明显，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在 RSB 分期及 FAC 指标的比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常规康复治疗可有效改善卒中下肢运动功能，踝足矫形器的治疗作用值得肯定，联合功能性

电刺激治疗作用更加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PU-761 

脑出血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分析 

 
穆景颂,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分析脑出血患者在住院期间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DVT）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康复

医学科收治的脑出血患者 230 例，根据下肢静脉彩超的表现，将其分为伴 DVT 组（31 例）和不伴

DVT 组（199 例）。记录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瘫痪侧别、意识状况、是否气管切开、是

否合并并发症（肺部感染、尿路感染、压疮）、是否有异物置入、有无深静脉置管史、心率是否大

于 100 次/分、此次发病后是否有过康复干预、瘫痪侧下肢肌张力状况、瘫痪侧下肢有无主动活动、

瘫痪侧下肢有无肿胀、入院时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数值等临床因素。先采用单因素分析，再进行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脑出血并发 DVT 的危险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性别、病程、气管切开、尿路感染、压疮、异物置入、下肢肿胀和

下肢肌张力情况可能与脑出血患者 DVT 发生有关；回归分析显示下肢肿胀 [OR(95%CI)= 

20.624(2.033-209.263), P=0.010]和下肢肌张力低下[OR(95%CI)=9.956(2.699-36.735), P=0.001]

与脑出血患者 DVT 发生有关。 

结论 下肢肿胀和下肢肌张力低下是脑出血患者发生 DVT 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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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62 

PNF 技术结合低频电刺激仪对脑卒中足下垂患者 

步行功能疗效的观察 

 
靳亚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采用步态分析，探讨 PNF 技术结合低频电刺激仪对脑卒中足下垂患者步行功能疗效的观察。 

方法 32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n=16）和对照组(n=16)。两组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

治疗组增加 PNF 技术与低频电刺激仪，并根据患者踝关节跖屈、外翻程度来调整电极贴片的位置

及具体刺激量。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分别采用三维步态时空参数进行评估。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各临床评价指标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 8 周后，对照组和治

疗组步长、步幅、步频、单腿支撑时间较治疗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步态周期、双支撑相、

患侧摆动相、健侧支撑相较治疗前显著减少（P＜0.05），治疗后两组间比较，治疗组指标步长、步

幅、步频、单腿支撑时间、步态周期、双支撑相、患侧摆动相、健侧支撑相均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PNF 技术结合低频电刺激仪能有效改善脑卒中足下垂患者的步速、步频、步行周期等时空参

数，提高脑卒中后足下垂患者的步行能力及对称性。 

 
 

PU-763 

基于 sEMG 信号特征分析视空间定位障碍对脑损伤患者 

运动执行的影响研究 

 
张韬,白定群,林海丹,冯垚娟,韩星云,王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通过观察视空间定位障碍患者在坐位抛球与接球时的躯干控制相关肌肉群激活情况，研究视

空间定位障碍程度与其运动执行的相关性，从而提高该类型患者的运动执行能力。  

方法 选择2016年9月至2018年3月于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并存在视空间定位障碍的脑损伤患者，

共 13例，分组为测试组，另选择 13 例健康人分组为健康组；根据 Santos，Kanekar 等使用的重物

摆干扰视觉预期对躯干姿势控制的改良经典落球试验，设计听视觉指令下―坐位抛球‖、―坐位接球‖

等两项测试动作，两组患者于同一环境下进行测试，由同一台 sEMG设备采集受试者完成上述动作

时左右两侧颈夹肌、斜方肌中下部、背阔肌、竖脊肌胸腰段、腹直肌上部、腹外斜肌等 16 组肌群

的肌电信号，并对两组患侧的肌电信号激活时间、肌肉收缩最大值 MVC、平均肌电值 AEMG、积

分肌电值 iEMG 等多组时频域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测试组 13 例患者的 16 组肌群肌电信号激活时间、MVC 最大值、AEMG 平均值、iEMG 积分

肌电值明显弱于健康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健康组完成―坐位抛接球‖时，除抛接球

动作特定肌群因解剖功能不同而发生正常变化外，余受测肌群未见明显差异；测试组患者在完成

―坐位抛球‖时，MVC、AEMG、iEMG 与―坐位接球‖相较未见显著差异（t＞2.417，P＜0.05），而肌

电信号激活时间显著早于―坐位接球‖，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691，P＜0.05）。 

结论 个体在完成需要视空间定位的特定活动时，需要良好完整的视觉输入反馈的辅助，而对于存

在视空间定位障碍的脑损伤患者，改善其视空间定位能力对运动执行系统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视

空间定位功能评估及训练值得在临床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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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64 

在俯卧位方式下进行各种动作训练对卒中患者康复疗效观察 

 
周顺林,王保叶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探索在俯卧位方式下进行各种动作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的疗效。 

方法 将 50 例患者分为 A、B 两组，A 组患者在俯卧位方式下分别进行以下 5 个动作：①起始位为

肩关节水平外展 90°，前臂旋前，做外展 30°，10 个/组，3 组/次；②起始位为患肢贴近躯干，肘关

节伸直，腕关节伸直，做后伸 40~50°，10个/组，3组/次；③起始位为肩关节前屈 180°，肘关节伸

直，前臂旋前，做腕关节背伸动作，10 个/组，3 组/次；④上肢俯卧撑动作，要求腕背屈，手处于

伸展位，10 个/组，2 组/次；⑤俯卧位，屈曲膝关节动作，10 个/组，2组/次，注意保持整个身体的

对称。B 组患者采用常规体位做传统的动作训练，包括良肢位摆放、健侧卧位、患侧卧位、仰卧位

交替选择、肢体的关节活动度训练、起坐训练、立位平衡训练、步行及步态训练等，分别于康复训

练前、康复训练 3 个月后对 A、B 两组患者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 以患者日常实际表现做评估依据，以改良 Barthel 指数为评定标准，即 0~20 分极严重功能缺

陷，25~45 分严重功能缺陷，50~70 分中度功能缺陷，75~95 分轻度功能缺陷，100 分自理。改良

Barthel 指数在康复治疗前 A、B 两组 ADL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康复训练 3 个月后，A 组治疗后在

ADL 评分高于 50 分以上的患者占实验组总数的 50％左右，优于其 25%左右的B 组数据，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在俯卧位下进行各种动作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疗效明显，可降低上、下肢肌张力，缓解痉

挛，特别是在上肢进行各种闭链运动时，能够显著降低上肢和手部肌张力，从而可以更好为完成上

肢任务性训练做良好铺垫，同时可以纠正整个身体姿势的不平衡、不对称性。从整体观念上对患者

进行康复，诱发上、下肢分离动作的产生，改善患者的步行及步态功能，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追求高品质的生活。 

 
 

PU-765 

踝足贴扎对偏瘫患者足底压力和步态的影响 

 
何霞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踝足贴扎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足底压力和步态的影响观察踝足贴扎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

足底压力和步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1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n=20）和实验组（n=21），对照组进行常规训

练，实验组对患者进行控制足下垂和内翻的踝足贴扎和常规训练，在治疗前和治疗 6 周后，分别进

行足底压力和步态压力测试以及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同时实验组测量贴扎前后的足底

压力和步态压力。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步长、步宽和足底最大压力、平均压力以

及重心位置无明显差异（P>0.05），实验组贴扎前后足底最大压力、平均压力和重心位置无明显改

善（P>0.05）。治疗 6 周后，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均有显著提高（P<0.01），

实验组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P<0.05）；步长、步宽和足底最大压力以及重心偏移位置有明显改善

（P<0.05），实验组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P<0.05）,足底平均压力无明显改善（P>0.05），实验

组和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足踝贴扎结合运动训练对偏瘫患者的运动功能和步态功能有明显改善，对于足底平均压力无

明显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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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66 

Imoove 椭圆运动联合 Alter-G 反重力步行训练对 

小脑萎缩患者步行功能的影响 

 
薛白洁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由于小脑主要参与躯体平衡和肌肉张力的调节，因此小脑萎缩患者临床多出现步态不稳，共

济失调等症状。此文主要观察 Imoove椭圆运动联 Alter-G反重力步行训练对小脑委缩患者步行功能

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16 年 7 月到 2018 年 1 月于我院神经内科就诊并收治入院的接受进一步治疗的 34例患

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原则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17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针对一些

可控的致病因素的干预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接受 Imoove 椭圆运动和 Alter-G 反重力步行训练。

治疗4周,6次/周,1次/天,20min/次。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FAC功能性步行、步速、步长、Berg

平衡量表(BBS)及国际合作共済失调量表(ICARS)进行评分。 

结果 入院后治疗前,两组患者步行能力、步速、步长、平衡功能、共济失调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分别接受治疗一个月后,实验组患者 FAC 步行能力、步速、步长及 Berg 平衡量表评分有

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各项功能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对比,仅

共済失调量表评分(ICARS)无显著性意义(P>0.05)其余各指标均为实验组改善更明显(P<0.05)。 

结论 此观察表明 Imoove 椭圆运动和 Alter-G 反重力步行训这种联合训练方式可改善小脑萎缩患者

的步行功能，对其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PU-767 

基于稳态视觉诱发电位的脑-机接口训练对脑卒中 

患者脑电 α 波的影响 

 
林小东,冯枫,段强,赵晨光,牟翔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脑-机接口与智能下肢反馈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脑电 α 波的对比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2018 年 3 月脑卒中患者 35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17 例）和干预组（18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接受智能下肢反馈康复训练系统，30min/次，1 次/日×8 周；

干预组使用基于稳态视觉诱发电位的脑-机接口训练，第一关 1 次，第二关 2 次，第三关 5次，总计

约 30min/次，1 次/日×8 周。在治疗前、治疗后 4 周及 8 周，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脑电图（EEG）α

波评估，改良 Barthel、Fugl-Meyer 下肢、Fugl-Meyer 平衡评分。 

结果 经过2个月的训练，两组患者在改良Barthel、Fugl-Meyer下肢、Fugl-Meyer平衡评分上较治

疗前均有所提高，干预组较对照组脑电图（EEG）α 波出现时间更长，频率更多。 

结论 基于稳态视觉诱发电位的脑-机接口训练可促进脑卒中患者大脑功能恢复，可增加脑电 α 波出

现的时间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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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68 

床边呼吸训练配合躯干肌强化训练对脑卒中急性期 

患者坐位平衡影响的临床研究 

 
雷晓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脑卒中急性期患者床边呼吸训练和作业训练对患者坐位平衡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3 月—2017 年 9 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脑梗死患者共 60 例，采用随

机数字法分成常规组和实验组 2 组，两组患者均在发病后 24—48h进行床边常规康复治疗。每天康

复治疗总时间在 3 个小时。常规组常规进行床上的翻身等作业疗法和坐位平衡训练，而实验组则采

用呼吸训练和躯干肌强化训练。训练时间均为每次 20 分钟。每天一次，每周五天。 

结果 治疗 3 天、7 天、10 天后分别比较两组患者的坐位平衡、姿势控制能力和转移能力。试验组

患者的坐位平衡、姿势控制和转移能力较常规组具有显著性差异。且(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实现坐位是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的主要运动目标，坐位的平衡能力和姿势控制有赖于躯

干肌的有效工作，而呼吸训练是功能运动恢复的前提。早期床边强化呼吸训练和躯干肌的训练为患

者坐位控制和功能恢复提供了良好的功能基础。 

 
 

PU-769 

智能站立移动机器人训练对胸段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 

下肢功能的影响 

 
陈吉保,姚加佳,靳仲夏,王慧芳,牛文鑫,李钰,王岩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胸段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使用智能站立移动机器人训练后下肢功能变化。 

方法 招募16例符合标准的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8例，年龄38.38±11.45岁)和对照组（8

例，年龄 42.75±9.95 岁）。两组常规康复治疗时间一致，均接受常规治疗，试验组进行的站立训练

均使用智能站立移动机器人，站立训练时间与对照组一致。试验组采用智能站立移动机器人进行两

项训练：1）.深蹲并站起训练，15 个/组，组间休息 3min，30min/次，2 次/天；2）.站立训练，

30min/次，2 次/天。两组均接受 4 周治疗。进行第 1 项训练时，告知患者蹲下及站起时动作缓慢并

尽可能使用下肢参与训练。在实验前后，用皮尺测量两侧髌上 10cm 的肌围度，对测试者设盲，每

侧每次测量三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次的肌围度数值；采用 Discovery Wi(S/N85112)骨密度测量仪在

实验前后测量受试者的双侧股骨颈处的 T-score 和 Z-score。 

结果 实验前后肌围度差值为负值，试验组比对照组差值小，且有显著性意义（P<0.05），实验前

后骨密度差值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但是试验组比对照组平均差值较小。 

结论 常规康复训练结合智能站立移动机器人进行训练可以延缓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的下肢肌肉萎

缩,延长训练时间，有可能改善患者的骨质流失。进一步研究中，需要观察长期训练试验，对下肢

功能和平衡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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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70 

智能运动反馈训练在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手及 

上肢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张淑娴,李莉莉,郑雅丹,李鑫,刘远文,黄丽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初步探讨智能运动反馈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手及上肢功能康复的影响。 

方法 40 例脑卒中恢复期手及上肢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n=20）和对照组（n=20）。试

验组每日接受 40min 常规作业治疗和 20min 智能运动反馈系统训练，对照组每日接受 1h 常规作业

治疗，每周治疗 6 天，共治疗 4 周。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后予以 FMA 上肢部分（FMA-UE）、

WMFT 和 MBI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FMA-UE、WMFT 和 MBI的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

组患者 FMA-UE、WMFT 和 MBI 的评分均明显提高（P<0.0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患者治疗前后 FMA-UE 和 WMFT 评分差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间治疗后 MBI 评分及治疗前后 MBI 评分差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智能运动反馈训练可促进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手及上肢功能的康复。 

 
 

PU-771 

下肢康复机器人对早期脑卒中患者步行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欧阳辉,沈龙彬,陈卓铭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下肢康复机器人对早期脑卒中患者步行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收集 50 例病程在 6 个月以内的脑卒中伴有步行功能障碍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实验组 24 例和对照组 26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基础康复治疗，包括神经发育运动疗法、关节活

动训练、下肢肌力训练、平衡训练等，两组分别接受两个疗程的治疗，每个疗程 4 周，观察时间均

为8周。实验组:在基础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下肢康复机器人辅助步行训练。对照组：在基础康复

治疗的基础上加上治疗师人工辅助下步行训练。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及治疗 8 周后进行疗效

评定，采用 Fugl-Meyer 下肢评定量表( FMA-LE)、Berg 平衡量表（BBS）、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

改良巴氏指数(PADL)、下肢机器人数据反馈系统，评定两组患者的下肢运动功能及步行能力。 

结果  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的 FMA-LE 评分、BBS、Holden 分级、PADL 评分、下肢机器人数据

反馈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两个疗程除 Holden 分级外其他各项评定得分与对照组

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对照组患者两个疗程各项评定得分改善值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下肢康复机器人对早期脑卒中患者的下肢步行功能的训练效果优于治疗师辅助步行功能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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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72 

急性颈髓损伤患者继发肺部感染高危因素的回顾性研究 

 
吴建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回顾性分析急性颈部外伤性脊髓损伤患者继发肺部感染的高危因素。  

方法 获取 2014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安医大二附院骨科进行治疗的脊髓损伤患者

的临床资料，共 164 例。剔除外伤外其他原因所致的脊髓损伤患者 10 例，最终有 154 例资料纳入

研究。获取性别、年龄、损伤原因、损伤节段、损伤平面及是否合并椎体骨折或脱位等相关临床数

据，先获取流行病学资料。后将继发肺部感染的患者 34 例作为病例组，剩余 120 例作为对照组。

将两组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获取急性外伤性颈髓损伤患者继发肺部感染的独

立危险因素。 

结果 154 例急性外伤性颈髓损伤患者中，男性 121 例（78.6%），女性 33 例（21.4%），平均年

龄 55.17±13.051 岁，有 34（22.1%）例患者继发肺部感染；损伤原因为坠落伤的比例最高为 53.9%，

C4 以上损伤 47 例（30.5%），C4 以下损伤 107 例（69.5%），单个椎体节段损伤 76 例（49.4%），

多节段损伤 78 例（50.6%）；伴发椎体骨折或脱位者 39.0%。ASIA 神经损伤分级 A、B、C、D、

E 的比例分别为 17.5%、5.8%、22.1%、52.6%、1.9%，其中 100（64.9%）例患者在损伤后 8 小

时之内得到救治，88（57.1%）例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入院时的舒张压、

心率、呼吸频率、年龄、C4 以上脊髓平面损伤、伴有相应损伤平面椎体骨折或脱位、手术治疗、

损伤至救治时间大于8小时、完全性脊髓损伤是颈髓损伤后继发肺部感染的可能危险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0.953，95%CI（0.913-0.995）]、ASIA 分级 A 级[OR=17.013，95%CI

（5.187-55.801）]、C4 以上损伤[OR=3.225，95%CI（1.236-8.414）]、损伤至救治时间超过 8 小

时[OR=4.010，95%CI（1.447-10.887）]是颈髓急性损伤后继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对于高龄、ASIA 损伤分级 A 级、C4 以上平面脊髓损伤、伤后救治时间超过 8 小时的患者，

住院期间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较高。对入院患者进行高危因素风险评估，对于继发肺部感染风险较

高的患者，早期进行预防性护理或干预，有望降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进而降低颈髓损伤后患者的

死亡率。 

 
 

PU-773 

不同强度的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梗死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袁真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对比分析高频状态下，不同刺激频率的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梗死患者的认知功能的康复效

果。 

方法 89 例被诊断为脑梗死且同时合并单侧肢体功能活动障碍、认知障碍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常规的认知康复训练，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再细分为

5HZ、10HZ、20HZ 对应的三种不同高频刺激对患者进行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在治疗前和治

疗后对患者采用简易精神状况检查量表(MMSE)进行认知功能评定，对患者的偏瘫侧肢体功能恢复

过程进行 Fugl-Meyer 评定，对日常生活能力进行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在治疗前和疗程结束时使

用脑诱发电位仪对患者进行事件相关电位 P300 检查。 

结果 ①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 MMSE 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并且治疗组中频率为 10HZ 和 20HZ 的患者 MMSE 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而频率为 5HZ 的

MMSE 评分与对照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经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两组患者的

P300的波幅增高，潜伏期缩短。10HZ与20 HZ的P300结果均优于对照组（P＜0.01或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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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10 HZ 治疗组的上述改善效果较 20 HZ 效果明显，尚不能证明 5HZ 治疗组的效果与对照组有差

别。③经过治疗后，各组患者偏瘫侧 Fugl-Meyer 评分提高，治疗组患者的偏瘫侧 Fugl-Meyer 评分

高于对照组，且治疗组 10HZ 的治疗效果优于频率为 5HZ 和 20HZ 的治疗效果。④各组患者的改良

Barthel 指数较治疗前提高，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且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具有强度依赖性。 

结论 高频 rTMS 联合认知康复训练能够进一步有效提高脑梗死患者的认知功能，有助于偏瘫侧肢

体功能恢复，改善日常生活能力。同等条件下，10HZ 的高频刺激对脑梗死后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

优于 5HZ 和 20HZ。 

 
 

PU-774 

体感音乐疗法对备考学生考试焦虑状态调节的临床研究 

 
刘晓晨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目的 本实验通过观察体感音乐疗法对备考学生心理状态调节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来探讨体

感音乐疗法在治疗备考学生焦虑症状的临床可行性。 

方法 选取2016-2017年度滨州市滨州医学院及滨州学院两所院校内准备参加2017年全国考研统一

考试的 150 名备考生进行调查问卷，统计学生的焦虑自评量表(Anxiety self-assessment scale，

SAS) 值，在 SAS 标准分大于 50 分且自愿参加该项研究的学生中，分数由高到低选择了 66 名备

考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受试者随机、平均分成观察组和实验组。观察组备考生每天定时单纯的闭目

休息，实验组同学每天定时来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进行体感音乐治疗。两组备考生在治

疗前及治疗 10 天、20 天后分别进行焦虑自我评估量表、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 self-rating scale，

SCL—90)以及考试焦虑测试（Test anxiety test，TAI）自测，对自身的主观焦虑情况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 10 天后，两组 SAS 评分均无明显变化，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20 天后，实

验组 SAS 评分明显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无明显变化, 无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 10 天、20 天后，实验组 TAI评分均有明显降低，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均有

降低，但降低的不明显，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10 天、20 天后实验组 SCL-90 评分明显

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10 天后，对照组有降低，但降低不明显，无统计学差异

（P>0.05），对照组治疗 20 天后，SCL-90 评分有明显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相比于对

照组，治疗 10 天后，SAS 评分降低不明显，无统计学差异（P>0.05），TAI 及 SCL-90 评分均有

明显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20 天后，SAS、TAI及 SCL-90 评分均有明显降低，有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体感音乐疗法对备考学生考试焦虑状态有正向调节作用，可减轻考生备考压力，使其在考场

上能充分发挥个人潜能，避免因心理因素降低分数。 

 
 

PU-775 

患侧单腿支撑健侧上下楼梯对脑卒中的步行疗效观察 

 
刘万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患侧单腿支撑健侧上下楼梯对脑卒中患者步行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我科符合入选标准的 64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两组分别为 A 组 34 例（男 29 例，女 5 组）和

B 组 30 例（男 26 例，女 4 例），按照常规脑血管病治疗方案治疗,A 组和 B 组训练时间相同的基础

上 A 组增加患侧单腿支撑健侧上下楼梯训练，每周 5 天，每 20 个/组，间歇 30 秒，每次 5 组,每天

进行 3～4 次，均持续 8 周。治疗前后 2 组分别采用 Fugl_meyer(FMA)评分，Barther 指数（BI）评

分下肢 ADL，三维步态分析系统（意大利 BT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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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FMA 评分 2 组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Barther 指数（BI）2 组评分均有提高；三维步态分析左

右步幅差明显缩小；2 组间治疗前 A组和 B 组比较无意义，治疗后 A组各评定指标均明显优于 B 组

（P<0.01）。 

结论 患侧单腿支撑上下楼梯是一种简单实用性训练，改善患侧支撑能力的同时进而提高了脑卒中

下肢肢体功能及步行步幅，从而提高步行能力。 

 
 

PU-776 

脑波体感音乐放松系统治疗脑卒中患者认知障碍的临床研究 

 
王宏坤,王德强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目的 1、研究脑波体感音乐疗法对脑卒中认知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 

2、探讨脑波体感音乐疗法促进认知功能改善的机制。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7 月在我院康复科住院的 70 例病情稳定的脑卒中认知功能障碍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认知康复训练（60 分钟作业疗

法），治疗组患者在常规认知康复训练基础上加用 HB-760 型脑波体感音乐放松系统进行治疗，两

组患者的常规认知康复训练项目及时间相同，治疗组选择系统中激发学习潜能中特定的音乐，每日

2 次，每次 15 分钟，持续 6 周。于治疗前、治疗后分别采用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MMSE）、中

文版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简易中文版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量表（LOTCA）及

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MBI）来评定患者认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在本实验 70 例患者中，有 5 例患者因个人因素未完成全部测试退出实验，其中对照组 4 例，

治疗组 1 例，其余 65 例患者成功完成为期 6 周的康复治疗。治疗前两组患者 MMSE、MOCA、

LOTCA、MBI 量表评分，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MMSE、

MOCA、LOTCA、MBI评分值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0.05），且治疗组 MMSE、MOCA、LOTCA

及MBI评分值较对照组明显提高，MOCA量表各子项评分结果显示，治疗组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注

意力、抽象概括能力、延时记忆评分值提高程度高于对照组。 

结论 1、常规认知康复可改善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活动能力。 

2、与常规认知康复相比，结合体感音乐放松系统治疗，能进一步改善脑卒中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

知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3、体感音乐放松系统治疗在提高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注意力、抽象概括能力及记忆力方面疗效更

显著。 

 
 

PU-777 

不同体位进行上肢康复治疗对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临床观察 

 
孙亮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两种不同体位进行患侧上肢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为今后脑

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依据和积累资料。 

方法 选2017年 3月份至 2018 年 1 月份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脑卒中单侧偏瘫患者 60 名。将

60 名患者随机分为 2 个观察组，每组 30 名患者，其中一组作患侧上肢治疗时选用坐位，另一组治

疗时选用平卧位，每组治疗时长为 30 分钟，每周进行 5 次康复训练，10 次为 1 个疗程，进行 3 个

疗程。在每个治疗结束后对患侧上肢进行运动功能评定,肌力评定，关节活动度评定。以上各观察

组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和物理疗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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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两种体位下对脑卒中患者进行患侧上肢康复治疗，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肌力，关节活动

度恢复程度不同。 

结论 不同体位进行患侧上肢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PU-778 

恢刺肌筋膜触发点对脑卒中下肢痉挛性瘫作用的临床观察 

 
王任胜,聂怀利 

山东省泰山疗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比较恢刺肌筋膜触发点与常规针刺对脑卒中后下肢痉挛性瘫的临床疗效差异。 

方法 按就诊顺序随机双盲将 60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取穴，

随证施以补泻手法，观察组在常规取穴的基础上，加以恢刺患侧下肢肌群肌筋膜触发点。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MA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FMA 评分、BI 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Ｐ＜

0.05）；观察组 MAS 评分低于对照组（Ｐ＜0.05）；观察组 FMA 评分、BI评分高于对照组（Ｐ＜

0.05）。 

结论 恢刺肌筋膜触发点治疗脑卒中下肢痉挛性瘫较常规针刺疗效更为理想。 

  
 

PU-779 

以 ADL 为主导的动作分析强化性导向训练对脑卒中 

患者回归家庭的康复效果 

 
张洁

1
,杨延辉

1
,贾杰

2
 

1.陕西省康复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探讨以 ADL 为主导的动作分析强化性导向训练与传统作业治疗相比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

力及上肢功能的疗效。以找到让患者将作业活动训练康复的上肢功能，转化成回归家庭后的日常生

活能力，能使患者更好的掌握和运用康复的上肢功能，减少对家人的依赖，提高回归家庭的生活质

量。 

方法 选取陕西省康复医院作业疗法科 2016 年 10 月—2017 年12月收治的 62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

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1 人，对照组进行传统的作业治疗：①功能方面：给予上肢关

节肌肉刺激、挤压， Rood 拍打、擦刷增加本体感觉的输入；以主动、辅助参与训练为主 ，增加

关节活动度、增强肌力，促进分离运动的出现及肩、肘、腕关节的控制；利用滚筒、木钉板、磨砂

板等工具进行腕背伸、抓握等促进训练。②ADL 能力方面：穿衣、修饰、转移、进食等日常生活能

力训练。共 40min/次，１次/d，5次/周，共 6周。实验组以传统作业治疗为基础，以ADL训练为主

导，将每个 ADL 作业活动进行动作分析，再进行强化任务导向性训练。以 ADL 为主导的动作分析

是根据患者上肢功能所处的 Brunnstrom 分期，选择设定好这个分期的 ADL 任务目标，在围绕任务

目标为导向展开训练。在进行每一个 ADL 任务目标训练前，先将 ADL 作业活动进行动作分析，把

ADL 作业活动分解成几个基础作业动作，由治疗师用促进技术有针对性地诱导患者进行每个阶段动

作的强化性运动，再直接进行相应的ADL作业活动。如此反复交替进行训练。分别在治疗前和 6周

治疗后用简化 Fugl-Meyer 评定量表（上肢部分）、Brunnstrom 分期评定上肢功能和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日常生活能力。 

结果 两组患者的简式 FMA(上肢部分)和 MBI评分在训练前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 6 周后，

上肢功能 FAM、Brunnstrom 分期及改良 Barthel 指数均比治疗前有所提高，差异有显著性（P＜

0.05），并且实验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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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以 ADL 为主导的动作分析强化性导向训练，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提

高患者的 ADL 能力；并且此方法对患者的 ADL 能力的提高优于传统作业治疗。但本研究还需扩大

样本，对不同脑损伤部位、不同时期的患者做进一步研究。 

 
 

PU-780 

脑机接口联合外骨骼治疗脑卒中上肢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马迪

1
,潘钰

1
,吴琼

1
,刘刚

2
,任诗媛

2
,尹航

1
 

1.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2.机器人与智能系统研究所，机械工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 

 

目的 探索脑-机接口联合外骨骼训练（BCI-exoskeleton technology）对脑卒中后患者上肢功能康复

的临床疗效。 

方法 26 例脑卒中患者参与本研究，BCI 组患者(16 例)给予脑机接口联合外骨骼训练, 每天 1 小时,

每周 5 次、连续 4 周；对照组患者(10 例)和 BCI组患者每天进行常规上肢康复训练 1 小时。两组患

者纳入治疗前、治疗 10 次和治疗 20 次分别评估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量表（FMA-UL）、手臂

动作调查测试表（ARAT）、Wolf 运动功能测试（WMFT）。 

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脑卒中类型（脑梗死、脑出血）等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前，BCI 组 FMA-UL、ARAT、WMFT 得分分别为 11.3 分[6.3;17.0]，3.2 分[0.0;4.5]，20.2 分

[16.0;23.0]，对照组 FMA-UL、ARAT、WMFT 得分分别为 9.1 分[4.0;14.3]，1.1 分[0.0;3.0]，19.9

分[16.0;25.0]，两组患者治疗前 FMA-UL、ARAT、WMFT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BCI 组治疗 10 次、治疗 20 次后与治疗前比较，FMA-UL、ARAT、WMFT 评分均有显著提高

（P<0.05），治疗 10 次后分别提高了 6.8 分、8.2 分、10.2 分，治疗 20 次后分别提高了 14.6 分、

16.6 分、19.2 分；对照组治疗 10次、治疗 20次与治疗前比较 FMA-UL、ARAT、WMFT评分量表

无明显变化（P>0.05）。BCI 组治疗 20 次后 FMA-UL、ARAT、WMFT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评分

（P<0.05）。 

结论 脑机接口联合外骨骼训练可显著改善脑卒中后患者手和上肢功能，其康复治疗效果优于常规

康复治疗。 

  
 

PU-781 

髂腰肌拉伸振动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刘骞豪,郭钢花,梁英姿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髂腰肌拉伸振动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卒中偏瘫患者3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5例。2组均给予

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的髂腰肌体位拉伸，并结合振动训练观察治疗效果差异。2

组患者均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采用表面肌电图记录患侧髋关节主动屈曲时髂腰肌最大自主等长收

缩的 RMS 评估其肌肉兴奋性，并测量在内收肌 RMS＜10μV 的标准下患侧髋关节主动屈曲关节活

动度（A-ROM）；采用步态分析、Berg 平衡量表评估其步行及平衡功能。 

结果 治疗 4 周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侧髂腰肌 RMS[分别为（29.71±4.99）uV、（25.11±5.59）uV]、

A-ROM[分别为(25.15±5.86)°、(17.06±3.63)°]、步长[分别为(0.57±0.08)m、(0.49±0.07)m]、步速

[分别为(0.51±0.06)m/s、（0.45±0.08)m/s]、平衡功能评分[分别为(45.15±6.42)分、(36.76±3.85)分]

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指标分别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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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髂腰肌拉伸振动训练可明显提高脑卒中患侧髂腰肌肌肉兴奋性，改善其平衡能力及步行能

力。 

 
 

PU-782 

重复经颅磁刺激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临床研究 

 
刘超猛,王梅子,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直辖行政单位 

 

目的  探讨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条件的 54 例患者随机分成低频刺激组、高频刺激组和假刺激组,共 3 组，各 18 例。所

有患者均给予常规内科处理和康复训练，0.5Hz 的 rTMS 治疗在低频刺激组健侧运动皮质区 M1 区

进行，10Hz 的 rTMS 治疗在高频刺激组患侧运动皮质区 M1 区进行，假刺激组也在患侧运动皮质

M1 区进行 rTMS，不通电流，只有声音，治疗共 3 周，每周 5 天。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3 周，对

3 组患者行患侧 Fuel-Meyer（FMA）评估并记录患侧脑区运动诱发电位（MEP）和中枢运动传导时

间（CMCT），之后对 3 组患者行治疗后肌力水平及康复训练依从性测试，最后对 3 组所得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和比较。 

结果  ①治疗前 3 组患者上肢和下肢 FMA、MEP 和 CMCT 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062,P=0.940；F=0.172,P=0.842；F=2.384,P=0.102；F=0.390,P=0.679）；②治疗后 3 周，

低频和高频刺激组上肢和下肢 FMA 评分均高于假刺激组（上肢：t=2.851，P=0.006，t=2.145，

P=0.037;下肢：t=2.271，P=0.027；t=2.441，P=0.0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治疗后 3 周，较

假刺激组，低频和高频刺激组 MEP 和 CMCT 潜伏期均缩短（MEP：t=5.653，P=0.000；t=5.460，

P=0.000；CMCT：t=8.877，P=0.000；t=7.863，P=0.000）；④治疗后 3 周，较假刺激组，低频

刺激组患者肌力水平明显提高（c2=9.836,P=0.007）；而高频刺激组患者康复训练依从性更好

（c2=8.886,P=0.010）；⑤在上述几个方面，低频和高频刺激组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低频和高频 rTMS 治疗对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均有效，两者间疗效无显著差异。 

 
 

PU-783 

ICF 理念下的作业治疗对早期脑卒中患者的临床治疗分析 

 
徐美君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目的  ICF 理念下的作业治疗对早期脑卒中患者的临床治疗分析。 

方法 选取 24 例发病时间在 3 个月内和 24 例发病时间 6 个月内的两组脑卒中的患者，并将这两组

同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对照组的患者的上肢进行传统理念下的作业治疗，两组观察组

进行 ICF 理念下的作业治疗，全面考虑患者的身体结构与功能，活动和参与方面，并与个人和环境

的积极与障碍因素设计针对性的治疗活动。治疗时间为均为三个月。两组患者分别与治疗前、后采

用上肢 Fugl-Meyer 评分（FMA）评定上肢的运动功能，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ICF 康复组合评定量化标准评定患者健康与残疾的状态。 

结果 发病时间3个月内和发病时间6个月内的观察组的脑卒中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

和健康与残疾状态在统计学上均优于两组的对照组（P<0.05）。发病时间 3 个月内的观察组在统计

学上更明显优于发病时间 6 个月内观察组（P<0.05）。 

结论 ICF 理念下的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更加有利，不仅能更好改善上肢运动功能，加强患者在

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也能更好促进患者社会的参与能力。同时，越早期对脑卒中患者开展 ICF 的

理念下的作业治疗，治疗越易实施，其治疗效果也越明显。因而，ICF 理念下的作业治疗对早期脑

卒中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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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84 

运动想象联合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梗死后 

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潘文秀

1
,谢青

1
,王朴

1
,纵亚

1
,牛传欣

1
,崔立军

1
,潘惠娟

2
,鲍勇

2
,顾琳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2.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运动想象（motor imagery, MI）联合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low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LF-rTMS）对脑梗死患者偏瘫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纳入病程 3-12 个月的脑梗死住院患者 42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配到治疗组（A 组）

或对照组（B 组），每组各 21 例。A 组在常规药物及康复治疗基础上予以 LF-rTMS(1Hz, 90%RMT, 

总脉冲数 1000 个, 20min)治疗及运动想象训练(30min)，每天 1 次，每周 5 天，连续 2 周。B 组在

常规药物及康复治疗的同时予以 LF-rTMS(1Hz, 90%RMT, 总脉冲数 1000 个, 20min)治疗及运动想

象空白对照(30min)，每天 1 次，每周 5 次，连续 2 周。于治疗前（T1）及治疗 2 周后（T2）对患

者上肢功能及手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和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进行评估。其中，上肢功能评定采用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估表(fugl-meyer assessement of upper limb, U-FMA)、wolf 运动功能评定

(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MFT)和 Box and Block 评定(box and block test,B&B)；日常生活能力评

定则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估采用健康调查简

表(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 SF-36)。 

结果 T1 评估时，A 组和 B 组患者的上肢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T2 评估时，两组患者WMFT、U-FMA、MBI、B&B、SF-36 评分均较前改

善（P＜0.05）；A 组 WMFT、U-FMA 、 MBI和 B&B 评分的提高较 B 组更显著（P＜0.05），但

两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LF-rTMS 可促进脑梗死恢复期患者偏瘫上肢运动功能恢复，有助于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改善生活质量。将 MI 技术与 LF-rTMS 技术联合应用后，可提高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效果，且优于

单纯 LF-rTMS 治疗时的康复疗效；但 MI对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改善效果不明显。 

  
 

PU-785 

Bobath 球训练改善偏瘫患者步行中患侧躯干侧屈 

短缩的临床观察 

 
苗润荣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偏瘫患者在步行过程中，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典型的步态表现为下肢患侧骨盆旋后、

上提，髋关节外展外旋，膝关节伸展，足跖屈内翻，并伴有患侧肩胛带下沉，躯干侧屈短缩的问题。

临床上常注重下肢功能的改善，往往忽略躯干侧屈短缩的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 Bobath 球训练探

讨其对偏瘫患者步行中患侧躯干侧屈短缩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7-2018.2 在本院康复科就诊的偏瘫患者 40 例。入选标准：经头颅 CT 和 MRI 

确诊的初次发病者，神志清楚，对答切题，配合良好；下肢运动功能在 Brunnstrom III 期以上，

且室内监护下具备一定的步行能力。排除标准：严重认知障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和恶性高

血压等不能进行训练者。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康复治疗，

具体治疗包括坐站位平衡训练、步行训练、转移训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等。每天治疗一次，每次

四十分钟，一周六次，疗程为四周。治疗组患者在上述常规康复治疗外，每天训练额外给予 

Bobath 球训练，每天治疗两次，每次二十分钟，一周六次，疗程为四周。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475 

Bobath 球训练具体方法：患者端坐在治疗床边，屈髋屈膝 90 度，髋关节处于中立位避免内外旋。

双脚平放于地面上，自然分开，与肩同宽。骨盆位于中立位，躯干自然伸展，将患侧上肢外展置于 

Bobath 球上，患侧躯干紧贴 Bobath 球。治疗师位于患者患侧，引导患者向侧方推球。15-20 个/

组，3 组/次。通过 Bobath 球训练，增加了躯干的感觉输入，拉伸了该侧躯干。训练过程采取循

序渐进的原则，逐渐让患者独立完成此训练。 

疗效评估标准：1.治疗前后均由同一治疗小组分别用 Walker view 数字化跑台进行数据分析， 比

较治疗治疗前后躯干侧屈角度的大小。2.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进行步行能力的评定：采用限时步行

功能检查法，即分别评定患者 6min 内步行距离，以及患者步行 10m 所需时间。 

结果 1.Bobath 球训练后的患者躯干侧屈明显改善，双侧肩关节基本等高。2.Bobath 球训练后 

Walker view 数字化跑台数据显示双侧躯干侧屈角度与对照组相比显著改善。3.Bobath 球训练后 

6min 内步行距离延长，步行 10m 所需时间缩短。 

结论 Bobath 球训练改善偏瘫患者步行过程中患侧躯干侧屈短缩疗效好，简单易行，适合推广。 

 
 

PU-786 

成对关联刺激对缺血性脑卒中大鼠缺血 半暗带神经元 

自噬水平的影响 

 
鲁银山,张秀娟,张松,郭铁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观察成对关联刺激(paired associative stimulation,PAS)对缺血性脑卒中大鼠神经功能损伤恢

复和脑梗死体积的影响，并从神经元自噬角度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将 9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对照组、PAS 治疗组(以下简称治疗组)。采用

经典线栓法制作大脑中动脉栓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模型。造模成功后，治

疗组自术后第一天开始为期 14 天的 PAS 治疗。术后 1 天、7 天、14 天分别对各组大鼠进行改良神

经功能评分 (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ale,mNSS) 和提尾实验 (elevated body swing 

test,EBST)。术后 7天、14天治疗后脑组织取材。TTC染色观察大鼠脑梗死体积；透射电镜观察缺

血半暗带区神经元自噬体形成情况；Western blot 法检测缺血半暗带区 LC3I、LC3II、Beclin 1、

CathepsinB 蛋白含量；免疫荧光染色法观察缺血半暗带神经元自噬水平。 

结果 1.PAS 对神经功能损伤恢复及脑梗死体积的影响：对照组和治疗组 mNSS和 EBST 评分高于假手

术组，治疗组 mNSS和 EBST评分低于同时间点对照组；术后 14天，治疗组大鼠脑梗死体积小于对照

组(均 P<0.05)。 

2.PAS对缺血半暗带自噬水平的影响：(1)透射电镜观察结果：对照组较假手术组线粒体数量减少，

溶酶体、自噬体和自噬溶酶体数量增多(均 P<0.05)。治疗组较对照组线粒体数量增多(P<0.05)，溶

酶体、自噬体、自噬溶酶体数量减少(P值分别为 0.18,0.18,0.492)。(2)Western blot检测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 LC3II / LC3I比值、Beclin 1和 Cathepsin B蛋白含量较假手术组增高(均 P<0.05)，

且治疗组较对照组降低(除 Beclin 1,7 天时 P = 0.229，Cathepsin B,14 天时 P = 0.059；其余

均 P <0.05)。(3)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对照组和治疗组梗死灶周边皮质 LC3阳性细胞数均较假手术

组增加，且治疗组较对照组减少; 对照组和治疗组 LC3 阳性表达神经元数量与神经元总量的比值均

较假手术组增加，治疗组较对照组减少(均 P<0.05)。 

结论 PAS 治疗可能通过抑制缺血性损伤后神经元自噬活性，减少神经元内线粒体损失以促进脑卒

中后的神经功能恢复，减小脑梗死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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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87 

综合康复治疗脑卒中后真性球麻痹的疗效观察 

 
李春香,张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后真性球麻痹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综合康复措施治疗 56 例脑卒中后真性球麻痹患者，治疗方法包括神经和肌肉刺激理疗、

球囊扩张术、吞咽器官的运动功能训练、咽部冰刺激、吞咽模式训练、保护及协调性机制训练、呼

吸训练、摄食训练、电针及药物等。治疗时间为 4 周，治疗前后采用标准吞咽功能评价量表（SSA）

对患者进行评价：（1）临床检查 包括意识，头与躯干的控制，呼吸，唇，的闭合，软腭的运动，

喉功能，咽反射和自主咳嗽，总分 8-23 分；（2）让患者吞咽 5ml 水 3 次，观察有无喉运动，重复

吞咽，吞咽时喘鸣及吞咽后喉功能等情况，总分 5-11 分；（3）如上述无异常，让患者吞咽 60ml

水，观察吞咽需要的时间，有无咳嗽等，总分 5-12分。该量表的最低分为18分，最高分为 46分，

分数越高，说明吞咽功能越差。根据患者饮水的情况推断是否存在误吸：患者有饮水时呛咳或饮水

后声音变化，推断存在误咽，为阳性；患者无饮水时呛咳或饮水后声音变化，推断无误吸，为阴性。

SSA 分数下降 11-20 分为显效，下降 1-10 分为有效。 

结果  经过 4 周的综合康复治疗后，56 例患者唇控制、咽反射、声音、自主咳嗽、软腭运动均有明

显改善；饮水时口角流水减少，吞咽时喉部运动明显或正常，吞咽时间缩短，咳嗽消失。患者治疗

后误吸明显减少，阳性率降低。治疗前 SSA 评分为 43.56±15.63，治疗后 SSA 评分明显降低，为

35.13±12.24（P<0.05）。显效患者 35 例（62.5%），有效 21 例（37.5%）。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后真性球麻痹患者吞咽功能障碍具有较好疗效。 

 
 

PU-788 

非患侧膝关节在卒中偏瘫步态中的运动观察 

 
乔蕾 

1.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2.上海市逸动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观察卒中偏瘫患者在异常步态时非患侧膝关节的运动情况，以便帮助制定针对性的康复治疗

计划。 

方法  运用 Opti_Knee 膝关节三维运动分析系统对 60 例正常人的膝关节与 60 例卒中偏瘫异常步态

患者的非患侧膝关节进行步行中 6 个维度（屈伸、内外旋、内外翻、前后位移、上下位移、内外位

移）运动角度变化的检测、分析和对比。 

结果 ①非患侧膝的内外旋活动度、内外翻活动度、前后位移活动度大于正常组；其屈伸角、上下

位移、内外位移活动度小于正常组，其中屈伸角和前后位移经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②非患侧膝在支撑期的最大伸角、摆动期最大屈角均小于正常组，经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偏瘫步态时非患侧膝关节屈伸角活动度减小，支撑期过伸，前后位移活动度增大，相比于正

常人有了不同的运动学特点。（膝关节三维运动分析可以对步行中健膝关节的运动变化有一个客观

的评测，对偏瘫步态的矫正治疗和非患侧膝关节的保护性训练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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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89 

肌内效贴不同贴扎方式对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彭焱,蔡华安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不同贴扎方式对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 

方法 将 100 例卒中后肩手综合征 I 期的患者根据数字表法随机分成 4 组，各 25 例。A 组，即仅应

用常规康复治疗肩手综合征；B 组，即常规康复治疗+肌内效贴（手部爪形+腕部 I形+肩部 I形）；

C 组，即常规康复治疗+肌内效贴（手部爪形+腕部 I形+肩部 Y 形）；D 组，即常规康复治疗+肌内

效贴（手部网格形+腕部 I 形+肩部 Y+I 形）。观察并比较肌内效贴不同贴扎方式对卒中后肩手综合

征的疗效。 

结果  不同贴扎方式的肌内效贴对改善肩手综合征的疗效不同，针对不同贴扎方式对改善肩手综合

征不同症状的疗效分析，为临床治疗中选用择优的贴扎方式；B、C、D 三组在减轻患者疼痛、消

肿方面优于常规康复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05）；在 B、C、D 三组 D 组在减轻患者

疼痛、消肿方面又优于 B、C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05）；B、C 两组对照中 在减轻

患者疼痛、消肿方面效果相当，无统计学差异（ P ＞0.05）。 

结论 不同贴扎方式的肌内效贴对改善肩手综合征的疗效可以获得肯定，并对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

疗效有所不同，在临床治疗中要根据患者治疗情况择优贴扎方式，能有效提高治疗的有效性及可行

性。 

 
 

PU-790 

应用肌内效贴配合手法治疗不同时期脑卒中患者足 

下垂的疗效观察 

 
宋玮,王德强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目的 通过分别观察急性期、恢复期、后遗症期的脑卒中患者在接受肌内效贴结合手法治疗、单纯

手法治疗对卒中后足下垂的治疗情况，来评价肌内效贴贴扎对不同时期脑卒中足下垂的疗效，为康

复治疗时如何合理使用肌内效贴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在某二级甲等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 120 名脑

卒中足下垂患者。根据患者病程，分为急性期观察组、急性期对照组，恢复期观察组、恢复期对照

组、后遗症期观察组、后遗症期对照组，每组各 20 人，观察组患者接受肌内效贴配合常规手法治

疗，对照组患者只接受常规手法治疗。在治疗 4 周后分别观察 6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分别对比 3 个

不同时期患者踝关节背伸改善情况，下肢 Brunnstrom 分期量表、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的变化，通

过治疗效果对比评价。 

结果 1）经过 4 周的治疗，急性期的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踝背伸角度均有改善，急性期观察组疗

效好于急性期对照组，疗效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恢复期观察组及恢复期对照组患者，踝背

伸角度均有改善，恢复期观察组疗效好于恢复期对照组，疗效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后遗症

期观察组及后遗症对照组患者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 个观察组患者疗效对比，急性

期观察组疗效好于恢复期观察组，恢复期观察组疗效好于后遗症期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经过 4 周的治疗，对比 6 组患者治疗前后下肢 Brunnstrom 分期、步行 Holden 分级

的变化，急性期观察组疗效好于急性期对照组，疗效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恢复期观察组及

恢复期对照组患者，恢复期观察组疗效好于恢复期对照组，疗效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后遗

症期观察组及后遗症对照组患者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 个观察组患者疗效对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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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期观察组疗效好于恢复期观察组，恢复期观察组疗效好于后遗症期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1）脑卒中后应用肌内效贴治疗，在 3 个不同时期总有效率是呈下降趋势，说明越早期应用肌

内效贴疗效越明显；后遗症期的患者治疗无意义。2）通过在疾病早期应用肌内效贴治疗足下垂，比

单纯应用手法治疗效果好，对偏瘫患者下肢功能恢复及步行能力提高有积极作用；后遗症期患者应

用肌内效贴无意义。 

 
 

PU-791 

肢体血管彩超检查对降低脑卒中后深静脉血栓 

形成风险的积极作用 
 

罗媛媛 

辽宁省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系统康复治疗前肢体血管彩超检查对减少脑卒中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的积极作

用。 

方法 选择本院康复中心于 2014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治的 205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103 例）和对照组（102 例），给予对照组常规系统康复治疗，观察组在行

常规系统康复治疗前接受患侧肢体血管彩超检查，根据血管彩超结果明确血流速度、血管壁弹性及

斑块数量。对照组及观察组均接受针对性二级预防药物治疗、合并症的治疗、各项物理因子治疗、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为时 2 个月。 

结果 治疗前后比较，观察组静脉斑块数量及血流速度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0.98%）显著低于对照组（2.94%）。 

结论 对于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系统康复治疗前的肢体血管彩超检查能够及时明确血管壁损伤、血

流速度减慢、高凝状态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据此在脑血管病二级预防药物应用方案、合并症的

治疗、康复治疗项目的选择、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中给予精确调节，能够有效降低脑卒中后深静

脉血栓性的风险，对预防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792 

经颅直流电刺激结合镜像神经元系统训练治疗偏侧 

忽略症的临床研究 

 
夏家怡,徐倩,陈柱,张倩,王萍,陈韵佳,陆瑶,陈宜懿,邱雪梅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结合镜像神经元系统训练治疗偏侧忽略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所致偏侧忽略症患者分为三组：对照组 A 组经颅直流电 tDCS 治疗、对照组 B

组镜像神经元系统训练、治疗组 C 组 tDCS 结合镜像治疗，每组各 20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

三组进行为期 6 周的治疗，tDCS 刺激方案包括：盐水浸泡海绵垫的电极板阳极置于右后顶叶皮质；

阴极置于对侧额部；安全参数设置为电极板 5×7 cm2，电流 1.52 m A，刺激持续 20 min。镜像神

经元系统训练包括手动作的观察，每次 20min。在治疗前、治疗第 2 周、治疗第 4 周、治疗 6 周后，

分别进行评估，评估采用偏身忽略测试 BIT（A 常规测试：划线、删字母、删星星、抄写图形和线

段、二分线段、代表性绘图；B 行为测试：浏览图片、打电话、读菜谱、阅读文章、报时和设置时

间、整理硬币、抄写地址和句子、找地图、整理卡片）、定向能力评估、主观垂直线和主观正前方

正确率及偏移角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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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偏侧忽略症程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C 组偏侧忽略症程度较 A

组和 B 组改善明显(P<0.05)；C 组定向能力评估、主观垂直线和主观正前方正确率较 A 组和 B 组改

善明显(P<0.05)；治疗后，C 组中行为测试评分较常规测试评分改善明显(P<0.05)，对照组无显著

性差异(P>0.05)。 

结论 通过经颅直流电刺激结合镜像神经元系统训练治疗，脑卒中所致偏侧忽略症程度明显改善。 

 
 

PU-793 

一种手指功能训练装置对脑卒中患者偏瘫手功能恢复的效应 

 
张盛全

1
,毛玉瑢

2
,范建中

1
,黄东锋

2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利用自主研发的手指功能训练装置（专利号：ZL 2016 2 0932977. 1），训练脑卒中患者拇指、

食指交替爬行动作和食指、中指交替爬行动作。通过对拇指、食指、中指的力量、感觉、运动速度

控制等的训练。旨在探讨此手功能训练装置对脑卒中患者偏瘫手功能恢复的效应，寻找多一种有效

方便的提高脑卒中患者手功能的训练方法，并能将此训练方法从医院康复延续到家庭康复，继续促

进手功能康复。 

方法 将 60 名脑卒中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人。两组患者均给予必

要的运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中医治疗等常规康复治疗。在针对手功能训练时，对照组用常规作

业治疗进行训练，包括插木钉板、捡黄豆、翻书页等。每次 30min，每日 1 次，每周 5 次。而实验

组则采用手指功能训练装置（专利号：ZL 2016 2 0932977. 1）进行训练。训练的内容包括拇食指

交替爬行动作和食中指交替爬行动作，两组动作各训练 15min，共 30min，组间休息 1min，每日 1

次，每周 5 次。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训练前和训练 4 周后，均采用英国 Biometrics Ltd 生产的

E-LINK 综合康复训练系统评估最大握力、侧捏力、三指捏力、拇食指指尖捏力评估，同时用

WMFT 和 MBI评估其上肢与手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应用此训练装置训练 4 周后最大握力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具

有显著性意义（P=0.01）。实验组侧捏力值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1）。

实验组三指捏力值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实验组拇食指对指捏力值

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1）。实验组 WMFT 分值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

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1）。实验组 MBI 分值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28）。 

结论 研究发现，应用此手指功能训练装置对脑卒中患者握力、侧捏力、三指捏力和拇食指尖捏力

的提高有显著性作用，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提高有显著作用，且均优于常规

手功能训练方法，可应用于脑卒中患者手功能康复训练。 

 
 

PU-794 

探讨手术及功能康复计划在严重手部烧伤瘢痕挛缩治疗中的应用 

 
徐茂玉,张扬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手术及功能康复计划在严重手部烧伤瘢痕挛缩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利用关节松动手法松解手部瘢痕，术后早期开始功能康复治疗，侧重病人手部关节活动度及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训练。1.保持功能位与固定。患者因害怕疼痛，而将手常置于感到舒适的位置

（非功能位），应采用夹板绷带维持功能位（腕关节取中立位掌指关节屈曲 60 度，指间关节伸直，

拇指呈外展对掌位，适当牵拉，防止手指屈曲所带来的严重后果。2.锻炼前的准备工作：为使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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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节软化，消除水肿，减轻康复训练时的疼痛增加康复训练效果，一般在康复训练前做蜡疗，将

50 度至 60 度的蜡饼敷在患处，30 分钟。3.早期功能训练，当患者一般情况可，创面愈合良好，即

可行缓慢的腕关节，腕掌关节，指间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日二次，上下午各一次，一次 30 分钟适

宜。4.手部各关节的关节松动训练：（1）食中环小指碗掌关节的掌指关节牵引，手法：对掌骨进行

长轴牵引，分离关节面。（2）拇指的碗掌关节牵引，手法：进行长轴牵引，分离关节面，由治疗师

的大鱼际对掌骨施加作用力。（3）手指的掌指关节及指间关节，手法：治疗师的拇指对于欲滑动的

骨骼近端施加作用力，旋转远端骨，然后再进行牵引，5.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训练：旋转螺钉的训

练，橡皮泥的训练，捡拾珠子的训练。 

结果 本组共 24 例（38 只手），康复训练后关节活动度及日常生活能力各项评分明显提高。观察组

手指 ATM 的优良率为 71%，无一例患者功能为差。对照组手指 ATM 的优良率为 37%，有 2 例患

者功能评定为差。优良率经秩和检验，Z=3.362,P<0.001,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随着手外科学和康复医学的发展，手烧伤术后早期康复治疗的介入已成为可能。而随着人们

生存质量的提高，对手烧伤术后手功能的恢复越来越重视，期望值也提高，多数患者均能配合术后

早期康复介入，获得早期康复治疗，并且效果显著。因此手烧伤术后早期康复介入是必须的，唯此

才能真正地使手烧伤患者获得满意的功能效果。 

 
 

PU-795 

探讨脑卒中后抑郁发病的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因素 

 
单灵敏,尹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评价脑卒中患者的卒中性质、部位、病程、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认知功能等生物学因素及社

会支持度（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生活应激事件、人格特质等社会心理学

因素，从这两方面探讨脑卒中后抑郁发病的相关因素。 

方法  随机收集病程在 3 个月以内的脑卒中患者 58 例，应用脑卒中后抑郁量表 (Poststroke 

Depression Rating Scale,PSDS)评估其抑郁状况，将脑卒中患者分为抑郁组及非抑郁组，抑郁组

12 例，非抑郁组 46 例。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定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估其认知功能，分析 PSD 患者的生物学因素；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评价两组患者的人格特质，社会支持量表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SSRS)评定其获得的社会支持度（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

用度）、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评估其生活应激事件，分析 PSD 患者的社会心理学因

素。 

结果 1. 58 例脑卒中患者中有 12 例表现为抑郁，PSD 在卒中后 3 个月内的发生率为 20.7%。 

2. 生物学因素：抑郁组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组，而认知功能评分

则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0.05）。 

3. 社会心理学因素：抑郁组脑卒中患者的神经质评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组，社会支持利用度评分显

著低于非抑郁组（P＜0.05）。 

4. 认知功能与社会支持利用度在 PSD 发病过程中存在显著交互作用（P＜0.05）。 

结论 1. PSD 的发生与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认知功能、社会支持利用度及神经质人格显著相

关，其中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神经质人格为 PSD 发生的危险因素，而社会支持利用度为 PSD 的保

护因素。 

2. 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学因素共同参与 PSD 的发病，在PSD 发病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http://www.youdao.com/w/social%20support%20revalued%20scale/#keyfrom=E2Ctranslation
http://www.youdao.com/w/social%20support%20revalued%20scale/#keyfrom=E2C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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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96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康复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后 

上肢功能的疗效研究 

 
董安琴,郝道剑,王琦,解益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康复机器人训练（RRT）对亚急性期脑梗塞患者上肢

运动功能的疗效。 

方法 44 例亚急性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22 例）接受两周的 rTMS（刺激靶点在健侧

脑半球 M1 区 60%MT，频率 1HZ，20min/次/天，5 次/周）与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30min/天，5

天/周），对照组（22 例）接受伪 rTMS 与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两组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与药物治

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运动诱发电位(MEP)、中枢运动传导时间(CMCT)、简易 Fugl-Meyer 上肢

功能评分（FMA-UE）和改良 Barthel 指数（MBI）。 

结果 治疗前，两组 MEP、CMCT、FMA-UE 与 MB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

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的 FMA-UE 评分、MBI评分、MEP 潜伏期与 CMCT 均有改善（P<0.05）。

治疗后，rTMS 结合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组在 FMA-UE 评分、MEP 潜伏期与 CMCT 的疗效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对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MBI 评分）的疗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低频 rTMS 联合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可有效改善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与日常

生活自理能力，中枢介入手段（rTMS）联合外周康复技术（RRT）的康复疗效明显优于单一的重复

性训练技术。 

 
 

PU-797 

强化多通道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王欣欣,王强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 

 

目的  观察强化多通道功能性电刺激(FES)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符合入选标准的 3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常规电刺激组和强

化电刺激组，每组 10例。3组患者均接受相同的康复治疗和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组仅接受常规康复

训练，每次30min，每日1次；常规电刺激组联合多通道FES治疗，常规康复训练及FES各15min，

每日 1 次；强化电刺激组在常规电刺激组基础上，增加 FES 治疗时间至 30min，每日 1 次。3 组入

组患者均接受 4 周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治疗后），采用 Fugl-Meyer 量表（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FMA）下肢部分、起立-行走测试（Timed―up＆go‖test，TUGT）、10 米最大

步行速度测试(10 meter maximum walking speed，10 mMWS）、功能性步行分级（Functional 

ambulation category，FAC）、Barthel 指数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3 组患者的以上各项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 组

患者的 FMA、TUGT、10 mMWS、FAC、Barthel 指数均较组内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强化

电刺激组的 TUGT、10 mMWS、FMA、FAC 及 Barthel 指数与常规电刺激组比较，改善更明显

(P<0．05)；常规电刺激组的 TUGT、10 mMWS、FMA、FAC 及 Barthel 指数与对照组比较，改善

更明显(P<0．05)。 

结论 增加多通道 FES 治疗时间可以更明显地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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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98 

两种心肺运动试验在脑卒中偏瘫患者心肺功能评价中的对比研究 

 
胡菱 

北京小汤山医院,北京市,昌平区 

 

目的  探讨脑卒中偏瘫患者经两种心肺运动试验后各参数的对比情况。 

方法 选取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于北京小汤山医院康复科门诊及病房脑卒中病人 26 人，进行

自身对照试验。心肺运动试验（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CPET）在心肺评测室进行。采

用配对 t 检验分析分别间隔 72 小时进行 2 次心肺运动试验(四肢联动及功率自行车)中的峰值摄氧量

(VO2peak)、无氧阈(AT)、峰值心率(HRpeak)、静息心率(HRrest)、静息收缩压(SBPrest)、静息舒张压

(DBPrest)、峰值收缩压(SBPpeak)、峰值舒张压(DBPpeak)、峰值负荷(Wpeak)。测量达到 AT 时的摄氧

量及与峰值摄氧量的比值(AT /VO2peak)，运动试验后心率恢复情况，CPET 终止 2min时的心率恢复

值（HRR2），正常为≥HRR242bpm，异常为 HRR2＜42bpm。用 Borg 分级表来评估运动极量时患

者腿部疲劳及呼吸困难的程度，记录 CPET 终止的原因。 

结果  26 位患者均顺利完成测试，功率自行车终止原因，有 2 例出现较严重心律失常，1 例出现胸

闷、头晕，23 例为腿部疲劳，四肢联动均因肢体疲劳终止测试。由表 2 可以看出除 AT%、 

BR(%MVV)、O2Pulse(ml/beat) 差异没有显著之外(P>0.05)，其余指标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由表 3 可以看出除 N（HRR2＜42bpm）、DBPrest，DBPpeak，SBPrest 差异没有显著性之外

(P>0.05)，其余指标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结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采用四肢联动评估心肺功能比较适宜，不仅所测结果更符合脑卒中偏瘫患者

实情，所测结果更准确，且能够提高测试成功率，在此基础上制定运动处方，才能更好地进行心肺

康复训练。 

 
 

PU-799 

体感交互技术在卒中后抑郁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潘喆,胡锦荣,党辉,叶素贞,周成业 

温州医科大学 

 

目的 观察在康复训练过程中，体感交互技术对卒中后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浆同型半胱氨

酸水平的影响，初步探讨体感交互技术对改善卒中后抑郁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 48 例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24 例）及干预组（24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关节活动技术，肌肉牵伸技术，体位转移训练，关节松

动技术，核心肌群的力量及控制训练，肌力训练，平衡及协调训练，步态训练，手精细协调训练，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及生物反馈治疗。训练时间：90min/天，5 天/周，训练 4 周。干预组采用常

规康复训练+体感游戏训练，体感游戏训练主要为 X-BOX 中的《水果忍者》，游戏模式主要选择街

机模式(Arcade)：在游戏中，患者需要用手臂来模拟武士刀，切斩狂乱飞舞的水果来获取高分。训

练时间：90min 常规康复训练+20min 体感训练/天，5 天/周，训练 4 周。训练前后分别由同一位不

知分组情况的治疗师，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量表评估两组患者的抑郁程度、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并测定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含量。将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 

结果 康复训练 4 周后两组 PSD患者HAMD、MBI评估结果及血浆Hcy含量较康复训练前明显改善

（P<0.05），且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结果改善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NIHSS 评分较训练前均有明显下降（P<0.05），但两组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体感交互技术与常规康复训练相结合能显著改善 PSD 患者的抑郁程度，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并降低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体感交互技术对 PSD 患者的康复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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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其操作简单，不受空间场地限制，患者出院后仍可继续训练，较目前常用的康复方法更有优势，

更有利于促进PSD患者回归家庭及社区。为PSD患者的康复开辟了新的领域，为PSD的非药物治

疗提供了新的辅助治疗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PU-800 

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研究 

 
高鸣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目前导致膝过伸的原因进行综述. 

方法 造成膝过伸的原因： 

1.维持膝关节的肌力不足。股四头肌的主要活动是在足跟触地前和触地时以减低腿的速度，并在足

跟触地后控制腿的屈曲来吸收冲量。股直肌的作用是在摆动前期控制膝屈曲。腘绳肌（股二头肌，

半膜肌、半腱肌）的收缩活动在足跟触地后的片刻及支撑期的末期达到最高峰。在步行的过程中股

四头肌不足以支持体重，腘绳肌屈膝肌力弱，立位时不能保持膝关节于轻度屈曲位是导致膝过伸的

一个重要因素。 

 2.下肢肌张力的增高。肢体肌张力是维持身体各种姿势及正常运 动的基础，但张力过高又限制肢体

的正常活动。步行时股四头肌(伸膝肌) 肌张力过高会产生交互抑制效应, 导致腘绳肌( 屈膝肌)对运

动体位改变的保护性反射减弱, 从而造成膝关节过伸，因此神经一肌肉控制减弱导致的腘绳肌反射

性肌张力减退是偏瘫病人膝过伸的重要原因。 

3.本体感觉减退。起源于周围肌梭和腱器官本体感觉的冲动，由髓鞘最丰厚的快速纤维即 Ia 纤维传

入脊髓，一方面直接兴奋了该肌肉的运动神经元，同时通过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的活动，抑制了拮抗

肌的活动，使主动肌和拮抗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完成协调动作，这一交互抑制过程是在脊髓水

平完成的。另一些发生于筋膜、关节和深层结缔组织感受器的本体感觉冲动由无髓鞘纤维传递，它

们经过脊髓小脑束传入小脑。小脑是维持身体平衡的重要器官，通过多突触传导影响肌张力，控制

主动肌与拮抗肌之间的协作，来保证关节的稳定性，维持身体平衡。这些本体感觉在反馈环路或控

制系统内传导，不到达意识水平。但决定了步行和站立活动的自主控制能力。肌电反馈治疗仪的应

用, 可以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最大限度的刺激训练, 强化本体感觉生物反馈, 缩短腘绳肌收缩的

潜伏期, 提高腘绳肌反射性收缩的能力, 并使得膝关节屈伸肌力比值趋向平衡, 进而提高了膝关节

的动力性稳定。 

结果 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膝过伸的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步行时踝膝髋的对身体重心的传导不在

同一位置。 

结论 综上所述，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膝过伸的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步行时踝膝髋的对身体重心

的传导不在同一位置再加上肌肉不能维持膝关节的微屈状态从而导致膝关节必须处于膝过伸的状态

来保证重心平稳的传导。 

  
 

PU-801 

运动功能、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  

相关性分析 

 
王静,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探讨影响脑卒中后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因素，重点研究运动功能、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

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从而为临床上改善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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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9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康复医学科住院部收治的脑卒

中患者，依据入选标准及排除标准，最终纳入患者 97 例；详细询问患者现病史、既往史等，并完

善入院相关常规化验检查、辅助检查；此外，对患者行认知、言语、吞咽、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的相关量表进行康复评估。最后，依据蒙特利尔评估量表（MoCA）评分将患者分为认

知障碍组和认知正常组，采用 Spearman 线性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上述单因素与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

的相关性；随后，以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作为因变量，以上述有相关性的单因素作为自变量，进

一步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影响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Spearman 线性相关分析显示：（1）血清 25(OH)D 水平与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有明显相关

性，且认知正常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高于认知障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Barthel

指数、Brunnstrom 分期（下肢）、下肢 Fugl-Meyer 评分、FAC、Berg 评分均与卒中后认知功能障

碍呈正相关（P＜0.05）；（3）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病程、脑卒中性质、吸烟、饮酒、合并

基础疾病与 MoCA 评分无明显相关性（P≥0.05）。对上述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再进

行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显示：Barthel 指数、FAC 与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有明显相关性（P＜

0.05）。 

结论 脑卒中后患者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普遍不足（89.7%），且认知功能障碍组血清维生素 D 浓度

明显低于认知正常组。低维生素 D 水平与脑卒中后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有明显相关性，但不是脑卒

中后患者认知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下肢运动功能可能是脑卒中后患者发

生认知功能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临床上提高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可有助

于改善其认知功能，反过来，患者认知功能改善后可明显促进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提高，以及肢

体运动功能的恢复。 

 
 

PU-802 

脑卒中后肩痛 肉毒毒素 经皮神经肌肉电刺激 

 
郑书林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目的 探讨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运动再学习训练对脑卒中后患侧不能诱发出体感诱发电位的严

重上肢功能障碍的患者的 21 天治疗方案的疗效观察。 

方法 2018-01 至 2018-04 月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脑卒中后 6 例（治疗患者的年龄为

30-60 岁；脑卒中发作时间为 14-28 天 ）患侧不能诱发出体感诱发电位的严重上肢功能障碍（FMA

评分：4-10 分）的患者应用 6-10Hz 变频 rTMS 结合运动再学习训练治疗 21 天，通过 FMA 上肢运

动部分评估患侧上肢功能障碍、MBI评估日常生活能力，MAS评估患侧肌张力，通过体感诱发电位

的潜伏期及波幅的变化评估神经电生理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所有 6 例患者 FMA 上肢运动部分的评分上升（4-10 分到 12-18 分）平均评分上升 8.00

分，MBI评分上升（23-42 到 32-52）平均评分上升 13.83 分，对于 MAS 分级，有部分患者肌张力

增加，部分患者未有变化，治疗后患侧体感诱发电位成功诱导出，治疗后患侧体感诱发电位N20潜

伏期（21.3-23.4ms）及治疗后波幅（1.55-2.23uv），平均潜伏期及平均波幅是 21.88ms、 1.88uv，

但较健侧的平均潜伏期及波幅低。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患者表现出不良反应。 

结论 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运动再学习训练 21 天的治疗方案可以有效改善脑卒中患侧不能诱发

出体感诱发电位的严重上肢功能障碍，可能是与体感诱发电位通路的再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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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03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缺血性脑卒中 

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陈泽健

1,3
,郑海清

2
 

1.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 

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下肢

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 20 名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采用电脑产生数字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针对下肢

的常规康复治疗（60min/次，每天一次，5 次/周，共 2 周）,治疗组在 40min/次的常规康复治疗的基

础上增加 20min/次的 rTMS 和 NMES 联合治疗，并于干预前后进行下肢 Fugl-Mayer 运动评估

（FMA-LE）、Berg 平衡评估（BBS）、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分和 Holden 步行功能分类评定。 

结果 治疗2周后，治疗组和对照组的FMA-LE、BBS、MBI、Holden步行功能分类评分均较治疗前

有提高，各组治疗前后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治疗组 FMA-LE 提高了 7.70±3.43

分，对照组提高了 3.40±2.50 分，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但 BBS 评分（治疗

组12.1±3.31VS对照组5.70±1.14 ，P=0.190）、MBI评分（治疗组19.4±12.86vs对照组12.0±10.32，

P=0.173）、Holden 步行功能分类（治疗组 1.30±0.48vs 对照组 1.10±0.57，P=0.408）两组间差异

没有统计意义。 

结论 本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可能

比常规康复治疗更有助于缺血性脑卒中下肢运动功能的恢复。 

 
 

PU-804 

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  

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徐冬艳,田茹锦,刘珏,刘罡,朱玉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观察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常规康复治疗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临床疗

效。 

方法 募集 30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组后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共计治疗 10

次。采用上肢运动功能 Fugl-Meyer 评定法(FMA-UE)、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分及 Brunnstrom

上肢、手分期评估治疗前和治疗 10 次后上肢的运动功能。评估后，所有研究对象采用上肢智能力

反馈康复机器人训练联合常规康复治疗，联合治疗共计 20 次。采用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训

练评分、FMA-UE 、MBI 评分及 Brunnstrom 上肢、手分期评估联合治疗前、治疗 10 次后及治疗

20 次后上肢的运动功能。 

结果 常规康复治疗 10 次时，患者 FMA-UE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上肢智能力反馈康

复机器人训练联合常规康复治疗 20 次时，患者第 10 次和 20 次治疗后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

训练评分、FMA-UE 、MBI评分及 Brunnstrom 手分期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提高（P<0.05），且第 20

次治疗后系统训练评分、FMA-UE 、MBI评分及Brunnstrom上肢、手分期较第 10次治疗后明显提

高（P<0.05）。 

结论 上肢智能力反馈康复机器人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有显著提升，值得

临床推广。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486 

PU-805 

早期呼吸训练联合核心稳定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柯洁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观察呼吸训练联合核心稳定训练对早期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 

方法 选取本院 40 例首次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两组均予常规康复训练与核

心稳定训练，治疗组增加呼吸训练。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分别采用 Fug-Meyer 评定（FMA）和改

良 Barthel 指数（MBI）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FMA 与 MBI 评分得到了改善（P<0.05），且治疗组优先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呼吸训练联合核心稳定训练能有效改善早期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806 

基于表面肌电信号评价针灸结合康复训练对脑梗死后患者踝 

背屈功能的影响 

 
高山,高崇 

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脑梗死后患者临床给予康复训练、针灸结合治疗，其表面肌电信号变化及踝背屈功能改

善情况。 

方法 将 2016.7～2017.8 期间医院收治的 83 例脑梗死后踝背屈功能障碍患者作为本次观察对象，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其中对照组 41 例（常规内科治疗+康复训练）、观察组 42 例（在此基础上

加针灸），对比两组运动能力、肌力治疗前后变化差异，评估不同方式临床治疗效果，门诊随访患

者半年，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分。 

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95.2%高于对照组85.4%，P<0.05；治疗后观察组RMS、FMA、BI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临床对脑梗死后踝背屈功能障碍者行康复训练、针灸联合治疗，治疗效果理想，患者运动能

力、肌力恢复好。 

 
 

PU-807 

浅析常规作息对于孤独症儿童的影响 

 
施宁颖 

宁波市康复医院 

 

常规是指幼儿的行为常规。具体来说就是幼儿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制定出一系列行为规范，让

幼儿经常固定地执行，从而形成良好的习惯，形成科学的生活秩序。由于孤独症儿童的刻板性，他

们对常规作息会更加依赖，所以本文针对常规作息的影响以及建立方法提出个人的建议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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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08 

肌力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步行功能影响的对照研究 

 
杨永芳,吴东 

临沂市人民医院,山东省,临沂市 

 

目的 探讨肌力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肌力及步行功能的疗效 

方法 选取51例痉挛型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其粗大运动功能分级(GMFCS)为Ⅱ或Ⅲ级，随机化分

为肌力训练试验组 26 例，常规康复训练对照组 25 例，分别进行 6 周的肌力训练治疗和常规康复训

练治疗。对两组脑瘫患儿在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 6 周的随访中分别进行下肢肌力、肌张力、

GMFM 中的 D 能区和 E 能区的评定、计算步行速度 

结果 肌力训练试验组治疗后、治疗后 6 周的髋伸肌肌力、膝伸肌肌力均比治疗前改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与同期的对照组相比，肌力改善较明显，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肌力训练试

验组治疗前后肌张力改变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肌力训练试验组治

疗后、治疗后 6 周的 GMFMD%、GMFME%、步行速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力训练能促进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肌力及步态功能的改善，并不增加肌张力。 

  
 

PU-809 

体外冲击波结合深层肌肉刺激治疗足底筋膜炎的临床研究 

 
田有粮,叶青 

解放军 306 医院 

 

目的 探讨体外冲击波结合深层肌肉刺激治疗足底筋膜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符合诊断标准的足底筋膜炎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组采用

体外冲击波结合深层肌肉刺激疗法治疗，对照组单纯采用体外冲击波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行

走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和压痛记分法进行指标评估，观察比较两组疗效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和压痛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总

有效率分别为 96.67%和 86.67%(P <0.05)，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体外冲击波结合深层肌肉刺激治疗足底筋膜炎效果显著，优于单纯体外冲击波疗法，且具有

简便易行、取效迅捷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810 

BDNF 基因重组慢病毒转染 MSCs 经颈动脉移植对脑出血 

大鼠神经修复的影响 

 
白洁

1
,黄良国

1,2
,陈劲松

1
 

1.绵阳市中心医院,四川省,绵阳市 

2.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州省,遵义市 

 

目的 研究并观察经颈动脉移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重组慢病毒转染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脑出血大鼠的可行性及疗效，探索携带 BDNF 基因的 MSCs 对 ICH 大鼠神经功能的修复作用。 

方法 体外分离培养大鼠 MSCs；用携带 BDNF 基因的慢病毒载体转染 MSCs；Western blotting 检

测各组 BDNF 蛋白的相对表达；建立实验性 ICH 大鼠模型，随机分为 PBS 组、MSCs 组、

MSCs-EGFP 组、MSCs-EGFP-BDNF 组，72h 后经颈动脉移植细胞，记录各组细胞移植后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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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 ICH 大鼠神经功能缺损行为学改善程度；脑组织冰冻切片免疫荧光法检测各组 MSCs 在脑内的

分化情况。 

结果 （1）流式细胞术检测 MSCs 的表型特征 CD29、CD90 和 CD45 的阳性率分别为 99.39%、

99.79%和1.16%。（2）Western blotting检测显示MSCs-EGFP-BDNF组BDNF蛋白表达高于MSCs

组、MSCs-EGFP 组（P＜0.01）。（3）脑组织冰冻切片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显示 MSCs 可分化为

NeuN、GFAP 和 CNP 样细胞，各组阳性细胞数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组内不同时间点比较：除

MSCs-EGFP 组向 CNP 方向分化 14d 与 7d 的阳性细胞数无统计学差异外（P＞0.05），各组阳性

细胞数百分比与前一时间点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组间同一时间点比较：

MSCs-EGFP-BDNF 组阳性细胞数百分比高于 MSCs 组、MSCs-EGFP 组（P＜0.01）。（4）经颈

动脉移植后 ICH 模型大鼠的行为学改变：组内不同时间点比较：14d 开始出现行为学改变，神经功

能评分降低，21d 大鼠的行为学改变最为明显（P＜0.05）。组间同一时间与 PBS 组相比：各组大

鼠神经功能评分均有不同程度改善（P＜0.01），其中 MSCs-EGFP-BDNF 组改善最为显著。 

结论 （1） 外源性 BDNF 通过慢病毒转染 MSCs 可以在细胞中表达蛋白。（2）MSCs 可向神经方

向分化，携带 BDNF 基因的 MSCs 神经元样细胞的分化率最高，说明 BDNF 对 MSCs 具有协同作

用。（3）移植后各组 ICH 大鼠神经功能评分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以 BDNF 重组慢病毒修饰的 MSCs

组作用最为明显。提示 BDNF 对 MSCs 具有保护作用。（4）经颈动脉移植携带 BDNF 基因的 MSCs

可改善 ICH 大鼠的神经功能缺损，且创伤小。 

 
 

PU-811 

蜡疗结合超短波治疗腕管综合征临床研究 

 
赵迎娱,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腕管综合征（carpal tunnel syndrome，CTS）是正中神经在腕管内受压引起的手指感觉异常

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症候群,又称迟发型正中神经麻痹，多见于 30～60 岁女性，男女比例为 1:2～5。

CTS 患者典型的临床表现为桡侧三指半麻木、疼痛，晚上疼痛加剧，活动或甩手后症状可减轻；同

时还会出现手指活动不灵敏，拇指外展功能受限等症状，CTS 若不及时防治，可发生鱼际肌无力和

萎缩，使手致残，丧失劳动能力，影响工作与生活；因此，治疗的价值在于寻找合理、系统、规范、

有效的治疗方法，本文主要研究非手术疗法即蜡疗结合超短波治疗腕管综合征的疗效。 

方法 选取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临床诊断为腕管综合征就诊于我院康复科患者共 40 例，腕管

综合征诊断要求：(1)腕管极度屈曲试验阳性，Tinel 氏征阳性。(2)正中神经支配区麻木、疼痛、感

觉障碍，拇对掌无力，大鱼际肌萎缩等。(3)电生理检查结果异常。将 40 例腕管综合征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治疗组 20例，蜡疗应用K-88电热恒温蜡疗仪将熔点为56℃的医用石蜡加热融化，治疗采

用蜡饼法，使用木质矩形盘制成蜡饼。包敷于患者右侧腕部，以隔热垫包裹保温，每次 30 分钟，

每日一次，20 天为一个疗程。超短波治疗采用上海产 WG 一 1 型，输出功率 40 瓦，极板直径

4cm(NO.6)超短波治疗机，采用临床无热量超短波治疗，电极板对置，间距为 6cm，距皮肤 1cm，

每次 7 分钟，每日一次，20 天为一个疗程。 

对照组 20 例，给予甲钴胺口服治疗，0.5mg，每日三次，治疗 20 天。采用中华医学会手外科会上

肢功能部分功能评定试用标准和神经电生理检测，观察两组的运动、感觉功能和电生理变化。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上肢功能评分及神经电生理检测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相应治疗

后，两组患者疗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正中神经功能评分及神经电生理检测均有显著性

差异(P<0.05)。 

结论 蜡疗结合超短波治疗腕管综合征疗效显著，且治疗费用低，简单、便捷无副作用，优于口服

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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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12 

综述：全身运动质量评估预测发育迟缓胎儿/婴儿的神经发 

 
黄浩宇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总结关于宫内发育迟缓婴儿的神经发育结局的研究，并探索生命初期的自发全身运动的发展

与胎儿状况的产科变量指征之间的关系，明确全身运动质量评估的意义。 

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回顾法对国内外关于全身运动质量评估预测发育迟缓胎儿/婴儿的神经发育结局

的相关文献和综述进行梳理，概括总结全身运动质量评估评估方法的特点及对神经发育结局预测的

准确性。 

结果 梳理出关于宫内发育迟缓婴儿的神经发育结局及正常和异常的全身运动质量评估的特点。 

结论 全身运动质量评估能够在非常年幼时有效预测早产儿和足月儿的大脑功能障碍，及时介入监

督和治疗，并鉴别出那些―虽然有高危出生等病史但是神经学发育结局预测为正常‖的儿童，合理分

配医疗和康复资源，减少不必要的介入治疗。 

 
 

PU-813 

强化的神经发育学疗法对伴或不伴脑瘫的发育迟缓儿童 

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苑爱云,刘秋燕,宫兆帅,侯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评估强化的神经发育学疗法（intensive neurodevelopmental treatment I-NDT）对伴或不伴脑

瘫的发育迟缓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 

方法 所有发育迟缓患儿都曾在康复门诊接受常规（conventionalNDT，C-NDT）持续 8 周；选择初

次 C-NDT 后进步小的病人（进步小的定义是初次 C-NDT 治疗前后 GMFM 总分不变或减少）共 54

例纳入研究。纳入对象在日间病房接受 I-NDT，每日 1 次、每次 60min、每周 5 天，持续 8 周；之

后改为 C-NDT，每次 30min，每周 2-3 次，持续 8 周。分别在 4 个时间点进行 GMFM 评估：初次

C-NDT前，I-NDT之前及之后，第二次C-NDT后。入组对象按照是否诊断脑瘫分为脑瘫组（n=20）

和非脑瘫组（n=34）。 

结果 I-NDT后，发育迟缓患儿的GMFM评分显著提高，且进步在 8周的短期C-NDT后仍可以维持

（p<0.05）。进一步将纳入对象分为脑瘫组和非脑瘫组，两组在 I-NDT 后均表现出明显进步，且该

进步在后续的短期 C-NDT 后均得以维持（p<0.05）。而且，脑瘫组与非脑瘫组二者在治疗效果方

面无明显差异性。I-NDT 与 C-NDT 两组依从性的比较，I-NDT 的缺失率更低。 

结论 I-NDT 可以显著促进发育迟缓儿童粗大运动功能，且较 C-NDT 具有更高的依从性。对发育迟

缓患儿（无论是否存在脑瘫）日间病房 I-NDT 的康复方案值得推荐。 

 
 

PU-814 

KCNQ2 脑病 5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侯梅,孙殿荣,苑爱云,赵建慧,郭洪磊,万鑫,袁凯杰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早发性癫痫脑病的遗传学和表型特征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编码电压门控钾离子通道

Kv7.2 的 KCNQ2 突变既可以引起良性家族性新生儿癫痫（benign familial neonatal epilepsy），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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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导致 KCNQ2 脑病。后者以新生儿起病的癫痫、严重的异常脑电图和发育迟缓为特征，临床严

重程度可有不同。 进一步了解 KCNQ2 脑病的基因型和临床表型特点。 

方法 经一代测序和家系验证、表型和基因型吻合、明确诊断为 KCNQ2 脑病者，进行病例回顾分

析，包括一般性资料；癫痫、家庭和发育史；脑电图、神经影像和基因检测结果；药物治疗和疗效

反应；运动、语言和认知等发育学特点。 

结果  共 5 例患儿，年龄 6.5个月至 2 岁。5 例患儿全外显子测序均检测到KCNQ2 基因的不同位点

的错义突变，其中 1 例遗传自无症状的杂合子母亲（不完全外显），其余 4 例均为新生突变。除 1

例患儿生后 3 个月以婴儿痉挛起病外，余 4 例均在生后数小时-24 小时出现癫痫发作。此 4 例中局

灶性发作 3 例、全面性强直发作 1 例，2 例患儿生后 2-5 个月进展为婴儿痉挛。脑电图特点表现为

多灶性放电、暴发-抑制、高度失律等严重异常。5 例患儿均接受了多种抗癫痫药物治疗，4 例发作

控制、仅 1 例患儿轻微发作。主要有效药物包括苯巴比妥、托吡酯、丙戊酸和开浦兰，2 例同时使

用了激素治疗。所有患儿均存在发育里程碑延迟，所有患儿均接受了早期认知、运动、社交等功能

促进性训练，3 例表现仍表现为小头、吞咽困难、睡眠障碍、异常眼球运动、肌张力障碍伴痉挛性

四肢瘫，2 例仅表现为轻度或中度全面性发育迟缓。 

结论 KCNQ2 脑病是新生儿早期起病的难治性癫痫性脑病，改善预后的关键一方面应尽早控制癫痫

发作和改善脑电异常放电模式，另一方面应及早进行发育监测和功能促进性康复质量，以期改善预

后。 

 
 

PU-815 

皮-罗综合征患儿进食和吞咽障碍治疗体会 

 
侯梅,苑爱云,李淑秋,孙殿荣,张雷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皮-罗综合征（Pierre Robin syndrome,PRS））也叫 Pierre Robin 序列或 Pierre Robin 畸形，

患病率为 1/2000 至 1/30,000。该综合征由法国牙外科医生 Pierre Robin 首次描述，特征性表现为

小下颌/下颌回缩、腭裂和舌后坠三联征，导致新生儿和婴儿期气道阻塞和喂养困难。根据病因学

和病理学机制分为孤立性和综合征性 PRS 两大类，前者是由于宫内生长受限压迫了下颌骨并影响

腭和舌的生长，预后相对较好；后者常伴有多种先天性畸形或作为某种综合征的症状之一，预后较

差。正确管理的关键是新生儿期及时诊断。 

方法 本文报道 6 例患儿，均表现为严重新生儿期呼吸困难、进食时鼻腔返流、呛咳和吸入性肺炎，

经口喂养困难，伴有明显肌张力低下和发育迟缓。2 例孤立性病例 1 岁后呼吸困难和进食障碍自然

恢复，但遗留轻度智力发育迟缓，4 例患儿在外院进行了下颌手术治疗，之后因进食困难转入我院

康复科接受进食和吞咽治疗，其中 1 例恢复正常进食，肌张力和全脑发育水平明显改善；2 例进食

和吞咽障碍明显改善，但伴有小头畸形和严重发育迟缓；1 例疗效差，因频繁进食窒息而放弃治

疗。 

结果 作者体会，对于生后不明原因的呼吸和进食困难的新生儿，应考虑本综合征的可能，根据典

型三联征不难诊断。PRS 患儿需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1）气道梗阻，必须仔细诊断和作者体

会，对于生后不明原因的呼吸和进食困难的新生儿，应考虑本综合征的可能，根据典型三联征不难

诊断。PRS 患儿需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分析堵塞原因，绝大多数非综合征性 PRS 和正常舌大

小者是由于不同程度小下颌引起的气道堵塞，如果婴儿置于俯卧位，重力拉舌向前可使气道打开，

严重病例单纯体位改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特别是非常严重的孤立性 PRS 以及综合征性 PRS 下颌

骨不能赶上生长者，可早期手术治疗缓解气道阻塞，而非综合征性 PRS 生后下颌骨生长很快，一

旦跟上生长就会改善气道，不需要手术。（2）进食困难，如果婴儿赶上生长，可以通过特殊技术管

理进食，包括维持患儿头部抬高，使用特定腭裂奶瓶；如果疗效不满意，可采用暂时性鼻饲提供足

够营养；若数月后进食仍不改善，可以进行胃切开置管，患儿出现经口进食的能力之后再去掉管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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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作者体会，对于生后不明原因的呼吸和进食困难的新生儿，应考虑本综合征的可能，根据典

型三联征不难诊断。PRS 患儿需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1）气道梗阻（2）进食困难， 

 
 

PU-816 

桡动脉心内膜下心肌活力率的重复性研究 

 
金艳 

临沂市人民医院,山东省,临沂市 

 

目的 评估基于桡动脉压力波形直接获取的心内膜下心肌活力率（SEVR）的重复性 

方法 受试对象仰卧位静息 15min 后，采用欧姆龙电子血压计（Omron HEM-7012, Kyoto, Japan）

测量左肱动脉血压。每名受试者测量三次血压，取平均值输入。测完血压后，使用动脉硬化检测仪

（IIM2010A，中科院合肥智能所，合肥）进行 SEVR 测量，该仪器的有效性及使用方法已获验证[14]。

将表面张力传感器垂直放置于左侧桡动脉搏动最强处，连续记录 12s 稳定的桡动脉脉搏波形，取所

有波形的平均值。桡动脉 SEVR的计算公式为：SEVR=DPTI/SPTI，结果通过仪器自动分析获取。

每个受试对象均接受以下顺序测量：第一操作者测量->第二操作者测量->第一操作者测量，24h 后

由第一操作者再进行一次测量。测量由两名受过专业培训的操作者共同完成。 

结果 同一观察者、两位观察者以及 day-to-day 测量的两次 SEVR 的平均不同（±2 标准差）分别为：

1.34±26.84， 1.09±23.02，-0.15±41.52； ICC值分别为0.898，0.929，0.775，均大于 0.75；P＞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基于桡动脉压力波形获取的 SEVR 组内、组间以及 day-to-day 的重复性好，，桡动脉 SEVR

具有很好的重复性及可靠性。因此桡动脉 SEVR 可作为评价心肌供血的一项独立可靠指标，可进一

步应用到老年人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试验中，从而为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发现、干预及治疗进

行指导。 

 
 

PU-817 

基于中心动脉波形获取的心内膜下活力率的重复性研究 

 
金艳 

临沂市人民医院,山东省,临沂市 

 

目的 评估基于中心动脉波形获取的心内膜下活力率的重复性 

方法 本实验通过肱动脉收缩压、舒张压来标定桡动脉波形。受试对象仰卧位休息 10min 后，用标

准的袖带水银血压计测量左肱动脉血压，柯氏音第一期的压力作为收缩压，柯氏音第五期的压力作

为舒张压，此标准符合美国心脏协会指南。每名受试对象间隔 2min 测量一次血压，测三次取平均

值输入。测完血压后，测量左侧桡动脉搏动最强处，连续记录至少 10s 均匀一致的桡动脉脉搏波，

经计算机转换函数自动转换为中心动脉脉搏波形，并得到中心动脉收缩压（cSBP）以及中心动脉

SEVR 值。每个受试对象均接受以下顺序测量：第一操作者测量->第二操作者测量->第一操作者测

量，次日的同一时间由第一操作者再进行一次测量。测量由两名受过专业培训的操作者共同完成。 

结果 同一观察者的重复测量、两位观察者的分别测量以及日间（day-to-day）测量的心内膜下活力

率值的平均不同（±2标准差）分别为：-0.02±0.28，0.00±0.24，-0.04±0.38； ICC值分别为 0.883，

0.912，0.765，均大于 0.75；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基于中心动脉波形获取的心内膜下活力率组内、组间以及 day-to-day 的重复性好，SEVR 作

为评价心肌灌注的一项研究指标是有意义的，可进一步应用到可老年人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

试验中，对心血管疾病的早期防治、干预以及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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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18 

传统无痛手法为主治疗腰椎管狭窄症 60 例临床观察 

 
徐辉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传统无痛手法为主治疗腰椎管狭窄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通过排除诊断，收集符合纳入条件的腰椎管狭窄症患者60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均采用牵引及中医塌渍治疗，治疗组同时配合传统无痛手法治疗。传统无痛手法治疗要根

据患者的疼痛位置、专科检查、皮肤感觉及触诊检查情况确定手法部位，然后针对治疗部位进行治

疗。 

结果 总有效率治疗组 80%，观察组 53.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腰椎管狭窄是临床常见病，尤其是老年人，严重影响人的生活质量。现阶段治疗该病的保守

治疗有效手段很少，而微创及手术又容易破坏脊柱的整体稳定，并且复发后也难以再次治疗。目前

认为，恢复腰背部肌肉弹性，增加肌力，可以增加腰椎的整体稳定性和平衡协调性，对于腰椎管狭

窄症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传统无痛手法为主的保守治疗无疑是达到此目的的有效途径，通过临床观

察也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故对于不愿意接受手术或慢性疾病较多而无法进行手术治疗者可以采用

该治疗方法，以最大限度缓解病痛。 

 
 

 PU-819 

根据 Brunnstrom 分期针刺优选，配合 Bobath 技术对脑卒中患

者促进偏瘫肢体出现分离运动的疗效应用 

 
陈增力 

1.滨州市人民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2.滨州市人民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目的 探讨 Brunnstrom 分期针刺优选配合 Bobath 技术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出现分离运动的疗

效。 

方法 选取 5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2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配合包括

Bobath 技术等常规康复进行训练,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 Brunnstrom 分期针刺优选配合

Bobath 技术,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上、下肢总运动积

分和 Barthel 指数量表对患者偏瘫上、下肢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FMA、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1),且治疗组治疗后的 FMA、BI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FMA、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1),且治疗组治疗后的 FMA、BI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PU-820 

老年人运动过度导致腓肠肌内侧头部分撕裂一例 

 
周云,段宗宇,张全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老年人合理科学运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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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于 1 例老年患者跳舞运动时腓肠肌内侧头部分断裂进行康复治疗后，恢复正常活动予以分

析。 

结果 这位 73 岁老人在跳华尔兹舞时不慎导致右小腿腓肠肌内侧头部分断裂，局部血肿形成，经过

综合康复理疗后疼痛消失，肿胀消退，恢复了正常生活活动。 

结论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过度运动就是损伤。 

 
 

PU-821 

中药热敷结合康复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董其武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中药热敷结合手法康复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shoulder—hand syndrome，SHS)

的疗效，寻找优化治疗 SHS 的方法。 

方法 将 76 例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予基础药物治疗和常规康复治疗，中药组

予中药热敷治疗，对照组予口服利尿药和外用止痛药治疗，28 天为 1 疗程，治疗前后进行疗效评

定。 

结果 治疗 1 疗程后，所有患者在运动功能评定、日常生活能力评定、疼痛评定和肿胀手背的测量

方面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且治疗组更明显，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明显差

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中药热敷结合康复治疗 SHS 疗效较好，值得推广。 

  
 

PU-822 

发散式冲击波疗法治疗继发性肩关节僵硬的临床效果 

 
周云,黄鹏鹏,张全兵,卢茜,王永召,李凯,冯小军,丁呈彪,刘奕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发散式冲击波疗法治疗继发性肩关节僵硬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以继发性

肩关节僵硬为第一诊断的患者 42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21 例）和对照组（21 例）。两组均按照继

发性肩关节僵硬的治疗方案正规治疗，对照组行常规康复治疗（主要包括超短波治疗、石蜡疗法、

手法治疗、冷疗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同时行发散式冲击波疗法。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肩关节

ROM、肩关节 NRS 评分、Constant-Murley 评分有无差异。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肩关节 ROM、肩关节 NRS 评分、Constant-Murley 评分比较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肩关节 ROM、肩关节 NRS 评分、Constant-Murley 评分均优于治

疗前，治疗组的肩关节前屈（139.0476±29.30951）°、外展（130.0000±27.20294）°、后伸

（35.2381±9.28388）°明显优于对照组前屈（110.4762±38.37007）°、外展（102.3810±34.45839）°、

后伸（29.0476±8.89087）°（p＜0.05）；治疗组的肩关节 NRS 评分（1.0952±0.76842）分评分优

于对照组（1.7619±0.88909）分（p＜0.05）；治疗组的 Constant-Murley 评分（78.1905±4.76045）

分高于对照组（74.1905±6.18562）分（p＜0.05）。 

结论 发散式冲击波疗法可有效提高继发性肩关节僵硬患者的肩关节 ROM，缓解肩关节疼痛，改善

肩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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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23 

四肢联动躯干强化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李岩,傅建明,董燕飞,李辉,劳方金,史岩,柏和风 

嘉兴市第二医院,浙江省,嘉兴市 

 

目的 探讨四肢联动躯干强化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9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治疗组 25 例和对照组 24 例，两组均给予患

者相应的药物对症治疗，并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包括神经肌肉电刺激、平衡功能训练、躯干训练及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等。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四肢联动躯干强化训练，每次 30min，

1 次/d，每周 5d，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进行评定。治疗前、后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评定平衡功

能；简化Fug1-Meyer运动功能量表(FMA)评定下肢运动功能；功能性步行分级(FAC)评定步行能力

及 10m 最快步行速度(MWS)评定步行能力。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的 BBS、FMA、FAC、MWS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组

BBS、FMA、FAC、MWS 评定均优于治疗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各项指

标 [BBS（50.32±5.63），FMA(24.50±3.95), FAC(3.25±0.44), MWS（46.76±6.69）m/min] 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四肢联动躯干强化训练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平衡及运动功能。 

 
 

PU-824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患者的口腔习惯调查 

 
徐丽丽,蔡斌,范帅,方仲毅,陆沈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既往研究认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病（TMD）的发病和患者的口腔行为习惯密切相关。本研究属

于描述性研究，观察就诊于我院的 TMD 患者的口腔行为情况，为探索疾病发病的危险因素提供参

考。 

方法 自2017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连续纳入就诊于我院康复医学科的TMD患者（患者符合 2014

年 DC/TMD 诊断标准）540 例，其中女性 454 例（84.1%），男性 86 例，平均年龄 31.55±12.08

岁。应用口腔习惯调查表（Oral Behaviors Checklist）评估患者的口腔习惯。口腔习惯调查表共计

21 个条目，其中 2 项条目评估夜间磨牙和下颌受压的情况，19 项条目评估患者白天的行为习惯。

每个项目从―没有‖（0 分）到 ―总是‖（4 分）进行 5 分制评分，如果患者对条目的答案是―大多数时

候‖（3 分）或―总是‖（4 分），认为患者有此项行为习惯。 

结果 纳入的 540 例 TMD 患者中，22.6%患者有夜间紧咬牙或者磨牙；52.9%患者睡眠时下巴受压

（侧卧或者俯卧）；33.3%患者有白天非咀嚼时上下牙齿接触；22.5%的患者经常用手托下巴；47.8%

患者仅用一侧咀嚼食物；36.6%患者在两餐之间进食需要咀嚼的食物；24.9%患者需要持续讲话（例

如教师、销售、客服等）；38.4%患者经常打哈欠。 

结论 TMD 患者多有夜间磨牙、白天紧咬牙、偏侧咀嚼等习惯，个人行为习惯可能与 TMD 发病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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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25 

腰部斜扳法结合针刺养老穴、手三里穴运动针法治疗 

急性腰扭伤疗效观察 

 
宋瑞军 

吉林省松原市吉林油田江北医院 

 

目的 探讨腰部斜扳法结合针刺养老穴、手三里穴动留针对急性腰扭伤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108 例急性腰扭伤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用腰部斜扳法复位治疗，治疗组在腰

部斜扳法复位基础上加入针刺养老穴、手三里穴动留针治疗。治疗前后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 VAS 评分和治疗有效率均改善，治疗组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P＜0.01﹚。 

结论 运用腰部斜扳法结合针刺养老穴、手三里穴动留针治疗急性腰扭伤，能更有效缓解疼痛，改

善腰椎功能。 

 
 

PU-826 

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性疼痛的临床研究 

 
宋瑞军

1
,戴志凌

1
,田宇

1
,刘洁欣

1
,邵雪

2
,陈振海

1
 

1.吉林省松原市吉林油田江北医院 

2.吉林油田总医院,吉林省,松原市 

 

目的 分析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性疼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因疼痛就诊的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共 90 例，随机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予以甲氨蝶呤片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桂枝芍药知母汤

加减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的临床症状积分和血清学指标，对比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的临床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的晨僵、关节肿胀、关节疼痛、关节压痛和关节活动障碍积分显著低于

治疗前，P<0.05；实验组治疗 4 周后的晨僵、关节肿胀、关节疼痛、关节压痛和关节活动障碍积分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的 C 反应蛋白、血沉、类风湿因子和抗―O‖抗体显

著低于治疗前，P<0.05；实验组治疗 4 周后的 C 反应蛋白、血沉、类风湿因子和抗―O‖抗体显著低

于对照组， P<0.05 。治疗 4 周后实验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X2=4.4057 ，

P=0.0358<0.05。 

结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性疼痛采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治疗可有效缓解患者疼痛症状，同时改善机

体炎症状态，临床疗效较好。 

  
 

PU-827 

伴/不伴高血压青年脑梗死危险因素的临床研究 

 
肖晗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通过比较伴有高血压与不伴高血压的脑梗死青年患者的危险因素，以便更好地管理、指导青

年脑梗死患者预防再发性脑梗死，同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相关信息。 

方法 收集从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所有年龄在 18 岁至 45 岁的曾有过脑梗死史的脑梗死患者，根

据是否伴有高血压病分为两组，其中伴有高血压病患者 174例，不伴高血压病患者 121 例，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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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符合第 4 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的诊断标准，并经 CT 或 MRI确诊。高血压诊断符合世界卫生组

织（WHO）／国际高血压联盟（ISH）与美国全国委员会会议的诊断标准。应用统计学方法来比较

伴有高血压和不伴高血压缺血性卒中青年患者两组间的人口特征，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的差异。 

结果 胆固醇，红细胞计数，载脂蛋白 B，血糖及房颤在高血压组和非高血压组之间存在着差异，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高血压组中的胆固醇升高数值明显高于非高血压组。吸烟、

饮酒、同型半胱氨酸、甘油三酯、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计数、载脂蛋白 A 在两组中的差异不显著

（P>0.05）。 

结论 在青年脑梗死患者中，伴有高血压的占 59.00%，明显高于不伴高血压者（41.00%）。高血压

组的胆固醇、红细胞计数，载脂蛋白 B，血糖高于非高血压组，但房颤率明显低于非高血压组。所

以对伴有高血压脑梗死患者的治疗不仅需要合理降压，可能还需要针对载脂蛋白B情况,红细胞数量，

胆固醇含量，血糖状态做出相应干预。为临床研究伴高血压青年脑梗死的治疗或研究提供一点线

索。 

 
 

PU-828 

星状神经节照射联合舌肌训练对脑卒中 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成先柄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州省,遵义市 

 

目的 观察星状神经节照射联合舌肌训练；配合吞咽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 90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对照组接受脑血管病常

规治疗，并配合进行吞咽功能训练和冰刺激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星状神经节照射和舌肌训

练治疗。分别在治疗前后采用洼田饮水试验和标准吞咽功能评定量表（Standardized Swallowing 

Assessment,SSA）进行吞咽功能评估。 

结果 治疗一月后两组患者吞咽功能均有明显改善；治疗组洼田饮水试验、SSA 均优于对照组；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在吞咽功能训练基础上加用星状神经节照射联合舌肌训练治疗可明显

改善患者吞咽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829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药物和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患者 

手指背伸功能的影响 
 

李燕如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药物和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患者手指背伸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120 例脑卒中后患者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60 例。对照组单纯给予药物

和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两组治疗前后的腕关节屈曲痉挛程度

进行评分，对掌指关节背伸活动度和肌力进行检测，并统计两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结果 两组治疗后的腕关节屈曲痉挛程度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且观察组的腕关节

屈曲痉挛程度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示指、中指、环指和小指的背伸活动度

和肌力均较治疗前显著增大（P<0.05），且观察组的各项数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

组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药物和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患者疗效确切，可有效降低腕关节屈曲痉

挛程度，并改善异常的手指背伸活动度和肌力，促进手部功能的恢复。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497 

PU-830 

基于 PSQI 量表探讨针灸联合中药对慢性失眠患者疗效学观察 

 
刘家峰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九医院 

 

目的 观察针刺结合中药汤剂治疗慢性失眠的临床疗效，对中医证候及 PSQI等指标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的实验方法，观察慢性失眠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中医组、西医组。中医组予

针刺结合中药汤剂，西医组予地西泮片观察。 

结果 中医组总有效率为 95.00%，明显优于西医组 50.00%（P<0.05)。 

结论 针刺结合中药汤剂方可以显著改善慢性失眠的临床疗效。 

 
 

PU-831 

Coffin-Siris 综合征 3 例临床及遗传学分析 

 
陈军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分析 Coffin-Siris 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及诊断方法。 

方法 对 3 例经智力障碍 PANEL 二代测序诊断为 Coffin-Siris 综合征的患儿临床特征及基因检测结

果进行分析，结合病例对该病进行综述介绍。 

结果 (1)临床表现：3 例均有浓眉连眉、长睫毛、塌鼻梁、圆鼻头、末节指(趾)骨发育不良、指(趾)

甲异常、牙齿稀疏、骨龄落后、轻至中度智力发育障碍、肌张力低下、足外翻、喂养困难、反复呼

吸道感染；2 例出现的症状是脊柱侧弯（其中一例左侧第 12 肋缺如）、头发稀少；1 例出现的症状

是先兆流产、小于胎龄儿、小头、癫痫发作、脑电图异常、先天性心脏病。(2)智力障碍 PANEL 二

代测序结果：3 例均发现 ARID1B 基因的杂合核苷酸变异，分别为 c.2248C>T，c.6661_6662insG，

c.3581delC，其中 c.2248C>T 的致病性已有文献报道，余二者尚未见文献报道。ARID1B 基因是

Coffin-Siris 综合征的致病基因，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杂合变异可导致发病。3 例的父母

ARID1B 基因均未发现上述变异，提示均为新生变异（De Novo）。 

结论 Coffin-Siris 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先天异常，表现为终端指/趾骨或指/趾甲发育不良或不全（特

别是第五指/趾），轻至中度智力发育障碍（尤其语言），肌张力低下，面容粗糙：大嘴、上唇薄下

唇厚、塌鼻梁、鼻尖宽而上翘、浓眉、长睫毛，器官畸形，身体多毛而头发稀少，身材矮小，小头

畸形，部分有脊柱侧弯、癫痫发作等。基因 ARID1A，ARID1B，SMARCA4，SMARCB1，
SMARCE1，PHF6 上的突变可导致 Coffin-Siris 综合征，其中 ARID1B 基因突变最常见。找到相应

基因的致病突变可最终确诊。 

 
 

PU-832 

电针刺激治疗对脊髓损伤后逼尿肌过度活动患者疗效的影响 

 
冯小军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通过排尿日记和尿动力学测试评估脊髓损伤性逼尿肌过度活动情况；这项随机、对照的研究

比较了电针和普通针刺八髎穴治疗脊髓损伤性逼尿肌过度活动症的效果；探讨电针治疗脊髓损伤后

逼尿肌过度活动症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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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符合入选标准的脊髓损伤性逼尿肌过度

活动患者 54 例，按照入院顺序随机分为实验组 27 例，对照组 27 例，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均有 3

例因不同原因退出试验，对照组给予常规膀胱训练以及普通针刺八髎穴治疗 4 周，治疗频率为每天

一次，每次 20 分钟，每周六次，实验组采用电针八髎穴进行治疗，治疗频率和对照组相同，我们

分别于治疗前后及随访一月后给予三天排尿日记记录患者排尿频率，尿失禁的次数、平均尿量，尿

动力学测定最大膀胱测量容量，残余尿量，同时给予患者生活质量（QOL）调查问卷评价患者生活

质量的改善程度，在记录排尿日记的周期中，患者保持一致的饮水量以及每日间歇导尿的次数。 

结果 48 名患者完成了各个方面实验研究，治疗前 2 组患者排尿日记、尿动力学检查及生活质量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 周治疗后 2 组的尿失禁次数均显著减少(实验组下降

49.97%，对照组下降 17.78%)，排尿频率分别减少 51%和 30%(P<0.05)，组间变化有显著差异。

实验组与尿急相关的平均尿量和最大膀胱容量分别增加57.28%和63.80% (P<0.05)，组间差异无显

著性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QOL）调查问卷评分均有改善(实验组下降 55%，对照剂

组下降 36%，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论 脊髓损伤性逼尿肌过度活动症患者经过四周的电针及膀胱训练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其尿失

禁次数、排尿频率、膀胱容量等膀胱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整体效果要优于普通针刺治疗。 

 
 

PU-833 

脉冲磁刺激联合传统物理疗法对膝骨性关节炎疗效的研究 

 
肖美玲,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脉冲磁刺激近年因其无痛、无创、少副作用的特点受到广泛关注，脉冲磁刺激可以缓解疼痛、

消除肿胀等。本研究探讨联合高磁场强度、组合频率的脉冲磁刺激联合传统物理治疗治疗对膝骨性

关节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本研究纳入 74 例 Kellgren-Lawrence 分级 2-3 级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随机分成 3 组。联合

治疗组 24 例（C 组，n=24），脉冲磁刺激组 25 例（A 组，n=25），以及传统治疗组 25 例（B 组，

n=25），每组中存在膝关节肿胀各 5 例。A 组采用 SALUS-TALENT 激光磁场理疗仪仪器自带处方

A3 刺激模式，脉冲频率为 3-30Hz、磁场强度（1.59-2.00）T±20%的组合刺激，首次治疗输出 50%，

此后治疗输出 70%。每日治疗 20 分钟，每周 5 次，持续 2 周。B 组接受超声波、超短波并直流电

治疗。C 组接受脉冲磁刺激联合传统物理疗法。应用WOMAC 量表、SF-36 量表、髌骨中点周径分

别对疼痛、僵硬、日常活动难度、生存质量及膝关节肿胀进行评价。评价时间为治疗前、治疗后第

3 天、治疗后第 2 周。 

结果 3组患者治疗前后WOMAC 量表、SF-36 量表、髌骨中点周径均有显著差异。将治疗 3 天与 2

周进行配对 t 检验，除脉冲磁刺激组疼痛评分无显著性意义外，余均有差异，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5）。治疗 3 天后，C 组的 WOMAC 疼痛评分明显低于 A 组和 B 组（P<0.05），关节僵硬、

日常活动难度及其改善程度 3 组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 2 周后，C 组与 B 组 WOMAC 疼

痛评分均低于 A 组；C 组对关节僵硬治疗效果好于 A、B 组（P<0.05）；WOMAC 量表中日常活动

难度方面 3 组无明显差异；生存质量改善程度和消肿程度 C 组显著高于 B 组和 A 组（P<0.05）。 

结论 脉冲磁刺激、传统物理疗法及联合治疗均可不同程度减轻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疼痛、肿胀、关

节僵硬及生存质量。脉冲磁刺激治疗组 3 天与 2 周疼痛程度无差异，提示脉冲磁刺激的止痛效果易

耐受。脉冲磁刺激对膝骨性关节炎止痛作用较传统物理疗法见效快速，而经过较长时间治疗，两组

疼痛程度无差异。脉冲磁刺激联合传统物理疗法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要优于单独应用脉冲磁刺

激或传统物理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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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34 

虚拟现实技术治疗小脑萎缩患者平衡功能疗效观察 

 
高晓辉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虚拟现实技术治疗小脑萎缩患者平衡功能疗效观察。 

方法 针对目前现有的医学水平缺乏有效的治疗对小脑萎缩已经形成的方法。因此，主要是针对一

些可控的致病因素进行干预，在此基础上，可选用一些能够改善患者共济运动的药物以部分改善患

者的临床症状。常见肌张力降低（但有些小脑萎缩的病例可见渐进性全身肌力增高，可出现类似震

颤麻痹的情况。）、平衡反应减弱和肌群间相互协调能力丧失,导致平衡功能障碍。根据中枢神经系

统的可塑性、运动再学习等理论利用 Kinect 体感交互技术捕捉人体姿势及动作并进行识别,结合 3D

建模技术创造虚拟现实训练场景,有研究证明虚拟现实技术对小脑萎缩后平衡功能恢复有促进作

用。 

结果 两组年龄、发病病程及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均无显著性,实验组与对照组具有可比性,经过重复测

量设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Berg 平衡评分无支撑站立情况下用双脚

交替踏台阶、单脚站立时间的上升幅度均大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实验组采用 Kinect 的虚拟现实技术对实验患者进行针对性下肢功能康复训练。结果表明,虚拟

现实技术运用于小脑萎缩患者的平衡功能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且更优于某些传统的平衡治疗方式,

值得进行临床推广使用。 

 
 

PU-835 

软组织松动结合 PNF 技术在 ACL 重建术后膝 

关节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金铭亮,牟翔,袁华,胡旭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软组织松动和 PNF 技术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关节活动

范围及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52 例前交叉韧带自体重建术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26 例，对照

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蜡疗、关节松动术、闭链肌力训练、冷疗，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增加软组

织松动和 PNF 技术，软组织松动术主要有筋膜松解和泡沫滚轴自我松动，PNF 牵伸以保持-放松技

术进行训练，每天治疗 30 分钟。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用膝关节主动活动范围和 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膝关节主动活动范围和 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治疗 4 周后 2 组患者各项评估评分较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且干预组改善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软组织松动和 PNF 技术，能更好的改善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

患者的膝关节主动活动范围和关节功能，是现有康复治疗手段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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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36 

表面肌电评定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状态的 Meta 分析 

 
向云,刘家庆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表面肌电评定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状态的有效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CNKI）、维普数据库、万方

数据库，检索年限从建库到 2018年 1月。使用 Stata12.0及 Gatdata软件进行数据的提取和分析，

使用 GRADE 软件对分析结果进行证据质量评价。 

结果 共提取19篇文献，597名受试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脑卒中后肢体痉挛肌与非痉挛肌相比：

RMS 值具有显著性差异 [MD=0.98,(95%CI:0.7,1.26),P ＜ 0.05] ，且与 MAS 具有相关性

[MD=10.7,(95%CI:4.25,17.15),P ＜ 0.05] ； IEMG 值 和 CR 值 同 样 具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MD=-1.29,(95%CI:-1.64,-0.94),P＜0.05][MD=1.29,(95%CI:0.77,1.8),P＜0.05]。 

结论 表面肌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评定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的状态和严重程度，但仍需多中心、

大样本的实验进一步证明。 

 
 

PU-837 

两种不同的肩吊带改善脑卒中偏瘫侧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比较 

 
董燕 

武警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 

 

目的 观察两种不同的肩吊带纠正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即刻效果。 

方法 25 例脑卒中后偏瘫伴肩关节半脱位的患者在佩戴肩吊带前、佩戴悬挂式肩吊带及绳带式肩吊

带时分别使用 B 超测定肩部肱骨大结节至肩峰的距离（AHI）。 

结果 未佩戴肩吊带时 AHI为（2.82±0.44）cm，佩戴普通悬挂式肩吊带时 AHI为（2.42±0.47）cm，

佩戴绳带式肩吊带时 AHI 为（2.28±0.48）cm。两种肩吊带均可有效改善卒中后偏瘫侧半脱位

（P<0.05）。两种肩吊带相比，绳带式肩吊带即刻纠正肩关节半脱位的效果优于悬挂式肩吊带

（P<0.05）。 

结论 两种肩吊带使用均可即刻改善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绳带式肩吊带效果更佳。 

 
 

PU-838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走时步态时相分析 

 
张芳,龚剑秋 

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省,绍兴市 

 

目的 探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走时步态变化情况，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的运动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符合诊断标准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61 例，在步态分析室进行三维步态测试，提取患者

时间参数指标：包括健侧与患侧的支撑相时间、摆动相时间、支撑相占步态周期百分比例及摆动相

占步态周期百分比例；时空参数指标：包括步速、步频、跨步长、步宽、健侧与患侧的步长。 

结果 女性患者健、患侧的支撑相时间明显延长，患侧支撑相占步态周期的比例明显升高，患侧摆

动相占步态周期的比例明显降低，女性患者的健患侧步长、跨步长、步速明显降低，与男性患者比

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所有患者患侧支撑相时间延长，患侧步长缩短，与健侧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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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60 岁患者健患侧支撑相占步态周期比例延长，摆动相占步态周期比

例缩短，健、患侧的步长、跨步长、步速、步频逐渐缩短，与 20-39 岁患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P<0.05）。 

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支撑相时间延长，摆动相时间缩短，患侧的步长、步速较健侧减小，

支撑相时间及支撑相比例延长。在进行步态训练时，应指导患者有意识适当缩短患侧支撑相，增加

步长，提高步态的一致性，不同年龄的患者应设定不同的训练标准。 

 
 

PU-839 

“滋水涵木”联合常规康复对中风患者上肢运动 

功能恢复的随机对照研究 

 
夏文广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中风后运动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和生存质量，各种致力于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治

疗均未取得满意疗效。祖国医学认为中风病位在脑，与肝、肾密切相关；肝肾阴虚，水不涵木，肝

风妄动，发为中风，中医理论指导下的―滋水涵木‖针刺治疗中风历来已久。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

合康复模式是我国康复医学发展趋势。本研究探讨了―滋水涵木‖联合常规康复对中风患者上肢运动

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按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方法，将 126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均接受常

规康复治疗，观察组给予采用―滋水涵木‖针刺，根据不同症型给予主穴和配穴，假针刺组按照针刺

组取穴原则选穴，采用穴位旁开3 cm浅刺，两组均留针30 min，每周5次，连续4周。在治疗前、

治疗 4 周后及 3 个月后随访，进行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Upper Fugl-Meyer assessment, 

U-FMA）、WMFT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MFT）、改良 Barthel 指数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健康调查简易量表（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SF-36）评定。 

结果  共106例患者完成了该研究。两组患者治疗前U-FMA、WMFT、MBI及 SF-36评分无统计学

差异（P＞0.05）；治疗 3 周结束时，观察组 U-FMA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有出现统计学差异；治疗 4

周结束及 3 个月后随访，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U-FMA、WMFT、MBI 及 SF-36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1）。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结论 ―滋水涵木‖联合常规康复有助于中风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综合康复策

略。 

 
 

PU-840 

不同时间顺序的运动训练与重复经颅磁刺激的联合治疗方案对脑

卒中患者运动能力的影响 

 
琚芬,袁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和运动训练不同时间顺序组合的治疗方案对脑卒中患者运动能力的影响，

并初步探讨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患者 28 例随机分两组，分别为

rTMS+PT 组、PT+rTMS 组。干预方案为：①rTMS+PT 组：重复经颅磁刺激，患侧 M1 区，10Hz，

80%RMT，7 分钟，随后给予偏瘫肢体综合训练，40 分钟；②PT+rTMS 组：先给予偏瘫肢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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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40 分钟，随后给予重复经颅磁刺激（参数同前），7 分钟。治疗前及治疗 2 周后分别对两组

患者运动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 2 周后 rTMS+PT 组、PT+rTMS 组两组患者较治疗前运动能力均提高（P<0.05）。治疗

后 PT+rTMS 组与 rTMS+PT 组相比较，PT+rTMS 组 Fugl-meyer 运动评分、Fugl-Meyer 平衡功能

评分、改良 Barthel 指数明显提高（P<0.01）。且治疗 2 周后 PT+rTMS 组患者 MEP 波幅较治疗前

明显增大，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先给予运动训练再行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能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运动能力，运动训练及重复

经颅磁刺激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锁定关系，这可能与改变了皮层兴奋性及突触的可塑性有关。 

 
 

PU-841 

跑步运动损伤特点及康复手法治疗疗效研究 

 
叶超群 

空军总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明确跑步运动损伤特点、康复手法的疗效。 

方法 2017.3-2018.4 对我科因跑步所致运动损伤的患者进行调查、随机分组，对照组采用理疗和药

物治疗（外用消痛贴膏，口服双氯芬酸二钠），实验组采用理疗结合手法治疗（MET 技术、肌肉拉

伸、必要时行动态关节松动）；治疗前、治疗结束时、治疗结束后 1 月时 VAS 评价疼痛，治疗前和

治疗结束后 1 月时 SF-36 评价生活质量。 

结果 1、共计患者 62 名。其中，最常见的损伤部位是膝（构成比 62.9%），其次依次为踝足

（20.96%），小腿（11.29%），髋（4.84%），大腿（1.61%）；损伤类型主要为软组织损伤（74.19%），

关节损伤占 25.8%；最常见伤病是髂胫束综合征（27.42%），其次为髌股关节综合征（20.97%）、

足底筋膜炎（14.52%）、胫骨骨膜炎（8.06%)、半月板损伤、髌腱炎、髂腰肌损伤（均占 4.84%），

也可见跟腱炎、小腿三头肌拉伤、腘肌损伤、鹅足炎、脂肪垫炎、第三腓骨肌腱损伤和踝扭伤。 

2、诱因：急性损伤主要发生在久未运动后首次运动，且未进行准备活动时；慢性损伤、肌腱炎则

以突然增加运动速度/量为诱因，缺乏准备放松活动，既往损伤史、下肢力线异常为基础病因。 

3、疗效：实验组治疗周期为（7.69±2.17）天，对照组为（15.19±8.64）天（p<0.01）；实验组终

止跑步时间（10.61±5.93天）较对照组（22.38±10.54天）降低（p<0.01）;两组治疗后(实验组0.79±0.81,

对照组 2.32±1.31）VAS 评分均较治疗前（实验组 7.78±2.59，对照组 8.06±2.73）降低(p<0.001)，

治疗后实验组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此差异持续到干预后 1 月（p<0.05）。 

治疗前、治疗结束 1 月后两组 SF-36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无差异，两组治疗结束后 1月 SF-36 总分

均较治疗前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跑步运动损伤主要发生在下肢，以膝和踝足最常见，主要损伤类型为软组织损伤，以髂胫束

综合征、髌股关节综合征、足底筋膜炎最常见；手法治疗结合理疗可明显缓解症状、缩短病程、疗

程和停止训练的周期。 

 
 

PU-842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所致脊髓损伤 1 例病例讨论 

 
怀娟, 曲玉娟,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讨论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所致脊髓损伤的诊断及康复治疗。 

方法 患者吴**，男，63 岁，主因―双下肢无力、小便潴留 3 月余，加重伴腹胀 20 余天‖入住我院神

经内科，完善辅助检查，行脊髓血管造影示：右侧 T11 肋间动脉向髓内异常供血，并可见在 T9-11

椎体水平椎管内畸形血管团。行 T1 硬脊膜动静脉瘘切断术，术后 12 天病情稳定后转入我科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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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转入时康复评定：ASIA 分级：C 级；运动及感觉平面左右均为 T11，运动功能评分 62

分，感觉功能评分 170 分。坐位平衡 3级，立位平衡 0级。留置尿管。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 45 分，

ADL 严重功能缺陷。治疗方案：脊髓损伤的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运动疗法、双下肢肌力训练、核心

肌群稳定性训练、平衡功能训练、佩戴支具行走训练、膀胱直肠功能训练、针灸、物理因子治疗、

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患者腰腹部束带感较严重，腹肌紧张明显，曾给予肉毒毒素注射治疗，缓解

不明显。拔除尿管后行清洁导尿，患者反复发热，出现尿路感染。 

结果 讨论要点：1.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的诊断：本病多隐匿性起病，缓慢发展，表现为脊髓感觉、

运动和括约肌功能障碍。临床上不常见，容易误诊，常被误诊为前列腺肥大、腰椎间盘突出等，本

例疾病最初即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2.腰腹部束带感严重影响患者的功能及心理状态，如何能改善；

3.顽固性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的临床处理。 

结论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属于高阻低血流血管畸形, 其动静脉间的瘘口较小、异常血流流速慢、

分流量小, 长期慢性静脉淤血, 造成脊髓实质广泛水肿和缺血, 但很少出现梗死、出血和软化等严

重损害。这也决定了此类病变具有可恢复性的特点, 当瘘口闭塞后, 解除脊髓静脉高压, 脊髓缺血、

水肿情况会得到改善。因此, 综合康复治疗对这类疾病患者常具有较好的疗效，而准确诊断和及时

治疗对康复预后有重要影响。 

 
 

PU-843 

重复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心肺功能训练对高位脊髓损伤患者 

呼吸功能影响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薇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重复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心肺功能训练对颈 3-颈 5 脊髓损伤患者呼吸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 例颈 3-颈 5 脊髓损伤（CSCI）并伴有气管切开患者，使用心肺运动功能评定仪检测

患者治疗前，联合治疗后 1 周，联合治疗后 2 周，联合治疗后 1 月患者的静态肺功能变化率。 

结果 重复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心肺功能训练可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 

结论 重复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心肺功能训练可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 

 
 

PU-844 

婴幼儿脑损伤合并 IEDS 认知功能损害治疗的对照研究 

 
刘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索婴幼儿脑损伤合并发作间期痫样放电认知功能损害的临床治疗方法。 

方法 将419例患儿随机分为4组：综合组、药物组、干预组和对照组，采用Gesell发育量表（GDS）

中以应人能、应物能和言语能 3 个能区发育商得分作为衡量认知水平的标准，随访 1 年结束仍采用

同样方法进行再次测评，对前后测 3 个能区发育商得分进行比较。 

结果 应人能（社交行为）方面：综合组和干预组好于对照组和药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药物

组的改变无统计学意义；应物能（认知水平）方面：综合组、干预组和药物均好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而对照前后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言语能（语言）方面：综合组和干预组好于药物组

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药物组的改变(t=1.9186，当 t＞1.9716 时，P＜0.05)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综合组、干预组和药物均能改善其认知水平，综合组和干预组能改善社交能力和言语能力，

而药物（左乙拉西坦）是否能改善社交能力和言语能力有待进一步随访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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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45 

早期电动起立床训练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 

 
洪丽蓉 

武警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之江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观察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使用电动起立床训练，对拔除气管套管的影响。 

方法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40 例和电动起立床治疗组（治疗组）40 例，对照组给予常

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7 天内给予电动起立床早期康复训练，比较两组患者食管反

流发生率；抗生素使用时间；气管套管拔管时间、拔管率以及拔管成功率，评价早期电动起立床训

练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 

结果 对照组食管反流发生率为 80.0%，抗生素平均使用时间 50.38±46.74 天，16 例（40.0%）成

功拔除气管套管，气管套管平均拔管时间为 61.00±7.75 天。治疗组食管反流发生率为 37.5%，抗

生素平均使用时间 32.18±25.07 天，16 例（40.0%）成功拔除气管套管，气管套管平均拔管时间为

18.71±7.11 天，各项指标和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使用电动起立床康复训练，可显著降低食管反流发生率，缩短抗生素

使用时间和气管套管拔管时间，提高气管套管拔管率，提高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康复的临床疗效，值

得临床推广使用。 

 
 

PU-846 

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 52 例临床特点分析 

 
赵毅斌,刘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讨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的高危因素、神经影像学异常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对高危因

素的发掘防范，并予以早期干预措施以利降低本病的发病率，从而改善预后。 

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52 例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的临床特点，采用调查问卷详

细记录围产期脑损伤高危因素，由专科医师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Gesell 发育评估评价神经发育水

平。 

结果 47例（90.4%）存在明确的高危因素，其中窒息11例（21.15%）、病理性黄疸29例（55.77%）、

窒息+病理性黄疸 7 例（13.46%）、其他病因 5 例（9.62%）；MRI 异常率 32 例（61.54%）。29

例病理性黄疸者黄疸明显加重时间多于出生后 4～7天，但也有部分延后至 10～15 天，甚至延误至

20 余天发现黄疸程度重，19 例患儿就医诊治过，其余未诊治。 

结论 不随意运动型脑瘫主要高危因素是病理性黄疸与窒息；颅脑 MRI 表现，病理性黄疸主要损伤

苍白球，黄疸出现越早，易于被医务人员发现积极早期干预，而黄疸程度加重越延后，则往往被家

长忽略，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从而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通过分析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病的高危因

素，及早将其置于有效的医学监控之下，早期发现病理性黄疸，积极监测，及时有效降低血胆红素

浓度是减少不随意运动型脑瘫的关键，及早干预，对降低本病的发生率，提高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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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47 

脑损伤合并发作间期痫样放电的认知功能研究 

 
张杨萍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讨发作间期痫样放电（IEDS）对脑损伤患儿认知功能的影响。405 例脑损伤婴幼儿合并发作

间期痫样放电，采用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GDDS）评估，以个人社交、适应性行、语言及 DQ 值

衡量认知水平，结果与 410 例对照组（脑损伤婴幼儿但无发作间期痫样放电）进行比较。婴幼儿脑

损伤合并 IEDS 组 GDDS 中个人社交、适应性行、语言为 3 个能区得分 45.40±22.61 43.49±22.29

和 43.85±22.53 低于对照组（49.29±22.5 47.60±22.73 和 47.40±22.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发作间期痫样放电对脑损伤婴幼儿认知功能有显著影响，临床医师应引起重视。 

方法 IEDS 合并脑损伤患儿 405 例，男 288 例，女 117 例，对照组 410 例，男 290 例，女 120 例

（仅有脑损伤而无痫样放电及痫样发作），导致脑损伤的病因与 IEDS患者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所有患儿由同一批评估师进行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Gesell Development Diagnosis Scale， 

GDDS）评测，分别对适应性行为、语言、个人社交 3 个能区进行评价，结果用发育商（DQ）表示，

即 DQ=测评年龄/实际年龄*100。检测结果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采用 SPSS17.0 软件处理，

两组间比较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脑损伤合并发作间期痫样放电组较单纯脑损伤组适应性行为、语言、个人社交 3 个方面均明

显落后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发作间期痫样放电对脑损伤婴幼儿认知功能有显著影响 

 
 

PU-848 

老年创伤性腰痛的康复治疗 

 
张锦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目的 腰痛是老年人常见、多发症状，并反复发作，腰痛的主要原因是在腰椎退行性改变的基础上，

腰椎的多个结构发生相应病理改变所致。但老年创伤性腰痛往往由于病因不明确，常规检查难以发

现而被漏诊，由于症状表现重、持续时间长，给患者带来很大影响，值得引起重视。 

方法 老年腰痛的特点 ： 

 以继发性腰痛为主：退行性变、骨质疏松、肿瘤特别是转移性癌、创伤性腰痛。 

 原发性腰痛少。 

 老年人自身修复能力下降，造成的急、慢性损伤导致的腰痛不易恢复。  

结果  老年性腰痛常见疾病 ： 

 老年性腰椎骨关节病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老年性腰椎间盘病 

 脊柱转移癌 

 老年创伤性腰痛 

结论 老年创伤性腰痛的特点： 

1. 致伤因素不明确 

老年人因骨质疏松,肌力减退对外界损伤抵御能力降低，小的外力便会造成腰椎损伤。 

2. 常规影像检查难以发现 

致伤因素不足以产生骨宏观结构改变的情况下，常规影像检查很难发现，往往会误导诊断。 

3. 病史采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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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由于听力、理解力、表述力等原因，会使病史采集不够真实、完善，给临床判断带来困难。 

4. 查体不够配合 

 疼痛、活动不便，理解、表达力不足等因素，使得获取的体征不够准确，增加临床诊断的难度。 

老年创伤性腰痛康复： 

1.做仔细问诊,严格查体及必要的辅助检查以明确诊断。 

2.依据创伤性质给予相应措施 

3.急性期首要止痛： 

  （1）有效、合理的制动。 

（2）舒适位卧床,缓痛姿势下的上床、 下床位移。 

（3）止痛药物使用。 

（4）物理因子治疗酌情使用。 

4.恢复期主张积极主动活动。 

5.重视全面康复,提高运动控制能力,预防创伤发生。 

风险防范： 

1、手法：矫正手法禁用或慎用； 

2、牵引：慎用； 

3、超短波：未明确诊断前禁用； 

4、热疗：急性疼痛禁用。 

  
  

PU-849 

口部运动训练对偏瘫患儿构音问题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玲芳,车月苹,王慧,李海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探讨口部运动训练对偏瘫患儿构音问题的临床疗效。 

方法 28 例合并构音问题的偏瘫患儿（年龄 4-7 岁，平均年龄 5.23±1.21）, 治疗前进行语音测试、

简单口腔运动评分(SOMS)、口腔轮替速率(DR)和口腔敏感度的评估。口部运动训练内容包括：患

侧舌侧方抗阻训练，展唇抗阻训练、闭唇抗阻训练、展圆唇交替训练，口腔敏感度训练等，1 次 

/d, 每次 30 分钟，5 d/ 周 , 3 个月为 1 个疗程 。疗程结束后再次进行语音测试。治疗前后构音

正确率的比较采用 t 检验、SOMS、DR 评分与构音正确率的相关性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前患儿构音正确率为（44±31）% ，治疗后患儿构音正确率为（67±32）%，治疗后正确

率明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O.05)。且偏瘫患儿口腔运动能力和构音正确率呈正相关

（SOMS、DR 评分与构音正确率的相关系数均>0.7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口部运动训练可改善偏瘫患儿的构音问题，且与口腔运动能力呈正相关性。 

 
 

PU-850 

悬吊运动疗法对痉挛型偏瘫患儿患侧胫骨前肌和腓肠肌的疗效 

 
赵晓红,姚建瑜,王慧,李海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观察悬吊运动疗法对痉挛型偏瘫患儿患侧胫骨前肌和腓肠肌的表面肌电信号变化情况。 

方法 痉挛型偏瘫患儿 32 例，给予患者每周 3 次，持续 12 周的悬吊运动疗法（SET）治疗，分别

采集治疗前后患侧踝背屈和跖屈被动运动和主动运动时胫骨前肌和腓肠肌的表面肌电信号，被动运

http://www.so.com/s?q=%E8%B7%96%E5%B1%8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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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采集的平均肌电值（AEMG）评价肌张力的变化，主动运动时采集的平均肌电值（AEMG）评

价肌力的变化，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前后患侧腓肠肌肌张力较前下降（AEMG 值：治疗前 12.87±4.36 ，治疗后 7.57±2.81），

胫骨前肌肌张力较前下降（AEMG 值：治疗前 11.94±3.96，治疗后 7.12±2.56）；腓肠肌肌力较前

增加(AEMG 值：治疗前 43.23±6.76 ，治疗后 65.99±11.13），胫骨前肌肌力较前增加（AEMG值：

治疗前 93.72±11.29，治疗后 116.68±16.8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悬吊运动疗法（SET）可以改善痉挛型偏瘫患儿患侧胫骨前肌及腓肠肌的肌张力，增强其肌

力。 

 
 

PU-851 

1 例脑出血合并吞咽障碍患者用低频治疗仪的综合康复治疗 

 
王晓进 

甘洛县人民医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目的  观察脑出血后遗症合并吞咽障碍患者运用运动治疗加低频治疗仪的综合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早期患者接受康复治疗时，先进行初期评估。针对康复问题制定相关的治疗措施，并长期对

个案进行跟踪观察。出院时，对治疗效果再次进行评估对比。 

结果 个案通过综合治疗后，效果非常显著得到患者及家属的满意。 

结论 综合治疗方法对脑出血后遗症合并吞咽障碍患者效果显著。 

 
 

PU-852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陈尚杰,王单,贾新燕,袁旭,朱芬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宝安医院 

 

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脑卒中的发病率逐年增长且日趋年轻化，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性

也显著增加，卒中发病后 6 个月内有 44%-74%的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认知损害，其中约 50%在 5

年内发展为痴呆。因此，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PSCI）正引起越来越多临床医生的重视。目前，药

物、针灸、康复训练等广泛使用于 PSCI 患者的治疗，尤其是认知康复训练在康复科中应用最普遍,

疗效仍需提高。目前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作为一种安全、无创、易于被患者接受的非药物治疗手

段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中。rTMS 是否能提高认知康复训练干预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呢？ 

方法 选择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4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认知训练组）和观察组

（rTMS 加认知训练组）,每组 20 例。认知训练采用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rTMS 治疗刺激左背外侧

前额叶皮质(DLPFC)。每天 1 次,每周 5d,共治疗 4 周。观察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行为记

忆量表(RBMT)等指标评定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恢复情况。 

结果 2 组 MoCA 评分、RBMT 评分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所提高(P<0.05);观察组较对照组提高

更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者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rTMS 可有效改善 PSCI患者的认知功能,提高认知训练干预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且安

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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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53 

推拿结合磁振热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疗效观察 

 
黄志锐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推拿结合磁振热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80 例KOA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推拿结合磁振热治疗)和对照组(仅采用磁振热治疗)，各 40

例，两组均治疗 10 次，观察治疗前、治疗结束及结束后 1 个月随访中 Lysholm 膝关节评分量表

(Lysholm knee score，LKSS)的变化。 

结果 两组治疗结束 LKSS均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结束后治疗组 LKSS高

于对照组(P<0.01)；随访 1 个月需要重新接受治疗病例数及随访 LKSS 与治疗结束时 LKSS 的差值，

治疗组均低于对照(P<O.01)。 

结论 推拿结合磁振热治疗对 KOA 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且稳定持久。 

 
 

PU-854 

推拿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黄志锐,李豪,钟陶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推拿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符合入选条件的肩周炎患者 80 例，随机分成观察组（40 例）和对照组（40 例）。两组

患者均接受常规推拿手法治疗，推拿治疗后进行相应的功能训练，其中对照组患者配合传统的肩周

炎功能锻练，例如爬墙运动、体后拉手、扶持牵拉、钟摆运动等，而观察组患者配合虚拟现实技术

进行功能训练。分别评估治疗前、治疗1周后和2周后患者Constant Murley肩关节评分系统(CMS)

问卷得分。 

结果 经过 2 周治疗，两组患者 Constant Murley 肩关节评分系统(CMS)问卷得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有

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推拿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治疗肩周炎，相对于配合传统的功能训练，在丰富治疗方式的同时，

更能提高患者的积极性以及依从性，从而更显著地促进肩周炎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值得临床推

广。 

 
 

PU-855 

补中益气汤在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的佐治作用探讨 

 
董纪强,杨东梅,刘珍珍,韩美美,尚清,刘冬芝,马彩云 

河南省儿童医院 

 

补中益气汤被誉为中医八大名方之一，临床应用广泛，能治疗多个系统疾病，且疗效卓著，一

直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然而纵观文献报道，关于此方口服佐助治疗脑瘫患儿尤其是存在肌张力低

下的脑瘫患儿的报道鲜见。本文主要根据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的病因病机，本方的方药配伍理论、

药理作用及药效学研究结果等对其在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的佐治作用做以浅析，以期指导临床治疗。

补中益气汤一则可补气健脾，使后天生化有源，以后天补先天，充养四肢，增强肌力；二则可升提

中气,恢复中焦升降之功能，改善腹内压，提高患儿坐位平衡稳定性；再则可行使防御机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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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减少其他疾病的发生，缩短康复疗程，故补中益气汤在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过程

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PU-856 

针刺调控可塑性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临床研究 

 
何晓阔,孙倩倩,陈立典 

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2.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十堰市太和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针刺（曲池、足三里穴）与现代康复的治疗顺序对脑卒中 Brunnstrom III-V 期患侧大

脑半球运动皮层兴奋性与长时程增强脑可塑性的影响，明确穴位刺激作为预刺激方式与现代康复治

疗相结合的治疗模式。 

方法 （1）将符合纳入标准、不符合排除标准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 210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采用

SAS9.0 系统随机函数 UNIFORM(n)法进行多中心分层随机，分为针刺优先组、针刺延后组、伪针

刺优先组和伪针刺延后组，各 45 例。患者以及评估者对分组情况盲。（2）在基础治疗及常规康复

训练的基础上，患侧肢体进行针刺或伪针刺曲池和足三里干预。针刺或伪针刺刺激在常规康复训练

前 15min(优先)或常规康复训练后 15min(延后)进行。每次 30min，每天 1 次，每周 5 次。连续治疗

4 周。（3）治疗前、治疗 2 周、4 周分别进行评估。①使用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 

Brunnstrom 分期、Barthel 指数进行评估；②电生理检测指标：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运动诱发电位（motor-evoked potential, MEP）检测患侧大脑半球皮层兴奋性；

成对关联刺激（paired association stimulation, PAS）诱导 LTP 脑可塑性的检测；③在针刺过程中

观察出现的不良反应。（4）运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符合正态齐方差采用 t 检验，否则采用 Z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结果 治疗 4 周后，针刺优先组 FMA 评分、Brunnstrom 分期、Barthel 指数及电生理检测指标

（TMS-MEP、PAS-LTP）较治疗前明显提高，且与针刺延后组、伪针刺优先组和伪针刺延后组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针刺延后组与伪针刺组 FMA 评分、Brunnstrom 分期、Barthel 指

数及电生理检测指标（TMS-MEP、PAS-LTP）较治疗前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针刺联合现代康复治疗能提高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拔针后进行现代康复治

疗效果最佳。可能与针刺预刺激提高患侧大脑半球运动皮层（motor cortex, M1）兴奋性与长时程增

强（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脑可塑性有关。 

 
 

PU-857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 5 年内脑卒中相关风险研究 

 
李娜,何娟,吴琼,乔晋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的长期脑卒中和其他血管事件风险目前尚未进一步系统评估，该

研究系统回顾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和康复医学科 TIA 患者发生 7 天后的脑血管事

件，主要研究终点为急性脑卒中、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或心血管死亡。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月至 2017 年 12 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和康复医学科的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以急性脑卒中、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或心血管死亡为随访终点，分析 2 年

内脑卒中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总计 979 名患者参与研究，总计 169 人发生终点事件（累积发生率为 17.3%），其中 490 起

事件(50.1%)发生在基线事件后第 2-5 年。5 年中，发生脑卒中 93 人（累积中风率 9.5%），其中

40 人(43.2%)在基线事件后第 2-5 年脑卒中。参与者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颅内出血以及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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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为 9.6%、2.8%、 1.4%和 1.6%。多因素模型中，同侧大动脉粥样硬化、心脏栓塞、基线

ABCD2 评分脑卒中的风险（0-7 分）高于 4 分以上人群的后继中风风险增加。 

结论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 5 年内脑卒中及血管事件风险增加，其中第 1年内风险最高，第 2-5年

的累积风险与第 1 年相当。 

 
 

PU-858 

急性自发性脑出血患者血清镁水平与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李娜,乔晋,何娟,吴琼,邓景元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镁离子具有潜在的止血性能，明确急性自发性脑出血（ICH）患者血清中镁离子水平（基线和

48 小时）与预后之间潜在的联系，对疾病的预后和治疗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方法 系统性回顾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

科所有自发性 ICH 患者在基线和 5 年后镁离子水平的数据。收集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指标包括初始

血肿体积、入院 NIHSS 量表得分和 ICH 评分、住院死亡率、良好的功能结局（改良 Rankin 量表评

分为 0–1 分）和出院时功能独立性（改良 Rankin 量表评分为 0–2 分）。 

结果 研究对象为 375例 ICH 患者（平均年龄为 18-73岁，平均入院血清镁离子水平为 1.9±0.4mg/dL）。

发现增加的镁离子水平与入院时较低的 NIHSS 量表得分（Spearman 检验 r 为−0.279；P=0.007）、较

低 ICH评分（Spearman检验 r为−0.367；P=0.003）和较小的初始血肿体积（Spearman检验 r为−0.298；

P=0.010）密切相关。出院时功能结局 2.1±0.1 vs. 1.7±0.4 mg/dL; P=0.016)和功能独立性(2.0±0.2 vs. 

1.9±0.1 mg/dL; P=0.017) 良好的患者入院时镁离子水平较高。48 小时血清镁水平与任何结局变量之

间无关联。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入院时血清镁含量每增加 0.1mg/dL 与入院时血肿体积（回归系

数为−0.019；95%可信区间为−0.056 至 0；P=0.032）和住院 ICH 评分（回归系数为−0.027；95%可

信区间为−0.271 至−0.009；P=0.027）呈负相关。 

结论 急性自发性 ICH 患者入院时较高的镁离子水平与较低的入院血肿体积和入院 ICH 评分有关。 

 
 

PU-859 

超早期康复训练对膝关节微创单髁置换术后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毕然然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超早期康复训练对膝内侧间室关节炎患者微创单髁置换术后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膝内侧间室关节炎行单髁置换手术患者 60 例，其中男 22 例，女 38 例，平均 67.5 岁左

右。两组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以及对照组；康复组于术后即开始冰敷，术后第 1 天开始行物理因子

治疗、膝关节周围淋巴回流手法、屈膝、伸膝训练，股四头肌等长收缩、直腿抬高、末端伸膝，本

体感觉训练等；对照组术后第 1 天给予冰敷、物理因子治疗，康复指导，不进行康复训练；两组患

者均在术后、术后 2 周、 4 周评估肌力（股四头肌肌力、腘绳肌肌力）、膝关节关节活动范围（主

动、被动活动范围）、疼痛 VAS 评分。 

结果 康复组和对照组组间比较：两组膝关节主、被动活动范围术后无明显差异，术后 2周、4 周比

较均有明显差异（P<0.05）；两组膝关节股四头肌、腘绳肌肌力，疼痛 VAS 评分术后无明显差异

（P>0.05），腘绳肌肌力术后 2 周两组无明显差异（P>0.05），术后 4 周两组比较有明显差异；两

组术后 2 周、4 周股四头肌肌力、疼痛 VAS 评分均有明显差异（P<0.05）。组内比较：康复组、对

照组术后 2周、4周股四头肌、腘绳肌肌力，膝关节主动活动范围、被动活动范围，疼痛 VAS 评分

较术后均有明显改善，术后 4 周与术后 2 周四头肌、腘绳肌肌力，膝关节主动活动范围、被动活动

范围，疼痛 VAS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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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超早期康复训练能改善单髁置换术后患者膝关节关节活动度，增强肌力，减轻疼痛。     

 
 

PU-860 

动态关节松动术治疗落枕的疗效观察 

 
雷涛,孙银娣,曹毅,王宝辉,王娆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动态关节松动术治疗落枕的疗效。 

方法 将 2017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科门诊收集到的落枕患者 27 例按照就诊顺序随机分为治疗

组（14 例）与对照组（13 例）。治疗组患者给予动态关节松动术的方法进行治疗每天治疗一次。

对照组采用传统推拿手法进行治疗，每天治疗一次。分别对比治疗 1、3 天后的颈椎活动度改善及

VAS 评分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组患者第一天治疗后较治疗前受限方向活动度平均改善15°，VAS评分平均降低4分，对

照组较治疗前受限方向活动度平均改善 7°，VAS平均降低 2分。第三天治疗后较治疗前治疗组受限

方向活动度平均改善 19°，VAS 平均降低 5 分，对照组受限方向活动度平均改善 13°，VAS 平均降

低 5 分。第一天治疗后两组颈椎活动度及 VAS 平均降低值有显著差异（P＜0.05）。第三天治疗后

两组 VAS 降低值无明显差异，但颈椎活动度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 使用动态关节松动术治疗落枕较传统推拿手法有明显的优势，能迅速缓解疼痛及改善关节活

动度，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PU-861 

手法松解髌下脂肪垫对髌骨骨折术后关节僵硬治疗效果的观察 

 
雷涛,曹毅,孙银娣,曾雪琴,朱行行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手法松解髌下脂肪垫治疗髌骨骨折术后关节僵硬的疗效。 

方法 将 2017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科住院部收集到的髌骨骨折术后关节僵硬患者 17 例按照随

机数字表的方法随机分为治疗组（9 例）与对照组（8 例）。治疗组患者给予关节松动术、蜡疗治疗

的基础上给予髌下脂肪垫手法松解进行治疗，每天治疗一次。对照组给予关节松动术、蜡疗进行治

疗，每天治疗一次。分别对比治疗 1、2 周后的关节被动活动度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组患者第一周治疗后较治疗前被动活动度平均改善 12°，对照组较治疗前被动活动度平均

改善7°。第2周治疗后较治疗前治疗组被动活动度平均改善21°，对照组被动活动度平均改善13°。

第一周治疗后及第二周治疗后被动活动度改善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在常规治疗方法治疗髌骨骨折术后关节僵硬的同时加入手法松解髌下脂肪垫能明显的提高疗

效，改善关节被动活动度范围，疗效显著、值得进一步研究。 

 
 

PU-862 

僵人综合征 1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曾桄轮,刘国志,张正辉,李云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同济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僵人综合征的临床表现、电生理特点及治疗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512 

方法 对 1 例僵人综合征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其临床特点、肌电图及相关检查与治

疗效果。 

结果 患者男，49 岁，因―反复腰部、双下肢肌肉僵硬 3 年‖入院。该患者隐匿起病，起初表现为 3

年前出现腰部僵硬，伴疼痛难忍，渐渐出现双下肢僵硬，行走困难，症状波动，受声音刺激及惊吓

时症状加重，易跌倒，1 年前加重，出现姿势步态异常，走路时如孕妇行走，2 个月前腹肌僵硬坚

实。当地医院头颅 MRI未见异常，颈椎、胸椎、腰椎 MRI：腰 4/5、腰 5/骶 1 椎间盘膨出，双侧神

经根管轻度受压狭窄。脊髓未见明确异常，椎管未见占位。入院查体：颅神经未见异常，四肢肌力

5 级，双上肢肌张力正常，双下肢肌张力高，深浅感觉正常，腱反射正常，左侧 Babinski 征阳性。

入院后肌电图检查示：左腓肠肌、右胫前肌静息期呈持续性正常运动单位电位发放；右股内侧肌静

息期可见正常运动单位电位发放。左腓总神经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正常。右胫神经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正常。左及右腓浅神经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正常。左及右胫神经 H 反射潜伏期正常。血:抗核抗体

ANA（+）, 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GAD(+)。诊断为僵人综合征，给予安定、盐酸乙哌立松口服及推拿

按摩等康复治疗治疗，症状明显好转出院，出院后随访至今，患者病情稳定，疗效满意。 

结论 僵人综合征临床常表现为躯干、四肢及颈部肌肉持续性或波动性僵硬，腹肌坚实，主动肌和

对抗肌可同时受累，病程可长达数年，患者体内可检出自身抗体，肌电图科出现静息期呈持续性正

常运动单位电位发放等特征性表现。苯二氮卓类药物联合肌肉松弛剂治疗本病效果显著。 

 
 

PU-863 

肌内效贴扎术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改善脑卒中下颌 

运动障碍的疗效观察 

 
关志勇,张盘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佛山市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扎术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改善脑卒中所致下颌运动障碍的疗效，为临床治疗提

供依据。 

方法 将 40 例脑卒中后下颌运动障碍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综合组（肌内效贴配合神

经肌肉电刺激）和对照组（单纯神经肌肉电刺激）各 20 例，两组均给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照组采

用多功能神经康复诊疗系统治疗（脉宽 750μs，频率 55Hz，通断比为 1:2），选用直径 25mm 的圆

形电极片，选择双侧咬肌作为靶肌肉，电极分别粘贴于双侧颊车穴和下关穴位置，输出强度以患者

耐受为限，20min/次。综合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肌内效贴扎术，其中肌内效贴使用―I‖形贴布，从颧弓

（固定端）沿着咬肌走向，贴至下颌骨外侧面（咬肌粗隆），贴布被拉长至原长度的 120%，双侧

均贴扎，每天一次，单次贴扎维持 24h 左右。治疗前后均进行下颌静止状态控制能力、下颌向上运

动、咬肌肌力和齿间距的评估。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2 组患者的下颌静止状态控制能力、

下颌向上运动和齿间距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综合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P＜0.05），治疗后组内比较发现，对照组患者咬肌肌力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综合组患者咬肌肌力较治疗前提高，p=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肌内效贴配合神经肌肉电

刺激可更好改善咬肌肌力。治疗 2周后对照组患者齿间距为（0.76±0.10）cm，较治疗前（0.94±0.10）

cm 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综合组患者齿间距为（0.53±0.06）cm，较治疗前

（1.13±0.70）cm 减少（P<0.05）。治疗 2 周后组间比较发现，综合组的齿间距改善程度为

（0.60±0.03 ）cm，而对照组改善程度为（0.18±0.02 ）cm，提示肌内效贴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较

单纯神经肌肉电刺激改善齿间距程度更高，能明显减少患者的齿间距。 

结论 肌内效贴扎术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具有协同作用，相比单纯神经肌肉电刺激，能明显改善咬

肌的肌力、下颌关节的活动度及协调性，减少齿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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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64 

悬吊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膝过伸的影响 

 
高崇,高山,史雄飞,原华腾 

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悬吊训练（SET）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膝过伸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脑卒中偏瘫膝过伸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0 例，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实验组为 SET+常规训练，对照组：常规康复训练，并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记录膝

过伸次数、Berg 平衡功能量表评定（BBS）、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FMA) ，比较两组治

疗前后组间、组内差异。结果：两组治疗前后膝过伸次数、下肢 FMA 评分,Berg 评分组内，组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膝过伸次数、下肢 FMA 评分,Berg 评分组内，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SET 可显著减少脑卒中偏瘫患者膝过伸的次数，更明显的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平衡功能和

下肢运动功能，加强下肢的稳定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865 

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手功能的疗效观察及分析 

 
余克威

1
,吴毅

1
,凌晴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2.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上海市,闵行区 

 

目的 在扩散张量成像技术的评估下（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制定经颅磁刺激治疗的方

案，同时观察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患者手功能的治疗有效性的研究。 

方法 经颅磁刺激治疗前，根据 DTI 技术分析患侧皮质脊髓束的完整性的数据，同时基于经颅磁刺

激的治疗理念，对 1 例脑梗死导致的手功能障碍患者进行经颅磁刺激的治疗。基于患者患侧皮质脊

髓束的结果，我们采用高频兴奋患侧手功能代表的初级运动皮质区，低频抑制健侧手功能代表的初

级运动皮质区的方法进行精准康复治疗。在经颅磁刺激治疗前后，运用 Fugl-Meyer 手指功能评定

方法、上肢功能独立评估方法进行手功能的精准评定以及改良 Ashworth 方法评定手指张力。 

结果 该患者患侧皮质脊髓束完整性为健侧的 60%，利用经颅磁刺激高频兴奋患侧手功能代表的初

级运动皮质区、低频抑制健侧手功能代表的初级运动皮质区的方法精准康复治疗后患侧手功能显著

改善。 

结论 经颅磁刺激在治疗手功能方面，采用扩散张量成像技术的评估及分析的结果有利于制定经颅

磁刺激治疗的精准方案，同时，经颅磁刺激治疗运用于手功能的康复治疗中，可能对脑梗死患者的

手功能具有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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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66 

神经肌肉关节促进法对单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膝关节 

功能恢复的作用研究 

 
唐成莉,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观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患者行单膝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后，神经肌肉关节促进法（Neuromuscular joint facilitation，NJF）对膝

关节功能恢复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2018 年 1 月于我院骨科关节组住院治疗、符合本实验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的病人14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7例，对照组予以常规康复治疗，

实验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 NJF治疗，并在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2周、术后 1 月、术后 3 月进

行膝关节本体感觉评定（包括位置觉和运动觉）、BBS（Berg Balance Scale，Berg 平衡量表）、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Knee Score，HSS） 

结果 共 13 例患者完成研究：1.位置觉评定：术后 3 月的位置觉低于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2 周，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术后 3 月位置觉下降差值较常规治疗组下降差值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2.运动觉评定：实验组术后 3 月运动觉度数较术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5）；而对照组术后 3 月运动觉度数较术前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BBS

评分：实验组及对照组术后 3 月 BBS 得分较术前增加，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术后 BBS 提高分数较对照组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HSS 评分：实验组及对照

组术后 3 月 HSS 得分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术后 3 月 HSS 提高值

比对照组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患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患者，单膝关节置换术后：1.常规康复治疗以及在常规康复治疗

基础上加用NJF治疗均能改善其本体感觉中的运动觉和位置觉；随着时间推移，加用NJF治疗较常

规治疗改善运动觉效果相当，而位置觉改善更明显。2.常规康复治疗以及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加

用 NJF 治疗均能改善患者平衡功能，但两者之间没有差异。3.常规康复治疗以及在常规康复治疗基

础上加用NJF治疗均能改善患者膝关节功能，但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加用NJF治疗，患者膝关节

功能改善更明显。 

 
 

PU-867 

物理因子联合治疗小儿先天性斜颈的疗效分析 

 
张妮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研究探讨红外线、直流电刺激、中频脉冲电治疗联合治疗先天性小儿斜颈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3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师就诊的所有 1 岁以内患儿进行

观察；患儿共 108 例，年龄为 20 天-8 月；经浅表器官彩超证实，并经 X 线检查排除其他原因所致

斜颈；所有患儿均给予红外线、直流电刺激、中频脉冲电治疗联合治疗，每疗程 15 天；观察患者

治疗效果及所需疗程。 

结果 所有患儿经 3-7 疗程治疗后症状均缓解，并经浅表器官彩超证实双侧胸锁乳肌厚度基本一致，

未见包块。按治疗起点年龄分组，分为≤3 月组 53 例、3-6 月组 40，≥6 月组 15；对三组所需疗程

时间进行比较，发现三组所需疗程分别为 3.47±0.50、4.86±0.47、6.53±0.64；三组间有显著性差

异（P＜0.05）； 

结论 红外线、直流电刺激、中频脉冲电治疗联合治疗 1 岁以内先天性小儿斜颈的疗效有效率达到

100%；治疗时间开始越早治疗所需疗程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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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68 

探讨虚拟现实康复干预亚急性期脑梗死患者平衡能力和 

下肢运动功能的效应 

 
赵江莉,毛玉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通过对脑梗死早期偏瘫患者进行三维运动学分析以及下肢运动功能量表评估，探讨虚拟现实

康复训练对亚急性期脑梗死偏瘫患者平衡能力和下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首次脑梗死后可独立步行10m以上的病程为 3个月内的24例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实验组 12 例，男 11 例，女 1 例；左侧偏瘫 4 例，右侧偏瘫 8 例；平均年龄 51 岁；平

均病程 49 天。对照组 12 例，男 7 例，女 5 例；左侧偏瘫 7 例，右侧偏瘫 5 例；平均年龄 58 岁；

平均病程 45 天。对照组给予常规综合康复训练，实验组给予常规综合康复训练结合虚拟现实训练。

训练均为每天 1 次，每周 5 天，共 3 周。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用 Vicon 和 AMT OR6-7 检测患者平地

常速步行时的身体质心和压力中心，Fugl-Meyer 下肢功能量表（FMA 下肢）评估下肢运动功能。结

果采用 ANOVA 和配对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患侧前后、左右方向上的重心移动轨迹（身体质心－压力中心）均方根在康复干预后

分别较干预前减小，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患侧下肢 FMA 评分在康复干预后分别

较干预前有提高，有统计学差异（P˂0.05）。康复干预后，实验组患侧前后方向上重心移动轨迹均

方根较对照组减小。两组患者健侧在前后、左右方向上的重心移动轨迹均方根康复干预前后无统计

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健侧和患侧的组内、组间在前后和左右方向上的重心移动轨迹加速度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虚拟现实训练结合常规综合康复训练可以减小亚急性期脑梗死偏瘫患者平地常速步行时身体

重心前后、左右方向上的摆动幅度，改善患者平地常速步行时的身体平衡能力；同时也可以有效提

高亚急性期脑梗死偏瘫患者的下肢运动功能。因此，虚拟现实训练结合常规综合康复训练可以有效

应用于亚急性期脑梗死偏瘫患者，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869 

体外冲击波与健康管理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牛陵川,王愉乐,吴雪莲,蒋玮,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治疗早中期膝关节骨关节炎的近期疗效，以及健康管理对远期疗效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首次诊断为早中期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 70 例，随机分为塞来

昔布组与冲击波组（35 例/组）：塞来昔布组接受 2 周塞来昔布（200mg，1 次/天）治疗，两组均

接受体外冲击波治疗的操作流程，但塞来昔布组设备无能量输出；两组均进行膝关节炎的健康教育，

并根据体重、膝关节保护措施、膝关节合理运动及全身有氧运动情况指导患者进行自我评分。体重

管理根据体重指数和腰围/臀围比，最低-2 分，最高 0 分；膝关节保护措施（合理负重，膝关节保暖，

合理使用护膝等），最低 0 分，最高 5 分；膝关节合理运动（股四头肌静力训练等），最低 0 分，

最高 3 分；全身有氧运动（平地步行、游泳等）最低 0 分，最高 3 分。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

Lequene-Mery 评分系统、WOMAC 骨关节炎指数及不良事件判定治疗有效性。 

结果 随访 4 周后：体外冲击波组仅负重 VAS 评分缓解优于塞来昔布组（3.46±1.20 VS 2.21±0.66）；

12 周后，体外冲击波组的 VAS（静息/运动）、Lequene-Mery 及 WOMAC 评分分别为：3.55±1.13/ 

3.38±1.05、8.65±1.83 及 38.44±4.57，均明显优于塞来昔布组的 1.74±0.82/1.68±0.74、4.36±1.31

及 18.89±2.93（P<0.05)。同时，体外冲击波治疗完成后尚未发现严重并发症。一年后，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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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VAS、Lequene-Mery 及WOMAC评分均无明显差异。但因膝关节疼痛明显加重再次门诊或住院

治疗的 9 名患者，其健康教育评分明显低于该组其他患者。 

结论 体外冲击波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近期临床疗效优于单纯塞来昔布治疗组。对体重管理、膝关

节保护措施、合理运动及全身有氧运动等健康管理做得好的患者，其病情加重的机率远远小于健康

教育评分低的患者。 

 
 

PU-870 

肌骨超声对慢性下腰痛患者不同训练姿势下腹 

横肌收缩效率的研究 

 
王萍芝,梁英,陈瑞军,曾波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目的 研究慢性下腰痛患者腹横肌最佳训练姿势。 

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条件的慢性下腰痛患者 60 例，分别测量静息状态下、仰卧位脐靠近脊柱、仰卧

位腹式呼吸呼气末屏气、Neurac-SET 悬吊俯卧中立位保持法腹横肌厚度、收缩率。 

结果 仰卧位脐靠近脊柱法训练时，腹横肌厚度最大（0.41±0.28）cm，收缩率最大（67.63± 31.28）%。

其次为仰卧位腹式呼吸呼气末屏气（0.36±0.18）cm, 43.24±18.74%）%，最后是 Neurac 悬吊俯卧

中立位保持法（0.29±0.13）cm 

, 30.16±15.08）%，三者和静息状态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三种训练方式两两之间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对于慢性下腰痛患者，腹横肌训练常用的三种方法中，仰卧位脐靠近脊柱对腹横肌影响最大，

收缩效率最高，可以作为家庭康复训练腹横肌的首选方法。 

 
 

PU-871 

Prader-Willi 综合征综合康复治疗 1 例 

 
黎萍,杨盼盼,陈美玲,邢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Prader-Willi 综合征(Prader-Willi syndrome，PWS)又称肌张力低下-智能障碍-性腺发育滞后-

肥胖综合征，一种罕见的基因组印迹遗传性疾病，发病率约 1/10000，平均死亡率 3%。PWS 患儿

在婴儿期主要表现为中枢性肌张力低下、吸吮力差，体格、运动、认知发育迟缓。我们对 1 例

PWS 综合征患儿系统管理 2 年，治疗效果良好。 

方法 患儿，男，9 个月，36 周剖宫产儿，单脐动脉，孕期胎动少，出生体重 1930g，双侧隐睾，

生后吸吮力量差，在新生儿科住院治疗 40 天。患儿肤白，杏仁眼，嘴小，上唇薄，双嘴角向下，

手脚较小，脊柱侧凸，哭声弱，吸吮无力，对疼痛不敏感。我科给予体格发育评估、喂养干预儿童

保健指导，运动疗法、语言治疗、精细认知治疗、中医推拿等康复治疗；患儿 18 个月在我院泌尿

外科接受隐睾手术，鉴于该小儿肌张力低下的特殊情况，我们参与术前讨论，提供多学科诊治方案。

该患儿 24 个月开始接受生长激素治疗。 

结果 患儿生后9个月就诊时竖头欠佳，不能独坐，追视、追听可，能逗笑，四肢肌力为3级，各关

节活动度偏大，腱反射正常。患儿遗传学检测示 15q11.2-13 父源性缺失。经过系统治疗，10 个月

能稳定独坐，双下肢可持重，12 个月会手膝爬，13 个月能完成卧位、坐位、站立位体位转换，17

个月可独站，22 个月可独走，24 个月可清晰说 20 个 2~3 字词语。患儿 36 个月入托，可融入幼儿

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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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经过系统保健、康复等多学科管理后，PWS 患儿运动、语言、适应能力等发育功能可在 24

个月追赶至接近正常同龄儿。 

 
 

PU-872 

Mobius 综合征早期综合康复治疗 1 例 

 
黎萍,陈美玲,杨盼盼,邢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Mobius 综合征发病原因不明，发病率为 1/250 000，表现为先天性双侧面瘫、双眼外展受限，

目前多认为面神经（Ⅶ）核和外展神经（Ⅵ）核先天发育不良所致。该病多为散发，在婴幼儿期常

有全面发育迟缓，无特效治疗。我们对 1 例Mobius 综合征患儿进行综合康复治疗 12 个月，观察治

疗效果。 

方法 患儿，女，10 个月足月顺产儿，因哭、笑无表情动作，吞咽固体食物困难，运动发育落后就

诊。根据患儿临床表现诊断为 Mobius 综合征，和患儿家属详细交代临床诊断及康复治疗方案，基

于全面的体格检查以及神经运动发育评估结果，给予运动疗法、言语治疗、认知精细治疗，每天 1

小时医院康复治疗，每周 3~5 天，同时给予家庭康复治疗指导。 

结果 康复治疗 12 个月后，患儿可独自完成卧位、坐位体位转换，可手膝爬、扶物站立、扶物横向

移动，能自行扶奶瓶进乳，自行进食香蕉、饼干等物，能指认五官，可发―爸爸、妈妈‖等简单词语

十余个；Gesell 发育评估发育商由康复治疗前 55 提高至 78。 

结论 Mobius 综合征患儿常有全面发育落后，早期综合康复治疗可促进患儿运动、认知、语言等功

能提高。 

 
 

PU-873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 3 型（SCA3/MJD）

患者运动症状的疗效评估 

 
魏飞飞,蔡华安,郑丽君,王静,樊冰倩,孙丹丹,彭焱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一项利用电磁感应

原理改变大脑皮质神经元兴奋性的治疗方法，通过影响神经元突触的可塑性、离子通道的开放与关

闭等来发挥神经功能调节作用。既往研究认为高频（＞1Hz）rTMS 可以增加神经元的兴奋性，基于

神经影像学研究提示 SCA3/MJD 患者代谢降低，可预期高频 rTMS 更可能对 SCA3/MJD 患者起到

改善症状的作用。本文旨在观察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 3 型（SCA3/MJD）患

者运动症状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双盲对照设计，选取 36 例 SCA3/MJD 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3 组：高频 A

组（接受频率为 10Hz 的经颅磁刺激）、高频 B 组（接受频率为 5Hz 的经颅磁刺激）、伪刺激组（使

用无实际刺激作用的伪线圈），刺激部位为双侧小脑半球区域，每周治疗 5 天，共治疗 4 周。分别

在基线期、及治疗 4 周后终点使用共济失调等级量表（SARA）对患者运动症状进行评估。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注差（ ±s）表示。三组基线期数据的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三组接受 rTMS 治疗前后 SARA 量表评分差异的

比较，采用单变量方差分析（univariate ANOVA）。上述检验均采用双尾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患者基线特征（年龄、发病年龄、病程、ATXN3 基因异常 CAG 重复序列拷贝数、体重指数、

SARA 总分及各子项评分）在三组之间无明显差异。经过 4 周的干预，高频 A 组和高频 B 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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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量表总分及站立子项得分有明显下降，与假刺激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高频 A 组

与高频 B 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10Hz 和 5Hz）治疗可改善 SCA3/MJD 的部分运动症状，可作为

SCA3/MJD 患者的对症治疗方法。 

 
 

PU-874 

脑卒中后 I 期肩手综合征患者的情绪状态 及睡眠质量评估 

 
袁慧萍,蒋东生 

阜阳市人民医院,安徽省,阜阳市 

 

目的 调查评估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状态及睡眠障碍情况，为临床诊治提供

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 60 例脑卒中肩手综合征患者做为研究组，64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对照组，应用 HAMA、

HAMD、PSQI对两组进行评估，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别。 

结果 研究组 HAMA 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两组 HAMD 总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

研究组 PSQI 总分以及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的得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脑卒中肩手综合征患者焦虑情绪及睡眠障碍发生率高，早期正确的评估及临床干预显得尤为

重要。 

 
 

PU-875 

基于 ICF 研究康复训练对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刘华,付晶晶,任绪艳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Disability and 

Health，ICF）提供了能标准的反映所有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功能和失能的状态分类，是国际标准化的

通用语言。有研究指出康复训练有利于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功能的恢复，这些研究多采用 Harris 评

分，而应用 ICF 评估髋关节置换术后功能恢复情况的研究未见报道。 

方法 根据专家访谈和回顾文献的结果，将 ICF 的相关条目与肌力评价、Harris 评分、SF36 量表相

匹配，选取了与之相关的 14 个条目形成自制的 ICF 量表，包括 5 条身体功能和结构条目如情绪、

疼痛、活动水平、肌力、步态，9 条活动及参与条目如攀登、交通出行、保持坐姿、穿脱鞋袜、辅

助行走、短距离行走、中距离行走、长距离行走、社交（走亲访友），每个条目分 5 个等级，从完

全不影响至重度影响，共计 56 分。选取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髋关节置换术后的 20 例患

者，进行持续 2 周康复训练。分别在康复训练前、康复训练 2 周后，采用自制的 ICF 量表、肌力评

价、Harris 评分和 SF36 量表评估康复训练对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并将

训练 2 周自制的 ICF 相关条目得分与肌力得分、Harris 评分和 SF36 量表相关项目得分进行相关性

分析。 

结果 肌力得分与自制 ICF 相关条目得分呈负相关，r=0.855；Harris 评分和 SF36 量表相关项目得

分与自制 ICF 相关条目得分呈正相关。自制 ICF 重测信度为 0.944。康复训练后 2 周，自制 ICF 量

表中 14 个条目得分与训练前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基于 ICF 的自制量表可用于评估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功能和生活质量。康复训练可改善髋

关节置换术后患者身体功能、活动及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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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76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表面肌电特点及相关因素的分析 

 
吴文秀,余见苍,卓飞南,周雪珍,周成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肌电表现，进一步探讨影响吞咽障碍的因素。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医学科脑卒中患者 166 例，采用表面肌电记录患者空吞咽时颏下肌群及舌骨下

肌群的肌电活动情况，GUSS 量表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吞咽功能障碍，从而进一步评估影响吞咽障碍

的危险因素。 

结果 92 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吞咽障碍障碍，发生率为 55.42%。吞咽障碍患者主要表现为颏下肌

群及舌骨下肌群肌电活动的峰值下降（p 分别为 0.015 和 0.006），而对肌电活动平均值和时限影响

不显著；高龄，既往有卒中史，神经功能损害严重，脑梗死是吞咽障碍的高危因素，且卒中部位多

发，同时合并脑萎缩、多发腔梗的病人发生吞咽障碍的比例较高（P 均<0.05）。调整年龄、NIHSS

对吞咽功能障碍的影响后，双侧卒中患者相对于单侧卒中患者，其发生吞咽障碍风险明显增高

(OR=12.469,P=0.019) ，此外多发卒中的患者其吞咽障碍的风险较单一卒中患者增高

(OR=2.531,p=0.010)。 

结论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主要表现为吞咽相关肌肉下肌群收缩力，进一步分析发现除高龄，神经功

能缺损程度外，双侧卒中和多发性卒中是影响吞咽障碍独立危险因素。 

  
 

PU-877 

两种低成本体感游戏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林卫,江文宇,全雪梅,张延玲,吴娟,朱希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观察低成本体感游戏（手持遥控器法和视频捕捉法）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康复科住院的初次发病的脑卒中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体感遥控器组、视频捕捉组，每组 20 例，体感治疗 30 分钟每日，

每周5日，共4周。硬件使用小米盒子 3增强版、小米蓝牙遥控器（厂家：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型号 MDZ-18-AA ）、体感摄像头控制器（南京华捷艾米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型号

IMIH-A100MV387000901），软件使用《体感总动员》中的―热血切切切‖、―羽毛球‖、―棒球‖、―走钢

丝‖等游戏（厂家：苏州运智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对照组进行常规的康复训练，包括运动治疗、作

业治疗、物理因子治疗、针灸治疗等。体感遥控器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手持小米蓝牙遥控

器进行交互游戏康复治疗；视频捕捉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使用体感摄像头控制器捕捉患者

的运动进行交互游戏康复治疗；患者的动作轨迹经过遥控器或摄像头的捕捉后，实时反映在屏幕上，

可根据反馈信息对动作加以调整纠正。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三个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病时间、教育年限、脑卒中类型、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北京版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训练前后采用巴氏指数（BI）、Berg 平

衡量表（BBS）、Fugl-Meyer（FMA-UE 和 FMA-L）量表评价三组患者的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

平衡功能。 

结果 治疗前三个组间 BI、BBS、FMA 评分无显著差异。经过 4 周治疗后，治疗前后比较：三个组

的 MBI、BBS、FMA-UE、FMA-L 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组间比较：体感遥控器组的

BI、FMA-U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视频捕捉组患者的 MBI、BBS、FMA-UE、FMA-L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视频捕捉组患者的 BBS、FMA-L 的评分优于体感遥控器组（P

＜0.05），但视频捕捉组退组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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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于低成本体感游戏（手持控制器法）可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手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 ；基于低

成本游戏（视频捕捉法）可改善患者的手功能、平衡功能、日常生活能力，但对于脑卒中患者难度

较大，退组率较高。 

 
 

PU-878 

电击伤后肩胛骨骨折 1 例 

 
姚梦枝,蔡华安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电击伤致肩胛骨骨折容易漏诊误诊，希望以此文章给临床医生以借鉴，避免漏诊、误诊。 

方法 肩胛骨骨折的患者无论是采取手术治疗还是非手术治疗，早期的康复锻炼都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非手术治疗的患者，上后两周内应进行患肢制动；2-4 周行被动功能训练；第 2 个月可以开始

患肢主动功能训练；第 3 个月开始强化训练，以恢复肩袖及肩周肌肉功能，并进行抗阻力训练。第

4 个月患肢功能基本康复。对于手术治疗的患者，书后早期进行被动或主动训练；术后第 2 个月开

始进行阻力训练；第 3 个月开始力量和耐力训练。术后 4 个月患肢功能基本康复。早期正确的康复

训练，可以减轻局部组织水肿和炎症反应，避免软组织挛缩、预防肩关节及周围组织粘连和肩关节

肌肉萎缩、扩大关节活动范围从而促进肩关节运动功能恢复。 

结果 电击伤可致肩胛骨骨折。 

结论 本文这 1 例因电击伤致肩胛骨骨折的案例在临床上实属少见，因电击伤后医生往往对内科及

烧伤情况关注较多，忽视骨关节的的损伤，其漏诊、误诊率高。因此，临床工作中我们在接诊电击

伤患者时，应注意潜在骨折的可能，认真全面做好体格检查，及时行 X 线及 CT 等相关检查以确

诊。 

 
 

PU-879 

中药益气健脾方改善脑瘫患儿免疫功能临床对照研究 

 
唐英 

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中药益气健脾方改善脑瘫患儿免疫功能的临床对照研究。 

方法 13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65 例，采用益气健脾方口服治疗；对照组

65 例，采用转移因子口服溶液口服，10ml/次，1 次/d；30 天为一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分别于治

疗 30 天、60 天、90 天比较两组 T 细胞亚群、血清免疫球蛋白及发育商的数值变化。 

结果 两组均可提高 T 细胞亚群、血清免疫球蛋白及发育商的数值（P＜0.05）。两组之间比较：CD3
+、

CD4
+、CD4

+
/CD8

+及 IgG、IgA 方面，治疗 30 天对照组优于观察组（P＜0.05），60 天两组无明显

差异（P＞0.05），90 天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CD8
+、IgM 两组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异（P

＞0.05）。和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副作用小。 

结论 中药益气健脾方可改善脑瘫患儿的免疫功能，提高脑瘫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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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80 

太空舱减重跑台训练对下肢骨折损伤患者功能康复的影响 

 
王梅

1,2
,梁爽

1
,徐亮亮

1
,邢左欣

1
,侯梦杰

1
,许梓微

1
 

1.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省,武汉市 

2.运动训练与监控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减重步行训练是针对下肢功能障碍，为改善步行能力而发展出的一种新技术。本实验为探究

太空舱减重跑台训练对人机体各项身体指标的影响，并结合下肢骨折损伤患者的功能康复，探究太

空舱减重训练跑台对下肢骨折及下肢损伤患者治疗效果，为下肢损伤患者提供一种相对精确，舒适，

安全，疗效佳的康复训练方法。 

方法 ①本实验小组从武汉体育学院筛选出 11 名在校大学生，按照运动能力分为两组，运动组与非

运动组。进行了太空舱减重训练跑台的一次性力竭实验，运用 Bruce 跑台试验，在力竭运动前后分

别测试受试者的肺活量，血压，血糖血脂，心率，最大摄氧量及运动平衡能力等各项指标，并与在

普通跑台上进行的一次性力竭运动相比较。②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于武汉体育学院校医院

筛选出符合实验要求的下肢损伤患者共 5例，平均年龄为 21 岁，其中包含 3 例下肢骨折患者，1例

前交叉韧带损伤和 1 例外踝关节韧带损伤。让受试者进行为期 4 周的太空舱跑台减重训练，每周 3

次，每次至少 20 分钟，并在实验前，中，后期进行运动功能等各项评定。 

结果 ①在太空舱减重跑台上进行一次性力竭实验，与不减重相比，运动时心率，血压，血脂，血

糖明显降低，最大摄氧量和动态平衡能力明显增高。②对下肢骨折损伤患者实验前后，起立行走计

时测试的平均时间由13.52秒减少到 7.21秒；Berg平衡量表平均得分由 49.40分增加到56.00分；

动态平衡测试平均得分由 22232.33 分提高到 30111.25 分；10 米步行测试时间由 11.92 秒减少到

7.17 秒。步幅由 61.27 厘米增加到 91.66 厘米；步频由 1.50 步/秒增加到 1.75 步/秒；10 米步行测

试步数由 1741 步减少到 1226 步，步速由 93.60 厘米/秒增加到 138.42 厘米/秒。 

结论 在太空舱减重跑台上进行运动，可降低运动时心率，有效降低血压，血糖，血脂，提高最大

摄氧量及动态平衡能力。太空舱减重训练跑台能有效促进下肢损伤患者的功能康复，提高步行能力

和提高动态平衡能力。 

 
 

PU-881 

振动疗法结合常规运动疗法对偏瘫患者下肢功能 

及步态的疗效观察 

 
张洪蕊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振动疗法结合常规运动疗法对偏瘫患者下肢功能及步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首次脑卒中且病程在 6 个月以内的单侧偏瘫患者 46 例，其中男性 24 例，女性 22 例。将

入选的患者分为治疗组（振动疗法辅助常规运动疗法）与对照组（单纯的的常规运动疗法），每组

23 人，各组在性别、年龄、病程方面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运动疗法，包括良肢位

摆放、患侧关节主被动活动、肌力诱发训练、转移训练、平衡功能训练及步行功能训练等，每日一

次，每周六次，共 4 周；治疗组患者在上述基础上给予振动疗法训练，分别做直立站重心左右移动、

蹲马步、蹲起、侧向站重心前后移动、患腿负重站立五个动作，每组 3 分钟，各组间隔休息半分钟，

频率 10-16HZ，每日一次，每周六次，共 4 周。评定标准：治疗前后予以以下评定：下肢运动功能

采用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Fugl-Meyer assessment ，FMA）评定下肢运动功能；步行

能力采用用 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评定；步态分析采用三维步态分析系统，可测量并记录平均步速、

平均步长、步频、步行周期、躯干、上肢及下肢各关节活动角度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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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 4 周后，2 组患者的 FMA 评分、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较组内治疗前均有明显提高（P＜

0.05），治疗组更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2 组患者的平均步速、平均步长、及下肢各关

节活动角度均有明显提高（P＜0.05），治疗组更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振动疗法能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偏瘫步态，提高患者的下肢运动功能及步行能力。 

 
 

PU-882 

FGFR1 特异结合多肽的筛选及其功能研究 

 
谭乔燕,谢杨丽,杜晓兰,陈林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战伤康复医学研究室，全军战创伤中心创伤实验室，创伤、烧伤、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小鼠软骨细胞内特异敲除 FGFR1 能够显著缓解关节不稳定（destabilization of the medial 

meniscus, DMM）模型及自身衰老退变所致的骨性关节炎的发生发展。为此，利用噬菌体展示技术，

以 FGFR1 为干预靶点筛选其特异结合多肽，初步研究其在缓解或治疗骨性关节炎疾病中的功能。 

方法 以 FGFR1 蛋白为靶标，逐步降低 FGFR1 蛋白包被量和提高洗涤液 TBST 中 Tween-20 的浓

度进行三轮淘选。ELISA 法检测噬菌体阳性克隆与 FGFR1 蛋白的结合活性及与 FGF2 竞争结合

FGFR1 蛋白的能力。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法和 Western blot 检测多肽 R1-P1 对 FGFR1 经典下游通

路 MAPK 中 ERK 报告基因活性及 ERK的磷酸化水平。分离正常人股骨头组织块进行培养，番红 O

染色及DMMB 检测多肽R1-P1对 IL-1β处理所致基质丢失的影响。进一步在小鼠膝关节行DMM手

术，连续 4 周、8 周和 12 周关节腔内注射多肽 R1-P1（每周一次），藏红固绿染色及采用 OARSI

标准进行关节软骨退变与基质丢失评分。 

结果 经过 3 轮淘选，噬菌体在靶蛋白 FGFR1 上明显富集，DNA 测序筛选得到 23 个与 FGFR1 有

较高亲和力的阳性克隆，且 FGF2 对阳性克隆表现出很高的洗脱率。其中，R1-P1 多肽重复率最高，

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功能研究。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30 mM 

R1-P1 多肽可显著性抑制 FGFR1 下游信号通路 MAPK 中 ERK 的磷酸化水平。R1-P1 多肽处理正

常人股骨头组织块，发现可缓解 IL-1β 处理所致的基质丢失。另外，研究发现 R1-P1 多肽可缓解

IL-1β 处理所致的小鼠原代关节软骨细胞 MMP13 表达升高和 Aggrecan 表达降低，初步提示 R1-P1

多肽可促进软骨细胞基质合成，减少基质降解。进一步在小鼠膝关节行 DMM 手术，与对照组相比，

关节腔注射多肽R1-P1的小鼠关节软骨退变和基质丢失程度显著性降低，提示R1-P1多肽可以缓解

DMM 模型导致的小鼠关节炎表型。 

结论 FGFR1 特异结合多肽可能是调节 FGFR1 活性的新型抑制剂，为进一步研制用于缓解或治疗

骨性关节炎疾病的高靶向性药物奠定了实验基础。 

 
 

PU-883 

一种便携式低强度脉冲超声仪的设计与研究 

 
刘汨,谢杨丽,杜晓兰,陈林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战伤康复医学研究室，全军战创伤中心创伤实验室，创伤、烧伤、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

室 

 

目的 设计研制一种基于单片机控制的便携式低强度脉冲超声（LIPUS）仪，主要利用超声波的机械

效应和理化效应等生物物理特性促进血管和骨痂生成从而加速骨折、骨不连愈合，也可促进骨蛋白

多糖和Ⅱ型胶原的合成从而加速软骨损伤的愈合。 

方法  该设备由低功耗主机和压电换能器构成。充电锂电池经电源转换器为硬件电路供电，在单片

机控制下，数字频率合成器产生特定频率正弦波信号，开关电路控制波形占空比后，经放大电路激

励压电换能器产生低强度脉冲超声，通过 ADC 采样电路监测压电换能器空载情况，以防换能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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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烧坏以及影响输出超声效应。使用强度为 30mW/cm2的脉冲超声处理原代软骨细胞，30 分/天，

共 3 天。细胞计数检测软骨细胞增殖情况，定量 PCR 检测软骨相关标志基因表达。 

结果 该低强度脉冲超声设备操作方便、小型便携，激发压电换能器的主机可根据不同的理疗情况，

通过单片机精确可靠的控制所需频率、强度、占空比和治疗时间，实现参数可调。声功率测试显示

压电换能器可稳定输出超声能量。细胞计数显示超声处理组软骨细胞数量明显多于对照组，提示低

强度脉冲超声可促进软骨细胞增殖。超声处理后，软骨基质 II型胶原及蛋白聚糖的表达明显增加。 

结论 该便携式低强度脉冲超声仪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且体积小，操作方便。该超声可促

进软骨细胞增殖及基质分泌，可望用于促进软骨生长及损伤修复。 

 
 

PU-884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后昏迷患者的脑功能与意识恢复 

的相关性研究 

 
朱希,江文宇,王文盛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目的 通过 rTMS 治疗昏迷患者前后对比，结合CRS-R评分、脑电图，揭示 rTMS 治疗昏迷患者促

醒的疗效，初步探索应用 rTMS 治疗联合其他康复治疗手段制定昏迷患者最佳促醒方案，为个体水

平上精准临床促醒治疗提供新的依据。 

方法 2017 年至 2018 年，本院昏迷患者 16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n=8）和对照组（n=8）（假刺

激组），对照组给予常规促醒康复治疗，包括声、光、言语刺激、感觉刺激、针灸、高压氧、运动

疗法、常规药物等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给予高频 rTMS 治疗。参数设置：刺激频率为 10 Hz，

刺激数为 600 脉冲/串，串与串间隔时间 120s，共 4 串，总刺激时间 19 min，刺激强度为 100%MT，

刺激脉冲总数为 2400，每周 5 d，治疗 5 次、中断 2 d，连续治疗 4-8 周。治疗前、治疗后 4 周、8

周分别行肯尼迪昏迷恢复量表（coma recovery scale revised，CRS-R）和脑电图，用于评价患者

的意识状态。 

结果 治疗 4 周和 8 周后,治疗组昏迷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各组在CRS-R 评分、清醒人数、昏迷时

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昏迷患者有一定的促醒效果,参数为频率 10 Hz、刺激强度为 100%MT、

刺激脉冲总数为 2400 时,或能更好更早地促进患者的苏醒，对降低患者伤残率和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具有积极作用。 

 
 

PU-885 

青年男性高强度间歇训练和中等强度连续有氧运动中 

心血管反应比较研究 

 
董蕾,刘元,刘遂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比较青年男性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和中等强度连续有氧运动（MICT）过程中心血管

反应变化，为 HIIT 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自身交叉对照试验设计，选取 16 名健康青年男性分别进行 1 次 HIIT 和 1 次 MICT。HIIT

运动强度为 100%最大有氧功率，方案为 15s 运动/15s 静态休息，运动时间 32min；MICT 运动强

度为 70%心率储备（HRR）水平，能量消耗与 HIIT 法相等后停止。训练前受试者均进行平板运动

心电图试验和最大有氧功率测试确定运动强度，2 次训练间洗脱期为 1 周。记录两次运动实时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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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收缩压、血氧饱和度（SaO2）和 Borg 量表评分，计算心率储备百分比(%HRR)和心率-收缩压

双乘积（RPP）。 

  

结果 1.受试者 HIIT 中峰值收缩压、RPP 均显著低于 MIC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40.9±15.2mmHg 

vs. 154.7±14.6mmHg，20971.3±3282.1 vs. 23393.5±2678.4，p 均<0.01）；2.HIIT 过程中%HRR、

SaO2、Borg 量表评分与 MICT 无显著差异（68.0%±8.9 vs.70.1%±5.9，97.0%±0.9 vs.96.8%±0.8，

15.0±1.5 vs.14.2±1.7，p 均>0.05）。 

结论 健康青年男性 HIIT 过程中收缩压及心肌氧耗水平低于 MICT，心率变化、血氧饱和度、主观

劳累程度与 MICT 无显著差异，提示 HIIT 具有较好的心血管耐受性。 

  
 

PU-886 

早期心肺康复对伴发心衰的心脏手术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 

 
朱佳琪,董妍,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观察早期心肺康复治疗对心脏手术后 ICU 治疗期间患者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外科行心脏病开胸手术且伴发心

衰的患者总共41名，入选患者术前心功能Ⅱ~Ⅳ级，术前心彩超检查示EF值≥50%，按随机数字法

分为康复治疗组（n=21）和对照组（n=20）。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术后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排痰

指导以及必要的呼吸循环设备辅助。康复治疗组患者在常规术后治疗基础上增加治疗师施行的早期

心肺康复治疗，包括四肢关节主被动活动、呼吸肌的肌力训练、呼吸方法训练、早期床上坐起、床

旁站立、踏步训练以及心理疏导。治疗师每日一次进行康复治疗，每次持续 20-30 分钟，控制训练

强度为训练过程中心率增加≤20 次/分，心率≤130 次/分，Borg 自觉运动强度评分 7~12 分。观察记

录两组患者 ICU 住院时间、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以及术后意外发生率（术后意外包

括：心律失常、胸腔积液、肺内感染、肺不张、癫痫发作、出血、肾衰等），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

较。 

结果 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术前EF值、手术的术式等一般资料两组对比无显著性差异。康

复治疗组患者于手术后第 2.08±1.07 天，病情平稳前提下开始康复治疗，平均疗程为 2.14±1.24 天。

患者出院后分别统计两组住院信息，ICU 住院时间：康复治疗组 4（3，5）天 vs.对照组 3（3，7）

天，p>0.05，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康复治疗组 21.82（19.25，23.81）小时

vs.对照组 25.52（20.24，110.01）小时，p<0.05，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住院时间：19（17.5，

21）天 vs.21.5（20，33.5）天，p<0.01，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术后意外发生率：康复治疗组

47.6%vs.对照组 90%，p<0.01，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 心脏外科 ICU 内早期心肺康复可以安全有效的缩短患者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

减少术后意外发生，这与早期康复介入建立患者及家属的康复意识，指导患者术后康复锻炼，增强

其早日回归日常生活的信心密切相关。本研究中两组 ICU 住院时间无统计学差异考虑与样本量不足，

数据离散相关。 

 
 

PU-887 

100Hz 电针锥体交叉投影区治疗脑梗死后肌张力增高的疗效评价 

 
张海峰,王晓颖 

浙江省中医院 

 

目的 运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法观察 100Hz电针刺激锥体交叉投影区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肌张力增

高的临床疗效，并与常规康复治疗技术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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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4》诊断标准，且经 CT 或 MRI

确诊者；②伴有肌张力增高表现，用修改的 Ashworth 量表评定瘫痪肢体肌张力>0 级(上肢主要评

价肱二头肌，下肢主要评价股四头肌)，且四肢肌力>1 级；③年龄：40-80岁；⑤首次发病者，1个

月≤病程≤3 个月；⑥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楚，能配合指令者；⑦针刺区域无相关手术瘢痕或皮肤

病者；⑧自愿参加，由患者本人或家属代为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能按计划坚持治疗者。共 64 例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32 例。对照组采用反射性抑制体位的摆放、被动

活动患侧肢体各关节、运用身体运动控制点缓解周围痉挛、利用病理性姿势反射抑制痉挛等康复技

术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康复治疗技术基础上加用电针―锥体交叉投影区‖治疗，取穴：双侧玉枕穴、

双侧玉枕穴至天柱穴连线的中点；患者取侧卧位，局部皮肤用 75%酒精消毒，于双侧玉枕及双侧玉

枕至天柱连线的中点处，右手单手持针灸针以 15°沿足太阳膀胱经走向平刺，快速进针到达帽状腱

膜下后，再沿头皮弧度缓慢刺入 1 寸左右深度。一侧玉枕至天柱连线上共两针，两侧共四针，沿经

络走向连接电针，电针波形选连续波，频率为 100Hz，强度以患者舒适耐受为度，时间为 30 分钟。

两组均每日治疗 1 次，每周治疗 5 次，4 周为 1 个疗程，总计 1 个疗程。比较治疗前后上下肢改良

Ashworth 量表法（MAS）评分。 

结果 治疗 1 个疗程后，治疗组及对照组上、下肢 MA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且

治疗组较对照组在降低上、下肢肌张力方面疗效更好（P＜0.05）。 

结论 100Hz 电针刺激椎体交叉投影区结合康复治疗技术对降低缺血性脑卒中后肌张力增高的疗效

优于单用康复治疗技术的对照组。 

 
 

PU-888 

康复运动干预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分析 

 
聂荣杰

1
,琴仙玉

2
,蔡菲

2
,尹立全

2
 

1.海口市人民医院 

2.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探讨糖尿病中运动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 

方法 对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2 型糖尿病 68 名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进行常

规临床治疗，实验组由医生和康复治疗师通过运动评定制定康复运动治疗处方并实施随访、定时监

督。选用中国版 SF-36 评定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 

结果 制定康复运动处方并实施的实验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实施临床治疗、还应通过专业的康复评定制定合理的康复运动处

方，可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889 

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疗效观察 

 
李士英,王泽熙 

邯郸市中心医院,河北省,邯郸市 

 

目的 观察 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CNLBP）患者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 50 例CNLBP患者给予每周 5 次，持续 3周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于治疗前、治疗 3

周后分别采集患者两侧竖脊肌和多裂肌肌电信号，分析其时域指标：均方根值(RMS)和频域指标：

中位频率(MF)。同时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及日本骨科学会(JOA)下背痛评分系统对 CNLBP 患

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前，患者疼痛 VAS 评分为(6.36±1.04)分，JOA 评分为(19.96±0.79)分，患者痛侧竖脊肌、

多裂肌时域指标 RMS（分别为 8.30±1.59μV、9.10±1.99μV），痛侧 MF(分别为 105.99±13.54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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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3±15.87Hz)；治疗前经统计学分析处理可知，患者痛侧竖脊肌、多裂肌时域指标 RMS、频域

指标 MF 与对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 CNLBP 患者疼痛程度较重，腰部核心肌群

收缩能力下降，疲劳度增加，腰部两侧肌肉力量不协调。治疗 3 周后患者疼痛 VAS 评分为

(2.04±0.61)分；JOA 评分为(25.76±1.20)分，改善率为(73.64±9.78)%，患者痛侧竖脊肌、多裂肌

RMS（分别为33.65±6.43μV、28.46±4.54μV），痛侧MF(分别为77.45±13.08Hz、68.30±8.61Hz)；

治疗后，患者疼痛VAS评分、JOA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竖脊肌、多裂肌痛侧时域指标

RMS 较治疗前明显增高，痛侧频域指标 MF 较治疗前下降（P<0.05），提示经过治疗后患者腰部疼

痛程度较治疗前明显缓解，腰部核心肌群收缩能力较治疗前增强，疲劳程度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增

加了脊柱的稳定性。 

结论 经 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对 CNLBP 患者的疗效显著，增强了腰背部肌肉的力量，促进了

脊柱的稳定性，增加了腰椎关节间的活动度，可有效的缓解了疼痛，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PU-890 

超声引导下液体容量配合手法松解治疗肩周炎的疗效观察 

 
任凯,章荣,王关杰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省,自贡市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液体容量松解配合手法松解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80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分治疗组（45 例）和对照组（35 例），治疗组采用超声引导下液体

容量注射方法配合松解手法治疗，超声设备选用美国西门子超声治疗仪（SIEMENS ACUSON 

S3000，探头型号 9L4/18L6），在肩关节后部通过超声寻找最佳进针点进入关节腔，注入 0.9%生

理盐水 40ml，注射后进行对肩关节屈伸、收展、旋转方向分别进行关节手法松解治疗，超声引导

下液体容量治疗每 3 天一次，手法松解治疗每天一次，治疗疗程为两周；对照组仅予以关节手法松

解治疗，松解方法同治疗组，每天一次，共两周。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视觉疼痛评分（VAS）、肩

关节活动度及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功能评分进行评估疗效,对比两组统计学差异，并随访 6 个月, 

统计分析两组的疗效优良率。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VAS疼痛评分无明显差异（治疗组5.27±1.03，对照组5.13±1.12，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 疼痛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 2.02±0.33，对照组 3.84±0.61，

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 VAS 疼痛评分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功能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外展、前屈、手的位置、外旋、内旋）均无

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功能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功能各项评分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超声引导下液体容量配合手法松解治疗技术可实时观察肩关节周围粘连部位，通过关节腔内

注射液体达到一定容量，依靠容量持续牵拉挛缩或粘连的关节囊，同时配合容量松解后的手法牵伸

实现对整个关节囊的松解，从而达到治疗目的。此方法在超声引导下直视进针，可准确找到关节腔

及病变部位，避开重要神经、血管，显著减少治疗的并发症和不良反应，大大提高治疗的安全性。

因此超声引导下液体容量配合手法松解治疗技术是肩关节周围炎治疗的有效方法, 具有创伤小、精

准定位、并发症少、疗效可靠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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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91 

药线点灸疗法治疗卒中后肌痉挛的疗效观察 

 
滕以亮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药线点灸疗法治疗卒中后肌痉挛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于青岛市市南区人民医院康复科治疗的 50 例卒中后肌痉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在进行系统康复训练的同时，治疗组给予药线点灸疗法治疗，药线经多味中

药制备的药酒泡制而得特殊麻线。治疗时，点燃药线待其形成―珠火‖，快速灼灸在事先选好的穴位

或痉挛的肌肉上，点灸取穴原则与中医―治痿独取阳明‖的原则相同，点灸一次为一壮，每穴点灸

1-3 壮。对照组给予给予普通针刺治疗。在康复治疗前和康复治疗 4 周后对患者采用 Fugl-Meyer 运

动功能评分法和改良巴氏指数(MBI)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 

结果 经过治疗，两组患者肌张力较治疗前均有明显降低(P<0.05)，生活自理能力较治疗前有明显

提高(P<0.01)，且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药线点灸疗法治疗可明显改善卒中后肌痉挛。 

  
 

PU-892 

儿童 Bainbridge-Ropers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张广宇,王军,李三松,杨磊,王明梅,赵云霞,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 ASXL3 基因突变导致 Bainbridge-Ropers 综合征的临床特征、诊断及预后，提高对该病

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7 月首次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的 Bainbridge-Ropers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及基因突变分析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以―Bainbridge-Ropers‖―ASXL3‖检索词，

检索 CNKI、万方数据库、PubMed 数据库、HGMD(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专业版(建库至 2018 年 4

月)，将国内外报道的 38 例 ASXL3 基因突变导致的 Bainbridge-Ropers 综合征及本病例共 39 例临

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患儿女，入院时 11月龄，因―生后至今反应迟、竖头不稳‖于 2017年 7 月入院。患儿为其母亲

第2次怀孕第 2次生产，足月顺产，出生体重为2750g，3月时体重5kg。生后4月出现喂养困难，

进食少，进食母乳为主，连续 2 月体重无增长，未治疗，后进食较前好转，但仍不多。7 月时发现

头控制差，不能主动抓物，不能独坐。至就诊时仍竖头不稳，不会翻身，不能独坐,体重 6kg，身高

66cm，头围 40.5cm，体格检查发现营养不良貌，面部表情少，弓形眉，睑裂上斜，鼻孔前倾，耳

位低，竖头不稳，双侧手掌尺偏，双手抓物欠灵活，不会翻身，不能独坐，四肢肌力Ⅳ级，四肢肌

张力偏低。基因检测发现 ASXL3 基因 1 个杂合无义突变，为 c.3106(外显子 12)C>T，尚未见报道，

其导致蛋白质改变为 p.R1036X,1213。检索符合条件的中文文献 1 篇，1 篇西班牙语文献，12篇英

文文献，结合文献报道的 38 例及本次报道的 1 例，共 39 例患者，其中男 20 例，女 18 例，1 例未

说明性别。最常见临床表现为喂养困难、生长障碍、身材矮小、颅面部特征（包括小头畸形、前额

突出、弓形眉、鼻孔前倾、耳位低、或睑裂上斜或下斜、高颚弓等）、手掌尺偏、全面性发育迟缓、

智力残疾、语言障碍、肌张力低等。共发现 38 个 ASXL3 基因突变，包括无义突变 19 例，移码突

变 16 例，剪切位点突变 2 例，复合杂合突变 （错义突变）1 例。 

结论 Bainbridge-Ropers 综合征的临床特征为喂养困难、生长障碍、身材矮小、颅面部特征、全面

性发育迟缓、智力残疾、语言障碍、肌张力低等，发现 ASXL3 的致病突变可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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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93 

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运动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的疗效分析 

 
张玮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析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运动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52 例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法的不

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76 例。对照组采用运动康复训练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鼠

神经生长因子治疗，对两组的临床疗效及血乳酸水平进行比较，并于治疗前后对两组的运动功能、

平衡功能、智能发育及语言迟缓程度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后，两组血乳酸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疗效总有

效率明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 GMFM-88 评分及 BB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且观

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 GDDS 评分及 S-S 法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且观察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运动康复训练有利于提高患儿的运动、平衡功能，改善其发育及语言迟

缓症状。 

 
 

PU-894 

应用脉动治疗仪治疗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桂芳,黄焕杰,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观察应用脉动治疗仪联合常规理疗和运动训练对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38 例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9 例，实验组进行脉动治疗仪治

疗、常规理疗和运动训练，对照组进行关节松动术、常规理疗和运动训练，两组患者均进行 12 周

治疗，并于治疗前和治疗第 1 周、第 4 周、第 12 周随访时采用 VAS 评分和 CMS 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经过治疗，第 1 周、第 4 周、第 12 周三个阶段随访时，两组患者每个阶段的 VAS 分数均低

于前一阶段，CMS 总分均高于前一阶段，VAS 分数和 CMS 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治疗 1 周后，实验组 VAS 分数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实验组 CMS 评分中

的疼痛得分、ADL 得分和总分均高于对照组，CMS 的疼痛得分、ADL 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8，P=0.009），但 CMS 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77）；治疗 4 周后，实验组 VAS

分数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4），CMS 评分中的疼痛得分和总分均高于对照组，

CMS 的疼痛得分有统计学意义（P=0.048），但 CMS 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6）；治疗

12 周后，实验组 VAS 分数低于对照组，CMS总分高于对照组，但是 VAS 分数和 CMS 总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176，P=0.835） 

结论 应用脉动治疗仪联合常规理疗和运动训练治疗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能快速减轻肩关节疼痛和改

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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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95 

慢性腰痛患者的静态姿势稳定性评估及足底压力分布特征 

 
唐雁,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了解CNLBP患者和健康受试者在不同姿势任务下的稳定性是否存在差异，同时寻找出敏感性

较高的 COP 衡量指标，以便更好地对 CNLBP 患者进行有效的稳定性评估及治疗效果评价；了解

CNLBP患者步行时支撑相中期的足底压力分布特征，为CNLBP患者提供康复训练的指导及理论依

据。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5 名确诊为 CNLBP 的患者和 20 名健康受试者，分三部分： 

（1）两组受试者站立于测力平台系统上，分别完成 6 项不同组合的姿势任务（睁眼/闭眼、单/双足

站立），记录下 COP 结局指标（COP 压力中心轨迹总长度、C95椭圆面积、平均侧向位移 X、平均

前后向位移 Y），将两组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 

（2）两组受试者进行舒适速度下的步行，记录步行时支撑相中期的足底各区域压力负荷，将两组数

据进行差异性分析； 

（3）由经验丰富的治疗师对所有受试者进行下肢生物力学指标测量，包括立姿跟骨休息位、立姿跟

骨中立位、踝关节姿势、髋关节姿势、双下肢长度差异等。 

结果 1、当闭眼时，无论双足还是单足站立，均发现和对照组相比，CNLBP患者的COP 轨迹总长

度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95椭圆面积仅在右足闭眼站立时呈明显升高趋势，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侧向位移 X 和前后向位移 Y 的组间差异在所有姿势任务中均未

见统计学意义。睁眼双足站立时两组间所有 COP 结局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以舒适速度步行时，比较两组受试者在支撑相中期的足压压力分布，发现健康受试组足底压力

分布对称，双足压力最高区域均位于第 2-3 跖骨。而 CNLBP 组出现了压力分布不均，左足压力最

高区域位于内侧足跟，而右足位于第2-3跖骨。其中，在左足内侧足弓区域，CNLBP患者的足底压

力负荷较健康受试者明显升高，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4）。 

结论 1、和健康受试者相比，CNLBP患者存在姿势稳定性不佳，表现为 COP结局指标呈升高趋势。

其中，COP 轨迹总长度敏感性较高，且闭眼及任务具有挑战性时组间差异明显。 

2、CNLBP 患者以舒适速度步行时，支撑相中期足底各区域压力分配不均，更集中于足弓区域。 

  
 

PU-896 

浅议学前特殊儿童的品德教育 

 
陈川帆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由于学前特殊儿童认知水平低，高级心理的调节功能薄弱，加之他们常不能预见自己的行为

后果，应急能力差，往往会出现不自觉的或不自主的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和活动，所以，德育教

育是特殊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方法 在对学前特殊儿童的康复训练中将爱心融入德育教育，培养学前特殊儿童自信心；将德育融

入生活，培养学前特殊儿童感恩之情；将德育融入教学活动，形成学前特殊儿童品德行为；与家长

配合中渗透品德教育 ，提高家教水平；架起沟通桥梁，使学前特殊儿童融入文明社会；以社区为

平台，为学前特殊儿童开辟德育新天地。 

结果 德育教育是特殊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目的、有组织的塑造儿童心灵的活动。这―时期

对学前特殊儿童施以良好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儿童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助于特殊儿童形

成正确思想情感和良好品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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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作为特殊教育工作者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要加强智障儿童德育教育工作，力争把特殊儿童培

养成融入集体、适应社会的孩子。 

 
 

PU-897 

浅谈智障儿童言语康复训练的策略 

 
陈川帆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智障儿童由于先天或后天各种原因造成智力发展迟缓，因而言语的发展也有障碍。他们缺乏

与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这对他们今后走向社会与人交往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提高智障儿童言

语能力很重要。 

方法 针对智障儿童言语发展存在言语发生晚、口头表达能力差、词汇贫乏、语法简单、发音不准

等特点，笔者在对智障儿童言语康复训练中主要采用的策略为 1、人文关怀，为智障儿童语训奠基。

2、科学施教，为智障儿童语训添翼，包括（1）发音器官训练（2）借用设备，让语言―无中生有‖（3）

自编儿歌（4）游戏活动.3、提供良好的言语环境，让智障儿童语言自然发展。4、在生活实践中康

复，有效提高智障儿童语言训练效果。 

结果 实践证明，在智障儿童语言康复训练过程中，教师利用针对性的康复策略，采用科学的训练

方法，使智障儿童言语能力得到训练、提升与发展，同时，其感官知觉和认知能力都得到相应的提

高。 

结论 我们应该为智障儿童提供有效的康复策略，创设良好的语言发展环境。把握契机，有步骤、

有意识地对儿童进行训练，让他们―想说‖、―敢说‖、―会说‖、―乐说‖。同时还需用心去聆听他们的心

声，多给予他们展现自我的机会，为他们今后适应社会生活与自立于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U-898 

百笑灸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 

 
焦淼,孙银娣, 相洁 ,刘晓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百笑灸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本科室收治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76 例，按照就诊先后顺

序随机分为两组，各 38 例，对照组行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治疗组行百笑灸（选穴：肩井穴、大

椎穴、百劳穴、天柱穴、阿是穴等）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 NPQ 量表评分、

症状体征评分及 VAS 评分，比较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两组治疗前 VAS 评分及颈椎活动度评分大体一致，无统计学差异，经 10~15天治疗后对比两

组临床疗效、疼痛程度及颈椎活动度积分。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68.4%(26/38)，治疗组治疗有效率

为 89.4%(34/38)，治疗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治疗后治疗组 VAS 评分(2.2±0.3 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3.5±0.7 分)，颈椎活动度评分(51.4±2.1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44.2±2.5 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百笑灸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显著，能够全面改善临床症状，并恢

复颈椎活动功能，是临床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理想方法，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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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99 

百笑灸配合关节松动术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疗效观察 

 
焦淼,孙银娣, 相洁 ,刘晓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百笑灸配合关节松动术治疗肩周炎的疗效及对肩关节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科就诊的肩周炎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根据入

院顺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患者均行关节松动术，观察组

同时联合百笑灸治疗，百笑灸选取穴位如下，主穴：肩髑、肩髎、肩贞、阿是穴、条口，配穴：合

谷、外关、曲池。每次选取 5～6 穴，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疗效及 VAS 评分、肩关节活动度情

况。 

结果 观察组的优良率为 92.5%，与对照组的优良率 75.0%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治

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 V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 1 个疗程后、

治疗2个疗程后VAS评分分别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治疗 1个疗程后、治疗 2个疗程后VAS

评分分别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治疗 1 个疗程后 VAS 评分

较治疗前未见明显变化，但对照组患者治疗 2个疗程后VAS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观察组与对照

组患者治疗前前屈、外展、后伸、内旋、外旋活动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患者前屈、外展、后伸、内旋、外旋活动度治疗后分别较治疗前明显增加，且观察组的肩关节活动

度分别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百笑灸配合关节松动术治疗肩周炎疗效确切，可以显著减轻患者的疼痛，改善患者的肩关节

功能，值得推广和应用。 

 
 

PU-900 

中药水疗联合手法松动术对膝关节僵硬患者活动度的影响 

 
焦淼, 孙银娣, 相洁 , 曾雪琴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在关节手法松动术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水疗对膝关节僵硬患者膝关节活动度的改善效果。 

方法 将我科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住院的 68 例膝关节僵硬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均选择同一治

疗师，采用相同的关节手法为基础治疗，对照组 34 例患者采用关节手法松动术，每晚加热水热敷，

先熏后洗待水温热时，用热毛巾敷在膝关节上，冷后可加热反复使用；治疗组 34 例患者采用关节

手法松动术加中药水疗，中药方剂组成为：伸筋草、透骨草、莪术、五加皮、三棱、牛膝、木瓜、

红花、苏木、海桐等，将调配好的中药放入锅内，加水煮沸，先熏后洗，待药液温热时，把药渣用

纱布包好，敷在膝关节上，冷却后可加热反复使用，一剂药可用 2-3d。两组均每天治疗 1-2 次，每

次 20-30 分钟，21 天为一个疗程，以关节活动改善度数为评价指标，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结果 治疗相同时间后，对照组关节活动改善度为 25º±12º，治疗组关节活动改善度 38º±9º，治疗

组关节活动改善度显著优于对照组。 

结论 膝关节僵硬是股骨和膝部骨折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生率为 27.3%，其常用的治疗方法包

括关节手法松动、被动活动、膝关节被动运动器、功能训练、中药熏洗以及手法松解等。中药水疗

可以明显改善膝关节僵硬患者的关节活动度，减轻局部疼痛，减少治疗时间，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

力，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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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01 

腰椎稳定性训练联合冲击波对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临床研究 

 
刘晓霞,郭浩,陈颖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研究腰椎稳定性训练联合发散式冲击波对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95 名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48 人)和对照组(47 人)。两组患者均给予干

扰电与健康宣教即主要内容为如何合理使用腰部，纠正容易导致腰痛的不良姿势和生活习惯，对照

组在上述基础上给予发散式冲击波治疗，采用MP一100冲击波治疗机(瑞士STORZ公司)RSWT，

探头选用 C15-D35-S,治疗频率在 10-15Hz，压力在 1．0～1.2bar 根据患者耐受能力进行调节，手

柄压力适中，先取俯卧位，顺序胸腰段的竖脊肌、 骶髂关节、臀大肌、腘绳肌 、小腿三头肌，再

取仰卧位顺序腹直肌、内收肌、每部位 500 次，每周 1 次，共 6 次。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腰

椎稳定性训练即四点支撑收腹训练、桥式抬腿、倚墙而坐，每日 1 次，每个动作做 3-5 个，以不疲

劳为度，14天为 1 个疗程，共 3个疗程。随访 12 个月，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患者治疗前与

治疗后第 2 周、4 周、6 周与 12 个月分别评价其疼痛(VAS）和腰椎功能(JOA)、复发率。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JOA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JOA、复发率均有

明显改善，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疗效在随访 12 个月后仍然得到维持(P 

<0．05)。 

结论 腰椎稳定性训练联合发散式冲击波其治疗疗效确切，有效减轻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疼痛并

改善其功能障碍，减少其复发。 

  
 

PU-902 

发散式冲击波结合超短波治疗对绝经期妇女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郭浩,刘晓霞,陈颖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发散式冲击波结合超短波治疗对绝经期妇女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康复诊疗中心的

60例绝经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年龄45-60岁绝经期妇女按照随机分组的原则分治疗组与对照

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与运动疗法，对照组给予超短波治疗，电极板对置放于

膝部，沙袋固定，输出功率：200W、工作频率：27.12MHz、输出电流<80 mA，剂量为微热，每

次15 min，每天 1次。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发散式冲击波(RSWT)治疗，采用瑞士STORZ

公司 MP-100 体外气动弹道式冲击波治疗机，探头 D20-S、R15 ,频率：10-15Hz ，压力：1．0～

2．5 bar，能量密度：0.38-0.48mJ/mm；D20-S 用于股四头肌、腘绳肌，R15 用于比目鱼肌、腓

肠肌、腘窝与踝关节；冲击次数：4000 次，压力适中,1 次/7d, 共治疗 5 次.14 天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随访 6 个月，对照组疗程与治疗组相同；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疼痛(VAS)、膝关节

功能（HSS）、生活质量(ODI)、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VAS、HSS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VAS、HSS均有改善，

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发散式冲击波结合超短波治疗对绝经期妇女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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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03 

深层肌肉刺激仪联合核心肌力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郭浩,刘晓霞,陈颖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深层肌肉刺激仪（DMS）循经治疗联合核心肌力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方法 选取在 2016 年 1 月～2016 年 9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康复诊疗中心住

院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60 例，应用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均给予超短波、

干扰电、中药塌渍与健康教育，对照组给予 DMS 循经治疗，循取经络：膀胱经、胆经、肾经，患

者取俯卧位，治疗时需垫一块柔软的折叠好的干毛巾，30min/次，1 次/日，结束后吩其多饮水。观

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核心肌力训练，方法（1）俯卧支撑：俯卧位，以双肘和双脚为支点，将身

体撑起并悬在空中，身体呈一字型，维持动作数秒。（2）侧卧支撑：侧卧，以肘部支撑身体，以肘

部和足踝部为支点，将身体向上方抬起成一直线并维持动作数秒。（3）双腿搭桥：仰卧位，屈髋屈

膝，腰背部发力，抬起腰背和臀部，使髋关节伸直，可维持姿势数十秒。（4）单腿搭桥：仰卧位，

左下肢屈髋屈膝，右腿伸直，腰背部发力，抬起腰背、臀部和右下肢，使双侧髋关节在空中伸直，

仅以双肩和左腿为身体的支点维持数秒。交换支撑脚，完成同样的动作，对腰部多裂肌有一定的刺

激作用。（5）侧卧半身上抬：侧卧，以肘部支撑身体，以肘部和膝部为支点，将膝关节以上身体向

上方抬起并维持数秒。（6）改良仰卧起坐：仰卧位，屈髋屈膝，双手抱在胸前，避免颈部用力，尽

量使用腹肌完成仰卧起坐的动作，要求双肩离开床面 10cm 即可。（7）跪位对角线支撑：采取跪位，

以双手和双膝支撑身体，双上肢伸直，双髋屈曲，双膝屈曲 90°，然后向前伸直左侧上肢，向后伸

出右下肢，使身体仅以右手和左膝支撑。2 周为 1 疗程，共 3 个疗程，随访 6 个月，每周微信随访

一次。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 VAS、ODI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VAS、OD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VAS、ODI、

复发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深层肌肉刺激仪（DMS）循经治疗联合核心肌力训练能明显减轻患者疼痛，增强腰核心肌的

稳定性，防止腰椎失稳，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复发率，疗效确切。 

  
 

PU-904 

早期康复介入重症脑血管病 1 例报道 

 
蒲瑜,李华 

石河子市人民医院 

 

目的 成功重症卒中早期康复病例分享，提高早期重症康复介入意识，协助推动早期康复介入重症

卒中患者救治。 

方法 成功重症卒中早期康复病例分享，探讨病损机制及影响康复预后的常见问题。旨在提高早期

重症康复介入意识，协助推动早期康复介入重症卒中患者救治。 

结果 重症脑血管病(serious 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SCVD) 是指可危及患者生命的脑血管病。

这类患者往往发病急骤、进展迅速, 多系统、多器官受累, 病情危重, 医疗费用高昂而预后极差。

大面积脑梗死是常见的重症缺血性脑卒中之一，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定义和诊断标准，具有起病急、

进展快、致残率病死率高、并发症多、功能障碍多且常比较严重、预后差及有效的治疗困难等特点。

多学科协作救治与早期神经重症康复介入可有效降低死亡机率及残疾度、改善预后 [1]，应提高认

识。 

结论 重症脑血管病的抢救治疗原则是挽救生命预防和治疗并发症。早期重症康复介入在重症大面

积脑梗死的治疗上具有确切价值。在生命支持的基础上，尽早康复，提高患者的功能，防止废用，

预防和治疗并发症，缩短住院周期，为以后的系统康复打下基础；应在监护条件下尽早康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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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康复指南指出：―脑卒中患者病情稳定(生命体征稳定，症状、体征不再进展)后应尽早介入

康复治疗(Ⅰ级推荐)‖。积极早期康复介入重症卒中，能够有效降低病死率及致残率，改善预后。 

 
 

PU-905 

重症脑梗死早期康复介入 1 例报道 

 
蒲瑜,李华 

石河子市人民医院 

 

目的 行业交流，分享成功早期康复介入重症卒中病例，旨在协助推动提高早期重症康复意识。 

方法 分享成功早期康复介入重症卒中病例，旨在协助推动早期重症卒中康复，提高早期重症康复

意识，改善患者预后，降低致残率。 

结果 重症脑卒中(serious cerebral Stroke,SCS) 是指可危及患者生命的脑卒中。患者往往发病急

骤、进展迅速, 多系统、多器官受累, 病情危重, 医疗费用高昂而预后极差。大面积脑梗死是常见

的重症缺血性脑卒中之一，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定义和诊断标准，具有起病急、进展快、致残率病

死率高、并发症多、功能障碍多且常比较严重、预后差及有效的治疗困难等特点。多学科协作救治

与早期康复介入可有效降低死亡机率及残疾度、改善预后[1]，应提高认识。 

结论 神经重症康复是一个超早期介入的综合康复治疗体系。是在早期康复理念基础上，进一步突

出―神经重症‖康复特点，在充分评估患者病情，有效控制原发病及并发症，保证医疗安全前提下，

尽早选用适宜的康复技术进行康复治疗，从而达到减少并发症，激发康复潜能，促进快速康复的目

的。加快神经重症患者功能恢复进程，对降低患者病残率，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费用，促进患

者尽早回归家庭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早期重症康复介入在重症大面积脑梗死的治疗上具有确切价

值。积极早期康复介入重症卒中，能够有效降低病死率及致残率，改善预后。 

 
 

 PU-906 

血友病性关节病康复治疗的初步研究 

 
汪承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初步评价综合康复治疗轻中度血友病性关节疾病（肘、膝、踝关节）的疗效，为我省血友病患

者的康复治疗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 

方法 选取 2016年 6月至 2017 年12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门诊就诊并确诊为血友病性

关节疾病的 3-18 岁患者共 60 例（均未施行手术治疗），随机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各 30 例，在血

液科医师、骨科医师、康复科医师、康复治疗师及护士的共同参与下，予实验组制定规范综合康复

治疗方案的同时予专业指导自我训练，对照组仅予专业指导自我训练，使用中文版血友病关节健康

评估表（HJHS）2.1版和改良 bathel指数量表分别于康复治疗前及治疗 6个月后进行评价患者双肘、

双膝、双踝、肌肉萎缩程度的健康状况、步态及日常生活能力，对其评定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实验组及对照组患者经康复治疗后其受累病变关节的关节肿胀、受累肌肉萎缩程度、关节活

动度、关节摩擦音、关节疼痛、步态评分均提高。其相关结论实验组提高优于对照组，对照组较前

功能评价都有不同程度提升；HJHS2.1 中关节肿胀、受累肌肉萎缩程度、关节活动度、关节摩擦音、

关节疼痛、步态评分均较康复治疗前降低，降低对照组明显；其步态较康复治疗前改善，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其日常生活能力较康复治疗前两组均提高，实验组提高优于对照组。 

结论 血友病儿童关节受累常见，步态异常常见，施行综合康复治疗能有效改善血友病性关节疾病

患者的关节肿胀、受累肌肉萎缩程度、关节活动度、关节摩擦音、关节疼痛及步态功能，有效的提

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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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07 

早产和足月儿围产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致脑性瘫痪的临床特征 

 
孙殿荣,候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早产和足月儿围产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致脑瘫的临床分型、影像学特点和运动学特

征。 

方法 对 2007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在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康复治疗的脑瘫儿进行基础资料登记及

高危因素调查，明确由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导致的脑瘫纳入研究，对该组患儿进行临床分型，

评估头颅 MRI及运动功能，分析胎龄、影像学特征及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分布。 

结果 纳入研究并完成影像学检查的患儿共 122 例，早产儿 63 例，足月儿 59 例，其中痉挛型双瘫

32 例、四肢瘫 16 例、偏瘫 4 例、不随意运动型 30 例、混合型 40 例。不同模式的脑损伤均可见于

早产儿及足月儿，但具体分布不同。侧脑室周白质损伤多发生于早产儿（44/58,77.8%），主要为痉

挛型双瘫；基底节核团区损伤伴或不伴白质及皮层损伤多见于足月儿(35/44,79.55%)，主要为不随

意运动型，其次为混合型；皮层及分水岭区白质损伤早产及足月儿所占比例均等，多为痉挛型四肢

瘫。两组患儿粗大运功功能分级多在 3 级以上，早产和足月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可导致除共济失调型外的其他类型脑瘫，运动障碍轻的痉挛型双瘫及偏瘫

所占的比例偏低。早产儿和足月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不同模式导致发生脑瘫的临床类型及影像学

特征的分布不同，但粗大运功功能分布无明显差异，且运动障碍偏重。 

  
 

PU-908 

起立床站立训练治疗多系统萎缩低血压患者一例 

 
朱明跃 

南医大二附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观察起立床站立训练对多系统萎缩低血压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患者接受起立床站立训练，起立床以 5 度为起始角度，并以血压维持在 100/60mmHg 以上

5min为提高角度依据，每次提高起立床5度，并且无不适情况下再提升起立床5°，直至患者感觉不

适或血压低于 100/60mmHg 以下，停止起立床训练。 

结果 经过八周的起立床训练，患者可保持站立 4 分钟，站立 1 分钟血压仍可达到 115/70 左右，患

者可以短时间室内独立行走，提高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水平。 

结论 起立床站立训练可改善多系统萎缩患者低血压情况，进而提升生活能力。 

 
 

PU-909 

太极拳治疗高血压的系统评价及 meta 分析 

 
潘化平,周修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太极拳治疗高血压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 PubMed, 

EMBASE,Cochrane Library (Central),Ovid 和中文数据库 CNKI、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数据库，搜索相关参考文献，搜集太极拳治疗高血压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对纳入文献进行资料提

取、方法学质量评价，并用 Revman 5.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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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纳入 6 例随机对照研究，包括 564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太极对收

缩 压 、 舒 张 压 、 LDL-C 改 善 效 果 明 显 ， 差 异 具 有 显 著 性 意 义
[(MD=-7.81,95%CI(-12.65,-2.98),P<0.05)],[(MD=-3.98,95%CI(-7.79,-0.61),P<0.05)],[(MD=-45.85,

95%CI(-82.54,-9.16),P<0.05)]。与对照组比较，太极拳对 Triglycerides,HDL-C,BMI 改善效果无显

著性差异。太极拳治疗高血压期间未出现相关严重不良事件。 

结论 太极拳对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LDL-C 具有改善作用，其安全性良好。但今后还需

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以及延长观测周期，为太极治疗高血压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PU-910 

脑卒中患者膈肌功能评估与康复干预疗效的临床研究 

 
潘化平,付娟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目的 评估脑卒中患者膈肌功能并探讨体外膈肌起搏对脑卒中后呼吸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 例脑卒中患者（实验组）和 20 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入组卒中患者均接受 2 周

体外膈肌起搏治疗，收集并比较两组受试者、膈肌起搏治疗前后不同呼吸时相（平静呼吸、深吸气）

膈肌厚度和移动度、肺功能（用力肺活量( FVC) 、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 FEV1) 、血气分析指标

〔血二氧化碳分压( PaCO2) 、血氧分压( PaO2) 、血氧饱和度( SaO2) 〕、疲劳严重程度量表

(FSS)。 

结果 两组受试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等基础指标无显著性差异；脑卒中患者患侧膈肌厚度比、

膈肌位移、用力肺活量、FEV1、FEV1/FVC、氧和指数、SaO2 明显低于对照组、PH、疲劳指数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两组受试者的膈肌厚度、PaO2、PaCO2 无显著性差异；

膈肌起搏治疗后，膈肌厚度比、膈肌位移、用力肺活量、FEV1、FEV1/FVC、氧和指数、SaO2 较

前有显著性提高，PH、疲劳指数较前有所下降，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脑卒中患者膈肌增厚分数、膈肌位移、肺功能明显低于正常人，而体外膈肌起搏治疗起到一

定作用，有助于改善呼吸功能，缓解卒中后疲劳。 

 
 

PU-911 

PNF 技术在肩周炎疾患康复中的选择性应用 

 
王丽娜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 PNF 技术在骨科肩关节疾患康复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2017.01-2018.01 在我科住院患者当中，选取 40 例肩周炎疾患导致的运动及感觉功能障碍的

患者，其中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20 例作为实验组，主要采用 PNF 技术，即治疗师用

手法接触患手的掌面或背面，朝着运动方向摆放；治疗师采用的基本体位是弓箭步，前脚与运动方

向平行放置，膝关节微屈曲以增加灵活性，后脚与前脚垂直成 90°，给于稳定的支撑，保持身体与

对角线运动方平行一致；身体应尽可能接近病人，通过手法接触、牵拉、牵引、挤压、最大阻力、

口令交流、时序、强化、视觉刺激等方法，治疗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来促进运动模式，包括利用体重

来增加阻力和进行牵伸或挤压。余 20 例作为对照组，主要采用常规肌力和感觉训练，即肩关节的

主被动活动，仰卧位辅助练习肩关节前屈、后伸、外展、内收及内外旋，患者双上肢推举体操棒，

逐步根据患者恢复情况进行抗阻训练，将其运动能力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两组患者均配合中频、

超短波治疗；两周为一个疗程，共治疗三个疗程，各疗程间隔 5-7 天，对患者进行初期、终末期康

复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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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均采取 ROM、Bobath 指数、上肢的灵活性及协调性等 ADL 能力比较；治

疗三个疗程后，两组治疗的改善情况如下，实验组：ROM：肩前屈：45°，后伸：30°，外展：50°，

内收：20°，内旋：40°，外旋：50°；Bobath 指数：45 分，上肢灵活性及协调性试验：3 分；对照

组：ROM：肩前屈：30°，后伸：20°，外展：30°，内收：15°，内旋：30°，外旋：35°；Bobath

指数：30 分，上肢灵活性及协调性试验：2 分；两组实验结果进行卡方检验，t 检验等，对这些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论 根据临床实验观察，两组患者治疗三个疗程后各项指标比治疗前明显改善，但两组数值进行

对比，实验组治疗效果显著于对照组（P<0.05）； 

 
 

PU-912 

核心肌群训练对剖宫产产后恢复的临床观察 

 
王丽娜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核心肌群训练对剖宫产产后腰围和核心肌力的影响。 

方法 将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收集到的产后女士 3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15 例）与对照组（15

例）。治疗组采用核心肌群训练的方法进行治疗，如平板运动(Tens 递减原则，三组，坚持 60s、

50s、40s，组间休息 1min)；坐位或仰卧位 Bobath 球上练习(5min)；各角度卷腹(6-10s/个，6 个/

组，3 组/次)；双手抱头，双下肢空蹬自行车(10 个/组，2 组/次，组间休息 1min)；手膝位两点支撑

燕飞运动（30s/个，3 个/次，两侧交替）；直跪位，双小腿抬离地面，双手轻抚于 Bobath 球上，练

习腹肌等长收缩（Tens 递减原则，三组，坚持 60s、50s、40s，组间休息 1min）等运动方式，每

天一次，每次 40min，连续治疗 3 个月。对照组采用散步进行治疗，每天一次，每次 40min，连续

治疗 3 个月。两组同时配合中频、超声波等物理因子治疗，20min 次，1 次/天。分别对比治疗 1 月

后、2 月后、3 月后改善情况。 

结果 （1）治疗后 2 组各时段腰围的改善较治疗前提高，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2）治疗组的核心肌群肌力及核心稳定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核心肌群训练能有效的促进产后恢复，与散步等治疗对比后，核心肌群训练对产后恢复起效

更直接，更迅速！ 

 
 

PU-913 

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冲击波对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研究 

 
刘亚丽,于观潇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比较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冲击波治疗与单纯冲击波治疗的效果。 

方法 将 50 例肱骨外上髁炎患者随机分成 2 组进行本临床研究。一组单纯的冲击波治疗，一组动态

关节松动术结合冲击波治疗，5 天一次，观察其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 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冲击波疗法治疗组治疗后视觉模拟评分（VAS）较单纯冲击波治疗组明显

降低（P＜0.05）；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冲击波疗法治疗组治疗后无痛握力值较单纯冲击波治疗组明

显升高（P＜0.05）。 

结论 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冲击波治疗比单纯冲击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疗效更快，可缩短病程，减

轻患者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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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14 

Janda 治疗法对非特异性下腰痛的临床疗效分析 

 
于观潇,刘亚丽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Janda 治疗法对菲特异性下腰痛的疗效研究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我院就诊的 48 例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实验组行 Janda 治疗法，对照组行中国传统康复治疗，每组 24 人。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VAS 值、

JOA 下腰痛评分量表评估治疗后效果。 

结果 治疗前实验组和对照组 VAS 分值、JOA 下腰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5

次后治疗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实验组 JOA 下腰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治疗一个月后实验组 VAS 评分与对照组均明显下降，实验组 JOA 下腰痛评分与对照

组均明显上升(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Janda 治疗法与中国传统康复对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均效果显著，Janda 治疗法在短时间内

效果更佳，可以比中国传统康复缩短病程。 

 
 

PU-915 

关节松动术、牵伸联合冲击波治疗踝关节僵硬 

 
刘辉,刘波,伍萨 

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关节松动术、牵伸联合冲击波治疗治疗踝关节僵硬的临床疗效。 

方法 关节松动术、牵伸，每周 5 次，冲击波每周 1 次。2014 年 1 月年至 2017 年 12 月，应用关节

松动术、牵伸联合冲击波对 17 例单侧踝关节僵硬的手术患者进行康复治疗，男 11 例，女 6 例；年

龄 25～73岁,平均年龄：41.24±12.67 岁；左侧 11 例，右侧 6例；病程 0.5月～20 月，平均病程：

2.30±1.06 月；均有明显患踝背伸受限。重视无痛范围内牵伸腓肠肌和跟腱，冲击波治疗时避开内

固定材料。以踝背伸角度、AOFAS 后足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进行疗效评价，观察治疗后

患踝背伸角度、AOFAS 后足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善情况。 

结果 经过10次关节松动术、牵伸，2次冲击波治疗后，患踝背伸角度（-7.76±11.01/0.12±11.68）、

AOFAS 后足评分（52.94±14.45/60.18±13.70）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65.88±20.63/72.06±17.59）

均有明显改善，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关节松动术、牵伸联合冲击波治疗踝关节僵硬，可改善患踝背伸角度、提高患者足踝功能以

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疗效可靠。患踝背伸角度的改善与患者足踝功能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改

善呈正相关。 

 
 

PU-916 

早期康复手法治疗对儿童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患者恢复的疗效观察 

 
王丽娜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早期康复手法治疗对儿童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恢复的疗效。 

方法 将 2016 年 8 月-2017 年 8 月收集到的马蹄内翻足患者 20 例，年龄为 1 个月—12 个月，随机

分为治疗组（10 例）与对照组（10 例）。治疗组采用手法治疗，包括中医传统推拿+运动疗法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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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手段，每天 3 次，每次 30min，在医院做一次，家长在家做两次，运动量以患者耐受为宜；连续

治疗 3 个月。对照组采用爬行、站立、行走日常生活活动干预，运动量以患者耐受为宜，连续治疗

3 个月。两组同时配矫形支具，穿戴 >20 小时/天。分别对比治疗 1 月后、2 月后、3 月后改善情

况。 

结果（1）治疗后 2 组各时段踝关节各方向的主被动活动度较治疗前提高，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2）两组治疗 3 月后行石膏固定，分别于第二周，第四周拆除石膏

后，观察两组足部畸形情况，治疗组的改善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行康复手法治疗能有效的促进马蹄内翻足患者恢复，与站立、行走等未做康复手法治疗

对比后，早期康复手法治疗对马蹄内翻足患者改善畸形情况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在患者行石膏矫形或手术矫形之前，分阶段的康复手法治疗更能减轻患者矫形时的痛苦，使矫形更

为成功！！！ 

 
 

PU-917 

患者的心理状况对膝关节术后康复效果的影响 

 
王颖颖 

青岛市立医院东院区 

 

目的 探讨患者心理状况对膝关节术后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膝关节术后运动医学科住院患者 50 例,住院时均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评价患者的心理状况,评价住院 3 周的康复效果。住院第 1 天评估 VAS、关节活动度(ROM)

出院当天评估 VAS、关节活动度(ROM),观察每个患者 VAS 变化值、ROM 变化值。 

结果 出院时 VAS、关节活动度(ROM)有变化焦虑、抑郁得分越高,变化越小。 

结论 患者的心理状况对膝关节术后康复效果有影响,有必要开展适当的心理干预,改善患者的负性情

绪,加快康复进程,提高预后质量。 

 
 

PU-918 

核心肌力训练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丁薇,徐文龙,赵静茹 

青岛市立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通过临床观察将行―椎间孔镜下腰椎间盘部分切除术‖的患者在围手术期进行物理治疗外加腰部

核心肌力训练的方式和传统的术后静养的方式进行疗效分析，从而探讨腰部核心肌力训练对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围手术期的临床康复效果。核心肌力训练这些年在康复治疗训练中越来越被人们所重

视，因为无论人体在运动中还是静止的时候，核心肌群均被认为是加固脊柱和人体稳定性的肌肉束

身带，但是很多人认为在手术以后还是要以静养为主，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核心肌力训练的意义远超术后纯粹的―静养‖。 

方法 随机抽取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 其中，对照组采取

术后常规的治疗方法， 主要是干扰电的治疗和药物的对症治疗。而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再加以腰部核心肌力的系统训练（包括直腿抬高、桥式运动、平板支撑、手膝跪位平衡）。3 周为

一个疗程，入组满 6 周来院进行复诊，分别对两组患者在手术前、术后行康复治疗（1 周、2 周、3

周）及入组满 6 周后应用 JOA 评分、ODI评分、VAS 评分进行测定及分析。 

结果 观察组在术后康复治疗 3 周及 6 周的康复评定较治疗前， 其中腰椎 JOA 评分上升，ODI评分

下降，VAS 评分下降； 而对照组患者， 其治疗后也得到一定改善。随访发现， 观察组经过治疗

后，其 6 周后恢复工作能力以及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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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行―椎间孔镜下腰椎间盘部分切除术‖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手术前后均予以其腰部核

心肌力训练，可增强腰背肌和腹肌的肌力，加强腰椎的稳定性，减轻术后腰部肌肉的不适感，缩短

术后的恢复期，能够极大地降低此病远期复发率，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919 

术后早期康复功能锻炼对腰椎间盘突出椎间孔镜术后  

患者的预后影响 

 
丁薇,赵静茹 

青岛市立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功能锻炼对腰椎间盘突出椎间孔镜术后患者的预后影响，提高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手术治疗的效果,降低复发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于青岛市市立医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康复中心治疗的 45

例腰椎间盘突出椎间孔镜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 22 例，未进行康复

功能锻炼。实验组 23 例，采取康复功能锻炼，训练内容包括：①腘绳肌牵拉训练②腹横肌力量训

练③渐进式直腿抬高训练④臀桥式训练。比较两组患者术后1周和3周的腰痛评分(VAS评分)、ODI

评分(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问卷表)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VAS 疼痛评分和 ODI功能障碍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1 周和 3 周后分

别进行评估，2 组 VAS 和 ODI 评分均较各自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2 组间比较，实验组的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疗效评定：治疗组痊愈率和总有效率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早期功能锻炼能缓解腰椎手术后的腰痛及下肢放射痛,康复功能锻炼的早期介入对患者术后康

复、巩固手术疗效，降低复发率,改善生活质量,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亦可作为患者健康宣教和家

庭锻炼使用，值得临床推广。 

 
 

PU-920 

ACL 术后本体感觉角度重置训练对其运动后疼痛以及 

步行能力恢复的疗效研究 

 
王希燕 

山东省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 探讨研究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本体感觉角度重置训练对其运动后疼痛的影响以及步行能力恢

复的疗效研究 

方法 于我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科病房患者中挑选单纯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患者 18 名，并且利用

股薄肌、半腱肌肌腱进行韧带重建，随机分为对照组 9 名，以及实验组 9 名。对照组以及实验组术

后 2 月内按照前交叉韧带的常规计划进行训练：支具佩戴 2 月，早期进行踝泵训练，每天 1000 次

左右，股四头肌等长收缩练习 100 次/天，直腿抬高练习 300 次/天，屈膝角度 2 月内≥120°。ACL

术后 2 月，实验组：佩戴激光笔于膝关节处，患肢单腿支撑并微屈膝，使激光照射点于一固定处并

维持，坚持30s，并且闭眼 10秒，再睁眼以比较激光照射点的偏离位置，以此来增强本体感觉等深

感觉的训练。一天 3 次，一次 3 组，一组 5 个。在此基础上，进行靠墙静蹲，走路，功率自行车，

平衡垫等常规练习。对照组：进行靠墙静蹲，走路，功率自行车，平衡垫等常规练习。2 周后实验

组与对照组分别评估患者在跑步机上进行速度为 6km/h 的步行能力测试：步行时间、步行距离、步

态以及活动疼痛的情况，并且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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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 2 周后步行能

力及运动疼痛均较各自治疗前得到改善，并且 VAS 疼痛评分较之前低，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 2 周后实验组步行时间、步行距离明显长于对照组，步态以及患肢负重情

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及运动后疼痛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ACL 术后 2 月患者进行本体感觉角度重置训练是一种深感觉训练，能大大的提高和改善患者

的步行能力和步态，并且缓解患者的运动后疼痛情况。 

 
 

PU-921 

NJF 治疗肩袖损伤（轻度）的疗效观察 

 
丁薇,赵静茹 

青岛市立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NJF 应用于肩袖损伤患者（轻度），通过观察患侧肩关节疼痛程度（VAS）、

关节活动范围（ROM）、肌力（MMT）及日常生活能力（ADL）的前后变化情况，探讨 NJF 治疗

肩袖损伤（轻度）的临床疗效。 

方法 1一般资料 选取 2016年2月-2017年3月在青岛市市立医院骨科门诊确诊的肩袖损伤（轻度）

患者15例，并于运动医学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治疗，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其中：治疗组8例，对照组

7 例。2 选择标准 纳入标准为：①诊断为肩袖损伤（轻度）；②年龄 30 岁~40 岁；③已过急性期。

3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 NJF 治疗配合物理因子治疗；对照组仅采用物理因子治疗。4 疗效评价 在

第 1 次治疗前和治疗 1个月进行评估。评估方法：①肩关节 ROM测定②疼痛的目测类比法（VAS）

评分③肌力评估④日常生活能力评定（ADL） 

结果 治疗前和 1 个月后分别进行评估，治疗组的 ROM、肌力 VAS 评分及 ADL 评分都明显优于对

照组。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肩袖损伤（轻度）的康复治疗中，运用 NJF 技术配合物理因子治疗可明

显改善损伤后肩关节的疼痛症状，并能够扩大关节活动度以及增强肩关节周围的肌力，从而提高了

患者的 ADL 能力。 

 
 

PU-922 

依达拉奉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及  

临床疗效的影响 

 
官昌伦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依达拉奉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水平的影响及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方法  将 96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n= 48 )、对照组( n= 48 )，两组分别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加用依达拉奉 、胞磷胆碱钠治疗14天，两组均于治疗前、后测定血清hs-CPR水平 ，评定

Barthel 指数和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评定及疗效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血清 hs -CPR 水平、Barthel 指数和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结果与治疗

前相比均有明显改善(均Ｐ<0.01)，差异具有显著性。 但治疗组患者在治疗后血清 hs -CPR 水平(Ｐ

<0.05)、Barthel 指数和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评定结果(均Ｐ<0.01)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显著性。治疗组有效率 85.4%，对照组有效率 60.4%，治疗组有效率优于对照组（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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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依达拉奉是一种有效的自由基清除剂，可明显降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hs-CRP 水平，有利

于减轻炎症反应，减轻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能提高临床疗效，并且说明了脑梗死患者 hs-CRP 的降

低与神经功能的恢复存在相关性。 

 
 

PU-923 

脑卒中患者自我康复训练对肢体运动功能的影响 

 
周通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脑卒中患者自我康复训练对肢体运动功能改善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60例脑卒中存在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2组(康复组及对照组)，2组患者均常规

使用抗血小板聚集、脱水、扩血管及神经营养药物等内科治疗，以及低频电疗，针灸、电针治疗等。

对照组由患者或家属自行行功能训练，不给予任何康复训练指导；康复组则在此治疗基础上从早期

即开始进行系统的自我康复训练指导，对 2 组分别采用 Barthel 指数和简式 Fugl-Meyer 肢体运动功

能评分评定及疗效评定。 

结果 康复组患者在治疗前后 Barthel 指数评分由 30.32±10.24 改善到 53.72±14.08，对照组患者在

治疗前后 Barthel 指数评分由 29.86±8.48 改善到 41.58±13.32，2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康复组患

者在治疗前后简式 Fugl-Meyer 肢体运动功能评分由 34.80±10.56 改善到63.66±16.26，对照组患者

在治疗前后简式Fugl-Meyer肢体运动功能评分由35.26±9.20改善到53.76±13.36，2组患者的有效

率比较，康复组为 84%，对照组 52%。 

结论 自我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恢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其简单易行，所以在

基层医院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PU-924 

骨质疏松治疗仪对骨质疏松症骨痛的短期疗效观察 

 
曾海涛 

遵义市第一人医院 

 

目的 探讨骨质疏松治疗仪对骨质疏松症骨痛的短期疗效。 

方法 62例骨质疏松症骨痛患者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30例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及适当体育锻

炼治疗，康复组 32 例在此基础上同时采用骨质疏松治疗仪治疗。治疗前后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

评分和疗效评定。 

结果 2 组治疗前后的骨痛评分比较经 t 检验均差异有显著性（P＜0.01）；治疗后康复组的骨痛评

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2 组疗效评定，康复组有效率为 93.8%，对照组有效率

为 70.0%，2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骨质疏松治疗仪可用于提高骨质疏松症骨痛的短期治疗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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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25 

直流电与改良球囊扩张术在延髓梗死吞咽障碍中的联合应用 

 
刘虹伟,董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总结直流电治疗与改良球囊扩张技术联合应用治疗延髓梗死导致的吞咽困难的临床疗效观

察。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我科室收治的 5 例延髓梗死并发吞咽障碍的患者进行回顾性

分析。通过 3 周的治疗，分析比较患者在治疗前后标准吞咽功能评定（SSA）、电视 X 线透视检查

(VFSS）、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 健康调查简表)中各项数据。 

结果 应用直流电与改良球囊扩张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治疗延髓梗死导致的吞咽困难，3周后通过数据

比较显示，治疗前 SSA（33.8±3.19），SF36(81.8±6.22)， VFSS(轻度 1 例、中度 2 例、重度 2

例）；治疗后 SSA( 22.0±2.82  ),SF36( 121.2±11.0)，且（P＜0.01)；VFSS 治疗后（正常 1 例，

轻度 4 例），且（Z=2.00，P=0.045），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的各项指标明显优

于治疗前。 

结论 直流电治疗与改良球囊扩张技术联合应用治疗延髓梗死导致的吞咽困难临床效果确切，可以

加快患者的吞咽障碍功能的恢复，减少患者的心理压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926 

肺康复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 BODE 指数和 

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尹正录,孟兆祥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肺康复训练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稳定期患者的 BODE 指数以及血清炎症因子

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中重度 COPD 稳定期患者 65 例，随机分为肺康复组

（n=33）和对照组（n=32），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干预，肺康复组进行 12 周的肺康复治疗：包括

健康教育、运动疗法、呼吸肌训练（缩唇呼吸、简易辅助呼吸训练、腹式呼吸等）、咳嗽排痰训练、

家庭氧疗、营养支持、心理与行为干预等。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分别测定两组患者 BODE 指数相

关指标：肺功能、呼吸困难程度、6 分钟步行试验（6MWT）以及血清超敏 C-反应蛋白 （hs-CRP）、

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采用成人COPD生存质量测评表（成人COPD-QOL）

评估患者生活质量。 

结果 肺康复组治疗后 BODE 指标中 BMI、MMRC 分级、6MWD 分别为：（21.5±1.4、   1.6±0.3、

270.3±37.8）均较治疗前（18.7±1.2、2.1±0.3、158.3±42.4）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对照组 BODE 指标中 6MWD 治疗后为：（188.3±40.3）较治疗前（160.1±39.7）有改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治疗后 BODE 指数评分比较，肺康复组（3.9±0.9）改善优于对照组

（4.5±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康复组治疗后 IL-6、TNF-α 分别为(62.1±6.4、

48.5±7.3）较治疗前（95.9±5.9、73.3±10.1）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COPD-QOL 总

分治疗后(110.5±17.8）较治疗前(99.3±20.4)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对照组比较，

治疗后 IL-6、TNF-α 和 COPD-QOL 总分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94.6±6.3、71.7±7.5、96.3±21.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肺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改善 COPD 稳定期患者 BODE 指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可能与降低

IL-6、TNF-α 炎症因子有关。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544 

PU-927 

脓毒血症致 ICUAW 的肺康复治疗一例分析 

 
陈颖,韩亮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改善慢性肺疾病患者的身体和心理功能，并促进长期的优化健康的行为。 

方法 基于对患者的评估，为患者量身定做的综合管理方案，此方案不局限于运动，还包括教育和

行为改变等方法。 

结果 经过肺康复治疗后，患者拔出气管套管，正常言语交流；拔出鼻饲管，正常经口进食；助行

器辅助下独立步行 50m；基本生活自理，出院回家。 

结论 早期联合肺康复对加快患者的机械通气脱机和神经肌肉功能的恢复疗效显著。 

  
 

PU-928 

运动疗法联合气压治疗在老年初次全髋关节置换中的应用 

 
贺前武,赵正恩,张少军 

绵竹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探讨运动疗法联合气压治疗在老年初次全髋关节置换中的作用。 

方法 将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绵竹医院骨二科收治的 70 岁以上老年股

骨颈骨折或股骨头坏死并行初次全髋关节置换的患者 64 例，其随机分为对照组 32 例，观察组 32

例。其中男性 29 例，女性 35 例，股骨颈骨折 39 例，股骨头坏死 25 例。对照组术后给予 CPM 被

动活动，拔掉引流管后下床行走等传统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手术前后皆增加运动疗法和双下肢气压

治疗，如术前患肢行牵引固定则只行健肢气压治疗，每日两次，每次 30min，强度根据患者耐受情

况而定；运动疗法包括手术前后呼吸肌训练，下肢力量训练，步行训练等，每日 1-2 次，直至出院。

分别在术后 1 周、2 周、4 周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关节功能和肿胀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均采用 harris 关节功能评分和膝上 20cm、膝下 20cm 围度为评分标准。观察组术后

1 周、2 周、4 周 harris 评分和下肢肿胀情况皆优于对照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运动疗法联合气压治疗对老年初次全髋关节置换功能恢复和肿胀治疗效果十分显著，具有较

高的临床推广及应用价值。 

  
 

PU-929 

高强度有氧训练在轻中度稳定期慢阻肺患者中的运用效果 

 
王如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不同强度有氧训练对轻中度稳定期慢阻肺患者运动心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我院门诊和住院治疗的 96 例轻中度稳定期慢阻肺患者进行观

察，根据患者的承受能力，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2 例.观察组采用

高强度有氧训练,训练 5min 后休息 5min 再进行循环训练,每次 40min,3 次/ 周；实验组采用低强

度有氧训练,每次 20min,3 次/ 周。对照组常规呼吸功能训练,胸部加压放松呼吸训练,每天两次,每

次 10min。 训练前后对所有患者均采用 CPET 试验和 6 分钟行走试验,评定患者的心肺功能和运

动耐力情况。 训练时间均为 8 周,观察比较训练前后三组患者的通气功能和运动耐力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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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训练后,所有患者的峰值功率、峰值通气量等肺通气功能和运动耐力结果都有了不同程度

的改善,但是观察组患者的肺通气功能和运动耐力结果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实验组和对照组,各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结论 采用高强度有氧训练的观察组 COPD 患者的肺通气功能、运动耐力改善情况显著高于实验组

的低强度有氧训练和对照组的常规呼吸功能训练，高强度有氧训练可以更好地提高患者的肺功能,

对患者的预后更好。 

 
 

PU-930 

目标管理在肩袖损伤修复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田贵华,白定群,何科序,程崇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目标管理在关节镜下肩袖损伤修复术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符合条件的在关节镜下肩袖损伤修复术后患者 68 名，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4 名。

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和患者自我锻炼，实验组患者的康复治疗采取目标管理，并分 4 个阶段进

行，细化每个阶段具体康复任务和目标，使患者明确康复方向，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感的作用。采用

美国 UCLA 肩关节评分标准和满意度调查，比较两组患者的肩关节功能评分和康复治疗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术后 1 月、术后 3 月的肩关节 UCLA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出院

时的康复治疗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目标管理能够有效提高肩袖损伤修复术后患者的康复效果，有利于肩关节功能的恢复，并显

著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PU-931 

自我关节松动术在肘关节功能障碍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田贵华,白定群,李向东,周念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自我关节松动术在肘关节功能障碍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54 例肘关节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Ａ组）和自我松动组（Ｂ组），两组均给

予常规康复治疗，包括关节松动术，牵伸技术，物理因子治疗等。常规康复治疗之外，A 组患者采

用常规自我训练，B 组患者运用肘关节自我关节松动术，肘关节自我关节松动术是依据关节松动术

的理论和技术总结出来的自我功能锻炼方法。在康复治疗８周后采用 ROM 评定比较两组疗效。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肘关节屈伸活动度均有显著改善（Ｐ＜0.0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8 周后，两组患者的屈伸 ROM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5），B 组疗效优于 A 组。 

结论 临床上在治疗肘关节功能障碍时，指导患者结合进行肘关节自我关节松动术，可以明显提高

临床治疗的效果 。 

  
 

PU-932 

悬吊系统训练联合肌内效贴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疗效观察 

 
董庆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悬吊系统训练联合肌内效贴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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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月我院收治的 20 例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男 4 例，女 16 例，

年龄 10～25 岁。行胸腰椎正侧位 X 光片检测显示存在脊柱侧弯。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 1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悬吊系统训练治疗；治疗组采用

悬吊系统训练联合肌内效贴治疗。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采用 Cobb 角测量法对两组患者的角度进

行测量比较。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患者的 Cobb 角为 12°～28°，平均(18.41°±5.87°)，对照组 Cobb 角为 10°～

26°，平均(19.60°±4.89°)，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治疗组 Cobb 角为

(10.20±5.49)，对照组Cobb角为(15.05±4.70)。 2组Cobb角均较组内治疗前有显著减少(P＜0.05)，

且治疗组治疗后 Cobb 角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悬吊系统训练联合肌内效贴治疗能有效改善特发性脊柱侧弯。 

 
 

PU-933 

卒中单元中早期康复治疗的分析 

 
方文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卒中单元是针对急性卒中病人综合性治疗和康复的医疗单元,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卒中单元是目

前脑卒中治疗的最有效措施，应该充分发挥祖国医学优势建立中国特色的卒中单元模式。 卒中单

元是一种管理模式，重点是急性期监护、早期康复相结合。在卒中单元中进行正规治疗尤其是早期

康复训练可促进中枢神经的功能重建,帮助患者适应环境,提高肢体的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同时还可以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社会生存能力。本文对卒中单元的发展、早期康复的

方式以及卒中单元的优点和面临的问题做了阐述。 

方法 基于这种基本思想,在卒中单元中对患者进行组织化管理的同时给予康复训练指导。在弛缓期

给予抗痉挛的预防治疗,如良肢位的摆放以及应用患侧重视原则。在患者病情平稳,神经系统症状不

再发展 48 h 后，对偏瘫肢体关节做无痛范围内的屈、伸、内旋、外展等被动活动;避免出现关节挛

缩、肌肉萎缩和骨质疏松。采用患侧的被动活动拍打等刺激方式,增强了患侧的感觉刺激输入,降低

了患者对偏瘫肢体的忽略现象。另外,通过对偏瘫肢体关节的无痛范围的活动,既防止关节活动范围

低下,又促进患侧肢体的血液循环,同时对健侧肢体的训练促进了其对患侧肢体的恢复。   

结果 卒中单元这种治疗模式治疗脑卒中逐渐在国内兴起。通过我们近两年的尝试，早期康复的介

入可显著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卒中单元不延长住院时间,但却能增加患者存活、生活自理和在家中

生活的比例。卒中单元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减低。通过早期康复能够产生良好的心理作用，增

强患者康复疾病的信心，减少或避免悲观、抑郁、抵触治疗等不良情绪反应，降低病死率，降低医

疗费用。从卒中单元中患者得到的是循证医学评价的系统的最佳治疗和康复，同时能防止与卧床相

关的并发症，由于能提高存活者的生活质量，有效地减少了患者出院后的护理费及社会服务费

用。  

结论 我们还需要解决：恰当处理与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介入科等科室的协作关系，真

正建立卒中患者的绿色通道；后续康复以及家属相关知识的培训；符合国情的各地区合理指南的制

定。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卒中单元，培养具备现代康复医学理论和技术的康复人才，避免大量

的废用综合征、误用综合征、过用综合征，达到现有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仍将是我们长期面临的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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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34 

体外冲击波治疗慢性腰肌劳损急性发作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大为,王焕萍,王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ESWT）对慢性腰肌劳损（Lumbar 

muscles strain）急性发作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2016 年9 月~2018 年 2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腰肌劳损患者 114 例，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7 例，其中观察组予以体外冲击波治疗加推拿治疗，对照组予以电针加推

拿治疗。 

结果 1.治疗后两组 NR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2.两组治疗

后 NRS 评分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8745）。 

结论 体外冲击波对慢性腰肌劳损急性发作的治疗效果不劣于经典的电针治疗，值得临床推广。 

 
 

PU-935 

早期康复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步态的运动学模式的影响 

 
张阳,吴鸣,崔俊才,赵婧,倪朝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全膝关节置换术（THA）是缓解严重骨关节炎症状的成功方法，早期康复训练是加速康复的关

键，但缺乏使用客观手段评价早期康复训练的影响，本研究评估基于早期康复训练对TKA术后步态

的运动学模式的影响，探索 TKA 术后康复量化评价方法。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8 年 2 月，在安徽省立医院骨二科关节中心行首次单膝 TKA 手术的 60

例患者，随机为超早康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早康组在骨科术后常规治疗方案基础上给予围手术

期系统化康复训练（术前康复宣教、术后系统化康复治疗技术及每小时康复管理等综合康复措施，

每天 2 次，每次 30 分钟）和出院康复指导，对照组仅接受骨科术后常规治疗和锻炼。两组分别于术

前和术后 1 个月进行步态分析和功能评估，观察主要结局指标步态运动学改变，次要结局指标HSS

量表和数字疼痛量表(NRS)评分变化。 

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性别、年龄、病程、BMI）、术前步态运动学指标、HSS 评分和 NRS 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主要结局指标：术后 1 个月，早康组分别在站立时间，站

立相占比，步态周期，双支撑时间和步速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次要结局指

标：术后 1 个月，早康组 HSS 评分高于对照组（74.07±6.09 vs 66.48±4.95），NRS 评分低于对照

组（1.69±0.96 vs 2.03±0.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改善 TKA 术后步态，降低术后疼痛，加速术后功能恢复，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通过步态分析来客观评价早期康复训练对 TKA 术后功能恢复的影响。 

 
 

PU-936 

大脑功能重塑在脊髓损伤后运动功能恢复中的作用 

 
侯景明,冉苒,汪琴,刘宏亮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后运动功能障碍是患者致残的主要因素，目前仍缺乏有效

的干预措施。近年来的研究在脊髓损伤致伤机制、细胞移植、抗胶质瘢痕和组织工程等方面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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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进展，但总体上来讲，目前对于 SCI 后运动功能恢复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在当前针对

SCI 局部修复没有太大进展的情况下，本研究拟对脊髓损伤后大脑功能重塑情况进行研究，探讨其

对运动功能的恢复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5 例脊髓损伤患者完整随访资料，根据随访 6 个月后的运动功能恢复情况分为恢

复较好组（共 10 例，其中 ASIA 分级 A 级 1 例，B 级 4 例，C 级 3 例，D 级 2 例）和恢复一般组（共

15 例，其中 ASIA 分级 A 级 7 例，B 级 3 例，C 级 3 例，D 级 2 例），同时选取 25 名年龄、性别

相匹配的健康人对照作为对照组。恢复较好组男 6 例，女 4 例，年龄 37.9±13.9 岁；恢复一般组男

8 例，女 7 例，年龄 35.8± 11.5岁；对照组男 15名，女 10名，年龄 36.5±9.3岁。采用功能磁共振

扫描技术，运用 SPM 软件以及 Rest 软件对比分析三组间 fMRI 数据，分析采用基于种子点的功能

连接方式（FC）来探索患者网络水平的脑功能改变情况。大脑灰质和白质萎缩的区域。运用Pearson

相关性分析探讨脑功能重塑情况与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两组脊髓损伤患者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脑功能重塑模式。恢复一般组的

SCI 患者辅助运动区、运动前区和初级运动皮层的功能连接减弱；而恢复较好组 SCI 患者辅助运动

区、运动前区和初级运动皮层的功能连接增强。脊髓损伤患者 6 个月时的运动恢复率和双侧辅助运

动区的连接强度 (r=0.78,P<0.001) 、右侧辅助运动区和右侧初级运动皮层的连接强度

(r=0.75,P<0.001)、以及右侧运动前区和右侧初级运动皮层的连接强度(r=0.79, P<0.001)均呈正相

关。 

结论 在脊髓损伤早期,由于初级运动皮层结构和功能受损，大脑会招募更多的运动相关脑区(辅助运

动区、运动前区)参与到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中。脊髓损伤后辅助运动区、运动前区和初级运动皮

层之间功能联系越紧密，患者运动功能恢复越好。未来对于脊髓损伤神经功能的修复，我们应该密

切注意大脑的这种功能重塑改变，通过一些神经调控手段（rTMS 或 tDCS）增强辅助运动区、运动

前区与初级运动皮层的功能连接，或许是今后治疗脊髓损伤的一个新方向。 

 
 

PU-937 

大量主动屈伸膝关节对膝关节韧带损伤患者疼痛及 

关节活动度的影响 

 
蔡政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随着膝关节韧带损伤患者比例的不断增多，为寻找更好的治疗效果（进一步减轻疼痛及更容易

扩大关节活动度），特探讨大量大幅度膝关节主动运动在其中的重要性。 

方法 选取 40 例各类型膝关节韧带损伤病人（10 例前后交叉损伤,10 例前后交叉损伤合并内侧副韧

带损伤，20 例前后交叉韧带损伤、内侧副韧带损伤合并关节囊撕裂）[1].，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

各 20 例患者，实验组进行膝关节蜡疗热敷，关节松动术，CPM 训练，股四头肌训练仪肌力训练，

对照组在实验组训练基础上进行关节松动术结合膝关节大量主动大范围屈伸运动。在治疗 0 周，2

周，4 周，6 周，8 周后分别对膝关节疼痛运用 VAS 评分和主被动关节活动度量角器测量进行评定，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对照组VAS评分及主被动膝关节活动度均优于实验组，其中 2周及

4 周后的 VAS 评分降幅较为明显，被动关节活动度进展较主动关节活动度幅度大。 

结果 对照组 VAS 评分及主被动膝关节活动度均优于实验组，其中 2 周及 4 周后的 VAS 评分降幅较

为明显，被动关节活动度进展较主动关节活动度幅度大 

结论 大量大幅度膝关节主动屈伸运动有助于减轻膝关节韧带损伤患者的疼痛，特别是在疾病早期，

有利于扩大关节活动度特别是被动关节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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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38 

沙袋衣负重训练对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研究 

 
陈方川,谢鸿翔,陈琛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沙袋衣负重训练对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患儿随机分为常规组和负重组，每组 30 例，均进行 6 个月康复训练。所有患儿均采

用常规康复治疗，负重组在常规康复治疗中给予穿戴沙袋衣进行训练。分别在训练前和训练后采用

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88）中 D 区和 E 区评分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儿各项指标在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过治疗后，两组评分较治疗前都明

显提高（P〈0.01），且负重组的评分优于常规组（P〈0.05）。 

结论 沙袋衣负重训练可显著提高脑瘫患儿的步行能力。  

 
 

PU-939 

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扁平足预防的疗效观察 

 
陈方川,谢鸿翔,刘翠娟,陈琛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扁平足预防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60 例月龄为 6—8 个月的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干预组，常规组行常规康复治疗，

干预组除行常规治疗外，增加弹簧板上进行足踝训练，5min/次，2 组/次，2 次/天；常规组按常规

康复方法进行训练。 

结果 经过 12 个月康复训练后干预组足印指数明显大于干预组（P＜0.01），足弓指数明显小于干

预组（P＜0.01）。 

结论 早期足踝干预可以有效减少脑瘫患儿扁平足发生，促进脑瘫患儿足弓的发育。 

 
 

PU-94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呼吸与运动相结合的协调 

控制训练的疗效观察 

 
黄丽虹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研究呼吸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呼吸与运动相结合训练对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的疗效观

察。 

方法 选择本院呼吸科自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4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治疗组 20 例、对照组 20 例。治疗组患者进行呼吸与运动相结合的协调控

制训练，对照组采取常规药物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入院前，治疗 2 周，出院后 1 月）的

心率、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Borg 呼吸困难评分、六分钟步行试验距离、Barthel 指数评分。 

结果 治疗组进行呼吸与运动相结合的协调控制训练后，患者心率、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Borg

呼吸困难评分、六分钟步行试验距离、Barthel 指数均较对照组明显改善，以上指标比较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组出院后的活动时间及耐力较对照组明显提高。 

结论 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进行呼吸与运动相结合的协调训练对改善其活动耐力，提高患者日

常生活自理能力，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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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41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性瘫痪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林波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在本院就诊的脑瘫患儿 60 例，分为对照组(n=30)和观察组

(n=30)。对照组采用常规脑瘫康复治疗，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法、推拿按摩、理疗等；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3 个月后对比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88 项粗大运动功能

测试量表(GMFM-88) 的 A、B、C、D、E 能区百分比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GMFM 的 A、B、C、D、E 能区百分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患儿的 GMFM 的各能区百分比均高于治疗前，观察组 GMFM-88 的 A、B、C 能区百分比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脑瘫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能更有效地提高脑瘫患儿的粗大运动

功能。 

 
 

PU-942 

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患者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的疗效 

 
宋桂芹,李欣,戴培,代美玲,周继坤,赵旭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电力医院 

 

目的 探讨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患者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的疗效。 

方法 选择脑卒中后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患者 38 例，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

于治疗前、治疗 4 次后，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评定疼痛程度和简化的 Fugl-meyer 评分法

（FMA）评估患者上肢运动功能以及肩关节活动度。 

结果 显示 38 例脑卒中后伴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患者治疗 4 次后，患者临床症状显著改善，治愈率

13%（5/38），显效率 55%（21/38），有效率 32%（12/38）；治疗 4 次后评估和治疗前比较，患

者 VAS 评分明显改善（P<0.001），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FMA 评分有所改善，（P=0.160），

无统计学意义。患者患侧肩关节活动度评估显示屈曲、伸展和内收，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P<0.001），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肩关节外展、内旋和外旋较治疗前有所改善，（P〉0.05），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应用体外冲击波治疗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 

 
 

PU-943 

任务导向性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宋桂芹,戴培,李欣,赵旭,胡玥,房雅娜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电力医院 

 

目的 探讨以任务导向性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80 例住院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41 例和康复组 39 例。康复组使用任务导向性训练为

主的运动再学习方法进行规范化训练；对照组使用其它传统治疗方法进行治疗；治疗前、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1 个月和 2 个月对患者进行日常生活能力、功能性步行分级、运动障碍和生存质量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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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间性别、年龄、病变性质及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无显著性差异（P＞0.05）；

康复训练前和康复训练两周、一个月后对照组和试验组在日常生活能力、功能性步行分级、运动功

能评估和生存质量总分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康复训练两个月后对照组和试验组在日常生

活能力和生存质量总分方面有显著性差异（P＜0.05），功能性步行分级和运动功能评估总分方面无

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任务导向性康复训练两个月可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及生存质量。 

 
 

PU-944 

同一供体单肺移植术后康复 2 例报道 

 
曾林芳,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观察两例来自同一供体的单肺移植患者进行术后早期物理治疗的疗效； 

方法 对两例单肺移植患者通过呼吸训练、肢体转移与活动、气道廓清等综合康复的物理治疗方法，

用肺功能、血气分析、6分钟步行试验、呼吸困难评分、是否感觉舒适来评估患者术前术后的差异。 

结果 患者肺移植术后在以上指标上均较移植前有改善，未出现术后并发症，术后恢复满意。 

结论 早期物理治疗可以促进肺移植患者的恢复。 

 
 

PU-945 

体外冲击波结合关节松动术对创伤性膝关节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唐超平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结合关节松动术对创伤性膝关节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54 例创伤性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 , 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28 例) 和对照组(26 例)。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体外冲击波治疗。比较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患膝关节活动范围 (ROM)、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 评分及美国特种外科医院量

表 (HSS) 评分。 

结果 治疗 4 周后, 两组患者患膝 ROM 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P<0.05)。治疗后观察组膝关节 ROM 治疗总有效率为 100.0%, 与对照组的 96.2%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4 周后, 两组 VA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 且观察组 VAS 评分低

于对照组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 , 两组 HSS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 , 且观察

组高于对照组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创伤性膝关节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中结合应用体外冲击波能够取得更好的疗效, 加快患者

的康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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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46 

垫上运动训练对不完全性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平衡功能 

的疗效观察 

 
熊攀,张韬,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观察不完全性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应用坐式平衡垫进行平衡功能训练效果，探讨垫上运动训

练对其改善平衡功能及步行功能临床疗效的影响。 

方法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于康复医学科住院的患者中，选取 40 例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

伤患者（ASIA C-D 级），随机分组为垫上运动组（n=20）与对照组（n=20），两组患者均进行脊

髓损伤常规康复训练，垫上运动组则在对照组训练基础上增加坐式平衡垫上运动训练，每日 2 次，

每次 20 分钟，每周训练 5 日，两组患者进行 6 周训练；训练前后应用 BBS（Berg 平衡功能量表）、

TCT（躯干控制功能测试）及 WISCI-II（脊髓损伤步行指数 II）对两组患者进行平衡功能及步行能

力比较分析。 

结果 训练前，垫上运动组与观察组患者 BBS 评分、TCT 评分、WISCI II 评分相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6 周训练后组内比较：两组患者 BBS 评分、TCT 评分、WISCI II评分较训练前

均有所提高（P＜0.05）；6 周训练后组间比较：垫上运动组 BBS 评分 [76.24±9.16 分 ]、

TCT[84.31±6.91 分]、WISCI II[10.62±5.73 分]较观察组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常规脊髓损伤运动训练与坐式平衡垫上训练均能有效改善不完全性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平衡

功能及步行能力，但在常规训练基础上增加坐式垫上运动训练，更有利于不完全性胸腰段脊髓损伤

患者改善平衡及步行能力，且操作简单方便，值得在临床深化应用及推广。 

 
 

PU-947 

改进的膝关节单髁置换术早期康复计划 

 
牟雷,许华,董信勇 

日照市中医院,山东省,日照市 

 

目的 总结探讨在膝关节全膝置换康复计划的基础上制定的新的康复计划对膝关节单髁置换患者的

康复效果。 

方法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院行膝关节单髁置换术的 11 名患者，其中男 4 例，女 7 例，平

均年龄 62 岁，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疼痛，关节活动受限，肌力减退，步态异常。所有患者实行改

进的单髁置换术后早期（术后一周内）康复计划：术前开始介入心理支持，体能储备，营养改善，

薄弱肌力加强；术后当天即开始体位摆放，并发症的预防，水肿的控制，疼痛的积极处理，床边早

期坐起；术后第一天开始更多的功能康复，进一步加强股四头肌、股内侧肌的肌力练习和膝关节主

被动屈曲活动，改善关节及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促进肿胀疼痛消退的同时增加了膝关节的活动度；

助行器辅助下的早期站立促进膝周力量本体感觉的恢复，行早期步态训练，纠正异常步态，获得早

期步行体验，在康复训练整个过程中关注水肿避免水肿的加重，关注疼痛，遇患者对疼痛不可耐受

及时处理。 

结果 11 例患者的疼痛、水肿、膝关节屈伸角度、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步行能力、患者对手术的

满意程度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结论 改进的膝关节单髁置换术早期康复计划可更好的促进患者的康复，使患者减少并发症，减轻

疼痛、水肿，获得更好的关节活动度与行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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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48 

肌内效贴布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文茂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腰痛中约 85%原因不明，称为非特异性下背痛(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NLBP)，其病因复

杂，治疗方法虽多，但并无特效方法且治愈后复发率高，本研究旨在观察肌内效贴布联合核心稳定

性训练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2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科收治的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

84例，将患者随机分为 2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包括物理因子治疗、药物治疗、核心稳定

性训练；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使用肌内效贴布（以自然拉力行―I‖形贴布）。在治疗前、

治疗 2 周后使用目测类比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定患者的疼痛情况，采用改良

Oswestry 腰痛调查表（ODI）评估患者腰椎功能障碍。两组患者治疗后与治疗前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治疗前后两组患者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数据分析，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对照组 6.77±1.34（分）、实验组 7.00±1.30（分），P＞0.05，

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较性；治疗前两组患者 ODI：对照组 71.15%±11.95%、实验组

71.85%±12.25%，P＞0.05，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较性。两组患者治疗后分别与治疗前比，

P＜0.05，说明两组患者症状较治疗前均改善明显。两组患者治疗后组间比较，VAS 评分：对照组

3.00±1.10（分）、实验组 0.81±0.94（分），ODI：对照组 34.38%±10.91%、实验组 8.84%±6.93%，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肌内效贴布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更有

效。 

结论 常规康复治疗可以有效减轻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症状，提高腰椎功能，但结合肌内效贴布效

果更佳，适合临床推广 

 
 

PU-949 

电刺激引导下 A型肉毒毒素注射在痉挛型脑性瘫痪中的应用 

 
邵银进 

赣州市人民医院,江西省,赣州市 

 

目的 探讨在电刺激引导下 A 型肉毒毒素(BTX-A)局部注射治疗痉挛型脑瘫的疗效。 

方法 共选取30例痉挛型脑瘫患儿，在电刺激引导下采用BTX-A局部多点注射，于治疗前、后采用

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和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GMFM-88)进行评定。 

结果 BTX-A注射 1周后，MAS评分显著降低，并维持至6个月时(P<0.001)。与治疗前相比，注射

1 周后，GMFM-88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3 个月和 6 个月时显著增加(P<0.001)。 

结论 电刺激引导下 BTX-A 局部多点注射治疗痉挛型脑瘫疗效显著。 

 
 

PU-950 

早期干预对中重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影响 

 
吴桂华 

赣州市人民医院,江西省,赣州市 

 

目的 研究早期干预对中重度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患儿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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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治疗的中重度 HIE 患儿 50 例。根据家属自愿选择将 50 例患者中分为干预组 30

例，非干预组20例，正常新生儿作为对照组20例。对干预组及非干预组均按照―九五‖攻关项目HIE

治疗协作组制定的缺氧缺血性脑病治疗方案（试行稿）规范治疗后，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早期干

预治疗，非干预组无早期干预治疗。采用 Gesell 评价神经发育情况，并于 18 月龄时与正常儿童对

照。 

结果 3 月龄时干预组与非干预组 Gesell 评分（DQ）比较无显著性差异；6、12 月龄时干预组各能

区 DQ高于非干预组；18月龄时干预组与正常组各能区比较无显著性差异；干预组及正常组各能区

DQ 均较非干预组明显提高。 

结论 早期干预治疗能够改善 HIE 患儿预后，减少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发生。 

 
 

PU-951 

A 型肉毒毒素对幼龄脑瘫儿童腓肠肌痉挛的影响 

 
蔡志军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 A 型肉毒毒素对幼龄脑瘫儿童腓肠肌痉挛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来我院诊治的 94例腓肠肌痉挛的幼龄脑瘫儿童为研究对象，

将所选患儿按照治疗方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所选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

两组均有患者 47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月龄、病情等一般临床资料的上差异不大，具有可比性。

对照组患儿给予踝关节牵拉、反射性抑制、蜡饼热敷、低频电刺激等治疗 4 个疗程的常规康复训练，

实验组患儿经 GELogiq P5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来进行腓肠肌内外侧头肌腹的定位及注射，在 A 型肉

毒毒素注射的基础上进行 4 个疗程的常规康复训练。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的 1、3、6 个月分别采用改

良式 Ashworth 量表（MAS）、表面肌电图（sEMG ）及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88）分别

来评定两组患儿腓肠肌痉挛的程度、肌张力及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MAS 量化评分及腓肠肌 sEMG 数值均没有明显的差别（P＞0.05），治疗后

两组患儿的 MAS 量化评分及腓肠肌 sEMG 数值均比治疗前有所降低（p<0.05），但实验组患儿均

降低的更明显（p<0.05）。治疗前两组患儿的 GMFM 评分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治疗后两

组患儿的 GMFM 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所升高，但是实验组患儿升高的更明显（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常规康复训练及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注射 A 型肉毒素治疗后幼龄脑瘫

儿童的腓肠肌痉挛程度均有明显的好转，但注射 A 型肉毒素后患者腓肠肌痉挛改善的更明显，特别

是在治疗后3个月后两组患儿间的差距最大。本研究结果还发现治疗前两组患儿的GMFM评分没有

差异；治疗后两组患儿的 GMFM 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所升高，但是实验组患儿升高的更明显。说明

注射 A 型肉毒毒素肉毒素能加速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腓肠肌痉挛的缓解，间接促进粗大运动发育的

改善。因此，康复治疗配合 A 型肉毒毒素注射能够更有效的缓解脑性瘫痪患儿腓肠肌痉挛程度，促

进粗大运动发育。 

 
 

PU-952 

早期康复介入对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的临床疗效分析 

 
何鑫,张伟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的 探讨通过运动能力、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以及情绪等方面来观察早期康复介入对冠状动脉搭桥

术后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2017 年 11 月 204 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后患者，随机交替分

为康复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予术后常规护理、康复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参加有组织的康复程序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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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活动的特别指导训练，术后第 1-2 天开始进行康复程序训练，术后第 7 天进行生活质量评定

及 6 分钟步行试验，比较两组患者健康情况、心理状态、６分钟步行距离。 

结果 经过早期的心脏外科围手术期康复介入，两组患者术后 7 天，生活质量水平（SF-36）和 6 分

钟步行实验比较，实验组 6min 步行试验结果、SF-36 量表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显

著性意义，实验组 6ＨＡＭＤ和ＨＡＭＡ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早期院内的心脏康复干预可以有效增加 6 分钟步行距离，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水

平，值得在临床推广。 

  
 

PU-953 

康复训练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临床疗效 

 
陶蕾,甘子烨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和探讨在肩关节周围炎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实施康复训练对患者临床症状以及肩关

节功能恢复的临床治疗效果情况。 

方法 本研究开始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结束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研究对象的纳入范畴为在此期

间来我院就诊的 90 例肩关节周围炎患者，并根据分组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对患者进行分组，即

对照组 45 例患者，观察组 45 例患者。选择常规治疗方案对对照组患者进行临床诊治，即基础性的

牵引分离、肩关节按摩、灯照等治疗干预；选择康复训练治疗方案对观察组患者进行临床诊治，即

基础治疗外加肩关节及上肢的康复性运动锻炼。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疼痛评分、肩关节活动度

以及日常活动能力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和比较。 

结果 经过一系列临床治疗，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观察组与对照组分

别为 95.56%和 86.67%，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患者疼痛评

分、肩关节活动度以及生活活动能力的对比分析中，观察组患者的评分情况（2.21±0.24，

6.57±1.24，69.15±5.08）显著优于对照组的评分（4.27±0.15，8.78±1.35，56.25±4.98），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肩周炎患者的病程是一个持久缓慢的过程，由于长时间的空调环境下工作与运动的缺乏，导

致颈肩部长期暴露于风寒的侵袭状态下，导致肩部的软组织发生水肿、充血、挛缩、软组织粘连等，

导致肩关节全范围的活动受到限制，影响正常的功能，在肩关节周围炎患者的临床治疗中，选择关

节松动术、活动度的训练以及肌肉的训练等康复训练治疗方案，对关节周围血液的循环具有较好的

促进作用，有利于增加周围组织的营养供应，抑制致痛物质的释放，有利于疼痛缓解，提高关节延

展性，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并能够使得肩关节得到充分的放松，恢复至正常的功能状态，同时也能

够促进生理轴位的运动改善，使其更加符合肩关节正常的生理解剖特点，从而达到松解粘连、改善

痉挛状态的目的，有效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极大地改善患者的关节功能与生活能力，因此，

值得在临床上进行广泛的应用和推广，以便更好的帮助肩关节周围炎患者能够早日康复。 

 
  

PU-954 

核心力量训练结合推拿治疗产后腰痛 60 例临床观察 

 
王昭君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探讨核心力量训练结合推拿治疗产后腰痛的疗效。 

方法 选取 60 例产后腰痛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采用单纯推拿治疗；实验

组 30 例采用核心力量训练结合推拿治疗,分别每天治疗一次，治疗周期为 10d，在实验前后测定患

者 VAS 与 RMDQ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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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结束后,两组患者均有改善，但实验组患者的 VAS 与 RMDQ 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核心力量训练结合推拿治疗对产后腰痛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纯推拿治疗，且该疗法依从性好、

疗效快、副作用少、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955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对不稳定心绞痛急诊 PCI 术后患者 心功能和

运动能力的影响 

 
吕云,范雪梅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目的  探讨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对不稳定心绞痛急诊 PCI术后患者心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60名不稳定心绞痛急诊PCI术后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心脏康复组和对照组各30

名。心脏康复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运动康复训练 12 周，每周 3 天，每天 40 分钟；对照

组只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的内容包括：热身训练 10分钟，有氧训练20分钟，整理活动10

分钟。测定两组患者 12周前后的血压、心率、血压心率乘积、峰值心率、峰值代谢当量METs、主

观感觉疲劳程度(RPE)、6 分钟步行试验、1 分钟心率恢复、左心室射血分数并进行比较。探讨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对不稳定心绞痛急诊 PCI术后患者心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结果 1.心脏康复组和对照组在 12 周运动康复前后安静状态下血压、心率、血压心率乘积均无显著

性差异，P>0.05。 

2.心脏康复组 12 周运动康复后峰值心率、峰值代谢当量、6 分钟步行试验、运动负荷试验 1 分钟心

率恢复次数、左心室射血分数较前增加、主观感觉疲劳程度较前降低且有显著性差异，P<0.05。 

3.对照组实验前后峰值心率、峰值代谢当量、主观感觉疲劳程度、6 分钟步行试验、1 分钟心率恢

复、射血分数均未见显著性差异，P>0.05。 

4.心脏康复组与对照组 12 周运动康复后相比，康复组峰值心率、峰值代谢当量、6 分钟步行距离、

运动负荷试验1分钟心率恢复次数、左心室射血分数较对照组明显增加且有显著性差异P<0.05。主

观感觉疲劳程度较对照组降低且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可以提高不稳定心绞痛急诊 PCI术后患者的心功能和运动能力。 

 
 

PU-956 

传统盲法针刀松解术在肩周炎治疗中定位及操作准确度的 

高频超声观察 

 
陈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目的 采用高频超声观察传统盲法针刀松解术在肩周炎治疗中定位及操作中的准确率，对可能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益的建议。 

方法 选取针刀治疗肩周炎时常用的 4 个位点进行盲法操作，采用高频超声对进针点定位及施针操

作过程进行观察。 

结果 徒手定位进针点的准确率高，可达100%。在施针操作过程中，肱骨小结节点及三角肌下滑囊

点进针操作准确率高均较高，分别为 45.23%和 95.23%。但喙突点和肱骨结节间沟点的进针操作因

深度及方向欠准确导致准确率偏低，分别为 45.23%和 4.76%。 

结论 结论 临床中针刀可视化操作受时间、技术的限制并不容易实现。建议借助高频超声这种可视

化操作辅助设备进行针刀盲法操作技术的培训，可能对操作准确度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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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957 

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分娩新生儿骨密度现状 

 
洪梅,李亚辉,凌俊,黄琳,陆明旭 

广西江滨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分娩新生儿骨密度的现状及特点。 

方法  选择患有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分娩的新生儿作为观察组（ 42 例），又根据其出生体重分为巨大

儿组（20 例）和正常体重组（22 例）；选择健康产妇分娩的新生儿作为对照组（40 例）。检测并

对比各组新生儿的出生体重、血钙、血磷、血碱性磷酸酶、骨密度水平。 

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的出生体重、血磷、血碱性磷酸酶等水平高于对照组，而血钙、骨密度水平低

于对照组（P<0.05）。巨大儿组新生儿的出生体重高于其他两组，但正常体重组新生儿的出生体重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巨大儿组和正常体重组新生儿的血磷、血碱性磷酸酶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而血钙、骨密度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5）。 

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分娩的新生儿骨密度偏低，其可能与出生体重无关。 

 
 

PU-958 

脊髓损伤患者家属焦虑状况调查分析 

 
詹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讨论脊髓损伤患者家属的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2017 年 2 月-2018 年 2 月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 84 例脊髓损伤患者的家属进行问卷调

查，将 SAS 得分与国内常模比较，并对可能引起家属焦虑的因子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脊髓损伤患者家属 SAS 得分为（36.62±0.87）分，高于国内常模(P<0.05)；患者家属因年龄、

患者是否为主要劳动力、损伤节段 3 项因素是患者家属 SAS 得分升高的危险因子（P<0.05），且

这三项因素均会增加患者家属焦虑情绪。 

结论 脊髓损伤患者家属存在明显的焦虑情绪，且明显受到年龄、患者是否为主要劳动力、损伤节

段 3 项因素的影响。 

 
 

PU-959 

神经松动术对腰椎管减压术后早期感觉障碍残留的疗效观察 

 
叶济灵,蔡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观察术后早期施行神经松动术对对腰椎管减压术后残留感觉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纳入腰椎间盘突出征行腰椎管减压术后残留有感觉障碍，如麻木、疼痛等症状患者 55 例，分

为滑动手法组 20 例、牵张手法组 18 例、对照组 17 例。滑动手法组给予神经滑动技术治疗，牵张

手法组给予神经牵拉技术治疗，对照组不进行神经松动术治疗仅完成常规术后物理治疗。采用视觉

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疼痛和感觉障碍的严重程度。 

结果 术后第 1、3、5 天，滑动手法组和牵张手法组感觉障碍 VAS 评分显著低于同时间的对照组

（P<0.01）。 

结论 神经松动术对腰椎管减压术后患者早期残留有感觉障碍的恢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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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60 

体外反搏治疗急性重症病毒性脑炎的疗效观察 

 
唐亮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以体外反搏为主的康复手段，治疗急性重症病毒性脑炎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康复科就诊的 42 例急性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按照

家长治疗意愿分成两组，其中治疗组 21 例，对照组 21 例，两组患儿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一个月和三个月后，分别对临床疗效进行评估和比较。 

结果  两组患儿平衡能力总有效率（显效率与有效率之和）分别为 85.7% 和 57.1 % ，以及 95.2% 

和 66.7 %,  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χ2=4.20，P<0.05，χ2=5.56，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

照组（急性期更显著）；两组患儿 GMFM 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GMFM（E 功能区评分比较）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非常显著（t=7.38，P<0.01，t=22.22，P<0.01），治疗组肢体运动功能改善明显优于

对照组。两组治疗后意识障碍均有所改善（P<0.01，P<0.01），而治疗组治疗后意识障碍程度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非常显著（t=6.97，P<0.01，t=9.51，P<0.01），治疗组意识障碍改善明显优于对照

组（急性期更显著）。 

结论 以体外反搏为主的早期康复治疗对急性重症病毒性脑炎患者促醒及运动功能恢复有一定临床

意义，值得推广。 

 
 

PU-961 

核心稳定训练结合闭链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 

运动功能和本体感觉的影响 

 
张学慧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核心稳定训练(Core Stability TrainingCST)基础上的下肢闭链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恢复

期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和本体感觉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80例初次发病的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所有患者均进行 8 周基础康复（常规康复+CST），对照组在基础康复上进行 8 周开链模式训

练，治疗组在基础康复上进行 8 周闭链模式训练。治疗前后分别采用等速肌力测试仪分别对患者腰

椎及患肢膝关节的功能行相对峰力矩（peak torque/body weight,PT/BW）、平均功率（average 

power,AP）、本体感觉评估；采用 Fugl-Meyer 评分表(Fugl-Meyer assess-ment, FMA) 评估患者

下肢运动功能，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评估患者平衡功能。 

结果 连续治疗 8 周后，2组患者腰椎、膝关节的 PT/BW、AP 值、本体感觉相比治疗前均得到明显

改善(P＜0.05)，但相比之下治疗组改善更为明显(P＜0.05)；2组患者的 FMA及 BBS 评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提高(P＜0.05)，但治疗组改善更明显(P＜0.05)。 

结论 采用基础康复上的闭链等速肌力训练方式能明显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和本体

感觉，是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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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62 

下肢闭链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肌肉功能及 

步行能力的影响 

 
张学慧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下肢闭链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肌肉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60例初次发病的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采用 Bobath 为主的神经发育疗法，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偏瘫下肢闭链肌力训练，训

练模式为普通等速离心/离心模式，连续治疗 8 周，每周治疗 3 次。治疗前后分别采用等速肌力测试

训练仪的峰力矩（peak torque,PT）、相对峰力矩（peak torque/body weight,PT/BW）、屈膝肌峰

力矩与伸膝肌峰力矩比值（Hamstring/quadriceps ,H/Q）、总功率（total work,TW）、平均功率

（average power,AP）对患肢肌肉功能情况进行分析；利用 30CST（30s Chair-Stand Test）、TUG

（Time-Up-and-Go）评价患者步态、步行能力。 

结果 连续训练 8周后，2 组患者膝关节伸屈肌肌肉功能评定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相

比对照组，治疗组提高更明显(P＜0.05)。TUG 结果提示两种治疗方式都可以改进患者步行能力(P

＜0.05)，但治疗组效果更明显(P＜0.05)。30CST 结果显示，两种治疗方式在治疗后都无明显改变

(P＞0.05)。 

结论 采用闭链等速肌力训练方式能明显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下肢肌肉功能和步行能力，是脑卒中

患者康复治疗的新选择。 

 
 

PU-963 

集体合唱对脑卒中后抑郁治疗的影响 

 
凌泽莎,李蓓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集体合唱对脑卒中后抑郁治疗的影响。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将病程在 6 月～12 月，无言语功能障碍，经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评估，有脑卒中后抑郁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都给予药物治疗和

常规康复训练,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辅以集体合唱治疗，每周 2次，合唱曲目选择脍炙人口，简单易学

曲目。治疗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比较 (P>0.05)，治疗后组间对比，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组内治疗前后对比(P<0.05)；研究组临床疗效为 96%，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80%，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卒中后抑郁患者采用集体合唱方式的音乐治疗，可明显降低患者 HAMD 评分，改善卒中后

抑郁情况，临床效果明确，值得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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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64 

针刺联合运动想象疗法对脑卒中偏瘫肢体运动功能影响 

 
李蓓

1
,凌泽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2.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针刺联合运动想象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60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 3组，对照组(常规康复疗法)20例，观察组(在常规康复基础

上予运动想象疗法)20例，实验组(常规康复治疗同时予针刺结合运动想象疗法)20例。3组治疗前和

治疗 8 周后分别予偏瘫侧 Brunnstrom 分期、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FMA)、改良 Barthel 指数

(MBI)评定。 

结果 对照组、观察组和实验组治疗前 Brunnstrom 分期 、FMA、MBI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

治疗 8 周后 Brunnstrom 分期 、FMA、MBI 明显高于治疗前(P<0.01)，实验组 Brunnstrom 分期、

FMA、MBI评分差值均高于观察组和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针刺结合运动想象疗法治疗加快促进脑卒中后偏瘫肢体运动功能恢复，其效果优于常规治疗

结合运动想象疗法，能明显提高患者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值得临床推广。 

  
 

PU-965 

基于“弓弦力学”理论应用体外冲击波治疗足底筋膜炎 

的临床疗效观察 

 
段好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基于―弓弦力学‖理论应用体外冲击波治疗足底筋膜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足底筋膜炎患者 3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8 例。观察组基于

―弓弦力学‖理论给予体外冲击波治疗，对照组按照传统方法给予体外冲击波治疗，1 次/周，共 4 周。

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和 4 周后采用 VAS、AOFAS 评分评估 2 组患者的足部疼痛和功能。 

结果 治疗 2 周和 4 周后，2 组患者的 VAS 和 AOFAS 评分较组内治疗前均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且治疗 2 周后，观察组的 VAS 评分和 AOFAS 评分分别为(3.81±0.92)分和

（81.51±12.32）分，显著优于对照组的(4.93±1.18)分和（74.66±11.5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4 周后，观察组的 VAS 评分和 AOFAS 评分分别为(1.04±0.53)分和（92.42±12.95）

分，显著优于对照组的(2.85±0.84)分和（82.13±11.9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弓弦力学‖理论应用体外冲击波治疗足底筋膜炎，较传统的冲击波治疗方案，能更有效地

缓解患者的症状。 

 
 

PU-966 

悬吊治疗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肩袖损伤疗效的观察 

 
魏袁晔 

杭州市中医院 

 

目的 探讨悬吊治疗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肩袖损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来我针灸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的肩袖损伤患者 40 例，均符

合临床症状和体征，肩关节 MRI检查显示肩袖损伤。40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各 20 例，观察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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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8 例女 12 例，年龄（50.01±6.15）岁，病程（3.23±1.22）月；对照组患者男 6 例女 14 例，年

龄（48.34±7.23）岁，病程（3.57±1.35）月。2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给与常

规康复治疗并配合悬吊治疗，对照组仅进行相同的常规康复治疗。常规康复训练，①软组织松解：

患者仰卧位躺于治疗床，对其喙突周围韧带施平行方向松解，胸大肌，胸小肌，肩胛下肌进行垂直

方向手法松解，治疗时要保证患者处于肌肉放松状态，治疗时间 10 分钟/次，强度以患者可以忍受

为宜，每天治疗 1 次，一周五次。②关节松动术治疗，患者仰卧躺于治疗床，进行肩关节分离牵引，

长轴牵引，前后向滑动，后前向滑动，治疗时间为 15 分钟/次，每天 1 次，一周 5 次，手法强度在

患者无痛范围内。③肩关节主动运动训练：以肩关节中肩胛胸壁关节的活动控制为主，具体操作为

患者仰卧，上臂前屈 90 度，双手握一体操棒，做上肢向前伸出的动作，治疗师在体操棒上施加适

当压力，保持 5 秒后慢慢回到起始动作，一次 5 组，一周 5 次。④等长肌力训练，固定患者的肩关

节，进行内收，外展，内外旋等姿势的等长肌力训练，以提高肩关节周围肌群的肌肉力量，每次

15分钟，每天一次，一周 5次。观察组在以上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进行悬吊治疗，具体为：患者

侧卧位将患肩置于上方，手臂悬吊与SET悬吊装置的悬吊点，治疗师控制患肩的肩胛骨，并做肩胛

骨前伸，后缩等的控制练习；相同体位下进行无痛范围的主动关节活动训练。悬吊训练每次 15 分

钟，每天 1 次，一周 5 次。2 组在治疗前后进行肩关节活动度（ROM）评定,测量患者前屈，后伸，

内收，外展，内旋，外旋的关节活动度。 

结果 治疗 6 周后，2 组患者肩关节活动度均较治疗前明显增加（p<0.05），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悬吊治疗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肩袖损伤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可以更好促进患者的恢复，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PU-967 

微信平台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陈良华,刘刚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微信平台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ACLR)患者

康复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我院 85 例 ACL 损伤并行重建术患者，分为试验组（n=43）和对照组（n=42），对照组

给予常规康复干预，试验组同时加入微信平台。对比两组患者术后 1 周、5 周的 Lysholm 膝关节评

分量表(Lysholm Knee Score, LKSS)和视觉模拟评分表(Visual Analog Scale, VAS)检测治疗效果。 

结果 术后 5 周两组患者的 LKSS 和 VAS 结果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前与术

后 1 周、术后 1 周与术后 5 周的 LKSS 和 VAS 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1）。 

结论 微信平台的建立可以明显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促进其膝关节整体功能的恢复，值得临床

推广和应用。 

 
 

PU-968 

局部振动治疗联合关节松动术治疗手外伤后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闫兆红,李志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局部振动治疗联合关节松动对手外伤后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选取2017 年 9 月一 2018 年 2 月在吉大一院康复科治疗的手外伤患者 20例，手指肌腱断裂修

复术后15例，手指骨折克氏针固定4例，复合伤1例，按就诊顺序单数为治疗组，偶数为对照组，

于术后 4 周开始康复训练，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包括关节松动术，治疗组在关节松动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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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局部振动治疗，分别于治疗后2周、4周、8周进行手总主动活动度（TAM）、手功能（CARROLL）、

Barthel 指数评定 ADL 能力。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后各项评定指标较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8 周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尤其治疗 8 周后差异更明显。 

结论 手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包括肌腱损伤、骨折、神经损伤、肌肉血管损伤，术后疼痛肿胀粘

连是常见并发症，严重影响手功能的恢复，局部振动联合常规关节松动术，能明显改善手部关节活

动度，提高手功能及 ADL 能力，但统计病例数较少，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PU-969 

电针结合个体化健康教育对乌干达慢性下背痛患者 

短期影响的临床研究 

 
潘雷

1
,武若雯

1
,李川雄

1
,包译

1
,周莹

1
,秦冬冬

2
,Susan Nalwadda

3
 

1.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2.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3.中乌友好医院 

 

目的 了解电针结合个体化健康教育对乌干达慢性下背痛患者的短期治疗效果。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间在中乌友好医院就诊的 119 例乌干达坎帕拉当地慢性下背痛

患者随机分为电针组、个体化健康教育组、电针结合个体化健康教育组及常规治疗组分别进行干预，

电针组给予电针干预；个体化健康教育根据调查内容判断患者主要病因及危险因素，采取一对一的

方式，通过谈话及图片、文字等形式进行个体化的教育及功能锻炼的指导；电针加健康教育组使用

电针配合个体化健康教育；常规组采用当地常规的医疗方式给予药物或欧式按摩干预。治疗前及治

疗 4w 后分别采用 VAS、MODI量表对各组患者进行评测并分析四种治疗方法的差异。 

结果 四组前后对比，VAS、MODI评分均较前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组间对比，电

针加个体化健康教育组的 VAS 评分较常规治疗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MODI评分虽数据上呈

现更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与其他三组相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电针结合个体化健康教育在 4w内的短期治疗后可以明显改善乌干达黑人 cLBP患者的 VAS、

MODI评分，较常规治疗组可明显改善疼痛，但对功能障碍的改善不明显。 

 
 

PU-970 

神经平衡疗法对脑瘫儿童情绪调节的疗效观察 

 
周顺林,梁树影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通过临床观察神经平衡疗法对脑瘫儿童情绪调节的研究。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科住院脑瘫儿童，均经头颅 CT 或 MRI证实符合我国小儿脑瘫诊断标准的 40 例

患者，经问卷调查发现，每位患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心理问题，其中包括害怕陌生环境、害怕

陌生人、参与活动能力差。40 例患儿随机分为 2 组，康复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康复组制定神经平

衡疗法为核心的训练方案，制定训练计划时注重儿童的情绪心理及兴趣爱好，将其融入康复训练中。

对照组只进行常规的康复训练，治疗时间为一个月。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问卷调查结果为（Ｐ＞0.05）无统计学意义；治疗一个月后患儿问卷调查结果

组内比较与组间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Ｐ＜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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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神经平衡疗法对患儿进行治疗，对患儿情绪调节具有正向意义。 

 
 

PU-971 

综合运动疗法对脑卒中后膝关节过伸的疗效观察 

 
赵会爽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通过综合运动疗法观察对脑卒中后膝关节过伸的疗效 

方法 选择 60 名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我康复科住院费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30

例）和实验组（60 例），对照组只采用早期分离与抗阻训练，包括坐位，仰卧位，侧卧位，俯卧位，

侧卧位下对膝关节分离运动强化，包括（髋、膝、踝关节的分离抗阻训练。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增加了胫前肌和小腿三头肌电疗，主动踝背屈训练，平衡板上前后运动，下肢的药浴熏洗，配合

针刺治疗循配合针刺治疗。疗程是一个月。治疗前后进行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结果 治疗前患者各评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组内比较和组间比较均有不同程度

的改变，前后对比得到改善（P＜0.05）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综合的康复运动疗法更有利于脑卒中患者的膝过伸的改善。 

 
 

PU-972 

呼吸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 

 
陈晨,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研究进行早期呼吸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早期脑卒中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40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

观察组除常规康复训练以外再辅以呼吸训练治疗。在训练前后均进行肺功能及血氧饱和度检测并记

录,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一秒呼气流速(FEV1/FVC),呼气峰值流速(PEF),动脉氧分压(Pa O2)、动

脉血氧饱和度(Sp O2);观察两组治疗一月前后 Barthel 指数(MBI)ADL 能力(ADL)评定、健康调查简

表(the MOS 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生存质量评定。 

结果 通过 1 个月的训练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FVC、FEV1/FVC、PEF)、血氧指标(Pa O2、Sp 

O2)、MBI、SF-36 评分较治疗前均得到明显改善(P<0.05),且训练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脑卒中患者在康复过程中，更多的注重肢体功能的恢复来提高日常生活能力，而忽视了肺功

能降低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忽视了呼吸训练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照实验证明，呼吸训练联合

常规康复训练可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肺功能、ADL 能力以及生存质量，对临床提高脑卒中患者肺功能

和日常生活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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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73 

家庭康复指导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观察 

 
郝晓英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探索家庭康复指导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上肢七级功能评定中为三级的患者分为 A,B 两组,每组各 30 例，A 组为观察组，患者

在日常康复训练之余给其安排相应的课后家庭训练项目（1.擦桌子训练，要求肘关节伸直上肢最大

范围活动，时间为 15分钟，一天三次 2.用健侧帮助患侧模拟进食训练，一天三次，每次 20分钟 3.

患侧上肢左右取物、放物训练，一天三次，每次 20 分钟），并叮嘱患者在吃饭，洗漱，穿衣等日常

生活中加强对患侧肢体的使用率。B 组为对照组，患者只进行日常康复训练，在 4 个月后对 A,B 两

组患者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通过 4 个月训练后 Fugl-meyer 及 FIM 的评分较入院时的评分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家庭康复指导训练可以增加患者的训练量，促进患者在家庭及日常生活自理中对患侧肢体的

运用，增强患者的信心，因此进行家庭康复指导训练有利于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及日常生活能力的

提高。 

 
 

PU-974 

肺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 

 
陈彦,吴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评价肺康复训练改善脑卒中患者肺功能的效果。 

方法 系统检索 Cochrane Library、PubMed、ProQuest、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库，收集

肺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RCTs），检索期限为建库至 2017 年 12 月。

训练组采用肺康复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呼吸肌肌力训练、胸式呼吸或腹式呼吸训练，训练方式可采

用或不采用呼吸训练器进行；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结局指标采用用力肺活量（FVC）、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预计值）、第 1 秒用力

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百分比（FEV1/FVC）、峰值呼气流速（PEF）、最大吸气压（PImax）、最

大呼气压（PEmax）、活动耐力和生存质量。由 2 名研究人员单独进行文献检索和数据提取，同时

采用 PEDro 量表和 Cochrane系统评价手册标准进行文献质量评价。若遇分歧，咨询专家后共同作

出决策。使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共纳入10篇文献、591例脑卒中患者，训练组325例，对照组 266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肺康复训练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的 FVC（95%CI=0.53～2.05，P=0.0009）、FEV1

（95%CI=0.16～2.29，P＜0.05）、PEF（95%CI=0.03～0.96，P=0.04）、PImax（95%CI=0.37～

1.00，P＜0.0001）。在改善脑卒中患者的 FEV1/FVC、FEV1%、PEmax 方面，尚未发现肺康复训

练的优势（P＞0.05）。 

结论 实施以呼吸肌训练为主的肺康复训练结合常规卒中康复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吸气肌肌力和肺

功能（肺功能指标暂限于 FVC、FEV1 和 PEF）。肺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的长期疗效、不同处方

的呼吸肌训练模式、对活动耐力和生存质量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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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75 

探讨七级上肢功能训练对脑卒中软瘫期患者的影响 

 
张利芬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探讨七级上肢功能训练对脑卒中软瘫期患者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科首次介入康复治疗的脑卒中软瘫期患者 60 例，按奇偶数随机分为对照组（n=30）和

实验组（n=30），进行七级上肢功能训练指引，改善日常生活能力。对照组 30 例患者按照常规康

复训练治疗，肢体被动运动和上肢肌力、耐力训练。实验组 30 例患者按照七级上肢功能均接受规

范的综合性康复治疗。  观察指标:运动上肢功能运动（Fugl-meyer 量表）、独立日常生活能力（FIM

量表）。训练动作如下: 

一级    改善姿势及保护患手以防止并发症，加强患手意识，让患手放桌上作支持，健手做  功能活

动； 

二级    用患手支撑配合平衡训练，以健手来辅助患手活动，进行擦桌子训练； 

三级   训练独立肌肉的分离运动，进一步的上肢支撑训练，独立肌肉训练，减少强手辅助，肌肉松

弛训练，穿衣时患侧可自行移动配合。 

每周 6 次，治疗 8 周 

结果 经过 8 周的对比治疗，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但实验组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评分改善较对照组更明显。 

结论 参考香港七级上肢运动功能指引，训练目的在于增进手部肌肉控制及日常活动能力。疗程运

合了神经发展技巧及运动再学习之理论。每级设有其治疗重点、训练活动、及配合日常活动的训练。

病人应尽量进行指定的日常活动，以加强训练该动作。有时，患者偏瘫上肢的功能可能介于两者之

间，故须同时进行两级的训练活动。病人有不同的学习能力，治疗师应弹性地改善教授方式，用不

同的促成方法务求令患者易于学习。如一个动作太强（如屈曲），则必须加强训练相反动作（如伸

直）。按照七级上肢功能训练指引治疗，实验组患者可有效减少并发症，促进瘫痪侧上肢的康复，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明显改善，肩膀、手肘能较随意的进食、梳洗、穿脱衣服等，从而提高患者的生

活能力和生存质量。 

 
 

PU-976 

音位对比法对提高听障儿童听觉识别能力的效果研究 

 
贺花兰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目的 探究运用音位对比法帮助听障儿童提高听觉识别能力的效果。 

方法  抽取 40 名听障儿童作为受试者，男女各半，均符合以下条件：①年龄在 3-5 岁；②听力补偿

水平 500Hz-4000Hz 在香蕉图以内；③听觉康复阶段已达到分辨阶段。④采用希一内学习能力测验

中国人常模修订版（学习能力商在 100 ±15）且无其他异常问题。通过音位对比评估了解听障儿童

的声母、韵母音位对比的能力，结合评估结果制定合理的听觉识别分层训练计划，并进行训练。训

练方法有:回顾听力，音节感知,听说结合，组合变化，图片选择，音节变化等。在整个训练过程中

遵循评估—治疗—监控，即 ATM 方法。 

结果 通过训练，声母音位对比测试、韵母音位对比测试分值较之前都有较大提高，听障儿童的听

觉识别能力有很大提高。 

结论 音位对比法能提高听障儿童识别的精确度，提高构音的精确度，促进语音听觉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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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77 

认知行为疗法结合运动发育学训练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连林立,刘笑宇,金兵站,李文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认知行为疗法结合运动发育学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疗效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

制。 

方法 将 60 例于 2017年 6 月~2017 年 10月期间本院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住院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药物、牵引、理疗等常规治疗。观察组配合常规

治疗进行认知行为疗法和运动发育学训练。两组均每天治疗 1 次，一周治疗 5 次，比较不同时间点

患者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和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问卷表（ODI）评分及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 2 周末及治疗后 6 月末，两组 VAS 及 ODI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1）；观察组 ODI评分下降较多，组间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2 周末，观

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 6 月末，观察组 VAS 评分较对照

组明显下降（p<0.05）；且观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认知行为疗法结合运动发育学训练通过重建患者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认知，配合特定的动作

训练，恢复了大脑良好的动作模式；能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和功能水平，提高了临床疗

效，有效防止复发，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PU-978 

基于“上下肢一体化”理念的训练方式对老年脑卒中 

患者的康复疗效观察 

 
孔繁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基于―上下肢一体化‖ 理念的训练方式对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住院部 30 例患者，符合以下标

准：1.首次发病 2月内； 2.年龄 60—75岁，体重小于 80KG；3.无认知障碍，可完全配合康复治疗。

将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两组均进行基础康复治疗，包括神经营养药

物、神经发育疗法、传统中医治疗、必要的矫形器应用等；观察组在治疗时采用―上下肢一体化‖理

念完成训练，如站立良肢位、行走良肢位等。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4周后采用Berg平衡量表和日常

生活能力量表（ADL）对患者平衡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对其功能改善情况进行分

析，用 t 检验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经过 4 周康复治疗，两组患者训练后平衡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显著高于组内治疗前（p

＜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平衡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均有显著差异（p＜

0.05）。 

结论 采用―上下肢一体化‖理念的训练方式，能更有效的改善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平衡能力和生活自理

能力，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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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79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康复治疗随机对照研究 

 
杜青,周璇,孙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研究证实，大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存在运动发育落后的风险，但该领域有关的运动疗法研

究十分匮乏。本研究旨在确定家庭康复治疗对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运动功能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为评估者盲、随机对照研究。研究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开展。招募 87

名即将开展介入手术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随机分配至干预组（45 名) 、对照组（42 名）。干预组

进行家庭康复训练，对照组只接受康复教育。采用Peabody运动发育量表第 2版评估两组患儿的粗

大运动商、精细运动商和总运动商。 

结果 对照组患儿平均 31.2 ± 17.3 个月（女 27 名，男 15 名），干预组患儿平均 27.0 ± 16.9 个月

（女 30 名，男 15 名）。治疗前，对照组和干预组的粗大运动商分别为 91.8±6.6、90.3±6.2，对照

组和干预组的精细运动商分别为 97.9±8.5、95.8±6.3，对照组和干预组的总运动商分别为 93.9±7.0、

91.8±5.8，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对照组和干预组的粗大运动商分别为 92.1±6.7、

96.2±6.0，对照组和干预组的精细运动商分别为 99.5±7.3、103.8±6.3，对照组和干预组的总运动

商分别为 94.7±6.4、99.0±5.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开展家庭康复训练可提高患儿的粗大运动商、精细运动商和总运

动商。 

 
 

PU-980 

先天性肌性斜颈并发运动发育落后的研究 

 
周璇,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先天性肌性斜颈（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lis，CMT）是儿童较为常见的一种颈部先天性

畸形，是由一侧胸锁乳突肌纤维化、挛缩所致的头颈部偏斜、功能受限。现有的研究发现姿势性斜

颈可能是运动发育落后的高危信号，但很少有相关文献进行 CMT 并发运动发育落后的研究。本研

究的目的是调查 CMT 并发运动发育落后在 CMT 患儿中的发生率。 

方法 应用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s-Second Edition，

PDMS-2）对 54 例平均年龄 8.50±6.76 个月（2~27 个月）的 CMT 患儿各运动能区的发育水平进行

评定。PDMS-2 是一套婴幼儿运动发育评估量表，由 6 个亚测验组成，包括反射、姿势、移动、实

物操作、抓握和视觉-运动整合等，共 249 项。测试结果最终以粗大运动发育商（GMQ）、精细运

动发育商（FMQ）来表示，发育商分数越高代表运动能力越好，正常值为 90~110，低于 90 表示运

动发育落后。 

结果 54 例 CMT 患儿中，粗大或精细运动发育落后的占 37%。其中粗大运动发育落后的占 33%，

精细运动发育落后的占 11%，精细运动发育落后的占比显著低于粗大运动发育落后占比（P＜0.05）；

CMT 患儿的 GMQ（94.48±9.69）显著低于其 FMQ（98.70±8.26）（P＜0.01）；不同性别、不同

受累方向的 CMT 患儿 GMQ、FMQ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37%的 CMT 患儿存在运动发育落后；CMT 患儿存在粗大运动发育和精细运动发育的分离，

粗大运动可能落后于精细运动。因此，医务工作者在对 CMT 患儿进行检查和治疗时应关注患儿的

运动发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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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81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本体感觉与功能性动作表现特征 

 
陈楠,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本研究欲评估特发性脊柱侧凸青少年主动完成脊柱目标角度的复位任务时的脊柱位置觉功能，

包括复位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以及特发性脊柱青少年的完成基本动作的动作模式特征，为完善临床

评估和干预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纳入 35 名特发脊柱侧凸青少年和 13 名健康同龄青少年分为 AIS 组和对照组。用相同的脊柱

本体感觉测试和功能性动作测试评估两组受试者。比较两组的脊柱本体感觉指标（颈椎和躯干），

包括平均绝对复位误差和变异误差，以及功能性动作测试评分，包括原始评分和最终评分。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和非参数检验分析两组各指标之间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法分析 AIS 组受试者 Cobb

角度与本体感觉指标和功能性动作测试得分的相关性。 

结果 1）颈椎本体感觉指标显示，AIS 组在右侧屈和右旋转方向的复位能力低于对照组（p < 0.05），

AIS 组在侧屈和旋转方向上的复位能力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p < 0.05）且表现劣侧与对照组相应指

标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2）躯干本体感觉指标显示，AIS 组在屈曲和右侧屈方向的复位能

力低于对照组（p < 0.05），AIS 组在侧屈和旋转方向上的复位能力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p < 0.05）

且表现劣侧与对照组相应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除左侧屈，其他方向的躯干主动复位的

变异误差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3）功能性动作测试结果显示，AIS 组躯干稳定俯

卧撑原始得分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其他项目上，AIS 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不良

但原始的分与正常对照组无差异；4）相关分析显示，Cobb 角度与脊柱本体感觉及功能性测试最终

得分无明显线性相关关系（ρ<0.4,p < 0.05）。 

结论 1）特发性脊柱侧凸青少年具有低于健康同龄青少年的脊柱位置觉功能，脊柱位置觉在额状面

和水平面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2）特发性脊柱侧凸青少年在完成基本动作模式中表现为不同程度代

偿动作和功能不良，躯干稳定俯卧撑是患者最薄弱的动作；3）Cobb 角测量结果不能预测脊柱本体

感觉评估结果和功能性动作测试筛察结果，建议临床人员采用脊柱本体感觉测试和功能性动作测试

评估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感觉与运动模式。 

 
 

PU-982 

功能性构音障碍儿童声母遗漏矫正的个案研究 

 
赵风云,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通过对一例存在声母遗漏现象的功能性构音障碍儿童进行声母遗漏矫正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探索解决此类患儿构音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为康复实践提供参考。 

方法 以一名来新华医院康复科的四岁的存在声母遗漏现象的特定性构音障碍儿童为例，采用汉语

构音能力测试作为言语构音功能的评估参数。以一对一的言语康复训练为主导，并且与家长进行合

作，配合家庭指导和康复训练。结果：初次评估结果显示声母构音清晰度为10.8%，除b、m、p和

f 这四个声母外，其他声母均存在遗漏的现象。之后对该儿童进行了系统声母遗漏的矫正训练。治

疗频次为一周三次，一次半个小时。在对儿童进行每个声母构音的矫治时采取如下的方法：对儿童

每个声母进行矫治时，首先对该儿童每个声母的发音状况进行系统的分析寻找问题的突破点。其次

针对每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直接的示范给儿童，让儿童有个直观的认识。再次对儿童进行与

构音相关的口部运动训练。最后，进行构音的巩固和强化。同时，在医院一对一的康复训练结束后，

指导家长进行相应的家庭言语康复。在家每天至少进行半个小时的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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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 10 个月的言语康复训练，儿童的声母构音清晰度为 78.26%，跟之前比有了显著的提

高。 

结论 以声母遗漏为主要特征功能性构音障碍儿童，经系统的一对一的言语康复训练和家庭康复辅

助，声母清晰度提高显著。 

 
 

PU-983 

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结合生物反馈治疗对脑损伤偏瘫患儿 

上肢功能的影响 

 
杨晓颜,杜青,靳梦蝶,周璇,谈萌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观察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结合生物反馈治疗疗法对脑损伤偏瘫患儿上肢功能的疗效。 

方法 将符合本研究入选标准的 49 例脑损伤后偏瘫患儿，按就诊先后顺序编号，从随机数字表抽取

数字，奇数列入治疗组（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治疗+肌电生物反馈组，23 例）；偶数列入对照组（26

人）。入组患儿患侧上肢伸腕≥10°，拇指掌侧或桡侧外展≥10°，其余 4 指中任意 2 指的掌指和指间

关节伸≥10°；患侧上肢改良 Ashworth 评分≤2 级，无严重认知障碍，能理解和执行康复训练指令。

上肢未接受过矫形手术，能接受健侧肢体的限制性器具穿戴。两组患儿年龄、性别、发病时间和疾

病种类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2 组患儿均于治疗前、治疗 12 周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评分、Peabody FMQ、WeeFIM 进行评估；入组后 2 组患儿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每天

1 次，每次 1 小时，每周 5次，连续 12 周。治疗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强制性使用运动疗

法及肌电生物反馈疗法。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包括拇指掌侧外展、桡侧外展、腕背伸、対指、对掌

及肩、肘等的关节活动度训练，患侧上肢的功能性活动，如捡珠子、系鞋带、扣纽扣、擦拔木钉、

倒水、书写或画画等；并针对患儿患侧上肢的痉挛及薄弱肌肉给予肌电生物反馈治疗，指导患儿学

会自我放松、自我控制肌肉主动收缩，提高肌肉力量及协调运动能力。治疗前和治疗 12 周后分别

采用改良 Ashworth、Peabody FMQ 评估患儿上肢功能，使用 WeeFIM 评估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 

结果 失访 3 例（试验组 1 例，对照组 2 例），治疗 12 周后，试验组、对照组患儿的偏瘫侧肢体肌

张力改良 Ashworth 评分、Peabody FMQ、WeeFIM 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儿治疗后肌张力 Ashworth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

疗组 Peabody FMQ 改善较治疗前更显著（P＜0.01），两组治疗后 FMQ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WeeFIM 评分治疗组较治疗前改善更为显著（P＜0.01），2 组间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结合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能明显改善脑损伤偏瘫患儿上肢功能，提高其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 

 
 

PU-984 

成人脊柱侧弯的多因素分析 

 
王继先,潘文秀,谢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的 脊柱侧弯是脊柱的三维畸形，严重时可影响心肺功能及脊髓等。儿童脊柱侧弯备受关注，但

很少人关注成年脊柱侧弯及其影响因素。成年脊柱侧弯多由于退变引起，常发生在老年人，但近年

来脊柱侧弯越来越年轻化，影响患者生活和工作。关注并研究成年脊柱侧弯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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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和社会意义。本课题拟研究成年脊柱侧弯与疼痛，25 羟维生素 D3，骨代谢，体重指数，不

良姿势的关系，为成年脊柱侧弯治疗提供依据，并为其预防提供方向。 

方法 本研究收集 2017.3-2018.3 至康复科门诊以颈、肩、腰、膝、腿痛就诊的患者 54 人，年龄在

18 岁以上，排除先天性畸形、青少年脊柱侧弯、既往诊断为 D3 缺乏、脊柱骨折及既往因脊柱侧弯

进行手术治疗的病人。收集基本信息（性别，年龄，体重、身高、职业，不良姿势等）；行脊柱全

长（X-Ray）测定，以 cobb‘s 角>10°确诊为脊柱侧弯；检测骨密度，并测定 25 羟维生素 D3，骨代

谢相关指标。对照组选择因其他疾病就诊的病人，共 54 例。统计因颈、肩、腰、膝、腿痛就诊的

患者中脊柱侧弯的比例，评估脊柱侧弯与体重指数、职业及不良姿势的关系，并测定脊柱侧弯与骨

密度、25 羟维生素 D3，骨代谢的关系。 

结果 因疼痛就诊的病人中 50%以上存在脊柱侧弯或脊柱排列不齐，80%以上长期处于不良姿势位。

与对照组相比，脊柱侧弯患者 25 羟维生素 D3 水平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脊柱侧弯患

者骨密度、骨代谢、体重指数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成年脊柱侧弯可引起颈、肩、腰、膝、腿等不同程度疼痛，与个人不良生活习惯密切有关；

脊柱侧弯可能与 25 羟维生素D3 缺乏存在密切联系，可能是脊柱侧弯的重要靶点；脊柱侧弯与骨代

谢与骨密度无必然联系，与体重指数无明显联系。预防成年脊柱侧弯应纠正不良姿势，定期监测

25 羟维生素 D3 的变化。 

 
 

PU-985 

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Mobilisation 

With Movement）对慢性内侧踝关节疼痛的疗效观察 1 例报告 

 
辛蔚,姜丽,窦祖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研究报道显示 30%的踝关节损伤将发展成为慢性踝关节疼痛并导致运动功能受损，严重的影

响患者的运动功能以及日常生活。大量实验证实，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对急慢性踝关节损伤有

即刻缓解疼痛的效果。研究显示由于慢性肌肉骨骼疼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局部肌肉骨骼的病理变化

以及中枢敏感，即大脑会产生疼痛记忆并发生皮层变化，因此受影响的身体区域中可能会保持疼痛。

本文的目的是观察使用支持性心理干预，对大脑的疼痛记忆进行暗示和改善，并结合 Mulligan 动态

关节松动术对一例慢性内侧踝关节疼痛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一名 51 岁女性患者，有 6 年左侧内侧踝关节损伤以及疼痛历史，无骨折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其

他手法治疗禁忌症。使用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对患者左侧踝关节进行治疗，即足跟稳定后，在

胫骨远端施加前后滑动，同时患者在负重的情况下主动完成背曲、跖曲以及外翻，整个过程保持无

痛。10次动作为一组，每天治疗三组，每周五天连续治疗，持续两周。Mulligan动态关节松动术后

进行 800 米无痛走路训练并在此过程中对患者进行疼痛机制的宣教和言语鼓励支持，鼓励患者在无

痛状态下积极运动。评定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的主动以及被动关节活动度（Range Of Motion），

包括背曲，跖曲，内翻和外翻。并评定在各项活动中最大关节活动度的疼痛 (Visual Analogue 

Scale)。以及无痛状态下 800 米最快速度走路时间。每次评定后 30 分钟进行重复评定。 

结果 两周治疗后患者左踝主动以及被动背曲、跖曲、外翻ROM明显改善。背曲、跖曲以及外翻疼

痛明显降低（分别减 4.5/10，4/10 以及 3/10）。800 米无痛步行时间显著缩短（治疗前：13‘22‗‘；

治疗后 09‘45‗‘）。 

结论 内侧踝关节损伤的慢性疼痛患者在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后，主动以

及被动关节活动度均明显改善，疼痛明显降低、运动功能显著提高。未来需要更大的样本量和更长

时间的随访来探究这种治疗方法的长期疗效。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571 

PU-986 

气压治疗对老年脑卒中卧床患者下肢屈肌张力的影响 

 
叶林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脑卒中卧床患者下肢屈肌张力形成的病因，比较常规治疗加气压治疗与单一传统方

法在预防老年脑卒中卧床病人下肢屈肌张力的效果。 

方法 将我院 2016 年 1 月一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老年脑卒中卧床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40 例)

和对照组(40 例)，两组基础治疗和护理相同。实验组加用气压治疗仪治疗，治疗 2 个月后比较两组

患者的下肢屈肌张力、下肢运动功能。 

结果  肌张力评定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下肢运动功能评分实验组组 (31±4．36)分、对照组

(25±3．95)分，经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 

结论 气压治疗能降低老年脑卒中卧床患者下肢屈肌张力，提高年脑卒中卧床患者的下肢运动功

能。 

 
 

PU-987 

高频胸壁振荡排痰仪与人工叩击防治老年脑卒中卧床患者坠积性

肺炎的前瞻性对照研究 

 
昝明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高频胸壁振荡排痰仪用于防治老年脑卒中卧床患者发生坠积性肺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自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4 月，共纳入 140 例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各70例，分别采用高频胸壁振荡排痰仪与人工叩击进行为期2个月的干预治疗。对两组的相关指

标进行比较。 

结果 HP 患者的体温、血常规恢复正常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 HP 患者的排

痰量也有明显增加，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而两组无 HP 患者的对比中，观察组 2 个月内，

仅 3 例新发 HP，发生率为 6.1%；对照组有观察组 8 例，发生率高达 17.4%，显著高于观察组

（P<0.05）。 

结论 频胸壁振动排痰仪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排痰量，加速HP患者的康复进程，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价

值；同时对于无 HP 者，也具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PU-988 

血清癌胚抗原相关细胞黏附分子 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水平 

变化与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骨密度的关联性分析 

 
邹丽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分析血清癌胚抗原相关细胞黏附分子 1（CEACAM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水平变

化与绝经后骨质疏松（POP）患者骨密度的关联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河南省人民医院 86 例 POP 患者作为观察组，另选同期健康

体检者 8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对比两组血清 CEACAM1、IGF-1 水平、骨密度指标[骨矿物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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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D）、BMD 与同族、同性别年轻人峰值骨量比（T-score）、BMD 与同族、同龄人峰值骨量比

（Z-score）]，并分析血清 CEACAM1、IGF-1 水平与 BMD 相关性。 

结果  观察组血清 CEACAM1、IGF-1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腰

椎、股骨颈 BMD、T-score、Z-score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 Spearman

相关分析可知，血清 CEACAM1、IGF-1 水平与腰椎 BMD 呈正相关（r=0.682、r=0.708，P 均＜

0.05）；与股骨颈 BMD 呈正相关（r=0.723、r=0.669、P 均＜0.05）。 

结论 POP 患者血清 CEACAM1、IGF-1 水平下降，且与骨密度呈正相关，可为临床诊断、评估

POP 程度提供重要依据，利于拟定合理治疗措施，提高临床疗效。 

 
 

PU-989 

不同时机开始康复治疗对 2岁前脑瘫高危儿粗大运动疗效的影响. 
 

洪永锋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了解不同时机开始康复治疗对 2 岁前脑瘫高危儿粗大运动的疗效影响。 

方法 将我院产科、新生儿科、康复医学科有脑瘫高危因素、14 d NBNA<35 分的新生儿作为脑瘫

高危儿纳入。分组：根据患儿开始接受正规康复干预的月龄分为≤3M 组(Ⅰ组)、≤6M 组(Ⅱ组)、

≤12M 组(Ⅲ组)、≤24M 组（Ⅳ组）、家庭康复干预组（Ⅴ组，仅接受家庭康复）。模式：住院（2～

3 周）-家庭（4～6 周）-住院（2～3 周）。干预方法：选择性应用营养神经药物、物理因子、手法、

运动疗法、认知训练、引导式教育、支具及矫形器。评估：（1）分别于患儿 3M 大、6M 大、12M

大、24M 大采用 GMFM-88 检测粗大运动；（2）统计各组住院总时间；（3）统计诊断的脑瘫、运

动发育迟缓例数；（4）统计 2 岁时各等级愈后（优、良、一般、差）例数。 

结果  （1）GMFM：3M Ⅰ至Ⅴ组依次显著增大；6M Ⅰ、Ⅱ、Ⅲ两两组间比较均 P>0.05，其余两

两组间比较均 P<0.05；12M Ⅰ、Ⅱ，Ⅰ、Ⅴ组间比较 P>0.05，其余两两组间比较均 P<0.05；

24M 两两组间比较均 P<0.05，即Ⅰ至Ⅴ组依次显著减小。（2）住院总时间：Ⅲ组最长，Ⅰ、Ⅱ组

其次，Ⅳ组最短，Ⅴ组未住院；Ⅰ、Ⅱ组间比较 P>0.05，其余组间比较均 P<0.05。（3）脑瘫发生

率：Ⅰ、Ⅱ两组分别为 38.1%、29.8%，显著高于Ⅲ组 21.6%、Ⅳ组 12%、Ⅴ组 3.2%。（4）运动

发育迟缓发生率：Ⅰ组 7.1%、Ⅱ组 10.6%均显著低于Ⅲ组 56.8%、Ⅳ组 68%、Ⅴ组 36.5%。（5）

愈后（优良率）：Ⅰ组 88.1%、Ⅱ组 78.7%、Ⅲ组 62.2%、Ⅳ组 48%、Ⅴ组 31.7%，两两组间比较

均 P<0.01。 

结论 （1）具有脑瘫高危因素、14d NBNA＜35 分的新生儿可作为脑瘫高危儿给予及时康复干预；

（2）生后 6M 内即开始的早期正规康复介入或许不能明显降低脑瘫发病率，但可显著降低脑瘫高危

儿 6 月大后运动发育迟缓的发生率；（3）脑瘫高危儿及早进行规范康复干预效果较好，其最佳康复

时机为生后 6 个月内。 

 
 

PU-990 

肘关节骨折超早期康复干预的临床疗效观察 

 
段文秀,吴鸣,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观察肘关节骨折术后超早期康复干预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肘关节骨折患者 50 例，,年龄 12～78 岁，平均 

( 43.67±14.85 ) 岁，分为治疗组 ( n＝35 ) 和对照组 ( n＝15 )。所有患者均采取切开解剖复位内

固定手术治疗，治疗组在术前进行康复理疗及康复宣教，术后第 1 天由治疗师进行康复锻炼，并配

合康复理疗；对照组术前术后均未介入康复，待骨折稳定后自行锻炼。术后第 1 天、出院、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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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24 周分别评定肘关节视觉模拟评分 ( visual analague scale，VAS )、关节活动度 ( range 

of m otion，ROM )、Mayo 肘关节功能评分（Mayo Elbow-Performance Score）。 

结果  VAS 评分：术后第 1 天, 出院、4 周、12 周、24 周 VAS 评分治疗组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P＞0.05 )。肘关节 ROM ：术后 1 天, 出院、4 周、12 周、24 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01 )。Mayo肘关节功能评分：术后 1 天, 出院治疗组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0.05 )，

术后 12 周、24 周治疗组和对照组 Mayo 肘关节功能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1 )。 

结论 肘关节骨折超早期康复干预在不增加患者的疼痛的前提下能有效改善患者肘关节的功能及预

后。 

 
 

PU-991 

下肢智能反馈系统对卒中早期卧床患者改善呼吸功能的应用 

 
金旭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研究下肢智能反馈系统对卒中早期卧床患者改善呼吸功能的应用。 

方法 选取我科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卒中早期卧床患者 55 人，将患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实

验组（n=27）和对照组（n=28），两组均接受相同的常规康复治疗，如：翻身、肢体训练、呼吸训

练、中频电治疗、气压治疗等，实验组 27 人还进行下肢智能反馈系统治疗，对照组 28 人进行普通

站立床治疗。下肢智能反馈系统和普通站立床治疗时的角度设定从 30°开始，每天增加 5°，每天一

次，每次 30 分钟，以患者无不适为度，每周 5 天，持续 2 周。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和 2 周后进行肺

功能检查检测用力肺活量（FVC）、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以及呼吸次数来进行评估呼吸功能。 

结果 在康复治疗前，两组患者 FVC、FEV1、呼吸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 2

周后，两组患者在 FVC、FEV1、呼吸次数上均有明显改善（P<0.01），且实验组改善程度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下肢智能反馈系统对卒中早期卧床患者改善呼吸功能作用显著,值得推广使用。 

 
 

PU-992 

本体感觉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宋建霞 

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本体感觉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共选取 43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23 例，对照组 20 例，两组

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及药物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患侧下肢本体感觉训练，共治疗

4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采用意大利 Tecnobody 公司生产的 Pro-Kin254 型本体感觉定

量测试系统测定患者偏瘫侧下肢本体感觉功能参数，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FMA）评定下

肢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前两周患者本体感觉参数平均轨迹误差(Average trace error,ATE)、测试执行时间(Test‘t 

time execution，TTE)、稳定指数(Stability index,SI）及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FMA）积分无

统计学意义，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上述参数均较治疗前改善，治疗组上述指标改善较为明显，与

对照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体感觉训练可以进一步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恢复，显著提高患者本体感觉功能

和下肢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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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93 

上肢机器人辅助训练对偏瘫肩痛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宋建霞 

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上肢机器人辅助训练对偏瘫肩痛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共选取 4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

药物治疗及康复干预，康复干预包括运动治疗、作业治疗、物理因子治疗等，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进行上肢机器人辅助训练，每次训练持续 20min，每周训练 6 次，共治疗 4 周，分别于治疗前、

治疗 4 周后，采用 MJS 上肢本体感觉测试系统评估两组患者平均轨迹误差值(Average trace 

error,ATE)及测试执行时间(Test‘t time execution，TTE)，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定患者肩痛程度。 

结果 治疗前两周患者本体感觉参数平均轨迹误差值(Average trace error,ATE)、测试执行时间

(Test‘t time execution，TTE)及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无统计学意义，治

疗 4 周后，两组患者本体感觉功能增强，肩痛程度减轻，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较上述指标改善更为

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上肢机器人辅助训练可以改善偏瘫患者肩痛，增强患肩本体感觉功能。 

 
 

PU-994 

导航下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陈春燕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目的  观察导航下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符合条件的我院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的 72 例卒中患者，随机分成导航磁刺激组

（n=25），磁刺激组（n=25）和对照组（n=22）。对照组只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导航磁刺激组接

受常规康复治疗和近红外导航下非患侧 M1 区的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磁刺激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

和没有导航的非患侧 M1 区的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导航磁刺激组和磁刺激组的治疗处方一样，都

为：非患侧 M1 区，1Hz，1200 脉冲，20分钟，每周治疗 6 天，共 8 周。在治疗前后对患者进行评

估，包括患侧上肢 Fugl-Meyer 评分和 Brunnstrom 上肢运动功能评级 

结果  三组治疗后评分都高于治疗前，导航磁刺激组和磁刺激组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导航磁刺激组和磁刺激组的评分都高于对照组，且它们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都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导航下的重复经颅磁刺激有利于卒中后患者上肢功能的恢复，但红外线导航下的重复经颅磁

刺激相对于普通定位的磁刺激目前并无明显的优势，精准治疗需要进一步探究。 

 
 

PU-995 

浅谈精细作业在特殊儿童功能恢复中的影响 

 
赵晓芸 

宁波市康复医院 

 

儿童精细动作训练是特殊儿童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促进儿童手眼协调能力有着重要作

用。精细动作是指手和手指的实际摆弄动作，包括手上的捏的动作、握的动作，屈的动作、旋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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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还有托、扭、拧、撕、推、抓、刮、拨、压、挖、弹、鼓掌、夹、穿、抹、拍、摇。多个领

域研究显示，早期精细运动技能的顺利发育和有效发展可能利于早期脑结构和功能成熟，进而促进

认知系统发展。我们要在儿童的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创造条件让他们进行精细动作训练，从小培养

精细动作的灵活性、准确性，提高手眼协调能力，为将来的生活自理打好基础。本文在研究特殊儿

童发展与行为表现的基础上，针对特殊儿童的身心特点进行精细教育与训练为主要内容上，简要论

述了如何利用精细作业提高特殊儿童的功能恢复能力。包括吸引特殊儿童的注意力，提高特殊儿童

的学习兴趣；促进他们在形象记忆的基础上提高认知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提高认知表达，并发展

特殊儿童动作模仿能力 

 
 

PU-996 

特殊儿童亲子教育康复训练正影响浅析 

 
赵晓芸 

宁波市康复医院 

 

特殊儿童即身心发展上有缺陷的儿童，可以在发现残疾后即进行教育康复训练，使其达到最佳

的康复水平，减少残疾的不良后果，从而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适应社会平等的成员。特殊儿童亲子

教学活动是一种康复教育理念，是一种辅助日常康复教育活动的有效活动形式。通过开展特殊儿童

的亲子教育活动帮助家长建立主人翁意识，激发家长积极合作的态度，参加亲子活动课，观摩康复

活动，了解学习必要的康复手段是促进家长转变不良旧观念的有效途径。对提高特殊儿童的康复教

育质量起着积极作用。我们特殊教育教师应有效地组织开展―亲子教育教学‖这一新颖的教育形式以

改善家长康复儿童的观念、增进亲子关系、促进家园共育从而更好为特殊儿童康复提供有效途径。 

 
 

PU-997 

肺移植术后早期康复治疗对患者心肺功能的影响 

 
邓淑坤,袁鹏,周海琴 

无锡人民医院,江苏省,无锡市 

 

目的  观察肺移植术后早期康复治疗对患者心肺功能及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7 年 6 月-12 月我院肺移植术后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20 例，两组均接

受肺移植术后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由康复治疗师监督进行有氧训练、呼吸训练，3-5

次/周×4 周；对照组自行康复治疗，无人监管。术前及治疗 4 周后评估患者肺功能（FEV1、FVC、

FEV1/FVC）、六分钟步行距离及 ADL(改良 Barthel 指数)。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各项指标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均较治

疗前有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观察组 FEV1、FVC、FEV1/FVC、

六分钟步行距离及改良 Barthel 指数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肺移植术后早期康复治疗有利于提高患者心肺耐力，改善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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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998 

震动疗法联合星状伸展平衡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功能性 

踝关节的影响 

 
崔伟,张盘德,刘震,刘翠华,容小川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佛山市 

 

目的 探讨震动疗法联合星状伸展平衡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功能性踝关节障碍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案以

及功能性踝关节障碍的改善对姿势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5 月在本院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脑卒中功能性踝关节障碍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0 例，2 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功能性踝关节康复训练，治疗组在

此基础上增加震动疗法和星状伸展平衡康复训练，每周 5d，共 4 周。两个分组均在治疗前、治疗 2

周末和治疗 4 周末进行 Berg 平衡量表（BBS)评定平衡功能和星状伸展平衡测试 (Star 

ExcursionBalance Tests，SEBT)。 

结果治疗 4 周后，2 组患者的 BBS 评分和 SEBT 结果均较治疗前和 2 周末时明显提高（P<0.05），

而 2 周末相比治疗前也明显提高（P<0.05），且治疗组结果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震动疗法联合星状伸展平衡训练可以明显的改善脑卒中患者功能性踝关节的障碍和人体姿势

的稳定性，明显改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999 

电针疏密波联合膈式呼吸治疗脑卒中后顽固性呃逆的 

临床疗效分析 

 
李婷,袁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电针疏密波联合膈式呼吸治疗脑卒中后顽固性呃逆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收治我科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后伴顽固性呃逆患者 58例，

随机分为 A 组 20 例（电针疏密波+膈式呼吸、B 组 19 例（电针断续波+膈式呼吸）及 C 组 19 例（毫

针针刺+膈式呼吸。3 组患者均给予相同穴位毫针针刺，治疗时间为 30 分钟/次，1 次/天,共 3 次。

在治疗 3 天前、后评价患者呃逆情况，并计算各组 3 天的好转率及治愈率。 

结果 三组连续治疗 3天后进行疗效观察,观察A组的 3天好转率及治愈率均高于B、C组(P<0.01)。 

结论 电针疏密波联合膈式呼吸对脑卒中后顽固性呃逆有较显著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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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0 

不同高频率的 rTMS 对脑卒中后上肢功能和活动能力 

恢复的临床研究 

 
肖长林

2
,潘翠环

2
 

1.广州医科大学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高频率的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

响。 

方法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9 月将本科 60 例脑卒中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n=21）、B

组（n=20）和 C 组（n=19），分别给予 3Hz、10Hz、伪 rTMS 刺激及常规康复训练，每天 1 次，

每周 5 天，共 10 次。治疗前、后以及一个月后采用 Fugl-Meyer 评定法、上肢主动关节活动度（肩

前屈、肘屈、腕屈，AROM）、改良 Ashworth 评分（肘、腕，MAS）评估上肢运动功能恢复情况，

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估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共 48 例患者完成实验。治疗后和随访，三组 FMA 评分均有提高（P<0.05），A 组和 B 组差

值提高优于 C 组（P<0.017），A 组和 B 组无显著差异（P>0.05）。三组患者肩前屈 AROM 有明

显提高（P<0.05），治疗前后以及随访和治疗前的差值提高 A、B 组显著优于 C 组（P<0.017），A

组和 B 组之前无显著差异（P>0.05）；三组患者肘屈曲 AROM 有明显提高（P<0.05），治疗前和

随访的差值比较，A、B 两组均显著优于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其余差值之间无统

计学意义（P>0.017）；C组腕掌屈AROM无明显变化（P>0.05），A组和B组均有明显提高（P<0.05），

随访和治疗后以及随访和治疗前的差值提高，A 组和 B 组均明显优于 C 组（P<0.017）。在治疗后，

B 组肘屈肌 MAS 评分有明显下降（P<0.05），随访时，三组患者均有显著提高（P<0.05），且 A

组和B组显著优于C组（P<0.017）；C组腕屈肌MAS评分在治疗后和随访时无明显变化（P>0.05），

A 组和 B 组有显著下降（P<0.05），三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17）。三组患者治疗后和随访时，

MBI评分均有明显提高（P<0.05），三组 MBI评分和差值之间无显著差异（P>0.017）。 

结论 1.高频 rTMS 可以降低脑卒中上肢 BrunnstromⅡ-Ⅲ期的患者患侧上肢肌张力，促进上肢运动

功能康复。2.3.高频 rTMS 和常规康复训练均可明显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3. 

3Hz和10Hz的 rTMS对脑卒中后恢复期BrunnstromⅡ-Ⅲ的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康复疗效相近，10Hz

的 rTMS 治疗时间优于 3Hz，推荐临床使用。 

 
 

PU-1001 

胫腓骨骨折引起下胫腓联合分离钢板螺钉内固定术后 6 周专业康

复治疗介入功能恢复效果观察 

 
张彪

1
,梁志军

2
,赵晓伟

1
,郭小志

1
 

1.宁夏第三人民医院 

2.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 

 

目的 探讨胫腓骨骨折引起下胫腓联合分离钢板螺钉内固定术后 6 周专业康复治疗介入功能恢复效

果观察。 

方法 与骨科合作将 2014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胫腓骨骨折引起的下胫腓联合分离踝关

节损伤功能受限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患者术后 6周来参与专业康复治疗指导和术后未参与专业康复

治疗指导的随机原则分为 2 组,各纳入 40 例。对照组治疗方案为骨折术后常规每月来骨科复查，治

疗组治疗方案为术后 6 周经过 4 周专业康复治疗指导（通过康复训练带闭链训练模式、等长和等张

收缩运动形式和 Maitland 关节松动术改善踝关节本体感觉和关节活动度）,比较 2 组骨折引起下胫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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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分离导致踝关节运动功能障碍的功能恢复情况、及恢复时间的长短 ,干预前后患者踝关节

AROM 评定、MMT 量表及步行稳定性及速度测试。 

结果 治疗组踝关节运动功能恢复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踝关节运动功能恢复时长短于对

照组(P<0.05);干预前 2 组踝关节 AROM、MMT、三点步患足减重负重感觉评定结果相近(P<0.05),

干预后治疗组踝关节后患者踝关节 AROM 评定、MMT 量表及步行稳定性及速度测试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骨折术后下胫腓联合分离导致踝关节运动功能障碍通过专业的康复治疗指导的功能恢复效果

确切,可提高踝关节功能恢复水平和缩短功能恢复时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PU-1002 

脑卒中患者早期应用上肢康复机器人对上肢及手功能影响的探讨 

 
仇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目的 探讨上肢康复机器人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训练后上肢及手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确诊的脑卒中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2 组

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则增加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训练前后采用偏瘫手功能评估、改良

Ashworth 分级、 Btunnstrom、MBI、Fugl-Meyer 量表上肢运动功能测试部分等量表评定。 

结果 治疗 12 周后，2 组上肢及手功能恢复情况，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结论 脑卒中患者早期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辅以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能进一步促进脑卒中偏瘫

患者上肢及手功能改善,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PU-1003 

内源性神经递质调控理论方法及应用 

 
孙作东

1
,鲁冰

2
,孙宇婷

2
,王爱丽

1
,董奥博

2
,王文华

2
,孙五一

2
 

1.黑龙江省亚欧脑科学研究院 

2.哈尔滨奥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目的  验证和应用脑细胞激活论。 

方法 应用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神经元退行性变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

症。 

结果 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通过了国家临床试验基地双中心、随机、双盲临床试验，证明仪器安

全有效，特别适用于：1、轻中度帕金森病，可明显改善因此所导致的震颤、僵直、运动迟缓等症

状；2、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症、血管性痴呆，对患者的精神状态、认知行为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

较好的改善作用；3、轻中度抑郁症，可明显改善抑郁、睡眠障碍、焦虑等主要症状；4、脑中风后

遗症、脑血管病性痴呆及脑萎缩，能够激活处于抑制状态脑细胞，调动大脑的潜在能量。 

结论 脑细胞激活论，适用于脑病但又不局限于脑病，可作为创建―物理疾病学‖学科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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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4 

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帕金森病的临床研究 

 
唐强

1
,邹伟

2
,孙作东

3
,李康

4
,孙五一

5
,王文华

5
,邢艳丽

1
,于学平

2
,白晶

1
,滕秀英

2
,侯艳

4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3.黑龙江省亚欧脑科学研究院 

4.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5.哈尔滨奥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目的 评价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商品名：奥博帕金森治疗仪）治疗帕金森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采用双中心、随机、双盲、自身交叉对照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帕金森病患者 22 例，随机

分为 A 组和 B 组进行疗效分析，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组 22 例，基本治愈 0 例，显效 9 例，有效 8 例，无效 5 例。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

分别为 40.91%(9/22)和 77.27%(17/22)。对照组 22 例，基本治愈 0 例，显效 2 例，有效 3 例，

无效 17 例，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9.09%(2/22)和 22.73%(5/22)，治疗组总显效率和总有

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在静止性震颤、僵直、运动迟缓等主要症

状评价中，治疗组组内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对照组组内比较差异无明显改善(p>0.05)；

治疗组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经颅磁电刺激可明显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静止性震颤、僵直、运动迟缓等症状，且使用安

全。 

 
 

PU-1005 

悬吊运动疗法联合神经肌肉促进技术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评价 

 
陈丽娜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脑卒中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多发病，发病后常常遗留各种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偏瘫是脑卒中后最常见的运动功能障碍，脑卒中偏瘫患者是否具有良好的运动控制能力直接关系到

他们的步行能力、独立生活能力和生存质量,是康复治疗的重点、难点之一。 

方法 共选取脑卒中患者 4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常规康复组、悬吊运动组，每组各 20 例。

常规康复组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外，采用神经促进技术进行训练；悬吊运动组除进行常规药物治疗，

神经肌肉促进技术进行训练外，加用悬吊运动疗法。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后 1 月、2 月进行以下评

定：平衡功能评定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简式 Fugl-Meyer 评分

(Fugl-Meyer assessment，FMA)；功能性步行量表(functional ambulation category，FAC)；改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 

结果 2 组患者在治疗后 1 月、2 月，BBS、FMA、FAC、M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

并且以悬吊运动组上述指标的改善幅度较显著，明显优于常规康复组(P<0．01)。 

结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是否具有良好的下肢运动能力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生存质量。

改善步行能力是康复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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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6 

超声波导入复方七叶皂苷钠凝胶治疗肩袖损伤的疗效观察 

 
杨庆宝,邵迴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超声波理疗(ultrasonic therapy)导入复方七叶皂苷钠凝胶配合运动疗法(MTT)及关节松动

术(joint loosening therapy)的综合康复疗法(ULM)对肩袖损伤的疗效。 

方法 采用超声波理疗导入复方七叶皂苷钠凝胶配合运动疗法及关节松动术的综合康复疗法治疗 60

例肩袖损伤病人,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肩袖损伤疼痛患者 60 例，均经 MRI 检

查确诊为部分性肩袖损伤或小型全层性损伤（损伤涉及一条肩袖肌腱或肩袖撕裂处距离直径＜ 

30mm），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 2～8 分，无手术适应证、认知障碍，能清楚表达疼痛程度，

理解治疗师的简单指令并能遵照执行。排除标准：① 合并存在明显影响患侧肩部运动或导致肩部

疼痛的疾病，如肩部骨折、肩关节周围炎等；② 患有严重全身性疾病；③ 继续从事重体力劳动者。

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予临床超声波常规耦合剂+运动疗法及关节松动术治疗；实验组 30

例，超声波理疗导入复方七叶皂苷钠凝胶配合运动疗法及关节松动术的综合康复疗法。超声波治疗

剂量为 1～3MHz，o．5w／cm2，每周 5 次，每次 15min，治疗 6 周后，患者疗效评分下降明显。

于治疗前、治疗6周后分别评价其肩关节疼痛、日常生活能力、肌力、关节活动度等指标,分析疗效.

统计学软件 SPSS 20.0 进行数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自身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

采用 χ2 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60 例肩伤患者完成 6 周的康复治疗,两组在治疗前后比较,实验组痊愈率（95.6%）明显高于对

照组（7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超声波的温热和机械震荡作用，能对肩关节产生微细按摩，使血管扩张，增加血流，提高细

胞酶的代谢活性，降低细胞膜的通透性，减轻细胞水肿，可降低神经系统兴奋性，缓解肌痉挛，降

低肌张力，促进关节功能恢复。超声波理疗导入复方七叶皂苷钠凝胶配合运动疗法及关节松动术的

综合康复疗法。对肩袖损伤的疗效较好,能全面促进患者肩关节功能康复. 

 
 

PU-1007 

本体感觉训练配合中医关节粘连传统松解术在踝 

关节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张鑫 

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采用自制本体感觉测试训练仪，观察本体感觉训练配合中医关节粘连传统松解术在踝关节骨

折后康复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以踝关节骨折后功能障碍为研究对象，选择康复患者 30 例（47 个踝关节），分别进行中医关

节粘连传统松解术、本体感觉训练、踝关节功能训练及冷疗等干预措施，连续治疗 4 周。采用 踝-

后足评分系统（Ankle Hindfoot Scale，AOFAS）、日常生活能力评定（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本体感觉训练后的位移差（包括角度位移和弧度位移）等指标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经综合治疗及训练后，患者 AOFAS 评分较前改善，本体感觉测试位移差较前改善、ADL 评

分较前改善。治疗前后 AOFAS 评分（50.52±19.30，67.09±14.91）、治疗前后 ADL 评分

（76.09±16.37）差异有显著性（P<0.05）；本体感觉测试指标的弧度位移差值（10.03±1.65，

2.53±0.44）、角度位移差值（9.37°±1.67°，2.18°±0.45°）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 

结论 中医关节粘连传统松解术配合本体感觉训练治疗踝关节损伤后功能障碍有协同作用，能分别

从关节活动度、AOFAS 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以及关节本体感觉等多个方面取得疗效，临床验

证简单、实用、有效，值得进一步深入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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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8 

肺挫伤患者综合肺康复训练的效果评价 

 
李爱玲,吴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综合肺康复训练对肺挫伤患者呼吸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的疗效，为肺康复在肺

挫伤的临床治疗进一步提供应用依据。 

方法 入选患者均经胸部CT检查证实并诊断为肺挫伤，经临床常规治疗后患者的病情平稳，能完成

指令并积极配合相关检查和康复治疗。将入选的 59 例肺挫伤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30

例)，对照组(29 例)。对照组仅给予临床常规治疗；治疗组在临床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呼吸训练

（包括三球式呼吸器训练、缩唇呼吸法训练、腹式呼吸法训练、吹气球训练）、运动训练等综合肺

康复训练。将三球式呼吸器直立放置时进行吸气训练，倒置放置时进行呼气训练，吸气及呼气训练

时间各 5 分钟，每天 2次，每周治疗 10次，每2周为一疗程，共持续治疗 2 周；缩唇呼吸法训练、

腹式呼吸法训练、吹气球训练每项训练时间均各 5 分钟，每天 2 次，每周治疗 10 次，每 2 周为一

疗程，共持续治疗 2 周。运动训练每次训练时间均为 30 分钟，每周治疗 5 次，每 2 周为一疗程，

共持续治疗 2 周。2 组患者均于治疗前、治疗 2 周末时分别采用 PowerbreatheK5 呼吸训练器评定

最大吸气肌力（maximum inspiratory pressure，MIP）、吸气峰流速（peak inspiratory flow，PIF）、

吸气体积，表面肌电(surface electromyography，sEMG)评定右侧胸锁乳突肌、右侧肋间外肌、右

侧膈肌的平均肌电积分值（average electromyography，AEMG），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评定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并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和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MIP、PIF、吸气体积、右侧胸锁乳突肌AEMG、右侧肋间外肌AEMG、右侧

膈肌的 AEMG、AD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 2 周后，2 组患者上述评

定指标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后，治疗组右侧胸锁乳突肌、右

侧肋间外肌、右侧膈肌的 AEMG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MIP、PIF、吸气体积均优于对照

组（P＜0.05）。治疗 2 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 ADL 提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肺康复训练能显著提高肺挫伤患者的呼吸功能，但综合肺康复训练对肺挫伤患者 ADL 的

影响还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PU-1009 

强制性体位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患者的临床观察 

 
谢胜锋,李旭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观察强迫性体位性治疗与常规康复对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患者的疗效。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18 个月间首诊或发病 48 h 内入住中心 ICU

的 47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 ARDS 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患者脱离呼吸机、在 ICU 期间未上呼吸机

或死亡为观察终点，对其治疗方案及效果进行对照研究。对照组：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9 个月间首诊或发病 48h 内入住中心 ICU 的 16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 ARDS 患者进行常规

呼吸训练及四肢被动活动训练 30nin；干预组：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间 9 个月 31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ARDS患者进行常规呼吸训练及四肢被动活动训练 30min之外进行床边强制

性坐位 10min；观察患者脱呼吸机时间、未上呼吸机患者百分率和患者死亡率。 终止治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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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氧饱和度小于 90%，心率高于 120 次/分或低于 60 次/分，血压高于 180/110mmhg 或低于

80/50mmhg，患者极度不适或者不配合。 

结果 对照组上呼吸机患者平均脱机时间 11.00 日，未上呼吸机患者比率为 18.75%，患者死亡比率

为 6.25%；干预组上呼吸机患者平均脱机时间为 9.81 日，未上呼吸机患者比率为 41.94%，死亡患

者比率为 6.45%。 

结论 常规呼吸训练及四肢被动运动合并强制性体位训练相对于常规呼吸训练及四肢被动训练对重

症急性胰腺炎并发 ARDS患者，能明显增加不上呼吸机患者比率；对降低死亡率，缩短呼吸机上机

时间方面无太大临床意义。 

 
 

PU-1010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 PELD 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姜波,张倩,李晗,吕政,李春磊,张锦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 ( Fast Track Surgery，FTS)理念在腰椎间盘突出症 ( 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 经皮内窥镜下腰椎髓核摘除术（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PELD）后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7年6月~2018年 5月我院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PELD术患者 73例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 均符合 LDH 诊断标准; 手术指征明确；具有正常的沟通交流能力。排除标准: 严重心、

肝、肾等脏器疾病患者; 精神障碍或沟通交流障碍者; 存在马尾综合征的患者；其他不适合 PELD

手术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等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围手术期处置；观察组在

常规围手术期处置外，再给予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指导下的干预。运用日本矫形外科协会下腰痛评分

标准（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Scores，JOA）、 Oswestry 腰椎功能障碍指数量表

（ODI）、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 VAS）对患者临床功能进行评估，进

行统计学处理分析，其中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X²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效果、

并发症及满意度。 

结果 患者 JOA、 ODI、 VAS 评分结果提示观察组腰部疼痛症状改善情况较对照组有显著提高

（P<0.05），观察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住院费用、医药费用明显少于对照组,腰痛症状改善

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并发症发生情况少于对照组(P<0.05);满意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以患者为中心‖，主张―缩短住院周期‖与―快速康复‖一直都是快速康复外科的主要宗旨，其核

心思想即是准确评估患者手术情况的同时，早期进行有效的康复功能锻炼。本研究中， 观察组患

者术后当天即开始进行直腿抬高训练，术后 4 d 则开始腰背肌康复功能训练，根据患者不同恢复阶

段，分别进行五点支撑法、三点支撑法、飞燕式等不同腰背肌功能锻炼模式。快速康复外科以循证

医学为原则，对患者的康复训练循序渐进，减少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偏差，有利于控制训练效果。快

速康复外科理念的围手术期干预有效加快腰椎间盘突出症 PELD 术后患者快速康复，减少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显著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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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1 

间歇性 Theta 节律刺激与 1Hz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 

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研究 

 
吴建贤,姜畅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观察间歇性 Theta 节律刺激（iTBS）与 1Hz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

能恢复的疗效及对皮质兴奋性改变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偏瘫患者 37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3 组(iTBS 组 13 例，1Hz 组 11 例，

对照组13例)。所有入选患者均接受为期10天的常规康复治疗。在此基础上，1Hz组给予健侧大脑

M1 区 1Hz 的 rTMS，iTBS 组给予患侧大脑 M1 区 iTBS，对照组不做磁刺激。分别于开始治疗前及

治疗 10 天后，使用由 Delsys 公司生产的 Trigno Mobile 全无线 GPS 表面肌电测试仪进行患侧运动

诱发电位(MEP)的检测，同时采用上肢 Fugl-Meyer(U-FMA)评定上肢运动功能，采用手臂动作调查

测试表（ARAT）评定手臂功能，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量表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将最终

数据收集汇总并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各组 FMA、MBI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P＜0.05），1Hz 组和 iTBS 组的 ARPT 评分和

MEP 峰值较治疗前明显增高（P＜0.05），MBI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iTBS 组 FMA、ARPT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1Hz 组患侧 MEP 潜伏期缩短较对照组明显(P＜0.05)。1Hz 组和

iTBS 组两组之间 FMA、ARPT、MBI、MEP 潜伏期及峰值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1.本研究证明 iTBS、1Hz 重复经颅磁刺激组对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恢复有益，其中

iTBS 对患者手功能的恢复的作用显著；2.iTBS 组、1Hz 组均能够增强患侧大脑 M1 区的兴奋性；3.

两种治疗模式的参数是安全的；4.iTBS、1Hz 两组的治疗效果无明显差异。 

 
 

PU-1012 

体外冲击波联合超短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观察 

 
魏新春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体外冲击波联合超短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58 例肱骨外上髁炎患者随机分为联合组与对照组各 29 例。联合组采用体外冲击波结合超

短波治疗，对照组只使用超短波进行治疗。观察对照并进行记录治疗前及治疗后的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结果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治疗后3周后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 (P < 0.01)，但联合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 

(P <0.01)。联合组总有效率为 96.6%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6.2% ，体外冲击波联合超短波疗效

明显高于只使用超短波治疗。 

结论 体外冲击波结合超短波进行治疗肱骨外上髁炎是一种有效的物理治疗方法，疗效优于单纯超

短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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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3 

膝关节置换术后引流管未拔除下进行康复对膝关节 

主被动活动度的影响 

 
程崇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膝关节置换术后，在引流管未拔除下康复是否对膝关节主被动关节活动度存在有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统计重医附一院骨科 2018 年 1 月到 2018 年 5 月间 60-80 岁接受单侧全膝关节置

换术的患者，按照住院号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者均为同一主刀医生，患者均为退行性骨关节炎的

的病人，实验组在术后引流管未拔除下早期开始进行康复训练，包括直腿抬高、主被动关节活动训

练，下地负重活动等，对照组则在引流管拔除后开始进行上述相同康复训练，记录下术后 5 天的的

膝关节主被动关节活动度，从而比较在引流管未拔除下早期进行康复活动是否对关节活动度存在有

影响 

结果 在排除因自身伤口原因而停止康复锻炼的患者后，共统计 105 名患者，得到以下结果：在实

验组 53 人中有 81.1％（43/53）的患者主动活动度在五天后超过 95°，有 90.5％（48/53）的患者

被动活动度在五天后超过 105°。在对照组中，有 42.3％（22/52）的患者在五天后主动关节活动度

超过 95°，有 86.5％（45/52）的患者在五天后被动关节活动度超过 105° 

结论 在膝关节置换术后未拔除引流管后开始早期康复训练，对于患者主动活动度会有显著的进步，

而对于患者的被动活动度，则影响不大 

 
 

PU-1014 

运动治疗结合神经功能重建治疗系统对偏瘫患者 

膝过伸的疗效观察 

 
黄顺当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目的 观察并研究运动治疗结合神经功能重建治疗系统对偏瘫患者膝过伸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 50 例偏瘫患者按随机化原则分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治疗组以运动治疗结合神经功能

重建治疗系统为主，对照组以运动治疗为主。经过 6 周训练，每周训练 5 天，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后对治疗组与对照组根据疗效评价标准，采用关节活动度测量（ROM）、偏瘫步行能力评定量表

（FAC）、肌力（MRC）评定两组之间的疗效。 

结果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明显性（p<0.05）。 

结论 运动治疗结合神经功能重建治疗系统对偏瘫患者膝过伸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值得推广应

用。 

 
 

PU-1015 

抗凝药物联合气压泵疗法预防急性脑梗死患者下肢 

静脉血栓的临床分析 

 
王顺达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抗凝药物联合气压泵疗法对脑梗死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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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我院 2017.01-2017.08 在我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 92 例脑梗死偏瘫患者做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性 52 例，女性 40 例，基本康复治疗相同，按照随机对照表分为观察和对照组，两组性别、年龄、

病情差异均无显著差异性（P＞0.05）。对照组 43 例，观察组 49 例，对照组给予定时翻身、下肢

抬高 20-30°及下肢按摩或被动活动的基础预防措施；观察组除基础预防措施外尚给予那曲肝素钙注

射液 4100U 1 次/日，皮下注射，疗程 14 天；间断充气气压泵治疗，2次/日，每次 30分钟，共 21

天。所有研究对象均在研究前、研究后行下肢静脉超声检查，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下肢静脉血栓的

发生率是否有差异。 

结果 对照组发生下肢静脉血栓共 9 例（发生率 20.9%）；观察组发生下肢静脉血栓共 2 例（发生

率 4.1%）。两组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抗凝药物联合气压泵疗法能显著降低脑梗死后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因此该方法

值得推广使用。 

 
 

PU-1016 

被动体位点刺结合康复功能训练治疗卒中后  

偏瘫痉挛状态的临床观察 

 
胡桢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被动体位点刺结合康复功能训练治疗卒中后偏瘫痉挛状态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自 2016 年 11 月—2018 年 4 月在陕西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病区的符合诊断标准的脑卒

中偏瘫痉挛状态患者 10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病程、中风类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由专业康复师指导予康

复功能训练，每天 1次，每次 40分钟，6 天为 1 疗程，每两个疗程间隔 1 天，共治疗 3个疗程。治

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康复功能训练结合被动体位点刺，每天 1 次，6 天为 1 疗程，每两个疗程

间隔 1 天，共治疗 3 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采用中国卒中患者神经

功能缺损评分标准（CSS）评定、痉挛程度（采用改良的 Ashworth 量表（MAS）评分法）、日常

生活能力（采用Barthel 氏 ADL 指数法评定）。本次研究中数据所用的统计学分析选用 SPSS l7.0 软

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形式表示，组间比较选用 t比较；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

组间比较卡方检验；P ＞0.05 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①治疗前两组患者 CSS 评分比较，P ＞0. 05 ；治疗后两组患者 CSS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CSS 评分比较，P＜0.05。②治疗前两组患者上肢MAS 评分比较，P＞

0. 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肢 MAS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肢 MAS 评分比

较，P＜0.05。③治疗前两组患者下肢 MAS 评分比较，P＞0. 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下肢 MAS 评分

与治疗前比较，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下肢 MAS 评分比较，P＜0.05。④治疗前两组患者 ADL 

评分比较，P＞0. 05；治疗后两组患者 ADL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ADL

评分比较，P＜0.05。可见，被动体位点刺结合康复功能训练和单纯康复功能训练都能有效降低患

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上肢、下肢 MAS 评分，提高患者 ADL 评分，且被动体位点刺结合康复功能

训练较单纯康复功能训练效果更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被动体位点刺结合康复功能训练较单纯康复功能训练更能有效改善卒中后偏瘫痉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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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7 

三级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和骨密度的影响 

 
陈源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探讨规范三级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和骨密度的影响。为提高偏瘫患者下肢功

能及康复治疗延缓脑卒中偏瘫患者骨密度降低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择 60 例在我院治疗的急性脑卒中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康复组及对照组，

每组各 30 例。两组患者在急性期均按照脑卒中诊疗规范接受内、外科的诊治；康复组在接受内、

外科常规诊治基础上，待病情平稳后，即开始―规范三级康复治疗‖。对照组在急性期诊疗与康复组

无差异，但未给予本次研究制定的规范三级康复治疗。两组患者在入组时，3 个月末，6 个月末采

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Berg 平衡量表(BBS)、简式 Fugl-Meyer 功能评定量表（下肢部分）

（FMA-LE）、功能性步行分级（FAC）、6min 步行距离测试（6MWT）、定量 CT 测量（QCT）

分别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平衡功能、下肢运动功能、步行功能、腰椎和股骨颈骨密度（BMD）进

行评定。 

结果 1、两组患者的所有评定结果在入组时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2、两组患者MBI、

BBS、FMA-LE、FAC、6MWT 在 3 个月末、6 个月末的评定结果均较入组时有显著提高，组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组间比较，康复组提高程度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两组患者腰椎和股骨颈 BMD 在 3 个月末、6 个月末的测量结果均较入组时降低，

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组间比较，康复组下降趋势较缓，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1、规范三级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恢复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可提高步行能

力，对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较大帮助。2、规范三级康复治疗可以减少脑卒中患者骨量丢失，

延缓骨质疏松发生，从而有利于下肢功能恢复。 

 
 

PU-1018 

本体感觉训练对踝关节骨折患者小腿肌表面肌电的影响和 

改善运动功能的研究 

 
刘晓广,曹玲,章峰冰,杨学民,朱春明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本体感觉训练对踝关节骨折术后患者腓肠肌表面肌电值及踝关节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踝关节骨折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采用关节

松动术、肌力训练等传统康复治疗作为常规治疗，疗程 4 周；试验中在每天常规训练前增加 2 次踝

关节平衡训练，疗程 4 周。由同一专业治疗评估师分别于治疗前与治疗后的 4 周，评估两组患者腓

肠肌表面肌电图（surface electromyography，sEMG)平均肌电值（average EMG，AEMG），美

国足踝外科协会(American Orthopedic Foot and Ankle Society, AOFAS)踝一后足评分量表，踝关

节主动活动度。   

结果 治疗后，2 组患者的腓肠肌 AEMG 值分别为（ 71.77±37.25uv）和（66.55±43.05uv）踝关节

AOFAS 评分分别为(73.00±11.72 和（68.44±13.89)和踝关节主动活动度分别为( 58.11±10.49 度)

和(54.44±12.58 度)较组内治疗前均显著改善(P<0.05)，且试验组患者治疗后的踝关节 AOFAS 评分

和踝关节主动活动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 组患者的腓肠肌

AEMG 值未有明显差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体感觉训练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可显著改善踝关节功能障碍，本体感觉训练对踝关节骨折术

后患者小腿肌力有明显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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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9 

Thera-band 弹力带训练对老年肩袖损伤患者的疗效分析 

 
张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探讨 Thera-band 弹力带训练对老年肩袖损伤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年3 月～2018年 3月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科的 80 例老年肩袖损伤患

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由肩关节 MRI 诊断为部分肩袖损伤（Gerber 损伤分型），采用随机数

表法将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综合康复疗法(手法、功能性电

刺激、射频电疗)，试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 Thera-band 弹力带对肩袖肌群康复训练，两组患者

均每周治疗 5d，连续治疗 3 个月。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以及治疗 1、3 个月后应用高频超声监测声

像图改变，测量肩袖撕裂长度、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冈上肌腱厚度；并采用欧洲肩关节协会

的评分系统 Constant 量表，测量 Constant 评分以评价康复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肩袖撕裂长度、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冈上肌腱厚度及 Constant 量表

评分均未见统计学差异(P ＞0.05)。治疗 1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较治疗前

显著增加，且试验组优于对照组(P ＜0.05)；治疗 3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肩袖撕裂长度较治疗前显

著减小，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和冈上肌腱厚度均较治疗前显著增加，且试验组患者肩袖撕裂长

度、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和冈上肌腱厚度分别为（0.93±0.20）cm、（1.99±0.21）cm、

（2.04±0.25）cm 和（0.64±0.18)cm，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1、

3 个月后，试验组患者Constant量表各子量表评分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同时间点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治疗 1、3 个月后，试验组患者 Constant 量表评分总分分别为

(70．53±1．42)分和(86．38±0.69)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同时间点的(62.03±0.95)分和(65.59±0.94)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在综合康复疗法的基础上增加 Thera-band 弹力带训练，可有效增加肩袖肌群的肌肉力量，从

而改善肩关节功能，提高临床疗效。 

 
 

PU-1020 

偏振光、中频电、五官超短波联合治疗颞颌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赵伟,雷慧杰,玄蕴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偏振光、中频电、五官超短波联合治疗颞颌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2018 年 40 例颞颌关节炎患者，其中男性 24 例占 60%，女性 16 例占 40%，

平均年龄 35 岁，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20 人。对照组采用手法治疗与针刺治疗，针刺治

疗选取下关穴、翳风穴、合谷穴、阿是穴等穴位每日一次共治疗七次。治疗组采用珠海黑马偏振光:

间歇模式（照射 4 秒停止 1 秒）强度 50%，颞颌关节部位照射 10 分钟，每日一次，治疗七次。南

京鼎世中频中药透入仪:处方:小关节紊乱，耐受剂量，局部刺激颞颌关节 30 分钟，每日一次，治疗

七次。五官超短波:剂量无热量，电极并置，每次 20 分钟，治疗七次。采用 VAS 疼痛评分与关节活

动度测量评估对照组与治疗组治疗前后疼痛与关节活动度改善情况。 

结果 对照组 20 名患者疼痛与关节活动度痊愈 10 人，改善 5 人，无效 5 人，治愈率 50%，总有效

率 75%。治疗组 20 名患者疼痛与关节活动度痊愈 15 人改善 3 人，无效 2 人，治愈率 75%，总有

效率90%。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在疼痛与关节活动度方面均有改善，治愈率与有效率方面治疗组均

优于对照组。 

结论 偏振光、中频电、五官超短波联合治疗是治疗颞颌关节炎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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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1 

心脏手术前短期呼吸肌训练可以预防术后肺部并发症：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陈小雨

1
,郭琪

1,2
 

1.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河西区 

2.天津市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目的 肺部并发症（PPCs）是心脏手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和/或心脏瓣膜手术）后的发病率与死亡率

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还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资源利用率。 心脏手术前的住院前期可用于改

善患者的肺部状况。 术前短期呼吸肌训练（IMT）降低心脏手术患者PPCs 发生率的疗效尚未确定。

因此，该研究的目的是评估术前 IMT 对心脏手术患者 PPCs 发生率的预防效果。 

方法 本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总共分析了 200 名年龄> 50 岁的受试者。 IMT组在手术前接受 5天

系统性强化 IMT 治疗，常规护理组仅接受常规术前护理治疗。我们分析了康复治疗前后的吸气肌力

量和肺功能，以及术后 PPCs 的发生率。 

结果 基线时两组数据都具有可比性。心脏手术后，IMT 组 100 例患者中有 10 例（10.0％）发展为

PPCs，常规护理组 100 例患者中有 27 例（27.0％）存在 PPC（优势比[OR]，0.23, 95％置信区间

[CI]，0.09-0.58）。术后住院时间平均为 IMT 组为 7.51 天（SD，2.83 天），常规治疗组为 9.38 天

（SD，8.10 天）。 

结论 术前 5 天强化模式的 IMT 降低了心脏手术患者 PPCs 的发生率,明显缩短术后住院时间。 

 
 

PU-1022 

肌肉衰减综合征是中国郊县老年人抑郁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1 年的纵向研究 

 
陈小雨

1,2
,郭琪

1,2
 

1.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河西区 

2.天津市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中国郊县老年人群随访 1 年新发抑郁症状的发病率，以及与抑郁症相关

联的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样本来自中国天津市茶淀，包含 691 名基线无抑郁症的的郊县老年人（304 名男性，平

均年龄 67.5±5.7 岁）。我们收集的信息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生活习惯和疾病状况。我们根据亚洲

肌肉衰减综合征工作组（AWGS）的标准定义肌肉衰减综合征。根据 30项的老年抑郁量表（GDS-30）

得分≥11 分来定义 1 年后的新发抑郁症。 

结果 基线 691 名无抑郁症的老年人，1 年后 83（12.0%）名发展为抑郁症。调整多重因素后，研究

发现新发抑郁症与肌肉衰减综合征、2 型糖尿病和冠心病相关。此外，在肌肉衰减综合征的三个诊

断因素中--肌肉质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能力，基线肌肉质量越低，1 年后抑郁症的发病率越

高。 

结论 研究表明抑郁症的发病率与一些疾病相关，如肌肉衰减综合征、2型糖尿病和冠心病。此外，

在肌肉衰减综合征三个诊断因素中，肌肉质量与抑郁症相关性最大。因此，保持足够的肌肉质量对

于预防老年人抑郁症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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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3 

阶段化角度牵引治疗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观察 

 
高强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本研究针对急性期、缓解期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采用阶段化角度牵引的治疗方案，

观察阶段化角度牵引治疗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2 例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采用阶段化角度牵引治疗方案（即发病急性期采用床边仰卧前

屈位牵引，症状缓解期根据患者根性症状变化，逐渐减少前屈角度），男 23 例，女 29 例；年龄

41～75 岁，平均 56 岁。分别于治疗后即刻、2 周、6 月后采用颈椎疼痛积分、JOA 评分进行疗效

评价。结果：经过首次牵引疼痛能即刻缓解，治疗以 2 周持续牵引，第二周疼痛评分、JOA 评分明

显改善，治疗前后差异有显著性(P<0．05)。6 个月随访期间症状继续缓解，治疗过程中未出现脊

髓神经损伤等并发症。 

结果 经过首次牵引疼痛能即刻缓解，治疗以 2 周持续牵引，第二周疼痛评分、JOA 评分明显改善，

治疗前后差异有显著性(P<0．05)。6 个月随访期间症状继续缓解，治疗过程中未出现脊髓神经损

伤等并发症。 

结论 对于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不同阶段，急性期采取仰卧前屈位牵引能够针对根管狭窄的病理

基础，控制机械压迫，达到迅速缓解疼痛的目的；缓解期神经根型颈椎病病人，采用逐渐减少前屈

角度的牵引方法，逐渐向恢复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的牵引角度靠拢，在缓解病人疾病的同时，一定

程度上恢复患者颈椎屈度，从而减少疾病的复发，改善患者的生活状况，对临床颈椎病治疗方案的

选择有着重要意义。 

 
 

PU-1024 

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偏瘫上肢屈肌异常共激活的影 

 
闫平平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研究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偏瘫上肢屈肌异常共激活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2018 年 2 月，于我科住院 80 例脑卒中恢复期的偏瘫患者，符合偏瘫侧上

肢屈肌肌张力≥Ⅱ级的入选标准，其中脑梗死 57 例，脑出血 23 例，按就诊次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偏瘫

上肢伸肌功能性电刺激治疗。两组均于治疗前和治疗 2 周后、4 周后分别进行偏瘫侧肘、腕关节最

大等长收缩状态下肱二头肌、桡侧腕屈肌、肱三头肌表面肌电信号测试。 

结果 治疗 2 周后，对测得表面肌电信号数据值进行分析，两组患者偏瘫上肢肌（肱二头肌、桡侧腕

屈肌）共激活比值（单块肌肉的某一肌电信号参数占该肌肉可产生的最大肌电信号参数的百分比）

均无明显差异（P＞0.05），但偏瘫上肢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协同收缩率（反映的是拮抗肌在

主动肌的收缩过程中所占比例的多少）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偏瘫

上肢肌（肱二头肌、桡侧腕屈肌）共激活状态均有差异（P＜0.05），且偏瘫上肢肌（肱二头肌、肱

三头肌）协同收缩率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功能性电刺激治疗可减低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屈肌的异常共激活状态，减低协同收缩率；功

能性电刺激治疗对脑卒中偏瘫侧肢体神经功能恢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能减轻屈肌痉挛，纠正异

常运动模式，提高实用性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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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5 

床旁徒手呼吸功能训练对植物生存状态气管切开病人 

肺部感染的影响 

 
朱春燕 

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呼吸康复的介入越早越好，而呼吸功能训练又是呼吸康复中最重要的一项。传统呼吸训练面

对的病人大都是能够配合且方法大都集中在正确吸痰、气道湿化和减少口腔定植菌、翻身叩背及传

统呼吸功能训练（腹式呼吸、缩唇呼吸、呼吸操）等方面，但对于不能配合的植物生存状态气管切

开的患者的降低肺部感染的的训练针研究较少且临床效果甚微。因此本研究认为植物生存状态气管

切开患者的呼吸康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因此本研究拟研制出一套适用于气管切开植物生存状态患

者的呼吸功能训练方案，提高此类患者气道管理的效果，降低感染率。为此，本研究拟研制适应于

植物生存状态气管切开患者的床旁徒手呼吸功能训练方案，同时观察其控制患者肺部感染的效

果。   

方法 1.1 本研究选取小样本量 40 例。选取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泰安市中心医院呼吸重症监

护室、重症监护室及康复科气管切开植物状态的患者 40 例，随机将 40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每组 20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等方面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1.2  干预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研究对象接受责任护士给予常规气管切开后的护理方法。 

1.2.2  试验组 该组研究对象除接受常规气管切开后的护理外，还给与个体化的床旁徒手呼吸功能

训练，植物人生存状态的患者无法配合主动的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所以本研究组成员特针对植物

神生存状态意识障碍的患者进行被动的胸廓廓清术进行呼吸训练，制定出具体操作规范和流程。 

结果 分别对接受呼吸训练 1 个月 2 个月 4 个月的患者进行相关指标的评价：呼吸次数、24 小时排

痰量、平均带管时间、肺内感染抗生素使用量。拔管时间统计每位患者从排痰技术介入到拔管所经

过的时间。干预的 20 例患者经过 1-2 个月的呼吸训练共计封管 26 例，4 例不能封管的患者肺 CT

扫描明显好转。因患者吞咽障碍无法吞咽未行封管。符合封管条件下 10-40 天拔除气切套管。呼吸

频率下降为 12-18 次/分，一天中，呼吸训练后 1-2 小时痰液增多，随后减少，整个排痰过程是先少

后多，再减少。 

结论 通过对呼吸功能训练的研究，研究出一套适合意识不清患者的被动的排痰方法和呼吸训练技

术，为气管切开肺内感染坠积性肺炎的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呼吸功能训练对植物生存状态气管

切开病人有显著地、不可替代的效果，明显减少了肺内感染坠积性肺炎的发生，缩短了拔管时间，

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从而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PU-1026 

外用白脉软膏对家兔外周神经损伤恢复过程的机制研究 

 
夏璐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白脉软膏对家兔坐骨神经损伤模型神经功能恢复过程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 机械法建立家兔坐骨神经损伤模型，使用不同剂量白脉软膏和如意珍宝丸进行干预，分别于

干预第 7 天、第 14 天、第 28 天使用步态测试系统分析各组动物患肢着地力，Elisa 法测定各组血

清前列腺素的变化。 

结果 外用白脉软膏各剂量组动物患侧足着地力明显高于神经损伤模型组。外用白脉软膏低剂量组

给药可以恢复模型动物神经损伤 28 天后血清低下的 PGE 含量，而中剂量、高剂量白脉软膏仍表现

出降低模型动物神经损伤血清 PGE 含量的作用。外用白脉软膏低剂量组给药可以恢复模型动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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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损伤 28 天后血清低下的 PGE 含量，外用白脉软膏其他剂量组对模型动物神经损伤后血清 PGF

含量没有明显影响。 

结论 外用白脉软膏可以促进周围神经损伤动物的神经愈合，加快愈合速度，有其是白脉软膏低剂

量组可能通过恢复前列腺素水平促进神经愈合。 

 
 

PU-1027 

悬吊结合手法复位治疗产后耻骨联合分离患者的临床研究 

 
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耻骨联合分离症主要见于妊娠中、后期和产后妇女，孕期由于内分泌因素特别是松弛素的影

响，使耻骨联合韧带松弛。怀孕中、后期，由于胎儿重量压迫骨盆造成耻骨联合分离，或在分娩时，

如果产程过长，胎儿过大，接生粗暴，会使松弛的耻骨联合韧带发生损伤，产后耻骨联合不能恢复

到正常位置而发生分离。耻骨联合间隙超过 10mm 可诊断为耻骨联合分离，患者会出现疼痛、活

动受限、单侧或双侧下肢难以负重、不能行走、翻身困难等症状，给产妇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极大的

痛苦。目前的治疗主要有手法复位和手术两种，前者手法复位过程复杂，后者创伤大。本研究旨在

寻找疗效好、可重复性好、创伤小的方法帮助产妇恢复耻骨联合位置。 

方法 选取 2017.6-218.5 在我院产科生产后耻骨联合分离患者 20 例。1.复位前予以骨盆悬吊 30min；

2.根据患者骨盆平片予以手法调整骶髂关节位置；3.在骨盆悬吊及双侧上、下肢牵伸下进行复位，

复位后予以骨盆带固定大于 4周。疗效判定标准：1.治愈：2周后症状消失，4周后复查骨盆平片恢

复正常；2.有效：2 周后症状消失，4 周后复查骨盆平片未完全恢复正常；3.无效：2 周后症状未消

失，4 周后复查骨盆平片未恢复正常。 

结果 1.复位后患者耻骨联合处疼痛评分明显下降；2.复位后骨盆平片提示：耻骨联合处距离较前变

小；3.复位 4 周后骨盆平片提示恢复正常。 

结论 悬吊结合手法复位治疗产后耻骨联合分离起效快、疗效好、简单易行、安全无创，适合临床

推广 

 
 

PU-1028 

康复治疗对慢性肾脏非透析病患者生存质量及运动耐力的影响 

 
王晓玉,郑遵成,王勤,王楠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对慢性肾脏病(CKD)4~5 期非透析患者生存质量及运动耐力的影响。 

方法 选择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及肾内科住院 CKD 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康复治疗组(14 例)

及对照组(16 例)。两组均接受正规 CKD 药物治疗，康复治疗组接受运动康复训练：运动强度为中

等强度，运动时间每次30分钟，每周3天；运动方式包括有氧运动、肌力及柔韧性训练。治疗周期

12 周。治疗前后采用肾脏病生活质量简表(KDQOL-SFTM1.3)评估患者生存质量。运动耐力评定采

用①6min 步行实验，②心电图运动平板检查最大摄氧量(peak oxygen uptake，VO2peak)、代谢当量

(metabolic equivalents，METs)、负荷运动时间。以血肌酐、肾小球滤过率评价肾功能状况变化。 

结果 ①治疗12周后康复治疗 组患者定最大摄氧量、代谢当量、负荷运动时间等均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6min 步行试验结果有所改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②康复治

疗患者 12 周治疗结束后，KDQOL-SFTM1.3 评分较前好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治疗前后患者

血肌酐、肾小球滤过率无明显变化，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康复治疗对非透析 CKD 4~5 期患者安全有效，能显著改善其生存质量及运动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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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9 

慢性肾脏病非透析患者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相关性调查 

 
王晓玉,郑遵成,王勤,王楠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本研究主要应用 6min 步行试验及心电图运动平板试验评价慢性肾脏病 3-4 期患者运动耐力状

态采用肾脏病生活质量简表(KDQOL-SFTM1.3)评估患者生存质量，并探讨运动耐力和生存质量之

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泰安市中心医院肾内科门诊及住院的 CKD3-4 期非透析患者 70 例及健康体检中心查体人

员 70 例。均给予心电图运动平板试验及 6min 步行试验，记录运动前后的心率、收缩压、最大耗氧

量（VO2 max）、最大功率、代谢当量、力竭时间及 6 min 步行距离测试（6MWT）结果。 

结果 CKD患者6min步行距离较健康人群明显缩短，最大耗氧量、最大功率、代谢当量及力竭时间

均明显下降，运动后心率血压变异率增高，与健康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KDQOL-SFTM1.3 量

表评分较健康组降低，且与运动耐力变化呈正相关。 

结论 慢性肾脏病患者存在运动耐力下降，且运动耐力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提高 CKD 患者运动耐

力可有效改善其生活质量 

 
 

PU-1030 

针刺治疗格林-巴利综合症验案举隅 

 
赵奉茹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ian-Barre 综合征）又名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是以周围神经和

神经根的脱髓鞘及小血管周围淋巴细胞及巨噬细胞的炎性反应为病理特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笔者

采用针刺治疗格林-巴利综合症 1 例，取得了满意疗效。 

方法 治疗原则：健脾养血，调神通络。取穴：主穴百会、髀关、梁丘、足三里、阴陵泉、三阴交；

配穴神庭、曲池、手三里、合谷、漏谷、地机、阳陵泉、丰隆、太溪、太冲。操作：百会向后斜刺

3mm，平补平泻；髀关直刺，进针 8mm，捻转补法；梁丘直刺，进针 5mm，捻转补法，足三里直

刺，进针5mm，捻转补法；阴陵泉直刺，进针 5mm，捻转补法；三阴交直刺，进针 3mm，平补平

泻。余配穴均针刺 2-3 毫米，平补平泻。留针 20 分钟，同时给予双下肢照射 TDP 神灯。日一次，

六次一疗程，每疗程间休息一日。 

结果 2个疗程后，患者自述肌力增加。查体：左下肢肌力达到Ⅲ级，右下肢肌力达到Ⅳ级，双下肢

针刺感消失。6 个疗程后双下肢肌力、肌张力正常，肌肉萎缩症状消失，麻木感全无，在医生的建

议下复查肌电图，示一切正常，嘱患者加强锻炼、补充营养、保持心情愉快、预防感冒。 

结论 现代医学认为格林巴利综合征是由感染引起的免疫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本例患者有

反复发作的咳嗽发热症状，临床症状结合脑脊液和肌电图检查，可以确诊为上呼吸道感染诱发的格

林巴利综合征。西医学在治疗方面主要以对症支持疗法为主，急性期疗效明显，慢性、后遗症期效

差。 

本病以四肢软瘫为主要临床表现，属于祖国医学―痿证‖范畴，多由湿热、寒湿侵淫筋脉，日久

伤及肝脾肾，致精血亏损，肌肉筋骨失常。本例患者主要以脾胃气血不足为主症，根据《素问·痿论》

中―治痿独取阳明‖的治疗原则：―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遂

笔者针刺取穴以阳明经为主，取其―治痿以荣养四肢为主，而精血化生于内‖之意。痿证是临床难治

之症，病程长，缠绵难愈，对患者精神上的压力亦不能小觑，遂笔者配合针刺百会穴，取其安神定

志之功，另安神之法效含聪脑，而改善患者睡眠可改善患者整体状态，达到事半功倍之效。针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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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阳明经穴为主配合安神之法治疗格林巴利综合症疗效独特，不仅有利于其恢复，医疗费用低且简

便易行，值得推广。 

 
 

PU-1031 

针刺治疗腓总神经损伤验案 

 
范涛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腓总神经损伤引起腓骨肌及胫骨前肌群的瘫痪和萎缩，患者不能伸足、提足、扬趾及伸足外

翻，呈马蹄内翻足，步行时表现为跨阈步态。感觉障碍主要分布于小腿前外侧和足背。因位置表浅，

腓总神经易受撞击、挤夹、压迫、冷冻等外界因素的损害。近年来因运动不当、外伤等因素，患病

人数呈上升趋势，笔者利用针灸治疗外伤后腓总神经损伤 1 例，取得满意疗效。 

方法 采用针刺方法治疗。取穴：左侧髀关、伏兔、梁丘、血海、足三里、阳陵泉、阴陵泉、上下

巨虚、悬钟、三阴交、丘虚、解溪。针法 : 患者取仰卧位，常规消毒后，采用华佗牌

―0.3mm×40mm‖规格的针灸针进行针刺。左手定穴重按，宣散气血，右手快速进针，减轻针刺疼痛。

诸穴行平补平泻手法，留针 30 分钟，每隔 10 分钟行针一次。 

结果 针刺 6 次后，患者脚面出现感觉，针刺 12 次后，拇指可做背伸动作，继而继续治疗，6 次为

一疗程，连续治疗 6 个疗程后，患者运动功能恢复正常，肌力可达到Ⅴ级；患侧踝关节处遗留针扎

样疼痛感，继巩固一疗程，愈。肌电诱发电位检查：未见明显异常。随诊一年，未复发。 

结论 腓总神经损伤属于中医―痿证‖范畴，是以肢体筋脉弛缓，软弱无力，不得随意运动，日久而致

肌肉萎缩或肢体瘫痪为特征的疾病。古籍中对本病的发病原因早有论述，如《临证指南医案》曰：

―阳明为宗筋之长，阳明虚则宗筋纵，宗筋纵则不能束筋骨以流利关节，故不能步履，痿弱筋缩之

症作矣‖。本病例中患者无明显诱因，阳明经经络失养，失去正常束骨利关节功能而致痿证。治疗

宜补中益气，舒筋活络。《素问•痿论》提出―治痿者独取阳明‖、―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

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

则病已矣‖，强调了治疗痿证选取多气多血的足阳明胃经穴位的重要性。故治疗本病时取穴以足阳

明胃经为主，如髀关、伏兔、梁丘、足三里、上下巨虚、解溪，这些均为足阳明胃经腧穴，用之则

可调理阳明，补益气血，舒筋通络，阳明得养则痿证自除[1]。阳陵泉为筋会，主润宗筋，如《难经•

四十五难》曰：―筋会阳陵泉‖，足少阳经之阳陵泉是治疗筋病的要穴，特别是下肢筋病，达疏通经络、

强筋之效，有利于痿证的恢复[2]。诸穴同用，气血得养，经络得通，则邪去正安。 

 
 

PU-1032 

冲击波与温针灸治疗肩周炎疼痛及关节活动度改善的临床研究 

 
杜晓静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肩周炎是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慢性无菌性炎症，主要表现为肩关节周围疼痛，以及肩关节各

个方向的主动和被动活动度降低，缓解疼痛并恢复肩关节活动度是治疗肩周炎的主要目的。该项目

通过对比主动功能训练下体外冲击波疗法与温针灸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临床疗效，观察肩周炎患者

疼痛评分、肩关节活动度、ADL 功能障碍指数的变化，分析体外冲击波治疗肩周炎的即时效果及累

积效果，探讨体外冲击波的治疗次数与镇痛效果的关系，研究冲击波疗法治疗肩周炎的可能机制。 

方法 选取 60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分为温针灸组与体外冲击波组，体外冲击波组以疼点为中心施用体

外冲击波疗法，每 7 天治疗 1 次,共治疗 3 次。对照组温针灸治疗，每疗程 7 天,共治疗 3 个疗程。

采用 VAS 评分进行疼痛评定，采用肩关节 ROM、ADL 评定运动功能。评价两种治疗方法疼痛评分

及运动功能差异，并观察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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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疼痛方面，两组治疗前后VA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组间VAS 评分差值无统计学意

义;运动功能方面，两组治疗前后 ROM、ADL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体外冲击波组 ROM 和

ADL 评分差值大于温针灸组，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疗法在减轻肩部疼痛方面无差异，二者均可改

善肩关节运动功能，但体外冲击波疗法在改善肩关节功能方面优于温针灸。 

结论 研究发现：通过本研究发现，温针灸与体外冲击波都可有效地缓解肩周炎疼痛，临床上都可

以用来治疗肩周炎后疼痛，冲击波治疗后，患者的疼痛得到立即缓解,但效果不持久，治疗间歇期

患者疼痛程度稍有增加，但仍低于治疗前的水平；两种治疗方法均可增加肩关节活动度，但冲击波

作用于肩周软组织后，缓解了肩关节纤维化进程，松解了挛缩、增厚的肩关节囊，使肩关节活动度

增加，较温针灸效果更佳。因此，在临床上这两种方法均为治疗肩周炎的首选，但体外冲击波治疗

简便易行、节约了患者的时间成本，患者依从性更高，且体外冲击波疗法对患者肩关节活动度改善

效果更佳。为了提高临床疗效，建议两者联合运用，提高疗效。 

 
 

PU-1033 

综合康复治疗脑血管病意识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义乾,王勤,高强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综合康复治疗脑血管病意识障碍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于我院住院的 66 例脑血管病意识障碍患者，随机分为综合

康复组和对照组各 33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醒脑、支持对症、综合护理等治疗，综合康复组组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综合康复治疗，包括肢体被动活动、心肺康复、低频电刺激、康复护理等，

比较两组促醒率、促醒时间、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综合康复组促醒率优于对照组，促醒时间、并发症发生率综合康复组均低于对照组，两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能增加脑血管病意识障碍患者促醒率，且能缩短促醒时间时间、降低并发症发

生率，更有利于病人康复。 

 
 

PU-1034 

齐刺寰椎横突结合传统刺法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侯立波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齐刺寰椎横突结合传统针刺疗法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自 2017 年 6 月－2018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 64 例颈源性头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

组，对照组采用传统针刺治疗，治疗组采用齐刺寰椎横突结合传统刺法进行治疗，7 天为一疗程，

共治疗 2 个疗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评估两组治疗前后疼痛情况。 

结果 两组治疗前 VAS 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两次治疗后及治疗后 3 个月回访，治疗

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治疗组缓解疼痛效果优于对照

组。 

结论 齐刺寰椎横突结合传统刺法治疗颈源性头痛疗效显著，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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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5 

刃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侯立波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通过对比常规针刺观察刃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疗效,为本病提供一种简单、有效的治疗

方法。 

方法 将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 46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23 例。治疗组采用刃针治疗，分别于第

1,4,7 天治疗，每天一次，3 次一个疗程。 

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取穴：阿是穴、大杼、肾俞、气海腧、志室、腰阳关、大肠俞、关元俞、委

中、阳陵泉。每天一次，7 次为一疗程。两组均治疗三个疗程，疗程结束后观察两组治疗后的 VAS

疼痛评分、压痛评分及腰部功能评分的情况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治疗后 VAS 疼痛评分、压痛评分及腰部功能评分指数差值有明显差异(P≤0.05),治疗组方

法优于对照组。 

结论 刃针疗法在缓解腰背肌筋膜炎疼痛方面疗效优于常规针刺治疗，值得深入研究及临床推广。 

 
 

PU-1036 

音波震动结合下肢闭链对前交叉韧带骨-髌韧带-骨移植重建 

术后膝过伸康复效果的临床观察 

 
李澎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对照观察肌力训练结合步态训练与音波震动结合下肢闭链运动对前交叉韧带骨-髌韧带-骨移植

重建术后膝过伸康复效果。 

方法 30 例前交叉韧带骨-髌韧带-骨移植重建术后存在膝过伸功能障碍的患者，评价指标为关节活

动范围>5 度。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15 人，治疗观察 2 个月，对膝过伸评估做前后对

照。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膝过伸程度均有一定程度改善，治疗组改善明显，组间差异明显，p<0.05 

结论 音波震动结合下肢闭链的强化本体感觉、增加运动控制训练，对前交叉韧带骨-髌韧带-骨移植

重建术后导致的膝过伸比单纯力量训练和步态训练康复效果明显。 

 
 

PU-1037 

穴位配合的面瘫治疗 

 
孙昊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本课题旨在探索面瘫穴配合常规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与单纯常规针刺治疗相比较临床疗效有

无差异,从而为针刺治疗该病寻找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方法 将 66 例周围性面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各 33 例。对照组为常规针刺,穴位选取

患侧阳白、四白、颧髎、颊车、地仓等疏通局部气血，合谷配合太冲开四关疏风通络止痛。试验组

采用针刺面瘫穴(位于肩部,锁骨外 1/3 处斜向上二寸。局解,布有斜方肌和颈浅动静脉及锁骨上间神

经)配合常规针刺。面瘫疗效判定采用王声强提出的《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临床评估及疗效判定标准

方案的修订案》。全部病例均在治疗前后记录各项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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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治疗组总有效率均为 87.88%,对照组总有效率 69.70%,经秩和检验,两组有效率比较有明显

差异(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2)组内比较:经统计学检验(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治疗

组治疗 1、2、4、7 周后的面神经功能评分与疗前比较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说明治疗 1 周

就有了显著面肌功能改善。对照组治疗后 1 周的面神经功能评分同治疗前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第 2周时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治疗至第 2 周患者面部功能同疗前比较有了改善。组

间比较:在治疗的第 1、2、4、7 周,两组比较,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面瘫穴配合常规针刺与单纯常规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均有一定的临床疗效,治疗组疗效优于对

照组。治疗组治疗 1 周后有了显著面肌功能改善;对照组治疗后 1 周的面神经功能评分同治疗前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P>0.05),第 2 周时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治疗至第 2周患者面部功能同疗前比较

有了改善。针刺配合面瘫穴治疗周围性面瘫起效更快,对面神经功能评分改善上有明显效果;该疗法

安全无副作用。 

 
 

PU-1038 

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脑室出血后继发吉兰巴雷综合征 1 例 

 
段晓琴

1
,陈岩

1
,黄萨

1
,刘忠良

1
,宋新光

1
 

1.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2.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报道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脑室出血后继发吉兰巴雷综合征 1 例 

方法 1例66岁女性患者，突发意识不清、呕吐，行头部CT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1周后出现四

肢活动不灵，以双下肢为重。查体见患者嗜睡状态，唤醒后配合查体，言语缓慢，听力下降，双侧

瞳孔等大同圆，直径约 2.0mm，对光反射迟钝，四肢肌张力正常，双侧上肢近端肌力 2级，远端肌

力 3 级，双侧下肢肌力 0 级，四肢腱反射对称减弱，双侧 babinski 征阴性。 

结果 神经电生理及各项辅助检查后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脑室出血后继发吉兰巴雷综合征。 

结论 吉兰巴雷综合征可并发于蛛网膜下腔出血，临床实践中应引起重视，及时诊治。 

 
 

PU-1039 

本体感觉训练对踝关节骨折术后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研究 

 
廖志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探讨本体感觉训练对踝关节骨折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踝关节骨折术后患者 54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27 例，对照

组采用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理疗等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本体感觉训练，

由同一专业评估师在双盲状态下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4 周评估患者的关节活动度、美国足踝外

科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oot and ankle surgery,AOFAS)踝一后足评分量表,以及 Berg

平衡量表评分。 

结果 经过四周的治疗，2 组患者关节活动度、AOFAS 及 Berg 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治

疗前两组患者组间比较各项指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2 组患者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改善

（P<0.05)，且实验组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踝关节骨折术后患者采用本体感觉训练能有效改善患者的平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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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0 

颈椎骨折伴脊髓损伤围手术期的康复治疗 

 
李凯,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围手术期床边康复治疗对颈椎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功能恢复的意义 

方法 回顾选取 2014年 2月至 2016年 5月颈椎骨折伴脊髓损伤接受手术治疗患者 35 例做为对照组

病例，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颈椎骨折伴脊髓损伤手术并接受围术期康复治疗患者 35 例

做为观察组病例，对比两组患者住院过程中的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发生率，并于入院时、出院

时、手术后 3 月采用 Barthel 指数、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SIA）评分分别对两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和脊髓损伤程度进行评分 

结果 观察组 DVT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和术后 3 月，两

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和 ASIA 评分较组内入院时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患者组间比较，观察组Barthel 指数明显优于同时期对照组水平，出院时观察组与对照组 ASIA评分

无显著差异（p＞0.05），出院 3 月后观察组 ASIA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的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围手术期康复治疗能减少颈椎骨折脱位患者住院期间的血栓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日常活动能

力，改善脊髓损伤功能，降低住院天数及费用。此外，围术期康复治疗并不仅仅是一种治疗，它可

能是一种新的病房管理模式，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PU-1041 

红外线联合气压治疗在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患者 

围手术期的应用 

 
熊斌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红外线联合气压治疗在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患者围手术期应用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我院骨科接受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的患者 40 例，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对照组采用围手术期常规康复治疗，包括：

冰敷消肿、正确体位摆放、运动疗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患肢红外线联合气压治疗。

对两组患者跟骨周围皮肤褶皱试验阳性所需的时间、术后切口恢复情况、肿胀、疼痛、平均住院日

及住院费用情况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两组患者皮肤褶皱试验转阳性所需时间（d）方面比较，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存在差异性（P

＜0.05）；两组患者在术后切口恢复情况方面比较，对照组治愈率 35％，观察组治愈率 70％，有显

著差异（P＜0.05），对照组有效率 85％，观察组有效率 95％；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

两组患者在踝周径差值方面比较，观察组在入院后第五天、术后第五天踝周径差值均小于同期对照

组，存在差异性（P＜0.05）；两组患者在疼痛情况方面，观察组在入院后第五天、术后第五天 VAS

数值均小于同期对照组，存在差异性（P＜0.05）；观察组在平均住院日及住院费用方面均低于对照

组。  

结论 在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围手术期应用红外线联合气压治疗，有利于消除肿胀，缓解疼

痛，促进术后切口愈合，显著降低患者平均住院日和住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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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2 

针康优化技术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姜慧强,范振林 

吉林省人民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针康优化技术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平衡训练提高平衡功能，

治疗组采用针康优化技术进行平衡功能训练，采用Berg平衡量表(BBS)和Barthel指数(BI)进行疗效

评价。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 4 周后，治疗组 BBS 评分、ADL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针康优化技术能更有效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平衡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及进一步研究。 

 
 

PU-1043 

肿瘤康复的研究进展 

 
姜慧强,范振林 

吉林省人民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肿瘤发病率逐年增长，而其治疗手段也日益丰富，肿瘤幸存者不断增多。经过各种手段治疗

之后，这些幸存者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及社会功能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加快康复医学的发

展，共同促进肿瘤康复的发展。 

方法 本文从康复医学及其发展、肿瘤康复的发展入手，分析肿瘤康复的目的、内容、方法以及不

同肿瘤的临床康复现状。 

结果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医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的需要共同促进的结果。近几年，中国肿瘤康复

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需继续深入研究。 

结论 肿瘤康复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需要社会各层次配合的系统工程，目前只处于起步阶段，

今后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PU-1044 

佩戴式电子助行仪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张运锋 

河南省中医院 

 

目的 观察佩戴式电子助行仪联合常规康复训练项目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50例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25例。2组均给与康

复科常规治疗和训练，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 20 分钟治疗师指导下患者独自步行训练，

观察组在常规干预基础上增加佩戴式电子助行仪训练。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8 周后采用改良

Barther 指数（MBI）评分、功能性步行能力分级（FAC）及 TUGT 测试对两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后 2 组患者 MBI、FAC、TUGT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并且观察组患者三项指

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佩戴式电子助行仪联合常规康复训练项目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恢复具有促进作用，

能显著改善患者的下肢平衡能力和步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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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5 

SET 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 康复的影响 

 
刘静,周君,黄福锦,黄夏荣,刘鹏程,王亚琳,王珂,王甜甜 

湖南省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疾率的特点，导致患者遗留有不同程度的运动、感觉、平衡功

能等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悬吊运动治疗是基于现代康复理论最新成果

的训练技术，在不平稳状态下激发神经肌肉协调收缩能力，以达到对感觉运动器官的最佳诱发效果。

本研究拟观察悬吊运动疗法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康复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选择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50 例，

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 25 例、对照组 25 例。两组在常规神经内科药物治疗基础上，均接

受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良肢位的摆放，患肢各关节的被动活动，肌力训练，桥式运动，平衡功能训

练，步行矫正训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低频电刺激，针灸治疗等；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悬

吊运动疗法（SET），通过仰卧中立位保持、仰卧位下肢压弹性带、悬吊桥式运动、侧卧中立位保

持、悬吊减重四点跪位训练五种方式进行强化核心肌群的力量及稳定性训练，以及进行分离运动的

诱发训练。两组治疗均为 1 周 5 天，共 4 周。分别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 Berg 平衡功能评分、

Ashworth 量表评分、简易 Fugl-Meyer 上下肢运动功能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SF-36生活质量表

评分、汉密尔顿抑郁/焦虑量表评分并比较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间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在 Berg

评分、Barthel 指数明显提高（P＜0.05），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降低（P＜0.05），但在 Ashworth

量表、简易Fugl-Meyer上下肢运动功能、SF-36生活质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定方面无统计学

差异（P＞0.05）。 

结论 悬吊运动疗法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平衡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并有利于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可作为有效的干预措施应用和推广于临床。 

 
 

PU-1046 

体外冲击波联合激光治疗足跟痛的疗效分析 

 
王永召,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比较体外冲击波疗法、激光治疗以及体外冲击波联合激光治疗足跟痛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2016 年 4 月 2017 年 2 月在门诊诊治的足跟痛患者 90 例，男 46 例，女 44 例，年龄在 18-67

岁，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30 例。A 组：在压痛点予以冲击波治疗，治疗强度 1.5bar,10HZ,2000 次

冲击；B 组：在压痛点予以激光治疗，输出功率 20mW，频率 50Hz,时间 10min;C 组：在予以冲击

波治疗结束后，在压痛点继续予以激光治疗。三组的治疗周期均为 1 次/周，连续治疗 3 周，治疗予

以 VAS 评分，初次治疗前 V0，初次治疗后即刻评分 V1，1 周后评分 V2，2 周后评分 V3，3 周后评

分 V4，并以疼痛百分比作为疗效评定标准（治疗前与治疗后 VAS 差值/治疗前 VAS 分值×100%）。 

结果 经过 3 周治疗后，3 组中评分 V1、V2、V3 均低于 V0，治疗时间对治疗结果有显著影响

（P<0.05），去除时间因素后 3 种治疗方法对患者在治疗前、后 VAS 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联合治疗效果最优。3 组治疗方法的临床效果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体外冲击波疗法与激光疗法均可缓解足跟痛的临床症状，疗效确切，安全，方便，但联合治

疗效果更优，患者满意度更高，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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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7 

综合康复疗法治疗小儿脑瘫的疗效观察 

 
孙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究穴位注射为主的综合康复疗法与常规康复疗法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疗效差异。 

方法  纳入 92 例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小儿

脑瘫患儿，通过随机表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疗法，常规进行四肢活动锻炼，包括 Bobath 疗法、Vojta 疗法、引导式

教育等，每次 45-60 分钟，每天 1 次，训练 3-6 个月；综合组采用以穴位注射为主的综合康复疗法。

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穴位注射疗法 , 头部定位参照头针国标方案及焦顺发头针定位方法, 选取额

中线、顶中线、顶颞前斜线、顶旁 1 线、顶旁 2 线、颞前线、颞后线等；语言障碍取言语 1、2、3 

区；伴听力障碍加听宫、听会等；伴视觉障碍加睛明、球后、视区等；伴咀嚼障碍加下关、颊车等。

四肢穴位多选用病变侧多气多血之阳明经穴位，上肢选肩髃、曲池、手三里、合谷等，下肢选足三

里、解溪、血海、阳陵泉、环跳等。穴位注射混合液 (维生素 B1针 300 mg, 维生素 B12针1.0 mg, 

生理盐水 100 ml 组成), 头穴每个穴位 1.0 ml, 体穴每个穴位 1.5 ml, 隔天 1 次, 10 次为 1 个疗程 , 

疗程结束后休息 14 d, 再行第 2 个疗程治疗, 治疗 3 个疗程。 

     通过观察治疗前后粗大运动功能评分、运动发育指数及家长满意度，比较两组治疗小儿脑瘫的

疗效差异。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在粗大运动功能评分、运动发育指数比较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

比性；治疗后，综合康复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综合康复治

疗组在粗大运动功能评分、运动发育指数和家长满意度上均比对照组高，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综合康复疗法治疗小儿脑瘫的疗效确切，可改善患儿粗大运动功能，促进生长发育，家长对

治疗的满意度高，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PU-1048 

穴位注射联合拔罐治疗对中风后肩痛的综合疗效 

 
刘红英 

吉林省人民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旨在探讨穴位注射丹参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联合拔罐疗法治疗中风后肩痛的综合疗效。 

方法 中风偏瘫肩痛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联合组、拔罐组、穴位注射组，每组 30 例。每组均给予

常规内科药物治疗及康复训练。拔罐组同时予以拔罐治疗，穴位注射组同时予以丹参、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穴位注射，联合组同时予以穴位注射丹参、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及拔罐疗法。穴位

注射与拔罐疗法交替进行，隔日 1次，3 次为 1 疗程，三组患者穴位注射及拔罐的穴位相对固定。1

疗程结束后，比较 3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肩关节疼痛评分（VAS）、上肢 Fugl－Meye 运动功能评分、

肩关节主被动活动度、SDS 自测评分。 

结果 3 组患者治疗 1 疗程后，肩痛均有明显改善，肩关节活动度明显改善、上肢运动功能明显提高、

SDS评分显示明显下降。且联合组的疗效明显优于穴位注射组及拔罐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穴位注射联合拔罐治疗能对中风后肩痛患者的综合疗效显著。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601 

PU-1049 

离心收缩训练在冈上肌部分撕裂中的应用疗效探究 

 
李婷婷,汪学红 

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究离心收缩训练在冈上肌部分撕裂功能恢复中的疗效。 

方法 冈上肌部分撕裂患者 24 名，分为两组，各 12 名。空白对照组患者只给予红外线治疗，

20min/次/天，坚持 4 周；实验组患者给予红外线治疗及离心收缩训练，红外线治疗，20min/次/天，

坚持四周 ，在每次红外线治疗后实验组的患者每天会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完成离心收缩训练，

20min/次/天。 

结果 经过四周治疗，空白对照组的患者冈上肌部分撕裂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肌

力增强 1-2 级，活动度部分改善约 20-30 度，疼痛有缓解 2 分左右，但无痊愈患者；实验组患者经

过 4 周治疗，症状得到大大的改善，大部分患者肌力明显增强 2-3 级，其中有五位患者肌力完全恢

复正常，关节活动度得到显著改善，增加 40-50 度，有四位患者关节活动度完全恢复，疼痛明显缓

解减少 3-4 分，四位患者 VAS 评分为零，完全恢复，实验组四位患者痊愈。 

结论 运动干预有效，离心收缩训练应用于冈上肌部分撕裂中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PU-1050 

臭氧大自血回输联合康复治疗对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神经功能 

改善作用的临床观察 

 
孙远标,秦燕,程子翠,刘丽媛,周莹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泰安市中医医院 

 

目的  观察臭氧大自血回输联合康复治疗对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神经功能改善的促进作用。 

方法 将 160 名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80 例），对照组常规康复治疗，

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推拿、PT、OT、理疗等，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隔天给与一次臭

氧大自血回输治疗，每次回输臭氧自血 200ml，10 次为一疗程。治疗 1 月、2 个月后应用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进行综合神经功能评定、巴氏指数（Barthel-Index, BI）进行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NIHSS积分及BI指数 1个月、2个月时与治疗前比较均分别 p＜0.05、p＜0.01，而

两组间比较 1 月时 p＞0.05、2 月时 p＜0.05。 

结论 臭氧大自血回输联合康复治疗以及常规康复治疗均能明显地促进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神经功能

的恢复，而臭氧大自血回输联合康复治疗 2 个月后对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的效果明显优

于单纯康复治疗组。 

 
 

PU-1051 

脑梗死患者早期康复训练前后的 DTI 研究 

 
黄倩倩

1
,吴龙强

1
,陈晓龙

1
,黄乐健

2,1
,蒋松鹤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中美磁共振研究所 

 

目的 应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TI）研究脑梗死患者早期康复训练前后偏瘫肢体运动功能预后与

脑白质纤维束各向异性特征之间的关系，探讨 DTI在预测脑梗死患者功能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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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招募 11 例病程在 1 个月内的早期脑梗死患者，入组患者均接受 3 周时间的康复治疗，康复治

疗前后进行 DTI检查，对扫描得到的数据处理获得各向异性异性（FA）图，测量梗死灶区和对侧相

应区域皮质脊髓束的 FA 值，计算 FA 比值（rFA）与 FA 不对称指数。康复治疗前后进行上肢部分

Fugl—Meyer 量表（FMA-UE）、上肢 Brunnstrom 运动恢复分期和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分

析功能评定得分与 rFA 及 FA 不对称性指数之间的关系。 

结果 治疗前后 FMA-UE 评分、Brunnstrom 上肢评分、Brunnstrom 腕手评分及 MBI评分差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后病灶区较健侧对应脑区 FA 值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治疗前后病灶区 FA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P>0.05）。治疗后 rFA 较治疗前增大,治疗前

后 rF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 rFA 值与治疗前后 FMA-UE 评分增加值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 r=0.763，P=0.006<0.01。治疗后 FA不对称指数较治疗前减小，治疗前后 FA不对称指数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 FA 不对称指数与治疗前后上肢 FMA-UE 评分增加值呈负相

关，相关系数 r=-0.741，P=0.009<0.01。治疗前 FA不对称指数与治疗后上肢FMA-UE 评分呈负相

关，相关系数 r=-0.704，P=0.016<0.05。治疗前 rFA 值与治疗后 FMA-UE 评分呈正相关，相关系

数 r=0.746，P=0.008<0.05。 

结论 rFA 和 FA 不对称指数可预测患者的运动功能预后。 

 
 

PU-1052 

脊髓 SIRT1 负性调控 STAT3 磷酸化水平介导 NALP1 表达参与

硼替佐米诱导的痛性神经病变 

 
刘翠翠,黄竹溪,郑耀超,张速博,伍少玲,马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探究硼替佐米诱导的疼痛性神经病变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方法 本研究中，我们观察了硼替佐米对大鼠脊髓背角 SIRT1 表达的影响，发现硼替佐米处理显著

降低了SIRT1蛋白质含量；此外，鞘内注射SIRT1激活剂白藜芦醇可缓解硼替佐米诱导的机械性痛

觉过敏。分子生物学结果进一步表明，硼替佐米还增加了脊髓背角磷酸化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3（p-STAT3）与 NALP1 基因启动子特定区域的结合，促进了乙酰基转移酶 p300 和 STAT3 蛋白之

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诱导了启动子区域组蛋白H4 乙酰化，使NALP1 在脊髓背角转录增加。值得注

意的是，我们还发现，激活 SIRT1 可抑制 STAT3 的磷酸化，并减弱 p-STAT3 与 NALP1 基因启动

子的结合，从而抑制 NALP1 的表达。 

结果 SIRT1 可能通过激活 STAT3 表观遗传调控脊髓背角 NALP1 的表达，从而参与硼替佐米诱导

的机械痛觉过敏。 

结论 SIRT1 可能通过激活 STAT3 表观遗传调控脊髓背角 NALP1 的表达，从而参与硼替佐米诱导

的机械痛觉过敏，将为防治化疗药物硼替佐米诱导的痛性神经病变提供潜在的靶点。 

 
 

PU-1053 

不同脊髓节段重复磁刺激对急性脊髓损伤大鼠运动功能及

GAP-43 表达的影响 

 
刘浩,张安仁,庞日朝,熊德启,王文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重复经脊髓磁刺激(rTSMS)作用于不同脊髓节段对急性大鼠运动功能及GAP-43表达的影

响，初步探寻 rTSMS 的最佳刺激部位，为 rTSMS 在脊髓损伤中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验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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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从 80 只 SD 大鼠中随机选择 16 只作为 E 组：假手术组（仅暴露脊髓），其余 64 只大鼠采用

医用临时脑动脉瘤夹（标定力 70g）建立 T10 钳夹型脊髓损伤大鼠模型，然后随机分为 A 组：T6

节段刺激组、B 组：T10 节段刺激组、C 组：L2 节段刺激组、D 组：对照组，每组 16 只。A、B、

C 三组从术后第 4 天开始分别在相应脊髓节段给予 5Hz、75%最大输出强度(1.5T)的磁刺激，每序

列 5s，间歇 2s，连续 10 个序列，1次/d，每周5d，连续治疗 8w。各组大鼠在术前 1d及术后 1d、

1w、2w、4w、6w、8w进行行为学BBB评分；8w后采用透射电镜观察损伤节段脊髓组织超微结构

变化，免疫组织化学及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检测损伤节段脊髓组织中 GAP-43 蛋白的表达，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大鼠脊髓损伤区 GAP-43 mRNA 的表达。 

结果 术后 2、4、6、8 周，A 组和 B 组的 BBB 评分均显著高于 D 组（P<0.05）；术后 4、6、8 周，

C 组 BBB 评分明显高于 D 组（P<0.05）；术后 4 周 A 组和 B 组 BBB 评分均高于 C 组（P<0.05）；

术后 6、8 周，C 组 BBB 评分高于 A 组和 B 组（P<0.05）。8 周后，A、B、C 三组与 D 组比较，

脊髓超微结构病理改变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 A 组和 C 组改善明显。A 组和 C 组 GAP-43

蛋白表达量明显高于 D 组（P<0.05），C 组 GAP-43 蛋白表达量高于 A、B 组（P<0.05）。 A、B、

C 三组脊髓损伤区 GAP-43 mRNA 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 D 组（P<0.05）；C 组脊髓损伤区 GAP-43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A 组和 B 组（P<0.05）。 

结论 rTSMS 作用于不同脊髓节段对脊髓损伤后运动功能的恢复及 GAP-43 的表达存在差异，

rTSMS 作用于 L2 脊髓节段，运动功能改善最明显，GAP-43 表达水平最高。rTSMS 能有效促进损

伤脊髓组织中 GAP-43 的表达，并诱导轴突再生，有利于急性脊髓损伤后运动功能的恢复。 

 
 

PU-1054 

重建生活为本的康复治疗在侧卧位前方入路单侧全髋关节置换术

后患者职业回归随访研究 

 
赵婧,吴鸣,倪朝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重建生活为本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法在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重返工作岗位的职业康复治

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至 12 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骨科行 THA 的

159 例患者，分成改良 DAA 组 84 例和 MIS-PLA 组 75 例，我们对两组患者术后 6 个月进行了重建

生活职业回归的康复随访。以了解患者术后重建回归工作岗位的情况，观察超早期重建独立生活对

其恢复职业能力的影响。结合患者髋关节功能随访评估结果和工作岗位评估，患者的职业能力是否

匹配原工作岗位的工作强度，与之讨论并提出合理的工作建议，促使其快速回归到工作岗位体现自

身价值。主要评估工具有牛津髋关节功能评分，Harris 髋关节评分，工作分析，功能性能力评估，

百分制工作满意度评分。 

结果 159 例患者 6 个月后，牛津髋关节功能评分 46.3±8.4，Harris 髋关节评分 94.5±7.8。有超过

30%患者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术前病假时间1.6±1个月，其中前侧入路为3.17±1.42M，后外侧入

路为 2.91±1.08M，工作要求为 39.0±21 小时/周，现在实际工作的时长为 33.6±17.6 小时/周，术前

工作量减少 24.14%，术后工作量比正常工作量减少 22.8%。回归岗位的情况：16%患者回归到原

公司原岗位，10%患者回归到原公司不同岗位，8%患者回归到不同公司原岗位，8%患者回归到不

同公司不同岗位，调整岗位工作任务有 16%，退休 20%，失业 10%，个体创业 8%。工作满意度打

分 77.7±22.3。 

结论 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在经过生活重建为本的康复治疗后髋关节功能恢复接近正常，术后工作

量较术前改善，复工率较高，回归工作后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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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5 

观察游戏治疗方式在小儿脑瘫运动功能恢复中的影响 

 
王晓锋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游戏治疗方式在小儿脑性瘫痪运动功能恢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30 例小儿脑性瘫痪患儿，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5 例，对照

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游戏疗法，比较两组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的效果。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GMFM-88 项总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P<O．01)。 font-weight:bold'>30 例小儿脑性瘫痪患儿，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游戏疗法，

比较两组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的效果。 

结论 在运动治疗中以游戏治疗方式治疗小儿脑性瘫痪，可强化患儿康复训练效果，对改善患儿预

后有较强促进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PU-1056 

全身振动疗法对脑瘫患儿腓肠肌肌张力及步态的影响 

 
刘翠娟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研究全身振动疗法对脑瘫患儿腓肠肌肌张力及步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7 年 9 在我院住院的月龄在 12 个月—36 个月的 20 例脑瘫患儿（除外

先天畸形和遗传代谢性疾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 10 例患者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其中

4 例有独立行走能力；,另外 10例患者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全身振动疗法--声波振动运动机

SW-VC12，其中 3 例有独立行走能力。两组患者于治疗前、治疗 12 周和 24 周后进行双侧腘窝角

度、足背屈角度测量，取其平均值，表面肌电图检测，评估肌张力。 

结果 治疗后12周、24周两组患者关节活动度、肌张力、步行功能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给予全身

振动疗法的对照组关节活动度、肌张力、步行功能较常规观察组明显改善 ,差异有显性意义

(P<0.05)。 

结论 全身振动疗法可降低脑瘫患儿腓肠肌肌张力及改善步态。 

 
 

PU-1057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疗效的观察 

 
上官王钱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疗效的观察。 

方法 选取2014 年5 月~2015 年 10 月来宁波市康复医院接受过康复治疗的患儿 30例，分为两组别，

各 15 例。一组为常规组，另一组为干预组。常规组患儿 3~6 个月未在家庭中进行任何训练，患儿

家长对家庭康复意识不强，任由小孩发展。直到患儿 1 周岁才来院进行综合性康复。干预组患儿也

是 3~6 个月，但是由于家长对家庭康复意识强烈，在家中也进行康复训练。定期也会进行医院回访

活动时刻观察患儿的情况直到患儿 1 周岁来院进行综合性康复训练。 

结果  治疗后，两组 GMFM、FMFM 和 ICF-CY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改善，且干预组优于常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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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有显著的影响。 

 
 

PU-1058 

探讨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的影响 

 
陈琛,谢鸿翔,陈方川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在本院行康复治疗的脑瘫患儿 40 例。男 28 例，女 12 例；年

龄 2～8 岁。功能障碍分型：痉挛型 16 例，不随意运动性 14 例，混合型 10 例。根据实际情况分成

两组，对照组 20 例，行常规康复治疗；实验组 20 例，接受常规的康复训练，在每一次运动训练过

程中，用 15-20分钟重点强化足弓训练,一个康复疗程 3 个月，共 2个疗程。用足底压力测试系统进

行评估。 

结果 实验组 6 个月内进行足底压力测试系统测试足底压力百分比高于对照组（P<0.01），两组差

异显著性明显。 

结论 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改善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PU-1059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早期应用帕维尔闭链运动训练对膝关节稳定

性及下肢肌力的影响 

 
樊嘉婧,牟翔,赵晨光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早期应用帕维尔闭链运动训练对膝关节稳定性以及肌肉力量的影

响。 

方法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早期 1 月内康复阶段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各 15 例。治疗

组接受常规物理因子治疗（干扰电治疗，超短波治疗，CPM 治疗等），运动治疗(踝泵运动，股四

头肌等长收缩等)，以及药物治疗;对照组在治疗组基础上增加坐位下帕维尔闭链运动训练，将膝关

节的活动范围控制在 40-90 度。分别在患者治疗前、治疗 2w、治疗 4w对患者进行评估，评估内容

包括 IKDC 评分，髌上 10cm 与髌下 10cm 围度测量、关节活动度测量、下肢肌力评定。统计评定

结果，并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  

结果 治疗 2w，两组髌上 10cm 与髌下 10cm 的围度，膝关节活动度以及下肢肌力的评定结果无统

计学意义，对照组 IKDC 评分优于治疗组，有统计学意义。术后 4w，两组髌上 10cm 与髌下 10cm

的围度、膝关节活动度以及下肢肌力的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 IKDC 评分优于治疗组，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早期进行帕维尔闭链运动训练可以促进下肢功能恢复，保护重建韧带，

提高患者的膝关节稳定性，为我们在临床治疗中提供了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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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0 

神经松动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易江,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神经松动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 纳入 3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15 例）和对照组（15 例）。对照组患

者给予健康宣教、每周 5 次中低周治疗及颈椎牵引治疗，其中健康宣教包括姿势的调整、枕头的选

择和避免诱发神经刺激症状，中低周波主要摆放在颈肩部受累区域，颈椎牵引是在坐位下采用

7%~20%自身体重 15 分钟的持续牵引。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上神经松动术治疗，根据上肢

神经受累区域和上肢神经张力测试（upper limb tension test，ULTT）结果，采用相应神经松动模式

治疗。于治疗前、治疗后 1 周和 2 周对两组患者采用数字疼痛评分（numerical pain rating scale, 

NPRS）评估 2 组患者疼痛程度，同时采用颈部功能障碍指数（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评分进

行综合评价，并对 2 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比。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NPRS 评分和 NDI评分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后 NPRS

评分和 ND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均 P<0.05）。在治疗 1 周后，治疗组 NPRS 评分改善高于

对照组（P<0.05），NDI评分 2 组均有改善，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后，

治疗组 NPRS 评分和 NDI评分改善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5）。 

结论 神经松动术能减轻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疼痛症状；神经松动术可以增加牵引和电疗对神经根

型颈椎病的疗效。 

 
 

PU-1061 

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疗效观察 

 
任倍倍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针灸对中风后遗症的疗效观察。 

方法 针灸治疗中分偏瘫，能明显改善患者治愈情况。对中风偏瘫患者进行针灸治疗，采用毫针刺

法对小海穴、风池、哑门、曲池穴等进行针灸治疗。还应针对实际病情，根据患病部位进行针刺灸

治，改善中风偏瘫患者的脑组织情况，促进脑循环，从而使患者的肢体功能得到恢复和改善，明显

改变血液流变学指标，使脑功能细胞得以恢复。针灸法不仅没有副作用，还可以降低并发其他疾病

的危害。针灸风池穴可以散寒止痛驱风，能够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针灸丰隆、合谷穴，可以生化

气血、健脾益胃，针灸穴位可以使临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实现标本兼治的目的。 

      本病病损于颅内, 致循环障碍, 固脑为元神之府, 神明被扰, 蒙闭清窍, 诸经失养, 故发本病。

脑为奇恒之府, 督脉从项并入于脑, 隶属于脑。石学敏教授提出的针刺治疗中风的临床治疗大法―醒

脑开窍法‖，在选穴上以阴经和督脉为主，自创立以来，醒脑开窍法为广大针灸同仁运用于临床，

并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选穴取十二鬼穴之首人中, 三阳五会之处百

会, 督脉从项入脑处的哑穴风府, 以疏通脑络气血。肾主藏精生髓上行于脑, 故取肾之井穴涌泉, 及

足三阴之穴会穴三阴交, 以激发元气, 充于脑。经脉气血失常是本病的基础, 取内关以通其经络, 再

配十二井穴等共奏疏通脑络气血, 醒脑开窍之功。常用泻法, 不留针或少留针。每日一次，10 次为

1 个疗程, 疗程间休息 2~3 天。 

结果 疗效评定标准: 临床治愈: 偏瘫、失语等症状基本消失, 能徒手步行, 自理生活, 上肢及下肢

肌力恢复至Ⅳ-Ⅴ级; 显著好转: 偏瘫、失语等症状明显改善, 能步行, 上肢及下肢肌力恢复Ⅱ级以

上; 好转: 偏瘫、失语等症状改善, 上肢及下肢肌力恢复Ⅰ级以上; 无效: 治疗前后偏瘫、失语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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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无改善。本组经 2 个疗程治疗,78 例临床治愈, 29 例显著好转, 16 例好转, 3 例无效,总有效率

97.6％。 

结论 随着针灸疗法的不断发展，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的新方法原则会不断被发现，中风后遗症治

疗针灸配合适当的康复训练, 能促进病变部位的气血循环, 加速神经与肌肉功能的恢复，可使中风

后遗症患者的康复时间缩短，大大降低本病的致残率和致残程度。 

 
 

PU-1062 

选择性运动训练技术对 ACL 损伤保守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凯斌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选择性运动训练技术对 ACL 损伤保守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接受 10 天的选择性运动训

练，对照组仅接受中医针灸普通治疗。对所有患者在治疗前、第 1 次治疗后和治疗 5d 后（第 6 天）

进行疼痛和活动功能评估。 

结果 治疗组在治疗 5 次后，疼痛显著缓解（P<0.05），功能评分也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结论 选择性运动训练可以有效缓解 ACL 损伤后关节疼痛，提高活动功能。 

 
 

PU-1063 

探讨运动疗法对帕金森病平衡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阳初玉,李争鸣,徐薇,李兰晴,王会光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障碍性疾病,主要以黑质多巴胺

能神经元变性缺失和路易小体形成其病理特征,其确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仍未阐明。但大多数

研究认为环境和遗传因素是产生该种疾病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

姿势步态异常和表情减少等运动症状。该研究主要是探讨运动疗法在帕金森病（PD）平衡及步行能

力的影响，为康复治疗对帕金森病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以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 PD 患者作为本组研究的观察对象，并

依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常规药

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运动疗法，1 次/d，40-60 min/d，连续治疗 4 周；分别于治疗前、4 周后采用

美国 PD 主要症状严重程度评分量表、平衡稳定极限（limits of stability，LOS）、Berg 平衡量表

（Berg balance scale，BBS）、特定活动平衡信心量表（activities-speeific balance confidence，

ABC）以及步态时间距离参数变化量表等对两组患者的平衡及步行能力情况进行对比评价。 

结果 （1）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D 主要症状严重程度评分、LOS、BBS、ABC 评分之间无明显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周后，观察组的PD主要症状严重程度评分、LOS、BBS、

ABC 评分分别为（14.24±7.58）、（11.47±5.39）、（44.27±6.37）、（72.53±7.55），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步长、步宽以及步速之间无明显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步长、步宽以及步速分别为（44.21±7.45）

cm、（10.357±5.21）cm、（0.47±0.06）m/s，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PD患者平衡及步行功能障碍的临床治疗中，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运动疗法可以有效缓

解临床症状与步行功能，提高平衡能力及步行能力，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减轻家庭负担，提高

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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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4 

悬吊技术在儿童肩关节半脱位康复训练中的应用 

 
常笑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索悬吊技术在儿童肩关节半脱位康复训练中的作用，为利用悬吊技术治疗儿童肩关节半脱

位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0 月各种原因引起的肩关节半脱位患儿 23 例，其中 2013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0 月未引进悬吊技术时的患儿 14 例为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10 月引进悬吊技术后的患儿 9 例为实验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加上悬吊技术，对比两

组患儿的治疗效果，并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儿童肩关节半脱位的康复治疗中，悬吊技术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结论 悬吊技术的应用对儿童肩关节半脱位的康复训练，有较明显的疗效。 

 
 

PU-1065 

感觉统合训练治疗小儿脑性瘫痪合并智力障碍疗效分析 

 
杨磊,李三松,张广宇,王明梅,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感觉统合训练在治疗小儿脑性瘫痪合并智力障碍患儿中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7 年 7 月在我院儿童康复科住院治疗的脑性瘫痪合并智力障碍患儿 58

例，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29例，采用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运动疗法，1 次/日，40分钟/次；作

业疗法，1 次/日，30 分钟/次；捏脊推拿、石蜡疗法等传统中医治疗；言语训练，1 次/日，30分钟/

次。感觉统合训练治疗组 29 例，在接收常规治疗的同时进行感觉统合训练，主要包括前庭、本体、

触觉和听觉刺激活动等，根据不同患儿情况进行个体化训练，1 次/日，1 小时/次。两组康复治疗均

20 日为 1疗程，进行 3 疗程以上，康复治疗均超过 3 个月，监护人参与康复训练，治疗前后利用小

儿神经心理发育诊断量表进行评定 IQ 值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感觉统合训练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IQ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感觉统合训练治

疗组治疗前后 IQ评分相比 t=18.41，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IQ评分相比 t=10.74，p<0.05。康复

治疗后悬吊运动训练治疗组 IQ 评分提高大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感觉统合训练可有效的提高脑性瘫痪合并智力障碍患儿智力水平，应在脑性瘫痪合并智力障

碍康复治疗中积极推广。 

 
 

PU-1066 

尼莫同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临床观察 

 
陈镇海 

吉林油田江北医院 

 

目的  探索尼莫同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40例脑卒中后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20例，两组基础治疗和康复

训练相同，治疗组给予尼莫同 30 毫克每日三次口服。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对两组患

者进行认知评分，分别观察治疗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两组患者认知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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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认知评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经过治疗，治疗组在三个治疗

时段的认知改善情况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 MMSE 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 

结论 尼莫同配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有显著疗效，常规治疗一个月即可起效，可连

续用药三个月或更长时间疗效会更好。 

 
 

PU-1067 

陪护者强化康复教育对脑卒中患者肩痛的影响 

 
胡裕君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卒中后肩痛阻碍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的改善，影响患者的康复训练，严重者还可影响患

者睡眠，导致患者焦虑、抑郁，因此，卒中后肩痛的预防是脑卒中患者早期的康复目标之一。本研

究旨在探讨陪护者强化康复教育对脑卒中患者肩痛的影响。 

方法 将 9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康复治疗；观

察组除采用常规的康复治疗外，同时予陪护者强化康复教育。观察两组 Fugl-Meyer 肩关节活动功

能评分和肩痛的发生率。陪护者强化康复教育时间为 8 周，每周 2 次，每次 1h，陪护者与患者同时

参与。康复教育的方式包括集中讲解、康复护理指导和个别指导等。内容主要包括脑卒中一般知识，

偏瘫肩痛的原因和危害、卧位良肢位的摆放、坐位上肢的摆放、肩悬吊带的正确使用、如何正确翻

身、如何正确转移、日常护理中要避免的活动等。个别指导主要是指导陪护现场操作，并检查陪护

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对患者护理的方法是否正确。干预前和干预8周后分别进行Fugl-Meyer肩关节

活动功能评分和 VAS 评分。Fugl-Meyer 肩关节活动功能评分包括肩关节运动和疼痛两部分，分别

测评肩关节屈曲、外展 90°、外旋、内旋时活动度和疼痛情况，运动分 8 分，疼痛分 8分，共计 16

分。VAS 评分是使用一条长约 10cm 的游动标尺，一面标有 10 个刻度，两端分别―0‖分端和―10‖分

端，―0‖分表示无痛，―10‖分代表难以忍受的最剧烈的疼痛，将有刻度的一面背向患者，让患者在直

尺上标出能代表自己疼痛程度的相应位置，评估者根据患者标出的位置为其评出分数。本研究将

VAS 评分≥4 分定为有明显肩痛，计算两组明显肩痛的发生率。 

结果 干预前，观察组和对照组评分 Fugl-Meyer 肩关节活动功能评分和肩痛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评分 Fugl-Meyer 肩关节活动功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肩痛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卒中患者在康复治疗的同时，对陪护者采取强化康复教育的形式，可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侧

肩关节提供保护，有效减少卒中后肩痛的发生，改善肩关节活动功能。 

 
 

PU-1068 

放射状冲击波联合穴位注射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张田,朱思刚,刘洪举,肖立 

贵州省骨科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八职工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体外放射状冲击波（RSWT）联合穴位注射治疗膝骨关节炎（KOA），分析相关临床疗效，论

证 RSWT 对 KOA 患者膝关节功能、疼痛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探讨临床运用价值。 

方法 将确诊为膝骨关节炎的患者 106 例，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51 例）和研究组（55 例）。

对照组单采用穴位注射：每周治疗 5 次，连续治疗 4 周；研究组在穴位注射的基础上联合RSWT治

疗：RSWT 为 2 天 1 次，治疗 5 次为 1 疗程，连续治疗 3 个疗程。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结束时及治

疗后 1 周、治疗后 1 个月采用视觉类比疼痛评分（VAS）、膝关节功能评分（Lysholm）及日常生

活能力评定（ADL）评价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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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治疗结束时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膝关节疼痛及膝关节功能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P<0.05），

两组疗效相仿（P>0.05），但治疗后 1 周及 1 个月研究组膝关节功能及疼痛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放射状冲击波联合穴位注射治疗膝骨关节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治疗方案。 

 
 

PU-1069 

等速肌力训练技术在膝关节损伤中的临床应用 

 
张田,刘洪举,肖立 

贵州省骨科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八职工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探讨等速肌力训练技术在膝关节损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观察对象为 2 膝关节损伤患者取 60 名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

康复训练方法，研究组患者采用等速肌力训练方法。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膝关节损伤恢复状况明显好于对照组患者，两组研究结果数据对比存在明显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膝关节损伤中采用等速肌力训练技术进行临床康复，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PU-1070 

弹性绷带对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李丹

1
,刘军军

1
,刘亚琼

2
 

1.山西省康复研究中心 

2.山西省荣军医院,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研究弹性绷带对脑瘫患儿站立位平衡及步态的影响。 

方法 分析2017 年1-5月我中心治疗的脑瘫患儿 3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15 例）与实验组（15 例）。

对照组以神经发育疗法为基础进行常规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按摩、针灸、感觉统合训练、引导

式教育等康复训练。实验组在对照组训练的基础上选择性的佩戴髋、膝、踝弹性绷带进行康复训练。

患儿平均住院时间为 12 周，每天训练时间至少 3 个小时。治疗前后采用 Berg 平衡量表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前评定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12周后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 Berg

量表评分均提高，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疗效更为显著(P<0.05) 

结论 通过对脑瘫患儿在神经发育疗法的基础上选择性的增加髋、膝、踝弹性绷带进行康复训练，

有利于促进患儿站立位平衡及行走能力的建立 

 
 

PU-1071 

低频交变磁疗法辅助治疗脊髓损伤患者并发急性 

附睾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田飞,袁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低频交变磁疗法辅助治疗脊髓损伤患者并发急性附睾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脊髓损伤患者并发急性附睾炎 40 例随机分

为治疗组（20 例）和对照组（20）例，两组都给予同一种抗生素治疗，治疗组同时联合低频交变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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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两组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后行阴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

测量附睾的大小和血供情况，同时评估阴囊区的疼痛程度，并评定比较疗效。 

结果  治疗组治愈率为 54.1%,显效率+有效率为 30.3%,总有效率为 84.4%,治疗时间为(9.2±0.5)d；

对照组治愈率为 43.6%,显效率+有效率为 26.7%,总有效率为 70.3%,治疗时间为(11.3±0.8)d；两组

总有效率和治疗时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低频交变磁疗辅助治疗脊髓损伤并发急性附睾炎患者，能够减轻疼痛，缩短病程，提高疗效，

减少附睾炎对康复训练的影响，为肢体功能恢复提供更多的时间。 

 
 

PU-1072 

关节松动术对落枕的临床疗效观察 

 
江俊杰,康治臣,张雪晶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关节松动术对于落枕的疗效 ，观察关节松动术是否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疼痛及改善患者的

关节活动度，并与常规推拿手法作比较。 

方法 将 20 例落枕患者进行随机配对设计，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 例，两组均采用非甾体

类止痛药（西乐葆）、TENS 和蜡疗，观察组在常规推拿手法的基础上加用关节松动术手法，对照

组用常规推拿手法，两组均治疗 2-3 天。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NDI（颈椎功能障碍指数

评分）量表对患者进行治疗前、治疗 2-3 天后的评定，并进行统计学的分析。 

结果 两组 VAS 评分和 ND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观察组 VAS 评分更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 NDI评分改善程度更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落枕（颈椎小关节紊乱症）是临床常见病症，往往是由于急性损伤后造成关节紊乱，进而出现

颈椎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多因颈肩部肌肉的过度使用、睡眠姿势不良或颈椎受凉所致。急性期

发作时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有的患者由于疼痛严重不能起床；有的患者由于转头受限严重影响

了视力范围。目前对于落枕尚没有特效治疗，而落枕又是一种常见的、发病率较高的疾病，我科一

年大概接诊约 50 例落枕患者，自从开展关节松动术手法治疗以来，解决了很多患者的落枕问题，

并且患者满意度较高。 

关节松动术是由澳洲物理治疗师Geoffrey D Maitland提出，它是现代康复治疗技术中的基本技能之

一，是治疗师在患者关节活动范围内完成的一种手法操作技术，临床上常用来治疗关节功能障碍如

疼痛、活动受限或僵硬等，具有针对性强、见效快、患者痛苦小、容易接受等特点。对于落枕患者，

关节松动术可纠正小面关节的微小错位，恢复脊柱的正常运动轨迹，减轻或缓解颈椎神经根的压迫

与刺激，缓解周围软组织的痉挛，更好的恢复颈椎生物力学系统的内外平衡。 

结论：关节松动术配合常规推拿治疗更能提高落枕患者的治疗效果，优点是该手法具有针对性强、

见效快、患者痛苦小、容易接受等。所以关节松动术配合常规推拿建议在临床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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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3 

体力活动相对活跃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心肺耐力与 

不同体力活动的相关性 

 
刘淑芬

1
,全建东

2
,张路

1
,赵肖奕

1
,陈丽霞

1
,李文慧

1
 

1.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2.北京协医惠康医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目的 探索2型糖尿病患者心肺耐力与不同体力活动的相关性，为2型糖尿病患者的运动指导提供依

据。 

方法 采用国际身体活动问卷(IPAQ)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日常体力活动调查，采用递增功率的心

肺运动试验(CPET)对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心肺耐力测试，使用双变量相关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心肺

耐力和不同体力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 42 名，仅有 1 名为体力活动水平不足，13 名为中等水平，28 名为高水平。高水

平体力活动者的比例为 66.7%。中等水平组和高水平组患者在年龄、性别、身高、体重、BMI、糖

尿病病程等方面均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在总活动量、步行、中等强度活动量、高强度活动量方面均

有明显差异，在按类别划分的活动量方面，除工作相关的活动量的差异没有显著性以外，交通相关

的、家务相关的、休闲相关的活动量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纳入分析的 42 名糖尿病患者，其峰值摄氧量为 1022±249ml/min（17.6±3.9ml/kg/min），无氧阈时

的摄氧量为 663±171ml/min（11.6±3.1ml/kg/min）。其中心肺功能正常 15 例，心肺功能轻度下降

17 例，心肺功能中度下降 10 例，没有重度和极重度下降的病例，心肺功能正常的比例为 35.7%。 

双变量相关分析显示高强度活动量、休闲相关的活动量与糖尿病患者的峰值摄氧量、无氧阈时

摄氧量均明显相关（P＜ 0.05），糖尿病病程、中等强度活动量、工作相关活动量、交通相关活动

量、家务相关活动量与糖尿病患者的峰值摄氧量无明显相关。根据心肺功能正常与否分类，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心肺功能是否正常仅与休闲相关的活动量相关。 

结论 休闲相关的活动量与患者心肺功能是否正常独立相关，应该多鼓励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以锻

炼身体为目的的活动，而非用其他的家庭活动来代替。 

 
 

PU-1074 

补元聪脑汤联合针灸对老年痴呆（肾虚痰瘀型）患者疗效及 MMSE、

Hcy、Aβ 的影响 

 
高翔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省,延安市 

 

目的 观察补元聪脑汤联合针灸对老年痴呆（肾虚痰瘀型）患者疗效及 MMSE、同型半胱氨酸（Hcy）、

β 淀粉样蛋白（Aβ）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肾虚痰瘀型老年痴呆患者 98 例作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9 例，对照组给予针灸治疗，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联合补元聪脑汤治疗。观察 2 组临床疗效、中医症状积分、MMSE、Hcy 以及 Aβ 水平。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 87.76%显著高于对照组 69.39%（P＜0.05）；治疗后 2 组倦怠乏力、智能减

退、肢体困重、言语颠倒、小便失禁、头晕耳鸣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 2 组定向力、语言能力、注意力和计算力、记忆力评分显著高于治疗

前（P＜0.05），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 2 组 Hcy 和 Aβ 水平显著低于治疗

前（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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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补元聪脑汤联合针灸能够有效提高改善肾虚痰瘀型老年痴呆患者Hcy和Aβ水平，提高认知功

能和临床疗效。 

 
 

PU-1075 

Bobath 技术治疗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景蓉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省,延安市 

 

目的 探讨 Bobath 技术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临床疗效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方法，将 69 例脑瘫患儿分为传统康复组（33 例）和现代康复组（36 例），传统康

复组采用针灸、推拿等传统康复技术治疗，而现代康复组则是在传统康复治疗的基础上施以

Bobath 技术，治疗前后均以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2 组治疗 3 个月后，传统康复组总有效率为 96.9％，现代康复组 1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组显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749， P<0.05）。 

结论 Bobath 技术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改善具有明显治疗优势。 

 
 

PU-1076 

助力电刺激结合 Bobath 疗法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临床观察 

 
景蓉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省,延安市 

 

目的 评价助力电刺激结合 Bobath 疗法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的疗效。 

方法 65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分为对照组 32 例、治疗组 33 例。两组均在

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分别施以 Bobath 疗法、及助力电刺激配合 Bobath 治疗。Bobath 疗法由专门

治疗师进行实施，助力电刺激由理疗治疗师进行实施，各组根据所制定的治疗方案进行相应的治疗，

2 组疗程为 28 天，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28天采用简式 Fugl-Meyer 运动、平衡功能评定法及日常

生活能力（ADL）评定法，观察患者的运动、平衡、日常生活能力的功能变化。 

结果 2 组治疗 28d 后，对照组总有效率 81.25，治疗组总有效率 96.9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Fugl-Meyer运动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5.556，P<0.01)；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6.132，P<0.01)；ADL 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t=6.775，P<0.01)。 

结论  助力电刺激结合 bobath 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具有治疗优势。 

 
 

PU-1077 

手功能位矫形器配合肌内效贴治疗偏瘫患者手部肿胀的临床研究 

 
李豪

1
,赖冬冬

1,2
 

1.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2.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手功能位矫形器结合肌内效贴治疗对偏瘫患者手部肿胀改善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78 例由番禺中心医院康复科和神经内科的偏瘫中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39 例和治疗组 39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的运动疗法和对应的针灸与物理因子治疗，治疗组在针灸和物理因子治疗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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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加以休息时佩戴手功能位矫形器以及进行肌内效贴，观察两组治疗在 20 天后的临床疗效，通

过对疼痛、肿胀程度以及上肢简化 Fugl-Meyer 评分（FMA），并通过统计学的分析。 

结果 治疗组偏瘫中风患者的疼痛，肿胀程度以及上肢简化 Fugl-Meyer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改善，疼

痛的评定、肿胀程度评定、上肢简化 Fugl-Meyer 评分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手功能位矫形器配合肌内效贴治疗能够显著的减轻偏瘫手部肿胀、疼痛以及改善偏瘫患者的

上肢功能。 

 
 

PU-1078 

阿基米德运动悬吊系统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疗效分析 

 
李晓泉

1
,张雷

2
 

1.浑河新城中西医结合医院 

2.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观察阿基米德运动悬吊系统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沈阳浑河新城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二科住院的存在卒中后平

衡功能障碍的患者共 100 例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采用传统平衡训练治疗，观察组采用阿基米德运

动悬吊系统训练治疗。采用Berg平衡量表、Barthel指数量表及Lindmark平衡反应测试评分评估患

者平衡功能。 

结果 1.治疗后两组患者平衡功能均有改善（P 均<0.05）。观察组治疗后第 2 周与治疗前比较 BBS

（χ
２
值为 21.07±4.13、t 值为 2.35，P 值为 0.002）、BI（χ

２
值为 42.12±6.77、t 值为 1.28，P 值为

0.004）、Lindmark 评分（χ
２
值为 7.03±1.09、t 值为-1.04，P 值为 0.003）；对照组第 2 周与治疗

前比较 BBS（χ
２
值为 22.23±5.25、t 值为 2.55，P 值为 0.011）、BI（χ

２
值为 45.65±7.43、t 值为

5.5，P 值为 0.034）、Lindmark 评分（χ
２
值为 7.57±1.23、t 值为 8.8，P 值为 0.043）；治疗后 2

周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三个指标 P 值分别为 1.3,0.8,0.4，P 均＞0.05）。2.治疗 6 周后观察组较

对照组三个量表评分提高显著（P 均<0.05）。两组比较 BBS（χ
２
值为 30.29±13.48、t 值为 2.6，P

值为 0.041）、BI（χ
２
值为 56.38±6.08、t 值为 1.1，P 值为 0.038）、Lindmark 评分（χ

２
值为

10.02±0.97、t 值为 6.9，P 值为 0.031）。 

结论 阿基米德运动悬吊系统和传统平衡训练对脑卒中平衡障碍患者平衡功能的恢复均有改善作用。

阿基米德运动悬吊系统较传统平衡训练对患者的平衡功能恢复作用更大 

 
 

PU-1079 

火针联合隔姜灸改善前列腺增生症症状的临床疗效分析 

 
张雷

1
,李晓泉

2
 

1.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2.沈阳浑河新城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比较火针联合隔姜灸与药物可多华（甲磺酸多沙唑嗪缓释片，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进口分包装 4

毫克/片）改善前列腺增生症症状的疗效差异。 

方法 将 60 例 2016 年 9 月-2017 年 5 月期间于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就诊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火针针刺中极、关元、气海、次髎等主穴；隔姜灸神阙穴，根据症候

加减配穴，每日一次，每周 6 次，每次 20-30 分钟，共 2 周。对照组予可多华每次 4 毫克，每日晨

起一次，共 6 周。分别于治疗后 2 周、6 周观察患者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最大尿流率

（Qmax）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I-PSS 评分均有明显降低（P<0.05），最大尿流率均有增高（P<0.05）。治

疗组第 2 周 I-PSS 评分及 Qmax（15.5±3.4,10.5±1.9ml/s）与对照组(14.7±4.1,11.3±1.2ml/s)比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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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P>0.05），第 6 周 I-PSS 评分及 Qmax(6.7±2.8,15.5±1.4ml/s)改善优于对照组

(10.5±3.6,12.6±0.6ml/s)（P<0.05） 

结论 火针联合隔姜灸疗法能显著改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症状，远期疗效优于口服可多华，且治疗

时间及副作用方面优于口服可多华。 

 
 

PU-1080 

电针配合作业疗法对脑瘫儿童精细运动能力的疗效观察 

 
李红霞,许秀 

陕西省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电针配合作业治疗对脑瘫儿童双手精细运动的临床疗效，探索出一种可以更好改善脑瘫

患儿双手精细运动能力的模式。 

方法 选择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陕西省康复医院儿童康复医学中心住院治疗的 60 名脑瘫

患儿，符合 2014 年全国小儿脑瘫康复学术会议讨论通过的脑瘫诊断标准，运用数字表法将 60 名

脑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治疗前后用精细运动评定量表（FMFM）对患儿

双手精细能力进行评估。对照组采用单纯作业疗法（其中包括上肢各关节活动度训练，拿、放等粗

大动作训练，精细动作训练、手指肌力训练,双手协调性训练,手眼协调性训练,手指的分离运动训练,

书写训练，手指的灵活性训练）；治疗组在作业疗法基础上加以电针治疗（主穴:曲池、手三里、合

谷、上八邪、后溪，电针选取连续波刺激曲池、合谷两穴；并根据患儿情况辨证配穴，肝脾不足者

加肝俞、脾俞、足三里,肝肾不足加肝俞、肾俞,痰瘀交阻者加丰隆、膈俞、三阴交，电针采用疏密

波，每次 30 分钟），两组均 1 次/日，5 次/周，3 个月为一疗程。治疗 3 个月后运用 SPSS17.0 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观察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 

结果 经统计分析后，治疗前两组患儿的基本情况无差异（P＞0.05），经过 3 个月治疗后，对照组

和治疗组患儿 FMFM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提高，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单纯作业疗法、

电针配合作业疗法对改善患儿双手精细运动能力均有显著效果。同时治疗后两组间比较，两组

FMFM 评分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电针配合作业疗法对改善患儿双手精细运动能力

优于单纯作业疗法。 

结论 电针配合作业疗法可改善脑瘫患儿双手精细运动能力，提高双手操作能力，促进手功能的恢

复，其效果明显优于单纯作业疗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临床推广。 

分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电针配合作业疗法对改善患儿双手精细运动能力优于单纯作

业疗法。 

 
 

PU-1081 

引导式教育对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李红霞,赵娜 

陕西省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全日制引导式教育训练对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 

方法 将 2017 年 3 月至 10月在我院儿童康复病区住院的 38 例年龄大于 2 岁的脑瘫儿童随机分为对

照组(n=19)和观察组(n=19)，全部病例均符合脑瘫诊断标准。对照组接受康复训练，包括运动训练:

每天 1 次，每次 40min，选用 Bobath 法以促通脑瘫儿童的头立直、坐位立直、坐位平衡、站位立

直及平衡、动态平衡及独立行走。选用 Vojta 法(反射性腹爬和反射性翻身运动)来促进正常运动发

育，抑制异常的反射通路和运动。上田法:有颈部法、肩-骨盆法、上肢法、肩脚带法；平衡功能训

练:即 5 个关键点的姿势调整和运动。作业疗法：每天 1 次，每次 30min，进行上肢、双手精细运动

功能训练等。认知训练：适龄文化教育。言语训练：口唇按摩、气流及发音训练。针灸：运用头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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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体针配合电针,每天一次，每次 30min。观察组儿童接受全日制引导式教育训练，根据患儿智力水

平及大肌能情况进分为两个组：幼儿组（智力水平 2-3 岁）9 人、学前组（智力水平 4-5 岁）10 人，

以小组形式由专业引导员进行训练，将运动、认知、语言、生活自理、社交及沟通等方面的学习结

合起来，用儿歌或节律性语言将复杂的动作分解成小步骤，与儿童一起边说边做，让语言带动运动，

使学习活动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让脑瘫儿童在自然熟悉的生活情境中进行全方位的学习训练，同

时指导家长参与儿童的训练活动。每天 5 节课，每周 5 天，共 6 个月。于治疗前、治疗后 6 个月用

粗大运动功能测试(GMFM-88)总分进行评定。 

结果 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分析，治疗前后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组内治疗前后评分比较

采用配对 t 检验，显著性水平 α=0.05，治疗前两组患儿 GMFM-88 项总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

治疗 6 个月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引导式教育疗法比常规康复训练能更有效地促进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恢复，值得康复机构

大力推广。 

 
 

PU-1082 

ZT-Ⅲ生物方法配合康复训练 对痉挛型双瘫肢 

体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李红霞,李丹丹 

陕西省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 ZT-Ⅲ生物方法配合康复训练对痉挛型双瘫患儿肢体功能障碍的改善情况，进一步观察

ZT-Ⅲ生物方法的有效性。 

方法 采用 ZT-Ⅲ生物方法联合康复训练治疗 20 例痉挛型双瘫患儿，根据 GMFM、改良 Ashworth

及改良 MBI量表进行评估，比较治疗前与治疗 4 周、6 周后结果。 

结果 在改善患儿运动功能、肌张力方面较治疗前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日常生活能力方面较

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关于 ZT-Ⅲ生物方法治疗痉挛型脑瘫有待进一步探讨。 

 
 

PU-1083 

淋巴回流手法配合超声波对踝关节扭伤的疗效观察 

 
卢岳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踝关节扭伤是临床常见的疾病，在关节及韧带损伤中是发病率最高的疾病，约占所有运动损

伤的40%。其主要特点是患足局部肿胀，疼痛，皮温升高，功能障碍，从而极大的影响了日常生活

和学习。 

本研究旨在利用淋巴回流手法与超声波，寻找一种简便易行、效果持久，能更好减轻踝关节扭伤肿

胀与疼痛的方法。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我院踝关节扭伤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25 例和

对照组 25 例，2 组一般情况具有可比性. 

治疗组采用淋巴回流手法配合超声波治疗，每天 1 次，7 天为 1 个疗程。 

对照组采用超声波治疗，每天 1 次，7 天为一个疗程。 

2 组患者均嘱其尽量减少活动，抬高患足，加强足趾功能锻炼。 

疗效判定标准：观察测量患者治疗前后皮肤周径变化，并观察局部肿胀感，以及测量其主动关节活

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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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肿胀完全消失，活动正常，功能恢复； 

良：肿胀基本消失，跛行基本消失； 

差：肿胀消失，功能活动无改善，临床症状存在。 

结果 治疗组：治愈 20 例，明显改善 5 例， 

对照组：治愈 15 例，明显改善 7 例，无明显变化 3 例 

结论 淋巴回流手法配合超声波的联合疗法对踝关节扭伤具有快速消炎、止痛、消肿的作用。其疗

程短，见效快，无痛苦，无创伤，效果理想等优点，易为患者接受，是一种安全可靠，有效的治疗

方法。 

 
 

PU-1084 

颈椎病诊疗方案临床日常生活活动验证报告 

 
张强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临床验证日常生活活动中颈椎病诊疗方案的治疗效果。 

方法 30 例采用颈椎病诊疗方案治疗颈椎病，治疗 6 次后观察结果。 

结果 总体疗效临床控制 12 例（40．0％），显效 9 例（30．0％），有效 7 例（23．3％），无效

2 例（6．7％）。总有效率 93．3％。 

结论 颈椎病诊疗方案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PU-1085 

推拿手法治疗小儿肌性斜颈效果分析 

 
李鑫龙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通过给予小儿斜颈推拿治疗患儿与未经治疗前患儿对照分析，验证推拿手法治疗的治疗作用，

提供临床应用依据，减轻患儿痛苦，改善预后。 

方法 选取2017年度就诊于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小儿肌性斜颈患儿 45例，其中男孩 27人，

女孩18人；病程最短12天，最长3年；出生难产37人，顺产8人；肿块在胸锁乳突肌上段10例，

中段32例，下端3例；患儿发病左右之比基本一致，手法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逐渐使患侧胸锁乳突

肌紧张, 挛缩解除, 条索状肿物消散或吸收为原理，应用按揉推、弹拨碾转、搬位、拔伸旋转等治

疗手法，常用穴位以大椎，肩井，弓桥为主，治疗顺序先做患侧胸锁乳突肌按揉牵伸，后做颈部拔

伸旋转，最后肩肘腕髋膝踝各关节被动活动操，治疗时长 20 分钟/天，一般治疗 3~6 个月，治疗前

期每天 1 次，中后期可 2 至 3 天一次。治疗结束后通过影像学彩超所示包块大小，颈部关节活动度

等客观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 1：早期介入推拿手法治疗可以显著缩短病程，未满月的患儿治疗 3 个月左右包块基本消失，

1~4个月大患儿治疗3~6个月效果满意，5个月月龄以上患儿效果次之。2：胸锁乳突肌纤维化程度

是影响治疗周期和愈后的主要因素。3：推拿手法可以有效改善患儿关节活动范围，颈部活动自如, 

头颈端正，愈后不复发，减少了手术给患儿带来的痛苦。 

结论 小儿肌性斜颈多由一侧胸锁乳突肌损伤后病变所致。 但有别于骨骼结构异常和神经性创伤造

成的斜颈。病因多是在子宫内头向一侧偏斜, 从而压迫阻隔一侧胸锁乳突肌的血液供应, 以致引起

缺血性改变, 导致患儿患侧胸锁乳突肌紧张, 挛缩, 有条索状肿物突起, 头向患侧倾斜, 下颌指向健

侧。 患儿眼、面两侧发育不对称, 头颈活动受限。 根据上述特征提醒家长早期发现, 及时治疗, 

否则可造成终身残疾。 过去此病常用手术矫正处理, 近年采用中医推拿手法 治疗更具有优越性, 

患儿痊愈无痛苦, 效果满意。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618 

PU-1086 

盆底肌肉低频脉冲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张婷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盆底肌肉低频脉冲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尿潴留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64 例脊髓损伤后尿潴留的患者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每组 32 例。对照

组患者给予间歇导尿及针灸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干预的基础上给予盆底肌肉 低频脉冲电刺激治

疗。2 组患者均于治疗前、治疗 4W、治疗 8W 后进行尿流动力学测定，并将测定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前、后最大尿流率(MFR)、尿道压力均提高，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治疗前、后评估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盆底肌肉低频脉冲电刺激治疗能明显改善脊髓损伤后尿潴留。 

  
 

PU-1087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恢复期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马晓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恢复期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6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平均分为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治疗组和常规康复治疗组,两治疗组

均治疗 4 周。所有患者采用 FMA 运动功能评分法 和 ARAT 评估量表评定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 

结果 同组间治疗前后比较，FMA 和 ARAT 均有明显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改良强

制性运动疗法组的 FMA 和 ARAT 值比常规康复治疗组显著升高(P<0.01)。 

结论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于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是较常规康复疗法更有效的康复治疗手

段。 

 
 

PU-1088 

脑卒中患者自我牵伸方对改善小腿三头肌痉挛的疗效观察 

 
杨洪友,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自我牵伸对脑卒中患者小腿三头肌痉挛的疗效，为该方法的推广和进一步规范化提供临

床依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我科住院且被诊断为脑卒中的患者，且存在小腿三头肌痉

挛>1 级，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被动牵伸组和自我牵伸组，每组 20 例。2 组患

者均采用常规康复治疗，且在此基础上，被动牵伸组由有经验的治疗师治疗，采用起立床与徒手牵

伸法进行（30min/次，1 次/d，一周 5 次）。而自我牵伸组则基于 bobath 理念设计的后退步（back 

step）及亚洲蹲训练（30min/次，1 次/d，一周 5 次），由获得国际 Bobath 指导者协会（IBITA）

课程认证的治疗师负责。2 组患者在治疗前与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和

改良的 Barthel 指数（MBI）对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2 组治疗前 MAS 评分和 MBI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4 周后 2 组患者

MAS 评分均有明显降低（P<0.05），而 MBI 评分，明显升高（P<0.01）；自我牵伸组患者 MAS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0%E5%A4%A7%E5%B0%BF%E6%B5%81%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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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明显低于被动牵伸组（P=0.045），自我牵伸组患者 MBI评分高于被动牵伸组（P=0.018），2

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自我牵伸可有效改善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状态和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且疗效明

显优于被动牵伸训练。 

 
 

PU-1089 

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临床疗效观察 

 
宋时荣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临床疗效，并探讨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

质疏松的作用机制，为临床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观察组采用

口服补肾壮骨汤（中药汤剂，每次煎取 300ml，分早晚两次温服，均为饭后 1 小时服用，每日一剂），

对照组采用口服阿仑膦酸钠片（国药准字 H20059934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86905777000027），每次 10mg，每日一次，每日晨起进食前空腹用 200ml 左右温开水送服，严

禁 30min 内进食或饮用牛奶、饮料，30min 内不得平躺或半卧，严禁夜间或睡前、餐后服用，连

续服药 6 个月，观察每组患者用药前后疼痛（VAS 评分）情况﹑骨密度(BMD)的改善情况及性激素

水平(E2、FSH、LH)、骨形成指标（PINP）、骨吸收指标（S-CTX）的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用药前后疼痛改善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与对照

组用药前后骨密度(BMD)的改善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用药前

后性激素水平(E2、FSH、LH)的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用药

前后骨形成指标（PINP）的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用药前后

骨吸收指标（S-CTX）的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具有较好的疗效，与阿仑膦酸钠相比具有安全、有效、

毒副作用小的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090 

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临床疗效观察 

 
宋时荣,郑遵成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临床疗效，并探讨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

质疏松的作用机制，为临床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观察组采用

口服补肾壮骨汤（中药汤剂，分早晚两次温服，每日一剂），对照组采用口服阿仑膦酸钠片（国药

准字 H20059934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86905777000027），每次 10mg，每日一次，每日晨

起空腹服用，连续服药 6 个月，观察每组患者用药前后疼痛（VAS 评分）情况﹑骨密度(BMD)的改

善情况及性激素水平(E2、FSH、LH)、骨形成指标（PINP）、骨吸收指标（S-CTX）的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用药前后疼痛改善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与对照

组用药前后骨密度(BMD)的改善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用药前

后性激素水平(E2、FSH、LH)的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用药

前后骨形成指标（PINP）的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用药前后

骨吸收指标（S-CTX）的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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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补肾壮骨汤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具有较好的疗效，与阿仑膦酸钠相比具有安全、有效、

毒副作用小的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091 

表面肌电技术在脑卒中后咀嚼肌无力患者中的应用 

 
贾慧敏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表面肌电分析及反馈训练在脑卒中后咀嚼肌无力患者中应用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5 例脑卒中后咀嚼肌无力的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观察组 23 例，

对照组 22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面部按摩及针灸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干预的基础上增加表面肌电

生物反馈治疗。2 组患者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后均采用表面肌电评估，并对两组的平均肌电值

(AEMG)、平均功率频率（MPF）、中位频率(MF)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2 组患者咀嚼肌力量能均改善，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后评估结果与组

内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表面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对改善脑卒中患者咀嚼肌无力效果明显。 

 
 

PU-1092 

Rood 技术在早期脑卒中的应用分析 

 
王震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脑卒中患者的死亡率逐渐降低,而因脑卒中致残的患者逐年增多。早期运用 Rood 疗法对脑卒

中患者运动恢复的疗效进行观察。 

方法 运用 Rood 疗法对 30 例脑卒中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结果 进行正规康复训练的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功能评分有极显著性差异总体疗效 12 例（40．0％），

显效 9 例（30．0％），有效 7 例（23．3％），无效 2 例（6．7％），总有效率 93．3％。 

结论 早期运用 Rood 疗法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有明显的疗效 。  

 
 

PU-1093 

悬吊训练结合肩关节松动对治疗肩袖损伤引起的 

关节活动受限效果分析 

 
杨家国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悬吊训练结合肩关节松动治疗肩袖损伤引起的关节活动受限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肩袖损伤所致的关节活动受限患者 7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39）和研究组

（n=39），对照组给予肩关节松动治疗，研究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悬吊训练，观察 2 组患者临

床干预效果。 

结果 治疗后 2 组患者肩关节功能评分均明显改善，治疗前后差异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

且研究组患者治疗后肩关节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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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和研究组患者临床干预显效率分别为 64.10%和 84.62%，组间差异比较（P＜0.05）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治疗后 2 组患者肩关节功能评分均明显改善，治疗前后差异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

且研究组患者治疗后肩关节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对

照组和研究组患者临床干预显效率分别为 64.10%和 84.62%，组间差异比较（P＜0.05）有统计学

意义。 

 
 

PU-1094 

针灸穴位注射联合耳压疗法治疗脑卒中尿失禁的临床研究 

 
孙霞,赵民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脑卒中患者住院期间大部分出现尿失禁症状，该病的发生不仅会导致继发尿路感染、褥疮、

膀胱输尿管返流以及肾积水等，而且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精神健康。当前常用的西医疗法尚

不能满足患者需求，且西药的禁忌症和副作用较多。针灸疗法具有无创伤、成本小、疗效显著等优

势，能很好地调节膀胱功能。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针灸穴位注射联合耳压疗法治疗脑卒中后尿失

禁的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康复科 2017 年 10 月一 2018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 40 例，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 20 例，对照组男性 20 例. 

两组患者均实施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试验组患者采用 1.针灸疗法：取盆丛、太溪、肾俞、膀胱

俞、三焦俞,中极、三阴交等穴针刺,留针 20 分钟,每日 1 次,15 次为 1疗程。2.穴位注射疗法:骶裂孔:

奇穴,病人俯卧床上,先找到尾骨尖,继而向上 0.53cm 处,可触及一凹陷,其左右各有 2 个突出的低角,

此回陷即骶裂孔。取维生素 B1100mg,加生理盐水 3ml,使药物总量达 5ml;为每注射 1 次的量穴位局

部常规消毒后,用 7 号针头与皮肤呈 45 度角剌入骶裂孔内,空针回抽无血后,方可缓缓注入药物,注射

局部有胀痛或麻痛感外,还可向肛门、会阴、尿道等处放散,隔日注射 1 次,1 个疗程 6-10 次。3.耳压

疗法:取膀胱、尿道、神门、肝、脾等穴,取王不留行压豆，每日按压 5-8 次。 

观察指标:两个疗程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尿失禁程度分级为 I 度：无尿失禁；II 度：用力、屏气时尿失禁；III 度：行走、活动时尿失禁；IV

度：直立、翻身时尿失禁。 

疗效判定标准：1.治愈：无尿频、尿急、尿失禁，尿失禁 I度；2.显效：偶有尿失禁，尿失禁 II度；

3.有效：偶有尿失禁，尿失禁 III度；4.无效：症状较治疗前并无太大改善，尿失禁 IV 度。 

结果 1.经针灸穴位注射联合耳压疗法治疗后的试验组尿失禁程度分级均为 I度。 

2.治疗前两组夜间护理次数、日均排尿次数差异不显著，治疗后试验组相较于对照组护理次数、日

均排尿次数改善更为显著。 

结论 针灸穴位注射联合耳压疗法能改善患者尿失禁程度及临床症状，具有显著的整体疗效优势，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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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5 

腰椎融合术术后 APTP 康复指南的应用研究 

 
王宪泽 

河南省骨科医院 

 

目的 探讨腰椎融合术术后 APTP（美国物理治疗师协会）康复指南的临床应用疗效。 

方法 在医院 2015 年 2 月到 2017 年 2 月期间腰椎融合术术后患者中抽取 106 例作研究对象，并依

照随机抽签方式进行分组，治疗组（n=53）中男 27 例，女 28 例；年龄为 53~76 岁，平均年龄为

（61.75±2.89）岁，病程是 1~15 年，平均病程是（7.38±1.16）年，在术后应用美国 APTP（美国

物理治疗师协会）发布的康复指南《Postoperative Manage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ies》腰椎部

分进行康复治疗；对照组（n=53）中男28例，女27例；年龄为57~75岁，平均年龄为（61.77±2.75）

岁，病程是 2~15 年，平均病程是（7.39±1.14）年，则在术后采取常规康复治疗；参考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有关腰椎椎管狭窄症疗效标准、腰椎 JOA 评分量表以及

随访结果，就 2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症状复发率以及腰椎功能进行统计学分析，以此评估

《Postoperative Manage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ies》康复指南对腰椎融合术术后的康复效果。 

结果 ①治疗组患者的手术治疗优良率（优秀 39例，良好 11例，尚可 3例，无较差者）是 94.34%，

与对照组患者（优秀 20 例，良好 23 例，尚可 8 例，较差者 2 例）的 81.13%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c2=4.296，P=0.038）；②治疗组患者的术后腰腿痛复发率是 1.89%，与对照组的 13.21%相比有

统计学差异（c2=4.867，P=0.027）；③治疗组患者的术后平均腰椎 JOA 评分是（26.34±1.42）分，

高于对照组患者的（21.06±2.69）分（t=10.978，P=0.000）。 

结论 APTP（美国物理治疗师协会）发布的康复指南《Postoperative Manage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ies》对腰椎融合术术后康复效果确切，可有效消除术后遗留的腰腿疼痛症状，改善其运动功

能，并避免腰腿疼痛等症状复发，有助于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水平，值得推广应用于临床，并可作为

腰椎融合术术后的理想康复治疗手段。 

 
 

PU-1096 

中药配合针灸联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疗效观察 

 
牛振华

1
,聂怀利

1
,牛礼东

1,2
 

1.山东省泰山疗养院,山东省,泰安市 

2.青岛大学 

 

目的 探讨中药针灸联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180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90 例，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 90 例，在采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治疗。 

结果  对照组总有效率 64.4%，治疗组总有效率 86.7%，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中药针灸联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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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7 

嗅鞘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自噬的干预作用 

 
李萍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第一部分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自噬及其相关基因 Beclin-1,MAP1-LC3B，Lamp2a 在大鼠脊髓

损伤组织中的表达 目的:观察大鼠脊髓损伤后损伤区细胞自噬是否存在，比较不同时间点细胞自噬

的表达情况。 

第二部分嗅鞘细胞移植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自噬的干预 目的:研究嗅鞘细胞对大鼠脊髓损伤

后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LC3B 和 Lamp2a 表达的影响 

方法 第一部分：将 SD 大鼠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五个时间点:8H,1D,3D,7D,21D。损伤组制作 T8

脊髓撞击损伤模型,对照组只打开椎板而不损伤脊髓,按照上述时间点处死后，用荧光免疫组织化学

方法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LC3B，Lamp2a 的表达情况。 

第二部分：将大鼠随机分成三组:对照组,单纯脊髓损伤组,嗅鞘细胞干预组,每组同样分为伤后 8H、

1D、3D、7D、21D 5 个时间点, 使用荧光免疫组织化学和 Westren-blot 方法评价各组各时间点

Beclin1、LC3B 和 Lamp2a 蛋白表达的变化。 

结果 第一部分：荧光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 Western blot 法发现脊髓损伤后的各个时间点，在损伤

的脊髓组织的神经元细胞和胶质细胞中均可以发现自噬体,脊髓损伤 8H 开始，细胞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LC3B，Lamp2a 的表达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并且随着时间持续升高,在伤后 3D 时达到高

峰,一直到伤后 21D 均有表达。 

第二部分：在我们观测的的五个时间点上,嗅鞘细胞移植组较单纯脊髓损伤组 Beclin1、LC3B 和

Lamp2a 的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第一部分：脊髓损伤后损伤区的神经元细胞和胶质细胞均有自噬性细胞死亡的表达,自噬相关

蛋白 Beclin1、LC3B 和 Lamp2a从损伤后 8H开始即表达量升高,到 3D 时到达高峰,21D时仍然存在，

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第二部分：嗅鞘细胞可以明显抑制大鼠脊髓损伤后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LC3B 及 Lamp2a的表达。

因此脊髓损伤后嗅鞘细胞移植能降低神经细胞的自噬作用。 

 
 

PU-1098 

肌电图检查评价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价值 

 
王英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肌电图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诊断、治疗方法选择及治疗效果有客观的评价作用，并且在

神经病变恢复的评定中具有客观、准确、定量等的作用。总结近年来肌电图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诊断、治疗方法效果评定中所起的作用。 

方法 以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sEMG，EMG，F 波，MNCV，SNCV 为检索词，检

索 Pubmed 数据库(2007-01/2017-10)，以肌电图，神经根型颈椎病为检索词，检索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2008-01/2017-10)，文献检索语种限制为中文和英文。纳入神经根型颈椎病及肌电图相关

的内容。排除重复性研究。 

结果 通过 28 篇文献对肌电图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诊断以及疗效评估上的作用进行分析。不仅

常规肌电图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诊断、疗效评价、治疗方法的选择具有客观的作用，表面肌电

图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但是表面肌电图的干扰因素较多，所以把表面肌电图大规模应用在临床上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肌电图对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诊断以及疗效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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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9 

手法松动联合干扰电、偏振光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效果 

 
陈磊 

淄博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淄博市 

 

目的 探讨手法松动联合干扰电、偏振光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效果。 

方法 颈源性头痛患者 7 例，对患者进行干扰电、偏振光结合手法治疗，3至 4天为一疗程，进行一

个疗程的康复治疗。结果 治疗前与治理后相比较，VAS 明显减低或消失，颈部关节活动度明显改

善。 

结果 治疗前与治理后相比较，VAS 明显减低或消失，颈部关节活动度明显改善。 

结论 手法松动联合干扰电、偏振光治疗颈源性头痛患者效果显著，患者痊愈或明显改善，见效快，

无其他不良反应。 

 
 

PU-1100 

超声引导下应用小针刀联合复方倍他米松局部鞘内注射精准治疗

成人Ⅲ期拇指狭窄性腱鞘炎的疗效观察 

 
方文垚,罗军,刘昊,朱怡文,林思俭,饶尧,龙菲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小针刀联合复方倍他米松局部鞘内注射精准治疗成人拇指Ⅲ期狭窄性腱鞘炎

的临床疗效 。 

方法 63 例成人Ⅲ期拇指狭窄性腱鞘炎患者依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 33 例和对照组 30 例，

治疗组在超声引导下行小针刀联合复方倍他米松局部鞘内注射，对照组在传统盲视下行小针刀联合

复方倍他米松局部鞘内注射治疗。所有患者均定期复查随访 6 个月评价临床疗效，治愈标准为患者

拇指屈曲畸形消失，拇指各关节可正常主动活动至 0°且无弹响，并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即刻、3 个月、6 个月时手指活动时的疼痛评分。 

结果 63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 6 个月，两组治疗后 VAS 疼痛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P 均<0.05），治

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即刻手指活动时的 VAS 疼痛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个月和 6 个

月手指活动时的 VAS 疼痛评分均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 个月后治疗组的总治

愈率是 87.88％，对照组的总治愈率是 56.67％，治疗组的总治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超声引导下应用小针刀联合复方倍他米松局部鞘内注射治疗成人Ⅲ期拇指狭窄性腱鞘炎能准

确定位及治疗，减轻患指疼痛，提高临床疗效，值得推广及应用 。  

 
 

PU-1101 

监督康复与家庭自我康复对肩袖修复术后早期关节活动度 

及功能评分的比较 

 
刘晓宁,于海驰,李颖智,张伟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本研究旨在比较肩袖修复术后监督康复和家庭自我康复在关节活动度，疼痛和功能评分方面

的近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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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项研究包括 60 例接受关节镜下中等大小肩袖撕裂修复手术后的患者，术后常规外展包固定

4 周后开始功能锻炼，其中 28 名患者每周进行 3 次医生监管下的功能锻炼，其余 32 名患者根据术

后标准化康复手册行功能康复，比较两组之间疼痛评分，关节活动度，肩关节功能评分以及疼痛和

关节活动度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术后3月两组相比前屈，内旋，外展和疼痛评分无明显差异。然而，术后9周监管康复组功能

评分及外旋活动度显著高于家庭康复组，对术后疼痛评分及关节活动度做统计学分析提示没有显著

相关性 

结论 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术后早期监管康复对肩关节外旋活动度及疼痛评分的改善优于家庭自我康

复，然而，术后早期关节活动度与疼痛程度无明显相关性。 

 
 

PU-1102 

肌电生物反馈仪配合醒神开窍针刺法治疗 120 例颅脑损伤 

术后昏迷患者的疗效观察 

 
李西林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通过观察早期肌电生物反馈仪配合醒神开窍针刺法治疗 120 例颅脑损伤术后昏迷患者的临床

疗效，为临床颅脑损伤术后意识障碍患者的治疗筛选更加适合的治疗方案。 

方法 将 120 例颅脑损伤术后意识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62 例）和对照组（58 例）。治疗组早

期采用肌电生物反馈仪和醒神开窍针刺法治疗；对照组单纯采用做醒神开窍针刺法；两组均接受神

经科的常规药物治疗和护理。在治疗前、后均采用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

来对患者的意识状况进行，并采用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预测颅脑

损伤术后意识障碍患者的结局，进行预后评估。 

结果  治疗 20 天后，治疗组显效率为 58.5％，对照组为 31.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仪配合醒神开窍针刺法治疗颅脑损伤术后昏迷患者的意识障碍有明显的治疗作

用，两者协同作用对临床早期促醒、肢体功能恢复有较好作用。 

 
 

PU-1103 

PNF 技术联合松动术对肘关节功能障康复的影响 

 
杜雷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究 PNF 技术联合关节松动术对肘关节功能障碍患者的肘关节功能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选择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2 月肘关节功

能障碍患者 60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不显

著(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和关节松动术治疗。肘关节松动术：肱尺关节：

①关节牵引②远端滑动；肱桡关节：①关节牵引②桡骨的背侧或掌侧滑动；桡尺关节：①近端桡尺

关节②远端桡尺关节。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 PNF 技术治疗，PNF 技术：①收缩-放松②保持

放松③反复牵张④节律性稳定⑤动态反转⑥等张组合。14天为1 个疗程，共 3个疗程，随访 3 个月；

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14 天、28 天、42 天, 3 个月的肘关节活动度、肌力（MMT）、

改良肘关节 HSS 评分进行比较。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626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肘关节活动度、肌力（MMT）、改良肘关节 HS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治疗后 14 天、28 天、42 天、3 个月的肘关节活动度、肌力（MMT）、改良肘关节 HSS 评

分两组均有明显改善，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PNF 技术联合关节松动术对肘关节功能障碍患者治疗的临床疗效确切，危险性、副作用小，

值得推广。 

 
 

PU-1104 

展筋活血散联合控制训练在膝部损伤亚急性期的应用研究 

 
杜雷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究展筋活血散点穴联合膝关节控制训练在膝部损伤亚急性期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2016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膝部损伤

亚急性期患者 76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8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不

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给予干扰电、超短波与展筋活血散点揉。干扰电选取三维立

体动态干扰电，患者取仰卧位，3 组电极放置于膝关节周围，治疗强度根据患者自身感觉情况适当

调节，每日 1 次，每次 15min。超短波采用电容场法超短波，患者取侧卧位，两电极板对置放于膝

关节，均采取微热量治疗，每天 1 次，每次 15min。 

展筋活血散点揉，取穴鶴顶、血海、阴陵泉、阳陵泉、足三里、内侧膝眼、外侧膝眼、委中等穴位。

用法：展筋活血散放于拇指指腹粘药，依次在上述穴位顺时针方向旋转点揉，一次研磨 30 圈，每

穴位粘药 3 次，每次粘药 5mg，每日 1 次。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膝关节控制训练即①仰卧位屈

髋屈膝控制训练；②俯卧位屈膝训练；③坐位下屈膝训练；④患肢负重下膝关节控制训练；⑤抽屉

式阶梯上膝关节控制训练；⑥面向墙立位下交替屈膝训练；⑦膝关节微曲位控制下步行训练；⑧膝

关节本体感觉控制训练；14天为 1 个疗程，共 3个疗程，随访 3 个月，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治疗

前、治疗后 14 天、28 天、42 天, 3 个月的膝关节活动度、患者生活质量(SF-36）、Lysholm 膝关

节评分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SF-36、Lysholm 评分统计学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

治疗后 14 天、28 天、42 天、3 个月的膝关节活动度、患者生活质量(SF-36）、Lysholm 膝关节评

分两组均有明显改善，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展筋活血散联合膝关节控制训练在膝关节损伤亚急性期疗效确切，副作用小，值得推广。 

 
 

PU-1105 

水中运动疗法在膝关节损伤中的应用 

 
敬竹子,张鑫 

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水中运动疗法应用于膝关节损伤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从 2016 年 6 月-2017 年 11 月，采用水中运动疗法对 52 例膝关节骨折的患者进行康复治疗，

男 28例，女24 例；年龄 8～72岁，中位数 41.69±15.729 岁，髌骨陈旧性骨折 11例，髌骨骨折术

后 8 例，胫骨平台骨折术后 15 例，股骨干骨折术后 14 例，膝关节置换术后 4 例。治疗前和治疗 3

周后测量膝关节活动度，根据膝关节 HSS 评定量表评价膝关节功能。 

结果 治疗3周后，VAS疼痛评分[(1.61±1.148△)分]较治疗前[(3.73±1.682)分]改善，膝关节HSS评

分[(62.81±16.638△)分]较治疗前[(42.49±16.314)分]提高，ADL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73.27±18.038△)

分 ]较治疗前 [(61.3±18.920)分 ]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342，P=0.000； t=-7.989，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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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水中运动对下肢骨折患者进行康复治疗，能够有效的改善和促进膝关节功能的恢复，疗

效满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106 

肌内效贴应用于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康复的 Meta 分析 

 
裴子文

1
,汪冕

2
,孟宪梅

3
 

1.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省,武汉市 

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3.武汉大学综合模拟康复中心 

 

目的 系统评价肌内效贴应用于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康复的临床效果。 

方法 计算机检索 EBSCO host、Embase、PEDRo、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ISI 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维普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搜集关于肌内效贴应用于脑卒中

患者下肢功能康复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8 年。由 2 名研究者独立进

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及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后，采用 RevMan5.3 软件对最终纳入的文献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1 个 RCT，合计 573 例脑卒中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应用肌内效贴对脑卒中患

者 Fugl-Meyer 运动评分量表下肢评分部分[MD=4.51，95%CI（3.32, 5.71），P<0.00001]、起立—

行走计时测试[MD=-4.04，95%CI（-5.06, -3.01），P<0.00001]、步速[SMD=0.79，95%CI（0.38, 

1.20），P=0.0002]、患侧步长[SMD=0.60，95%CI（0.19, 1.00），P=0.004]，以及生理消耗指数

[MD=-0.28，95%CI（-0.56, -0.01），P=0.04]等方面的改善有积极作用；但对于 Berg 平衡量表得

分[MD=-0.45，95%CI（-3.35, 2.44），P=0.76]和 10 米最快步行速度[MD=0.28，95%CI（-0.01, 

0.56），P=0.06]方面的影响，两组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肌内效贴应用于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康复有助于改善运动功能、提高步行功能及降低能量消

耗。由于受到纳入研究的数量及质量限制，以上结论仍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PU-1107 

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肌内效贴治疗中风后肩关节半脱位 

的临床疗效 

 
雷迈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目的 观察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肌内效贴治疗中风后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 

方法 随机分为上肢康复机器人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两组患者都采用常规作业疗法和肌内效贴

贴扎技术，上肢康复机器人组在常规作业疗法的基础上采用上肢康复机器人。发 4 周后 2 组患者进

行治疗前后上肢 Fugl-Meyer 评分（FMA）和日常生活能力（MBI）评分，对比 2 组患者肩关节半脱

位的改善情况、运动功能功能障碍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的改善程度。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FMA 评分、MBI 评分均提高（P<0.05），并且观察组 FMA 评分、MBI 评分

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上肢康复机器人结合肌内效贴能有效改善中风后肩关节半脱位及所致的功能障碍，提高肩关

节的稳定性和控制能力，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重拾生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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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08 

肺康复对不完全颈髓损伤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 

呼吸功能的影响研究 

 
易珍珍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将肺功能康复训练用于治疗并改善不完全颈髓损伤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的呼吸功能，病人个

体化治疗中加入综合性肺康复方案，通过稳定或逆转疾病的全身表现而减轻症状，优化功能状态，

增加病人依从性，减少医疗费用，缩短住院日，提高生活质量。 

方法 筛选脊柱病院和我科住院颈髓损伤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 30 人，分实验组，对照组各 15 人，

进行肺功能康复评定，术后 3-8 周开始呼吸功能训练，肺康复训练以美国胸科医生协会（ＡＣＣＰ）

和美国心肺康复协会（ＡＡＣＶＰＲ）制定的肺康复的循证医学指南为指导。不完全颈髓损伤患者

呼吸功能训练前后各项肺功能指标测量结果，统计对颈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的治疗效果。通过实验

前后的呼吸功能检测指标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采用成组设计的 t 检验。统计方法：对所研

究对象评定表数据应用 SPSS18.0 软件，进行 t 检验、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 

结果 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肺功能康复训练后肺功能中的 VC、MVV、FVC、 FEV1 

等指标与呼吸功能训练前相比均有一定提高，肺功能改善显著 。 

结论 不完全颈髓损伤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在进行肺功能康复治疗之后效果较好，肺功能康复训练

后肺功能中的 VC、MVV、FVC、 FEV1 等指标与呼吸功能训练前相比均有一定提高，肺功能改

善显著 。 

 
 

PU-1109 

体外冲击波与膝关节腔内注射透明质酸钠治疗膝骨 

关节炎的疗效对比 

 
刘志成,张其亮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比较体外冲击波治疗(ESWT) 与膝关节腔内注射透明质酸钠（HA）治疗早中期膝骨关节炎的

临床疗效。 

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共 86 例患者进入前瞻性随访研究，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失访 9 例，失访率 10.5%，

77 例患者完成随访研究。77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n=38)和对照组(n=39)。治疗组给

予体外冲击波治疗（ESWT），对照组给予膝关节腔内注射透明质酸钠（HA）治疗。在治疗前和治

疗 5 个周后，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Lequesne 指数评分和 WOMAC 骨关节炎指数评分进行评

定。 

结果 治疗组 VAS 评分、Lequesne 指数评分和 WOMAC 骨关节炎指数评分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治疗与膝关节腔内注射透明质酸钠（HA）治疗早中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均有效，

体外冲击波的治疗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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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0 

肌内效贴对不同时期脑卒中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赵鸿斐

1,2
,王德强

3,2
 

1.淄博市第二康复医院 

2.滨州医学院 

3.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目的 肩关节半脱位是脑卒中偏瘫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在脑卒中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治疗重

点亦不同。本研究根据脑卒中偏瘫患者出现肩关节半脱位的不同时期进行分组研究，探讨肌内效贴

对不同时期脑卒中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2017 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脑卒中并肩关节半脱位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脑卒中的

急性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分三部分分别研究，依据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急性期入组 30 例，

恢复期入组 40 例，后遗症期入组 46 例。根据随机、双盲、平行对照原则分别将各期入组患者平均

分为 2 组研究，对照组行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加用肌内效贴治疗，疗程 4

周。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疗效、VAS 疼痛评分、上肢运动功能评分（FMA）、肩峰-肱骨头

间距（AHI）并对比分析。 

结果 （1）在脑卒中急性期发生肩关节半脱位的患者，观察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P<0.05）；在

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 评分、AHI 及 FMA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 评分

及 AHI 明显降低，FMA 评分明显升高，并且观察组各项指标改善更明显（P 均<0.05）。说明肌内

效贴在脑卒中急性期疗效显著。（2）在脑卒中恢复期发生肩关节半脱位的患者，观察组总有效率优

于对照组（P<0.05）；在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 评分、AHI及 FMA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

疗后两组患者 VAS 评分及 AHI明显降低，FMA 评分明显升高，并且观察组各项指标改善更明显（P

均<0.05）。说明肌内效贴对脑卒中恢复期发生的肩关节半脱位仍有较好的治疗效果。（3）在脑卒

中后遗症期发生肩关节半脱位的患者，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78.3%，对照组为 73.9%，虽然总有效率

高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 评分、AHI 及 FMA 评分无明显

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 评分较前降低，但无明显差异（P>0.05），AHI及 FMA 评

分优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观察组 AHI 及 FMA 评分略优于治疗后的对照组，但通过统计分

析发现，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肌内效贴对脑卒中后遗症期发生的肩关节半脱位无

明显治疗效果。 

结论 对于脑卒中急性期及恢复期发生肩关节半脱位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肌内效贴治疗，

可明显改善肩峰与肱骨头之间的距离，提高疗效、缓解疼痛、增加上肢活动度，推荐临床应用。 

 
 

PU-1111 

选择反应时间对市辖区在职人员糖尿病、动脉硬化及 

骨质疏松风险的预测价值 

 
赵明明

1
,杨建荣

1
,黄艳群

1
,李莲

1
,江知融

1
,周玲

1
,宋朝辉

2
,李争鸣

1
,李昌柳

1
,阳初玉

1
 

1.广西自治区江滨医院 

2.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质检测与运动健康协会 

 

目的 探讨选择反应时间（CRT）对市辖区在职人员糖尿病、动脉硬化及骨质疏松风险的预测价值，

为 CRT 应用于上述疾病的筛查及主动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前瞻性研究 X 省 X 市辖区 2016 年间事业机关单位 5668 例在职人员进行标准化体质检测中选

择反应时间，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比较身体素质检测参数预测糖尿病、动脉硬化

及骨质疏松风险的价值，确定预测参数 CRT 对三种疾病风险预测的 cutoff 值。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630 

结果 CRT 可以作为糖尿病风险异常的独立预测因子，其预测糖尿病风险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09（95%CI：0.575 ， 0.641）。CRT 预测糖尿病风险的 cutoff 值为 0.516，灵敏度和特异度分

别为 66.1%和 85.4%，CRT 每延长 1s 糖尿病风险增加 2.103 倍（95%CI：1.261，3.507）；CRT

可以作为动脉弹性异常的独立预测因子，其预测动脉弹性异常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59（95%CI：

0.626 ，0.690）。CRT 预测动脉弹性异常的 cutoff 值为 0.257，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3.0%和

79.9%，CRT 每延长 1s 动脉弹性不正常风险增加 2.527（95%CI：1.524，4.190）倍；CRT 可以

作为骨量状态异常的独立预测因子，其骨量状态异常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42（95%CI：0.693 ，

0.754）。CRT 预测骨量状态异常的 cutoff 值为 0.351，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6.1%和 85.4%，在

该受检人群中 CRT 可作为骨量状态异常的独立预测因素，CRT 每增高 1s，骨量状态异常风险变为

原来的 0.182（0.098，0.338）倍，CRT 实测值高的人群中，骨量状态异常的风险小。 

结论 CRT 对 X 市市辖区在职人员糖尿病风险、动脉硬化风险、骨质疏松风险具有预测效能。 

 
 

PU-1112 

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对下背痛患者疗效观察 

 
刘云芳,姜贵云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河北省,承德市 

 

目的 流行病学显示，人群中下背痛（LBP）终生患病率高达 85%，目前下背痛的患病率也居高不下，

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活动，增加了致残率和医疗成本。本研究通过观察 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对下背痛患者的疗效，为下背痛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改善下背痛患者的预后及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降低医疗成本。 

方法 选取在承德医学院附属院康复科就诊的 45 例下背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男性 20 例，女性 25

例；其中左侧疼痛者 10 例，右侧疼痛者 15 例，双侧疼痛者 20 例（以右侧明显者 9 例，以左侧明

显者 11 例），年龄（43.53±9.40）岁；身高（163.00±7.69）cm；体重（64.16±5.09）kg；病程

（22.27±8.78）月。分别给予每周 5 次，持续 3 周 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于治疗前、治疗 3

周后分别采集患者两侧竖脊肌和多裂肌肌电信号，分析其时域指标：均方根值(RMS)和频域指标：

中位频率(MF)。同时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及日本骨科学会(JOA)下背痛评分系统对患者进行

疗效评定。 

结果 入组患者间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及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治疗前腰部两侧竖脊肌、多裂肌时域指标 RMS、频域指标 MF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竖脊肌、多裂肌痛侧时域指标 RMS（18.99±3.34a/17.70±2.07a ）较治疗前增高，痛侧频域指

标 MF（86.10±9.09a/94.34±11.38a）较治疗前下降，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VAS评分（2.89±0.75a）、JOA评分（25.58±1.16a）均显著优于治疗前水平（5.98±1.16/16.60±1.09），

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经过 Thera-Band 渐进抗阻训练，患者腰部疼痛较前明显缓

解，脊柱活动度较前改善，腰部肌力较前增强，耐力较前增大，脊柱核心稳定性有所增强。 

结论 采用表面肌电信号评估系统，更加精准的了解了治疗后的改善情况。经Thera-Band 渐进抗阻

训练对下背痛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增强了腰背部肌肉的力量，促进了脊柱的稳定性，增加了腰椎

关节间的活动度，可有效的缓解了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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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3 

功能训练体系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的疗效观察 

 
刘云芳,姜贵云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河北省,承德市 

 

目的 比较功能训练体系与核心稳定训练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的疗效。 

方法 将 36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2 组给予同样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对照组给予核心

稳定训练，实验组进行 SFMA 评估后给予个体化功能训练，持续治疗 14 天，采用表面肌电检测、

健康状况调查问卷、McGill 疼痛问卷，于治疗前、治疗 7 天及治疗 14 天时对 2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

定。 

结果  ①表面肌电检测：治疗 7 天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 RMS[分别为 (10.48±1.58)uV、

(11.20±2.05)uV]及 MF[分别为(97.34±9.74)Hz、(92.26±12.12)Hz]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4 天后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 RMS[分别为

(15.94±1.48)uV、(19.19±2.54)uV]及 MF[分别为(91.85±8.61)Hz、(84.97±10.86)Hz]与治疗前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健康状况调查问卷：治疗

7 天后 2组患者 PF、RP、BP、GH、VT、SF、RE 及 MH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但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4 天后实验组患者评分均较对照组明显提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McGill 疼痛问卷：

治疗 7 天后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 PRI[分别为 (5.94±1.98)分、 (4.94±1.39)分 ]、VAS[分别为

(4.56±1.29)分、(4.50±1.15)分]及 PPI[分别为(2.61±0.78)分、(2.33±0.77)分]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但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4 天后实验组患者

PRI(2.72±1.57)分、VAS(2.33±1.28)分及 PPI(1.28±0.75)分均较对照组 [分别为(4.22±1.83)分、

(3.56±1.69)分、(1.83±0.71)分]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功能训练体系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 14 天后疗效优于核心稳定训练，且 3 个月复发率明显

降低。 

 
 

PU-1114 

针刺脑清穴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尖足畸形及 智力发育的影响 

 
张勇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评价针刺脑清穴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尖足畸形及智力发育的影响。 

方法 将１４６例患儿随机分为脑清穴组７４例与常规针刺组７２例，在基础治疗（头针治疗、运动

疗法）基础上，脑清穴组针刺脑清穴，常规针刺组针刺解溪、阳陵泉、三阴交。两组针刺治疗均隔

日１次，１０次为一疗程，疗程间间隔１５天，连续治疗３个疗程。两组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３个

疗程后，采用足背屈角测量、综合痉挛量表（ＣＳＳ）、Ｇｅｓｅｌｌ智力测试量表进行康复评定，

并于第 １ 次针刺治疗结束后３０ｍｉｎ进行足背屈角测量及综合痉挛量表评分以评定两组治疗方

法的即时效应。   

结果 脑清穴组足背屈角测量、综合痉挛量表评分即时效应及３个疗程后效应均优于常规针刺组（均

Ｐ＜０.０5）；３个疗程后脑清穴组 Ｇｅｓｅｌｌ智力测试社会适应行为、个人社交能区发育商均

高于常规针刺组（均Ｐ＜０.05），而大动作、精细运动及语言发育商与常规针刺组相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0.05）   

结论 在基础治疗基础上，针刺脑清穴可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尖足畸形，促进其智力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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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5 

180 例脑瘫康复患儿医院感染分析 

 
王鑫,牛国辉,李林琛,刘红星,夏冰,崔博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脑瘫康复患儿医院感染的现况及原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72 脑瘫患儿中发生医院感染的 180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脑瘫患儿医院感染发生率达 26.8％（180/672），其中呼吸道感染 169 例，占 93.9％，其次为

消化道感染 11 例，占 6．1％；发生于住院 10 日内有 43 例（23.9％），住院 10 日以上（含 10 日）

有 137 例（76.1％）。患儿年龄 6 月~1 岁组及 1 岁~3 岁组医院感染率发生率均高于 3 岁~9 岁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 月~1 岁组与 1 岁~3 岁组医院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体弱儿的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62.6％，高于非体弱儿的 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脑瘫康复患儿发生医院感染与患儿的年龄、住院天数、体质情况有关。 

 
 

PU-1116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康复治疗的疗效观察 

 
丁蕾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经皮电神经刺激(TENS)配合红光治疗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效果。 

方法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17.01-2018.03 期间，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科治疗的，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变患者共计 90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入选条件：1 符合 1999 年WHO糖尿病诊断标准。2 有肢体

感觉和运动神经病变表现，如肢体麻木针刺样症状或烧灼样疼痛或刀割样疼痛, 肌萎缩无力，深浅

感觉明显减退。3 肌电图检查有神经传导速度减退 4 无严重心肝肾病变，排除能导致周围神经病

变的其他疾病。 按随机的原则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共 45 例，男性患者 22 例，

女性患者 23例，年龄范围为 42-74 岁，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9.2±0.8岁，对照组共 45 例，男性患者

21例，女性患者24例，年龄范围为 43-73岁，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8.3±1.1 岁。观察组和对照组患

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见表 1。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 观察组患者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进行康复治

疗。TENS 治疗采用经皮电神经刺激仪，治疗时患者仰卧，放松，治疗时将两电极对置或并置于痛

点相应神经阶段或穴位[6]，1 次/d，每次 20min。红光治疗采用红光治疗仪，红光治疗距离病灶 15 

cm 处，温度小于 50 ℃，1 次/d，每次 15min。15d 为 1 个疗程，每个疗程结束后休息 3d，治疗时

间为 2 个疗程（30d）。 

结果 2.1 定量震动感觉阈值两组间比较，两组治疗后 VPT 指标均比治疗前有明显改善；观察组在

治疗后 VPT 指标比对照组有明显改善（P<0.05）。见表 2。 

2.2 两组间比较，两组治疗后正中神经及腓总神经的 MCV 和 SCV 均快于治疗前（P<0.05）；观察

组在治疗后正中神经及腓总神经的 MCV 和 SCV 均快于对照 

组（P<0.05）。见表 3。 

2.3 两组间比较，观察组显效率 28.9%，高于对照组的 8.9%，观察组的总有效率 91.1%，高于对照

组的 60%，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见表 4。 

结论 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 TENS 和红光治疗仪综合康复治疗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有

利于促进其康复。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633 

 PU-1117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的影响 

 
张仲锦,雷建荣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脑卒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诊断标准的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经颅直流电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

用结合治疗；经颅直流电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为每周 5 次，连续治

疗 6 周。 

结果 80 例患者经治疗后，2 组患者 FMA 及 MBI 评分均较前有明显提高（均 P<0.01）,经颅直流电

治疗组较对照组提高更为明显（P<0.01）。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配合康复治疗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118 

神经松动术联合甲钴铵治疗轻中度腕管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宋红云

1
,李建华

2
,蒋红

2
,吴方超

2
,项翼

3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3.江西省中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观察神经松动术联合甲钴铵治疗轻中度腕管综合征肌力与定量温度觉的疗效。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40 例腕管综合征患者分入神经松动组和对照组，神经松动组予以神经松

动术加甲钴铵口服治疗，对照组单纯甲钴铵口服治疗，治疗前、后分别评估患者的肌力（握力、捏

力）及手部鱼际、第 2 指、第 3 指的定量温度觉（冷觉、温觉、冷痛、热痛）阈值。 

结果 治疗 4 周后，神经松动组握力（29.96±9.08kg）、捏力（7.55±1.92kg）与组内治疗前及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神经松动组鱼际、第 2 指、第 3 指掌面的热温觉与鱼际

的热痛阈值（分别为 34.58±1.21℃、37.29±1.30℃、38.52±1.31℃、42.37±2.78℃）较对照组（分

别为 36.15±2.43℃、38.74±2.15℃、41.16±2.27℃、47.07±3.62℃）改善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神经松动术可以改善正中神经卡压引起的运动功能及小神经功能损伤，尤其是 C 类纤维的功

能。 

 
 

PU-1119 

半骨盆置换术后功能障碍精准康复治疗一例报告 

 
李艳,张长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探讨半骨盆置换术后精准评估和精准康复治疗方法。 

方法 对一例左骨盆肿瘤切除人工半骨盆置换术后发生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精准康复评估，制定精

准的康复治疗计划，观察康复前后患者的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精准康复治疗前后患者的髋屈伸、膝屈伸活动范围，坐位平衡、站位平衡评估，Harris 评分、

Barthel 指数、Scl-90 自评量表评分均有显著改善。 

结论 精准康复治疗对改善半骨盆置换术后中后期患者的功能状态，提高生活质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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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0 

主被运动训练仪结合神经康复训练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 

下肢功能的影响 

 
范小艳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佛山市 

 

目的 探讨主被运动训练仪结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功能康复训练的影响。 

方法 选择2016-01/2017-06 月在我院康复科住院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80例，按住院治疗顺序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例。纳入对象均符合 1995年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

诊断标准，经颅 CT 或 MRI 检查和临床确诊为脑出血或脑梗死。两组患者均根据国家脑血管病三级

康复治疗方案研究课题组制定的康复计划实施康复治疗，治疗组加主被运动训练仪训练。康复治疗

包括物理疗法和作业疗法结合应用。观察治疗前后的简式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肌力测定、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定的各阶段评分，以及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结果 治疗组显著进步 24 例（60%）、进步 16 例（40%）、无变化 0 例（0%），对照组显著进步

13 例（32.5%）、进步 26 例（65%）、无变化 1 例（2.5%）；两组对下肢肌力均有明显的改善作

用，使肌力增加，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下肢简式 Fugl-Meyer 积分由 11.23±5.34 到

17.82±2.52、总积分由 54.20±21.40到74.79±10.41，对照组由 10.43±6.20到12.18±1.50、总积分

由 56.30±20.24到 70.13±10.27，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治疗后改良 Barthel 指数明显

高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患侧下肢肌张力无明显变化，改善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结论 主被运动训练仪训练结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功能障碍恢复有促进作用，可以

提高肌力，控制痉挛，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有满意的临床疗效。可缩短下肢功能恢复时间，依

从性好，提高步行、平衡功能和康复训练疗效。 

 
 

PU-1121 

论脑卒中患者出院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马潇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不仅注意在医院内的院内护理，而且开始逐渐关注出院后的院外

康复，对于脑卒中康复的患者，院外的康复指导更显得尤为重要。同时 护理健康教育是实现整体

护理的重要措施，是现代护理为满足病人健康需求而赋予护士的重要职责。 

方法  对象是：在我科出院的 60 例脑卒中患者。方法：随机分为 2 组各 30 人，1 组为治疗组，2

组为对照组，给治疗组患者出院时做详尽的有关院外康复的健康教育，给对照组做常规的出院健康

教育。1 个月后电话随访，记录病人的恢复状况。 

结果 治疗组的恢复效果好于对照组。 

结论 详细的健康教育对脑卒中患者院外康复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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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2 

运动处方联合智能脉冲枪治疗掌指关节活动受限的疗效观察 

 
俞君

1
,朱毅

2
,王骏

1
 

1.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目的  观察运动处方联合智能脉冲枪治疗掌指关节活动受限的疗效。 

方法 选取掌指关节主动活动范围活动受限的患者60例。对患者进行简单随机分组，对照组患者 30

例，观察组患者 30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超声波、中频脉冲电治疗、蜡疗、关节松动术和自我训练，

观察组在以上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增加智能脉冲枪治疗，使用运动处方系统宣教。在治疗前、10

天后和 20 天后分别评估患者握力和掌指关节活动范围。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患者治疗 10 天后和治疗 20 天后所测的握力数值、关节活动范围与治疗前

数值对比均增加，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0 天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握力对比增加，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0 天后和治疗 20 天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掌指关节 AROM 对比

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智能脉冲枪的使用更有效的治疗掌指关节活动受限。运动处方系统的使用，有利于高患者自

我训练的依从性。运动处方联合智能脉冲枪治疗掌指关节活动受限的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U-1123 

心理干预联合 24 小时管理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林丽红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心理干预联合 24 小时管理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5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治疗分析,随机将其分为实验组 25 例及对照组 25 例,两组的基础

治疗包括常规药物使用、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则在此基础上发挥本院专科特长，积极介入心理干

预，提高患者康复治疗和康复训练的依从性，同时实施 24 h 康复管理。具体方法如下： 

0. 在治疗过程中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取得患者信任。 

0. 非标准面谈，经常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耐心倾听他们对病情及生活经历的叙述，以便分析

了解患者的真正想法，以同情、安慰和鼓励的态度支持患者，与患者建立相互依赖的友好

关系，多给患者积极有意义的言语刺激，从心理上安慰、激励患者，共创一个舒适安闲和

谐的治疗环境， 

0. 循序渐进地向其解释脑卒中及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使其了解疾病康复知识及再学习的方

法，组织患者相互交流鼓励。 

0. 本科康复团队给予康复患者 24 小时康复管理,使患者康复过程连续无缝隙,亦使患者按正确

方法锻炼、卧位、转移、站立、行走,防止出现意外情况和异常模式,提高患者的康复质量,

缩短患者的康复时间,使患者早日生活自理,回归社会。 

0. 加强社会支持：帮助患者家属树立正确的观点，关心体贴患者；与家属一起讨论患者的训

练方案、预期目标及注意事项；家属参与患者的训练，积极参与 24 小时康复管理的实施。 

结果 两组患者观察周期均为 28 d,并分别于康复前、康复 2 w 后、康复 4 w 后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Barthel 指数)评定。结果实验组(实施心理干预联合 24 h 康复管理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 Barthel

指数评分比较显示,治疗前两组无差异,治疗 2 w 及 4 w 后分别与对照组比较,Barthel 指数分值均较对

照组增高,提示实验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善较对照组明显。经统计分析,结果显示P<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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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实施心理干预联合 24 h 康复管理可以明显加快患者运动功能恢复,显著提升

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提高治愈率,降低残障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124 

头皮针疗法对小儿脑瘫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詹莉丽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头皮针疗法对小儿脑瘫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 48 例小儿脑性瘫痪患儿，按入院时间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各 2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头皮针疗法，比较两

组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的效果。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GMFM-88 项总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P<O．05) 

结论 在常规的康复手段下，配合头皮针疗法治疗小儿脑性瘫痪，可强化患儿康复训练效果，对改

善患儿运动功能效果较显著。 

 
 

PU-1125 

推拿矫正儿童行走姿势异常 424 例临床观察 

 
王强

1
,孙晨耀

1
 

1.盐城市妇幼保健院,江苏省,盐城市 

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市,朝阳区 

 

目的 探讨儿童行走姿势异常的原因及推拿矫正机理。 

方法 病例来源于 2009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推拿门诊收治的 424 例患儿，通过推拿矫正并观察

3-6 个月。 

结果 矫正前后家长满意率达 73.58%，基本满意 109 例，不满意 3 例（p<0.05） 

结论 推拿矫正儿童行走姿势异常有效，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PU-1126 

电针治疗脑卒中后偏瘫肩痛的疗效观察 

 
荀雅晶,颜起文,刘佩军,詹燕,雷德宝,翟宏宇,徐永兰 

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电针对偏瘫肩痛的缓解作用，以及对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2 月从襄阳市中心医院康复科患者中募集患者 61 例，基于随

机数表法，以受试者抽取信封方式将研究对象分成两组：常规康复组（30 例）和电针康复组（31

例），分别按照既定治疗方案治疗 1 月，探讨针灸对卒中后肩痛的治疗效应。针灸操作者不参与患

者分组工作。干预方案如下：常规康复组：1）偏瘫侧上肢良肢位摆放；2）伴有肩关节半脱位患者

使用肩托；3）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牵伸训练及手法放松，每次 40min；4）患侧肩部超短波治疗缓

解疼痛：使用输出功率为 300W 的超短波治疗仪，板形电极对置于患肩前后，间隙 2-3cm，剂量为

温热量，治疗每次 20 分钟；5）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够取物品、喝水动作、吃饭动作等。 电针

康复组在常规康复组基础上加用电针，其用法如下：穴取患侧肩髃、肩髎、臂臑、肩贞，根据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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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配以患侧曲池、天井、手三里、外 关、合谷及阿是穴，穴位常规皮肤消毒后用指切进针

法直刺 1~1.5 寸，行提插捻转手法，平补平泻，得气后连接电针治疗仪，选择疏密波，治疗 20min

取针。训练及理疗及电针治疗频率均为每周 5 日，每日 1 次，共治疗 4 周。利用 VAS 量表、

Fugl-Meyer 量表及改良 Barthel 指数分别在实验开始时， 4 周分别评估患者偏瘫侧肩痛程度、运动

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结局评估由独立的康复医师执行，该医师不参与患者具体治疗。为了保

证分组随机性，采取意向性分析进行数据统计。 

结果 两组基线资料经统计学检验，各指标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两

组患者 VAS 评分，上肢 Fugl-Meyer 评分及改良 Barthel 评分较治疗前都有明显改善（P<0.05）。

两组组间比较，电针康复组 VAS 评分（3.67±0.36）及上肢 Fugl-Meyer 评分变化值（10.33±6.95）

改善优于常规康复组（VAS 4.46±0.53，∆FMA 6.66±4.57）（P<0.05）；电针康复组改良 Barthel

评分（66.87±18.30）优于常规康复组（63.08±17.86），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电针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可以有效缓解偏瘫后肩痛，改善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而且效果优于常规康复治疗，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U-1127 

针灸配合推拿治疗小儿脑瘫 

 
高文涛,董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工程大学医院 

 

目的 探索针灸配合推拿治疗小儿脑瘫的疗效。 

方法 通过 针刺增加病灶的血流量，改善大脑皮质的缺血状态，使处于休眠状态下的脑神经细胞觉

醒，提高脑细胞的携氧能力.促进受损的神经元修复与再生, 代偿受损区域功能。应用推、揉、抖、

点、拍等推拿手法可理筋散瘀, 缓解肌肉痉挛, 疏筋活血, 松解粘连, 增加关节活动度, 降低四肢肌

张力, 进而矫正异常模式, 使关节功能得到恢复. 

结果 蓝某某，男，3 岁，早产，至今不能站立，不会走路，扶走时脚尖着地，交叉步，肌张力亢

进。诊断为痉挛型脑瘫，中医诊断为―五迟‖，痰瘀阻络型。经上述方法治疗一个月可独站，无交叉

步，脚跟落地，3 个月后可独立行走五百多米，后巩固治疗 1 个月，生活基本能自理，后随访未

复发，现已上幼儿园。 

结论  中医认为小儿脑瘫是由于先天禀赋不足，肝肾亏损，后天失养，或瘀血内阻，五脏精气不能

上荣元神之府所致。其病位在脑，应在四肢累及神智，症状变化多样，是一种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健

康发展的疾病，国外主要采用运动疗法，国内结合传统医学疗法较多，根据中医理论，阳明经位多

气多血之经，上循头面贯通全身，体针刺激治疗小儿脑瘫以阳明经为主，辅以少阳，太阳经，各血

相互呼应，共同促进全身气血贯通。 

 
 

PU-1128 

排尿方式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多重耐药无症状菌 

尿患者尿培养菌群的影响 

 
刘洪举,陈飞,邱智 

贵州省骨科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八职工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改变排尿方式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多重耐药无症状性菌尿尿培养菌群的影响。 

方法 将 20 名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留置尿管并革兰阳性多重耐药无症状菌尿受试者随机等量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立即更改为间歇导尿，观察 4 周。对照组继续留置尿管 4 周，后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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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导尿，再次观察 4 周。观察过程中实验组脱落 3 人，对照组脱落 4 人。所有受试者每周检测尿

培养和药敏试验一次。 

结果 实验组最终 7名受试者在更改为间歇导尿后1-4周连续尿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均转变为同一种

非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对照组最终 6 名受试者在留置导尿的 1-4 周内尿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均与

观察前一致为革兰阳性多重耐药菌。变更为间歇导尿后 1-4 周连续尿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均转变为

同一种非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对照组中有 1 名受试者在后续住院过程中出现漏尿情况，经过尿流

动力学检查提示膀胱逼尿肌过反射，膀胱内压过高。在口服M受体阻滞剂治疗无明显改善后，再次

更改为留置尿管。并在随后 4 周内每周复查尿培养一次，在第 4 周时尿培养结果变为产气肠杆菌，

且对药敏试验采用的所有类型抗生素均敏感。 

结论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在留置尿管期间如发生院内感染并较长时间使用抗生素，则很

可能出现多重耐药革兰氏阳性菌无症状性菌尿。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变更为间歇导尿的方式来

改变尿道环境，进而在 1 周后将多重耐药革兰氏阳性菌变更为非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以大肠杆

菌多见），以降低多重耐药菌同源性院内感染的风险。对于间歇导尿患者如果也出现多重耐药菌无

症状性菌尿的情况，变更为留置尿管也可能将多重耐药菌变更为另一种非多重耐药菌，但这种方式

见效的时间较长，可能需要 4 周。对于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如果出现无症状性菌尿的情

况，间断的进行间歇导尿和留置尿管的转换或许是更加有效的控制院内感染发生的方法。 

 
 

PU-1129 

DMS 配合手法松解四边孔治疗双上肢麻木一例 

 
吴涛 

西安交大一附院 

 

目的 病史：患者，女，53 岁，以―颈肩部不适、双上肢麻木 1 年，加重 1 月‖入院。 

病例特点：患者以伏案工作为主，病情夜间发作，发作时双侧肩部以下出现麻木、肘部以下明显加

重，有夜间麻醒史，晨起活动后症状消失。 

查体：双上肢肌力、腱反射正常，感觉无明显异常，双侧臂丛牵拉试验（-），霍夫曼征（-），双侧

C5/C6 椎旁、斜方肌上部、肩胛提肌近端冈上肌压痛，右侧较重；双侧小圆肌、大圆肌、肱三头肌

长头压痛伴明显肌紧张。 

辅助检查：X 线示：颈椎生理曲度变直；MRI：C4\C5 椎间盘膨出。 

方法 使用 DMS 和手法松解四边孔周围紧张肌肉：俯卧位，用美国产 DMS 在压痛及紧张部位停留

20s，手指按揉周围肌肉，从近端到远端共 5-8min。 

结果 入院初按颈椎病方案治疗，治疗两次后，除颈肩部不适改善外，双上肢麻木无明显改善。后

再次查体、评估，重新确立治疗方案，使用 DMS 和手法松解四边孔周围紧张肌肉。治疗一次后，

双上肢麻木时间明显减少，两次后，麻木消失，继续治疗三次巩固疗效，随访 5 个月未复发。 

结论 四边孔位于肱骨内侧和肩胛骨外缘之间。其上界为小圆肌、下界为大圆肌、外侧界为肱三头

肌外侧头和肱骨外科颈，内侧界为肱三头肌长头。浅层有筋膜包绕腋神经，起自臂丛神经后侧束,

至肩胛下肌前缘。与旋肱后血管一同经四边孔穿出之后,绕肱骨外科颈的后方。腋神经穿四边孔的

位置与桡神经的肱三头肌肌支相距较近,但距桡神经干相对较远。 当四边孔区受伤或长期劳损致紧

张时,可累及腋神经及桡神经的肱三头肌肌支。该患者长期伏案工作，肩部肌肉紧张，夜间休息仰

卧，使四边孔周围肌肉处于紧张位，同时四边孔肌肉压痛明显，提示肌肉紧张，卡压穿过其中的神

经，导致麻木。DMS 及手法对紧张的肌肉进行松解，从而解除神经的卡压。 

     该病例意义在于对于上肢麻木患者在考虑其颈椎病的同时，还应注意神经所穿过的肌肉区域是

否存在卡压，以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639 

PU-1130 

SET 悬吊技术结合生物电反馈治疗对脑卒中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马奔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悬吊技术支持下进行生物电反馈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脑卒中偏瘫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组 2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上肢康复训练，包括滚

筒练习、磨砂板练习、举体操棒练习等，主要以患侧练习为主， 每日2次，每次1小时、每周训练

6 天。观察组在常规上肢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悬吊技术支持下的生物电反馈治疗，进行功能性动

作训练。治疗体位选择坐位，•两根非弹力绳和负重带分别连接上肢肘部和腕部，悬吊点位于连接

点的正上方，运动点为肩关节，生物电反馈的两组通道分别刺激肩关节外展肌群和内收肌群，治疗

处方（设置交互刺激模式，两组通道刺激时间均为 3 秒，刺激间隔时间为 2 秒，调节至能诱发肌肉

收缩的刺激阈值。）在减重的状态下，嘱患者保持上肢前屈 90 度伸肘位结合生物电刺激做内收、外

展运动。‚ 两根非弹力绳和负重带分别连接上肢肘部和腕部，A 悬吊点位于肘关节连接点的正上方，

B 悬吊点位于肘关节和腕关节中点，运动轴心为肘关节，生物电反馈的两组通道分别刺激肱二头肌

和肱三头肌肌群，治疗处方同•，在减重的状态下，嘱患者保持上肢前屈 90度伸肘位结合生物电刺

激做肘关节屈、伸运动。ƒ悬吊体位同‚ ，生物电反馈两组通道分别刺激屈腕和伸腕肌群，在减重的

状态下，嘱患者肘关节屈、伸运动的同时结合生物电刺激做掌指关节屈、伸运动。以上治疗可以根

据患者完成动作的质量，调整难度系数。治疗 2 周，治疗前采用 Fugl-Meyer 量表上肢部分（FMA

评分）、改良 Barthel 指数（MBI 评分）、Brunnstrom 分期（上肢和手的部分）以及上肢能力综合

评价表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进行 FMA 评分、MBI 评分、上肢 Brunnstrom 分期、上肢能力综合评价水平

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 

结论 悬吊技术结合生物电反馈治疗能明显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 

  
 

PU-1131 

肌内效贴联合综合康复治疗脑卒中后患肢水肿的疗效观察 

 
王雪莲,毛芝芳 

衢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衢州市精神病医院,浙江省,衢州市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联合综合康复对脑卒中后患肢水肿的疗效。 

方法 将88例脑卒中后患肢水肿的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4例,两组均采用综合康复疗法,

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关节松动疗法、低频电刺激和超声药物离子导入等综合康复治疗,治疗组联

合肌内效贴。分别在入组治疗时、治疗 7 天和治疗 14 天后测量患肢周径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统计

患肢深静脉血栓及褥疮发生率。 

结果 2组患者治疗后患肢周径较治疗前明显缩小,P＜0.05。与对照组比较,在治疗的第 7 天和 14 天,

治疗组患肢体周径均明显缩小,(P＜0.05),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褥疮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治疗组治疗后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提高较对照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内效贴联合综合康复治疗既可明显减轻患肢水肿,又可降低患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褥疮的发

生率,明显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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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2 

强化股内侧肌肌力训练对膝关节周围骨折术后步行 

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林志刚 

兴义市人民（工人)医院,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目的 膝关节功能障碍严重影响骨折患者的步行能力，为提高其生活质量，我们将患者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从而观察强化股内侧肌训练治疗膝关节骨折术后步行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2 年 7 月～2017 年 7 月于兴义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 78 例膝关节骨折术后的患

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39 例和对照组 39 例。对照组只接受物理因子治疗、关节松动术、牵伸训练等辅

助的综合康复治疗。治疗组除了进行对照组的常规治疗外还进行股内侧肌肌力训练，辅以综合康复

治疗。 

结果 78 例患者治疗 8～12 周，治疗组有效 34 例，无效 5 例，对照组有效 24 例，无效 15 例。 

结论 采用强化股内侧肌肌力训练对改善膝关节周围骨折术后步行功能障碍较常规的康复治疗具有

显著的疗效。 

 
 

PU-1133 

“静蹲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疗效观察 

 
林志刚 

兴义市人民（工人)医院,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目的 膝过伸严重影响脑卒中患者的步行能力，为提高其生活质量，我们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从而观察静蹲训练对纠正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疗效。 

方法 78例伴有膝过伸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9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

疗，治疗组除常规康复治疗外均进行静蹲训练。 

结果 治疗组膝过伸患者纠正 34 例，5 例无效，对照组纠正 24 例，15 例无效。 

结论 在常规膝过伸训练的同时增加静蹲训练能够不同程度的纠正脑卒中患者因股四头肌无力导致

的膝过伸状态。 

 
 

PU-1134 

神经肌肉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潘冠文,戴金娥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肌肉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36 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的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18 例）和对照组（18 例）。两组患

者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等长和等张肌力训练、主动和被动关节活动度训练、助行器辅助步行训练

及中频电治疗、蜡疗等物理因子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神经肌肉训练，主要包括强化平衡

训练（包括患侧下肢部分负重在平地站立平衡逐渐过渡到在平衡板、弹簧垫上的站立平衡训练）、

动态膝稳定性训练和本体感觉训练（站立位患侧下肢部分负重下主动控制缓慢屈伸膝关节并在不同

角度维持 10~20s）。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3 周后采用美国膝关节协会膝关节评分表（KSS）进行疗

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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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两组 KSS 评分无差异（p>0.05）,治疗 3 周后两组 KSS 评分均有所提高（p<0.05），

观察组评分提高较对照组显著（p<0.05）。 

结论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在常规康复训练时结合神经肌肉训练，可显著改善膝关节功能。 

 
 

PU-1135 

徒手淋巴引流技术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Ⅰ期的临床疗效观察 

 
许菁,张伟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观察徒手淋巴引流技术治疗脑卒中患者后肩手综合征Ⅰ期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Ⅰ期患者采用数字表方法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者都给予脑卒中

后常规药物治疗及综合康复训练，对照组（30 例）在训练前对患肢进行普通抚触、肌肉按摩等手法；

治疗组（30 例）在训练前加入正规徒手淋巴引流技术，包括静止圆，及轻抚、推压。两组患者在治

疗前后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改良上肢 Fugl-Meyer 量表（FMA）、水肿程度 3 个指标进

行评定，评估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改善(P<0.001)，且淋巴引流治疗组疗效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徒手淋巴引流技术能进一步提高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 I期的治疗效果。 

 
 

PU-1136 

超短波联合大黄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肠功能障碍治疗中的应用 

 
汤艳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研究超短波联合大黄灌肠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接受大黄灌肠

联合超短波治疗的28名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做为治疗组；同时按同样标准收集 2015年11月~2016

年 11 月上述科室收治的未进行大黄灌肠联合超短波 21 例 SAP 患者为对照组，进行前瞻—回顾性

对照研究。 

结果 治疗组在治疗1周后炎症反应指标C反应蛋白、白介素-6，及APECHEII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全身炎症反应持续时间，腹痛腹胀症状缓解时间， ICU 住院时间显著缩短；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肠

内营养（p 均＜0.05）。但两组患者的呼吸衰竭、肾衰竭、循环衰竭及最终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超短波联合大黄灌肠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可以降低患者的炎症指标，让患者的腹痛腹胀

症状以及全身炎症反应更早得到缓解，在更短时间内恢复患者的肠内营养并缩短患者在 ICU 的住院

时间，但不影响脏器衰竭发生率和最终死亡率。 

 
 

PU-1137 

眼针带针疗法对脑卒中后痉挛和足底压力影响的临床研究 

 
杨晶晶,甄希成,周雪梅 

沈阳体育学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讨眼针带针疗法对脑卒中患者痉挛和足底压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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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34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眼针留针期间行运动疗

法，运动疗法同对照组，对照组不再接受任何干预。在干预治疗前和干预治疗 4 周后对每一病例进

行各项康复评定以及检测，包含痉挛程度（用 Ashworth 评分评定）和足底压力（通用 F-Scan 足底

压力系统采集双侧足底各 10 个区域的峰压力值、冲量、触底面积、足底压力中心运动轨迹）。 

结果 治疗后，两组足底压力等相关力学参数都发生改变，治疗组更优于对照组，治疗后组内比较

规康复训练组和眼针带针组各数值比较都具有显著差异，组间差异也比较明显。患侧足底压力比治

疗前均有所增加，以足跟内侧和足中部，以及第 1、3 跖骨处压力上升尤为明显。健足各部位足底

压力均有所下降 ，其中以足中部和足跟内侧压力下降明显。健侧和患侧足底压力比较，健侧仍大

于患侧，但其差值明显较治疗前变小。患侧中足骨部出现杂乱的前后往返、混乱不清的情况改善，

压力中心轨迹总长度缩短。健侧足底压力中心运动轨迹范围缩小。患侧足跟的冲量和触底面积均增

加，提高了偏瘫侧支撑的稳定性。经治疗后实验组比治疗前 Ashworth 评分显著下降，对照组比治

疗前明显下降，两组比较，眼针带针组评分值下降更明显，眼针带针组总有效率高于运动疗法组。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眼针带针疗法可降低脑卒中患者痉挛，还可通过增加患侧触底面积、冲量和

降低平均压力而引起足底压力的改变。 

 
 

PU-1138 

血友病性关节病康复治疗病例交流 

 
耿宝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目的 血友病为一组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的出血性疾病，其共同的特征是活性凝血活酶生成障碍，

凝血时间延长，终身具有轻微创伤后出血倾向，重症患者没有明显外伤也可发生―自发性‖出血。随

着凝血因 子Ⅷ 替代疗法的成熟及广泛应用, 绝大多数血友病患者可长期生存, 但同时反复关节内

出血伴发的血友病性关节病变却导致不同程度的残疾和功能障碍。本文分享血友病性关节病的病例,

结合 ICF 评估体系,为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中剂量预防治疗下行康复治疗。①重组人凝血因子Ⅷ20IU/KG,3 次/周。②

超声波 0.6W/cm²,3 次/周,松解黏连,促进局部血液循环。③关节松动技术,改善关节活动度,减轻运动

中疼痛。④徒手肌力训练,等张组合,增加本体感觉。气阻式肌力训练,增加肌力及肌耐力。⑤站立平

衡训练⑥超短波治疗,减轻局部炎症反应。 

结果 HJHS血友病关节健康评分由 49 分到 39 分(分值越大障碍程度越高),FIM 总分由 112 分至116

分(分数越大功能越好,改善项为穿裤子,穿上衣,创意转移,入厕),患者关节活动度由伸展缺失 55°到伸

展缺失 20°,VAS 主观疼痛评分由 6 分到 3 分,站立平衡由 0 级进至 1 级,并可无辅助独立站立 30s。 

结论 血友病性关节炎,标准剂量预防下,利用现有的康复治疗手段可取得功能改善。从 ICF 的临床思

路出发,也可以更加全面的反应血友病患者的具体健康状况。血友病患者反复关节内出血,对患者的

关节造成不可逆的结构损害,随着凝血因子Ⅷ的广泛应用,极大的减少了患者的年出血次数。然而既

已形成的关节功能障碍却无法通过药物解决。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解决血友病患者的关节功能障碍的

主要手段包括手术治疗以及康复治疗。其中手术治疗可迅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功能障碍,但是存在

个体差异较大、假体使用时间、手术条件要求高、术后继发出血风险大、多学科合作要求高、药物

缺乏以及费用高等问题,外科手术的开展受限。患者更愿意选择相对保守,无创,价格较低的康复治疗。

在康复治疗中应与血液科密切合作,根据训练方案调整用药量,可最大限度的恢复患者的肢体功能。 

 
 

http://www.baike.com/wiki/%E5%87%9D%E8%A1%80%E5%8A%9F%E8%83%BD%E9%9A%9C%E7%A2%8D
http://www.baike.com/wiki/%E5%88%9B%E4%BC%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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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9 

生物反馈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心率变异性的影响生物反馈疗法对脑

卒中患者心率变异性的影响 

 
胡菱 

北京小汤山医院,北京市,昌平区 

 

目的 探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经生物反馈放松训练后心率变异性各指标的改变情况。 

方法 选取 2016.07-2017.07 北京小汤山医院康复科门诊及病房脑卒中病人 62 人，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31例及对照组 31 例，治疗前后，采用精神压力分析系统和生物反馈技术，通过测量心率变异

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量化机体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并结合生物反馈放松训练来改善

植物神经活性。运用生物反馈仪诊疗系统中治疗程序对治疗组进行生物反馈放松训练，5 次/周。训

练前、2 周及 4 周后分 3 次观察 HRV 各指标 SDNN、SDANN、RMSSD、pNN50、LF、HF、

LF/HF。 

结果 治疗组HRV各指标治疗前及治疗后差异无显著性（P＞0.05）。训练 2 周及 4 周后 HRV比较，

治疗组 HF 与对照组相比明显下降，LF/HF 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显著增高（P＜0.05）。 

结论  生物反馈疗法放松训练有助于改善脑卒中后患者的 HRV，从而降低脑卒中后的死亡风险。说

明生物反馈疗法可调节脑卒中导致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PU-1140 

孤独症结构化教学和对策 

 
刘志晶 

吉林省长春市弘医堂中医院 

 

目的 探索孤独症的治疗方法 

方法 1.1 结构化教学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handicapped 
Children(TEACCH) 

  创始人 Eric Schopler,70 年代 

  策略----形式-----目的 

  提示----图片----功能性沟通 

  视觉提示----环境的安排----独立 交流 生活技能 

1.2 首先要给儿童安排高度结构化和整洁的环境，固定的时间安排，遵守他们的仪式，但不能放纵

他们的仪式，使得他们的仪式越来越多，有时要控制他们的仪式，同时让他们觉得舒服，不能强制

改变他们的世界，要逐步改变。 

1.3 利用结构化教学的方法，图片交换沟通。 

   交流训练：在玩中进行主注视，追视，注意力，唤名的训练。 

   理解训练：识图片，名词，动词，情景。 

   操作训练：拼图，串珠子。 

1.4 结构化教学的手法;结构，儿童能预料治疗进展，视觉道具辅助学习，把抽象概念实质化，安静

的环境，无压力的环境，有系统，人数少。对言语发展慢的孤独症儿童减少，简化言语指令，使用

视觉资料，示范，使用环境提示。 

1.5 非言语沟通是言语沟通的先驱，指，点头，摇头。 智力，情绪，语言能力引发良好沟通。 

因能力限制，可能会利用非惯例的行为来表达需要。可以利用动作图片跟儿童沟通，因为他们理解

只限于表面。或图片结合文字，给与视觉，听觉的联合刺激，让他们明白家长的意图。 

结果 2.1 经过训练后，患儿的注意力时间明显延长，追视时间延长，有目光注视但时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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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别人的招呼有时有反应，能完成简单的命令，如把垃圾扔掉，把椅子摆好。 

2.3 在语训半小时的时间内，基本能坐住。 

2.4 理解能力明显提高，可以识大部分名词，并且可以模仿一些简单的手势，如―花‖―飞‖ 

―游泳‖―要‖等。并在被动的情况下可以应用。 

2.5 表达，有意义的语言仍较少，偶尔可以模仿说―要‖,―跑步‖等但清晰度稍差。 

结论 如何利用结构化教学法，治疗孤独症儿童，社会互动：难以察觉别人的存在，需要及感受：

缺乏主动与别人分享或交往的动机及能力：难以与朋友长辈建立社会关系。语言沟通：缺乏使用身

体语言，语言理解及表达的能力，或会经常重复一些语言。行为模式：兴趣狡窄，拒接接受改变：

出现刻板式或固执的行为。专注力弱，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容易发脾气，常有自我刺激与伤害的行

为 

 
 

PU-1141 

腓骨长肌肌肉电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态的影响 

 
张玲玲

1
,韩振萍

1
 

1.石家庄平安医院 

2.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早期脑卒中患者进行腓骨长肌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观察其后期步态的恢复情况。 

方法 选取 40 例脑卒中患者，年龄为 28 岁-75 岁之间，发病 3 个月以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20

名患者，共同给予的治疗是康复训练，针灸，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不同的是电刺激的部位，具体

方法为：将神经肌肉电刺激的频率调至 1HZ，治疗剂量在 40-100MA 之间，实验组是将电极片放置

于患者的腓骨长肌肌腹的位置（依据解剖学寻找腓骨长肌的体表定位），对照组是将电极片放置于

患者的胫骨前肌肌腹的位置（依据解剖学寻找胫骨前肌的体表定位），进行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 

结果 实验组 20 例患者中 17 例未发生足内翻畸形，对照组 20 例患者中有 6 例未发生明显足内翻畸

形，这些未发生足内翻畸形的患者在步行过程中无明显偏瘫异常步态。 

结论 对早期脑卒中患者进行腓骨长肌神经肌肉电刺激更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偏瘫异常步态。 

 
 

PU-1142 

DMS 对轻中度腕管综合征治疗效果观察 

 
李品梅,尹晓婷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电动肌肉振动仪（DMS）对轻中度腕管综合征临床治疗的效果。 

方法 腕管综合征患者 42 例，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对照组，均接受物理因子治疗，对照组增加 DMS

治疗，上述治疗每天一次，每周 6 天，连续 2 周。 

结果 应用 Levine 腕管综合征问卷对患者进行评估，对照组的疗效明显高于常规组 ，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MS 对轻中度腕管综合征的手指麻木、僵硬、疼痛症状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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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3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运动疗法对偏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王旭龙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功能性电刺激联合运动疗法对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在我科住院治疗的偏瘫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对

照组（n=15）给予下肢康复踏车功能训练，实验组（n=15）在给予下肢康复踏车功能训练的同时联

合功能性电刺激治疗。两组治疗均每日 1 次，每次 20min，共治疗 4 周。于治疗前、四周治疗后进

行康复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分。 

结果 再经过 4周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ugl-Meyer 平衡功能

评分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运动疗法对于偏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作用 

 
 

PU-1144 

截瘫患者的心理护理 

 
张瑞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掌握截瘫患者的常见心理问题并对其采取心理护理,帮助患者保持 良好心态配合治疗,促进康

复。     

方法 将我科 2 月份到 4 月份 50 例截瘫患者纳入研究范围。采用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焦

虑自评分（SAS）评定患者心理健康水平。确定心理不同变化时期并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通过健

康调查量表评定生活质量。在此期间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掌握患者心 理状态并及时给予正确

疏导并加强并发症的预防与护理。 

结果 根据量表结果来看，我科室 50 例患者入院后 72 小时内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和抑郁，

术后生活质量均较差。入院后给予患者心理不同变化相应的心理干预。入院两月后 患者的心理状

况逐渐改变，较入院时心理焦虑和抑郁明显降低，配合程度提高，生活质量逐渐变

好。                                

结论 掌握截瘫患者的心 理问题以及心理变化并给予相应的心理护理措施,可以帮助患者以积极的

心态配合治疗及护理,利于患者早日康复。 

 
 

PU-1145 

痉挛型脑瘫儿童颈肩上肢姿势控制缺陷的研究 

 
张小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 简称 CP）是指因胎儿或婴儿脑受到非进行性损伤导致的以持续性运

动、姿势发育异常、活动受限为特征的一类综合征。脑性瘫痪通常可分为痉挛型(spastic)、不随意

运动型 (dyskinetic)、强直型 (rigid)、共济失调型 (ataxia)、肌张力低下型 (hypo￡onic)、混合型

(mixed types)等六种分型。在国内，该病的患病率大约是 1．8‰～4．9‰，其中痉挛型是最主要

的发病类型，约占 70%-80%，肌肉痉挛是此类患儿康复训练过程中最常见的症状，会严重阻碍儿

童的正常发育，导致脑瘫儿童姿势控制异常、运动功能障碍。当痉挛型 CP 患儿的颈肩上肢出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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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控制缺陷时，上肢的粗大和精细运动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降低患儿的日常生活能力。通过总结

得出痉挛型 CP 常见的颈肩上肢姿势控制障碍及原因、评估和干预的常用手段、最有效方法。 

方法 通过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总结、归纳出痉挛型CP常见的颈肩上肢姿势控制障碍，以及评

估和干预的常用手段。 

结果  A 型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 type A, BTX-A)注射联合运动治疗、作业治疗的方法疗效最佳 

结论 1.痉挛型 CP 的颈肩上肢姿势障碍主要由屈肌张力增高或痉挛导致。2.大量研究中常用粗大功

能测试量表(GMFM)、Peabody 粗大运动发育量表进行初步评估筛查，视诊和手法检查进一步评估，

改良 Ashworth 评估痉挛程度。3.干预手段包括物理因子疗法，例如超声波、磁疗、电疗、生物反

馈疗法；作业治疗；运动疗法；支具及矫形器的应用；针灸、推拿按摩等；除了康复治疗，还有临

床的药物注射，如肉毒毒素、巴氯芬等，以及高压氧、手术治疗等方式。多数研究表明，综合治疗

的效果比使用单一方法治疗效果好很多，其中 A 型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 type A, BTX-A)注射联

合运动治疗、作业治疗的方法疗效最佳，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PU-1146 

肌筋膜松动配合关节松动术及功能锻炼治疗肩关节 

周围炎的疗效观察 23 例 

 
李德斌 

首钢水钢总医院 

 

目的 肌筋膜松动配合关节松动术及功能锻炼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疗效。 

方法 1.肌筋膜松动术：患者取端坐位，充分暴露治疗部位并放松肩关节，使其自然下垂，治疗师

站在患者患侧，一手托起换者肩关节，使其到达患者最大活动范围，关节活动度大于 90°患者，将

肩关节外展托至 90°，一手从患者颈部开始松解肩部筋膜至肩峰处，往返 15 到 20 次；再松解三角

肌止点、肱二头肌长短头、胸大肌、胸小肌、大圆肌、小圆肌总共约 3 分钟，最后自上而下松肩甲

背侧筋膜，15~20 次； 

2.关节松动术：患者取仰卧位，暴露患侧上肢及肩关节并完全放松整个肢体，通过盂肱关节进行分

离、长轴牵引、前后向及后前向滑动、内外旋摆动等手法做肩关节的附属运动及生理运动，疼痛明

显患者采用Ⅰ、Ⅱ级手法缓解疼痛，关节活动度受限患者采用Ⅲ、Ⅳ级手法，增加关节活动度，增

加关节活动度时，到关节终末端时，保持缓慢用力到患者耐受最大疼痛点停留不低于 30 秒/次，

3~5 次为一个疗程。 

3.坐位下增加背伸松动：患者取端坐位，暴露患侧上肢及肩关节并完全放松做主动后背手到最大范

围，治疗师坐于患者后侧，予患者肩关节做向外、向下、向上的分离、牵引、牵伸、内旋的松动，

到关节终末端时，保持缓慢用力到患者耐受最大疼痛点停留不低于 30 秒/次，3~5 次为一个疗程。 

4.功能锻炼：在患者无痛或轻微疼痛下做主动的、等张的上肢向上的推举、辅助外展、前屈、肩甲

前伸、后缩上提、下降、内旋、外旋等运动；如上肢推举训练器、肩关节内外旋训练器、肩梯等。

治疗强度随患者运动动能的增加，逐渐递增，每次每项运动不低于五分钟，每天 3 次。 

结果 23 例患者接受本组患者经过最长一月，最短一周治疗后。未完成治疗2例，痊愈 13例，约占

56.5%，显著 8 例，约占 34.8%，好转 1 例，约占 4.3%，无效 1 例，约占 4.3%，按全部患者完成

治疗算，总有效率 87.0%，按完成治疗且效果显著患者数算，总有效率 90.5%。 

结论 肌筋膜炎松动术配合关节松动术治疗肩关节周围炎具有明显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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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7 

“勒马缰”畸形 1 例报道 

 
江炎,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病史回顾：女，28岁，系―右踇趾不能伸直伴疼痛致行走不稳 3 月余‖入院，患者系―取自体右腓

骨植骨术‖后出现右拇指不能伸直，结合该患者病史、查体、辅检，诊断―勒马缰‖畸形。 

我科针对该患者给予综合康复治疗后，患者踝关节活动及疼痛得到明显改善，但足趾活动未得到明

显改善。2 周后随访中患者诉疼痛无反复，目前穿合适鞋不影响日常行走。笔者认为，针对―勒马缰‖

畸形进行康复治疗，患者足趾疼痛可得到有效缓解，日常生活活动可得到改善，不失为一种可靠的

保守治疗的方法。 

 
 

PU-1148 

体外冲击波联合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恢复期下肢 

运动功能疗效分析 

 
卢延景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观察冲击波(ESWT)联合功能性电刺激(FES)对脑卒中恢复期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疗效分析。 

方法 选取 30 例 Brunnstrom 分期在Ⅲ期、Ⅳ期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15 例。

对照组采取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功能性电刺激和冲击波治疗。功能性电刺激治

疗,1 天 2 次,每次 30 分钟,每周 6 次,共 3 周；功能性电刺激前行冲击波治疗痉挛肌群,每周 3 次,共 3

周,压力强度 2.5Bar 频率 8Hz,冲击次数 2000 次。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 1 周后、2 周后、3 周后及出

院 1 个月后功性步行能力分级(FAC)和 Fugly- Meyer 下肢运动功能(FMA)评定法评分。 

结果 在治疗1周后两组患者治疗后FAC和FMA评分均较入院时有所改善，但两组患者未见明显差

异；在治疗 2 周后及 3 周后，两组患者 FAC 和 FMA 评分均优于入院时水平，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同期水平。出院 1 个月后随访，两组患者 FAC 和 FMA 评分较入院时明显改善，但低于出院时水平；

但观察组仍优于对照组同期水平。（p<0.05）测评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体外冲击波治疗联合功性电刺激有助于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改善步行能力。 

 
 

PU-1149 

针刀松解配合改良跖筋膜牵伸技术治疗跟骨骨刺 

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罗建昌

1
,郎伯旭

1
 

1.台州市立医院,浙江省,台州市 

2.台州市立医院,浙江省,台州市 

 

目的 观察针刀松解配合改良跖筋膜牵伸技术治疗跟骨骨刺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并探讨此方法的优

点。 

方法  将 115 例 2010 年 9 月~2015 年 9 月诊断为跟骨骨刺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58 例

(男 21 例，女 37 例，年龄 26 岁-73 岁，病程 6 月-51 月)，对照组 57 例(男 22 例，女 35 例，年龄

31 岁-75 岁，病程 7 月-58 月)。治疗组采用针刀松解配合改良手法牵伸，对照组采用针刀松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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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牵伸手法；两组均行注射和口服药物治疗，并分别于治疗后 1 周、1 个月和 3 个月进行足跟痛

NRS 评分，采用―Foot and Ankle Ability Measure(FAAM)‖量表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治疗组治疗后 1 个月和 3 个月，疼痛 NRS 评分(3.89±0.96，2.46±0.95)均优于对照组

(4.52±1.21，4.73±1.11)(P＜0.05)；治疗组 FAAM 得分率(3.89±0.96，2.46±0.95)均优于对照组

(4.52±1.21，4.73±1.11)(P＜0.05)；总体疗效经 Ridit 分析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针刀松解配合改良跖筋膜牵伸手法能定位牵伸力点，对跟骨骨刺综合征患者疗效显著，相比

传统牵伸手法配合针刀松解有较高的中远期疗效和治愈率。 

 
 

PU-1150 

脑干出血继发橄榄核变性的康复治疗 1 例 

 
陈和禾 

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省,金华市 

 

目的 患者因―左侧肢体运动障碍1年半余，四肢震颤 3月‖收入住院。患者于 2016年4月11日因―脑

干出血‖入院，经系统治疗后遗留左侧肢体运动协调性下降，精细活动欠佳，可达到社区步行，日

常生活基本自理。3 月前患者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左侧肢体运动障碍较前加剧，步态僵硬，步行稳定

性下降明显，出现四肢震颤，日常生活活动需依赖。完善头颅MRI增强：影像诊断：脑干内含铁血

黄素沉积。右侧肥大性下橄榄核变性。两额叶多发小缺血灶。空炮蝶鞍。疾病诊断：脑出血恢复期

-左侧肢体运动障碍，继发性右侧肥大性下橄榄核变性。 

方法 针对患者持续四肢肢体震颤、持物不能，坐位、站立平衡欠佳等问题，继续予氯硝西泮

0.5mg tid，多巴丝肼胶囊 0.25g tid 及乙哌立松片 50mg tid 对症治疗。 

康复训练针对患者目前存在的震颤，给予平衡训练、肌力练习及目标性训练，遵循―循序渐进、少

量多次‖原则，以期能够最终改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康复治疗师每日对患者强化基本动作训

练 1 次，每次 40min，每周 6 次，连续治疗 3 周。强化训练内容：1）床上两侧翻身；2）卧位两侧

坐起；3）坐-站转换；4）行走及姿态纠正。训练过程中强调患者独立完成。患者自身加强家属监督

保护下主动功能训练，具体内容：1）坐位平衡练习及坐位下主动目标性训练。2）站立平衡练习。 

结果 患者入院评定：坐位平衡 2 级，站立平衡 2 级，改良 Barthel 指数 35 分（大小便各 10 分，上

厕所 5 分，床椅转移 5 分，行走 5 分）。 

末次评定：患者能够完成左站转移，坐位平衡 3 级，站立平衡 3 级，改良 Barthel 指数提高至 60 分

（穿衣 5 分，大小便各 10 分，上厕所 5 分，床椅转移 15 分，行走 10 分，上下楼梯 5 分）。 

结论 脑干出血继发橄榄核变性引起的震颤康复治疗能够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该疾病发病例数少，

无法获得大样本数据，因此该例报道仅提供一种可能。希望今后可有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获得相关

专家共识或者指南，用以指导临床治疗。 

 
 

PU-1151 

康复训练对 1 例 Joubert 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盛志强,赵兵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回顾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保健康复科收治的 1 例 Joubert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

Joubert 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并探讨综合康复训练对该病的治疗效果。 

方法 患儿男性，G2P2，足月顺产，生后有―新生儿窒息、新生儿吸入性肺炎、新生儿缺血缺氧性

脑病‖病史，现 1 岁 9 月，临床表现为独站不稳，不能主动叫―baba、mama‖，执行指令差，四肢肌

张力低，无呼吸节律改变，无眼球震颤及活动受限，无抽搐，无发育倒退。颅脑磁共振示小脑蚓部

发育不良，部分缺如，双侧小脑半球上部局部与中线直接相连，小脑上脚稍增粗使中脑变形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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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征‖；两侧小脑半球间可见裂缝，与扩大变形的第四脑室形成―伞形征‖。Gesell 发育评估提示轻度

发育迟缓，临床诊断为 Joubert 综合征。给予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训练、感觉统合训练、中

医按摩、针灸、脑循环治疗仪、下肢肌兴奋治疗仪等综合康复训练，每日各 1 次，持续 28 天。 

结果 康复治疗前Gesell发育评估结果：大运动DQ=58.6，精细动作DQ=51.9，适应能力DQ=67.5，

语言 DQ=52.4，社交 DQ=72.9，总发育商 60.7。治疗后 Gesell 发育评估结果：大运动 DQ=60.1，

精细动作 DQ=55，适应能力DQ=72.3，语言 DQ=54.5，社交 DQ=74.1，总发育商 63.2，与治疗前

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Joubert 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脑发育畸形，多数为常染色体隐形遗传，主要表现为发育迟缓、

肌张力减低、共济失调、眼球运动异常、呼吸节律异常等，头颅影像学特点为：磨牙征、中线裂征、

蝙蝠翼征、伞形征、三角征，其中磨牙征为 Joubert 综合征的标志性特征，主要治疗方案有特殊教

育治疗、运动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和康复仪器，必要时需控制癫痫，一些相关的症状也可以

采用药物治疗。 

 
 

PU-1152 

筋结点手法松解联合独活寄生汤内服治疗风寒湿痹型 

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c=陈世宣,计静,林初勇,章文宇,卓宝琴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浙江省,温州市 

 

目的  探讨筋结点手法松解联合独活寄生汤内服治疗风寒湿痹型膝骨关节炎 (knee 

osteoarthritis,KOA)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80 例 KOA 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中药组、手法组和联合组（各 20 例），

依次触诊受试者筋结点分布情况，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VAS）对筋

结点的压痛程度进行评分。分别予相应治疗，于治疗 0 周、4周和 12 周后采用西部安大略省和麦克

马 斯特大学 膝骨关 节炎指 数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WOMAC)对患者关节疼痛、僵硬和关节功能进行评分，采用 5 次坐-立试验（five-times 

sit-to-stand test,FTSST）评估患者完成 5 次起坐所需时间。 

结果 ①筋结点主要分布膝关节内侧，压痛程度亦内侧高于外侧；②治疗 4 周和 12 周后，WOMAC

评分显示四组治疗均有效，其中联合组在缓解疼痛、僵硬和改善关节功能方面均优于常规组、中药

组和手法组（P＜0.05）；中药组和手法组在缓解疼痛、改善关节僵硬及功能方面均优于常规组，除

4 周时手法组缓解疼痛和 12 周时中药组改善僵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余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且中药组在治疗 4 周后的缓解疼痛和改善关节功能方面效果优于手法组，其中

仅缓解疼痛方面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手法组在改善关节僵硬方面优于中药组（P＞0.05），

12 周后回访显示手法组在远期疗效方面仍要优于中药组（P＜0.05）。③在改善 FTSST 的临床疗效

方面依次为联合组、手法组、中药组和常规组，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筋结点手法松解联合独活寄生汤内服可显著改善风寒湿痹型 KOA 的疼痛、僵硬和关节功能，

从而较好的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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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3 

CPM 训练对下肢骨折术后影响 

 
程江华,吴华军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目的 探究使用 CPM 机对调节膝关节被动活动度，缓解损伤或术后引起的疼痛，消除关节黏连，改

善关节活动角度，促进关节软骨损伤的自身修复，最终促进关节功能恢复是否有统计学意义。为肌

肉骨骼康复寻找出新的有效的康复手段。 

方法 收治病例共 58 例，男 40 例，女 18 例，年龄 14-70 岁，平均 40.5 岁其中，股骨下段骨折 16

例，胫骨上段骨折12例，胫骨平台骨折12例，股骨髁骨折8例，髌骨骨折8例。2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病情、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随机分为 2 组，实验组 29 例 

结果 4 周后观察组的 VAS 评分优良率为 86.2%，对照组 VAS 评分优良率为 44.8%，观察组疼痛情

况优于对照组（P<0.05）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肢肿胀情况、膝关节 ROM 比较，术后 4 周实验组优良率 96.6%，对照组为 75.9%

（P<0.05)。 

结论 CPM康复器可以有效地帮助患者在术后进行合理有效地锻炼,并且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而制定

合理的锻炼计划,可以有效地弥补患者术后运动不足 

CPM 康复机在临床上可以有效地帮助患者进行康复锻炼解决术后患肢功能障碍问题,值得进行推

广。 

 
 

PU-1154 

镜像疗法治疗脑卒中后偏侧忽略的疗效 

 
张其乐 

衢州市人民医院,浙江省,衢州市 

 

目的  观察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后偏侧忽略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将在我科住院的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 28 例随机分为镜像组（n=14）和对照组

（n=14）。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其中物理治疗包括神经发育疗法、关节被动活动训练、

痉挛肌肉牵伸训练等运动疗法以及本体感觉神经肌肉电刺激、肢体气压治疗等物理因子疗法，针刺

等传统康复治疗。在此基础上，镜像组增加 30min 镜像下动作观察训练，包括健侧肩关节前屈、肘

关节屈伸、前臂旋前旋后、腕关节屈伸、手指集团屈伸和抓握水瓶靠近自己的嘴边然后放回 6 组动

作，先演示讲解给患者，再练习，一周 5 次，共 4 周。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进行 Fugl-Meyer 上

肢运动功能评定（FMA）和改良后的 Barthel 指数进行评定。 

结果 经过 4 周训练后，镜像组和对照组 FMA 评分和 Barthel 指数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

组间比较显示，镜像组 FMA 评分和 Barthel 指数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 

结论 镜像疗法可以改善脑卒中后偏侧忽略，并提高患者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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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5 

Exploration on Chinese Brief ICF Core Set for COPD: a 
Delphi Consensus Survey 

 
王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的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COPD patients and explore a Chinese brief ICF 

core set for COPD by a Delphi consensus survey. 

方法 A consensus-building, 3-round, face-to-face survey with medical experts using the modified 

Delphi technique was conducted. 

结果 he Chinese brief ICF core set for COPD contained 13 categories. Of these, 4 categories 

were from the component body functions, 2 from body structures, 4 from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 and 3 from environmental factors.  

结论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in the world to assess ICF core set in Chinese COPD patients and 

explore the Chinese Brief ICF core set for COPD. 
 
 

PU-1156 

绳带在偏瘫患者姿势矫正中的作用 

 
何春华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通过绳带疗法来纠正偏瘫患者异常姿势并帮助患者屈髋。 

方法 在用绳带进行患者姿势纠正之前，首先训练患者进行正确的足跟负重，使患者在站立或步行

时能正确的将身体重心施于足跟处。然后训练患者进行抗重力伸展能力练习。最后，我们用―一根

绳带双侧绑法‖来稳定患者躯干核心并用绳带帮助患者屈髋。接下来训练患者正确的步行训练。 

结果 通过绳带的正确捆绑训练，患者能够独立行走。与未绑绳带比较，捆绑后极大的改善了患者

的异常步态，使行走更加容易，姿势更加规范。 

结论 绳带疗法能改善患者步行姿势。 

 
 

PU-1157 

NMT 拇指技术改善偏瘫患者踝背伸功能的疗效观察 

 
汪希勇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 

 

目的 探讨神经肌肉疗法（Neuromuscular therapy,NMT 拇指技术)改善偏瘫后下肢踝背伸不能的疗

效，为临床治疗偏瘫患者下肢踝关节功能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方法 将 40 例脑卒中恢复期且患侧下肢踝关节背伸不能的患者（脑出血 22 例，脑外伤 18 例，男 20

例，女 20 例，Brunstrom 分期均是Ⅲ期）随机分为治疗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对照组给

予常规康复训练：1、Bobath 疗法：控制关键点，促进正常运动模式抑制异常运动模式；2、Rood

技术促进感觉功能和肌肉功能恢复 3、PNF 技术调整下肢肌张力；4、牵伸训练：牵伸小腿三头肌

降低拮抗肌肌张力；4、关节活动度训练等，30min/次，1 次/天，周一到周五训练；治疗组在和对

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NMT 拇指技术治疗患侧下肢，具体方法：采用NMT 拇指技术在患侧下肢胫骨

前肌触、压、推摩刺激的同时配合口令让患者主动意识参与做背伸动作；治疗疗程均为 4 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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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采用 MMT 分级标准评估患侧胫骨前肌肌力、改良 Ashworth 分级法评估小腿三头肌肌张力 、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测以及 Brunstrom 分期评估下肢情况。 

结果 1、治疗前 2 组胫骨前肌肌力（MMT）、改良 Ashworth、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测以及

Brunstrom 分期评估结果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 2 组患者胫骨前肌肌力（MMT）、改良

Ashworth 分级、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测以及 Brunstrom 分期评估结果比较，有显著差异性

（p<0.05），2、 2 组患者治疗前后改良 Ashworth 分级、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测以及

Brunstrom 分期评估结果比较，治疗后明显优于治疗前（p<0.05），治疗组胫骨前肌肌力（MMT）

评估结果优于治疗前（p<0.05），对照组胫骨前肌肌力 MMT 评估结果优于治疗前，但差异无显著

性（p˃0.05）3、治疗后治疗组胫骨前肌肌力（MMT）、改良 Ashworth 分级、Fugl-meyer 下肢运

动功能评测以及 Brunstrom 分期评估结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并且治疗组疗效

三个评估结果都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神经肌肉疗法（Neuromuscular therapy,NMT 拇指技术)改善偏瘫患者踝背伸不能有较好疗效，

可有效诱发出踝背伸动作，提高运动功能。 

 
 

PU-1158 

右上肢不全离断伤术后康复治疗效果：1 例报告 

 
苏小妹,寄婧,时斌,薛枝秀,靳重飞,尉军红,王宁霞 

甘肃省中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探讨 1 例右上肢不全离断伤术后上肢功能障碍康复训练疗效。 

方法 对 1 例右上肢不全离断伤患者术后导致的关节活动受限、肌力障碍、感觉障碍、瘢痕粘连、

手功能障碍等给予适宜康复训练。 

结果 经过 7 个月综合康复训练，患者右肩、肘关节活动度、肌力基本达到正常，右腕关节可部分

主动活动，右拇指可完成侧捏, 无法背伸。 

结论 早期康复训练可改善上肢离断伤术后出现的运动、感觉障碍和手功能障碍。 

 
 

PU-1159 

儿童血友病关节出血后的个案报告与康复治疗 

 
郑韵,徐开寿,邱晒红,江敏婷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探讨血友病患儿在关节出血后不同时期应用针对性康复治疗方法及其疗效。 

方法 对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间因关节出血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康复科门诊就诊的 1

例A型血友病患儿，采用血友病关节健康评估表（haemophilia joint health score, version 2.1, HJSH 

2.1）对患儿的双肘、双膝、双踝关节进行关节肿胀程度、关节活动范围、肌力、关节活动时的摩擦

音等关节健康状况方面的评估，分数越高代表关节健康状况越差；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评（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对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进行评估，分数越高代表粗大运动功能越

好。根据评估结果制订针对性康复治疗方案，如在急性出血期进行抬高患肢和受累肢体加压包扎以

减轻肿胀，无热量的超短波治疗以促进关节内积血的吸收，相应肌群的静力性收缩以维持肌肉体积、

防止肌肉萎缩等，以及在停止出血后进行低频电刺激和肌肉等张收缩训练以提高患肢肌力，进行关

节主动运动以恢复关节活动范围等。 

结果 经过 10 周的针对性康复治疗，患儿的 HJSH2.1 总分由 39 分下降至 20 分，GMFM 得分由

54.76 提高至 91.49。 

结论 针对性的康复治疗有助于改善血友病患儿出血后的受累关节活动功能和粗大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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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0 

针灸治疗婴儿双侧周围性面瘫 1 例分析 

 
张静,徐开寿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小儿周围性面瘫比较少见，大部分是单侧面瘫，双侧面瘫非常罕见。关于小儿双侧周围性面

瘫的治疗、预后的研究少见报道。针灸对周围性面瘫疗效显著，但尚未见到针灸治疗小儿双侧周围

性面瘫的报道。本研究复习小儿双侧周围性面瘫的相关资料，采用针灸治疗病毒感染导致的婴儿双

侧面瘫 1 例，患儿预后良好。本研究为婴幼儿双侧面瘫的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方法 患儿为 11个月大的女婴，因为―张口困难，面部表情消失 21天‖由神经科医生诊断为双侧周围

性面瘫。患儿张口受限，双侧鼻唇沟变浅，双侧额纹消失，不能皱眉，哭或笑时面无表情。双眼闭

合良好，眼球活动未见异常，四肢活动未见异常。针灸治疗取双侧的阳白、攒竹、迎香、地仓、颧

髎、牵正、合谷，针刺得气后留针20分钟，接G6801-1A型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采用连续疏波，

强度不必追求肌肉跳动，以患儿不因电流疼痛哭闹为准。将电极线用胶布固定于耳后，防止患儿抓

扯。每日针灸 1 次，5 次为 1 疗程，休息 2 天后进入下疗程。 

结果 针灸治疗 3 个疗程后，张口困难好转，双侧鼻唇沟加深，能轻微抬眉，面部表情开始出现。

针灸4个疗程后患儿双侧额纹和鼻唇沟加深对称，哭、笑等面部表情恢复正常。 治疗结束3个月后

进行回访，患儿面部表情如常。 

结论 针灸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瘫是安全有效的，小儿双侧周围性面瘫虽然少见，但针灸可能是治疗

的有效方法。 

 
 

PU-1161 

早期针灸干预对小儿周围性面瘫的预后的影响 

 
张静,徐开寿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观察小儿周围性面瘫早期进行针灸干预对临床疗效及预后的影响。对比早期（发病 1 周内）针

灸干预相对于发病 1 周后再行针灸，两种不同的针灸介入时机，对小儿周围性面瘫临床疗效和康复

时间的影响。 

方法 将80例符合入选标准的病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40例。两组性别、年龄、H-B分级、

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取穴为患侧牵正、地仓、迎香、颧髎、及健侧合

谷，不能抬眉者加攒竹、阳白，不能闭眼者加太阳，下唇歪斜加承浆。观察组在早期（发病 1 周内）

开始针灸治疗，单纯针刺，不加电，得气后留针20分钟，在病程满1周后采用电针；对照组则在病

程满 1 周后才进行针灸治疗，方法同观察组采用电针。每日针灸 1 次，5 次为 1 疗程，休息 2 天后

进入下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在治疗前、治疗后分别对患儿进行评估，由不参与治疗的评估医师

采用 House-Brackmann 分级量表(H-B)评定，观察比较两组疗效、康复时间方面的差异。 

结果 两组患儿经治疗后病情均有好转，H-B 分级有所提高，两组之间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但对治愈病例的康复时间进行分析，观察组比对照组需要的时间更短（P<0.05）。 

结论 对小儿周围性面瘫早期进行针灸干预，相对非早期针灸干预，虽不能提高临床治疗的有效率，

但能缩短病程，减少治愈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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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2 

不明原因脑瘫患儿运动功能与智力结构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洪小霞,徐开寿,何璐,唐红梅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脑瘫是导致儿童肢体残疾的最常见病因，除运动障碍外，脑瘫常伴发智力低下、行为障碍等

问题，研究显示智力正常的脑瘫患儿约占 50%。目前脑瘫的病因机制尚不明确，研究显示，约 30%

脑瘫患儿无明确致病因素。尽管脑瘫的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平，但有关不明原因脑瘫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为此，本研究旨在分析不明原因脑瘫患儿的智力结构与其粗大运动功能和手功能的相关

性。 

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康复门诊确诊的 122 例不明原因

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诊断均符合第九届全国小儿脑瘫康复学术会议通过的诊断标准，排除高危致

病因素，且病情稳定，可配合测试。同时进行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手功能分级系统（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MACS）

评定，并按分组采用韦氏智力测验（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第四版行智力评定，通过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及 Kruskal–Wallis 检验确定脑瘫患儿的类型、粗大运动功能和手功能对智力

结构发育的影响程度。 

结果 122 例患儿中男性 84 例，女性 38 例；年龄 3~16 岁，平均（6.27±2.65）岁，幼儿组（3~7

岁）87 例，儿童组（7~16 岁）35 例；痉挛型 81 例，不随意运动型 23 例，共济失调型 5 例，混合

型 9例，肌张力低下型 4 例。统计数据显示，样本中患儿的 GMFCS各项分级与 MACS 各项分级具

有较好的相关性（r=0.751，P<0.01），与总智商（FIQ）、操作商（PIQ）和言语商（VIQ）各项

分级呈中等相关性（r=0.446~0.521，P<0.01）。MACS 各项分级与 FIQ、PIQ 和 VIQ 各项分级呈

中等相关性（r=0.448~0.479，P<0.01）。在不同年龄分组中，GMFCS 各项分级与 MACS 各项分

级仍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0.640~0.775，P<0.01），与 FIQ、PIQ 和 VIQ 各项分级呈中等相关性，

且幼儿组（r=0.493~0.586，P<0.01）较儿童组（r=0.390~0.429，P<0.05）相关性更为显著。 

结论 不明原因脑瘫患儿智力结构特征与运动功能分级存在良好的相关性，粗大运动功能分级、手

功能分级与各智商分级均呈中度相关性。 

 
 

PU-1163 

高鸟氨酸血症-高氨血症-高同型瓜氨酸尿症综合征 

病例报告与康复治疗 

 
黄竟毓,徐开寿,邱晒红,李金玲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东省,广州市 

 

目 的  高 鸟 氨 酸 血 症 - 高 氨 血 症 - 高 同 型 瓜 氨 酸 尿 症 综 合 征

（Hyperornithinemia-Hyperammonemia-Homocitrullinuria Syndrome，HHHS）是一种与编码

ORNT1 的基因 SLC25A15 缺陷程度相关的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发病率约为 1/350000，发

病年龄和症状程度差异大。临床表现为厌食蛋白质、反复呕吐、认知和运动障碍、尿素循环障碍、

慢性肝功能损伤等，其运动障碍有锥体束征阳性和痉挛性截瘫。本病例报告探讨HHHS的临床特征、

诊断、康复治疗及疗效。 

方法 对 2012年-2018 年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康复科就诊的 1 例 HHHS 患儿的发病情况、生

化与基因检测结果、康复治疗过程及疗效等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自幼厌食高蛋白食物。1 岁 4 个月独走时发现尖足步态。6 岁时发现肝功能损害，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ALT）145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74U/L，血氨、串联质谱分析、尿 CG-MS

分析、颅脑 MR 平扫均无异常。 9 岁时基因检测结果：SLC25A15 基因致病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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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41381512C>T，c.535C>T，纯合。根据上述结果该患儿确诊为 HHHS。目前患儿血氨、肝功

能均正常。4 岁、5 岁、6 岁、7 岁、8 岁、9 岁粗大运动功能测评（GMFM）（D/E）得分分别为

53.8、93.35、95.45、97.22、88.62 和 97.12 分，双髋、膝和踝的改良 Ashworth 量表得分为 1.5

分，婴儿-初中生生活量表分为9分。针对患儿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存在的问题，给予以家庭为中心的

针对性功能训练和配戴踝足矫形器，在 8 岁时给予大腿内收肌、内侧腘绳肌和小腿三头肌 A 型肉毒

毒素注射。现患儿就读小学 3 年级，与同龄人过上类似生活。 

结论 HHHS 的诊断依据临床表现、生化和 SLC25A15 基因检测结果。本病例患儿随访 6 年，坚持

以家庭为中心的功能训练，结合踝足矫形器和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定期评估，针对性调整康复方案，

可有效改善痉挛、提高其运动功能和社会生活能力。 

 
 

PU-1164 

胃肠功能促进技术在肠梗阻患者中的疗效分析 

 
郭丽新,康治臣,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胃肠功能促进技术在肠梗阻患者中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选自 2016.01-2017.12 期间，吉林大学第二床医院康复科治疗的肠梗阻患者，经纳入

及剔除标准筛选后，入组受试者 100 例，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两组均接受常规综合康

复治疗，同时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综合康复治疗基础上加用胃肠功能促进技术予以治疗，患者能够

自主排气、排便，腹痛、腹胀消失，进食后无复发作为评判治疗有效指标，治疗上限时间为 10 天，

逾期视为保守治疗无效。观察患者治疗有效率及治疗有效所需时间。 

结果 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有效所需时间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胃肠功能促进技术对于治疗肠梗阻具有较好疗效，可以进一步推广这一治疗方法。 

 
 

PU-1165 

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康复现况调查研究 

 
白国芳,杨丽亚,安媛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压力的增大，脑卒中的发病率逐年增加。随着现

代医学的发展和进步，脑卒中的诊疗技术不断提高，但是脑卒中引起的致残率依然居高不下，包括

运动功能障碍、吞咽功能障碍、认知语言功能障碍、情绪障碍等。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康复医学

的迅速发展，新技术新理论的引入，以及脑卒中早期康复的开展，脑卒中患者功能改善方面取得了

很大进步，但能力改善方面仍不理想，这与康复机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且脑卒中患者住

院时间长，花费高，家庭经济负担重。本研究目的是了解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现况，为

进一步改进康复科团队康复管理方法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法，选取本院康复医学科三个病区共 55 个住院脑卒中患者进行调查。由本院

康复医学科三个病区分别选出康复治疗师专人 1 名及护士长共同完成调查。调查内容为：康复科住

院脑卒中患者障碍情况调查表、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实际接受康复治疗项目调查表、康复科住院

脑卒中患者 ADL 主动参与训练调查问卷、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舒适情况调查问卷（调查

表及调查问卷自行设计）。调查完成以后，进行分析汇总。 

结果 接受调查的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共 55 人，其中 1 级护理 40 人，运动障碍 51 人，吞咽及失

语 22 人，并发卒中后抑郁 15 人，并发疼痛 2 人；平均接受康复治疗项目 3.85 项/人。日常生活主

动参与训练调查问卷结果认为穿衣、吃饭、如厕、洗漱重要的依次为 98%、96%、96%、89%；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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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意识主动完成生活能力训练的为 55%；认为容易完成的仅占 20%。康复治疗舒适度问卷调查

结果认为治疗项目多及时间紧张的仅占 18.2%，认为治疗后疲劳的仅占 21.8%，能接受足够多的治

疗项目占 98%，认为了解治疗项目作用的占 72.8%。 

结论 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障碍程度较重，大多数患者及护理者认为主动参与日常生活能力训练

重要，但不容易完成训练任务，愿意接受更多的康复治疗项目。提示应改进康复管理流程，改进康

复治疗方法，提高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的可实施性，降低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实施难度，提高远期康复

效果。 

  
 

PU-1166 

“反”Pusher 综合征患者康复的个案分析 

 
蒋敏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本文分析一例 ―反‖Pusher 综合征的脑卒中患者（患者坐位、站立位头转向健侧，具有明显向健

侧倾斜，并抵抗身体向中线或越过中线向患侧矫正，转移过程相当困难。坐在轮椅上患者躯干屈曲

向健侧倾倒，患侧缩短等表现。站立位时，当治疗师尝试调整患者重心向患侧转移时，患者健侧下

肢会向患侧内收来抵抗重心转移。此症状与 Pusher 综合征表现相似，都是冠状面身体不平衡定向

障碍，并在各种体位都抵抗重心向一侧转移，且抵抗方向与 Pusher 综合征抵抗方向相反。因首次

遇到此症状患者，加之目前国内外也无相关文献报道，目前暂时命名为―反‖Pusher 综合征）的康复

治疗经过，总结分析 ―反‖Pusher 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及康复治疗方法。 

 
 

PU-1167 

半月板损伤的康复锻炼小结 

 
郭亚俏 

中国人民解医院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目的 通过对 4 例不同程度半月板损伤患者，其中两例半月板切除术后，一例半月板缝合术后，一

例半月板前、后角二度损伤保守治疗，进行系统康复训练，观察康复训练在半月板损伤患者康复进

程中发挥的作用。 

方法 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腘绳肌等长收缩、踝泵运动、直腿抬高、内侧抬高、外侧抬高、后抬高、

屈膝练习、负重练习、靠墙静蹲、踏车、踏步器练习、步行、弹跳、跑步等训练方法，根据患者病

情情况、手术时间长短，针对性的制定康复训练计划，坚持康复训练 3 个月。 

结果 4 例患者有 1 例半月板切除术后患者恢复正常肌力水平，1 例半月板切除术后患者和 1 例半月

板缝合术后患者达到健侧 85%肌力，偶感关节僵硬以及深蹲不适，以及 1 例 2度损伤保守治疗患者

肌力有所改善，疼痛症状无明显改善或加重。 

结论 1，正确及时的康复训练对半月板损伤患者是有效的； 

2，通过本论文所提及的康复训练，患者仍残留一些功能障碍需要解决； 

3，半月板损伤要提早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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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8 

呼吸功能训练在颈段和上胸段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徐薇,阳初玉,赵明明,李兰晴,王会光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呼吸功能训练对颈段和上胸段脊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探讨呼吸功能训练是

否值得推广应用，为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训练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本院收治的颈段（C3-C8）和上胸段（T1-T6）脊髓损伤康复

36 例脊髓损伤患者（ASIA A 级~D 级），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18），观察组（n=18）。对照

组和观察组均进行运动训练，包括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耐力训练、站立床训练、平衡训练，

功能性电刺激，每天训练 40min，每周 5 天，一共 4 周；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呼吸功能训练，包

括吸气肌训练、呼气肌训练、缩唇训练、咳痰训练、腹式呼吸训练，每天 30min，每周 5 天，一共

4 周。使用德国 matalyser 3B 肺功能测定仪进行呼吸功能测定，训练前后均进行呼吸功能检查。 

结果 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重、病程、损伤平面、AISA 分级在两组间无明显差异性（P＞

0.05）；治疗前对照组和观察组最大自主分钟通气量  MVV（L/min）分别为（72.9±5.17）、

（71.5±5.46）；用力肺活量 FVC（L）分别为（2.71±0.40）、（2.67±0.42）；第一秒用力呼气量

FEV1（L）分别为（2.41±0.39）、（2.43±0.42）；最大吸气压 MIP（cmH2O） 分别为（43.26±3.65）、

（44.39±3.50），以上指标在训练前两组间无明显差异性（P＞0.05）。经过 4 周训练后对照组 FVC

为（3.39±0.57）、FEV1 为（2.84±0.31），有统计学意义（P＜0.05），MVV 为（77.6±5.16），

MIP 为（49.23±4.84），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MVV为（87.3±6.15），FVC 为（4.07±0.52），

FEV1为（3.40±0.43），MIP为（69.65±4.21），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在短期内，常规运动训练可部分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在此基础上增加呼吸功能训练能更好

地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长期疗效需更长时间、大样本量观察. 

 
 

PU-1169 

震动疗法联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肌张力影响 

 
王勤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脑卒中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痉挛是脑卒中偏瘫患者临床常见并发症，并严重影响

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偏瘫患者的下肢痉挛可引起关节挛缩和运动模式异常,影响平衡和步行能力,

是康复治疗的难点。我们研究震动训练对偏瘫患者下肢肌张力和运动功能的影响，改善脑卒中康复

治疗方案。 

方法 选取 6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入选患者均符合《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要求。随机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及康复治疗：物理疗法、运动疗法、作业

疗法、中医康复及矫形器治疗等。治疗组增加下肢震动训练，每次 20min，每天 1 次，每周 5 次，

治疗 4 周共 20 次。两组均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利用表面肌电（sEMG）分析系统进行下肢胫骨前

肌（TA）和腓肠肌内侧头（MG）的表面肌电活动进行分析。采用改良 Ashworth 评定量表评定下肢

痉挛状态（MAS）、踝关节背屈的主动运动范围(active range of motion,A-ROM)、被动运动范围被

动的运动范围(passive range of motion,P-ROM)评价偏瘫患者的下肢运动功能。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踝关节背屈 A-ROM 与 P-ROM 显著增加、下肢痉挛较前改善，治疗

组优于对照组，两组的胫骨前肌和腓肠肌的肌电均方根值（EMGrms）均增高，且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 

结论 常规肢体功能康复训练配合震动训练能更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偏瘫下肢的肌张力和运动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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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0 

电动起立床治疗对不同血液动力学改变的稳定期脑外伤患者意识

障碍改善的临床观察 

 
黄彩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意识障碍是重症脑外伤患者常见临床症状，也是康复诊治方面   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目前

还缺少明显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指南。我们观察到早期体位改变对于促进稳定期脑外伤昏迷患者意识

恢复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于不同角度站立引起血压、心率升高的患者效果更明显。本研究重点观

察电动起立床治疗中不同血液动力学改变的脑外伤患者意识障碍改善状况。 

方法 观察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3 月西京医院康复医学科进行治疗的脑外伤意识障碍患者 12例，

除常规促醒治疗外，均进行电动起立床治疗，起立过程中进行心率、血压监测，以收缩压变

20mmHg、舒张压变化 10mmHg 以内、心率变化 20 以内为限进行最大角度站立，每天 30 分钟。

在治疗前、治疗 4 周后进行 GCS 评价。 

结果 治疗前，患者意识障碍程度无明显差异（GCS：5+－3）。治疗过程中，有 6 例患者出现血压

下降、心率加快；2 例出现血压下降、心率无明显改变，4 周后 8 例患者 GCS：6＋—2；4 例出现

血压、心率升高，4 周后 4 例患者 GCS：10+－2。 

结论 对于稳定期脑外伤意识障碍患者，除常规促醒治疗外，进行电动起立床治疗，血压、心率升

高的患者，意识障碍改善程度明显，进步速度快。 

 
 

PU-1171 

综合康复在早期重症脑血管病及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郑莹,武亮 

北京小汤山医院,北京市,昌平区 

 

目的 探讨综合康复在早期重症脑血管病及脑外伤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 2016 年 8 月—2018 年 2 月北京小汤山医院发病 1 月内的早期重症脑血管病或脑外伤患

者 114例，随机分为实验组 57 例和对照组 57 例，实验组采用综合康复治疗联合常规治疗，对照组

采用常规治疗，发病前 6 个月每月底进行疗效对比，采用 NIHSS、 GCS、BERG、Fugl-Meyer、

FIM 方法评价，观察并比较两组功能和预后。 

结果 实验组NIHSS 评分第 1、2、3、4、5、6 月均低于对照组(P<0.05)，GCS 第 1月底高于对照

组(P<0.01)，BERG、Fugl-Meyer、FIM 评分在第 1 月底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GCS、

BERG、Fugl-Meyer、FIM 评分第 2、3、4、5、6 月底均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并发症发生

率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重症脑血管病及脑外伤患者实施综合康复干预，意识状态在发病 1 月内能更快恢复，半

年内患者的神经和肢体运动功能均能有效恢复，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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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2 

穴位肌电生物反馈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何玲燕

1
,冯玲

2
 

1.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省,绍兴市 

2.上海岳阳医院 

 

目的 探讨穴位肌电生物反馈（EMGBF）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功能障碍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80 例脑卒中偏瘫伴步行功能障碍患者为受试对象，按照入院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各 40 例。对照组仅实施胫前肌 EMGBF 治疗治疗，观察组则给予穴位 EMGBF 治疗。比较治疗

前及治疗 4 周、8 周后，两组患者患侧踝背屈肌力（Lovett 分级量表）、踝关节主动活动度（AROM）、

下肢运动功能[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测量表（FMA-LE）]、患侧最大自主背屈状态胫前肌表面

肌电参数[肌电积分值（iEMG）、协同收缩率（CR）]、情绪状态[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变化。 

结果 治疗 4 周、8 周后，两组踝背屈 Lovett 分级、踝关节 AROM、FMA-LE、胫前肌 iEMG、MBI

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提升，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P 均＜0.05）；两组 CR 水平及 HAMA、

HAMD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 均＜0.05）。 

结论 穴位 EMGBF 治疗可有效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踝背屈功能，优化步态周期以促进其步行功能

转归。 

 
 

PU-1173 

三维步态分析评价下穴位肌电生物反馈对脑卒中后 

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何玲燕

1
,冯玲

2
 

1.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省,绍兴市 

2.上海岳阳医院 

 

目的  探讨三维步态分析（3DGA）评价穴位肌电生物反馈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2016 年 03 月-2018 年 05 月在我院康复科门诊、住院的 80 例脑卒中偏瘫踝关节活动障碍

患者，按入院先后顺序随机等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基础疾病内科治疗，

同时，治疗组给予穴位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对照组给予胫前肌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均治疗 8 周，比

较两组表面肌电测试指标、肌力、下肢运动功能、踝背屈关节活动度、日常生活能力及 3DGA 中患

侧步长、步速和支撑相期髋、膝、踝关节力矩峰值。 

结果 治疗 4、8 周后，两组踝关节背屈时双胫骨前肌最大积分肌电值（iEMG）均明显升高（P<0.05），

踝关节背屈时 EMG 的协同收缩率（CR）均明显降低（P<0.05），踝背屈肌 Lovett 肌力评定分级、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踝背屈主动关节活动度（AROM）、改良 Bathel 指数（MBI）评分

均明显升高（P<0.05），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均明显

降低（P<0.05），且治疗组上述指标变化幅度均大于对照组（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患侧步

长、步速及支撑相期髋、膝、踝关节力矩峰值均明显高于治疗 4 周（P<0.05），治疗组各三维步态

分析指标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穴位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偏瘫踝关节活动障碍患者的踝背屈功能，促进患侧

下肢功能和步行能力的恢复，提高日常生活能力，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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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4 

小脑顶核电刺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意识障碍患者的脑干听觉

及体感诱发电位的影响 

 
肖明原,张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小脑顶核电刺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意识障碍患者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和体感诱发电位

的影响。 

方法 2016年5 月至2017 年12 月将本科 30例意识障碍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15）

和治疗组（n=15）。治疗组给与 rTMS 及 FNS 治疗，对照组给予 rTMS 及伪 FNS 治疗，每天 1 次，

每周 5d，共 3个月。治疗前后采用 GCS 评分、CRS-R评分评估意识水平恢复情况，并检测治疗前

后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和体感诱发电位(SEP)的变化。 

结果 治疗前，两组各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F<1.841, P>0.05)，治疗后，治疗组在指标方面均改善

均有提高(t>1.881, P<0.05)，且优于对照组(t>2.066, P<0.05)，BAEP 治疗组绝对潜伏期及峰间潜

伏期各波形差异下降较对照组明显（P<0.05），SEP 治疗后分级明显好于对照组 (Z=-2.749, 

P<0.01)。 

结论 小脑顶核电刺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意识障碍患者的脑干听觉诱发

电位和体感诱发电位，并能促进患者意识的恢复。 

 
 

PU-1175 

针刺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耳鸣 41 例临床观察 

 
刘红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耳鸣是指病人自觉耳内有响声的一种病症，可影响病人听力，甚至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目

前现代医学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笔者采用针刺配合穴位注射疗法对 41 例耳鸣患者进行治疗，取

得一定疗效。 

方法  取穴：主穴为听宫、听会、翳风、外关、液门、阳陵泉、悬钟、风市，肝胆火旺者配太冲、

丘墟；痰火郁结者配丰隆、中脘；外感风热者配合谷、中渚；脾气虚弱者配足三里，阴陵泉；肾阴

虚配太溪；肾阳虚配肾俞。  

 注射药物选用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每支 2ml 20mg。

对神经细胞损伤具有修复作用。 

操作方法：先选用 5ml 一次性注射器抽取 2ml 神经节苷脂钠，先注射患侧听宫、听会。穴位常规消

毒后，张口取穴直刺 0.5-1 寸至耳部及其周围有酸胀感，抽无回血后，可缓慢注入药物，每穴 1ml。

因此处分布有颞浅动静脉的耳前支，忌手法过重，针刺过深。再刺患侧翳风，穴位常规消毒后，取

28 号毫针直刺 0.5 寸，行捻转提插至耳部有胀感，其余主配穴均取双侧穴。留针 30 分钟，隔日针

一次，十次为一疗程，疗程间不需休息。脾气虚弱及肾阳虚者，可加温针灸。 

结果 治疗组 41 例，显效 31 例占 79.6%.有效 6 例占 13.8%，无效 3 例占 6.6%.总有效率 934%： 

结论 祖国医学将耳鸣辩证分为肝胆火旺、痰火郁结、外感风热、脾虚弱及肾虚型。论证不同，临

床表现也不同，治疗选穴也有差别。总的来说，病因分为虚实两型，实证针刺手法可强些，虚证手

法要轻些，并不配合灸法，因此明辨证型，选穴得当，才能治之有效。 与耳关系最密切的经脉、

三焦、小肠，其经络循行均过耳，且本经病变均可导致耳鸣，耳聋。因此针刺选穴也以这几条经为

主。听宫、听会两穴位注射神经节苷脂钠即可起到针刺的作用又兼有药物营养神经的双重作用。翳

风、外关、液门、听会、风市、悬钟可疏导少阴经气，听宫为小肠经穴，为局部取穴，刺之可疏调

经气。本方局部远道取穴配合，起通上达下的作用。肝胆火旺，加取肝胆原穴太冲、丘墟，用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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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其源；外感风邪加中渚、合谷以疏表邪，外邪解则雍遏之气自通；丰隆为胃经络穴，中皖为胃

募穴，又为腑会穴，能运脾胃之气，有化痰健脾之功；肾开窍于耳，肾虚则经气不能上输，故取肾

之背俞穴肾俞，肾经源穴太溪以补肾培元，使肾气充足，奏止鸣复聪之功；脾胃经之合穴足三里阴

陵泉可共起益胃健脾补中之效。 

  
 

PU-1176 

早期针灸治疗对偏瘫患者康复作用的临床观察 

 
王丽丽,杨闯 

隆昌县人民医院,四川省,内江市 

 

目的 针对急性脑梗死后偏瘫患者临床上出现神经功能坏死或缺失，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困

扰，早期针灸治疗对急性脑梗死后偏瘫患者的康复有着较高的疗效。 

方法 在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本文选择我院在此期间治疗的急性脑梗死后偏瘫患者共

计 168 例，按照患者入我院治疗的时间顺序依次编号，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的 84 例患者接受常

规的西药治疗及相关的康复训练,观察组的 84 例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行早期针灸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在不同方法治疗下两个组别康复率对比情况、治疗后的生活质量对比及治疗前后患者

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 Barthel 指数评分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方法治疗后，症状均有所改善，其中观察组的康复率为（88.10%）明显高

于对照组的康复率为（63.10%）；观察组的总体健康水平、生理功能、精神健康、社会功能、活力

指数、躯体疼痛、生理职能、情感职能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低于对照组的神

经功能缺损评分，且观察组的 barthel 指数高于对照组，针灸组与对照组的患者对比之间有差异，

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急性脑梗死后偏瘫患者。对其进行早期针灸治疗方法，可大幅度的提高患者的康复率，

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活力指数显著提升，且神经功能恢复较快，可用于推广。 

 
 

PU-1177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90 例脑梗死后认知障碍患者的疗效分析 

 
全雪梅,梁活,林卫,黄东明,李思明,江文宇 

广西 i 江滨医院 

 

目的  探讨低频及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梗死后认知障碍（PSCI）的治疗作用。 

方法 将 90 例 PSCI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低频组３0 例（接受１Hz 低频 rTMS 治疗）、高频组

29 例（接受 10Ｈz 高频 rTMS 治疗）和对照组 31 例（接受假刺激治疗），每周５次，共治疗４周，

于治疗前、治疗第４周末分别采用 MoCA、P300 对三组患者进行检测。 

结果 高频组、低频组与对照组对比，rTMS 治疗后，ERP-P300 潜伏期明显缩短、波幅明显增高，

高频组 MoCA 总分明显增高；高频组患者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ERP-P300 潜伏期明显缩短

（t=10.30，P＜0.05）、波幅明显增高（t=-15.90，P＜0.05），高频组 MoCA 总分明显增高

（t=-4.59,P＜0.05）； 

结论 低频与高频 rTMS能改善PSCI，高频 rTMS治疗PSCI效果更好，rTMS治疗PSCI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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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8 

C5/6 脊髓损伤患者上肢伸取过程中的表面肌电研究 

 
徐茂婷,高晓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观察和比较颈部脊髓损伤患者右上肢伸取活动中上肢运动策略的改变并探讨其可能机制。 

方法 选取 10 例 C5 或 C6 水平脊髓损伤患者及 10 例一般资料匹配的健康人分别作为病例组和对照

组。采用脊髓损伤独立性评定量表(SCIM-Ⅲ )对病例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临床评估。采集

2 组受试者右上肢最大用力收缩(MVC)及抓取过程中胸大肌上部(UPM)，三角肌前束(AD)，三角肌

后束(PD)，肱二头肌(BB)，肱三头肌(TB)，桡侧腕屈肌(FCR)和桡侧腕伸肌(ECR)）的表面肌电信号

(s EMG)，以最大用力收缩的百分比表示 MUR，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中上肢各肌肉 MUR 和 CR 的

组间差异及上肢各肌肉 MUR 的组内差异，病例组内各肌肉 MUR 与临床量表的相关性。 

结果  ①病例组 TB, FCR, ECR 的 MVC 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②2 组受试者肌肉 MUR 组间，肌肉间均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中，AD 的 MUR

大于 UPM、P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病例组中，AD 的 MUR 与 UPM、PD 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P > 0.05），说明病例组脊髓损伤患者通过 UPM 和 PD 代偿完成任务。 

③患者右上肢各肌肉 MUR 与 SCIM-Ⅲ 评分呈一定负相关。 

结论 ①C5/6 脊髓损伤患者可通过改变运动策略代偿完成任务，运动单位激活特征的改变（运动单

位募集、运动单位发放率的改变），中枢神经系统对近端肌肉选择性调控是其可能机制。 

② C5/6 脊髓损伤患者上肢各肌肉 MUR 与临床量表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表明 sEMG 可作为动态监

测、客观量化的评估手段应用于临床，有助于疾病的量化评估。 

 
 

PU-1179 

基于 TMS“虚拟损伤”技术的 PPC-M1 功能连接调控机制研究 

 
戴广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使用 TMS―虚拟损伤‖技术构建同侧半球内神经网络连接的―竞争失衡‖ 模型，探索 PPC-M1 

功能连接间的中枢调控机制。  

方法   1.利用神经立体定位导航系统精准定位右侧  PPC，  采用持续性短阵快  速脉冲刺激

（ continuous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cTBS） 造成―虚拟损伤‖，记录刺 激前、刺激后 0 分钟、 

15 分钟、 30 分钟同侧 M1 区的运动诱发电位（ motor evoked potential, MEP） 的变化， 构建

同侧半球内 PPC-M1 功能连接―竞争失衡‖模型。 2. 使用 cTBS 对左侧 M1 区造成―虚拟损伤‖，

构建半球间―竞争失衡‖模型，验证竞 争抑制理论。 3.使用 cTBS 随机对右侧 PPC 或 M1 区造

成―虚拟损伤‖， 其后进行 空间定向注意任务测试， 评估受试者空间定向注意能力和重新定向注意

能力的改 变，使用行为学评价验证半球内 PPC-M1 功能连接的调控机制。  

结果  1.右侧 PPC―虚拟损伤‖后，同侧半球 M1 区的 MEP 波幅增大（ p=0.012）， 且在刺激后 

30 分钟， MEP 波幅增大最显著（ p=0.017）。 2.左侧 M1 区―虚拟损伤‖ 后， 对侧半球 M1 区

的 MEP 波幅增大（ p=0.010），且在刺激后 0 分钟， MEP 波 幅增大最显著（ p=0.025）。 3.

右侧 PPC―虚拟损伤‖后，重新定向注意能力有减弱 趋势，右侧 M1 区―虚拟损伤‖后，重新定向注

意能力有增强趋势，但差异没有统 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半球内 PPC-M1 功能连接存在竞争抑制现象， PPC-M1 功能连接―竞争 失衡‖可能是空间

定向运动障碍的中枢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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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0 

下肢智能康复机器人对早期脑梗死患者向正常 

步行模式发展的影响研究 

 
万凯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患者脑梗死后由于患者对重新步行的渴望而采取不当的训练或者治疗师对早期患者运动模式

不正确的处理导致异常步行模式。为了研究下肢智能康复机器人对患者接近或达到正常步行模式的

影响效果，从而提高患者的步行能力，重返社会与家庭。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2018 年 2 月来我科诊治的早期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筛选后选择急性脑

梗死初发生命体征平稳的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在进行下肢智能康复机器人训练前，随机将患者

分为两组，实验组（n=50）对早期病人进行下肢智能康复机器人训练，对照组（n=50）进行常规的

步态训练。 

结果 结果实验组患者在进行下肢智能康复机器人训练之后步态分析及步行能力优于对照组患者，

数据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前的对比数据无明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进行下肢智能康复机器人训练后,实验组患者出现 1 例患者需一人辅助

下步行,而对照组患者出现 5 例一人辅助下步行,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对比下肢智能康复机器人能够有效提高脑梗死患者正常步行模式及步

行能力,临床上取得了理想的治疗结果,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PU-1181 

吸气肌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呼吸功能影响的临床观察 

 
马德阳,尹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观察短期吸气肌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吸气肌能力、肺功能、动脉血氧分压、呼吸困难指

数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的影响，评价短期吸气肌训练对卒中患者呼吸功能的康复效果以及对日常生

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收集80 例卒中患者，按患者是否存在呼吸系统疾病将病人分为呼吸系统疾病组（A组，n=24）

和非呼吸系统疾病组（B 组，n=56）；呼吸系统疾病组患者再分为训练组（A-1 组，n=12）和对照

组（A-2 组，n=12），非呼吸系统疾病组患者同样分为训练组（B-1 组，n=28）和对照组（B-2 组，

n=28）。其中 A-1 组和 B-1 组除接受常规治疗外，均进行为期 4 周的吸气肌训练；A-2 组和 B-2 组

仅接受常规治疗。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后均测定最大吸气压、吸气峰流速、用力肺活量、动脉血氧分

压、Borg 呼吸困难量表和 Barthel 指数。 

结果 1.经 4 周治疗后，A-1 组患者的吸气肌能力，肺功能，Borg 评分，动脉血氧分压改善较 A-2

组有显著差异（P＜0.05），而两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在治疗后无显著差异（P＞0.05）。 

2.经 4 周治疗后，B-1 组患者的吸气肌能力、肺功能、Borg 评分的改善较 B-2 组有显著差异（P＜

0.05），而两组患者的动脉血氧分压、Barthel 指数在治疗后无显著差异（P＞0.05）。 

3.A-1 组与 B-1 组患者经 4 周治疗后，治疗效果仅在动脉血氧分压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 

4.A-2 组与 B-2 组患者经 4 周治疗后，治疗效果仅在动脉血氧分压和用力肺活量上体现出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1.吸气肌训练可显著改善伴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卒中患者的吸气肌能力、肺功能、呼吸困难程

度和血氧分压，但不能显著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2.吸气肌训练可显著改善不伴呼吸系统疾病的卒中患者的吸气肌能力、肺功能、呼吸困难程度，但

不能显著改善卒中患者的血氧分压和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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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气肌训练+常规康复治疗的脑卒中患者中，伴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动脉血氧分压的改善明显优

于不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两组患者其余观测指标无显著差异。 

4.仅常规康复治疗的脑卒中患者中，伴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用力肺活量和动脉血氧分压的改善明

显优于不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两组患者其余观测指标无显著差异。 

 
 

PU-1182 

物理因子并电针治疗盆腔粘连所致慢性盆腔痛的临床疗效 

 
李忠爽 

四川省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探讨物理因子并温针治疗盆腔粘连所致慢性盆腔痛的临床观察。 

方法  96 例盆腔粘连所致慢性盆腔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7 例用物理因子（音

频、超短波）温针，每日 1 次物理因子和温针治疗。对照组 49 例只用物理因子治疗，每日 1 次。

治疗组与观察组均 10 次为一疗程，疗程间休息 3 天，继续下一疗程，3个疗程后疼痛程度的量化标

准采用数字疼痛评分法（numerical pain rating scale，NPRS），评价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疼痛的评

分变化，并随访至治疗结束后 半年。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盆腔粘连所致慢性盆腔疼痛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3.62%%和 71.43%，2 组

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 组治疗前后 NPRS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 组治疗后 1 月、3 月、半年随访 NPRS 评分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运用物理因子加温针治疗盆腔粘连所致慢性盆腔疼痛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使用物理因子。 

  
 

PU-1183 

卒中后抑郁特异性生理指标的监测与分析 

 
林晓玲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福州市 

 

目的 通过多通道生物反馈仪采集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组、卒中后无抑郁组及

正常组在安静及压力应激状态下的生理指标，比较卒中后抑郁组与卒中后无抑郁组、正常组生理指

标的改变，探讨 PSD 病人生理指标的变化。 

方法 （1）通过多通道生物反馈仪采集卒中后抑郁组（34 例）、卒中后无抑郁组（26 例）及正常

组（27 例）在安静及压力应激状态下（汉字快速比较和心算）的生理指标（包括心率、脑电、肌电、

皮电、皮温、呼吸），观察并比较三组在安静及压力应激状态下各生理指标的变化，了解卒中后抑

郁病人生理指标的变化。（2）应用 SPSS22.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数据，配对比较

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呈非正态分布的数

据，采用秩和检验比较，检验水准 α=0.05（双侧）。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为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 

结果 （1）PSD 组在压力应激状态下 Alpha 波波幅、SMR 波波幅明显低于安静状态（P<0.05），

皮电明显高于安静状态（P<0.05）。（2）PSD 组与卒中后无抑郁组、正常组比较：①安静状态下，

PSD 组的 Alpha 波波幅、皮温低于卒中后无抑郁组及正常组（P<0.05）；②压力应激状态下，PSD

组的 Beta 波波幅明显高于卒中后无抑郁组及正常组（P<0.05），皮温明显低于卒中后无抑郁组及

正常组（P<0.05）。 

结论 卒中后抑郁病人存在脑电、皮电及皮温生理指标的变化，在压力应激下，生理指标的变化较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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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4 

卒中后抑郁特异性生理指标的监测与分析 

 
林晓玲

1
,宋鲁平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福州市 

2.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通过多通道生物反馈仪采集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组、卒中后无抑郁组及

正常组在安静及压力应激状态下的生理指标，比较卒中后抑郁组与卒中后无抑郁组、正常组生理指

标的改变，探讨 PSD 病人生理指标的变化。 

方法 （1）通过多通道生物反馈仪采集卒中后抑郁组（34 例）、卒中后无抑郁组（26 例）及正常

组（27 例）在安静及压力应激状态下（汉字快速比较和心算）的生理指标（包括心率、脑电、肌电、

皮电、皮温、呼吸），观察并比较三组在安静及压力应激状态下各生理指标的变化，了解卒中后抑

郁病人生理指标的变化。（2）应用 SPSS22.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数据，配对比较

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呈非正态分布的数

据，采用秩和检验比较，检验水准 α=0.05（双侧）。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为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 

结果 （1）PSD 组在压力应激状态下 Alpha 波波幅、SMR 波波幅明显低于安静状态（P<0.05），

皮电明显高于安静状态（P<0.05）。（2）PSD 组与卒中后无抑郁组、正常组比较：①安静状态下，

PSD 组的 Alpha 波波幅、皮温低于卒中后无抑郁组及正常组（P<0.05）；②压力应激状态下，PSD

组的 Beta 波波幅明显高于卒中后无抑郁组及正常组（P<0.05），皮温明显低于卒中后无抑郁组及

正常组（P<0.05）。 

结论 卒中后抑郁病人存在脑电、皮电及皮温生理指标的变化，在压力应激下，生理指标的变化较

为明显。 

 
 

PU-1185 

镜像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障碍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陈英伦,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镜像疗法（mirror therapy, MT）也称镜像视觉反馈疗法（mirror visual feedback, MVF），于

1995 年最先用于幻肢痛的治疗，后广泛应用于脑卒中、周围神经损伤等。MT 的机制存在多种假说，

目前仍未明确。大多数研究认为患肢对侧的肢体（健侧）运动引起运动同侧大脑半球皮质激活、锥

体束传导特性改变，进而影响受支配肌肉的运动功能恢复，可不同程度地改善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

（如手指运动、腕屈伸活动）。本文旨在讨论 MT 基本理论和可能作用机制，对脑卒中患者运动能

力改变的影响。 

方法 为研究 MT 神经机制和探究其改变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作用，本文在 Scopus、PubMed、

Web of Science 上分别收集满足如下条件的文献：①原文为英文或翻译为英文，可经网站下载阅读、

②2007-2017 年间发表、③受试者为健康人，研究与镜像训练相关的脑区激活、运动观察、动作模

仿和经抗阻训练所致中枢功能变化相关的临床研究及综述；和①原文为英文或翻译为英文，可经网

站下载阅读、②2000-2017年间发表、③研究脑卒中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和/或运动能力变化的随

机对照研究。最后共分别收集文献 28 篇和 32 篇并纳入研究。 

结果 镜像神经元系统、视觉反馈-运动观察机制、运动通路易化、胼胝体激活/抑制通路均可能参与

此疗法的作用发挥，但 MT 的神经作用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针对脑卒中患者的 MT 可不同程度地

激活双侧半球运动相关脑区并提高运动侧和患侧上肢运动功能，后者功能改变更加显著，但治疗后

效果未能维持；目前研究未发现 MT 治疗后患侧下肢运动功能改变有统计学意义。短程和长程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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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在治疗中改善脑卒中患者双手运动能力和激活相似脑区，未有研究直接比较不同时程 MT 对卒

中患者的治疗效果。实验前左右手判断能力和治疗效果无关。 

结论 MT 已广泛应用于脑卒中患者后期治疗和临床研究中，前景广阔，但其具体机制仍需大量研究

探索。MT 可有效改变与运动相关受损脑区的激活并有效改善训练上肢及患肢运动表现，今后临床

研究更需关注 MT 对脑卒中患者长期疗效和患侧下肢功能改变。 

 
 

PU-1186 

呼吸肌训练对脑卒中后躯干控制和平衡功能的影响 

 
韩亮

1
,李惠琳

2
,陈颖

1
,欧贻斌

1
,陈晶晶

1
,王运成

1
,张敬

1
 

1.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海南医学院,海南省,海口市 

 

目的 探讨呼吸肌训练结合常规卒中后康复治疗对患者躯干控制和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脑卒中偏瘫患者 37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20 例和实验组 17

例。两组均予常规药物治疗及常规卒中后康复治疗，观察组同时给予 Powerbreathe 训练仪进行呼

吸肌训练和腹横肌、腹直肌、腹内外斜肌助力-主动-抗阻训练，共 4 周。治疗前后采用赛客 S2呼吸

耐力训练仪评估最大吸气压（MIP）、最大呼气压（MEP）评估呼吸肌肌力；躯干损伤量表（TIS）

评估患者躯干控制能力；简化 FMA 量表评估患者运动功能；Berg 平衡量表（BBS）评估患者的平

衡功能；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估日常生活能力。 

结果 ①治疗前，对照组和实验组各项指标无明显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 

②治疗后，MIP、MEP 对照组组内比较，治疗后结果高于治疗前（P <0.01）；实验组组内比较，治

疗后结果显著高于治疗前（P<0.01）；两组患者组间比较，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 <0.01）。 

③TIS 对照组组内比较，治疗后结果显著高于治疗前（P <0.01）；实验组组内比较，治疗后结果显

著高于治疗前（P <0.01），两组患者组间比较，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 <0.01）。 

④FMA：对照组组内比较，治疗后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P<0.01）；实验组组内比较，治疗后结果

显著高于治疗前（P <0.01）；两组患者组间比较，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 

⑤BBS、MBI：对照组组内比较，治疗后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P<0.01）；实验组组内比较，治疗

后结果显著高于治疗前（P <0.01）；两组患者组间比较，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1）。 

结论 呼吸肌训练结合常规康复训练能够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呼吸功能、躯干控制能力、运动功能、

平衡功能、日常生活能力。 

 
 

PU-1187 

运动治疗借助 Elispheric@三维动态椭圆运动治疗 

肩周炎效果观察 

 
李承莉

1
,阮家灿

1,2
 

1.贵州省电力医院 

2.贵州省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并研究运动治疗借助 Elispheric@三维动态椭圆运动平台治疗肩周炎效果观察。 

方法 将 50 例肩周炎患者按随机化原则分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治疗组以运动治疗借助

Elispheric@三维动态椭圆运动平台治疗为主，对照组以运动治疗结合肌肉能量技术（MET）为主。

连续治疗 6 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根据疗效评价标准评定两组之间的疗效。 

结果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明显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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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运动治疗借助 Elispheric@三维动态椭圆运动治疗肩周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值得推广应

用。 

 
 

PU-1188 

全方位密集训练系统对偏瘫型脑性瘫痪患儿患侧 

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吴馨凝,张宏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观察全方位密集训练系统（ITP）对偏瘫患儿患侧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 

方法 选取偏瘫型脑性瘫痪患儿 40 例（年龄 3-7 岁，平均年龄 5.45±2.15），随机分成两组，对照

组（n=20）采用神经发育学疗法（NDT），观察组（n=20）在此基础上联合应用全方位密集训练系

统(ITP)。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88）、表面肌电仪对两组患儿进行测试，分析平均肌

电值（AEMG）。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患儿功能位腓肠肌、股四头肌 AEMG 值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最大等长

收缩（MIVC）状态下腓肠肌、股四头肌 AEMG 值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腓肠肌治疗前：对照组

60.51±9.33、观察组 60.39±9.5；治疗后：对照组 63.13±12.5、观察组 65.13±12.6，股四头肌治疗

前：对照组 59.36±6.31、观察组 59.3±6.32；治疗后：对照组 74.29±8.34、观察组 76.2±8.39），

患儿患侧下肢运动功能、GMFM 评分均提高（治疗前：对照组 68.91±20.35，观察组 67.96±22.4；

治疗后：对照组 73.61±19.95，观察组 76.29±20.5），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综合全方位密集训练系统对提高偏瘫型脑性瘫痪患儿患侧下肢运动功能有显著疗效。 

 
 

PU-1189 

A 型肉毒素局部注射联合肌内效贴治疗脑卒中伴 

痉挛患者上肢功能障碍 

 
李倩,张兆波 

淄博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淄博市 

 

目的 探讨 A 型肉毒素(botulinum toxin type A, BTX-A)局部注射联合肌内效贴(kinesio taping,KT)对

脑卒中伴痉挛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符合入组标准的脑卒中伴痉挛患者，其中痉挛表现为上肢屈肌痉挛，前臂及腕手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评分≥2。所有受试者均为右利手。按照年龄、性别、脑卒中类型进行分层，

层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性 OT(Occupational 

Therapy)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30min，每周 5 次，内容主要涉及 ICF 框架的功能方面，包括：被

动牵拉降低肌张力（b735）、促进关节活动范围（b710）；渐进性抗阻训练提供肌肉力量（b730）；

肩、肘、腕指关节主动与被动运动（b715 和 b720）；关节挤压和皮肤感觉刺激。根据患者年龄、

坚持性和配合情况分段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在超声引导下给予上肢痉挛肌群 A 型肉毒素局部

注射治疗，试验组给予 A 型肉毒素局部注射联合肌内效贴治疗，每 3 天更换一次贴布，研究过程中

使用同一批次的肌内效贴。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评定患者的肌

张力改变情况、Fugl-Meyer 评定量表 (Fugl- Meyer Assessment, FMA)评估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变

化及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ore,VAS）对疼痛治疗的效果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分

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4 周和 8 周进行疗效评定和对比分析。以上测试均在安静、明亮环境中由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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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分组不知情的 OT 治疗师盲法完成。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组内及同期组

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和试验组 MAS、FMA 和 VAS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治疗 4 周后，两组各量表评分均有所提高，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同期组间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8周后，组间比较，除MAS评分，试验组余

各量表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 OT治疗基础上，A型肉毒素局部注射联合肌内效贴治疗能更好地改善脑卒中后痉挛性

上肢功能障碍，减轻疼痛。 

 
 

PU-1190 

中药与针灸配合运动疗法治疗一例小儿无骨折 

脱位型胸髓损伤的疗效分析 

 
李晗

1
,崔京振

2
,张子慧

1
,马舒音

1
,张锦明

1
,朴红兰

1
 

1.哈医大一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目的 脊髓损伤会导致损伤平面以下不同程度的感觉运动障碍，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尤其是步行功

能、同时防治并发症的发生是康复治疗的主要目标。有文献报道，步行训练可增强小儿脊髓损伤的

步行能力，针刺疗法对于脊髓损伤运动功能的恢复有明显的作用，传统中药对于脊髓损伤可达到抗

炎、抗凝的作用。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价步行训练配合针灸及中药，治疗一例小儿无骨折脱位型胸

髓损伤的效果。 

方法 研究对象为 6 岁半的女孩，因跳舞导致 T8-T12 水平胸髓损伤后不能步行，伤后 10 天开始进

行运动康复疗法、针灸治疗及中药治疗。针刺选取 T8-T12 周边穴位及下肢关键肌肌肉主要穴位；

中药分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进行调整，给予脱水、抗炎、抗凝类中药。伤后 6 个月佩带双下

肢支具开始进行步行训练。经治疗分别于伤后 1、2、6、7、8、12 个月测量生长发育，ASIA 分级，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LEMS），步行最大距离、10 米步行速度及步行独立性（WISCI指数）。 

结果 伤后 1 个月双下肢无任何感觉运动，ASIA 分级评级 A 级；伤后 2 个月患儿肛周开始出现感觉，

ASIA 分级评级 B 级；伤后 6 个月患儿双下肢屈髋肌开始出现自主收缩，此时评估 ASIA 分级为 B

级。伤后 6 个月 1 周双下肢出现主动的屈髋动作，伤后 7 个月 ASIA 分级达到 C 级，伤后 8 个月时

可主动做伸膝动作。伤后 6 个月加入步行训练后，最初佩戴支具平衡杠内无法自主站立，在训练一

个月后达到助行器内佩戴支具一人辅助下室内行走。行走距离及速度逐渐改善，伤后 12 个月步行

能力达到佩戴支具独立使用助行器进行室内行走。通过步行训练配合针灸、中药治疗，该患儿从伤

后 6 个月至伤后 12 个月，下肢运动功能评分（LEMS）由 6/50 增加至 16/50，步行最大距离由 3

米增至 400 余米，10 米步行速度由 3.75 m/min 至 12.77 m/min，WISCI 指数（步行独立性）由 0

分增至 9 分（满分 20 分）。同时双下肢肌张力未出现异常增高，二便功能也明显改善，未出现小儿

脊髓损伤的并发症，如髋关节半脱位，早期出现的泌尿系感染、压疮、腰椎侧凸等也均消失。 

结论 运动训练的基础上配合针灸和中药治疗，快速促进小儿脊髓损伤运动功能的恢复。经过早期

的针灸和中药治疗及半年后开始的步行训练，双下肢运动功能明显提高，双下肢肌张力无异常增高，

二便功能明显改善，未出现小儿脊髓损伤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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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1 

联合消肿方法于手外伤和中风偏瘫手消肿的效果对比 

 
李啦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对比由 1 冷热对比刺激,2,向心性按压 3,肌效贴，三种治疗手段组合而成的几种消肿组合对各

种原因导致的手外伤和中风后的偏瘫手腕部肿胀的消肿效果，哪个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方法 随机的将 2015 年 3 月至今来就诊的的手外伤和中风后有肿胀的病人分成 a.b.c.d 四组：

a.1+2+3,b.1+2,c.2+3,d.1+3。同一治疗师采集同一患者的数据，主要采集双手：腕横纹、掌横纹、

进节指间关节、远节指间关节处的围度，而后每次训练前后都采集同上四处的围度，直至出现与健

康手同值围度差值小于 2mm。 

结果 a.历时 3 周出现与健康手围度差小于 2mm。b.历时 8 出现与健康手围度差小于 2mm。c.历时

5 周出现与健康手围度差小于 2mm。d.历时 6 周出现与健康手围度差小于 2mm。 

结论 a.1+2+3 的联合方式于手外伤和中风偏瘫手消肿效果更佳。 

 
 

PU-1192 

跑台运动训练通过抗凋亡作用增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对脑缺血大鼠的治疗效果 

 
张逸仙,刘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福州市 

 

目的 骨髓间充质细胞（MSCs）移植已被证明可改善动物缺血性脑损伤，但大多数移植的 MSCs 在

缺血周边区发生凋亡，极大地限制了 MSCs 对脑缺血的治疗价值。同时，运动训练已被证实可通过

上调相关抗凋亡蛋白的表达来抑制脑缺血后细胞凋亡。本研究拟探讨跑台运动训练是否增强 MSCs

移植对实验性脑缺血大鼠的神经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成年 SD 大鼠 60 只，采用线栓法建立大鼠大脑中动脉闭塞（MCAO）模型，将入选大鼠随机

分为 4 组：不接受 MSCs 治疗和不接受运动（对照组，n=12）、联合静脉移植 MSCs 和跑台运动

训练组（联合组，n=18）、仅 MSCs 移植（MSCs 组，n=18）和仅跑台运动训练组（运动组，n=12）。

MSCs 组和联合组大鼠在 MCAO 后 24h 通过尾静脉注射 1×106 MSCs, MSCs 移植后 24h，运动组

和联合组大鼠采用跑台训练仪对 MCAO大鼠进行跑台运动训练，共训练 14天。采用mNSS 评分法

对脑缺血后 4、7 及14天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外源性 MSCs细胞存

活及分布情况，采用TUNEL染色检测各组大鼠脑缺血周边区细胞凋亡情况，wsetern-blot检测大鼠

缺血区周边区组织中 survivin 及 bcl-2 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与 MSCs 组和运动组相比，联合组大鼠神经功能明显改善，凋亡细胞显着减少，survivin 和

bcl-2 表达明显增加（分别为 p <0.05 或 p <0.01）。跑台运动训练还显著性抑制了移植的 MSCs 的

凋亡。因此，联合组移植 MSCs 的数量显著高于 MSCs 组（p <0.01） 

结论 跑台运动训练可通过抑制神经元细胞和移植 MSCs 的凋亡、促进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恢复、

提高了 MSCs 的治疗效果。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促进脑缺血周边区 survivin 和 bcl-2 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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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3 

不同姿势对肩峰肱骨距离及冈上肌厚度影响的超声研究 

 
李铁山,牛镇远,王琳,陈玮,石奇琳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肩峰下撞击综合征（subacromial impingement syndrome，SIS）的形成，有两个理论支持：

―内撞击‖理论认为，SIS 由于长期过度使用、张力负荷过高造成的肌腱退行性变所致。而―外撞击‖理

论则认为，SIS 的形成是肌腱之外组织结构压力增大对肌腱造成损伤而致。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肩峰

肱骨距离、冈上肌肌腱厚度以及肩、颈姿势（头前伸、肩前伸姿势）进行评估，对 SIS 的致病机制

进行探讨。 

方法 纳入试验组 SIS 患者 20 例，同期招募的年龄、性别、体重均匹配健康人对照组 20 例（试验

组及对照组均为右利手）。使用超声测量肩峰肱骨距离（acromiohumeral distance，AHD）以及冈

上肌肌腱厚度。使用 GPS 姿势分析系统分析头前伸姿势（forward head posture，FHP）和肩前伸

姿势（Forward shoulder posture，FSP）。分别测量颅椎角（craniovertebral angle，CA）和肩前

伸角度（forward shoulder angle FSA）联合上述两种方式对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致病机制进行探

讨。 

结果 试验结果显示，试验组冈上肌肌腱厚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两者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之间在 AHD 上，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试验组冈上肌厚度

与 AHD 比值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试验组 FSA 小于对照组，具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 CA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 FSA 与 AHD

两者间存在中度相关（P＜0.001，R=0.62）。CA 与 AHD 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P＞0.0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内撞击‖与―外撞击‖机制共同参与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致病过程。其中，―内撞击‖

机制占主导地位。  

 
 

PU-1194 

经颅磁刺激对脑梗塞患者运动功能影响的临床观察 

 
叶立汉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肇庆市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梗死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50 例脑梗塞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设计分为患侧治疗组，健侧治疗组，双侧治疗

组合组、对照组四组，各组均接受药物治疗及肢体康复为基础治疗。观察治疗前后各组患者的

Fugl—Meyer(FMA)评分和 Banhel 指数。 

结果 四组患者治疗前 FMA评分和 Banhel 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四组患者 FMA评

分和Banhel指数在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有改善，且差异显著，rTMs的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p<0.01，

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 p<0.05；治疗后 rTMs 的三组患者与对照组相比 FMA 评分改善明显，差异显

著(p<0.05)；rTMs 的三组患者治疗后 FMA 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可以改善脑梗塞患者的运动功能，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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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5 

老年股骨胫骨折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康复护理研究 

 
张莉莉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股骨胫骨折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后早期康复护理的有效方法和在临床医学护理中的作

用和推广意义，不断提高治疗效果、提高化患者的髋环节活动能力、行走能力、自理能力和生活质

量。 

方法 文章将对我院近期收治的 50 例老年股骨胫骨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患者，将其平均划分为两组，

对照组合观察组各 25 例，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的康复护理，给予观察组患者术后早期康复护理，

根据两组患者在经过手术治疗之后一年的恢复能力、行走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观察和

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此来探讨老年股骨胫骨折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后早期康复护理的有效方

法和在临床医学护理中的作用和推广意义 

结果 研究资料表明接受了早期康复护理人员的观察组中的患者的髋关节的活动功能、行走能力、

自理能力的恢复要远高于对照组中的患者的恢复，接受早期康复护理人员的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为 96%，对照组中的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为 61%。 

结论 综上所述，在临床治疗和护理康复的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根据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制定

针对性的早期康复护理措施，对患者进行早期的康复训练和指导，注重患者的心理护理，提高患者

的心理素质、治疗信心，及时与患者和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向患者和其家属普及护理知识，促进老

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后功能恢复。 

 
 

PU-1196 

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苏晓娇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并总结临床经验。 

方法 本研究从 2014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2 月期间来我院内科进行治疗的脑卒中偏瘫患者中，随机

抽取 70 例，平均分为两组。一组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康复训练进行护理，另一组为观察组，采

用早期康复干预进行护理。评价两组患者不同护理后的运动功能评分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ＡＤ

Ｌ)评分，并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护理方法下的护理总有效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日常生活能力MBI评分为（89.4±6.32）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

观察组患者中显效共 13 例，有效共 21 例，护理总有效率为 97.14%，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

以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明显，疗效显著，能够促进患者运

动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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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7 

综合消肿治疗在乳腺癌患者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疗效观察 

 
沈剑南

1
,尚翠侠

1
,赵昭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研究综合消肿治疗技术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临床疗效。综合消肿治疗即通过皮肤

护理、手法淋巴引流、压力系统绷带包扎治疗和功能锻炼等步骤改善淋巴水肿患者的肢体肿胀。 

方法 选取 2017 年 4 月-2018 年 2 到我科门诊治疗的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患者 26 例，随机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患肢抬高，物理因子治疗，

包括循环式气压泵，中频脉冲电治疗和超声波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综合消肿治疗，包括皮

肤护理、手法淋巴引流、压力系统绷带包扎治疗和功能锻炼等，两组均治疗 1 个疗程。两组患者分

别在治疗前，治疗 1 个疗程后采用 DASH 简式评分及患肢周径测量。 

结果 为期 1 个疗程治疗后，两组患者水肿 DASH 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周径均减小，且实验组优

与对照组。 

结论 综合消肿治疗技术能更进一步减轻乳腺癌术后患者的淋巴水肿，改善上肢功能，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 

 
 

PU-1198 

综合治疗偏瘫肩痛患者 1 例报告及文献回顾 

 
张添奇,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分享病例报告肩痛是脑卒中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可以发生在脑卒中早期，也可以发生在

中后期，通常发生在脑卒中后 2、3 个月，发生率为 5%～84%。脑卒中后肩痛有很多原因，具体机

制仍不明确。肩痛影响患者的主动康复训练，妨碍患者 ADL，患者情绪低落，影响睡眠和休息 

方法 采取个案报道的形式 

结果 ①临床中遇到 HSP 的患者，首先应问明病史，并进行详细的评估，进而分析出患者产生肩痛

的原因。②卒中后造成肩痛的原因比较多，在临床诊断上需要全面，从卒中方面考虑患者肩痛的原

因。同时也不能仅局限于卒中而忽略卒中以外的一些因素。③对于 HSP 的治疗需尽早采用综合的

治疗方案，否则延误病情，增加患者痛苦及心理负担。④HSP重在预防，应联合神经内科、神经外

科，做好卒中后患者早期的良肢位摆放，避免 HSP 的发生。⑤HSP 的治疗仍面临着挑战，需进行

不断的创新，改正治疗方案，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患者的功能结局。 

结论 我科收治一例偏瘫肩痛的患者，因其治疗效果比较理想，特此报告，以与同行进行分享，并

为偏瘫肩痛的治疗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PU-1199 

髋关节肌群强化训练对偏瘫患者平衡的影响 

 
王磊 

哈医大一院 

 

目的 探讨髋关节肌群强化训练对偏瘫患者平衡的影响。 

方法 60 例偏瘫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髋关节肌群强化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治疗前后应用 Berg

平衡量表对两组患者的平衡功能进行评定。 

http://www.haodf.com/jibing/linbashuizh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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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髋关节肌群强化组的平衡功能得分高于对照组，二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髋关节肌群强化训练能够明显的改善偏瘫患者的平衡功能。 

 
 

PU-1200 

脑卒中的个案康复研究 

 
罗佳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了解出脑卒中后系统的康复治疗流程，并针对过程中一些治疗方法及操作技巧进行一定的研

究及探讨。掌握脑卒中康复的关键点，触类旁通，从而对神经康复的一般流程有深切了解，以便于

运用于日后的工作中。 

方法 对偏瘫患者分别在疾病早期、中期、后期采取不同的康复治疗措施。通过各种有针对性的评

定量表，分别于入院初，入院后 6 周、12 周进行评定及分析并治疗，治疗方法如 Bobath 疗法、运

动再学习等进行肢体功能训练，并使用各种理疗方法、针灸治疗等。 

结果 通过定期评定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综合治疗后 FIM 分数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卒中单元可以提

高急性期临床疗效促进偏瘫患者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 w 

结论 通过临床实践的观察，治疗始于评估，止于评估。我们在疾病早期、中期、后期所采取的康

复措施是积极的、正确的、有效的此治疗方案值得长期应用推广。 

 
 

PU-1201 

脑卒中偏瘫患者非偏瘫侧下肢动态平衡训练对患者 

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影响 

 
王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非偏瘫侧下肢动态平衡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100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50）和对照组（n＝50）。在

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两组根据动态平衡仪评估结果采用内置的训练方案进行平衡功能训练。对

照组进行偏瘫侧下肢的动态平衡功能训练；观察组进行双侧下肢的动态平衡功能训练。两组训练时

间为 20min/d ，5d/周，共 2 周。在治疗前和治疗 2 周后分别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起立

—行走‖计时测试（TUGT）及 Holden 步行能力评分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 两组患者的 BBS、 TUGT 及 Holden 步行能力无显著性差异( P> 0.05)；治疗后，观

察组的各项指标较对照组均有显著的差异（P<0.01）。 

结论 非偏瘫侧下肢动态平衡训练比传统仅行患侧下肢平衡训练方法能更有效地改善患者平衡功能

及提高步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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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2 

经颅磁治疗对偏瘫患者患侧肢体肌力提高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王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经颅磁治疗对偏瘫患者患侧肢体功肌力提高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50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分为经颅磁治疗组和常规康复训练组各 25 例；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

础上, 经颅磁治疗组采用经颅磁治疗仪提供的模式进行治疗,常规康复训练组应用常规康复训练方法

进行肢体功能训练, 采用徒手肌力评定法和 H olden 步行能力评分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

者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 两组患者的肌力和 Holden 步行能力无显著性差异( P> 0.05) ；治疗后,经颅磁组改

善的程度大于常规康复训练组( P < 0.01) 。 

结论 经颅磁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患者肌力提高及步行能力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PU-1203 

踝兴奋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王路,吴立德,邓怡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踝兴奋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34例脑卒中后遗症期存在步行及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17例。两组

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及神经科药物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接受踝兴奋疗法。治疗前和

治疗 4 周后给予患者下肢运动功能评分（FMA-LE）评定、改良 Ashworth（MAS）量表评定、步态

分析仪测量患者步行参数变化、Berg(BBS)平衡功能量表评分。 

结果 治疗 4 周后，治疗组患者 FMA-LE、MAS、步行参数、BBS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0.05）；

对照组 FMA-LE、MAS、步行参数（步长、步宽、步速）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0.05），BBS

评分治疗前后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进行组间对比，治疗组 FMA-LE、MAS、步行参

数、BBS 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于脑卒中后存在步行及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踝兴奋疗法较常规康复疗法能更有效的改善

其步行能力、平衡功能及下肢运动功能。 

 
 

PU-1204 

心理干预对臂丛神经损伤抑郁期患者的影响 

 
李立华,刘洪岩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评估探讨心理干预对臂丛神经损伤患者抑郁期的心理状态并予以及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心

理干预。 

方法 将选择 28 例臂丛神经损伤抑郁期患者（(最好选择相同或相近损伤程度的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在给予规范化康复治疗的同时给予心理干预，对照组则仅给予规范化康复治

疗，分别于治疗前与治疗 3 月末对两组患者进行疗效评估，评估采用均予规范化康复治疗的同时应

用自评抑郁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及神经功能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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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评定方法进行测评心理状态，并予以心理干预 2 月，再次评估，探讨心理康复效果并总结心理

康复经验。 

结果 治疗组治疗后的 HAMD 量表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与治疗前比较其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而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HAMD 量表评分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治

疗后的神经功能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且治疗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量表评分的差异

大于对照组，但其差异无显著性（P＞0.05）。71 例患者心理康复治疗前评分平均为 0.67，治疗后

下降至 0.52。同时比较心理干预前后不同抑郁程度的患者例数，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心理干预能够明显缓解臂丛神经损伤患者的抑郁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缩短康复治疗时间，提高康复治疗效果。  

规范化康复治疗对臂丛神经损伤患者至关重要，对于臂丛神经损伤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临床上应

充分重视解决，以便患者积极配合康复训练，并发挥中枢神经系统所固有的功能重组的代偿能力。 

 
 

PU-1205 

弹力带在外伤性膝关节活动受限中的应用 

 
刘凯华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借助弹力带治疗外伤中因骨骼本身的原因、肌肉软组织的原因或关节本身不稳定性因素所造

成的活动受限。 

方法  收集我院我可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因外伤造成膝关节活动受限的病人。分为 A、B

两组。A 组患者根据各自情况以传统手法进行康复治疗，B 组患者根据各自情况在传统手法康复的

基础上借助弹力带治疗，强调患者的主动参与。以周为单位对两组患者进行关节活动度和肌力的评

定。 

结果 以每两周为一个单位对 A、B 两组患者进行比较。A 组患者关节活动度的扩大和肌力的提上明

显较 B 组慢。 

结论 弹力带在外伤性膝关节活动受限的康复治疗中能安全、有效的提上治疗效果，缩短治疗时

间。 

 
 

PU-1206 

体外冲击波联合康复训练治疗髌骨软化症的疗效观察 

 
朱艳娜

1
,王德强

1
,沈顺姬

2
 

1.滨州医学院 

2.滨州医学院附属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通过对比观察单纯体外冲击波治疗、康复训练及两者联合治疗髌骨软化症的效果，寻找治疗

髌骨软化症更有效的方法，使髌骨软化症患者达到很好的康复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表法将 60 例髌骨软化症患者分为体外冲击波治疗组（简称冲击波组）、康复训练

组（简称康复组）和体外冲击波联合康复训练组（简称联合组）。冲击波组患者给予 1 次/周的发散

式体外冲击波治疗，康复组患者给予5次/周的康复训练，联合组患者给予1次/周的体外冲击波治疗

联合 5 次/周的康复训练，三组共治疗 8 周。分别于治疗前测评疼痛评分，治疗 8 周时、治疗结束 3

个月、6 个月时评估临床疗效、疼痛评分，并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结束 6 个月时行膝关节 MRI检查

评估其分期。计量资料用均数加减标准差，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 法；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采用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8周时联合组和冲击波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100%、95%，高于康复组的80%，且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5）；联合组的临床治愈率为 20%高于冲击波组的 10%。3 组患者治疗后疼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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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联合组和冲击波组的疼痛评分分别为 2.25±1.33 和 2.90±1.25，

明显显低于康复组的疼痛评分 3.35±1.35（P＜0.05）。治疗结束 3 个月时联合组和康复组的临床总

有效率均为 95%，高于冲击波组的 85%，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联合组的临床治愈率为

30%，高于康复组的 10%；联合组和康复组的疼痛评分分别为 1.50±1.19 和 1.90±1.07，明显低于

冲击波组的疼痛评分 2.70±1.34（P＜0.05）。治疗结束 6 个月时联合组和康复组的临床总有效率分

别为 94.7%和 94.5%，均高于冲击波组的 80%，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联合组的临床治

愈率为52.6%，高于康复组的21.1%；联合组和康复组的疼痛评分分别为0.79±0.98和1.21±0.92，

明显低于冲击波组的疼痛评分 2.75±1.33（P＜0.05）。3 组 MRI 分期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P＞

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治疗、康复训练以及两者联合治疗髌骨软化症均有疗效，但是体外冲击波联合康

复训练有临床治愈率高、临床疗效快且维持时间长之优势，值得临床应用推广。三种治疗方法在 6

个月之内均不能改变 MRI的分期。 

 
 

PU-1207 

核心训练在肌骨疼痛患者康复中的重要意义。 

 
吕春辉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将核心训练广泛应用于各类肌骨疼痛患者的康复治疗中，以整体的观念为指导进行康复治

疗。 

方法 收集我院我科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间有能力主动参与核心训练的各类肌骨疼痛患者,

随机分为A、B两组。A组患者针对各自情况单纯对疼痛部位进行治疗，B组患者针对各自情况对疼

痛部位进行治疗的同时进行核心训练。 

以周为单位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评定，对比康复情况。 

结果 以每两周为单位进行综合比较。B组患者疼痛缓解程度明显优于A组患者，B组患者疼痛复发

情况明显少于 A 组，B 组患者愈后能力明显优于 A 组。 

结论 核心训练在各类肌骨疼痛患者的康复治疗中能够安全、有效的提升治疗效果、缩短治疗时间，

提高愈后功能。 

 
 

PU-1208 

生物反馈治疗排便障碍型便秘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博,于惠秋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总结分析生物反馈治疗排便障碍性便秘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7-2017.7 期间的慢性排便功能障碍患者 30 例，排除肠道器质性病变，符合功

能性便秘的罗马Ⅲ诊断标准，男性 12 例，女性 18 例，平均年龄 45.6 岁（34-78 岁）。主要症状包

括排便困难，大便干燥，排便不尽感，肛门堵塞及疼痛感觉。其中 22 例需长期服用缓泻剂及开塞

露辅助排便。排粪造影检查结果显示 30 例患者均具有不同程度的直肠前突、会阴下降及盆底痉挛，

盆底肌电图检查，主要可见耻骨直肠肌，内外括约肌异常电位。进行一个疗程的生物反馈训练，采

用生物反馈仪进行训练，患者采用右侧卧位，肛门插入电极，固定，体表电极位于任意侧腹前肌表

面，患者面向屏幕，根据软件完成正确的排便收缩与舒张动作，每组12次为一疗程，每周3次，每

次 30-45 分钟治疗，对患者症状进行治疗前后对比及随访，观察患者排便困难症状改善情况，排便

不尽感、肛门堵塞及下坠感改善情况，开塞露依赖程度变化。并比较患者治疗前后的盆底表面肌电

情况，测定治疗前后肛管压力情况，观察生物反馈治疗功能性排便障碍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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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治疗后，便困难及排便不尽感改善率为 92%；肛门堵塞及下坠感改善率为 91.7%；22 例患

者中有 19 例摆脱了开塞露依赖。通过对比治疗前后的盆底肌电图变化，盆底肌电图评估，快速收

缩中最大波幅、平均波幅、10 秒及 60 秒持续收缩的平均波幅指标均提高，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5）.肛管测压结果，肛管静息压及最大收缩压均小于治疗前（P<0.05）。 

结论 生物反馈治疗排便障碍型便秘是有效的，可作为一线治疗方法。 

 
 

PU-1209 

不同针灸频次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疗效观察 

 
刘瑜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通过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进行不同频次的针刺治疗，将试验组（每日针刺 2 次）与对照组（每日

针刺 1 次）治疗后 VAS 值及 JOA 评分进行对比，观察不同频次针刺治疗该病临床疗效。探寻针刺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合理的针刺频次，以供临床参考应用，为后续的临床规范化治疗提供前期基

础。 

方法 （一）分组方法 

将符合条件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按 1:1 比例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其中包括男 33 例，女 39 例；

年龄在 22~65 之间。临床试验中随机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每组均为 36 例。两组受试患者在性别、

年龄以及病程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即（P＞0.05）。 

（二）治疗方法 

1.针具：两组均使用苏州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制造的托尼牌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规格为 1.5 寸

和 3 寸。 

2.试验组：取患侧肾俞、命门、环跳、委中、阳陵泉、足三里、昆仑。 

（2）操作 

侧卧位，用 75%酒精常规消毒，肾俞直刺 0.5~1 寸，命门向上斜刺 0.5~1 寸，环跳直刺 2~3寸，委

中直刺 1~1.5 寸，阳陵泉直刺 1~1.5 寸，足三里直刺 1~2 寸，昆仑直刺 0.5~0.8 寸。采用泻法，即

捻转角度大，用力重，频率快，操作时间长，右转用力为主；提插先深后浅，轻插重提，提插幅度

大，频率快。每日针刺 2 次，分别为早上 9 点前针刺 1 次，下午 4 点后针刺 1 次。 

3.对照组：取穴、操作同试验组。每日针刺 1次，即早上 9点前针刺 1次。 

4.疗程共计 7天，1疗程结束后观察疗效。 

结果 （一）本课题研究结果表明，试验组治疗前后 VAS 值比较，P＜0.05，有显著性差异。对照组

治疗前后 VAS 值比较，P＜0.05，有显著性差异。试验组治疗前后 JOA 评分比较，P＜0.05，有显著

性差异。对照组治疗前后 JOA评分比较，P＜0.05，有显著性差异。 

（二）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后 VAS 值比较 P＝0.000，P＜0.01，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说明试验组在

改善患者疼痛方面优于对照组。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后 JOA 评分比较 P＝0.036，P＜0.05，有显著

性差异。即试验组在改善患者功能活动方面优于对照组。 

结论 本课题研究结果表明，治疗后试验组与对照组VAS值比较 P＝0.000，即 P＜0.01，有非常显著

性差异。治疗后试验组与对照组 JOA 评分比较 P＝0.036，即 P＜0.05，有显著性差异。即每日针刺

2 次组在改善患者疼痛方面优于每日针刺 1 次组，每日针刺 2 次组在改善患者功能活动方面优于每

日针刺 1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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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0 

中频脉冲电治疗配合麦肯基技术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 

 
祖文鹏,陈海,李东军,王国翠 

安顺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中频脉冲电治疗配合麦肯基疗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 

方法 临床上选择符合诊断的患者共 30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两组患

者都给予一般康复手法和麦肯基疗法，观察组使用一般康复手法和麦肯基疗法的基础上再加上中频

脉冲电来配合治疗。两组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后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ore，VAS）、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ability index，ODI）问卷表、JOA 腰痛疾患疗效评分标准来

评定患者治疗效果。 

结果  临床上疗效比较，加上中频脉冲电治疗的观察组明显比对照组治疗效果好（p＜0.05）。 

结论 中频脉冲电治疗配合麦肯基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明显的治疗效果，可以推广于临床使用。 

 
 

PU-1211 

物理因子治疗结合针灸疗法治疗周围性面神经炎疗效观察 

 
王梅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物理因子治疗及合并针灸治疗改善面神经炎症状的疗效，同时对不同面神经损伤程度的预

后观察。 

方法 选取 30 例周围面神经损伤患者，病程约在 1-2 周，无其他合并症，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5

人，1.单纯物理因子治疗组，低频电疗法+红外偏振光，低频电应用频率为 50hz，患者耐受电流量，

脉宽 200ms，，通断比为 1：1，占空因数为 50%，以兴奋神经肌肉，根据病程予偏振光输出剂量，

治疗时间 20min，每天一次，10 次为一疗程；2.物理因子+针灸治疗组，联合应用两种方法，针刺

部位为患侧迎香、承浆、四白、地仓、大迎、颊车、下关、人中、阳白、攒竹、鱼腰、丝竹空、合

谷、印堂、翳风，风池等穴位。进针方式为指切法、夹持法和提捏法。针刺的角度和方向根据麻痹

部位的不同而分为直刺、斜刺和横刺（透刺）。针刺的深度根据局部组织的厚度、患者的症状和针

感决定。每天一次，10 次为一个疗程；治疗前后应用日本颜面神经麻痹部位评价法（柳原氏 40 点

法）进行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程度及疗效判断，（患侧颜面总分累计在 0-10 分为重度麻痹；11-20 分

为中度麻痹；21 分以上为轻度麻痹，正常满分为 40 分。疗效判定标准：36 分以上为完全治愈；36

分以下为不完全治愈，其中 32-36 分为有效，不满 32 分则为好转）。并观察不同面神经麻痹程度预

后情况。 

结果 30 例患者全部进入结果分析。两组患者均有改善，面神经麻痹程度评分和疗效比较：2 组患者

治疗后的颜面神经麻痹程度评分均高于初诊时（p<0.01），同时中重度面神经麻痹患者疗效明显。 

结论 2 种方法对周围性面神经麻痹都有治疗作用。同单纯应用物理因子治疗比较，物理因子加针灸

联合应用具有疗效好，显效快，舒适度较高，明显改善局部微循环障碍，提高神经肌肉兴奋性等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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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2 

神经干刺激疗法治疗中风后偏瘫疗效观察 

 
邓眉敏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观察神经干刺激疗法治疗中风后偏瘫的疗效，为中风后偏瘫患者提供更有效的尽早康复的治疗

方法。 

方法 选择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康复科共 40 例中风后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纳入的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传统针刺法（选穴参照我

科中风诊疗规范）。主穴：头皮针（运动区）、肩髃、内关、合谷、太冲；配穴：痰瘀阻络证加用

环跳、臑俞 、外关、丰隆、阳陵泉、三阴交。肝阳上亢证加用阳陵泉、行间；痰热腑实证加用天枢、

上巨墟、支沟；气虚血瘀证加用足三里、三阴交、公孙；阴虚风动证加用足三里、三阴交、照海、

肾俞。观察组采用神经干刺激疗法。选取内关(正中神经)、尺泽(桡神经)、极泉下 1. 0 寸( 臂丛神经)、

坐骨神经点（坐骨结节与股骨大转子连线的中、内 1 /3 交界处）、足三里(腓深神经) 、三阴交(胫

神经)。上述治疗 1 次/ 天，10 天为 1 个疗程，中间休息 1 天，共观察 2 个疗程。分别于治疗前以

及治疗 2 个疗程结束后进行相关评价（Fugl-Meyer 评定量表、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结果 ２组患者治疗后的 FMA 评分及 ADL 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而观察组的 FMA 评分及 ADL 评分

高于对照组，且Ｐ＜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传统针刺治疗及神经干刺激疗法均可提高患者中风后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而神经

干刺激疗法对中风后患者早期康复疗效更好，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U-1213 

滞针疗法配合面部肌肉训练治疗顽固性面瘫 

 
李为山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通过探讨滞针疗法配合面部肌肉康复训练的治疗方法，治疗顽固性面瘫，使其广泛应用于临床。 

方法 60 例顽固性面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组:运用滞针疗法配合面部肌

肉康复训练治疗；对照组:单用滞针疗法。疗程:每组均以 15 天为一个疗程，均治疗 2 个疗程后，评

估疗效进行对比。滞针疗法:常规穴位(阳白、精明、攒竹、四白、下关、迎香、颧髎、合谷、地仓透

颊车)针刺后，在阳白穴处针刺，一寸的针可全部刺入后，再行逆时间或是顺时间捻转到一定程度(指

下感觉有阻碍感)后，用拇指和食指上下提插(以 9 次为一个刺激量，可行两个刺激量，但以患者耐

受为度)，留针 20 分钟。地仓透颊车同样采用上述方法。面部肌肉训练:眼睑闭合不全者，可行眼轮

匝肌被动闭合训练；嘴角歪斜者，可行口轮匝肌，颊肌，颧大肌，颧小肌的被动上提运动训练；鼻

唇沟浅者，可行鼻肌和提上唇肌的被动训练，每天一次，每次训练 45 分钟。 

结果 治疗组 30 例患者中，显效 18 例，有效 10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3.3%；对照组 30 例患

者中，显效 12 例，有效 10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73.3%。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滞针疗法配合面部肌肉康复训练疗效优于单用滞针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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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4 

运动疗法结合电针治疗动眼神经麻痹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莎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运动疗法结合电针治疗对动眼神经麻痹导致的眼球运动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我科 2017 年 1 月-2018 年 4 月收治的 4 例动眼神经麻痹患者进行运动功能的评估，患者均

有不同程度患侧眼球的上视、内收、外展转动受限。治疗：1、运动疗法：①肌力训练  用纱布将健

侧眼睛遮住，在患侧眼上方置一支笔，让患者眼球追视笔并配合治疗者的口令做眼球的上视、下视、

内收、外展运动，在患者不能配合完成动作时，在相应的运动方向进行快速的、轻柔的叩击，给予

患者方向的提示和本体感觉的输入，建立患者眼球的正确运动模式，15min/次，1 次/天。②耐力训

练  让患者做眼球上视、下视、内收、外展，并在眼球运动的末端保持 10-15 秒，每做完一组耐力

训练，需对相应的眼外肌进行放松，15min/次，1 次/天。2、电针治疗：穴位选取睛明、攒竹、丝竹

空、四白，配穴选取百会、太阳穴、合谷进行针刺，20min/次，1 次/天。 

结果 1 例患者在第一次住院周期（15 天），眼球的上视、下视、外展转动受限明显得到改善，在第

二次住院住院周期眼球的上视、下视、外展转动功能得以完全恢复。其它三例患者在一次住院周期

眼球的上视、下视、外展转动功能均得到明显的改善。 

结论    运动疗法结合电针治疗动眼神经麻痹导致的眼球运动障碍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PU-1215 

电针对兔膝骨关节炎软骨 SIRT1 和 p53 表达的影响 

 
虞记华,胥方元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目的 探讨电针对兔膝骨关节炎（KOA）软骨细胞中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同源蛋白 1(SIRTl)和 p53 肿

瘤抑制基因（p53）表达的影响，为 OA 的治疗寻找新靶点。 

方法 新西兰大耳兔 36 只，随机分为三组，正常对照组不制造膝 OA 模型。对模型组和电针治疗组

建立膝 OA 模型。正常对照组及模型组不给于干预，电针治疗组予以电针治疗。对比各组中兔左膝

关节股骨内侧髁关节软骨大体形态，对软骨 HE 染色、SIRTl 和 p53 的免疫组织表达情况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 （1）电针治疗组与模型组的关节面及滑膜按彭太平法[1]组织病理学分级比较，结果具有统计

学差异(P <0.05)。按改良 Mankin’s 评分[2]将电针治疗组与模型组软骨结构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差

异(P <0.01)。（2）HE 染色观察：将病理切片整体 HE 染色按改良 Mankin’s 评分进行比较，模型组

和电针治疗组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1)。将正常对照组、电针治疗组与模型组的软骨结构、

软骨细胞、潮线完整性及HE染色按改良Mankin’s评分进行比较，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1)。

（3）免疫组化染色观察：正常对照组、电针治疗组与模型组关节软骨的 SIRT1 和 p53 表达数值进

行比较，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1)。将正常对照组、电针治疗组与模型组的 SIRT1 和 p53

进行相关性分析，各组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电针可有效改善膝骨关节炎的症状，对膝骨关节炎治疗有较好疗效。其机制可能与激活软骨细

胞 SIRTl 的表达，降低 p53 含量等多途径共同作用来提高软骨细胞抗应激能力、促进细胞生存、抑

制软骨细胞的凋亡有关。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8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8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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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6 

早期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个案研究 

 
冯梅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探讨早期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对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上下肢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并观

察脑卒中偏瘫患者上下肢运动功能的康复程度。 

方法 根据患者情况制定系统的康复治疗方案：1 良好肢位摆放：脑卒中患者如果早期体位不能保持

正确的姿势，容易造成关节僵硬变形，影响肢体恢复，早期体位摆放是肢体康复的主要环节，不论

采取何种卧位，都需要使得肢体关节保持功能位。2 关节活动度训练：每天 1 次。软瘫期防止被动

关节活动范围超出正常范围，活动中注意保护肩关节、避免牵拉。3 床上活动训练：指导并协助患

者翻身、移动、躯干活动、搭桥运动及坐起训练。4 中药热敷：将在中药里煮过的热毛巾包裹偏瘫

患者上下肢，20min,每天 1 次。5 红外线：暴露患侧上下肢体，在行针灸的同时照射患肢，以患者

有温热感为度，注意烫伤，20min,每天 1 次。结果：经过一系列的中医结合西医康复治疗后，患者

有效的预防肢体萎缩、关节僵硬和关节粘连等并发症及后遗症。6 神经肌肉电刺激：电极分别置于

上肢冈上肌、三角肌、前臂背侧和上臂伸肌群，下肢置于大腿前肌群和小腿前肌群及外侧肌群，运

动愈，使其产生伸指和伸腿活动， 20min 次，每日 1 次。6 肢体气压治疗仪： 把上肢治疗气囊包

住右上肢，下肢治疗气囊包住右下肢，促进淤积的静脉轿及淋巴液的回流，加强动脉灌注，改善病

变部位的血液循环，稀释疼痛及炎症因子，促进渗出物的吸收。达到消除水肿，促进愈合，改善周

围血管功能的疗效。7 针灸治疗：头针选用双侧足运感区、偏瘫对侧的运动区及感觉区，上肢以阴

经穴为主，选用极泉、尺泽、青灵、曲泽、内关，下肢以阳经穴为主，选用环跳、阳陵泉、解溪。

1.5 寸毫针，以捻转补泻手法，频率 200/min 持续 1min，留针。 

结果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患者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的进步，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在发病及

时进行正确良肢位的摆放和按摩及被动活动得到训练，效果比较明显。患者肢体未见肌肉萎缩、痉

挛。全身躯干未见压疮、红肿及关节肿胀和黏连。肩关节未见关节半脱位和肩手综合征。关节活动

能在被动活动情况下，关节活动正常范围内未见疼痛。 

结论 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治疗，可以充分实现中枢神经功能重建，极大地发挥脑的可

塑性。通过肢体活动促使相应皮层脑血流量增加，还可大大减少肌肉萎缩，增大关节活动度，防止

萎缩畸形的发生。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并尽最大程度让患者重返家庭。 

 
 

PU-1217 

悬吊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膝过伸的影响 

 
高崇,高山,史雄飞,原华腾 

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悬吊训练（SET）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膝过伸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脑卒中偏瘫膝过伸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0 例，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实验组为 SET+常规训练，对照组：常规康复训练，并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记录膝

过伸次数、Berg 平衡功能量表评定（BBS）、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FMA) ，比较两组治

疗前后组间、组内差异。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膝过伸次数、下肢FMA评分,Berg评分组内，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ET 可显著减少脑卒中偏瘫患者膝过伸的次数，更明显的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平衡功能和

下肢运动功能，加强下肢的稳定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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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8 

早期康复介入对产后恢复的影响 

 
唐月念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州省,遵义市 

 

目的 产后康复又叫产后恢复，是指女性在生产完毕之后，常常会因为身体过于虚弱而需要一定的恢

复和保养，而这种恢复和保养被称之为产后康复。通过产后康复让产妇尽快的回到生活和工作中去。 

方法 产后康复包含的主要方面有产后营养、产后会阴部位的私处细胞活力因子护理以及产后的体形

恢复、产后的子宫恢复、产后的骨骼恢复和产后的心理恢复。 

产后康复项目包括：产后乳腺疏通、产后子宫复旧、产后疲劳恢复、产后内分泌调整、产后盆底修

复、产后腹部形体恢复、产后臀部形体恢复、产后大腿、小腿形体恢复，产后性生活质量评估，产

后营养治疗，产后心里治疗。 

结果 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产褥期间的饮食调养和妊娠期间的饮食调养都很重要，同时，产后

康复越早进行越好。产后康复的最佳进行时间一般为：顺产后 2-3 天，剖宫产后 5-10 天。产后康复

治疗最好坚持一段时间，产妇要在康复团队和家人配合下，积极进行康复治疗和锻炼，加强营养，

放松情绪。当然，产后康复有诸多注意事项，最好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每位产妇在康复前要做

一次详细的评估，是否适合产后康复，只有条件符合了才能进行康复治疗。此过程通过专业康复治

疗师运用专业技术手法联合生物反馈治疗仪（或盆底康复治疗仪）针对产妇存在的健康问题进行个

性化的康复处方，然后根据康复处方进行康复治疗，从而尽可能使产妇的身体恢复到产前状况。由

于此治疗过程为物理疗法和运动疗法，操作方便，具有科学性及安全性，且公立医院有统一的收费

标准，远比社会其他机构收费低，专业性强，产妇更放心，易于接受。 

结论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当代都市女性大多具有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时尚健康生活观念，她们

尤其重视产后生活质量，对健康和美丽充满期待。但是，目前为止，全国各个城市特别是公立医院

产后康复等服务项目屈指可数，专业产后康复培训机构更是凤毛麟角，产后康复市场缺口巨大，远

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母婴护理市场需求。按照专业人士预计，产后康复的城市市场潜力愈百亿元，

全国市场潜力超过 600 亿元。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产后康复行业的年产值已超过 5 亿元，因此，

我国产后康复市场正是一个极具诱惑和潜力的大市场。值得探索及推广。 

 
 

PU-1219 

股骨骨折术后减重步行训练分期介入对步行功能的疗效观察 

 
张少军,赵正恩,黎孝富,艾金飞,贺前武 

绵竹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探讨股骨骨折术后减重步行训练在不同时期介入对患者步行功能及日常生活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择 60 例股骨骨折术后 4-6 周患者进行分组、按术后时间分成两组，一组：术后 4 周、一组：

术后 6 周、两组均采用：电脑骨伤治疗仪、肌力训练、减重步行训练，治疗时间：4 周，疗效评估：

采用 Holden 步行功能分类、改良 Barthel 指数评估，比较两组步行功能、日常生活能力恢复， 

结果 试验组步行功能恢复及日常生活能力优良人数及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 05)；生理领

域明显优于对照组 ( P ＜0. 05) 

结论 不同时期的减重步行训练早期减重步行训练能够改善股骨骨折术后患者步行功能、提高患者的

日常生活能力，使患者及早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1706/805866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1706/80586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835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1706/805866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775/634863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775/63486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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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0 

经皮神经电刺激联合中药热奄包治疗对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 

平衡和步行能力的临床疗效观察 

 
袁丽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 

 

目的 探讨经皮神经电刺激（TENS）联合中药热奄包治疗对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平衡和步行能力

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纳入的 60 例膝关节炎患者经知情同意后，计算机随机分入对照组，经皮神经组和经皮神经

联合中药热奄包组（简称联合治疗组），每组 20 例，各组均接受基本药物和常规康复治疗。分别于

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治疗后），采用 VAS 评分评定正常步行中和从椅子上站起时的疼痛程度，采

用 the timed up & go test(TUG) 评定动态平衡和行走能力。 

结果 治疗后，经皮神经组和联合治疗组的 VAS 评分分别是(28.04±19.65)和(25.87±17.09)分，均低

于对照组(38.69±21.4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联合治疗组的 VAS 评分较经皮神经组有

明显改善 (p<0.05)；治疗后，经皮神经组和联合治疗组的 TUG 评分分别是 (10.84±4.62)和

( 9.54±2.29)sec，均低于对照组(12.06±5.31)se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联合治疗组的 TUG

评分较经皮神经组有明显改善(p<0.05)。 

结论 经皮神经电刺激作为一种便捷、有效、非侵入性的治疗手段，能显著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疼

痛、平衡功能和行走能力，配合中药热奄包治疗，效果更好。 

  
 

PU-1221 

委中穴放血对腰腿痛的治疗作用 

 
徐源嵩 

山东省立医院南院 

 

目的 通过评价委中穴放血治疗腰腿痛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探讨其作用机制，为腰腿痛治疗开辟

新的途径。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 例腰腿痛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 例。观察组采用针

灸，每天治疗 1 次，共治疗 7 次。委中穴放血，每两天一次，共治疗 3 次。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法，

每日治疗 1 次，共治疗 7 次。患者在治疗前，运动中，运动 6min 后通过腰部触诊，姿势评估，肌

力评定；并在治疗前后采用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评定两组患者的

治疗效果；同时观察两组的不良反应，进行数据统计。 

结果 (1)观察组治疗前后相比较，得出委中穴放血对腰腿痛有效 (2)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相比

较，观察组和对照组均有效。 

结论 委中穴放血对腰腿痛的治疗有效，有效提高腰腿痛患者的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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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2 

中药学与临床康复 

 
崔鑫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中药治疗。 

方法 中医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中医优势在于―治未病‖，中医来源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中医对

于人类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黄芪：清热、镇痉、止喘、利尿。主治高热狂躁、惊风抽搐、头痛目

赤、喘息痰热、中风、半身不遂等病证。茯芩：性甘、淡、平，除胸助逆气心下结气、治疼痛、寒

热烦满、咳逆、利小便、利水湿和脾胃，为缓和剂，适于心下悸、小便不利、皮下水肿、睡眠不安

症；当归：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燥滑肠。主血虚诸证；月经不调；经闭；痛经；症瘕结聚；

崩漏；虚寒腹痛；痿痹；肌肤麻木；肠燥便难；赤痢后重；痈疽疮疡；跌扑损伤。川芎：行气开郁，

法风燥湿，活血止痛。治风冷头痛旋晕，胁痛腹疼，寒痹筋挛，经闭，难产，产后瘀阻块痛，痈疽

疮疡。用于月经不调，经闭痛经，瘕腹痛，胸胁刺痛，跌扑肿痛，头痛，风湿痹痛。地龙：功能为

清热、镇痉、止喘、利尿。主治高热狂躁、惊风抽搐、头痛目赤、喘息痰热、中风、半身不遂等病

证。桃仁：活血祛瘀。赤芍：养阴、行瘀、止痛、凉血、消肿。以上为补阳还五汤基础中药，总体

功效：补气、活血、通络功效。水煎服，口服，每日 2 次。 

结果 根据给予患者望闻问切，调节用此方，临床常用于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等属气虚血瘀者，所谓―因

虚致淤‖效果良好。 

结论 中医博大精深，利于传承，我会秉承中医文化，精于专研，服务患者。 

 
 

PU-1223 

骨骼肌肉系统伤病的康复 

 
刘玉宝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在非手术外固定情况下四肢骨折时的康复治疗。 

方法 首先在心理上要有正确的―康复‖，其次，需进行系统合理的功能锻炼。骨折的不同时期有相应

的康复阶段，第一阶段伤后 1-2 周,在不影响骨折复位的前提下，通过康复治疗增加局部血液循环，

促进肿胀消退，预防肌肉萎缩，减少或防止粘连和纤维化的形成，具体方式主要有抬高患肢、冰敷、

骨折远端的向心性按摩和主动活动；第二阶段伤后 2 周至骨折临床愈合约至伤后 2-3 个月,是巩固

第一阶段的成效，其次是减轻肌肉的进一步萎缩，并增加血液循环促进骨折愈合，训练方式除继续

进行患肢肌肉的等长收缩和未固定关节的伸屈活动外，还可在健肢或治疗师的帮助下，逐步开始骨

折局部上、下关节的石膏内活动，以及与骨折移位相反方向的活动，并可编制体操开始体育疗法；

第三阶段 从骨折临床愈合到骨痂改造塑型完毕，一般从伤后 2-3 个月到 1 年以上,此期是扩大关节

各方向的活动范围，恢复肌力，增加肢体肢体运动功能，促进生活和工作能力的最大程度恢复。训

练方式以抗阻活动和加强关节活动范围为主，再加上肌力恢复训练。关节活动度练习、肌力训练、

平衡及协调功能练习。 

结果 据个人统计，临床上有将近 20%的四肢骨折患者，因为错误的肢体康复训练而不同程度的留

下了肢体废用性萎缩及关节挛缩，从而对日后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一旦使用了错误的训

练方法，比如用患侧的手反复练习用力抓握，则会强化患侧上肢的屈肌协同，使得负责关节屈曲的

肌肉痉挛加重，造成屈肘、屈腕旋前、屈指畸形，使得手功能恢复更加困难。其实，肌肉萎缩肢体

运动障碍不仅仅是肌肉无力的问题，肌肉收缩的不协调也是导致运动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因此，

不能误以为康复训练就是力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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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进行系统合理的功能锻炼，不仅能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水平、加快骨折愈合、防止毗邻末

受伤关节的功能障碍，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因肌肉粘连、关节僵硬及肌肉萎缩所引起的受伤关节的

永久的功能障碍，最大限度地恢复患者的肢体功能，预防肢体废用性萎缩及关节挛缩。 

 
 

PU-1224 

通督调神针法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睡眠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丹,田亚峰,李玲,陈素梅,张晓虹 

陕西省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通督调神针法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睡眠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住院确诊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合并睡眠障碍患儿 62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 31 例，

对照组给予药物治疗，治疗组给予针刺治疗。治疗疗程：针刺治疗每天 1 次，每周 5 次，连续治疗

8 周。 

结果 睡眠障碍常见问题评分对比：对照组组内比较，治疗后就寝习惯评分较治疗前评分下降，差异

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时间、睡眠焦虑及夜醒评分较治疗前评分均下

降，差异均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治疗组组内比较，治疗后就寝习惯、睡眠潜伏期、睡

眠持续时间、睡眠焦虑、夜醒及白天嗜睡评分较治疗前评分均下降，差异均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0.01）。组间比较，治疗组治疗后在就寝习惯、白天嗜睡评分较对照组评分下降明显，差异具

有显著性意义（P<0.05）。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时间、睡眠焦虑、夜醒、异态睡眠及睡眠呼吸障

碍评分，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匹兹堡睡眠量表评分对比：组内比

较，对照组治疗后除催眠药物评分升高外，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障碍评分及总分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治疗组各项评分

及总分均较前质量前下降，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组间比较，治疗组治疗后催眠药

物评分及总分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余各项评分比较，两组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督调神针法具有中医学的整体性和双向性，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睡眠质量改善程度较药物

治疗更明显，且避免了引起白天嗜睡的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225 

男性脑卒中患者发生骨质疏松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何丽瑶,周泳,谭波涛,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了解脑卒中恢复期的男性患者骨质疏松的发生情况，并分析导致此结果可能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纳入年龄在 40 到 65 岁之间的脑卒中男性患者 30 例，其病程均在卒中后 90 到 120 天之间，

对照组为同期的同年龄层的非脑卒中男性住院患者 30 例，对两组受试者进行:(1)L1-L4 椎体及双侧

股骨颈骨密度 T 值检测，比较组间骨密度值的差异；(2)收集脑卒中组的相关临床特征及对其进行体

格检查，使用 spss19.0 统计分析软件对以上指标和骨密度进行组内 Spearmen 相关性分析，初步确

定影响骨密度的相关原因;(3)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确定导致脑卒中患者骨质疏松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脑卒中组的骨质疏松及骨量减少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且组间骨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Spearme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1.脑卒中患者的 L1-L4 椎体骨密度 T 值与偏瘫侧下肢

伸肌 MMT、MBI、血钙、BMI、血清羟维生素 D 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其中与血钙为负相关(ρ=-0.646)，

其余指标为正相关(0.620<ρ<0.649); 2 偏瘫侧股骨颈骨密度 T 值与偏瘫侧下肢伸肌 MMT、MBI、血

钙、BMI、 血清羟维生素 D 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其中与血钙为负相关(ρ=-0.615)， 其余指标为正相

关(0.654<ρ<0.683);3.健侧股骨颈骨密度与血钙、BMI、血清羟维生素 D 显著相关;其中与血钙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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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ρ=-0.631)， 其余指标与骨密度之间呈现正相关(0.672<ρ<0.711)。(3)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提示，

低 MBI与偏瘫侧伸肌群 MMT 降低是脑卒中患者偏瘫侧股骨颈骨量丢失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1)脑卒中后骨量流失加快，骨质疏松发生率增高;(2)脑卒中患者的腰椎骨密度、双侧股骨颈骨

密度与血钙、血清羟维生素 D 及 BMI有关联;(3)偏瘫侧下肢伸肌肌力下降及日常生活能力受损是导

致其骨量丢失的独立危险因素。为预防卒中后骨折，临床工作中应对此类患者应当重视:(1)积极完善

骨密度检查，同时警惕骨吸收增强导致的高钙血症，膳食中注意维生素 D 及总能量补充，维护患者

的骨骼健康;(2)在康复过程中，下肢肌力的恢复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康复应得到同等的重视。 

 
 

PU-1226 

综合疗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彭宇,李峰,邓景元,乔晋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针刺结合智能 IQ 脉冲枪及电动深层肌肉振动仪（DMS）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50 例颈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普通针刺组(A 组)、普通针刺加智能 IQ 脉冲枪组(B 组)，普

通针刺加智能 IQ 脉冲枪及 DMS 组(C 组)，每组各 50 例，其中脱失 5 例，最后 A 组 48 例，B 组 49

例，C 组 48 例完成观察。三组均采用针刺治疗，B 组在针刺基础上给予智能 IQ 脉冲枪，C 组在 B

组的基础上加用 DMS，疗程均为 4 周。比较三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视觉模拟(VAS)评分及颈椎活动

度的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三组患者较治疗前症状均有改善(P<0.05)，与普通针刺组比较(A 组)，智能 IQ 脉

冲枪组(B 组)、智能 IQ 脉冲枪及 DMS 组(C 组)临床疗效、VAS 评分及颈椎活动度改善提高显著

(P<0.05)，且 C 组疗效优于 B 组(P<0.05)。 

结论 普通针刺、普通针刺结合智能 IQ 脉冲枪、普通针刺结合智能 IQ 脉冲枪及 DMS 治疗颈型颈椎

病都有一定的疗效，但三者结合应用临床疗效更好，能更好地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PU-1227 

TCD 检查对眩晕患者病因及临床意义 

 
程丁宝 

武警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之江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经颅多普勒（TCD）对眩晕患者检查病因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法国爱普生，Atys-Explorer CVS 型经颅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采 2MHZ 脉冲波探头对我

院以眩晕为主主诉的患者，并且没有其他神经系统阳性体征的患者。经过 TCD 检查，其中血流动力

学监测检测的内容有：双侧颈总动脉，颈外动脉，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检查的内

容包括，血流速度，血流方向，脉动指数，音频信号等 

结果 对我院就诊 200 例检查患者中。TCD 正常是 50 例（25%），其中异常 150 例。异常表现如

下：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减低，105 例（70%）；血流增快者 20 例（13%）；血管狭窄，120 例，

（80%）。单纯椎动脉狭窄 150 例，颈动脉狭窄 25 例（16.6%）。颈动脉系统+椎基底动脉系统 68

例（45%）。127 例（85%）伴有脑动脉硬化。两侧同名动脉血流速度不对称 20 例（13%）。 

结论 200 例眩晕患者的 TCD，结果可以看出。脑供血不足及颈椎病引起的，常伴有动脉硬化者，

多为老年患者。伴有血管舒张收缩功能紊乱及颈部肌肉劳损者，多为中青年患者。脑部的血液供应

来自于颈内动脉系统和椎基底动脉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系统血管产生病变，引起供血障碍，进而都

可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眩晕。脑血流动力学改变，主要表现为椎基底动脉系统血流速度的增高或减

低。部分患者有前循环，动脉血流速度增高和减低。同时存在以下特点。一性别差异。男性患者主

要表现为血流速度减低。女性患者表现为血流速度增高。男女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二，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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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流速度增快者趋于减少，而血流速度减低者趋于增多。对于血流速度减慢的脑

供血不足的患者，治疗上改善脑部供血为主。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对于血流速度加快的血管，痉

挛性脑缺血患者及血流速度时快时慢、血管舒缩功能紊乱的患者，治疗上以解除痉挛为主，如钙离

子拮抗剂，尼莫地平治疗效果较好。临床 TCD 动态检测结果，验证了以上治疗原则的正确性。在眩

晕患者病因、诊断及治疗上具有一定意义。 

TCD 检查具有方便性，无创性，经济性等特点，对脑动脉血流理解、判断，观察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PU-1228 

围手术期康复治疗在桡骨远端骨折掌侧锁定钢板内 

固定术后的应用 

 
况春艳,余研,马振超,崔芳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目的 围手术期康复治疗在桡骨远端骨折掌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45 例桡骨远端骨折掌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患者(观察组)实施围手术期康复治疗模式。选取

42 例桡骨远端骨折掌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患者(对照组)按传统模式进行术后治疗。于术后 12 周复诊时

采用 Gartland—Werley 腕关节评分标准，观察两组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 12 周 Gartland Werley 腕关节评分比较，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围手术期康复治疗可提高桡骨远端骨折掌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患者治疗的疗效。 

 
 

PU-1229 

体外冲击波对肱骨外上髁炎疼痛的疗效观察 

 
林萍 

富顺县人民医院,四川省,自贡市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对肱骨外上髁炎疼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我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肱骨外上髁炎患者 30 例。男 10

例，女 20 例；年龄 16 岁到 68 岁，平均 48.3 岁。患者病程一周至数年，全部符合肱骨外上髁炎诊

断标准。 

诊断标准：①起病缓慢，有明显损伤史；②肘关节外侧疼痛尤其在前臂旋前、背、提、拉、推、握

时疼痛更明显，疼痛沿伸腕肌向下放射，严重时不能持物；③局部皮肤无炎症，肱骨外上髁、桡骨

颈部及沿伸腕肌走向有局部而敏感的压痛点，肘关节活动无影响；④伸肌腱牵拉试验（Mills 征）阳

性。 

      使用瑞士EMS公司制造的放射式气压弹道体外冲击波治疗机（SWISS DOLORCLAST smart），

调节参数，采用 15mm 冲击头、给予治疗压力 2.0~3.5bar、频率 4~10Hz,每次冲击 2000~3000 次。

患者取舒适体位，施术者采用体表疼点准确定位法，避开重要血管神经，找到最明显的 1-2 个压痛

点，用笔标记好作为冲击点，以此为中心涂抹耦合剂进行治疗。每次治疗间隔 5d~7d,，治疗 3-5 次

为一疗程，每次治疗结束嘱患者注意休息，疼痛得到缓解方能再次做治疗，定期进行疗效评估。注

意治疗过程中冲击波探头末端必须与患者皮肤紧密接触并垂直与施术部位；治疗的电压、次数、频

率根据患者存在的个体差异性灵活调节，当部分患者感到明显不适，如痛感强烈、面色苍白、出冷

汗等应暂停治疗，进行观察。 

疗效评价标准：治愈：疼痛消失，关节活动恢复正常。显效：疼痛基本消失，关节活动基本恢复正

常。有效：疼痛有所减轻，关节活动有所改善。无效：仍有疼痛，关节活动受限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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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治疗，治愈 10 例（33.3%），显效 16 例（53.3%），有效 3 例（10%），无效 1 例.总

有效率 96.6%。体外冲击波对肱骨外上髁疼痛治疗有显著疗效。 

结论 体外冲击波对肱骨外上髁炎疼痛治疗效果显著，是一种见效快、安全直接、副作用小、易推广

的治疗方法。 

 
 

PU-1230 

定期家庭指导性回访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 

居家安全的影响 

 
朱东东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定期家庭指导性回访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居家安全及其生活质量改善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全髋关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50 例，对照组予常规出院指导，

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在出院后 1、3、6 个月内分别进行家庭指导性回访。比较两组患者术后 Harris

评分及患者居家安全知识掌握率。 

结果 出院术后 6 个月，两组髋关节 Harris 评分逐渐增高(P<0.01)。且干预组提高程度更高于对照组

(P<0.01)。问卷回收率 100％，有效率 100％。结果显示，干预后患者及家属对居家安全知识掌握

情况明显优于干预前(P<0.01)。 

结论 家庭指导性回访可帮助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强化安全意识，纠正不良行为，促进康复。 

 
 

PU-1231 

腹直肌肌皮瓣转移修复术患者早期康复训练 1 例报告 

 
郑艺

1
,陈丽霞

1
 

1.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2.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腹直肌肌皮瓣转移修复术是针对心脏手术或放化疗后胸前区溃疡并发感染的患者，利用肌皮瓣

修复手术清创后的胸骨及其他周围组织的缺损。此类患者除了胸廓完整性遭到破坏，严重影响患者

呼吸功能外，患者在进行该手术之前由于感染症状较难控制，反复发作,加重病情,甚至须进行气管插

管或气管切开上呼吸机，这不仅累及四肢肌、咽喉肌，严重引起其功能障碍，同时被迫卧床还会加

重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形成恶性循环。然而术后即时的、系统的以改善患者肌肉力量和呼吸功能为

主的康复训练对此类患者有重大意义，不仅有助于患者的功能恢复，而且帮助患者增强信心，及早

走出重症病房。 

方法 第一，进行初期康复评定，制定早期康复目标：近期目标：增强呼吸功能，增强肌肉力量；远

期目标：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早日转出 ICU，回归社会。第二，进行宣教工作：告知病人

早期重症康复的重要性和安全性，鼓励患者改善消极态度、主动参与、增强信心。第三，康复治疗：

在重症病房心电监护下，每天进行 1 次 30 分钟康复训练，治疗内容包括呼吸运动、肌肉力量、肌耐

力训练，床旁踏车等；从被动训练开始，逐渐过渡至主动-助力训练最后达到主动-抗阻训练，强度由

低到高，同时注意给予病人鼓励以增强患者主观康复信心，充分调动患者主观能动性。 

结果 8 月 4 日患者转出至普通病房继续治疗，转出情况：患者基本状况良好，无其他身体不适症状；

康复末评：四肢近端肌力 5-，远端肌力 5 级，精神状况，患者可借助步行器独立行走 15 米，日常

生活动作基本恢复正常，患者病情稳定。 

随访跟踪：2017 年 9 月 4 日，患者肌力较前有所恢复，可使用四脚助行器独立步行 200 米，生活

自理。2017 年 9 月 24 日，患者肌力正常，可脱离助行器独立行走。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689 

预后评估：据随访结果，该患者功能状况逐渐好转，病情恢复渐进入良性循环。 

结论 此病例治疗效果明显，目前对于腹直肌肌皮瓣转移术后康复的报道很少，在患者术后病情稳定

后立即进行恰当的，适当强度的康复训练对患者整个疾病治疗过程起到了积极作用。提高了患者的

主要功能能力，增强了患者对自身康复的信心，减少了 ICU 相关并发症，有效缩短了 ICU 住院时间。 

 
 

PU-1232 

关于小儿斜颈的临床观察及早期的感知觉训练的影响 

 
卜晶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观察斜颈儿童的扫视、追随及感知功能，为促进斜颈儿童的感觉统合的早期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本科室康复科感觉统合训练室斜颈的儿童 10 名（1 岁以内）进行临床观察、记录、评估、

治疗、分析，采用儿童 peabody 精细评定中的 视觉—运动整合及儿童感觉综合评定表进行测评，

分别对有斜颈的儿童在治疗前、治疗后进行评估，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分析斜颈的儿童对追视及感

知功能的影响。 

结果 通过数据的记录、分析、比较，显示有 90％的斜颈患儿存在扫视、追视、感知觉障碍，且年

龄越小的患儿越早治疗，康复效果越明显。 

结论 斜颈的儿童对扫视、追随、感知功能有影响，越早干预效果越明显。 

 
 

PU-1233 

不同康复干预方式对肺叶切除术后患者早期运动能力及 

疼痛程度的影响探究 

 
孙昕,牛传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的 在各类癌症中，肺癌居中国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之首。电视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肺

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肺叶切除对肺功能以及日常活动能力都会有直接的影响，而术后早期呼

吸康复治疗的介入已被证明能够有效改善术后肺泡扩张程度、增强运动及生活自理能力、降低疼痛

程度，同时能够降低并发症率，以及缩短患者的住院天数等。本研究主要依循外科术后快速康复理

念，通过试验对比来探究不同康复干预方式对肺癌术后早期患者运动能力改善程度，以及疼痛程度

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4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胸外科收治的 36 例

电视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患者按照康复干预方式分为术前宣教组（对照组）18 例与术后干预组（实验

组）18 例，对照组指仅在术前进行呼吸康复宣教（内容包括体位引流、有效咳嗽、呼吸体操、负重

上举、下床活动等）。实验组指仅在术后 24 h 内在物理治疗师帮助下进行早期下床活动，并进行呼

吸与咳嗽训练等康复锻炼。两组患者均在术后第三天进行 BROG 劳累指数评估（步行 120 米后）与

疼痛评分（以 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 计分），比较患者术后早期运动能力与伤口疼痛程度。 

结果 实验组 BROG 指数为 2.2±0.72，NRS 评分为 2.8±0.68；对照组 BROG 指数为 3.1±0.86，NRS

评分为 3.5±0.71，实验组 BROG 指数低于对照组 35.48%；疼痛程度前者也低于后者 20% 

结论 电视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患者经术后康复锻炼后，较仅接受术前宣教而没有术后康复指导的患者，

在术后早期能有更好的运动能力，以及更低的疼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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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4 

脑卒中恢复期上肢周围神经电生理的临床研究 

 
刘绵绵,李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脑卒中恢复期偏瘫上肢周围神经电生理变化及其对卒中后肢体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康复科初发脑卒中病程 1 个月单侧偏瘫患者 20 例，上肢 FMA 评分 0-6 分，分别于

病程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4 个月、5 个月、6 个月时使用肌电诱发电位仪 MEB-9404C 设备进

行双上肢周围神经电生理检查，记录正中神经支配肌-拇短展肌（Abductor Pollicis Brevis APB）的

复合动作电位（Compound Muscle Action Potential CMAP）波幅以及拇短展肌异常自发电位情况，

并于病程 1 个月、4 个月时对偏瘫上肢采用 FMA 量表评估其运动功能。 

结果 （1）脑卒中后同一时期，患侧 CMAP 波幅均较健侧明显减低（P＜0.05）； 

（2）双侧 CMAP 波幅随着病程的延长而下降（P＜0.05），且患侧 CMAP 波幅下降的幅度较健侧

有显著差异（P＜0.05），不同时期患侧 CMAP 波幅对比无明显组内差异； 

（3）脑卒中后不同时期，患侧自发电位存在明显的组内差异（P＜0.05）； 

（4）本组患者病程 4 个月时异常自发电位的出现率为 60%，以病程 4 个月有无自发电位为临界点

分组，A 组无自发电位，B 组有自发电位，1 个月时 A、B 两组 FMA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4

个月时 A 组 FMA 评分高于 B 组（P＜0.05）。 

结论 （1）中枢神经损伤继发的周围神经损伤以轴索损害为主，且以远端神经损伤为著； 

（2）脑卒中后继发周围神经损伤的程度与病程及肢体功能康复预后有关。 

 
 

PU-1235 

儿童血友病膝关节出血的早期康复治疗疗效分析 

 
刘哲,尚翠侠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血友病诊断率仍然较低。关节内出血占血友病自发性出血的 70%-85%，

一些关节出血的血友病患儿未能得到及时治疗，逐渐发展为血友病性骨关节炎，导致关节畸形、肌

肉萎缩，甚至终生残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本文通过探讨早期康复治疗的疗效，从而

为临床血友病的多学科合作及早期康复干预的必要性提供理论依据，使更多血友病患儿能够得到及

时有效的治疗，减少残疾的发生。 

方法 本研究为随机对照试验，将 2014 年 1 月－2017 年 9 月就诊于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门诊且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 32 例，通过数字表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包

括凝血因子替代疗法、急性期冰敷、患肢固定位休息及避免负重。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康复治疗，

包括脉冲磁场疗法、超声波疗法及运动疗法。纳入对象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后第 10 天、第 20 天采

用血友病关节健康状况评估表（HJHS）、血友病功能独立性量表（FISH）及膝关节 B 超来进行评

估。 

结果 为期两个疗程的康复治疗后，实验组的 HJHS 评分低于对照组，在膝关节肿胀评分、肌肉萎缩

评分、活动度评分方面尤为显著。FISH 评分高于对照组，提示膝关节功能状况较前好转。膝关节 B

超可显示血肿大小及血肿吸收速度，均优于对照组。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8.0 版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早期康复治疗可以促进关节内血肿吸收，加速局部的损伤修复，预防关节功能障碍，提高日常

活动能力，并降低再次出血和残疾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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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6 

经颅直流电刺激作用于左外侧裂后部对失语症听理解、 

阅读理解的作用 

 
张雅妮

1
,练涛

2
 

1.山西医科大学,山西省,太原市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失语症在脑卒中患者中很常见，严重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随着认知神经心理学

的发展，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价与治疗系统（ psycholinguistic assessment in Chinese 

aphasia,PACA）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功能的康复，有不错的疗效；然而对于部分脑卒中后失语症

患者，其恢复时间窗较长，那么如何更加有效地改善其语言功能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关

于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在脑卒中后失语症中应用的研究

比较广泛，然而，很多研究结果表明 tDCS 对恢复慢性期患者语言功能的治疗效果参差不齐，而且

关于 tDCS 在失语症恢复早中期的应用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拟进一步探讨 tDCS 对失语症恢

复早中期患者语言功能恢复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脑卒中后失语症患

者 20 例。设计随机对照试验，分为两组，阳极刺激组接受语言治疗+tDCS 阳极刺激，假刺激组接

受语言治疗+假刺激。tDCS 阳极刺激电极片放置于左外侧裂后部，非作用电极片放置于右侧肩部，

刺激强度为 1.6mA/次，20min/天，5 天/周，共 2 周，电极片大小为 5cm×7cm。tDCS 假刺激电极

片放置位置与阳极刺激相同，刺激时间为 30s。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均应用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

价与治疗系统（PACA）进行结果评价，内容包括听理解能力（听觉词-图匹配）、阅读理解能力（视

觉词-图匹配）的评分及其反应时间。 

结果 1.治疗后两组分别在听觉词-图匹配、视觉词-图匹配的评分方面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显著提高

（P<0.05）；但两组的改善程度未见明显差异（P>0.05）。 

2.治疗后两组分别在听觉词-图匹配、视觉词-图匹配的高频词和低频词的反应时间方面与治疗前相比，

均显著缩短（P<0.05）；且阳极刺激组反应时间的缩短程度更明显（P<0.05）。 

结论 tDCS 阳极刺激对失语症恢复早中期患者语言功能的恢复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值得在临床工作

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PU-1237 

家庭干预对痉挛型偏瘫患儿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杜立立,尹香军 

日照市中医院,山东省,日照市 

 

目的 探讨家庭干预对痉挛型偏瘫患儿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寻找对痉挛型偏瘫患儿更有效的康复治

疗方法。 

方法 随机选择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0 月来我院诊治的 30 例痉挛型偏瘫患儿，将其依据计算

机随机分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5 例。对照组采取在医院内的综合康复训练（患儿

定期在医院进行的专业康复指导，康复治疗师结合患儿的实际情况拟定出康复治疗方案，包括运动

疗法、作业疗法、语言疗法、物理因子疗法、矫形器以及传统康复治疗方法等。）并进行常规护理。

对观察组实施在医院内联合家庭干预（由康复治疗师指导观察组患儿家长对患儿进行正确的康复训

练方法后，家长在家庭内对患儿进行日常康复训练，以纠正患儿在日常生活中的异常姿势，提高患

儿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综合康复训练并进行常规护理。使用 GMFM－88 量表及脑瘫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评价表对两组患儿康复治疗前、康复治疗 6 个月后的粗大运动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以及家属对康复治疗的满意度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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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施康复治疗前两组患儿 GMFM－88 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 实施康复治疗 6 个月后，两组患儿 GMFM－88 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康复

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实施康复治疗 6 个月后，观察组 GMFM－88 评分和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治疗的满

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痉挛型偏瘫患儿实施在医院内联合家庭干预的综合康复训练比单纯的实施在医院内的综合

康复训练获得了更明显的康复治疗效果。因此家庭干预对痉挛型偏瘫患儿的康复治疗效果有着积极

的作用，实施在医院内联合家庭干预的综合康复训练值得在痉挛型偏瘫患儿康复治疗方法中推广使

用。 

 
 

PU-1238 

多学科综合康复治疗在老年慢阻肺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探讨 

 
李燕,尚翠侠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更进一步的对多学科康复治疗在老年慢阻肺患者康复中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 

方法 择取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3 月在我院受治疗的 60 例老年慢阻肺患者进行对比研究，

依照对每位患者所采取的治疗方案的不同将其均分至 A、B 两组。其中，A 组患者采用常规呼吸药

物治疗和四肢主动运动疗法，B 组则采用药物治疗、四肢主动运动疗法、呼吸肌锻炼、吸氧、有氧

训练、营养指导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康复疗法，对比分析 A、B 两组不同治疗方案对老年慢阻肺

患者的临床效果。 

结果 A、B 两组患者治疗前肺功能评分及运动耐力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而在治疗 24 

周后，B 组患者的运动耐力变化与肺功能改善状况均显著优于常规治疗的 A 组，P＜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同时，采用多学科康复治疗的 B 组患者生活质量以及对治疗的满意度远优于常规治

疗的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常规治疗相比较，采用多学科综合康复治疗不仅能够显著改善老年慢阻肺患者的运动耐力及

肺功能情况，而且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依从性好，满意度高。 

 
 

PU-1239 

关节松动术与 JAS治疗顺序的先后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

复效果的影响 

 
赵伟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究行关节松动术与 JAS治疗时其先后顺序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行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 30 列，随机分为甲乙两组，各 15 例，两组间的基本情况保持平

衡。所有患者都是我院康复科在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所收治的行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

的患者，患者年龄均在 20-40 周岁之间，且在我院康复科治疗时间超过 1 个月。甲组患者行石蜡治

疗后先行关节松动术，休息 3 分钟后佩戴 JAS 支具进行训练，乙组患者行石蜡治疗后立即进行佩戴

JAS 治疗，佩戴结束后行关节松动术训练，其它（磁疗，激光治疗，紫外线照射，中频电治疗，有

氧运动）等治疗均相同。 

结果 一个月后比较甲乙两组，甲组患者治疗结束后，膝关节的肿胀，疼痛情况均少于乙组患者，且

甲组患者关节活动度增加 30°以上者占 80%，而乙组患者关节活动度增加 30°以上者占 53%。 

结论 先进行关节松动术治疗，再进行佩戴 JAS 治疗，更利于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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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0 

神经松动技术对偏瘫患者肢体痉挛的影响 

 
李超 

陕西省康复医院 

 

目的 治疗中融入神经松动术，观察其对偏瘫患者肢体痉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分类法，将 64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常规组（32 例）和治疗组（32 例）。两组患者均

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技术，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融入神经松动术。采用改良 Ashwroth 痉挛分级法评定患

者肢体痉挛程度，采用 Brunnstrom 分级法评定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分别与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

对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2 组患者经过 3 个月的康复治疗后，各项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且以治疗组效果更明显。 

结论  神经松动技术对偏瘫患者的痉挛有好的疗效。 

 
 

PU-1241 

小儿推拿疗法在小儿脑瘫康复中的运用 

 
吴迪晋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以 rood 技术的促进与抑制方法为基础，联合小儿推拿中的补泻手法，运用小儿推拿手法及小

儿特殊穴位来对小儿脑瘫做康复治疗。  

方法 以 rood 技术的促进与抑制方法为基础，联合小儿推拿中的补泻手法，运用小儿推拿手法及小

儿特殊穴位来对小儿脑瘫做康复治疗。  

结果 总的来说经常推拿对小儿脑瘫来说，可以使代谢旺盛，促进血氧和营养物质的吸收，使心脏充

分营养，从而可以预防肌肉僵直及手足麻木痉挛和疼痛，并能调节神经功能，改善大脑皮质兴奋和

抑制过程，解除大脑的紧张和疲劳，推拿能促进消化吸收和营养代谢 

结论 小儿推拿疗法作为独立的一科，以其确切的疗效、简便易行的方法，以及安全无副作用的特点，

特别是对一些功能性疾病的独到疗效，配合功能运动治疗，可以促进患儿的各项功能，使患儿快速

康复，提高脑瘫治疗效果。 

 
 

PU-1242 

空气压力波联合氨基葡萄糖口服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观察 

 
钟朝平 

富顺县人民医院,四川省,自贡市 

 

目的 探讨空气压力波联合氨基葡萄糖口服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康复医学科 2013 年 04 月至 2015 年 03 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共 200 例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0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物理疗法，实验组采用常规物理疗法联合

空气压力波和氨基葡萄糖口服治疗，比较两组疗效差异。 

结果   空气压力波联合氨基葡萄糖口服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总有效率与常规物理疗法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显效率方面明显优于常规物理疗法（P<0.05）。 

结论 空气压力波联合氨基葡萄糖口服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显效率高，可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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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3 

智能脉冲枪与传统手法综合治疗 骨盆旋移综合征临床研究 

 
关历,钟朝平 

富顺县人民医院,四川省,自贡市 

 

目的  探索出对骨盆旋移综合征患者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建立和完善新的治疗手段。 

方法 将富顺县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2014 年 04 月至 2016 年 03 月骨盆旋移综合征患者 60 例随机

分为三个组，其中观察组采用智能脉冲枪与传统手法综合治疗，病例 20 例；对照一组，采用智能脉

冲枪治疗，病例 20 例；对照二组，采用传统手法治疗，病例 20 例。比较三组疗效差异。 

结果 观察组在治愈率方面明显优于对照一组、对照二组（P＜0.05）。 

结论 智能脉冲枪与传统手法综合治疗具有刺激小、定位准、速度快、力量与角度可控的特点，疗效

明显优于单纯智能脉冲枪治疗、传统手法治疗。 

 
 

PU-1244 

穿刺抽液臭氧灌洗加压固定 治疗膝骨关节炎积液临床观察 

 
钟朝平 

富顺县人民医院,四川省,自贡市 

 

目的 探讨穿刺抽液臭氧灌洗加压固定治疗膝骨关节炎积液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康复医学科 2016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1 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关节腔积液患者共 4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穿刺抽取积液的方法治疗，实验

组采用穿刺抽液臭氧灌洗加压固定治疗，比较两组疗效差异。 

结果 采用穿刺抽液臭氧灌洗加压固定治疗在显效率、所需治疗次数方面明显优于常规穿刺抽取积液

疗法。（P<0.05）。 

结论 穿刺抽液臭氧灌洗加压固定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关节腔积液显效率高、所需治疗次数少，可

以推广应用。 

 
 

PU-1245 

手功能训练与评估系统对手外伤患者功能的影响 

 
邢宁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手功能训练与评估系统在外伤后手功能障碍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8 例手外伤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4 例。2 组手外伤患者均接受同一

康复治疗师的主被动运动训练，关节松动术治疗及神经肌肉促进技术治疗，每日 2 次，每次 30min，

每周 5d，治疗 8 周。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运用手功能训练与评估系统进行单指，

全指以及腕关节的主动运动，在情景互动中进行手功能训练，在治疗前后进行，每日2次，每次30min，

每周 5d，共治疗 8 周。治疗前和治疗后 8 周，采用应用手功能训练与评估系统、Carroll 上肢功能测

试（UEFT）评定、手的总活动度评定以及 9 孔插板实验，分别对 2 组患者的手指关节活动度、手

握力、两指捏力、腕屈伸力、手整体功能以及灵活性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8 周后，2 组患者各项评估指标均

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1)，而且观察组的，手握力(319.11±33.16 vs 239.75±68.49)N、两指捏

力(83.65±18.14 vs77.54±13.72)N、屈腕力(95.23±20.13 vs 79.20±25.61)N、伸腕力(97.02±17.21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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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9±23.18)N、手整体功能评分为(75.06±10.30 vs68.46±16.25 )分、TAM 优良率（59.7%±0.3% vs 

42.6%±0.7%）和 9 孔插板实验时间(17.56±2.37 vs21.19±4.35)s 等均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P＜0.05)。 

结论 对手外伤术后患者进行手功能训练与评估系统训练，能够显著提高手部功能，改善手部控制能

力及灵活性，提高患手的实用能力。 

 
 

PU-1246 

运动训练对 ICU 重症患者短期功能状态的影响 

 
董晓荷,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运动训练对 ICU 重症患者短期功能状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符合条件的 ICU 重症患者 78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9 例，因

在 ICU 期间共死亡 10 例（其中观察组 4 例，对照组 6 例），最终有 68 例患者完成本研究。2 组患

者均给予 ICU 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由康复治疗师协助进行运动训练。于治疗前和离开

ICU 时（治疗后）分别对 2 组患者的肌力评分（MRC）、ICU 获得性衰弱及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

运动等级、步行能力评分（FAC）、使用镇静药及血管升压药的天数、ICU 住院天数、住院费用及

出院去向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住院费用及血管升压药使用天数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患者的 MRC 评分、FAC 显著优于对照组，ICU 获得性衰弱及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ICU 住院

天数、及镇静药使用天数少于对照组，出院后更愿选择康复治疗，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CU 重症患者运动训练能有效增加肢体肌力，改善步行功能，降低 ICU 获得性衰弱及下肢静

脉血栓发生率，缩短 ICU 住院天数和镇静药物使用时间。 

PU-1247 

自身诱导法结合头针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张裴景,白艳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自身诱导法结合头针对脑卒中后上肢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研究。在治疗过程中，治疗组采用头针

结合自身诱导法进行手功能训练，对照组只运用自身诱导法进行手功能训练，两组治疗前后均采

用 Fugl-Meyer 运动量表(FMA)评估患侧上肢及手的运动功能，用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MBI)评估日

常生活能力，采用表面肌电信图（sEMG）评估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肌力。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肱二头肌肌力评估[分别为（18.18±6.02）、（17.30±5.74）]、肱三头

肌肌力评估[分别为(12.11±4.02)、（10.64±3.54）],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上肢及手功能的运动功

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自身诱导法的训练方法结合头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优于只进行自身诱导法单一的训练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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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8 

单纯运动疗法对周围性面瘫治疗的疗效观察 

 
李东军,陈海 

安顺市医院（原:安顺地区人民医院),贵州省,安顺市 

 

目的  观察单纯运动疗法对于周围性面瘫治疗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因面神经炎致周围性面瘫在我院行单纯运动疗法治疗的患者

70 例，平均年龄 34.5 岁（18~67 岁）。单纯运动疗法包括：1）肌力增强训练：a.训练原则：尽早

训练，患侧与健侧同步，强调主观意识参与；每组肌肉每次收缩 1～2 秒，连续 5 次为一节，每天做

10 节。2）局部按摩治疗：患者可对镜用手按摩瘫痪肌肉，以促进血液循环，并可减轻瘫痪肌受健

侧过度牵拉。3）自我训练：患者面对镜子模仿表情肌训练中的各种动作，如皱额、皱眉、鼓腮、吹

气等。对所有患者统计面神经功能评分，临床症状改善率=(治疗前面神经功能评分－治疗后面神经

功能评分)/治疗前面神经功能评分×100 %。完全恢复为面神经功能评分减少 85%~100%；有改善为

评分减少 40%~84%；有效为评分减少 10%~39%；无效为评分减少<10%。所有评定均由指定的

康复医师和治疗师各 1 名共同完成。在治疗前、治疗 2 周和治疗 4 周时均进行面神经功能评分。 

结果 所有患者平均治疗时间为(26.1±11. 5) d，治疗后 2 周完全恢复率为 57.2%，治疗后 4 周完全

恢复率为 75.7%。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治疗后 2 周和 4 周时较治疗前面神经功能评分显著降低

(P=0.035 和 P=0.022)。 

结论 单纯运动疗法对于周围性面瘫的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康复价值。 

 
 

PU-1249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技术对膝关节术后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何科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究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技术（PNF 技术）对于膝关节术后患者康复过程中是否有促进作

用。 

方法 选取本院康复医学科 2015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进行膝关节手术并在术后 2 月时可以接受等

张力量训练的患者 3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实验组

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上 PNF 锻炼，由同一治疗师操作，每日 2 次，每次 0.5 小时，共训练 4

周；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在实验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采用 VAS 评分，膝关节 Lysholm 评分，

Berg 平衡量表，6 分钟步行测试来测试膝关节康复疗效。 

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和实验组的 VAS 评分都有降低（P＜0.05），Lysholm 评分，Berg 平衡量表，6

分钟步行测试都有增加（P＜0.05）；但实验组 VAS 评分降低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

组 Lysholm 评分，Berg 平衡量表，6 分钟步行测试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常规康复锻炼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等可良好改善膝关节手术后患者的功能。但在传统康复

锻炼中加上本体感觉的训练会在患者下肢疼痛缓解，平衡功能，活动能力提高等方面有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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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0 

推拿在小儿脑瘫康复中的应用 

 
李梅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究脑瘫儿童运用推拿与康复医学相结合的治疗效果。 

方法 本次研究中，选择我科 90 例脑瘫儿童，按照抽签的方式将其分为参照组和实验组各 45 例，

给予康复治疗。实验组患儿则以推拿联合康复医学治疗，对比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实验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94.5%，参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65.5%，前者相较于后者具有显著优势，

满足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推拿联合康复医学治疗小儿脑瘫效果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PU-1251 

超早期康复治疗对肱骨近端骨折术前、术后的影响 

 
陶金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研究超早期康复治疗对肱骨近端骨折术前、术后的影响，分析超早期康复干预的治疗效果，为

肱骨近端骨折的超早期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筛选符合研究条件的 40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两组患者入院后

均给予骨科术前、术后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试验组进行超早期规范化物理治疗。超早期规范化物

理治疗内容主要包括入院宣教、体位摆放、冷敷、肌泵运动、关节活动训练、出院指导等。比较两

组患者入院、术前、出院的疼痛、肿胀，并比较两组患者入院、出院的关节活动度和 UCLA 肩关节

评分。 

结果 入院两组患者的疼痛、肿胀、关节活动度和 UCLA 肩关节评分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术前，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疼痛和肿胀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出院时，与对照

组相比，试验组疼痛和肿胀均明显降低，关节活动度和 UCLA 肩关节评分明显增高，有显著性差异

（P＜0.01）。 

结论 超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能改善肱骨近端骨折术前、术后的疼痛、肿胀程度，提高术后肩关节活

动度和肩关节功能评分。 

 
 

PU-1252 

运动康复对冠心病患者疗效的初步研究 

 
费家玥,赵阳,李飞翔,陈蕊,王丽娜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目前对于冠心病患者进行运动康复的安全性仍存在担忧，但有氧运动对患者带来的效益已被证

明是可观的。本文旨在通过心肺运动试验（CPET 对）我院冠心病患者制定个体化运动处方指导康

复，了解有氧运动对冠心病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共选取 50 例稳定性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药物治疗组和运动康复组各 25 例。药物治疗组只

采取常规药物治疗，运动康复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根据 CPET 的结果选用△50%W 运动功率

制定个体化运动处方进行有氧运动，运动方式为恒定功率自行车踏车运动，运动时间为 30min/天，

5 天/周，共 12 周。在所有患者入选时和康复 12 周后分别进行 CPET、心脏彩超、6 分钟步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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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并观察峰值摄氧量、无氧阈、峰值心率、峰值运动负荷和运动时间等核心

指标的变化。 

结果 治疗 12 周后，药物治疗组患者峰值摄氧量、运动时间、峰值运动负荷较治疗前均得到提高，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运动康复组患者的峰值摄氧量、无氧阈、峰值心率、峰值运动负

荷和运动时间较康复前分别增加 12.5%、11.7%、9.5%、11.9%和 30.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运动康复组的峰值摄氧量、无氧阈、峰值心率、峰值运动负荷和运动时间的改变较药物

治疗组显著。 

结论 CPET 可用来评价患者康复治疗的效果，冠心病患者借助 CPET 制定个体化运动处方进行运动

康复训练安全有效，值得推广。 

 
 

PU-1253 

康复训练结合肌内效贴对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张惠田 

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在进行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结合肌内效贴对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的效果。 

方法 选取 48 例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24 例），对两组患者进

行为期 4 周的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进行肌内效贴的治疗。在治疗前后均采用 X 线测量

法对肱骨头和肩峰的距离（AHI）、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肩关节活动度进行测定，对两

组的治疗效果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在治疗前，两组患者 AHI、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肩关节活动度无明显差异（p＞0.05）。

在进行为期 4 周的治疗后，治疗组 AHI、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肩关节活动度均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1）。 

结论 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结合肌内效贴能够进一步减轻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增大肩关节的活

动范围。 

 

PU-1254 

节律性踝背伸牵伸训练对偏瘫患者踝背伸功能恢复的疗效分析 

 
张德君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节律性踝背伸牵伸训练对偏瘫患者踝背伸功能恢复的疗效分析。 

方法 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分为治疗组(n=30)及对照组(n=30)。两组均予以患侧胫前肌生物反馈疗

法，治疗组增加节律性踝背伸牵伸训练。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4 周后采用表面肌电标记

增长率、Holden 步行评定表、Barthel 指数(BI)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初始表面肌电、Holden 评分、Barthel 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4 周，

两组患者表面肌电增长率、Holden 评分、Barthel 评分均比治疗前提高(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P<0．05)。 

span>。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4 周后采用表面肌电标记增长率、Holden 步行评定表、Barthel

指数(BI)进行评定。 

结论 节律性踝背伸牵伸训练能进一步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踝背伸运动功能恢复，提高步行能力及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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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5 

动态针刺法配合传统针刺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60 例 

 
闫凤翔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 

 

目的 观察动态针刺法配合传统针刺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及其对颈部及上肢肢体功能、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观察对象，按就诊的先后顺序，随机分配到治疗组或对照组，实验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两组均采用传统针刺法配合卧式牵引及理疗等非手术治疗。同时实验组配合

动态针刺法治疗，针刺同时患者主动配合做颈部前屈、后伸，左右侧弯及环旋运动。对照组不采用

动态针刺法治疗。每日治疗一次，10 次为一疗程。疗程间隔一周，治疗两个疗程后，测量疗效评定

指标：肌力、颈部及上肢肢体功能，疼痛评分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并判定疗效。 

结果 1、实验组临床痊愈 7 例，显效 13 例，有效 8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3.33%；对照组痊愈

3 例，显效 7 例，有效 15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83.33%。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疼痛评分对比，治疗前后两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两

个疗程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比，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实验组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可见动态针刺法配合传统针刺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有显

著的疗效，可以明显改善颈肩背部的疼痛及颈肢体功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临床推广

价值。 

 
 

PU-1256 

优化心脏康复方案对接受 PCI 治疗的老年心梗患者 

运动耐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岩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分析优化心脏康复计划在提高老年心梗并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患者运动耐力

（ET）和生活质量（QL）的影响。 

方法 对 128 例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AMI）的老年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根据是否进行心脏康复，

患者被分成两组;对照组由 57 名正常患者组成，按照常规治疗方案，予以二级预防治疗和积极地健

康教育;观察组由 71 名患者组成，他们均被登记并接受心脏康复计划，接受住院康复训练，及出院 1

个月内的康复训练。将目标心率（THR）、代谢当量（MET）和 6 分钟步行距离作为观测指标;SF-36

健康问卷作为评估 QL 的工具，并对两组心脏功能进行前后比较。 

结果 两个组的 THR 与入院时相比，在出院后 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均存在明显改善，这些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 P < 0.05);但在观察组，所有 ET 验证指标，包括 THR、MET 及 6 分钟步行距

离，在 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后均表现出明显优于对照组（所有 P<0.05）。此外，经优化心脏康

复，观察组的 SF-36 健康问卷得分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改善（P<0.05）;左室射血分数（LVEF）与

康复之前相比显著增加;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和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也较前明显

缩小（所有 P<0.05）。 

结论 优化心脏康复对接受 PCI治疗的老年心梗患者，在心脏功能、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等方面均有

获益，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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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7 

丹参多酚酸在后循环缺血的治疗作用 

 
梁廷营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丹参多酚酸在后循环缺血的治疗作用。 

方法 前瞻性将 2014年至 2015 年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收治的 80例后循环缺血患者分成治疗组与

对照组，各组随机分到 40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改善微循环药物，观察组给予

丹参多酚酸静脉应用；观察不同组疗效，血液流变学指标，后循环血管血流动力学变化。 

结果 治疗组痊愈率及总有效率均高于观察组；两组血液流变学指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后循

环血管指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丹参多酚酸对后循环缺血引起的症状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且能改善患者血液流变状态及血管

血流动力学状态。 

  
 

PU-1258 

针灸联合玻璃酸钠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50 例 

 
梁廷营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针灸联合玻璃酸钠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骨关节康复科收治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 100 例，按 1:1 的比例

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玻璃酸钠腔内注射治疗（山东博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H20067379； 2.5 mL：25 mg）25 mg，1 次/周；治疗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给予针刺（关元、

气海、中脘、内膝眼、犊鼻、阳陵泉、阴陵泉、阿是穴、血海、足三里）之后进行艾条悬灸，每隔

1 d 治疗 1 次，3 次/周。两组均治疗 1 周为 1 个疗效，治疗 5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结果 治疗组临床控制 29 例，显效 15 例，有效 4 例，无效 2 例，有效率为 96.0%；对照组临床控

制14例，显效8例，有效18例，无效10例，有效率为80.0%。两组对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 Lysholm 及 VAS 评分方面，治疗后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针灸联合玻璃酸钠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疗效确切。 

 
 

PU-1259 

针灸联合康复治疗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分析 

 
梁廷营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分析针灸联合康复治疗对脊髓损伤（SCI）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收治的 80 例脊髓损伤患者，运用双色球随机分组法分为

观察组（n=40）、对照组（n=40），对照组患者采用康复治疗，观察组采用针灸联合康复治疗，观

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92.50%，高于对照组的 75.00%；观察组患者 MBI、FCA 评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针对脊髓损伤患者，针灸联合康复治疗，有利于缓解临床症状，改善神经功能，加快康复速度，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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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0 

温针灸治疗老年性痴呆 37 例 

 
梁廷营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温针灸治疗老年性痴呆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本院收治的老年性痴呆患者 74 例。按照 1：1 的比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西

药治疗，治疗组给予温针灸（百会、足三里、悬钟、四神聪、大钟、太溪等）两组均治疗 3 个月后

判定疗效。 

结果 治疗组显效 25 例，有效 10 例，无效 2 例，有效率为 94.6%；对照组显效 12 例，有效 14 例，

无效 11 例，有效率为 70.3%。两组对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温针灸治疗老年性痴呆疗效确切。 

 
 

PU-1261 

五倍子散敷脐配合耳穴贴压治疗脑中风后尿失禁临床研究 

 
梁廷营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五倍子散敷脐配合耳穴贴压治疗脑中风后尿失禁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12 例脑中风后尿失禁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单盲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6 例。除常规

神经内科治疗外,对照组嘱患者练习提肛运动等康复训练,治疗组采用五倍子散敷脐结合耳穴贴压治

疗。治疗 3 个疗程后观察其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有效率为 96.42%,对照组有效率为 67.85%,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五倍子散敷脐配合耳穴贴压治疗脑中风后尿失禁疗效显著,无痛苦及不良反应,患者易于接受。 

 
 

PU-1262 

针灸理疗结合康复护理 治疗 内风湿关节炎、腰腿疼 

 
张文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针灸理疗结合康复护理治疗内风湿关节炎、腰腿疼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自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1 月之间在我院治疗的 42 例内风湿关节炎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针灸理疗结合康复护理进行治疗，并得以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42 例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达 92.86%。 

结论 采用针灸理疗结合康复护理治疗内风湿关节炎、腰腿疼效果确切，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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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3 

针刺治疗脑梗死继发呃逆的临床观察 

 
宋肖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索临床治疗脑梗死后继发呃逆的有效治疗方法，临床观察针刺治疗脑梗死继发呃逆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脑梗死后出现呃逆症状的患者 2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各 10 例，对

照组给予一般治疗措施，观察组在一般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中医针刺治疗，即选取攒竹（双）、膻中、

中脘、内关（双）、足三里（双）等为主要穴位，取 30mmX40mm 毫针进行常规针刺，其中攒竹、

中脘给予强刺激，内关、足三里接电针仪，采用中等强度低频率连续波，且以患者能耐受为度，留

针 45min，每日 1 次，3 次为 1 个疗程。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疗程较长，且治愈率 50%，对照组较观察组见效快，治愈率 75%，其中 30%的患者经

过一次针刺治疗呃逆症状消失。 

结论 呃逆是脑梗死后重要的并发症，虽不常见，但却严重影响卒中后康复和个人生活质量。呃逆是

由于迷走神经反射或直接刺激膈神经、膈肌，使膈肌与肋间肌突发痉挛性收缩伴声带闭合，从而发

生特殊吸气声及不适感的一种临床症状。常由器质性疾病引起，其中脑血管病（尤其是脑卒中）是

引起顽固性呃逆的重要因素。中医学则认为是多种病因致胃气上逆所致，通过针刺相关穴位，调理

全身气机之作用，脾胃气机得以调理，胃气上逆症状将得到缓解，呃逆即止。故临床治疗以和胃降

逆为法。中医针刺治疗脑梗死继发呃逆效果良好，操作方式较为简单，见效快，未见不良反应，因

此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264 

多发性肌炎康复 1 例 

 
付江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患者是肌炎损害累及四肢近端骨骼肌，呼吸肌，心肌，消化道平滑肌。针对患者近端肢体无力，

呼吸功能较差进行康复训练。 

方法 患者主要存在的问题分为以下几种：1.由于四肢近端骨骼肌受累，遂患者穿衣，梳头，上楼梯

均较困难；2.呼吸肌受累致使呼吸功能不全，患者静息状态下仍有气促，无法平卧，呈限制性通气

障碍；3.心肌受累致使心功能不全，患者心排出量降低，出现一过性黑朦，胸闷等脏器供血不足表

现；4.消化道平滑肌受累表现为患者纳差。对该类患者行康复治疗，主要在于：近端肢体运动功能

锻炼，提升基本日常生活能力；呼吸功能训练：腹式呼吸，缩唇呼吸。 

结果  端坐呼吸，肢体乏力稍有改善，但不能排除原发疾病治疗的效果。 

结论 但这些训练方法主要侧重于呼吸肌或呼气过程的训练。由于该患者主要存在的是肌肉方面的免

疫性损害，遂更加注重的是原发疾病的治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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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5 

高危儿早期家庭指导康复干预 100 例疗效观察 

 
魏贤召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早期家庭康复指导干预可以提高高危儿的随访率，提高家长参与高危儿早期干预的主动性，保

证高危儿的疗效，降低发生发育落后的风险。 

 方法 选取有高危因素的新生儿 10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干预组和未干预组，治疗

组采用家庭康复指导、集中小组训练等综合治疗措施。全部病例分别在持续 3 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

医院复查，并对家长做一次关于随访率的依从性、康复有效性、家长主动参与性的调查。 

结果 通过早期综合家庭康复指导干预模式将针对性的康复干预融入实际生活有助于高危儿各种技

能更好的发育。 

结论 指导高危儿家长早期干预方法并与实际生活和日常生活相结合有助于促进高危儿的发育。早期

综合的家庭康复指导干预模式是提高和保证高危儿疗效的有效措施，也是真正体现了家庭与医院康

复相结合的模式，更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的有效手段。 

 
 

PU-1266 

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恢复时间的影响 

 
周人龙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恢复时间的影响 

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相关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等因素的影响，脑卒中患者

越来越多，脑卒中后遗留的功能障碍问题也愈加明显，相关的功能障碍不但严重影响患者个人生活

质量(如工作、家庭生活、人际交往、娱乐等)，而且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在这些功能障碍

当中，相对最直观及最受关注的即是运动功能，在脑卒中后的康复中，本研究通过对采用两种不同

康复方式（核心肌群训练配合常规康复治疗及常规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恢复时间的影响

进行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采用两种不同康复方式（核心肌群训练配合常规康复治疗及常规康复治疗）对脑卒中

后运动功能恢复时间的影响进行研究。 

方法 在本研究中，将 100 例相同纳入标准（年龄在 50-60 岁，符合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诊断标准，

经ＣＴ或ＭＲＩ确诊为脑梗死或脑出血的初发病者，不伴有严重的重要脏器功能障碍及言语、认知

功能障碍，简易精神量表（ＭＭＳＥ＞２７分），生命体征稳定后 48h，同时 Brunnstrom 分期均处

于 I 期，患者或家属康复意愿强烈，均签署康复治疗知情同意书。）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和对照组，两组患者相同时间阶段开始康复治疗，在两组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中同时采用综合康复

治疗方法（相关药物治疗、运动疗法、理疗、传统康复治疗等），治疗组除进行综合康复治疗外，

对患者躯干核心肌群进行强化训练（主要通过悬吊训练方式，早期患者主要采用仰卧、侧卧位下的

训练方式，患者达到一定功能水平后可进行俯卧位训练），与此同时对照组给予相同治疗时间的常

规运动疗法。 

两组组患者相关核心肌群训练及运动疗法治疗 2 次／ｄ，30min／次，每周治疗５d，分别于治疗前

后对两组患者脑卒中后达到独立完成双侧翻身，坐位平衡 1 级，坐位平衡 2 级，立位平衡 1 级，立

位平衡 2 级以及监护下完成 10m 步行功能水平的时间进行统计，比较两组患者达到相关功能水平所

需时间。 

结果 在本研究中，将 100 例相同纳入标准（年龄在 50-60 岁，符合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诊断标准，

经ＣＴ或ＭＲＩ确诊为脑梗死或脑出血的初发病者，不伴有严重的重要脏器功能障碍及言语、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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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障碍，简易精神量表（ＭＭＳＥ＞２７分），生命体征稳定后 48h，同时 Brunnstrom 分期均处

于 I 期，患者或家属康复意愿强烈，均签署康复治疗知情同意书。）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和对照组，两组患者相同时间阶段开始康复治疗，在两组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中同时采用综合康复

治疗方法（相关药物治疗、运动疗法、理疗、传统康复治疗等），治疗组除进行综合康复治疗外，

对患者躯干核心肌群进行强化训练（主要通过悬吊训练方式，早期患者主要采用仰卧、侧卧位下的

训练方式，患者达到一定功能水平后可进行俯卧位训练），与此同时对照组给予相同治疗时间的常

规运动疗法。 

两组组患者相关核心肌群训练及运动疗法治疗 2 次／ｄ，30min／次，每周治疗５d，分别于治疗前

后对两组患者脑卒中后达到独立完成双侧翻身，坐位平衡 1 级，坐位平衡 2 级，立位平衡 1 级，立

位平衡 2 级以及监护下完成 10m 步行功能水平的时间进行统计，比较两组患者达到相关功能水平所

需时间。 

治疗前两组患者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改善进

程明显快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结论 核心肌群训练可有效加快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恢复。 

 
 

PU-1267 

脑卒中后遗症期分散与集中康复治疗的治疗效果比较 

 
周人龙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遗症期分散康复治疗及集中康复治疗的治疗效果。 

方法 在本研究中，将 100 例相同纳入标准（年龄在 50-60 岁，符合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诊断标准，

经ＣＴ或ＭＲＩ确诊为脑梗死或脑出血的初发病者，不伴有严重的重要脏器功能障碍及言语、认知

功能障碍，简易精神量表（ＭＭＳＥ＞２７分），均处于发病后 6 个月以后，患者或家属康复意愿

强烈但无法投入足够时间成本，均签署康复治疗知情同意书。）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

照组，两组患者相同时间阶段开始康复治疗，在两组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中同时采用集中康复治疗

及分散康复治疗，治疗内容均为综合康复治疗方法（包括物理治疗、作业治疗、ADL 等），治疗期

间 2 次／ｄ，30min／次，每周治疗５d。 

以一年为基准时限，分别于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相关功能水平进行评定（Fugl-Meyer 评分、ADL 评

分等），比较两组患者达到相关功能水平进展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0.05），治疗后分散治疗组脑卒中后遗症期患者

相关功能改善进程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1）。 

结论 分散康复治疗较集中康复治疗在脑卒中后遗症期的功能维持及促进方面存在优势。 

 
 

PU-1268 

促醒针法配合康复训练对脊髓损伤的疗效观察 

 
杜秋江 

四川省科学性医院 

 

目的 以促醒针法与现代康复治疗技术相结合，治疗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患者，探究

促醒针法配合康复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及神经功能改善的效果观察，为临床治疗这一类疾病探

索一种安全并且疗效显著的治疗方案。 

方法 促醒针法在传统针刺的基础上改变了针刺体位、进针方向、进针深度，更注重头颈部穴位刺激，

坐位针刺，更便于颈部取穴，改善椎基底动脉系统的供血。方法：使用随机对照试验原则，用随机

分配的方法对40例脊髓损伤患者分为康复训练对照组和针灸推拿结合康复训练治疗组,每组各 20例。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705 

对照组(A 组)采用平衡训练，肌力训练、膀胱及肠道功能训练、转移及步态训练等方法,治疗组（B

组）采用促醒针法，平衡训练，肌力训练、膀胱及肠道功能训练、转移及步态训练等方法。两组每

日治疗一次,1 个月为一个疗程,每个疗程间休息两天,共治疗 3 个疗程。 

结果 治疗前、治疗 1 个月、治疗 2 个月、治疗 3 个月以及随访时(所有疗程结束后的 1 个月)分别进

行 ASIA 感觉(针刺觉、轻触觉)评分、ASIA 运动评分和改良 Barthel 指数、功能综合评定量表(FCA)

评定。本次研究所得数据使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无论在对照组（A 组）和治疗组（B 组）,MBI 和 FCA 两个指标

的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均有增长的趋势,且趋势大致呈线性；两组治疗前的 MBI 和 FCA 值没有差异,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趋势不同,治疗组的增长幅度更大些；治疗组在改善椎-基底动脉供血有明显

效果，TCD 显示峰值较对照组有增高 

结论 醒针法配合康复训练和普通康复训练均能改善外伤性胸腰段 SCI 患者的感觉功能、运动功能、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综合功能；但从远期效果来看,―促醒针法‖结合康复训练能更明显地改善颈段

SCI 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综合功能,其远期疗效是优于对照组。―促醒针法‖复合康复训练对脊

髓损伤的治疗是一种安全且明显有效的治疗方法。 

 
 

PU-1269 

面肌反馈训练在周围性面瘫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伏兰,赖玉婷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四川省,绵阳市 

 

目的 探讨面肌反馈训练等综合康复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周围性面瘫患者 100 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实验组（n=50）和常规组（n=50）。两组均接受常规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接受面肌反馈训练。

两组患者均接受促精神代谢、营养神经治疗：肌肉注射甲钴胺，每天 3 次，每次 10mg；口服维生

素 B1 片，每天 3 次，每次 10mg；急性期用医用超短波或微波缓解面神经受压，控制水肿，输出功

率3W圆形直径5cm，在颧骨下耳后乳突至耳屏前房放置，每次3分钟。电磁波辐射治疗仪距离50cm，

每次 20 分钟，每天 1 次。为避免因面肌痉挛造成神经损伤加重，10 天内禁用电针，15 天后可用电

针，每天 1 次，1 个疗程 15 天。实验组在此基础上接受面肌训练反馈，用手至嘴角地仓穴，向耳后

方轻微按拉，让患者主动发―yi‖、―qie‖音，促进面肌向耳后方有意识运动，告知患者有意识皱眉，用

力闭眼，并抬额头，重复以上动作 5 次，每天 3 次。其他训练有嚼口香糖，多发―e、i、u、p‖等音，

引导患者体会运动感觉，配合手脑运动反馈。 

结果 评定标准：治愈：H-B 分级Ⅰ级，面部各部位运动功能正常；显效：H-B 分级Ⅱ级，口轻度不

对称，静止时额纹基本对称，面部左右对称且张力均等，眼睛可完全闭合；好转：H-B 分级Ⅲ~Ⅳ级，

口明显不对称，静止时面部可见不严重联带运动和痉挛，额纹不对称，上额轻微运动，用力可闭眼；

无效：H-B 分级Ⅴ~Ⅵ级，口角双侧完全不对称，静止时面部不对称，用力闭眼完全不能闭合，上额

无运动。本次研究所得数据使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行 χ2检

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实验组总有效率 96.0%，显著高于常规组的 76.0%（P<0.05）。 

结论 针对周围性面瘫患者开展面肌反馈训练，能够提升患者面部神经功能和面肌肌力，促进患者康

复，具有较高推广价值。面肌训练生物反馈治疗可传入大脑更具体感觉运动信号，保持肌肉质量，

维持肌张力，使神经再支配。面神经麻醉具有复杂病因，传统药物和物理疗法治疗同时，开展面肌

反馈训练能够使治疗效果得到提升[5]。同时面肌反馈训练具有方法简单的优势，患者可独自进行，

不受场地和时间限制，普遍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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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0 

基于 MR 灌注成像观察健脾补肾活血方结合运动疗法对脑梗死患

者缺血区血液循环的影响 

 
张涛军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 的  通 过 测 评 脑 梗 死 恢 复 期 脾 肾 两 虚 型 患 者 治 疗 前 后 磁 共 振 灌 注 成 像

（perfusion-weighted imaging,PWI）低灌注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参数的差异，分析

健脾补肾活血方结合运动疗法对脑局部血液循环影响。 

方法 将招募的 65 例脑梗死恢复期患者（脾肾两虚证）随机分为 3 组：对照 A 组（基础治疗）22

例、试验 B 组（健脾补肾活血方+基础治疗）22 例、试验 C 组（健脾补肾活血方+运动疗法+基础治

疗）21 例，观察时间为 14 天。在入组治疗当天及治疗第 14 天，每位入组者均做 PWI 检查，测得

ROI的局部血流量（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rCBF），将获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后同组患者 rCBF 值较治疗前均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组间:

试验 B 组较对照 A 组 rCBF 值升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 C 组较对照 A 组 rCBF

值升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试验 C 组较试验 B 组 rCBF 值升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健脾补肾活血方能有效改善脑梗死恢复期脾肾两虚型患者缺血区血液循环，结合运动疗法后改

善更明显。 

 
 

PU-1271 

四肢联动与针灸对腰段以上脊髓损伤患者躯干控制能力 

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王欣刚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四肢联动与针灸配合对脊髓损伤患者躯干控制能力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40 例脊髓损伤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对照组患者采

用四肢联动训练方法，观察组除采用四肢联动训练方法配合针灸治疗。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分别采

用 Fugl-Meyer 评分法与 Flex Comp Infiniti 表面肌电系统评定患者的平衡功能和躯干肌力。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平衡功能和躯干控制能力均有明显改善(P<0.05)，观察组效果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四肢联动训练配合针灸与常规康复训练可较好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平衡功能和躯干的控制。 

 
 

PU-1272 

活动平板上横行训练对脊髓损伤后臀中肌无力步态的疗效 

 
姜仁勇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活动平板上横行训练对脊髓损伤后臀中肌无力步态的疗效。 

方法 使用平行对照方法，将 80 例住院患者纳入病例按随机数字表分为两组。对照组 40 例，使用

普通的臀中肌抗阻训练法，臀中肌抗阻训练组：患者取侧卧位，患侧在上，放松患侧臀部及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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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师立于其患侧矫正其姿势，保证其躯干保持笔直，患侧下肢踝关节处绑定一个 1kg 沙袋，使患

侧下肢上抬。训练 15min，中间可适当休息，2 次／d ，连续治疗 30d 为１ 疗程。治疗组 40 例，

给予观察活动平板上横行训练。连续治疗１5d 为１ 疗程。连续治疗 2 疗程后，速度 0.8，时间 30

分钟。记录各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不良反应，通过足印法步态检查。 

结果 治疗组痊愈 10 例，显效 21 例，有效 6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2.5％ 。对照组痊愈 11

例，显效 14 ，有效 7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80％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 

结论 活动平板上横行训练对脊髓损伤后臀中肌无力步态，效果好，操作简单，安全可靠，无不良反

应，患者易于接受。 

  
 

PU-1273 

低频电刺激结合针灸治疗偏瘫肩痛的临床效果 

 
薛俊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低频电刺激结合针灸治疗偏瘫病人肩关节疼痛（肩痛）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８８例偏瘫肩痛的病人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各４４例。两组病人均进行常规康复

训练并针灸治疗，试验组病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低频脉冲电刺激治疗。两组分别于治疗开始前及治疗

８周后，对肩痛的治疗效果进行评分。 

结果 治疗８周后，试验组病人的ＶＡＳ评分、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上肢功能评分及Ｂａｒｔｈｌ

ｅ指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ｔ＝２．９４７～３．６６８，Ｐ＜０．０５）。 

结论 低频电刺激结合针灸治疗偏瘫肩痛效果较好 

PU-1274 

miR-31 对脊髓损伤小鼠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再生增殖、 

分化作用的影响 

 
王菲,王春芳,李鹏飞,付明阳,刘芳 

山西医科大学,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本次实验是为了验证 mir-31 对小鼠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后的内源性神经干细胞

(Endogenous Neural Stem Cells；ENSCs)有再生增殖、分化以及小鼠运动功能的影响。本实验将

从小鼠的分子、组织和整体水平对脊髓损伤小鼠进行观察。 

方法 ①我们先使用脊髓撞击损伤仪(M-III)(MASCIS Impactor(M-III))按照标准的实验流程制作出小

鼠胸 10(T10)脊髓击打伤模型，术后予以损伤小鼠相应的护理； 

②再分别于损伤后的不同恢复期对脊髓损伤小鼠进行 Basso Mouse Scale(BMS)评分，并记录小鼠

运动功能的变化以及恢复状况； 

③随后我们使用苏木精-伊红染色法(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HE)、尼氏染色法（Nissl's staining）

对脊髓损伤组织进行染色，观察损伤部位组织病理学及尼氏体的变化；使用免疫荧光

(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c; IF)检测损伤组织部位 ENSCs 的数量变化；使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

应(Real-time PCR; RT-PCR)检测 miR-31、Nestin 表达量，同时使用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 ; 

WB)检测相应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在脊髓损伤急性期，我们观察到小鼠的损伤部位出现了大量炎症细胞浸润及尼氏体的丢失，而

后随着损伤程度的减轻，尼氏体数量也逐渐增多，炎症细胞也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同时 miR-31 表

达量在损伤急性期时明显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小鼠机能的修复，miR-31 表达量逐渐恢复升高，

观察出 Nestin 的表达量以及 ENSCs 的数量变化与 mir-31 具有的相同的变化趋势；BMS 评分显示

随神经元的增多而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恢复。 

结论 根据以上实验数据支持，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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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R-31 能够促进小鼠 SCI后 ENSCs 生长增殖。 

2.  miR-31 能够促进小鼠 SCI后运动功能恢复。 

 
 

PU-1275 

早期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的影响 

 
刘冉 

日照市人民医院,山东省,日照市 

 

目的 评价早期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的疗效。方法选择我院急性脑卒中患者 204 例，随机分为早期

康复组(84 例)与对照组(120 例)，其中早期康复组行早期康复治疗，对照组行一般治疗，治疗后行运

动功能评分(FMA)评价早期康复治疗在脑卒中患者治疗中的疗效。结果早期康复组的 FMA 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早期康复治疗可降低脑卒中患者的致残率，在改

善整体功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 2013-09-2014-09 我院住院的急性脑卒中患者 204 例，男 122 例，女 82 例，

年龄 38~85 岁，缺血性 144 例，出血性 60 例，早期康复组 84 例，男 51 例，女 33 例，缺血性 70

例，出血性 14 例。对照组 120 例，男 71 例，女 49 例，缺血性 74 例，出血性 46 例。2 组患者在

性别、类型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1)早期康复组:康复体位又称良肢位，对抑制痉挛、预防肩关节半脱位、早期诱发分离

运动等均能起到良好作用。包括:1 仰卧位;2 患侧卧位;3 健侧在下，患侧在上，头枕不宜过高，患侧

上肢下垫一个枕头，使患侧肩部前伸，肘关节伸展，前臂旋前，腕关节背伸。4 坐位当病情允许应

鼓励患者及早坐起或进入轮椅之前进行抬高床头训练。运动功能康复训练，包括:按摩、上肢康复训

练、下肢康复训练、坐起及坐位平衡训练、站起及站立平衡训练、步行训练、床—轮椅的移动。吞

咽障碍护理及日常生活(ADL)训练。同时鼓励家属参与其中，把训练穿插到日常生活中。(2)对照组

采取自由体位，定时对其进行康复宣教。 

1.3 评定方法观察指标: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组进行早期康复护理前后观察其肢体运动功能，对照

组治疗前后观察其肢体运动功能，参照 Fugl-Meyer(FMA)指标对其进行评分。 

1.3 统计学方法数据通过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珚±s)，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 组治疗前 FM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早期康复组 

治疗后的 FM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早期的康复治疗可降

低脑卒中患者的致残率，在改善整体功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早期康复治疗的介入更有利与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 

 
 

PU-1276 

一例反复头晕患者的治疗体验 

 
姜斌,高晶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目的  通过对该例寰枢椎功能紊乱导致反复头晕的患者的治疗过程进行总结，以增加该病种的治疗

例证，为对该类患者的诊治提供帮助。 

方法 患者情况介绍：患者男，10 岁，于 2016 年 7 月左右无明显诱因感头晕，后反复发作，频繁时

1 周 2-3 次，曾与神经内科、骨科、耳鼻喉科、儿内科等科室就诊无明显异常。后行颅脑 CT 、脑

电图、颅脑多普勒、前庭功能等检查未发现异常，神经内科给予全天麻胶囊、盐酸氟桂利嗪胶囊等

药物口服，症状无明显改善。患者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多次行颈椎手法复位治疗（平

均每月 1 次），复位后症状改善，但眩晕仍 1 个月左右发作一次。2017 年 8 月 25 日来齐鲁医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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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行颈部 CT 示寰枢关节半脱位，岳寿伟主任建议患者行手法治疗，调整心情。患者于 8 月 25 日接

受手法治疗。评估发现患者静态坐位头左侧倾右侧旋，两耳不等高，双肩峰不等高，头前移，圆肩，

轻度上交叉姿态。枕下肌群、斜角肌紧张，压痛明显。颈深肌群、菱形肌力弱，胸锁乳突肌压痛并

力弱。给于患者松解及牵伸枕下肌群、斜角肌，悬吊状态下激活并强化颈深肌群、胸锁乳突肌及菱

形肌等手法。每周训练 2 次（周二、周五）。2 月后患者症状改善（2 个月内没有出现头晕症状），

给患者追加颈部低频电刺激及小剂量牵引治疗。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复查颈部 CT 三维重建，影

像学较前亦改善。 

结果 通过松解及牵伸枕下肌群、斜角肌，悬吊状态下激活并强化颈深肌群、胸锁乳突肌及菱形肌等

手法。治疗频率为每周 2 次（周二、周五），治疗 2 个月期间，眩晕症状未出现。后给予患者颈部

低频电刺激及小剂量牵引治疗，复查颈部 CT 三维重建，显示寰枢椎状态较前改善。 

结论  1. 患者初始发病时行颈部 CT 检查未见明显寰枢关节紊乱，但不能排除眩晕发作当时寰枢关

节位置不对称的可能。诊断时要注重体格检查，不要过度依赖影像学，导致漏诊。 

2. 患者颈椎行手法复位后，症状改善，但效果不持久，提示周围软组织状态不能有效维持正常的关

节位置关系，须手法干预，进行核心激活并强化稳定肌群训练，调整颈部肌群。 

3. 手法干预后 2 月内，眩晕未复发，说明调整颈部肌群有效。后续追加颈部低频电刺激和小剂量颈

椎牵引，进一步促进寰枢关节的复位，复查影像结果，表明治疗有效。 

4. 对于寰枢椎功能紊乱导致反复头晕的患者，可行手法调整颈部肌群，辅以颈部低频电刺激、小剂

量颈椎牵引的疗法。 

  
  
 
 
 

PU-1277 

早期康复对周围性面瘫患者的康复 

 
吴甜甜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研究在周围性面瘫患者中行早期康复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自 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50 名周围性面瘫患者，采取随

机数字表法的形式随机分为参照组(n-25）与实验组（n=25）,所有患者均实行常规药物治疗，参照

组患者予以常规治疗，实验组患者予以早期康复治疗干预，分析对此两组患者经不同治疗后组间数

据差异。 

结果 实验组患者康复治疗率 93.5%。临床简易评分（27.38+4.35）。神经肌潜伏期（2.58+0.12）.

神经肌波幅（1.29+0.09）等指标改善情况对此参照组具有显著差异且 P 均小于 0.05，统计学存在

意义。 

结论 将早期康复治疗应用在周围面神经炎中效果显著，可以降低患者的痛苦，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PU-1278 

局部振动对脑卒中上肢痉挛和运动功能的疗效分析 

 
李琴英

1
,李阳

1
,贾杰

1,2
 

1.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观察局部振动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肌张力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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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24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2 例。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入组标准均为改

良 Ashworth 量表(MAS)≥1+级。对照组患者仅进行系统康复训练，观察组患者在接受系统康复训练

的基础上偏瘫上肢痉挛肌肉的肌腹给予局部振动治疗。局部振动设备为澳大利亚生产的三维旋进式

局部振动按摩仪，振动频率选用 60HZ，振动时间为 18 分钟，每天 1 次，每周 5d，连续 4 周。治

疗前、治疗后即刻、治疗后24小时及治疗后4周采用改良Ashworth量表(MAS)、改良Tardieu（MTS）

及三倍痉挛量表（TSS）评定偏瘫上肢肌张力疗效，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量表(FMA-UE)

评定上肢运动功能疗效。 

结果 治疗后即刻，2 组患者 MAS、MTS、TSS 及 FMA-UE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分别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4 小

时，2 组患者 MAS、MTS、TSS 及 FMA-UE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分别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治疗后 4 周，2 组患者 MAS、

MTS、TSS 及 FMA-UE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别与对照组治

疗后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局部振动疗法结合康复训练可减轻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上肢痉挛程度,并改善其偏瘫侧上肢的

运动功能。一次的局部振动可以短时间内使肌张力下降，持续时间最长不超过 24 小时，但是 4 周后

的累计效果可以使肌张力下降的疗效得以维持，但是具体机制暂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于证

实。 

 
 

PU-1279 

一例右手第三掌指关节屈肌腱鞘炎患者的治疗经验分享 

 
马玉静,于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目的 通过对该例患者的治疗过程进行总结，以增加该病种的治疗例证，为对该类患者的诊治提供帮

助；进一步探讨手部腱鞘炎伴反复肿胀症状患者的治疗方案。 

方法  患者情况：女，52 岁，右手中指肿胀，屈曲轻微受限，第三掌指关节掌侧近端按压痛，拨动

肌腱时疼痛明显。握拳时，第三掌指关节有弹响。初步诊断：第三屈指肌腱腱鞘炎。治疗过程：前

两周：周一至周四进行超声波治疗和中频治疗，周五进行冲击波治疗。周末不做治疗。嘱患者注意

休息患手。两周治疗结束后，患手中指疼痛明显减轻，肿胀在治疗结束后有所改善，但呈反复发作。

进一步查体示：屈腕试验和叩击试验阳性。考虑腕管卡压，调整治疗方案。第三周，周一至周五，

进行音频电疗法结合手法治疗。手法侧重于松解腕管、腕横韧带、下尺桡关节、前臂骨间膜、腕骨，

配合右上肢整体的肌肉筋膜松解术，并指导患者日常的自行锻炼。第四周，周一复诊，患者症状完

全消除。 

结果 前两周治疗结束后，患手中指疼痛明显减轻，但肿胀呈反复发作。第三周调整治疗方案，治疗

结束后，患者右手中指症状完全消除。 

结论 1.超声波疗法配合中频电疗法可以有效缓解腱鞘炎引起的疼痛。 

2.对于腱鞘炎伴有肿胀症状的患者，应注意腕管查体，进行手法松解腕管及周围软组织，使肿胀物

质有效回流，配合音频电疗法松解腕管周围组织疗效显著。 

3.自行锻炼是治疗的必要组成部分，正确的指导和宣教可以有效缩短病程。指导患者日常生活中自

行锻炼，如手腕的屈伸练习，双上肢举过头顶进行空手抓握练习，五个手指依次向掌心收拢练习等，

可以显著缓解手指肿胀带来的不适感，避免软组织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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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80 

浅谈红外线在治疗偏瘫患者关节障碍中的应用 

 
王暄齐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在临床康复训练中，我们常常遇到肩关节、膝关节因不正确康复训练而导致关节障碍的发生，

关节障碍进一步影响了患者康复训练的进度。在不断地实验总结中，我们发现药物治疗关节障碍的

同时应用红外线治疗仪规律照射，可以有效地改善关节障碍。  

红外线主要是将电阻丝缠绕在磁棒上（涂有远红外线原料），通电后电阻丝产生的热使罩在电阻丝

外的碳棒温度升高（＜500 摄氏度＝。发出的光线绝大多数为长波红外线，最强波长 4-6um。电阻

丝用铁镍铬等合金制作，能反射 90%红外线。红外线又称热辐射，波长在 0.76um-1000um，医用

范围是 0.76um-400um。医用红外线分两部分，远红外线波长在 0.76um-1.5um。能引起分子旋转摆

动加强，使分子动能改变，从而产热。传入人体组织较深。近红外线 1.5um-400um，多被皮肤吸收，

具有明显光电作用，化学作用。组织通过吸收红外线原子，引起温度升高⇚⇛代谢加强。 

方法  红外线照射首先引起照射部分温度升高，时间长时，可引起其他部位温度升高。一方面是因

为加热的血液传导；另一方面是红外线照射的组织内出现活性物质，这些物质进入血管内，随血液

循环到其他部位，使远离部位的组织器官代谢和产热均加强。人体也是个热源，能够不断辐射红外

线，发射的红外线波长 9.3um，人体散热总量中，因辐射红外线散热达 43.75%。同时人体对红外线

也进行反射和吸收作用，不同波段反射和吸收程度不同。 

结果 被动制动之后，关节囊、关节周围的韧带、相关的肌肉、肌腱没有了正常的牵伸。就使得关节

周围纤维组织基质中的化学成分发生改变，使组织的弹性下降；同时降低了纤维之间的润滑作用；

纤维之间的距离缩小，产生化学横键，造成纤维之间的粘连。这种横键增多增密又更加妨碍了纤维

之间的滑动和在应力之下正常的拉长变形，产生了粘连和挛缩。  

     综上所述，造成了制动之后的关节就会形成关节内粘连，关节腔狭窄，关节外的相关组织挛缩

变短。这样的―内忧外患‖―内外夹击‖之下，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关节僵直，失去了活动的功能。 

结论 红外线在关节障碍中有很好的疗效，应用红外线照射治疗后的障碍关节，可以有效地减轻关节

炎症，促进关节积液的吸收，重新激活关节内活性物质的生成，从而达到辅助关节障碍的恢复，同

时也可以刺激关节周围肌肉的活性，减少关节障碍引起的疼痛，进一步促进肢体功能恢复。 

 
 

PU-1281 

八段锦联合康复治疗对老年颈椎病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赵燕,罗伦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了解传统气功八段锦联合康复治疗对老年颈椎病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探讨八段锦在老年颈

椎病人群中的推广应用价值。 

方法 将 60 例老年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行颈椎病的常规康复治疗两周，实验组在对照

组治疗基础上加以八段锦练习。治疗前及治疗三月后对两组患者分别评估焦虑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

量表，并对结果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治疗前对照组 SAS 评分为 57.67±4.29 分，实验组 SAS 评分为 58.63±4.51 分；治疗三

月后对照组 SAS 评分 46.73±7.03 分，实验组 SAS 评分 42.53±5.52 分，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

均较治疗前下降；方差分析时间主效应 F=336.30，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间和组别的交

互效应 F=12.284，P 值为 0.001，即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 SAS 评分随时间变化的趋

势不同，实验组下降更为明显。（2）治疗前对照组 SDS 评分为 60.43±4.42 分，实验组 SDS 评分

为 60.10±4.81 分；治疗三月后对照组 SDS 评分 51.27±7.69 分，实验组 SDS 评分 44.80±5.6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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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治疗后 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方差分析时间主效应 F=247.944，P＜0.00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时间和组别的交互效应 F=15.581，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 SDS 评分随时

间变化的趋势不同，实验组下降更为明显。 

结论 康复治疗可以降低老年颈椎病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八段锦联合康复治疗比单纯康复治疗对

降低老年颈椎病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更优。 

 
 

PU-1282 

运动爱好者 ACL 损伤术后肌内效贴扎下股四头肌内侧头力量训

练对于预防 CP 的意义 

 
张懿

1
,张懿

1
 

1.宁波市康复医院 

2.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研究运动爱好者 ACL 损伤术后肌内效贴扎下股四头肌内侧头力量训练对于预防 CP（髌骨软化

症）的意义。 

方法  将 40 例运动爱好者 ACL 损伤术后早期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 20 例，给予肌内效贴布贴扎下

股四头肌内侧头力量强化训练（患者坐位，膝关节屈曲 30 度左右将贴布以自然拉力贴在股四头肌内

侧头位置，屈髋屈膝 90 度，髋外旋 30 度踝背屈到底情况下做伸膝等张抗组 10 组，每组 10 次，每

次完成时间 2 到 3 秒，每组间休息 20 秒，要求每次伸膝到活动度末端），对照组采用传统股四头

肌内侧头力量训练（患者坐位，屈髋屈膝 90 度，髋外旋 30 度踝背屈到底情况下做伸膝等张抗组 10

组，每组 10 次，每次完成时间 2 到 3 秒，每组间休息 20 秒，要求每次伸膝到活动度末端），共 4

周。治疗后1周，第2周以及第4周观察两组患者疼痛度（视觉模拟评分，VAS）及膝关节功能（Lysholm

膝关节评分，LKSS） 

结果 入选时两组髌骨软化症运动员 VAS 和 LK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第

1、2 周，治疗组 VAS 和 LKSS 评分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第 4 周，两组 VAS

和 LKSS 评分较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两组 VAS 评分趋向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O．05)；两组 LKSS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肌内效贴扎配合股四头肌内

侧头力量训练能很好的预防运动爱好者 ACL 损伤术后 CP 的发生。 

结论 本研究结果初步显示，肌内效贴扎下强化股四头肌内侧头力量训练对于预防运动爱好者 ACL

损伤术后 CP 的发生有着积极的意义。 

 
 

PU-1283 

认知与执行策略训练模型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大鼠运动功能的

评定与治疗作用 

 
汤乃苏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针对脑损害后认知功能的变化特点，涉及到知觉 注意 记忆 思维等多方面的认知功能减退及

执行能力减退情况，设计并制定了一种认知方案与执行策略评定及训练模板，进行动物随机对照试

验，实验组进行该新型系统的评定及训练，之后处死取出大脑称重、干燥后计算脑水含量，旨在找

出应用系统对大鼠运动功能进行评分所得分数与脑水含量是否有其相关性，亦即脑水含量高，大鼠

运动功能评分低，脑水含量低其所得分数高．最终目的揭示该评价及训练系统又改善认知功能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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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脑中动脉阻塞模型（midd 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的制备。测定在动物缺血后

2小时进行 由两位观察者进行打1分，记录平均分数。所有的每项行为测定完后，大鼠均休息2-3min，

以防止动物疲劳。行为测定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 

结果 表明该模型系统分数与脑损害后脑水含量的变化又相关性。脑水含量高，大鼠运动功能评分低，

脏水含量低，其所得分数高．表明，改善评定及训练系统可以反应脑损害大鼠的认知及执行能力缺

损的程度，并且可进行认知与执行能力的训练模型。 

结论 大鼠脑水含量与运动功能评分的相关性，大鼠局灶位脑缺血 2 小时后脑水含量与评分相关性分

析，r=  -0.943,  p<0.05，运动行为评分予大鼠脑水含量呈负相关，差异有显著性． 

 
 

PU-1284 

脑电仿生电刺激治疗神经性耳聋一例 

 
裴培 

中国人民解放军 461 医院 

 

目的 探讨脑电仿生电刺激在神经性耳聋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神经性耳聋在传统改善循环、营养神经、针灸、高压氧治疗的基础上配合脑电仿生电刺激治疗。 

结果 患者在早诊断、早治疗的情况下，采用综合性的疗法治疗，可更好的保存并利用残存的听力。 

结论 脑电仿生电刺激治疗可有助于改善听阈值，恢复或部分恢复已经丧失的听力。 

 
 

PU-1285 

单纯运动疗法与运动疗法结合 CPM 治疗对股骨干骨折术后膝关

节活动度改善疗效对比 

 
李英豪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单纯运用运动疗法与运动疗法结合 CPM 机对于股骨干骨折术后膝关节活动度改善情况。 

方法 选取股骨干骨折术后患者 70 例，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35 例只运用运动疗法进行股骨干骨

折术后膝关节活动度练习，实验组 35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 CPM 机进行股骨干骨折术后膝关节活动

度练习，治疗两周后比较两组功能锻炼时膝关节活动度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实验膝关节活动度都有改善，但实验组效果更加明显。 

结论 运动疗法配合 CPM 机较单纯运动疗法对股骨干骨折术后膝关节活动度恢复进度快，并能够减

少患者住院天数及费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高患者对手术疗效的满意度，减少患者痛苦。 

 
 

PU-1286 

穴位注射配合作业疗法改善脑瘫患儿拇指内收的效果观察 

 
李翼哲,陈海,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穴位注射配合作业疗法改善脑瘫患儿拇指内收的近期及远期效果。 

方法 将 2017 年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住院治疗的、且有拇指内收症状的脑瘫患儿

100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入组后将两组患儿的性别、年龄、体重、GFMCS、

FMFM 评估中 C 区数值进行统计学分析，未见有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行常规手作业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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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每天 1 次，每周 6 次；试验组组在手作业疗法结束 30 分钟后，选择患侧合谷、鱼际、凤眼穴

位，行穴位注射，药物为 0.9%NaCl 注射液、维生素 B1、B12 注射剂，凤眼穴注射 0.5ml；合谷、

鱼际注射 1ml。作业疗法每日 1 次，穴位注射每周 3 次（周一、三、五），每周治疗 6 天。两组治

疗疗程均为 20 天，1 疗程后需休息 10 天进行下一疗程，总疗程为 3 疗程。在治疗前、治疗结束时、

治疗结束后 1 月、治疗结束后 3 月，对每名患儿进行被动关节活动度（采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

定）、主动关节活动度(passive range of motion，AROM，拇指的掌指关节伸展活动范围＋指间关

节伸展活动范围)、FMFM 的评定，对于数值进行组内、组间的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治疗前、治疗结束时，Ashworth 痉挛评定、AROM、FMFM 评定中 C 区（抓握能力）数值

统计结果显示，试验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后 1 月、3 月时

的评估数据统计提示，试验组结果仍优于对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穴位注射配合作业疗法能够改善拇指内收，扩大拇指关节活动度，提高患儿抓握能力，优于单

纯作业疗法，且在短期、长期效果上具有优势。 

 
 

PU-1287 

一例迟发性脑病患者康复治疗 

 
任玲,何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迟发性脑病的临床表现。 

方法 总结归纳一例迟发性脑病患者其临床发病过程，药物及康复治疗经过，总结其康复治疗方案。 

结果 该患者经系统康复治疗 3 月后，其坐位平衡达 I级，可有少量言语。经过 6 月后，患者的平衡

功能、ADL 能力、移动能力均较入院时有明显改善。 

结论 该患者发生迟发性脑病，其发病机制原因不明，可能存在一下原因：（1）酒精中毒性脑病，

代谢性脑病；（2）迟发性缺氧后脑病。该者经过药物激素冲击治疗后，其上述神经症状未见明显好

转。在转入康复科后，经由康复评定总结患者功能障碍如下：（1）运动功能障碍；（2）言语功能

障碍；（3）平衡功能障碍；（4）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首先；（5）社会参与能力受限。根据评定结果，

制定该患者的康复目标，针对其存在的功能障碍，制定康复治疗方案。经过长达 6 个月的康复治疗

后，患者功能障碍较前明显改善。 

 
 

PU-1288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偏瘫上肢 

功能恢复的影响 

 
邵士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应用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后的功能改善情况及对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等的影响。 

方法 选取符合入选标准的偏瘫患者 40 例，在生命体征平稳后，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包括早期良肢位摆放，以 Brunnstrom 技术、Bobath 技术、Rood 技术

等综合康复训练恢复肌肉肌力肌张力，逐步诱发上肢联合运动，每日 2 次，每次 40min。观察组在

常规康复基础上配以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即脑卒中早期（软瘫期）患者取卧位，使用

MOTOmed Letto 对患者进行上肢环转运动，每次 20min；当坐位平衡达到一级静态平衡时取坐位（离

床期），使用 MOTOmed viva2 对患者进行训练，每次 20min。根据患者自身情况，设定主动或被

动运动方式及速率的大小，训练的运动量根据患者训练后第 2 天的反应作适当调整，训练每天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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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 30min，主动训练前进行 5min 被动预热。连续训练 2 周。两组患者在入组前和治疗 2 周后由

专人进行评估，分别记录两组患者上肢功能状态，记录数据以及量表评定主要为 Fugl-Meyer 上肢部

分评分（FMA）、Barthel 指数等作为评估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FMA 及 Barthel 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分别经相应治疗

后，其评定结果较治疗前均有显著差异(P<0.05)，但观察组评分改善的幅度较对照组更大、更显著，

经统计学分析，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偏瘫上肢功能，可作为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

康复介入之一。 

 
 

PU-1289 

基于多元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研究卒中后抑郁的脑网络机制 

 
史宇,吴文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卒中后抑郁是影响卒中康复的严重并发症，但目前病因仍未探明。脑成像技术是研究卒中后抑

郁情绪环路的重要方法，但目前很少有研究关注于卒中后抑郁脑网络内的动态交互关系。本研究的

目的是使用多元格兰杰因果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卒中后抑郁的异常情绪环路，本方法可以基于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数据来评估情绪环路脑网络中格脑区之间的交互关联性。 

方法 本研究对 36 例首次缺血性额叶脑卒中病人进行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扫描，其中卒中后抑郁病

人 18 例，卒中后未抑郁病人 18 例。用于对象筛查的临床评估量表主要包括：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2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和巴塞

尔指数（BI）。采用多元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分析卒中后抑郁和卒中后未抑郁采集的功能性磁共振

数据。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卒中后抑郁患者会出现一个从腹内侧前额叶到前扣带回、杏仁核和丘脑的正性

调节，同时反过来又有一个负性调节作用。丘脑可以通过前扣带回对岛叶有负性调节作用。背外侧

前额叶可以通过颞极预测前扣带回的兴奋性。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了一个―腹内侧前额叶-前扣带回-杏仁核-丘脑‖的情绪调节环路来解释卒中后抑郁密

切相关的脑网络。背外侧前额叶和颞极在卒中后抑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岛叶的功能受到丘脑

的负性调节。这些发现以及不同脑区之间的功能关系，促进了卒中后抑郁神经机制理论的发展。 

 
 

PU-1290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功能障碍的影响 

 
李丹 

济医附院 

 

目的  观察肌电生物反馈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4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两组均接受功能训练，

推拿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在以上基础上应用肌电生物反馈治疗仪对下肢进行肌电生物反馈刺激。分

别在治疗前，治疗三个月时采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量表测定腓肠肌肌张力的变化，踝关节被动关节

活动度（PROM），粗大运动量表（GMFM）的站立（D 区）及行走（E 区）部分对入选患儿下肢

功能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患儿上述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改善（p<0.01），且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功能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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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91 

头针配合康复疗法对缺血性中风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景珩,徐存理,刘岳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利用头针配合综合性康复治疗方法对发病在 3 个月以内的缺血性中风偏瘫患者的运动功

能和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160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缺血性中风偏瘫患者随机分成治疗 1 组（80 例）和治疗 2 组（80 例），

治疗 1 组给予主动型运动疗法及功能性电刺激疗法等。治疗 2 组在 1 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头针治疗，

每位患者在入组前及治疗后分别评价 1 次运动功能（简式 Fugl-Meyer 评定）和 ADL 能力（Brathel

指数积分），进行对照研究。 

结果 Fugl-Meyer：治疗 1 组分别为（29.01±8.56）分、（55.04±6.36）分，治疗 2 组为（30.10±9.85）

分、（48.03±4.48）分。FIM：治疗 1 组分别为（33.93±17.18）分、（57.32±6.31）分，治疗 2 组

为（32.17±17.64）分、（48.97±6.46）分。2 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

组间比较 Brathel 指数积分治疗前差异及治疗后均数变化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Fugl-Meyer 运动积分治疗前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均数变化无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单纯头针及头针配合综合康复治疗对发病在 3 个月以内的缺血性中风偏瘫患者的运动功能和

生活能力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PU-1292 

高能激光结合肌内效贴对踝关节扭伤治疗的疗效观察 

 
王洋,赵亚君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治疗结合高能激光对踝扭伤患者缓解疼痛和平衡恢复的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踝关节扭伤患者 50 例，将其平均划分两组，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 25 例，给与对照组患者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肌内效贴与高能激光治疗后常规康复锻炼，并

观察疼痛缓解程度与相同时间平衡恢复对比。 

结果 肌内效贴治疗结合高能激光对踝扭伤患者缓解疼痛和平衡恢复的疗效显著，缩短了患者平衡功

能恢复时间，有效缓解疼痛。 

结论 运用高能激光和肌内效贴能够有效缓解疼痛加速踝关节扭伤恢复进程。为缓解患者疼痛，提高

生活质量提供了新思路。 

 
 

PU-1293 

等速训练联合悬吊训练对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甘巧惠,张继荣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步行功能障碍是脑卒中偏瘫患者常见的运动障碍，其严重的影响着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和生活

质量，提高和恢复步行能力是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目标及争取早日生活自理的必要条件。目前对

偏瘫患者步行能力影响的研究中表明，等速下肢肌力训练及悬吊核心肌群训练均可明显提升偏瘫患

者的步行能力，但两者是否在提升步行能力方面具有叠加效应，尚缺乏相关研究。因此本文旨在观

察此两种训练方法的联合使用对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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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选取的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疗的脑卒中偏瘫

患者 60 例，按照随机数目表法，分为常规组、等速组、悬吊组及联合组，每组各 15 例，每组均进

行综合常规康复训练，等速组、悬吊组、联合组分别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增加偏瘫侧膝关节等速

肌力训练、悬吊核心肌群训练、等速偏瘫侧膝关节肌力训练联合悬吊核心肌群训练，对四组治疗前、

治疗 6 周末的 Berg 平衡量表（BBS）、简式 Fugl-Meyer 下肢功能评分(FMA-L )、Holden 步行功能

分级（FAC）、10m 最大步行速度和偏瘫侧膝关节伸屈肌峰力矩 PT 及其比值 H/Q 进行测定，以评

定患者的平衡功能、下肢运动功能、步行能力、步行质量及偏瘫侧下肢膝关节伸屈肌肌力及其肌力

间的平衡情况。 

结果 1.治疗前各组功能评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 6 周后四组患者 BBS、FMA-L、

FAC、PT、H/Q 及 10m 步行速度评定值均明显优于治疗前（P＜0.05）；2.训练 6 周后等速训练组、

悬吊组、联合组的上述评定值均明显优于常规康复组（P＜0.05），且联合组评定值明显优于其余 3

组（P＜0.05）。 

结论 1.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恢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增

加等速下肢肌力训练或悬吊核心肌群训练均可进一步改善偏瘫患者的步行能力，且两种训练方法联

合使用可更有效的改善偏瘫患者的步行能力。 

 
 

PU-1294 

脊髓栓系综合征术后超早期康复 

 
杨义荣 

1.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2.康复科 

3.昆明市儿童医院书林院区 

 

目的  总结脊髓栓系术后超早期康复训练效果评估。 

方法 汇总查阅网上脊髓栓系术后康复方法。脊髓栓系术后患者都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基础生命体征

平稳后给与现代康复训练和推拿 30min/次，1 次/天，共 10 天，治疗过程中采用心电监护仪实时监

测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呼吸频率的变化，并根据生命体征变化调整康复治疗强度。 

结果 超早期康复训练对肢体的运动功能有影响。 

结论 生命基础体征平稳后给与合适强度的康复治疗对脊髓栓系的肢体功能有明显的影响。 

 
 

PU-1295 

论脑瘫患儿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庄敏敏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目的 用有组织的 目的性和针对性强的系统的康复措施，使发展偏离正常或可能偏离正常的 6 岁前

的婴幼儿，在运动 感统 认知 言语 行为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有效预防和降低儿童成长发育的风险。 

方法 对如何判定那些患儿该给与早期干预和治疗呢，现列举常见几项。 

（1）高危因素（窒息 黄疸 低体重）占三项以上者，尤其是早产儿，多次查体注意身长体重，头围

胸围的变化情况。正常 6 个月以下，头围大于胸围。6 个月到 2 岁，头围小于胸围或大致等于胸围。

6 月前，头围远大于胸围疑似为巨头症，相反，头围远小于胸围疑似为小头症，尤其是 6 月前前囟

门过早闭合或 18 个月后仍未闭合者应进行康复治疗。 

（2）三个月后拇指内收 

（3）四个月时抬头不充分，竖抱时前后左右摇晃不稳者 

（4）有脑损伤造成的肌张力增高，并伴随斜颈 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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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个月是听觉诱发电位正常，但对大的声音和呼叫反应不良的高危儿 

（6）4 个月时有明显的的肢体不对成和面容不对称 比如口眼歪斜的患儿 

（7）2 个月逗不笑，不能追物，不能寻找光源。4 个月不能哈哈大笑 

结果 做到了早期干预 早发现 早治疗的高位患儿或脑瘫患儿，预后效果大大提高，致残率明显降低。 

结论 早期干预是医教结合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预防预防手段，更是一种（绿色）的环保疗法，是

每个宝宝和家长都应该完成的功课。 

 
 

PU-1296 

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剡军,李秦川 

德阳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经过康复训练后认知功能的改善情况。 

方法 将 84 例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

治疗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之上同时进行认知功能康复训练，治疗完成后使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Ｍ

ＭＳＥ），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ＭｏＣＡ）评定两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改善程度。 

结果 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简易精神状态量表（ＭＭＳＥ），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ＭｏＣＡ）评

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评分（Ｐ＜0.05），治疗组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改善程度好于对照组（Ｐ

＜0.05）。 

结论 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康复训练能够较好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 

 
 

PU-1297 

综合康复治疗在骨质疏松症所致脊柱压缩性骨折的疗效评价 

 
赵卫卫,邵晨兰 

德阳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观察骨质疏松症所致脊柱压缩性骨折的综合康复治疗疗效。 

方法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对 30 例骨质疏松症所致脊柱压缩性骨折患者采用药物及运动

疗法、脉冲电磁场( PEMFS)治疗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对照组对 30 例骨质疏松症所致脊柱压缩性

骨折患者采用药物治疗，通过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骨密度（BMD）、Barthel 指数、肌力、关节活动

度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的改变情况对比分析治疗效果。 

结果 经综合康复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骨密度（BMD）、BartheL 指数、肌力、关节活动度、汉密

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均较对照组有明显好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有助于骨质疏松症所致脊柱压缩性骨折的恢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1298 

改良式功能牵引对下肢骨折术后膝关节活动度的影响 

 
李奇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改良式功能牵引对下肢骨折术后膝关节活动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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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46 例膝关节骨折术后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康复治疗。治疗

组另行改良式功能牵引。所有患者在治疗前以及治疗 10 周后分别进行膝关节活动度测量和 Lysholm

评分。 

结果 治疗 10周后，两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和Lysholm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前，两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和

Lysholm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改良式功能牵引对下肢骨折术后膝关节活动度的改善有积极意义。 

 
 

PU-1299 

髌骨活动受限与膝关节受限 

 
林林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骨取代了前方股四头肌的肌腱，因此增大了膝关节伸膝活动时的力臂，进而增大了股四头肌的

扭矩潜力，所以说髌骨在膝关节的活动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方法 在日常治疗中，针对膝关节受限的患者，比如屈膝活动度在 60°左右受限的时候，我们只是向

下推动患者的髌骨，就会发现患者的屈膝活动度发生变化，而且患者并未感受到明显的疼痛加重，

如果结合髌骨推动同时进行屈膝活动度训练，效果会好于单纯的膝关节松动或者被动屈膝牵伸，同

时会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疼痛。 

结果 上述的运动关系，髌骨的压缩力与髌股关节的接触面都随着关节的屈曲而变大，所以单位面积

分散的压力不至于过大，所以健康的人的髌骨活动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压力的变化，一旦关节出现轻

微的移动，这种模式就会被打破，从而导致异常磨损，出现疼痛。 

结论 加强膝关节受限训练时对髌骨活动的训练比重。 

 
 

PU-1300 

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治疗老年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吴燕 

江山市人民医院,浙江省,衢州市 

 

目的 观察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治疗老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00 例符合标准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试验组

采用运动疗法联合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治疗，对照组仅采用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治疗。两组分别于治疗

前和治疗 8 周后采用西安大略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WOMAC）、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进行临床疗效观察。 

结果 课题进行过程中，试验组脱落 3 例，实际计入统计 47 例；对照组脱落 4 例，实际计入统计 46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平均身体质量指数、分级、单双侧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具有可比性。①WOMAC: 治疗前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对照组僵硬 1 项与治疗

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差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②VAS: 治疗前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差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两种方法均可改善患者的膝关节疼痛、功能及生活质量，但是运动疗法联合口服盐酸氨基葡萄

糖胶囊治疗效果优于单纯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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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1 

骨科病人术后疼痛的康复及效果评价 

 
王宇 

绵竹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探讨骨科病人术后疼痛的康复及干预效果，并应用于临床中减轻患者疼痛。  

方法 选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绵竹医院骨一科 2018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的 100 例手术后疼痛病

人随机分为实验组 50 名，对照组 50 名，对照组病人进行常规骨科临床治疗，实验组病人进行常规

临床治疗外，跨学科康复团队介入，对病人进行疼痛相关的健康宣教，物理因子治疗及运动疗法等

实施疼痛干预。分别在术后当天，术后第三天，术后一周进行问卷调查，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评分)，

五点口述分级评分( VRS–5 评分)对康复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实验组 50 例病人认为康复治疗师对其很好地介绍了疼痛相关知识，采取针对疼痛的物理因子

治疗，帮助其缓解了疼痛症状,病人满意度 100%，术后有 3 例病人因疼痛剧烈而使用了药物阵痛，

其余 47 例病人未使用药物阵痛，镇痛药物使用率仅 6%，明显优于对照组 32 人术后因疼痛采取药

物阵痛，镇痛药物使用率 64%。且实验组在术后当天、术后第三天、术后一周进行的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 评分)，五点口述分级评分( VRS–5 评分)均比对照组明显偏低，且不同时间点的视觉模糊评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随着手术后康复时间的增加,病人的疼痛状况明显减轻。 

结论 通过综合性的有效的康复措施对疼痛进行干预,骨科病人术后疼痛可得到显著减轻，有利于提

高患者术后康复训练积极性及参与度，有助于加速康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302 

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特点 

 
李飞翔,赵阳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目前，肠道微生物群在改变宿主健康状态中的潜在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新的证据表明

肠道微生物群与各种疾病之间的联系，包括结直肠癌、肝硬化、关节炎、2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已经发现了一些针对这些疾病的微生物生物标志物，粪便微生物靶向策略被推荐为早期诊断和治疗

不同疾病的有力工具。高血压是全球最流行的心血管疾病之一，但道菌群是否参与高血压疾病的发

生发展仍大部分未知。故此次主要研究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特点。 

方法 筛选了符合标准的 20 名健康对照，23 名高血压前期的患者，30 位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并对

其粪便微生物群进行了分析。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我们发现病例组微生物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显著下降，其中普雷沃菌属占主

导地位肠型，通过宏基因组学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明显的发现，病例组中细菌的种类下降，然而普雷

沃菌属和克雷伯菌属的丰度增加。出乎意料的是，高血压前期组的微生物特征与高血压组相似。 

结论 原发性高血压或高血压的宿主代谢变化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密切相关。 

 
 

PU-1303 

早期康复介入对膝关节置换术的预后影响 

 
乔鸿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早期康复介入对膝关节置换术的预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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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膝关节是人体结构最大且最复杂的滑车关节，由股骨、胫骨及髌骨构成，膝关节的关节囊较松

驰而薄弱，其稳定性主要由附着在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来维持，前方由股四头肌的肌腱延伸为髌韧带，

后方有髌斜韧带，内侧有胫侧副韧带，外侧有腓侧副韧带，关节内部有前、后交叉带加固，有半月

板加深关节窝，缓冲、保护膝关节。由于反复的劳累、磨损、外伤或退行性病变等极易引起膝关节

的骨性关节炎，严重得甚至影响上下楼梯，步行和日常生活。 

结果 对于严重的膝关节炎在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患者往往会选择膝关节置换，然而一些患者在术

后早期由于某些原因没有介入康复，使关节的活动度不能达到正常的功能影响生活。因此早期介入

康复对于患者的预后有极大影响。 

结论 对于早期膝关节置换术也有一套规范化的流程：首先在术后的 24-48 小时的急性肿胀期内，以

降低组织渗出，止痛减降水肿为主要目的，可以适当施以冰敷，抬高患肢等措施，也可使用 cryocuff-

冷敷加压套等设备控制肿胀，为之后的 ROM 训练做准备；其次在术后 2-4 周的炎症期，因为在这

段时间内会出现大量的纤维和增生组织，我们可以在不引起关节活动和疼痛的前提下，做一些股四

头肌的等长收缩；在术后 4-6 周的纤维化期，以不引起疼痛的被动关节活动为主；最后在术后 3-6

个月的晚期，以股四头肌的等张收缩和腘绳肌的力量训练为主，在扩大膝关节的关节活动度的同时

也要加强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增强期稳定性。 

 
 
PU-1304 

针药结合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晴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针药结合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针药结合组及药物组，各 30 例。针药结合组：采用针

刺+药物两种方法综合治疗。药物组单纯用药物治疗。疗程：针刺：每周连续针刺 5 次，休息 2 天

再继续针刺；药物按上述方法连续服用。一周为 1 个疗程，观察周期为 3 个疗程。观察指标采用《颈

性眩晕症状与功能评估量表》（ESCV)，疗效评定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 6 月发布的《中

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观察各组疗效，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针药结合组的总有效率（93.33%）明显优于药物组（7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针药结合组 ESCV 评分的上升值与药物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针刺与药物两者结合治疗颈性眩晕，能较好的发挥协同作用，为临床上治疗颈性眩晕提供了一

种有效途径，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PU-1305 

三字经推拿手法治疗小儿外感咳嗽疗效观察 

 
宁文文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小儿外感咳嗽属于中医―咳嗽‖范畴。由于小儿脏腑娇嫩, 形气未充,卫外功能较弱,不耐邪侵,感

邪后易缠绵难愈,故临床上颇为棘手。笔者运用三字经派推拿手法治疗外感咳嗽患儿获得满意疗效,

现报道如下。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月来本院门诊就诊的小儿感冒后咳嗽患儿 113 例。按就诊先

后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56 例,男 30 例,女 26 例；年龄最小 8 个月,最大 6 岁,平均 3.6 岁；病

程 7～25 d,平均 17 d。对照组 57 例,男 32 例,女 25 例；年龄最小 7 个月,最大 6 岁,平均 3.8 岁；

病程 7～26 d,平均 19 d。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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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中医认为,小儿脏气清灵,少受七情六欲的影响,经气流畅, 推拿效果好。三字经派传统推拿认为

最适宜人群是 6 岁以下的。儿童,故而我们选择 6 岁以下的小儿进行对照观察。小儿推拿三字经派

起源于山东,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是当今山东小儿推拿三大学派之一。其学术特点是取穴少,善用独穴,

一般只推左上肢肘以下穴位,推时长,手法简,疗效高,在国内颇有影响[2]1。古人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

像―旭日东升‖,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颅囟经·脉法》中说：―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

所以小儿外感后易从热化,现代有人研究小儿阳性体质,易热易发烧易惊风,一般少有寒、虚体质,即使

是受了风寒, 也容易入里化热,因此所患病中热病为多[3]。三字经派推拿理论也认为小儿外感咳嗽以

肺热为主因,其他证型极少,故推拿治疗小儿外感咳嗽的原则是清热宣肺、化痰止咳。运八卦宽胸顺气

化痰,清肝肺、清天河水以清肺、化痰,二马补肾化痰,小横纹善化湿痰[2]44。二马不是三字经派小儿

外感咳嗽的常规用穴,是笔者在临床治疗中发现,常规应用此穴具有化痰明显、患儿症状改善快的特点；

三字经的原文中记载二马有化肺之宿痰的作用,二马功同六味地黄丸,具有滋阴补肾的作用。 

结论 现代有人根据六味地黄丸滋补肾阴的作用,研究发现滋补肾阴能够促进咳嗽患儿生长发育及提

高患儿的免疫功能,将其用于小儿咳嗽变异性支气管哮喘的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4],这也许是二马

在小儿外感咳嗽起效的佐证。本临床观察显示,三字经派小儿推拿在治疗小儿外感咳嗽中治愈率明显

优于药物治疗,并且起效快速,治愈率高。 

 
 

PU-1306 

广场舞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的疗效研究 

 
冯志鹤,张莉,廖维靖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慢阻肺是目前全球第四大致死原因，许多人长期受其影响。慢阻肺患者因肺功能受损，存在着

运动耐力下降、呼吸困难、日常活动受限等问题。有氧运动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慢阻肺患者的运动

耐力，广场舞作为一种新兴的运动方式，深受中老年人喜爱，但其在慢阻肺康复中的应用仍不多见。

本课题旨在探索广场舞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后患者的疗效，并比较广场舞和下肢有氧训练疗效的差别。 

方法 将 43 例慢阻肺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下肢组、广场舞组三组进行肺康复训练，除常规治疗外，

对照组仅进行呼吸训练，包括―腹式-缩唇‖呼吸模式训练、呼吸肌抗阻训练、借助呼吸训练器进行的

呼吸训练三部分；下肢组进行呼吸训练及下肢有氧训练，呼吸训练方法与对照组相同，下肢有氧训

练使用康复脚踏车进行，训练时使用指脉氧仪监测患者的心率及血氧饱和度，训练强度以心率为依

据，靶心率计算方法为（170-年龄（岁）），训练每天 3 组，每组 6 分钟，达靶心率后维持至少 5

分钟；广场舞组进行呼吸训练及广场舞训练，呼吸训练方法与对照组相同，广场舞配乐使用南泥湾

（梦之旅合唱版），音乐速度约 72 拍/分钟，广场舞动作共 13 个 4 拍，上肢动作包括肩关节前屈/

后伸、内收/外展；肘关节屈曲/伸展，以及各关节多方向上的复合动作；下肢动作包括原地踏步及前

后向/左右向迈步动作。肺康复训练持续一个月。训练前后使用―慢阻肺评估测试（CAT）‖、 ―6 分钟

步行试验（6MWT）‖对训练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组内比较，治疗前后各组 CAT 评分均有显著差异（P＜0.05），其中对照组平均降低（2.71±0.61）

分，下肢组平均降低（5.64±0.74）分，广场舞组平均降低（4.87±0.74）分；治疗前后各组 6MWT

结果亦有显著差异，其中对照组治疗后 6MWD 较治疗前平均提升（8.57±6.39）m，下肢组平均提

升（67.07±12.74）m，广场舞组平均提升（42.13±5.08）m。组间比较，治疗后对照组与下肢组、

对照组与广场舞组的 CAT 评分及 6MWT 结果均有显著差异（P＜0.05）。下肢组与广场舞组上述评

分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呼吸训练无法有效提升患者的运动耐力，下肢有氧训练或广场舞训练均可提高患者的运动耐力，

改善生活状态，二者对运动耐力的提升并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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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7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激光穴位治疗偏瘫足下垂及足内翻的疗效 

 
李彤 

大连港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促进偏瘫患者踝背曲及外翻，纠正偏瘫患者足踝功能，促进行走功能康复。 

方法 将 50 例脑卒中患者存在足下垂及足内翻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运动疗法，实验组在运动疗

法基础上电刺激联合激光穴位治疗。患者共治疗 2 个疗程，15 次一疗程。患者治疗前后采用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量表（FMA）、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量表

（FAC）评估。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评估均有明显改善，但实验组改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5。 

结论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激光穴位治疗方法对偏瘫足下垂及足内翻有明显改善患者行走的能力。 

 
 
 
 

 
PU-1308 

B 超引导下外周神经电刺激对脑卒中低肌张力患者 

上肢功能的影响 

 
李蕊,魏鲁刚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分析探讨脑卒中低肌张力患者在 B 超引导下外周神经电刺激的临床对照研究。 

方法 选取2014 年 3 月到 2015 年 3 月到我院进行脑卒中低肌张力治疗患者 40例作为具体的研究对

象，随机进行分组，其中对照组为 20 例，研究组为 20 例。给予对照组采取一般常规康复治疗方法，

训练的方法主要包括运动法、按摩法以及作业疗法三种。给予研究组患者在一般康复治疗的基础上

采用 B 超引导下外周神经电刺激治疗方法。分析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 1 周、2 周、3 周以及 4 周后

肌力、肌张力的变化情况。 

结果 1.两组患者在治疗前，肌力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但在治疗 1 周、2 周、3 周以及 4 周

之后，两组肌力均出现变化，研究组的肌力升高较对照组更为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2. 在

治疗前 1 周、2 周以及 3 周内，研究组肌张力提高百分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具备统计学意义。

在治疗第四周后，两组患者肌张力提高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于脑卒中低肌张力患者来说，采用 B 超引导下外周神经电刺激治疗效果良好，可明显提高患

者的肌力及肌张力，促使运动功能得到恢复，是一种良好的治疗方法，值得在临床中大力推广应用。 

 
 

PU-1309 

任务导向性姿势控制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 

姿势控制能力的影响 

 
郄淑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任务导向性姿势控制训练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CST）对于改善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

（CNLBP）患者姿势控制能力及缓解疼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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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共有 58 例 CNLBP 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 27 例，女性 31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

为 A 组核心稳定性训练组（21 例）、B 组任务导向性姿势控制训练组（18 例）和 C 组任务导向性

姿势控制训练+核心稳定性训练组（19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理疗，A 组应用挪威 Redcord 公

司的 Neurac 训练装置进行核心稳定性训练 30min/次，每天 2 次，每周 5 天。B 组应用三维平衡姿

态控制训练系统进行任务导向性姿势控制训练，30min/次，每天 2 次，每周 5 天。C 组核心稳定训

练和任务导向性姿势控制训练每天各 1 次，30min/次，每周 5 天，连续 6 周。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3 周、治疗 6 周时对患者进行功能评定。使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价患者疼痛程度，使用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DI)评价患者功能障碍程度，使用表面肌电仪记录姿势性任务时同侧腹横肌相应的脉

冲启动时间（ms）以及与三角肌启动时间的关系来评价患者的姿势控制能力，记录同侧腹横肌预先

激活的试验次数。 

结果 ①治疗 3 周、6 周时三组 VAS 评分及 A、C 组 ODI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P<0.01），

治疗 6 周时 B 组 ODI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治疗 6 周 C 组 VAS、ODI 评分较 A 组、

B 组显著改善（P<0.05），A 组和 B 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②各组治疗 3 周时 C 组 iTrA 预先激活次数较治疗前显著性增高（P<0.05）。治疗 6 周时各组较治

疗前显著增高（P<0.05，P<0.05，P<0.01）。治疗 6 周时 C 组较 A、B 组显著增高（P<0.01）。 

结论 任务导向性姿势控制训练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可以显著减轻CNLBP患者的疼痛及改善躯干的

姿势控制能力。 

 
 

PU-1310 

针刺联合运动疗法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廖伯秀

1
,胡月

2
 

1.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2.武汉体育学院校医院 

 

目的 本研究采用临床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综合比较针刺结合运动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与

单纯针刺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的疗效差异，为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思路。 

方法 本研究目标人群来自 2015 年 3 月-2015 年 11 月在武汉体育学院校医院就诊的患者，筛选出

符合纳入标准的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 20 名，按照 1:1 的比例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对照组各

10 名。实验组给与针刺联合运动训练，对照组仅仅给与针刺治疗，针刺操作及疗程两者均相同。两

组患者每周均治疗 3 次，每周一、三、五为治疗时间，周六周日休息，5 次治疗为 1 个疗程，共治

疗 2 个疗程。在第 1 个疗程结束和第 2 个疗程结束后，患者均进行疼痛评分(VAS 评分表)、Oswestry

腰痛功能障碍指数(ODI)、JOA 腰痛评分三方面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前、治疗后组内和组间评分比较,

客观评价疗效差异。在第 1、2 个疗程结束后，进行统计数据，建立数据库，运用 spss17.0 进行分

析。 

结果 1.治疗前两组一般资料和各项指标基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具有可比性。2.

组内定量疗效比较:将两组各自治疗前 VAS、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JOA 评分分别与治疗 1 个疗

程后和治疗 2 周后的这两个评分进行比较，经配对 t 检验，评分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

组间定量疗效比较:将两组治疗 1 周后 VAS、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JOA 评分分别进行比较，经

配对 t 检验，VAS 评分变化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JOA 评分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4. 组间定量疗效比较:将两组治疗 2 周后 VAS、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JOA 评

分分别进行比较，经配对 t 检验，三个评分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两组总疗效比较:针刺

结合运动疗法组与单纯针刺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针刺结合运动疗法以及单纯针刺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均有效,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及临床症状。2.短期内,针刺结合运动疗法较单纯针刺疗法对疼痛的改善效果更好,对整体症状、体征

以及肢体功能的改善效果两种疗法没有差异。3.两次疗程结束后,针刺结合运动疗法对疼痛、整体症

状、体征及肢体功能的改善均优于单用针刺治疗。4.针刺结合运动治疗总体疗效优于单用针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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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1 

小儿习惯性髌骨脱位早期复合软组织矫正对髌股关节发育的影响 

 
武恒敏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目的 术中通过复合软组织矫形方法治疗小儿习惯性髌骨脱位并随访 1 年，收集患儿术前术后膝关节

CT 资料，观察患儿术前髌骨与滑车是否具有相关性以及术前、术后 1 年两者各项指标对比是否具有

差异性，并探讨在习惯性髌骨脱位的患儿中，髌骨与滑车形态在发育时期的关联性以及早期行髌骨

复位对髌股关节发育影响的必要性。 

方法 回顾我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诊断为小儿习惯性髌骨脱位患者 7 例，手术方式采用

髌股外侧支持带及股直肌外侧广泛松解+髌腱转位+内侧关节囊紧缩。术前、术后 1 年均行 CT 三维

重建，将术前髌骨数据与滑车数据行相关性分析，观察两者发育是否具有相关性，再将两者术前术

后 1 年各项资料对比，观察股骨滑车及髌股关节形态改变情况。 

结果 观察术前滑车深度、内外侧滑车匹配、滑车角度、髌骨内外侧面比例、髌骨内外侧面所成角、

髌骨-滑车适配角等指标，得出术前内外侧滑车匹配与髌骨内外侧面角度存在相关性（P＜0.05），

且为正相关（r＞0），再对比观察以上所有指标术前及术后 1 年资料，得出以上指标术前术后均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髌骨运动轨迹对小儿早期髌股关节发育有一定影响力，髌骨与股骨滑车在发育期中互为影响，

对于习惯性髌骨脱位患儿，早期行软组织矫形恢复髌骨运动轨迹，给予髌骨及滑车提供了良好的重

塑环境，降低了后期髌股关节严重畸形的可能性。 

 
 

PU-1312 

悬吊训练对 LBP 患者疼痛、残障、肌力和焦虑的影响 

 
王万宏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悬吊运动训练是一种运动感觉的综合训练系统，强调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进行运动，可加强躯干

肌肉的力量和耐力，髋部深层肌肉力量，提高身体在运动中的平衡，控制能力和稳定状态[-]。大多数

研究都是有通过功能性主观量表来评估 LBP 效果，很少研究测量运动干预对 LBP 患者肌肉力量和

焦虑情绪的影响。本研究主要是观察悬吊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腰背痛患者疼痛、残障、肌力、焦

虑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在我院康复科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门诊诊治的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 40 例作为

研究的对象。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的病程和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等一般资料均无统

计学的意义（p>0.05）。将 40 例慢性非特异性的下腰背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0 人，观察

组用悬吊训练，对照组在治疗床上进行核心稳定性训练。通过视觉模拟疼痛量表（VAS）、oswesty

（残疾量表）、背伸肌肌力及 SAS（焦虑自评量表）的测定，分别在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评

价。 

结果 治疗 6 周后，两组患者均 VAS 评分、oswesty 指数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且观察组

降低程度高于对照组（P<0.05）。 两组的偏瘫患者在治疗前的比较，背伸肌肌力、SAS 评分其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后，两组的背伸肌肌力、SAS 评分较治疗前同组相比较有显

著性的提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在上述的 2 个量表评分的提高程

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显著的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两组患者均减轻了疼痛及增加背伸肌肌力，同时患者也增加了身体的稳

定性与协调性，改善了生活质量，心理方面也变得更加积极。并且，观察组患者的 VAS、OD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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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伸肌肌力及焦虑评分的改善高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显著的有统计学意义（P<0.05）。故

悬吊训练可以积极的改善 LBP 患者疼痛、残障、肌力和焦虑，值得临床普及推广。 

 
 

PU-1313 

核心肌群稳定性训练结合针刺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研究 

 
王欣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核心肌群稳定性训练结合针刺对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影响。 

方法 将 84 例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2 例，治疗组给

予核心肌群稳定性训练结合针刺，对照组仅给予针刺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1 个月后、治疗 2

个月后和 3 个月随访时对患者进行 VAS 和 ODI评分。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 VAS 和 ODI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个月、2 个月

及 3 个月随访时，2 组患者 VAS 和 ODI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 1 个

月、2 个月后，治疗组患者 VAS 和 ODI评分分别为（3.14±1.24）分、（1.10±0.79）分和（15.21±2.88）

分、（9.29±2.08）分，优于对照组（3.36±1.32）分、（2.02±0.84）分和（16.38±3.15）分、（10.21±2.24）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治疗 2 个月后患者 VAS 和 ODI评分与 3 个月随访时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 2 个月后患者 VAS 和 ODI 评分与 3 个月随访时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 

结论 核心肌群稳定性训练结合针刺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疗效优于单纯针刺治疗，且疗效具有持续

性。 

 
 

PU-1314 

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缺血性卒中后上肢运动 

功能障碍的影响 

 
程焱,胥方元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目的 观察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缺血性卒中后患者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60 例缺血性卒中后上肢偏瘫患者随机分为高频组（n=20），低频

组（n=20），对照组（n=20）。三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高频组与低频组采用 rTMS 刺激健侧皮

层 M1 区，对照组采用假刺激。治疗后采用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FMA）、运动诱发电位

（MEPs）、改良 Barthel 指数（MBI）、握力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高频组与低频组患侧 MEPs 振幅均显著升高（p＜0.001），高频组与低频组 FMA 评

分、MBI评分、握力显著优于对照组（p＜0.001），低频组患侧 MEPs 振幅升高程度及握力优于高

频组（p＜0.001）。 

结论 rTMs 刺激健侧皮层 M1 区可改善缺血性卒中后偏瘫上肢的运动功能，且低频刺激优于高频刺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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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5 

机械振动波治疗瘢痕组织增生疗效观察 

 
苏振南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增生性瘢痕严重影响患者美观、导致功能障碍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限、低自尊等。在创伤后

适时有效地应用各种物理因子如超声波等治疗处理创面，可使瘢痕软化，消除或缓解某些不适症状，

有效预防或减轻瘢痕增生。本研究拟观察在压力疗法的基础上辅以机械振动波治疗烧伤后增生性瘢

痕的临床疗效，为临床烧伤康复提供参考。 

方法 1.1 一般资料２０１6 年 12 月～ ２０１8 年 1 月在我院治疗的烧伤患者 4０ 例，烧伤面积５

０％ ～ ９０％ ，烧伤程度：深Ⅱ ～ Ⅲ 度。８０ 例患者随机分为２ 组各 2０ 例。① 观察组，男

16 例，女４ 例；年龄１８ ～ ５９ 岁，平均（３５ ．３ ±２ ．５）岁；病程１ ．５ ～ ２５ ．５ 个

月，平均（６ ．２ ± ３ ．７）个月。② 对照组，男 13 例，女 7 例；年龄１８ ～ ５９ 岁，平均（３

３ ．４ ± ４ ．３ ）岁；病程１ ．５ ～ ２５ ．５ 个月，平均（５ ．９ ±３ ．２）个月。２ 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对照组进行常规的压力疗法，所有的压力衣均采用高弹纤维材料，根据患者的体形及肢体

大小量身定做，分别在两侧边缘缝上拉链置于瘢痕上扣紧，配戴前保持皮肤的清洁，嘱患者每天持

续配戴至少２３h ，在洗澡时取下，洗完后又戴上，共配戴４ 周。观察组在常规的压力疗法基础上，

再进行机械振动波治疗。进行超声波疗法，使用 SONOPULS 190 型双频超声波治疗仪，通断比５

０％ ，频率为 1MHz ，平坦区选用大声头治疗，凹凸不平区选用小声头治疗，剂量为 1.5-2.0W／

cm２ ，探头置于瘢痕处，探头与皮肤之间涂以耦合剂，采用直接接触瘢痕缓慢移动法，移动速度

２ ～ ４cm／s ，15min ，每天１ 次。 

1.３评定标准 治疗前后进行温哥华瘢痕量表（Vancouver Scar Scale ，VSS）评分，包括瘢痕的

色泽、厚度、血管分布及柔软度４个指标，量表总分１５ 分，评分越高表示瘢痕越严重。 

1.４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１７ ．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t 检验，

以 P ＜ ０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４ 周后，观察组 VSS 各项评分及总分均较治 

疗前及对照组明显下降（P ＜ ０ ．０５ ，０ ．０１） ，对照组 VSS 各项评分及总分较治疗前有

所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压力疗法联合机械振动波治疗烧伤后增生性瘢痕的患者，临床效果安全可靠。 

 
 

PU-1316 

智能脉冲枪联合肌内效贴治疗脑卒中后患者肩关节疼痛的 

临床疗效观察 

 
贾万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脑卒中后患者常出现肩关节疼痛,目前临床上有很多治疗可以缓解疼痛,但是还没有系统治疗肩

痛的治疗指南,脉冲枪以及肌内效贴都是常用的治疗疼痛的手段,本研究是观察智能脉冲枪联合肌内

效贴治疗脑卒中后患者肩关节疼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66 例脑卒中后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对照组患者给予肩关节常规关

节松动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针对肩峰及周围压痛点辅以智能脉冲枪整脊治疗，并进行肌内

效贴贴扎治疗。上述治疗脉冲枪每天进行 1 次，每次 8 分钟，共持续治疗 14 d。于治疗前、治疗 14 

d 后分别采用疼痛评分、关节活动度测量(ROM)对 2 组患者肩部疼痛、活动范围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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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肩部疼痛 VAS 评分及活动度（ROM）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发现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疼痛 VAS 评分[分别为(2．53±0．63)分、(2．92±0．89)分]、活动

度（ROM）[分别为(23．70±2．87)％、(25．02 土 2．92)％]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并且上述指标

均以观察组患者的改善幅度较显著，与对照组问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智能脉冲枪整脊联合肌内效贴治疗脑卒中后患者肩关节疼痛病具有协同作用，能进一步缓解脑

卒中患者肩部疼痛，改善其肩关节活动功能，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317 

温针灸联合运动疗法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的疗效观察 

 
丛文娟

1,2
,王波

2
,娄强

1
,焦成渠

1
,杨洪友

1
,刘自兵

2
,郑遵成

1
 

1.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2.安徽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温针灸联合运动疗法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chronic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CNLBP）

患者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78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9 例。治疗

组采用温针灸联合主动运动康复训练，对照组采用单纯主动运动康复训练，隔天治疗一次，以 7 次

为一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采用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DI）和视觉疼痛评分（VAS）测定，

对患者的疼痛以及腰部功能进行评价，观察其疗效。对所得数据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过程中对照组有 2 例脱落。2 个疗程后，治疗组 VAS 评分及 ODI 评分（4.92±0.76；

28.36±2.86）均比治疗前（0.88±0.60；8.42±2.30）显著改善（P＜0.01），对照组 VAS 评分及 ODI

评分（4.70±0.80；27.64±2.86）均比治疗前（2.33±0.87；17.68±4.16）显著改善（P＜0.01）；且

治疗组 VAS 评分及 ODI评分（4.04±0.68；19.96±3.67）明显低于对照组（2.32±0.99；9.96±5.25）

（P＜0.001），治疗组总有效率 92.31%，对照组总有效率 75.68%，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温针灸联合主动运动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改善 CNLBP 患者的疼痛程度，且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

纯明年主动运动康复训练。 

 
 

PU-1318 

内热针治疗非特异性下腰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孙美玲 

山东省交通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采用内热针疗法及热磁理疗对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进行治疗，通过对比治疗前后患者的视觉模

拟评分(VAS), JOA 下腰痛评分、红外热温度等指标，探讨内热针治疗下腰痛的临床疗效，为内热针

疗法的临床应用提供支持。 

方法 以 30 名腰痛患者为内热针治疗组，18 名腰痛患者为热磁治疗组治疗组均为慢性腰痛患者。纳

入标准：病程持续 6 个月以上，伴或不伴有下肢放射痛，无间歇性跋行，无神经根受累症状(如神经

根痛、反射消失、感觉丧失、及肌肉功能障碍等)。内热针治疗组采取内热针治疗:分下腰段(L4-S1)

和腰骼段(S1- S3)进行治疗，每个部位治疗 1 次，间隔 4 天，每次均定位 10 个进针点，采用 1.1mm 

*100mm 的一次性内热针。经消毒、局麻后，常规直刺。全部进针完毕后，定时加热 20min。热磁

治疗组:使用热磁仪对下腰部区域进行治疗，治疗温度 40 0C，治疗时间 20min，每周 6 次，共 2 周。

观察指标治疗前及治疗后 14 天分别观测患者 VAS, JoA、红外热温度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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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内热针组治疗后 14 天 VAS 评分比治疗前降低(P<0.01)，且随治疗后时间延长患者 VAS 评

分降低(P<0.01)；热磁组治疗后 14 天 VAS 评分比治疗前降低(P<0.01)；内热针组治疗后 VAS 评分

低于热磁组(P<0.01)；2)内热针组治疗后 14 天 JoA 评分比治疗前增高(P<0.01)，且 JoA 评分随治疗

后时间延长增高(P<0. 05 )；热磁组治疗后 14 天 JoA 评分比治疗前增高(P<0.01)；内热针组治疗后

JoA 评分高于热磁组(P<0.01)；3）内热针组及热磁组治疗前红外热成像温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 ) ；

内热针组治疗后红外热成像温度比治疗前降低(P<0.05)；热磁组治疗前后红外热温度无明显变化

(P>0.05)。 

结论 （1）内热针疗法减轻了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的疼痛；（2）内热针疗法能够缓解患者腰背部异

常高温，改善局部微循环，对非特异性下腰痛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PU-1319 

谐振疗法对脑卒中患者肩痛的影响 

 
刘迪迪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谐振疗法治疗脑卒中患者肩痛的作用和效果。 

方法 1.1 临床资料。将符合标准的 60 例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常规训练组，A 组）、谐振组（常

规训练+谐振训练组，B 组），每组 30 例。 

1.2 方法。 

1.2.1 常规治疗组采用常规缓解肩痛的训练，包括物理治疗（蜡疗、中药药透、肌效贴等）、针灸

推拿法以及运动治疗等。 

1.2.2 谐振治疗组由康复治疗师每次常规缓解肩痛的训练后进行谐振治疗：针对患者肩痛情况，选

取合适的体位(坐位双手按压在机器上) 、频率(10-14Hz) 、时间（3 分钟/组，5 组）。 

1.2.3 疗效评价：前后评估及制定方案需同一名治疗师进行，本方案所有误差为制定方案的差异性，

此误差暂不作考虑。2 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30d 后采用简化 McGill 疼痛问卷（SF-MPQ），功能独

立性评定（FIM）量表，偏瘫手功能级的评定表，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Barthel 指数评定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进行全面评估。 

1.3 对比两组患者的康复训练依从性以及康复效果。 

疗效判定分三个级别。有效：患者经过治疗后达到预期治疗效果，治疗有效。好转：通过治疗后，

病情有所缓解，初步达到治疗效果。无效：康复治疗后，患者无明显改善。治疗总有效率＝（有效

例数＋好转例数）／治疗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17.5 统计软件包对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好转率以及治疗依从性等数

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Ｘ
２

检验，Ｐ＜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谐振治疗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62.23％、好转率为 29.65％，总有效

率为 96.45％，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的治疗有效率 53.25%、好转率 25.44％以及总有效率 80.21％

（Ｐ＜0.05）。 

结论 谐振治疗在患者肩痛的治疗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提高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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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0 

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规范康复流程的行动研究 

 
袁光辉 

株洲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师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评估和康复治疗中存在的问题，在行动中不

断规范康复治疗师的康复评定和治疗方法。 

方法 采用行动研究法，在识别问题后，按照―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螺旋循环过程，制订脑卒中吞

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康复评定和治疗方案，并采用―典型个案抽样‖的方法，抽取株洲市中心医院

36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按照康复治疗规范流程进行为期 2 个月（2016 年 10～12 月）的吞咽治

疗，探讨进行吞咽障碍患者规范康复流程的临床效果。 

结果 规范康复流程从进行吞咽功能评估、吞咽康复治疗、注意事项及健康宣教 4 个阶段来提供康复

治疗，每个阶段从观察要点和实施要点 2 个方面来具体实施治疗方案；比较 36 例患者干预前后洼田

饮水试验的分级（t=-12.311,P=0.0000）、经口摄食功能量表分级（t=-11.914,P=0.0000）、GUSS

吞咽功能评估表得分（t=-6.105,P=0.0000）、健侧肱三头肌皮褶厚度（t=-5.073,P<0.001）、健侧

上臂围度（t=-4.211,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规范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康复治疗流程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减少患者饮水呛咳和误吸

的风险，改善其营养状况。行动研究法的螺旋循环模式，可促进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参与研究与实

践，使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康复治疗实践能够更加适用于临床，提高康复治疗效果。 

 
 

PU-1321 

盆底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排尿障碍的疗效观察 

 
李颖,陈卓,廖维靖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观察盆底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排尿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40 例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患者行盆底磁刺激加盆底肌训练，对照组

患者仅进行盆底肌训练。治疗前后分别采用排尿日记、膀胱过度活动症状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对两

组患者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排尿日记、膀胱过度活动症状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

（P < 0.05），且观察组各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盆底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尿失禁疗效显著，且简单易行，安全可靠，值得进一步推广。 

 
 

PU-1322 

针对脑卒中康复期患者留置尿管尽早成功拔管的处理策略 

 
张文娟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脑卒中康复期患者可应用间歇导尿成功拔除留置尿管的方法。 

方法 以神经源性膀胱理论知识为基本框架，以膀胱排尿障碍之饮水计划为前提，脑卒中留置尿管的

患者，在病情不需要且无泌尿系感染的情况下，都给予尽早拔除尿管，恢复自主排尿。入院后给予

尿常规检查，在无泌尿系感染的情况下尽早给予膀胱容量与压力测定，评估患者膀胱的一般情况，

了解患者膀胱内尿液量所产生的感觉和膀胱的压力情况，确定患者排尿障碍的类型。拔尿管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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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行排尿，可制定饮水计划和导尿点，给予间歇导尿术协助排空膀胱。根据残余尿量制定导尿

次数，随着残余尿量的减少，导尿次数由最初的 5-6 次/日，逐渐减少为每日 1 次于睡前排空膀胱。

残余尿量在正常范围内可停止间歇导尿。间导过程中，如果患者膀胱感觉正常，可排出部分尿液且

残余尿量少于排出尿液，不必给予制定饮水计划，但禁止患者晚 20:00 以后饮水。在脑卒中患者拔

管后也可给予相应处方的膀胱治疗仪治疗。通过低频电刺激改善膀胱逼尿肌和括约肌的协同作用，

改善排尿障碍，使之自主排尿。 

结果 脑卒中康复期患者留置尿管拔除后，排尿障碍者可采取间歇导尿的方法协助排空膀胱，避免了

再次留置尿管，减少泌尿系统感染，减少院内感染的发生，提高了留置尿管拔管的成功率。 

结论 脑卒中康复期患者长期留置尿管拔管后仍排尿障碍者，应用间歇导尿的方法，提高了拔管的成

功率，避免了带管生活带来的生理，心理及日常社交的痛苦和不便，加快了患者的康复进程，有效

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323 

应用美国国家吞咽障碍食物标准对吞咽障碍患者市 

售饮品适用性调查 

 
郑方圆 

江山市人民医院,浙江省,衢州市 

 

目的 分析常见市售饮品的浓稠度对应美国国家吞咽障碍食物标准（National Dysphagia Diets,NDD）

的等级，并为吞咽障碍患者的饮食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常见市售饮品，包括碳酸饮料、果蔬汁、茶、咖啡、豆制饮品、乳制饮品中每个种类各 3

种品牌，在室温 25 度下采用美国 Brookfield RVDV2 粘度计测量饮品的粘稠度值，应用美国国家吞

咽障碍食物标准（National Dysphagia Diets,NDD）比对测量结果并找到各自对应的等级。 

结果 碳酸饮料，果蔬汁，茶，咖啡、豆制饮品、乳制饮品中的养乐多、优酸乳、燕麦牛奶、木瓜牛

奶类饮品分级为 NDD 稀薄样，米浆、奶制品中的酸奶和优乳酪类饮品分级为 NDD 果露样。 

结论 调查的常见市售饮品粘稠度为 NDD 稀薄样和果露样，对于需要进食蜂蜜样及匙稠度食物才安

全的吞咽障碍患者，需要在饮品中加入增稠剂。 

 
 

PU-1324 

A 型肉毒毒素肌肉注射联合经皮神经肌肉电刺激对卒中 

后肩痛的临床研究 

 
唐海燕,胥方元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目的 观察 A 型肉毒杆菌毒素肌肉注射联合经皮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肩痛患者的疗效和患

肢的康复效果。  

方法 28 脑卒中后肩痛患者，随机分为 A 型肉毒毒素肌肉+经皮神经肌肉电刺激+常规康复训练（A

组）、经皮神经肌肉电刺激+常规康复训练（B 组），A 型肉毒毒素肌肉+常规康复训练（C 组），

于治疗前、治疗后 1 周、治疗后 4 周比较 3 组患者治疗前后 VAS 评分、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定、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MBI和肩关节活动度 ROM，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前的 VAS 评分、FMA 评分、MBI 评分、肩关节活动度测定较治疗后均有改善，

而且 A 组的各项评分显著优于 B 组、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A 型肉毒杆菌毒素注射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肩痛患者具有满意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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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5 

呼吸功能训练联合针刺治疗对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卢建丽,王美,申晓光,谢鹏程,韩振萍,马将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呼吸功能训练联合针刺治疗对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影响。 

方法 将 90 例吞咽功能障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对照组、针刺组和综合组，每组 30 例。3 组

患者均给予常规吞咽功能训练，在此基础上，针刺组辅以针刺治疗，综合组给予针刺治疗和呼吸功

能训练。治疗前及治疗 3 周后采用洼田饮水试验、标准吞咽功能评分（SSA）、视频透视吞咽检查

（VFSS）评分对疗效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3 周后，综合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及针刺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3 周后，各组患者 SSA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VFSS 评分较治疗前升高（P<0.05）。与对照组相

比，SSA 评分针刺组（23.9±3.60）和综合组（20.23±3.48）均低于对照组（27.0±3.9），VFSS 评

分针刺组（7.12±1.5）和综合组（9.08±1.34）均高于对照组（4.25±1.47），且综合组 SSA 评分明

显低于针刺组，VFSS 评分明显高于针刺组（P<0.05）。 

结论 呼吸功能训练联合针刺治疗可明显提高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综合治疗优于单一的

常规吞咽训练及常规吞咽训练加针刺治疗，值得临床推广。 

 
 

PU-1326 

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进展 

 
李琴

1
,李怡

1
,张剑

1
,陈嘉卿

2
 

1.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2.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实践中摸索一条简单实用的、可以训练多方面认知损害的方法，有效提高患者认知障碍康复

效果。 

方法 通过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得出目前需要继续找出一种方法可以防治脑卒中后 MCI, 这就需要我

们在实践中摸索一条简单实用的、可以训练多方面认知损害的方法。 

结果 我们应对所有卒中患者及早行认知评估，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应该选择既适用于被检测对象，

又能满足评定目的，并且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量表，脑卒中后 MCI的评价量表需综合应用、相互

补充，MOCA 量表为首选。目前认知障碍的首选治疗 药物是盐酸多奈哌齐，胞磷胆碱等药物的疗

效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验证。在药物治疗的同时结合康复治疗，而传统认知康复需要治疗师进行

一对一的训练，训练资源明显受限，并不能让每个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得到治疗。近年研究

显示计算机辅助多功能认知功能康复训练已成为认知功能障碍康复的重要手段，但是其训练软件研

究历史尚短，仍有待成熟，目前，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研究及推广。要重视患者的基

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的控制。目前还未找到一种方法可以防治脑卒中后 MCI, 这就需要我们在

实践中摸索一条简单实用的、可以训练多方面认知损害的方法。 

结论 我们应对所有卒中患者及早行认知评估，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应该选择既适用于被检测对象，

又能满足评定目的，并且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量表，脑卒中后 MCI的评价量表需综合应用、相互

补充，MOCA 量表为首选。目前认知障碍的首选治疗 药物是盐酸多奈哌齐，胞磷胆碱等药物的疗

效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验证。在药物治疗的同时结合康复治疗，而传统认知康复需要治疗师进行

一对一的训练，训练资源明显受限，并不能让每个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得到治疗。近年研究

显示计算机辅助多功能认知功能康复训练已成为认知功能障碍康复的重要手段，但是其训练软件研

究历史尚短，仍有待成熟，目前，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研究及推广。要重视患者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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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的控制。目前还未找到一种方法可以防治脑卒中后 MCI, 这就需要我们在

实践中摸索一条简单实用的、可以训练多方面认知损害的方法。 

 
 

PU-1327 

脑外伤后吞咽功能障碍相关因素的分析 

 
顾梦笔,唐敏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分析脑外伤后吞咽功能障碍的相关因素。 

方法 选取神经内科 283 例脑外伤患者，男 205 例，女 78 例，年龄 10～89 岁，平均 51.9±15.00。

根据洼田饮水试验等评估方法，确诊为吞咽障碍 143 例，平均年龄 53.59±14.64，吞咽正常 140 例，

平均年龄 50.32±15.30，并对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动脉硬化病史、有

无合并肺炎，血液中 C-反应蛋白、总蛋白、白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总甲状腺素 TT4 含量等多个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统计学处理方法为采用 SPSS17.0 软件包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率比较采用 x2检验。  

结果 两组患者的性别、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动脉硬化病史、总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TT4

的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的年龄、合并肺炎、C-反应蛋白、白蛋白、FT3 有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脑外伤后吞咽功能障碍的相关因素很多，年龄对脑外伤后吞咽功能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吞

咽功能发生率越高，这跟年龄大的患者，口腔、咽、喉与食管等多部位的组织发生会发生退行性变

有关；脑外伤后吞咽功能障碍会造成进食方式改变，进食量减少，食物结构变化等容易导致患者营

养不良，表现为体重减轻，血液中白蛋白等生化指标减少等；另外，吞咽功能障碍后易引起肌肉变

性、黏膜萎缩、神经反射减弱，咽缩肌力量减弱，气道关闭不全等，以致发生误吸，导致急性气道

阻塞，引起肺炎，血液中 C-反应蛋白升高。 

  
 

PU-1328 

喂食指导与吞咽功能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影响分析 

 
林金 

德阳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探究喂食指导和吞咽功能训练在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5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80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将所有患者随机平均

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喂

食指导和吞咽功能训练，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之前的饮水试验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进行护理干预后的两周、四周和

八周之后，观察组的饮水试验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干预之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总效率为 87.5%，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为 65.00%，观察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脑卒中吞咽困难进行喂食指导和吞咽功能训练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治

疗效果，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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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9 

早期宣教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影响 

 
祝明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肩痛是脑卒中偏瘫患者常见的并发症，症状可表现为剧烈疼痛发作或麻木感、烧灼样痛，或难

以忍受的多种多样感觉，症状出现的时间可以是发病当时，也可发病后几个月。这些异常感觉给脑

血管病的康复带来不良的影响，同时使患者产生情绪障碍和心理障碍，直接影响到患者上肢功能恢

复和日常生活，治疗时难度大、恢复慢。 现对我科 2015-2018 年 30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肩痛进行

分析，提出相应预防措施。 

方法 观察对象为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科住院的脑卒中偏瘫并发肩痛的患者，随机分为

训练组 30 例，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60～65 岁,平均年龄 62 岁;对照组 45 例，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 60～65 岁，平均年龄 6 2 岁;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病情程度及既往史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结果 正确的体位摆放、手法活动肩胛骨、抗痉挛活动、正确搬运患者等早期宣教及治疗对偏瘫患者

肩痛有明显疗效及预防。 

结论 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康复宣教能够很好地缩短肩痛的康复时间，提高上肢的运动功能，减少

废用综合症的发生率。 

 
 

PU-1330 

不同灸温艾灸治疗膝骨关节炎的康复疗效研究 

 
周薇 

德阳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明确艾灸治疗膝关节炎的临床效应以及观察不同灸温艾灸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康复疗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111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灸Ⅰ组（灸温控制在 37±1℃）、灸Ⅱ组（灸

温控制在 42±1℃）、灸Ⅲ组（灸温控制在 47±1℃）；每组 37 例，均取穴足三里、内膝眼、外膝

眼。实验时将艾条一端点燃，将无纸温度记录仪的温度探头置于患者足三里穴位处以控制温度变化。

使艾灸干预中穴位局部皮肤温度分别在(37± 1)℃、 (42± 1)℃、 (47± 1)℃；待上升至既定温度后开

始计时，持续 30min，每隔 1-2min 左右迅速弹一次灰，防止艾火脱落灼伤患者，或烧坏病患衣物

和诊室物品。施灸完成后，须将燃烧的艾条完全熄灭，防止发生复燃等严重事故。4 个艾灸治疗组

均为隔日 1 次，每周 3 次。1 个月为 1 个疗程，共 2 个疗程，于疗程结束后进行康复疗效评价，

以膝骨关节炎治疗效果判定标准量表（ JOA）和 AIMS2-SF 关节炎生活质量量表为观察指标，比

较各组的康复疗效。治疗期间所有患者均接受相同的健康教育，包括饮食、活动、温毛巾热敷、避

免负重行走、注意休息等。   

结果 在基线对比方面，3 组患者在性别、患膝例数、年龄、病程、体质量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 > 0.05），具有可比性。在 JOA 评分和 AIMS2-SF 评分方面，4 组干预前后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灸Ⅱ组、灸Ⅲ组均高于灸Ⅰ组，灸Ⅲ组高于灸Ⅱ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艾灸能够提高膝骨关节炎疗效和患者生活质量，不同的艾灸温度疗效不同。在一定的温度范围

内，温度越高，疗效越好，较好的治疗灸温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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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1 

A 型肉毒毒素联合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对脑卒中后 

上肢痉挛状态的疗效观察 

 
陈运峰,李响,张洪蕊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 A 型肉毒毒素(BTX-A)注射联合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ESWT)对脑卒中后上肢肌肉痉挛

状态的疗效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9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 BTXA 治疗组、ESWT

治疗组和 BTX-A+ESWT 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患者。三组患者均基于常规康复训练,每日 1 次,每周 6

次,共治疗 4 周;其中 BTX-A 组(A 组)的患者除了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外,还对上肢痉挛肌肉进行 BTX-A

注射;ESWT治疗组(B组)的患者再给予患侧上肢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冲击波强度为1.5~3bar, 每

个部位 1000~2000 个脉冲, 每 5 天 1 次, 连续治疗 6 次为一个疗程）；BTX-A+ESWT 组(C 组)在给

予患者 BTX-A 注射后行 ESWT 治疗。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给予改良 Ashworth(MAS)量表、患侧上

肢正中神经 F 波参数（出现率/%、潜伏期( t /ms)、传递速度( v/m·s
－
1)和波幅( mV)）评定痉挛状况、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定(ULFMA)量表进行运动功能评定。 

结果 (1)肌张力变化情况:三组患者治疗 4周后,三组 MAS 和 F值参数均显著性下降(P<0.05),而 C组

较 A 组和 B 组效果更为显著(P<0.05)。 

(2)运动功能情况:三组患者治疗 4 周后,三组运动功能均有所改善(P<0.05),C 组改善优于 A 组和 B 组

(P<0.05)。 

结论 A 型肉毒毒素联合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可以快速降低患侧上肢肌张力,提高患者的上肢运动

功能,对脑卒中后肢体痉挛有明显改善作用。 

 
 

PU-1332 

"通关利窍"针刺法配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吞咽 

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观察 

 
陈运峰,李响,杨宪章,邵士光,季庆洁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通关利窍‖针刺法配合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疗

效。 

方法 将来我院康复住院的 90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通关利窍"针刺组（A 组）、

重复经颅磁刺激组（B 组）和"通关利窍"针刺+rTMS 组（C 组）,每组各 30 例,三组患者给予常规康

复训练(包括间接吞咽训练、摄食训练等吞咽功能训练)。A 组穴位选取内关 、人中、三阴交、风池、

完骨、翳风，其中人中施雀啄手法斜刺 0.5 寸，三阴交施捻转提插补法，其余穴位采用施捻转提插

泻法，直刺 1-1.5 寸。上述每个穴位行手法 1 min，留针 20~30 min.每周 5 次，连续治疗 4 周。B

组采用经颅磁刺激治疗仪,在吞咽中枢颅骨投影区刺激（两耳尖最高点连线与正中线交点向前 3 cm, 

再向患侧水平外移 8cm），刺激频率 1 Hz, 刺激强度选用运动阈值的 80%磁刺激。每次 30 min, 每

日 1 次, 连续治疗 4 周。C 组患者在接受 rTMS 后给予"通关利窍"针刺治疗。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给

予洼田饮水试、验标准吞咽功能评定量表 (SSA)、摄食-吞咽功能等级评定和超声定量测量舌骨-甲

状软骨的距离缩短率。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3 组洼田饮水试验、SSA 评分均降低(P<0.05)、摄食-吞咽功能等级评分和舌

骨-甲状软骨的距离缩短率较前增加(P<0.05)，但是，C 组明显优于 A 组和 B 组(P<0.05)。组间比较，

治疗后 C 组较 A 组和 B 组的临床疗效更为明显(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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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关利窍"针刺法配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后吞咽功能。 

 
 

PU-1333 

刺络放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鹿传娇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委中穴刺络放血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成两组，针刺组和针刺配合委中刺络放血组，每组 30 例，

治疗组采用常规针刺加委中穴刺络放血疗法,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通过 NRS 评分表及腰椎 JOA 评

分表记录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的改善程度。治疗方法：对照组常规针刺取穴：L1-L5 夹脊、腰阳关、

阿是穴、委中等，针刺得气，留针 30min，每日 1 次，7d/疗程。治疗组在常规针刺基础上，与委中

穴及其附近，寻找血络用三棱针点刺后迅速拔罐，每次留罐 5-10min，每日 1 次，双侧委中穴交替

放血，7d/疗程。观察指标  1、NRS 评分表 0～10 数字疼痛强度量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

2、腰椎 JOA 评分 JOA 总评分最高为 29 分,最低 0 分。分数越低表明功能障碍越明显。改善指

数=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治疗后评分改善率=[(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29－治疗前评分)］

=×100%。治愈:改善率为 100%。 显效:改善率＞60%。有效:改善率 25%～60%。无效:改善率＜

25%。上述资料收集、整理后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统计结果采用 SPSS/PC19.0 软件包进行

分析。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5.5%；治疗组治疗后 NRS、JOA 评分改善优

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委中穴刺络放血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特别对于病程较长的患者，临床

疗效肯定，简单易行，值得临床推广。 

 
 

PU-1334 

电针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观察 

 
鹿传娇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比较康复训练与电针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临床疗效差异。 

方法 将 60 例 脊 髓 损 伤 神 经 源 性 膀 胱 患 者 随 机 分 为 观 察 组 （30 例）和 对 照 

组（3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治疗方案，予以间歇导尿和膀胱功能训练，每天 1 次，共治

疗 4 周；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方案的基础上电针治疗，治疗方法：对照组采用康复治疗方案积极

干预，进行间歇导尿及常规膀胱功能训练：①间歇导尿：定时饮水，每隔 4-6h 用一次性导尿管导尿

1 次，在每次导尿前行膀胱功能训练辅助排尿。自动排尿间隔每次大于 2h 或者排尿后残余尿量小于

100ml，膀胱容量在 250ml 以上，且始终无感染时可终止导尿；②膀胱功能训练：采用激发技术在

小腹周围某一点轻轻叩击或挤压膀胱，拍打大腿内侧，轻轻拉扯阴毛，挠脚心，听流水声，手法排

尿（按摩膀胱区、Valsalva 屏气法和耻骨上叩击法）、盆底肌锻炼。每天治疗 1 次，每周治疗 7 天，

共治疗 4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疗法的基础上加电针治疗，取穴：八髎、会阴穴，八髎针刺后接电针，

连续波，留针 30min，每日 1 次，14 次/疗程，共治疗 2 疗程，中间休息 3 天。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前后膀胱功能积分、膀胱残余尿量和膀胱容量的变化情况。 

结果 两组治疗后，膀胱功能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治疗后观察组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

两组不论脊髓损伤节段，治疗后较治疗前残余尿量均减少、膀胱容量增加（P<0.05），治疗后观察

组较对照组残余尿量少、膀胱容量增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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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常规康复训练配合电针治疗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335 

体外冲击波治疗对上运动神经元损伤痉挛的影响 

 
王亮 

德阳市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治疗对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上肢前臂屈肌痉挛的疗效。 

方法  选取我科康复治疗的上运动神经元损伤病人 10 例。CT、MRI 提示一侧脑组织损伤。①观察

组 5 例；病程 1-36 个月。②对照组 5 例，病程 1 月-32 个月。2 组均给予给予常规康复治疗。观察

组加用患侧前臂屈肌群体外冲击波治疗：采用瑞士产 EMS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非麻醉状态，耦合剂

涂抹上肢前臂屈肌，将冲击波探头贴于此位置，避开主要神经和血管，沿前臂屈肌走行位置移动。

探头直径 15mm，冲击压力强度 2.0bar，频率 10Hz，次数 2000 次。每周 2 次，连续 3 周。观察指

标①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MAS 分为 0 级、1 级、1+级、

2 级、3 级、4 级，将其量化为 0 分、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分值越高，痉挛越严重。②测

量腕关节被动活动度（passive range of motion，PROM）。在被动伸展腕关节时遇阻力即固定，测

量此时腕关节背伸角度，角度越大，关节活动度越好。 

结果 观察组治疗 3 周后，上肢前臂屈肌 MAS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0.05）。患侧腕关节 PROM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本质为一种单脉冲的高能机械波，作用于机体时造成压力、温度等特性发生改变。

目前普遍认为体外冲击波治疗痉挛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对肌腱附近肌肉的直接压力作用，引起组织

松解，促进循环。②作用于血管相关因子、血管内皮因子的早期表达，促进血管扩张，改善循环。

③诱导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NO 有促进神经肌肉突触形成，神经传导记忆的功能。④在

不损伤周围神经前提下缓解缓解肌张力。⑤其他：对慢性痉挛的肌肉纤维化有直接作用、直接的止

痛作用、间接缓解患者紧张情绪等达到改善痉挛作用。 

综上所述，体外冲击波治疗可以较好缓解上运动神经元损伤造成的上肢前臂屈肌痉挛，增加腕关节

被动活动度，降低肌张力，增加患者前臂活动能力，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由于本次实验样本

量少，同时体外冲击波治疗作用机制、治疗参数等各文献报道各有差异，故关于其治疗痉挛的近远

期效应及最佳治疗方案等还需进一步研究。 

 
 

PU-1336 

虚拟现实技术在认知域的应用 

 
秦琪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将认知科学与康复医学、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充分的学科交叉和融合，针对脑损伤后的认知功能

障碍，在虚拟现实建模的基础上，实现人机交互的认知康复评估和训练，与传统的认知康复训练相

比，具有环境安全、趣味性强、效果明显的优点。 

方法 虚拟认知康复包括定向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操作能力和动作运用训练 7 大模块，每一个

模块都安排低、中、高级三种级别的题目。以多媒体的形式提供给患者作答，训练方式主要包括图

片、物品和借助情景模拟实现的虚拟认知训练。训练时，依据 LOTCAl 量表评定结果发现患者的认

知功能受损的区域，针对不同区域的障碍进行相应的训练。将 5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25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的针灸和药物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采用虚拟认知康复训练系统，对照组则

采取传统的认知康复训练，治疗前后用 LOTCA 量表进行评价，比较两种方法对颅脑损伤后认知功

能障碍的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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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7 项认知领域评分在注意力、空间知觉项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五

项认知领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虚拟现实认知康复训练与传统的作业认知训练对颅脑损伤后的认知功能障碍均有一定的改善

能力，在注意力和空间知觉的改善方面，虚拟现实认知康复训练系统由于传统的作业认知训练，在

其他认知域，两种方法没有显著性差异。虚拟现实训练具有趣味性强、环境安全，针对性强，效率

高，依从性好的优势，随着虚拟现实技术本身的不断革新，该技术必将在康复领域得到推广和深入。 

 
 

PU-1337 

溴吡斯的明联合间歇导尿对产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李良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溴吡斯的明联合间歇导尿在产后尿潴留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一 2018 年 1 月在医院分娩后发生产后尿潴留患者 60 例患者展开研究，采用

随机数表抽取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0 例， 首先评估患者尿分析、尿培养、泌尿系统超声

检查、尿动力学检查、膀胱的安全容量及压力、残余尿量等结果进行有效的分析判断，以确定膀胱

功能障碍的类型，以指导康复护理措施的执行。对照组口服溴吡斯的明和接受常规的诱导排尿及常

规康复护理，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间歇导尿，导尿前 30 分钟行膀胱功能，再行间歇导尿排出尿

液的方法进行干预治疗。常规排尿的方法包括定时排尿的习惯训练、温热水冲洗会阴、膀胱区热敷

及放松全身，听潺潺的流水声意识排尿训练等方法进行诱导排尿。间歇导尿需配合饮水计划执行。

①根据患者制定个性化的饮水计划，饮水量应控制在 1500-2000mL/d，包括输液量和菜汤及牛奶等，

饮水时间于 6：00-20:00 之间匀速摄入，每次不应>400mL,入睡前 3h 避免饮水。尽量避免饮用茶、

咖啡等利尿性饮料，同时避免摄入刺激性、酸辣食物。②清洁间歇导尿  间歇导尿频率根据两次导

尿之间残余尿量和自行排出尿量而定，两次导尿间能自行排出 100mL 以上，残余尿 300mL 以下，

4-6 次/；两次导尿之间能自行排尿 200mL 以上，残余尿量 200mL 以下，每日 4 次；当残余尿量少

于 100mL 或为膀胱容量 20%以下时，可停止导尿。膀胱功能训练方法：①排尿习惯训练； ② 排尿

意识训练； ③反射性排尿训练；④ 代偿性排尿训练；⑤盆底肌训练。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膀胱最

大容量、残余尿量及有无尿路感染。 

结果 干预 2 周后，两组治疗后膀胱最大容量均较治疗前增加，膀胱内残余尿量均较治疗前减少，且

实验组患者的膀胱最大容量增加和残余尿减少的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均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产后尿潴留患者服用溴吡斯的明联合间歇导尿的治疗方法，可使患者膀胱最大容量增加、有效

降低患者残余尿量，减少泌尿系统的感染，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PU-1338 

试管婴儿早期精神运动发育状况评估的研究现状研究 

 
刘芸,黄浩宇,邹卓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自 1978 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至今，辅助生殖技术目前已成为众多不孕不育患者首选

的治疗方法。辅助生殖技术虽然解决了众多不孕不育患者的难题，但由于辅助生殖技术与自然妊娠

不同，其整个过程都涉及人为对配子及胚胎的操作，且受精和前期胚胎的发育也都在体外进行，胚

胎的培养液成分难以做到与人类正常体液成分完全一致，因此试管婴儿的精神运动发育与自然妊娠

儿是否存在差异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研究显示，ART 技术对配子及胚胎的印记基因会产生一

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否会表现在试管婴儿的智能及运动发育中，从而对其一生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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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而知。本文旨在通过综合目前国内外有关试管婴儿精神运动发育的研究，探讨 0-6 岁试管

婴儿早期精神运动发育状况。 

方法 本文结合目前国内外现有的关于试管婴儿早期的精神运动发育状况的研究作一综述，探讨ART

技术出生的婴儿与自然妊娠出生的婴儿在神经运动、认知、语言及行为发育上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了解 0-6 岁试管婴儿早期精神运动发育状况。 

结果 通过对比目前国内外各项有关试管婴儿智能及运动发育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试管婴儿的精神

运动发育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出生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但就

目前研究得出的结论而言，试管婴儿的早期的认知、语言、运动及行为发育状况与自然受孕儿并无

显著区别。 

结论 0-6 岁试管婴儿的早期的认知、语言、运动及行为发育状况与自然受孕儿并无显著区别，受孕

方式在其生长发育中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之下，试管婴儿的精神运动发育受到其生活环境及父母

的影响更显著。 

 
 
 

PU-1339 

Physiomed 吞咽治疗仪对脑卒中吞咽障碍的影响 

 
解家平,庄卫生,钱宝延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研究 Physiomed 吞咽治疗仪对脑卒中吞咽障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到 2018 年 5 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和康复医学科住院的 120 例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综合组(n=60)和对照组(n=60)，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吞咽功

能训练；综合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 Physiomed 吞咽治疗仪治疗。统计两组患者入院时洼田饮水

试验评分、住院治疗 14 天时治疗有效率、住院治疗 28 天时治疗有效率；并统计两组患者于住院治

疗 14 天时卒中相关性肺炎（SAP）发生例数、于 28 天时治愈 SAP 例数及 SAP 发生例数，进一步

回访两组患者出院后 3 个月内因 SAP 再住院例数。 

结果 于住院 14 天时两组治疗有效率相近，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于住院 14 天时两组

SAP 发生率相近，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于住院 28 天时，综合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SAP 发生率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综

合组 SAP 治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后 3 个月内综合组因 SAP 再住

院率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hysiomed 吞咽治疗仪可使患者产生吞咽动作，相对单纯手法治疗对于改善吞咽功能、提高

治疗有效率、促进 SAP 的愈合、降低 SAP 发生率及出院 3 个月因 SAP 再住院率有较大的临床意义。 

 
 

PU-1340 

间歇导尿术结合盆底康复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心理影响的干预研究 

 
公培培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间歇导尿术联合盆底康复对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治疗中的心理影响，同时对患者进行密切

随访，了解患者远期的心理健康状况。 

方法 选择本科室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50 例脊髓损伤（SCI）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

入院顺序随机将其分为试验组 25 例和对照组 25 例，住院期间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和心理变化，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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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采用间歇导尿和饮水计划，试验组在此基础上联合盆底肌肉运动训练及电刺激治疗。试验前后试

验组与对照组均行 ADL 评估及国际通用的《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评估。 

结果 研究开展 2 个月后，试验组的 ADL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CL-90

评分方面，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在焦虑、抑郁及人际关系三项症状上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

且试验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间歇导尿术结合盆底肌训练能显著提高脊髓损伤患者日常生活能力，降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改善人际关系，减轻患者心理负担，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PU-1341 

廉泉穴深刺配合球囊扩张术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 

 
徐子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研究廉泉穴深刺配合球囊扩张术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探讨该法对中风后吞咽

障碍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法的试验设计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100 例中风后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治疗前两组患者均采用洼田饮水试验、吞咽困难评价标准(藤岛一郎)

量表对吞咽功能状况进行评价,在同时进行相关基础治疗的前提下,观察组采用廉泉穴深刺配合球囊

扩张术的方法进行治疗,1 天 1 次，一周 5 次，一周休息两天。对照组只采用球囊扩张术进行治疗,1

天一次，一周 5 次一周休息两天，。两组患者治疗 3 周后,使用两量表对患者的吞咽功能状况进行评

价。 

结果 临床疗效比较结果治疗 3 周后,分别从洼田饮水试验评级情况与吞咽困难评价标准(藤岛一郎)

评分两方面分析两组的治疗疗效。对于洼田饮水试验评级的改善情况,通过两组进行组内差异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后的该量表评级情况都与治疗前有显著差异(P<0.01)，说明观察组

与对照组的治疗方案均对中风后吞咽障碍患者的洼田饮水试验有所改善；组间比较,两组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观察组患者的洼田饮水试验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患者。关于吞咽困难评价

标准(藤岛一郎)评分的提升情况，通过对两组进行组内差异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后

的该量表评分都与治疗前有显著差异(P<0.01),说明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治疗方案均对中风后吞咽障碍

患者的藤岛吞咽量表评分状况有所改善；组间比较,两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观察组

患者的藤岛吞咽量表评分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患者。 

结论 廉泉穴深刺配合球囊扩张术与球囊扩张术对于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均有效。廉泉穴是针刺治疗

中风后吞咽功能障碍的一个局部重点穴位, 属任脉，也是任脉与阴维脉的交会穴，从穴性上属阴。

廉泉深刺配合球囊扩张术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比单用球囊扩张术的临床疗效更佳。 

 
 

PU-1342 

针灸对神经源性膀胱致肾损害高危因素的影响 

 
杜庆周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究针灸对 SCI所致神经源性膀胱的影响，并指导临床应用。 

方法 本研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按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天灸治疗组和对照组 2 组。均治疗 30

天为一疗程，疗程休息 5 天，共进行 2 个疗程治疗。 

（一）两组均针对患者脊髓损伤情况制定合理的综合康复训练。 

①常规截瘫肢体综合训练，每天 1 次，每次 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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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规律的饮水计划  晨起至睡前，每 2 小时饮水 200-250ml，若饮流质，则减少相应的饮水量。睡

前 2 小时不再饮水。每天入液量控制在 2000ml 左右。 

③扳机点排尿 通过叩击耻骨上膀胱区、挤压阴茎、牵拉阴毛、摩擦大腿内侧、刺激肛门等刺激，诱

发逼尿肌收缩和尿道括约肌松弛排尿。 

④行为技巧训练 在规律时间安排患者如厕。通过训练延时排尿，以形成 3-4 个小时的间歇。 

（二）分组干预治疗 

对照组：使用《神经源性膀胱诊断治疗指南》高度推荐的奥昔布宁，口服，5mg，bid。 

针灸组：基础方：神经源性膀胱是由脊髓损伤导致的督脉受损，故取损伤节段夹脊穴（损伤部位上

下两个节段）、八髎穴、会阳穴、中极穴。 

辨证取穴：根据临床常见分型及基础方加减穴位，①尿失禁型，主要是逼尿肌反射亢进型，临床多

见尿失禁，膀胱容量减小，储尿困难，取穴多加中极穴、关元穴、三阴交、曲泉穴；②尿潴留型，

主要是逼尿肌无反射型，临床多见尿潴留，膀胱容量增大，膀胱收缩无力，排尿困难，取穴多加秩

边穴、承山穴、三阴交穴、涌泉穴；③尿潴留加失禁，属于混合型，主要是逼尿肌—括约肌不协调，

临床以尿潴留和尿失禁并存，穴位多取中极穴、三阴交穴、曲泉穴和足三里穴等。 

结果 以测量患者膀胱容量、膀胱内压、逼尿肌漏尿点压力、漏尿点压时的膀胱容量为观察指标，治

疗后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以有效率判断疗效，对照组临床有效率 81％，针灸组治疗有效率 97％，

说明针灸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通过本研究的进展，发现针灸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功能的恢复有较好作用，并将该研究

应用于指导临床治疗。 

 
 

PU-1343 

体外冲击波治疗偏瘫肩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范焕青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偏瘫肩痛(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HSP)常于脑卒中发病后 2-3 个月出现，发生率高达

50-70%，其不利影响：增加患者痛苦、影响关节活动度、延缓上肢功能恢复，加重了整体残损程度；

本研究主要观察气弹式体外冲击波对偏瘫患者肩痛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符合纳入条件患者 （参考全国第四届脑 血管病会议制订

的诊断标准，经颅脑 CT 或 MRI 确 诊为脑出血或脑梗死的患者）20 例，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10 例，对照组进行综合常规康复治疗（运动疗法、推拿、针灸、物理因子治疗、肌内贴扎

技术、脉冲枪、非甾体类药物）；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气弹式体外冲击波治疗(pneumatically ballistic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ESWT)，以肩部压痛点为中心, 运用瑞士 EMS 红色 36mm 治

疗，强度 2-3bar，每个部位 2500 次，每 5 天 1 次，连续治疗 4 次为一疗程；治疗前和疗程结束后

进行评估：疼痛程度、肩关节活动度(ROM) ，肩痛评分采用目测类比法(VAS)：0 分为无痛;1~3 分

为轻度疼痛;4~6 分为中度疼痛;7~9 分为重度疼痛；10 分为强烈疼痛；肩关节活动度用量角器测量。 

结果 应用 SPSS13.0 版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在治

疗一个疗程后偏瘫侧肩痛、肩关节活动度治疗前、后比较均有改善, 观察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ESWT 有助于改善偏瘫患者肩痛程度和肩关节活动度、改善上肢功能。同时，做为一种非侵入

性治疗技术,可在偏瘫肩痛的综合方案中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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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4 

体外冲击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疗效观察 

 
范焕青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网球肘又称肱骨外上髁炎，由于肘关节外侧前臂伸肌重复用力，引起此处肌腱附着点的发炎导

致疼痛，疼痛可放射至前臂、腕部甚至手指；起病呈进行性加重，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本研究

应用气弹道式靶点治疗，以探讨体外冲击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疗效。 

方法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详细询问病史、症状和体格检查，检查方法包括以下三种：Mills 试验、 

Cozen 试验 、THomsen 试验；将 18 例符合上述诊断标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9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运动疗法、微波、蜡疗）；观察组患者应用瑞士 EMS 体外冲击波在肘

外侧最痛处进行靶点治疗，应用红色 15mm 高能头、强度 2-3bar，每次 2500 次；每 5 天一次，4

次为一疗程；治疗结束后 48h 内避免肘关节治疗处按摩和热敷等刺激；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一

疗程后进行疼痛程度评定，应用 VAS 评定患者肘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程度，采用 10 分制评定，0 分

表示无痛，10 分表示难以忍受的最剧烈疼痛，评定时根据患者主观感受进行记录。 

结果 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t 检验，数据以 X±S 表示；等级计数资料采

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后分别进行视觉模拟量表(VAS)

评定，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气弹道式靶点治疗网球肘能明显缓解局部疼痛，改善关节功能障碍，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PU-1345 

肌内效贴治疗偏瘫肩痛的临床观察 

 
范焕青 

济宁学院院附属医院 

 

目的 肌内效贴扎治疗是目前运动、康复领域一种非侵入性治疗技术。其作用为缓解疼痛、改善循环、

减轻水肿、支持软组织、放松软组织、矫正姿势以及增强关节稳定性的作用；偏瘫肩痛常见于脑卒

中后 2-3 月，其发病率较高、严重影响患者的上肢功能障碍恢复、影响日常生活能力；本研究主要

观察肌内效贴对偏瘫患者肩痛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 2017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经诊断确诊脑卒中、发病 3 月内、

伴有肩痛的患者 22 例。用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运

动疗法、推拿、针灸、物理因子治疗），观察组除常规治疗外给予肌内效贴治疗；采用爪型、Y 型、

I型贴布，规法帖扎，每周 3 次；治疗前、治疗 2 周后分别进行疼痛度视觉模拟评分（VAS）、肩关

节活动度（ROM）测量,并评价临床疗效。 

结果 所得数据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肌内效贴技术能够明显改善偏瘫肩痛、关节活动度，两

组患者以上两项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内效贴可改善偏瘫肩痛患者的疼痛程度、与关节活动度，改善上肢功能、提高 ADL 能力；

在以后的康复训练积极应用此种贴扎技术。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743 

PU-1346 

浅析脑卒中患者构音障碍的治疗 

 
耿丽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浅析脑卒中患者构音障碍的治疗，在脑卒中患者的言语的康复中，构音障碍是较为常见的后遗

症之一，由于患者的发音器官中的肌肉在脑卒中后发生病变，导致无法支持人体正常发生，从而产

生了患者的言语障碍，本文根据脑卒中患者的构音障碍的原理，针对构音障碍治疗分析，希望对今

后该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PU-1347 

针灸联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高君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针灸联合吞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 2 个月后伴吞咽障碍患者 12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训练组（常规吞咽训

练）、针灸组和综合治疗组（针灸联合常规吞咽训练），每组 40 例。3 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治疗后）评定其吞咽功能（SSA），表面肌电信号（sEMG）、吞咽障碍程度（VFSS）和生

活质量（SWAL-QOL）。 

结果 治疗后，3 组患者的 sEMG 最大波幅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且综合治疗组的 sEMG 的最大波幅值常规训练组和针灸组治疗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后，3 组患者的 SSA、VFSS 和 SWAL-QOL 评分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1），且综合治疗组的 SSA、VFSS 和 SWAL-QOL 评分与常规训练组治疗后的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 3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sEMG 最大波幅以及 SSA、VFSS、

SWAL-QOL 评分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发现各项指标两两之间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P<0.01）。 

结论 针灸联合吞咽训练有助于脑卒中 2 个月后患者吞咽功能恢复。 

 
 

PU-1348 

颈动脉海绵窦瘘栓塞术后伴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 1 例 

 
高君,任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目前对颈动脉海绵窦瘘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该病的临床表现、及手术方式，对于颈动脉海绵

窦瘘引起的吞咽障碍，在临床上少见报道。现将我院收治的 1 例颈动脉海绵窦瘘栓塞术后伴吞咽障

碍病例报道如下：  

结果 1.4 效果评价：1.反射：经口进食，洼田饮水试验 I级；偶有流涎；2.唇：鼓腮可维持 5 秒，发

P 音 10 次用时 5 秒；交替发―i u‖ 五次用时 4 秒； 4.下颌：静止时半张口状态，言语时下颌运动减

弱；4.舌：运动灵活，运动范围较前增大。 

结论 颈动脉海绵窦瘘(CCF)是颈动脉或其分支与海绵窦之间的异常交通。特征性的临床表现为三联

征：搏动性突眼、颅内血管杂音、眼结膜充血和水肿，并伴有眼球运动障碍、进行性视力障碍、头

痛、颅内出血和鼻出血、神经功能障碍。临床上对于颈动脉海绵窦瘘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介入治疗

及眼症的治疗，很少有文章报道，颈动脉海绵窦瘘后引起的吞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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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9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摄食训练 

 
周晓雪 

荣昌康弗尔骨科医院 

 

目的 对于需要康复的患者来说，饮食营养是康复环节中重要的一部分，但部分患者存在进食困难的

问题，严重影响了患者自身的营养水平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并对患者心理康复构成负面影响。近

年来，吞咽障碍的治疗已逐渐成为康复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让吞咽困难的患

者达到最大程度的恢复，这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通过对我科收治的一例脑梗塞后遗左侧偏瘫伴

吞咽障碍患者进行摄食训练观察其在治疗过程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咽部是进食和呼吸的共同通道，脑梗塞患者，因舌咽神经、舌下神经和迷走神经等咽喉部运动

神经的麻痹瘫痪，会造成吞咽困难和呛咳。所以要进行摄食训练，应从肌肉功能恢复逐步过渡到实

体食物的摄入。首先应该从简单的肌肉和舌头运动训练开始，如张闭口、颈部放松训练、语言功能

训练、腹式呼吸和主动咳嗽训练、空吞训练，同时配合理疗。使咽喉部的肌肉运动起来，以运动来

刺激神经功能的恢复。需要注意的是咳嗽训练非常重要，不仅能锻炼咽喉部的感觉和运动，善于咳

嗽还可以预防后期训练使的误吞食物如气管。然后可以进行摄食训练，在患者进食时应保持环境安

静，少说话，避免患者因注意力分散而引起呛咳；在进食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保证心情舒畅，并保证

有良好的依从性。同时，应引导患者再次识记进食、咀嚼、吞咽等一系列动作，发挥主观能动性，

促进运动传导通路的重建；从少量的水开始，逐步加稠，到流质、糊状食物和粥等半流质软食。（摄

食训练：在医务人员监护下患者取健侧卧位或半卧位，开始以水为宜，一口进食量以一小汤匙为宜，

喂食时在舌前 1/ 3 稍用力向下后压,食物应从健侧嘴角入口,进餐后应保持坐位 15 min,防止食物返流。

进食速度不宜过快，指导患者进食后反复做几次空吞咽，使食物全部咽下，每次确定吞下后再进行

下一次的进食。亦可每次吞咽后饮少量水，以利于刺激诱发吞咽反射，除去咽部残留食物，进餐后

应保持体位 30min,防止食物返流。 根据患者吞咽障碍的不同恢复阶段调整不同的体位、食物、一口

量的多少进行训练）。 

结果 通过对患者进行专科护理、摄食训练、加强全身营养及康复理疗，该患者现在食物由水过渡到

糊状饮食，已能完成进食，有效的改善了吞咽功能，避免发生营养不良、窒息和吸入性肺炎等不良

现象，加快了患者的康复进程，治疗训练效果令人满意。 

结论  对吞咽功能障碍患者进行摄食训练，使患者恢复了经口吞咽进食动作，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减轻了患者家属的生活负担。 

 
 

PU-1350 

宫颈癌手术后尿潴留患者的康复治疗 

 
王晓君,于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目的 探讨康复理疗针灸治疗宫颈癌手术后临床效果。常规拔除尿管后,患者无明显排尿困难症状或

有轻微症状，但尿残余量小于 100ml。 

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妇科收治的宫颈癌术后膀胱护理病人 94 例，分成两组。其中对照组 47 例患者

给予西药治疗，观察组 47 例患者行针灸、理疗及康复训练。对两组治疗效果进行观察和对比，同时

对两组治疗前后排尿症状、膀胱功能的变化及残余尿量进行记录和对比。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拔除尿管后能正常排尿无明显排尿困难 41 人，5 人有轻微

排尿时费力，1 人再次行无菌尿管，继续治疗。观察组治疗后的尿残余量及 VAS 评分较对照组改善

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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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针灸、神经肌肉电刺激及康复训练对治疗宫颈癌术后尿潴留，尿残余量少于 100ml，恢复

膀胱功能，值得推广。 

 
 

PU-1351 

浅谈中医梅花针扣刺放血疗法治疗痛风 

 
于恒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六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本文介绍用传统的中医梅花针扣刺放血疗法治疗痛风。仅供参考。梅花针又名皮肤针，七星针。

梅花针扣刺放血疗法是刺破人体某些腧穴，病灶处，病理反应点或浅表小静脉放出少量血液而治疗

疾病的一种方法。通过放血祛除邪气而达到和调气血、平衡阴阳和恢复正气目的的一种有效治疗方

法。 

方法 痛风在中医属于痹症范畴，痹症是指人体机表、经络因感受风、寒、湿、热等引起的以肢体关

节及肌肉酸痛、麻木、重着、屈伸不利，甚或关节肿大灼热等为主症的一类病证。临床上有渐进性

或反复发作性的特点。主要病机是气血痹阻不通，筋脉关节失于濡养所致。痹，即痹阻不通。古代

痹证的概念比较广泛，包括内脏痹和肢体痹。中医的梅花针扣刺放血疗法治疗部位更直接，副作用

更小，作用更明显。需注意的是对于急性传染病、皮肤烫伤和溃疡则需禁用。 

结果 1.操作方法： 

（1）：治疗床平铺消毒中单，使需治疗病区向上，术者佩戴一次性手术帽，口罩，一次性乳胶手套。

对患处消毒。 

（2）：拇指指腹在病区循按，触摸，推压找出病区阳性反应处或是痛感较重处。检查时注意询问患

者感受，观察患者表情。 

（3）：先用消毒过的塑料气罐拔患处 2-3 分钟。选用塑料气罐的目的是口径较多，能选择更适合患

处面积的尺寸。拔罐 2-3 分钟能更好的把患处的脓血集中以提高治疗效果！ 

（4）：用消毒过的梅花针扣刺病区，扣刺方法有压击法和敲击法，本病选用敲击法。敲击法即拇指

食指捏住针柄末端，上下颤动针头，利用针柄的弹性叩击皮肤。本病宜选用重手法操作，腕力易重，

冲击力大，扣到轻微出血为度。目的是加快治疗时间，减轻扣刺给患者带来的疼痛。 

（5）：用消毒过的塑料气罐拔扣刺部位 5-7 分钟。以拔出的血量由多变少，颜色由深黑变深红为度。

一般出血量不超过 10ml！ 

（6）：起罐后用浸有 0.9%的氯化钠的消毒棉擦净病区拔出血液，用碘伏消毒后脱碘。 

（7）：用消毒纱布块把放血后的病区粘上，以免摩擦感染。 

一般患者第一次治疗后顿觉痛涨感减轻，可 3-5 日重复治疗。四次为一疗程。一疗程基本可缓解疼

痛症状，恢复基本生活！ 

结论 3.结论：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医也正式走向国际舞台，传统的梅花针扣刺方法也是

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西医无法比拟的绿色治疗方法，在临床疾病当中广泛应用，收到很好的效果。

结合西医技术的优势，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选择方面会具有更好的作用。 

 
 

PU-1352 

脑损伤后致异地口音综合征 15 例分析 

 
孙慧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后致异地口音综合征（FAS）的临床特点及发病机制、康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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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外地口音综合征‖、―异地口音综合征‖和―外国口音综合征‖为检索词，先对 2000 年~2017 年

间国内期刊上用汉语发表的外地口音综合征文献进行检索，回顾性分析 15 例脑外伤及脑卒中后致

FAS 的临床资料、发病时机、治疗方法及语言功能恢复时间。 

结果 自 2000 年起，年均报道量为(3.14±1.06)例。异地口音综合征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41.50 岁。其

中，男性 7 例，女性 8 例，性别构成无显著性差异(χ2=0.177, P=0.705)。外地口音综合征的病因包

括外伤(61.20%)、脑卒中(26.78%)和其他(12.02%)三类；71.60%的病灶位于左侧大脑。88.12%的

外地口音综合征口音由使用人群少的方言向使用人群多的方言改变。外地口音综合征的预后较好，

好转率为 73.45%，其中 68.79%的好转时间不会超过 3 个月。本研究中 15 例颅脑损伤后致 FAS 的

患者通过针对性对治疗后，恢复当地口音的时间不等，讲异地口音的种类不同，语言功能恢复时间

为 25 天-5 年。 

结论 脑卒中及脑外伤后致 FAS 通过综合的治疗（包括药物、手术、语言功能锻炼、心理治疗等）

大部分是可以恢复当地口音的。其中，语言功能锻炼可能是改善 FAS 预后的重要治疗方法。 

 
 

PU-1353 

早期吞咽训练结合临床护理对脑卒中后气管切开合并 

肺部感染患者临床观察 

 
李艳平,汤秀云,康杜欣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早期吞咽训练结合临床护理对脑卒中后气管切开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的临床应用。 

方法 采取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对我院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收入的 42 例气管切开合并肺

部感染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21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临床护理包括：1.口腔卫生

护理 2.气管切开护理 3.保持呼吸道通畅 4.环境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吞咽功能训练，

包括：1. 温度刺激  2.吞咽器官运动及感觉训练：①唇、舌按摩 ②唇、舌主/被动运动 4.低频神经

电刺激 5. 呼吸训练：①缩唇呼吸训练 ②腹式呼吸训练 ③咳嗽训练 治疗时间 4 周，每周治疗 6 天，

每天各训练 1 次。治疗前与治疗 4 周后均采用肺部 CT 及标准吞咽功能评价表（SSA）观察两组吞

咽功能和肺部感染情况的变化，比较两组拔除气管套管人数。 

结果 治疗 4 周后，试验组肺部感染控制率 71.43%，明显优于对照组 3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11，P<0.05）;试验组拔管率为 61.90%，对照组拔管率为28.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71，

P<0.05）;试验组治疗后 SSA 评分（24.95±6.25）明显优于治疗前（32.05±6.34）；试验组治疗后

SSA 评分（24.95±6.25）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后（29.67±4,6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吞咽功能训练结合临床护理对减轻气管切开患者的肺部感染，提高患者吞咽功能，使患者

早日拔管具有临床意义，值得推广。 

 
 

PU-1354 

A 型肉毒素注射治疗腘肌痉挛 1 例 

 
周阳

1
,尤春景

2
 

1.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湖北省,十堰市 

2.同济医院 

 

目的 个案报道：肉毒素注射治疗腘肌痉挛 1 例。 

方法 1. 病例资料:患者为一加拿大籍华人男性，46 岁，68 公斤，因―双膝疼痛并行走活动受限八年，

加重一年‖来院就诊。患者自述平日有运动强迫症，无论天晴下雨其对运动锻炼几乎从不间断，每天

锻炼约为 1—2 小时，多以慢跑、行走、深蹲等低强度锻炼为主；八年前其无明显诱因出现双膝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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腘窝处疼痛不适，多以胀痛为主、运动后明显、休息后稍有缓解，左侧较右侧更重，因其疼痛尚可

忍受且活动受限并不明显故一直未曾就诊。近一年来其双膝腘窝处疼痛较前有所重，局部肌肉紧张、

胀痛明显，伴有行走活动受限，每行走约 500 米双膝即胀痛明显加重并行走难，休息后无缓解，日

前回国探亲遂来院就诊。查体：双膝未见肿胀畸形，屈伸尚可，双侧腱反射正常，但双膝后正中偏

下、偏内侧处按压痛（+），局部肌张力高（呈三角形区域）。其查双膝部 MRI 未见明显异常。经

同济医院康复科尤春景教授诊断考虑：腘肌痉挛（腘肌肌张力高引起疼痛）。治疗处理：与患者沟

通并经其同意后行 A 型肉毒素注射治疗，以降低腘肌力、缓解疼痛。具体方法：患者取俯卧位并暴

露双膝后侧腘窝，局部消毒，取 A 型肉毒素针（保妥适）一支 100 U 加生理盐水稀释成 3ml，后在

超声波及电刺激引导下定位腘肌，并分别分多靶点对双侧腘肌行注射治疗，后续对患者疗效进行随

访。患者行 A 型肉毒素注射治疗后当天即见疗效、三天后双膝疼痛并行走受限显著改善、一周后所

有症状基本完全缓解，治疗后患者对治疗效果十分满意。 

结果 肉毒素注射治疗腘肌痉挛所致膝关节疼痛疗效显著。 

结论 腘肌痉挛所致膝关节疼痛十分罕见，但肉毒素注射治疗有效。 

 
 

PU-1355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间歇性经口鼻饲或鼻胃管营养的效果比较 

 
冯燕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间歇性经口或鼻胃管营养的效果。 

方法 将入选的 60 例由脑卒中引起的吞咽障碍患者分为观察组 29 例和对照组 31 例，观察采用经口

间歇鼻饲法协同吞咽功能训练，对照组采用持续鼻胃管置管鼻饲法协同吞咽功能训练，干预两周后

分别对患者的吞咽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观察组患者吞咽功能治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间歇性经口鼻饲法对脑卒中引起的吞咽障碍比持续鼻胃管置管鼻饲法疗效更佳。 

 
 

PU-1356 

超声引导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成人脑源性下肢痉挛状态 

疗效及表面肌电分析 

 
郭壮丽,汤乃苏,沈娜娜,伊传健,李铁山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下 A 型肉毒毒素（BTXA）注射治疗成人脑源性下肢小腿三头肌痉挛状态的疗效

以及对腓肠肌表面肌电信号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5 例脑卒中和脑外伤后下肢痉挛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

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辅以超声引导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于治疗前、治疗后

4 周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评级（MAS）、Fugl—Meyer 下肢功能评分 (FMA)、步速、表面肌电

积分肌电值 (integrated electromyogram，iEMG) 对各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 4 周后发现对照组与治疗组 Ashworth 分级、FMA、步速、iEMG 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

(P<0.05)；且治疗组各项评分在治疗后 4 周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结论 超声引导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能进一步减轻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肌肉痉挛、提高其运动功

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且安全高效。表面肌电测试中 iEMG 值可作为评价肢体痉挛的量化指标之

一，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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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7 

微信随访对自我护理的间歇导尿患者泌尿系感染发生率的影响 

 
安贝贝 

西海岸医疗中心 

 

目的 探讨使用微信对患者进行个性化随访对自我护理的间歇导尿患者的泌尿系感染发生率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自我护理的间歇导尿患者分为微信随访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在出院前

均已进行出院指导,微信随访组患者在出院后在接受常规的健康教育的同时还要使用微信接受由专

科护士实施个性化教育和针对性的随访干预,对照组只接受常规的健康教育，时间为三个月.分别对两

组患者在出院前、出院后一个月、三个月进行尿常规及泌尿系超声检查，比较两组患者出院后实施

自我护理的间歇导尿患泌尿系感染率的差异。 

结果 微信随访组泌尿系感染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专科护士使用微信个性化随访干是降低神经源性膀胱的患者在进行自我护理的间歇导尿时泌

尿系感染发生的有效措施。 

 
 

PU-1358 

带状疱疹后遗神筋痛的临床进展研究 

 
朱秀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民康医院(原:长春市南关区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带状疱疹后遗痛是带状疱疹皮损消退后由于内在病毒侵袭神经而发生的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综

合征，老年人常见。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带状疱疹后遗痛患者数量会大幅增加。本文将对以

往临床 PHN 预防与治疗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整理和归纳，从西医治疗、中医针灸治疗和早期预防等方

面出发,形成带状疱疹后遗痛的临床进展研究。带状疱疹（herpes zoster,HZ）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varicella-zoster virus，VZV）引起的急性病毒性传染病，该病毒有亲神经性，人体感染后可持久地

以一种潜伏的形式存在于脊神经和颅神经感觉神经的神经元中，之后在某种诱因如抵抗力低下或劳

累、感染、感冒作用下生长繁殖，使受侵犯的神经节发炎或坏死，产生神经痛。 

 
 

PU-1359 

不同体位对卒中后偏瘫患者的上肢痉挛状态的影响 

 
秦文婷,李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采用量表评定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在平卧位、坐位和站立位时上肢屈肌的肌张力情况，分析痉挛

性偏瘫患者上肢肌张力在不同体位下的差异，以及各痉挛评定量表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经过筛选共选取 84 例脑卒中后痉挛性偏瘫患者，由同一位评定者在相同环境下进行评定，分

别采用改良 Aswhorth 量表（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改良 Tardieu 量表(modified Tardieu 

scale，MTS)和三倍痉挛状态量表（triple spasticity scale, TSS）评估瘫痪侧肘屈肌、腕屈肌、指屈

肌的痉挛程度，分别在平卧位、坐位和站立位三个体位下进行评估。不同体位间 MAS，MTS，TSS

评定的结果采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方法分别检验 TSS 总分及各亚

组得分与 MAS、MTS 之间的相关性，计算 r 值和 P 值。显著水平设为 0.05。 

结果 经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在平卧位、坐位、站立位下，MAS、MTS 和 TSS 评估脑卒中后

偏瘫患者上肢屈肌（屈肘肌、屈腕肌、屈指肌）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P<0.05），并且三个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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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结果均显示站立位时的肌张力 /痉挛状态最明显，其次是坐位 ,平卧位时肌张力最低；经过

Spearman 相关分析，MAS 和 MTS，MAS 和 TSS(R1-R2)，MTS 和 TSS(R1-R2)，MAS 和 TSS

总分及 MTS 和 TSS 总分在卧位、坐位、站立位对上肢屈肌痉挛评定的结果均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不同体位可明显影响卒中后偏瘫患者瘫痪侧上肢肌张力和痉挛状态的程度，站立位时最高，平

卧位时最低；TSS 可代替 MAS 或 MTS 作为痉挛评定的一种方法，它可反应痉挛状态的神经成分，

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 

 
 

PU-1360 

站立位对脑卒中痉挛性偏瘫患者下肢 H 反射的影响 

 
秦文婷,李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研究姿势对痉挛性偏瘫患者和健康人的 Ia 传入单突触反射通路的影响，以及 H 反射调制和痉

挛性偏瘫患者运动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通过筛选共选取 24 例 2017 年 2 月—8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

疗的脑卒中后痉挛性偏瘫患者，招募 12 名年龄相仿的健康患者作为对照。进行胫神经 H 反射检查，

测得痉挛患者和健康者双侧 H 反射最大波幅（Hmax）、M 最大波幅（Mmax）、H／M 最大波幅比

(Hmax／Mmax)，分别在俯卧位和站立位测得。采用 Berg 量表、REPAS 量表、 Fugl-Meyer 下肢

运动量表（FMA-L）、Barthel 指数评定功能。痉挛性偏瘫患者非瘫痪侧和瘫痪侧的 H 反射参数采用

配对样本 t 检验进行比较；患者以及健康者分别在俯卧位和站立位测得的 H 反射数据采用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检验。设定体位变换差异度为 Q 值（%），Q=（平卧位-站立位）/平卧位,比较 Q 值和各

功能量表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方法检验。显著水平设为 0.05。 

结果 1、在 12 例健康者中发现，健康者站立位的 Hmax、Hmax／Mmax 均显著小于俯卧位（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P<0.05）； 

2、在 24 例患者的研究中发现， 瘫痪侧与非瘫痪侧的 Hmax、Mmax 和 Hmax／Mmax 的结果均显

示有统计学意义，且瘫痪侧的 Hmax、 Hmax／Mmax 高于非瘫痪侧，表明痉挛性偏瘫患者瘫痪侧

H 反射兴奋性高于非瘫痪侧； 

3、非瘫痪侧 Hmax／Mmax 在俯卧位和站立位下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站立位时的 Hmax／Mmax 较

俯卧位变大；而瘫痪侧 Hmax／Mmax 在不同体位下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明总体上脑卒

中后痉挛性偏瘫患者站立位时非瘫痪侧和瘫痪侧的 H 反射并未被明显抑制，甚至存在非瘫痪侧的运

动神经元兴奋性增强； 

4、瘫痪侧和非瘫痪侧下肢 Hmax/Mmax 与 Barthel 指数、下肢运动功能量表（FM-L）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均发现无相关性差异（P>0.05）。患者瘫痪侧 Hmax/Mmax 与 Berg 量表评分呈线性正

相关（r=0.440,P<0.05）。非瘫痪侧 Hmax、Hmax/Mmax 与 Berg 量表、REPAS 量表评分均为无

相关性差异（P>0.05）。 

结论 健康者在站立位下胫神经 H 反射兴奋性被抑制,而患者站立位时，瘫痪侧运动神经元兴奋性未

被抑制，而非瘫痪侧甚至出现兴奋性上调。痉挛性偏瘫患者 Ia 通路存在异常调节，涉及偏瘫侧和非

偏瘫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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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1 

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反射亢进的临床观察 

 
阳浩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反射亢进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35 例患者均连续服药 2 周以上，平均（5.87±5.21）个月：有效剂量 5mg/日-10mg/日：其中

有 8 例患者长期服药，已随访 1 年。 

结果 35 例患者有效例数 32 例，占总数 94.3%。服药前后对比，平均膀胱容量扩大（65.35±29.87）

ml（P〈0.01）,24 小时排尿次数减少（3.21±2.13）次（P〈0.01），每次排尿量增加（53.2±39.8）

ml（P〈0.01），残余尿量增加（63.2±49.8）ml（P〈0.01）。另外，2 例肾积水患者服药后肾积水

消失。药物副作用：口干 11 例（31%），尿潴留 1 例，服药超过一年的患者复查肝肾功能无异常。 

结论 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反射亢进的效果明确，安全可靠。 

 
 

PU-1362 

肌内效贴扎技术结合筋膜手法技术治疗疼痛的临床应用 

 
姚先彪,孙同萍,熊伟,田林,冯详勇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州省,遵义市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扎技术结合筋膜手法技术治疗疼痛的疗效观察。 

方法 135 例物理性引起的疼痛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45 例（A 组）采用肌内效贴扎技术结

合筋膜手法技术进行治疗，对照组 45 例（B 组）采用肌内效贴扎技术治疗，试验组 45 例（C 组）

采用筋膜手法技术。 

结果 各分组进行治疗 3 周后，A 组治疗疼痛改善程度（VAS 评分小于 2 分）的优良率 92.5%;B 组

治疗疼痛改善程度（VAS 评分小于 2 分）的优良率 74.6%;C 组治疗疼痛改善程度（VAS 评分小于 2

分）的优良率 70.6%。 

结论 肌内效贴扎技术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应用，筋膜手法技术是一项新的治疗方法，近年来也得到

了一定的发展；肌内效贴扎技术结合筋膜手法技术在疼痛的临床应用报道不多，经过分组治疗进行

对比，A 组治疗疗效优于 B 组、C 组；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PU-1363 

电容电阻疗法在肩袖损伤损伤中的应用 

 
张悦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通过对该患者进行电容电阻疗法，达到消除水肿、缓解疼痛、松解黏连、改善关节活动度的目

的。 

方法 该疗法有电容和电阻两种方法。电容模式利用人体细胞内部的电极差引发离子的运动，主要作

用于人体软组织，治疗水肿。电阻模式下正负极之间形成了通道，离子运动会在此之间，主要作用

于人体内电阻值较高的物质如骨骼、肌腱、韧带等，治疗疼痛和软组织的修复。同时该疗法有三种

模式：低温模式（5%-20%）用于消水肿；等温模式（21%-40%）用于缓解疼痛以及软组织修复；

高温模式（40%以上）用于松解黏连增加内源性化学反应。本案例中，先采用电容模式：患者处于

俯卧位，动态电极 3 号，负极板置于膈肌区域，功率 20%-35%，时间 15 分钟，作用于肩袖损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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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再运用电阻模式:患者处于仰卧位，动态电极 3 号，负极板置于膈肌区域，功率 35%-50%，时

间 15 分钟，作用于肩关节。患者经深呼吸的同时被动进行肩关节活动。治疗两个疗程（20 天）。 

结果 对患者进行了两个疗程的治疗，患者肩关节水肿消失，疼痛减轻，夜间睡眠明显改善，关节活

动度有了显著的增加。 

结论 电容电阻疗法在治疗肩关节损伤中作用显著。该疗法可以达到消除水肿、缓解疼痛、修复软组

织、松解黏连、改善关节活动度的目的。 

 
 

PU-1364 

对肩关节周围炎症的临床经验的分享 

 
郑超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1.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关节活动度； 

2.缓解疼痛； 

3.增强肌力； 

4.使相关肌肉协调工作和关节处于正常的位置； 

5.使患者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方法 先针对患者的肌肉组织粘连的问题进行，先松解患者的肩胛周围的肌肉（冈上肌、冈下肌、肩

胛提肌、肩胛下肌、大小圆肌以及前锯肌等），接着松解斜方肌、胸锁乳突肌、胸大肌、胸小肌、

三角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肱肌和膈肌的松解。在肌肉松解之后，在对肩关节相关关节进行松

动，依次是对肩胛的活动方向（上提、下降、外旋、内旋、外展、内收）进行被动活动，且每个方

向的活动都需要回到原来的位置再向其他方向活动。然后对胸锁关节进行松动，之后对盂肱关节进

行松动，包括分离、挤压、牵引、旋转，让患者休息一下，再进行肩关节各方向的力量训练，刚开

始患者力量较弱，所以常用主动-助力活动，一段时间后患者力量有所增长，行抗阻训练。在长达几

个月的治疗中途，治疗效果也达到过瓶颈期，在这过程中，患者也曾因为疼痛和恢复缓慢感到沮丧

和恐惧，后经过在精神上的鼓励和心理上的开导，加之陈述之前的成功案例来鼓励患者，又重新建

立起患者的信心。后来，除了用传统的治疗手法之外，又利用 DNS 的一些技术让关节处于正常位置，

让关节在正常的运动模式下工作。 在这同时给予患者运用悬训练，激活相应的肌肉控制，再加上对

患者呼吸膈肌的放松训练，运用 PRI 技术，使患者有了较好的呼吸模式和腹内压，使局部和整体能

够更加协调地工作运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除了在医院的治疗以外，还给予患者布置家庭作

业，如单手或双手的爬墙练习，患侧手放松做下垂摆动训练，双手握木棍，用键手带动患手做运动

练习等。在整个康复的进程中，告诉患者早上起床后先做热敷，再做锻炼，在康复锻炼后的几小时

不要做热敷，以免加重炎症的渗出加重疼痛，康复锻炼后如出现疼痛难忍，可用冰水袋冷敷肩部周

围，睡觉不能压着患侧肩，不要用患侧手提取重物等健康宣教。 

结果  通过长达六个月的康复治疗，患者的肌肉组织粘连和关节僵硬问题恢复至健侧相同，疼痛消

失，肌肉力量与健侧相同，活动度与健侧相同，日常生活完全不受影响，预期目标达到。 

结论  对于此类患病时间长，治疗时间长，关节疼痛和活动受限严重，心理和精神上也产生恐惧的

病人，医务人员除了要在用传统的康复方法进行治疗的同时，也要根据病人病情的恢复进程来调节

和选择正确和新的方法，同时也要鼓励和开导患者，给患者建立足够的信心，医患双方配合，彼此

才能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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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5 

骨盆调整在肩关节疼痛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聂小伟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骨盆调整在肩关节疼痛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随机抽取 20 例肩关节疼痛的患者，分为观察组 10 例及对照组 10 例，两组均给与传统的治疗，

包括：针灸、推拿、关节松动术、核心训练、TENS，中频治疗，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调整其骨盆使

其处于正确的位置，3 日/次，调整完成进行肌肉平衡训练，治疗前、治疗 1 次、治疗 1 周、治疗 2

月后进行对比。 

结果 在治疗 1 次后与治疗前对比 2 组均有效果，对照组疼痛减少 30%~50%，观察组疼痛减少

60%~80%。在治疗一周后 2 组疼痛基本消失。2 月后对照组 4 人疼痛继续出现症状比治疗前轻，观

察组 1 人出现疼痛症状比治疗前轻。 

结论 骨盆调整在治疗肩关节疼痛中有着重要意义，还可以降低肩痛再次出现可能。 

 
 

PU-1366 

减重跑台联合弹力绷带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影响 

 
白坤常

1
,吕莉

2
,胡付垒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2.济南济钢医院 

 

目的 观察减重跑台联合弹力绷带对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影响。 

方法 46 例 Holden 步行能力 2 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3 例，两组除给予常规临床

处理、常规 Bobath 疗法和针灸治疗。每次运动疗法 30min，针灸治疗 30min，每日 1 次，每周 5

天，共 8 周。另外对照组治疗师一手放置在患者患侧膝关节后方，一手放置在患侧踝关节前方给予

平地辅助行走，以实现足跟首次着地和避免膝过伸的步态出现，每次 15min，每日 2 次，每周 5 天，

共 8 周；治疗组将患侧下肢用弹力绷带分别将踝足关节和膝关节以―8‖字缠绕法缠绕，患者减重 25%

体重置于跑台，同时治疗师给予与对照组相同的手法辅助行走，跑台速度以患者能承受的最适速度

为准，每次 15min，每日 2 次，每周 5 天，共 8 周。治疗前后评定方法①膝过伸的诊断依据：患者

站立相负重时，出现膝关节过度伸展（膝关节过伸>5°），身体重心后移，有向后倾倒的征象。②步

行能力评定：采用 Holden 步行能力评定。 

结果 治疗 4 周后，治疗组膝过伸患者 15 例，对照组膝过伸患者 18 例，治疗组 Holden 步行能力 2

级 6 例（26.09%），3 级 9 例（39.13%），4 级 7 例（30.43%），5 级 1 例（4.35%），对照组

Holden 步行能力 2 级 9 例（39.13%），3 级 10 例（43.48%），4 级 3 例（13.04%），5 级 1 例

（4.35%）。治疗 8 周后治疗组膝过伸患者 5 例，对照组膝过伸患者 12 例，治疗组 Holden 步行能

力 2 级 1 例（4.35%），3 级 3 例（13.04%），4 级 14 例（60.87%），5 级 5 例（21.74%），对

照组 Holden 步行能力 2 级 3 例（13.04%），3 级 9 例（39.13%），4 级 9 例（39.13%），5 级 2

例（8.70%）。治疗组膝过伸患者 5 例明显少于对照组膝过伸患者 12 例（P<0.01），治疗组 Holden

步行能力总体较对照组明显提高（P<0.01）。 

结论 同样手法辅助情况下加入减重跑台联合弹力绷带治疗可使训练刺激量更大，更能使患者获得正

确的运动感觉，对脑卒中患者膝过伸治疗及步行能力提高有明显的效果。不同减重比例对改善膝过

伸的影响，还需后续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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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7 

探讨认知知觉训练结合针灸治疗对脑卒中后认知 

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叶辉霞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研究采用认知知觉训练结合针灸治疗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科 2016 年 2 月-2017 年 8 月收治并确诊为脑卒中认知性障碍的 68 例老年患者

为研究对象，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治疗并考察其临床疗效。 

结果 经治疗后两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各临床指标较治疗前均得以不同程度改善，然观察组较对照组

改善程度更为显著，P＜0.05。且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4.12%明显优于对照组常规康复治疗

的 76.47%，P＜0.05。 

结论 认知知觉训练结合针灸治疗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治疗效果显著，可在临床推广使用。 

 
 

PU-1368 

华蟾素胶囊治疗 64 例晚期胃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乐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2.西安交通大学 

 

目的  观察服用华蟾素胶囊应用于晚期胃癌患者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64 例患者服进行口服华蟾素胶囊与不行华蟾素胶囊干预的 56 例晚期胃癌患者进行对比研

究。 

结果 肿瘤客观疗效：治疗组稳定率约 59.4%，对照组约 35.7%；生活质量：比较治疗前后 Karnofsky

评分变化，治疗组与对照组改善率分别为 53.1%与 35.7%；疼痛情况：在治疗前，患者中有 52 例

合并癌症疼痛症状。治疗后，有 44 例合并癌症疼痛患者。治疗前后，治疗组癌症疼痛控制有效率与

对照组分别为 80.8%，与 59.1%。 

结论 华蟾素胶囊能显著提高肿瘤平稳率和改善率，减轻癌症疼痛。 

 
 

PU-1369 

头皮针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鹿传娇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头皮针对脑卒中认知障碍患者治疗前后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分（MoCA）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标准的 60 例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认知训练组，A 组）、头皮针组（头皮针+认知训练

组，B 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治疗方法：1.定向力训练:如空间定向障碍，病人分不清方向、方位，

给予具体物品方向，方位指导，并反复强调，增强记忆。如人物定向障碍，病人分不清亲属的身份

以及与自己的关系。治疗师需要对其反复训练、纠正。2.知觉障碍功能训练:对于有失认症的患者，

治疗时要根据评估结果针对性给患者识别图片及实物，要求患者记住图片的名称及颜色等相关内容，

反复多次，并逐渐增加难度，多次发问，增强记忆。3.视运动认知障碍的功能训练:如猜测游戏和删

除作业。删除游戏:治疗师在一张白纸上写若干个字母，让患者删除指定的字母，成功后改变字母的

顺序和指定字母，反复练习。4.逻辑思维训练:如指出特定信息、物种分类等。以上训练 1 次/d，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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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治疗结束后治疗师布置作业，次日检查患者作业正确完成情况。头皮针组治疗方法：头皮针穴

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070912-2008)通过的《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 2 部分:头针》中

的额中线(神庭穴向下针 1 寸)，额旁 1 线（眉冲穴向下 1 寸）、顶中线(百会至前顶)，顶旁 1 线（正

营穴至承灵穴）、顶颞前斜线(前顶至悬厘)、顶颞后斜线(百会至曲鬓)、颞前线(颔厌至悬厘)、颞后

线(率谷至曲鬓)。取健患双侧穴线，颅骨缺损者，只取健侧。操作方法:选用 28 号 1.5 寸(长 40mm，

直径 0.30mm)佳健牌不锈钢针灸针。患者坐位或卧位，穴位消毒后，针身与头皮成 15°快速刺入头

皮帽状腱膜下层，继续捻转进针，深度 30mm，捻转速度一般为 200 次/min 左右，行针 1min，持

续留针 3～6h。头皮针留针同时进行认知训练，1 次/d，30min/次。留针过程间断行针。疗效评价：

2 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15d 后采用 MoCA 评分量表评估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程度。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前 MoCA 评分比较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5d 后，A 组、B 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头皮针治疗对脑卒中认知障碍患者可提高 MoCA 评分,即改善脑卒中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

可临床广泛应用。 

 
 

PU-1370 

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吞咽功能训练在脑卒中后 

吞咽功能的恢复 

 
兰晓燕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神经源性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综合应用吞咽行为、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等康复措施的

疗效与单纯采用吞咽行为治疗和单纯电刺激治疗疗效的对比分析，寻找神经源性吞咽障碍简单有效，

易于被患者接受，操作和评估方法科学的临床路径。 

方法 择 2013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脑卒中的住院患者 285 例。均存在吞咽方面障碍的患者。年龄

42-87 岁。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传统吞咽功能方法训练患者吞咽功能。对照组：采用

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吞咽功能方法训练患者吞咽功能。 

结果 采用 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吞咽功能方法训练患者吞咽功能更有效。 

结论 电刺激可兴奋咽喉部肌肉，防止废用性萎缩，通过刺激受损部位的脑神经，使其活性增加，反

复刺激兴奋大脑的高级运动中枢，能帮助恢复和重建正常的反射弧，促进新的中枢至咽喉运动传导

通路形成。 

 
 

PU-1371 

96 例脑卒中患者吞咽困难康复训练疗效观察 

 
兰晓燕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脑卒中吞咽患者实行康复训练的临床效果，评价康复训练的临床价值。 

方法 将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间我科收治的 96 例行康复训练进行临床治疗及护理的脑

卒中吞咽困难患者作为观察组研究对象。另外将 50 例行常规护理的脑卒中吞咽患者作为对照组研究

对象。比较两组患者吞咽困难问题的改善效果。 

结果 经过为期 1 个月的治疗护理之后，观察组 96 例患者的吞咽困难改善有效率为 95.83%（92/96），

对照组患者的吞咽困难改善有效率为 70%（35/50），组间差异 P<0.05，存在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康复训练可以有效的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困难问题，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因而具有较

高的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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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2 

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神经源性环咽肌失弛缓症的疗效观察 

 
兰晓燕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对患有神经源性环咽肌失弛缓症患者予以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择取我科于 2014 年 2 月到 2016 年 6 月收治的神经源性环咽肌失弛缓症患者 44 例，在随机的

前提下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组与参照组，各包含 22 例患者。参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模式下的康复治

疗，实验组则在此基础上接受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吞咽障碍评分情况以及吞咽

功能的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评分无极为明显性的差异，治疗后实验组的评分显著高于参照组，实验组的各项功

能改善情况均显著优于参照组，各项差异比较满足 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层面的意义。 

结论 导尿管球囊扩张术具有重要的临床实践意义，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PU-1373 

探讨康复治疗对改善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的效果 

 
黄莹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对改善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3 月入住某院的 50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分 为康复治疗组和

对照组，对照组（25 例），采用常规的药物治疗治疗组（25 例），采用传统治疗结合物理训练。

一个月观察治疗结束后进行康复效果比较。 

结果 两组治疗结果显示，对照组 25 例患者中有 13 例的吞咽功能恢复正常，有效率为 52%，强化

组 25 例患者中有 23 例吞咽功能恢复正常，有效率为 92%， 两组患者治疗的效果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康复治疗能有效地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 

 
 

PU-1374 

脊神经后内侧支射频热凝术与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

体压缩性骨折的对比研究 

 
徐昕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目的 1. 探究脊神经后内侧支射频热凝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临床疗效； 

2. 探究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临床疗效； 

3. 对比分析脊神经后内侧支射频热凝术与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

临床疗效和经济效益。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6 月到 2017 年 9 月住院的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根据入选标准

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与患者沟通后同意入组 84 例，按照简单随机原则分为脊神经后内侧支射频热

凝术组（PRFT 组）、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组（PKP 组），两组均在常规药物（非甾体类止痛药、

钙剂等）治疗基础上分别行脊神经后内侧支射频热凝术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KP），两组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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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在住院 7 天后出院，每名受试者由 1 位不参与本研究的疼痛科医师进行疗效的指标评定，于患

者术前、术后即刻、24h、3 天、1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分别通过视觉模拟疼痛量表 VAS 和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问卷表 ODI 对患者的疼痛变化及功能障碍情况进行评估。并统计两组微创

操作的治疗费用、耗材及住院总费用。末次随访采用改良 MacNab 标准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两组受试者治疗前的VAS、ODI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RFT组与术前相比，

术后各时点 VAS、ODI评分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acNab 评定优良率为 80％(32/40

例)。PKP 组与术前相比，术后各时点 VAS、 ODI评分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acNab

评定优良率为90％(36/40例)。PKP组术后即刻VAS评分低于PRF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余各时段 VAS 评分低于 PRFT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KP 组的术后各时点的 ODI评

均低于 PRFT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RFT 组的所有住院费用均低于 PKP 组，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脊神经后内侧支射频热凝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短、中期疗效较好，由于未进

行远期随访，压缩椎体未进行固定支撑，可能会导致远期效果不理想。 

2. 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创口小，见效快，有手术风险，但发生率

小，短、中期疗效均较好。 

3. 脊神经后内侧支射频热凝术的短中期经济效益较好。 

 
 

PU-1375 

球囊扩张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环咽肌失迟缓的 

临床疗效观察 

 
邓炎尧,刘超,李元,郭自清,谢冰,金子琦,肖乐 

长沙市第一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观察球囊扩张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环咽肌失弛缓症所致吞咽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选择脑卒中后环咽肌失弛缓症患者 5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 28 例。治疗组给予

球囊扩张+经颅磁刺激治疗，对照组给予球囊扩张＋假性磁刺激治疗。分别在治疗前后进行吞咽功能

洼田饮水试验分级评价及电视 X 线透视吞咽功能造影检查（VFSS）。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吞咽功能洼田饮水试验分级均较治疗前好转，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2 组环咽肌开放情况均较治疗前改善，且治疗组改善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治疗组治疗后 5ml 浓流质吞咽通过时间较治疗前明显缩短（P<0.05），而对照组治疗后 5ml 浓流质

吞咽通过的时间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球囊扩张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卒中后患者环咽肌失弛缓症所致吞咽功能障碍具有显著疗效，

可降低误吸等不良并发症的发生。 

  
 

PU-1376 

温针灸中极穴结合膀胱功能训练对 SCI 后神经源性 

膀胱的疗效观察 

 
徐朦婷

1
,李琳琳

1
,王万宏

1
,毕鸿雁

2
 

1.山东中医药大学 

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比较普通针刺结合膀胱康复功能训练与温针灸―中极穴‖结合膀胱功能康复训练、膀胱功能训练

的临床疗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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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60 例脊髓损伤的患者随机分组，随机分为普通针刺组 20 例，温针灸―中极穴‖组 20 例，膀

胱功能训练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一个月为一疗程，一共治疗 3 个月。3 个月后观察患者的膀胱

容量、残余尿量、膀胱积分以及生活质量评分的变化 

结果 三组患者的膀胱功能都有所改善，但温针灸组膀胱功能改善情况明显优于普通针刺组以及膀胱

功能训练组，残余尿量减少，膀胱积分提高。结论：温针灸―中极穴‖对 SCI 后神经源性膀胱的治疗

有着明显的优势。 

结论 三组患者的膀胱功能都得到了改善，但温针灸组不管从膀胱积分、膀胱容量、残余尿量、以及

生活质量的评分比普通针刺组以及膀胱训练组效果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PU-1377 

呼吸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腰椎稳定肌异常的临床观察 

 
李超,毕鸿雁,刘西花,李琳琳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呼吸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的腰椎稳定肌肌肉形态学改变的临床表现。 

方法 64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 NLBP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n=32）和对照组（n=32），对照组给与传

统核心稳定训练，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呼吸训练，治疗持续 4 周，治疗前后采用肌骨超声观

察患者多裂肌厚度与横截面积之和，比较两组多裂肌肌肉形态学变化。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与实验组多裂肌厚度和与横截面积和无明显差异（P>0.05），实验组与对照

组在结束治疗后，应用肌骨超声测量两组多裂肌厚度和横截面积均有改善，但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 

结论 通过肌骨超声观察腰椎稳定肌的肌肉形态变化，证实呼吸训练能够提高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

者腰椎稳定肌的肌肉表现，其训练疗效优于单纯的核心稳定性训练，对于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

的物理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U-1378 

对脊髓损伤间歇导尿患者实施个性化饮水计划的效果 

 
陶艳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对脊髓损伤间歇导尿患者实施个性化饮水计划的效果。 

方法 将 2017 年 2 月-2018 年 2 月在我院康复科行康复治疗的脊髓损伤间歇导尿的 78 例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饮水计划，观察组实施个性化饮水计划，比较两组患者的膀胱功能恢复

效果、饮水依从性、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护理 1 个月后膀胱容量、最大自主排尿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而残余尿量、膀胱压力明显

减少，LUTS 评分明显降低（P＜0.05）；观察组护理 1 个月后饮水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尿路感染、肾积水、尿路结石等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脊髓损伤间歇导尿患者实施个性化饮水计划的效果显著，能有效提升膀胱的顺应性，促进膀

胱生理功能的恢复，降低尿路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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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9 

表面肌电图联合洼田饮水试验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临床 

诊断价值的研究 

 
刘邦亮,朱美兰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运用表面肌电图（Surface Electromyography，sEMG）联合洼田饮水试验对脑卒中后吞咽障

碍可疑患者进行临床筛查，并与传统洼田饮水试验及金标准电视透视吞咽检查（Video 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VFSS）进行对比分析，评估联合后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急性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可疑患者 60 例，随机运用 sEMG 联合洼田饮水试验、传统洼

田饮水试验及VFSS进行吞咽功能评定,分析并评估sEMG联合洼田饮水试验对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

碍的临床诊断价值。实验中 sEMG 联合洼田饮水试验、传统洼田饮水试验及 VFSS 等三个诊断方法

受试者都必须进行测试，文中的随机指三个诊断方法测试顺序上的随机。同一受试者在所有测试完

成之前，各项目测试者不能把本项测试结果告知他人（包括受试者），待所有测试完成后由本文作

者统一数据收集。本实验完成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受试者本人及受试者家属同意。sEMG 联合洼

田饮水试验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诊断，主要借助 sEMG 的图像、吞咽波形个数及信号特征（指

AEMG、peak value、IEMG 值等）进行综合评定。 

结果 通过 VFSS 诊断吞咽障碍阳性受试者共 48 人，阴性共 12 人。sEMG 联合洼田饮水试验诊断

阳性 42 人，阴性 18 人。洼田饮水实验阳性共 34 人（其中Ⅲ级 22 人，Ⅳ级 7 人，Ⅴ级 5 人），阴

性共 26 人（其中Ⅰ级 15 人，Ⅱ级 11 人）。经计算 sEMG 联合洼田饮水试验诊断卒中后吞咽障碍

的敏感度为 85.4%、特异度为 91.7%、阳性预测值为 97.6%、阴性预测值为 61.1%，kappa值为 0.649，

p=0.000,与 VFSS 一致性有统计学意义。而传统洼田饮水试验敏感度仅为 62.5%、特异度为 66.7%、

阳性预测值为 88.2%和阴性预测值为 30.8%，其中与 VFSS 之间的 kappa 值为 0.203，一致性较弱。

且 p=0.067,与 VFSS 一致性无有统计学意义。两方法间比较 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sEMG 联合洼田饮水试验后其诊断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

预测值均优于传统洼田饮水试验,并可一定程度替代 VFSS。 

 
 

PU-1380 

不同频率经颅磁刺激的联合应用对卒中后认知功能的 

早期临床疗效观察 

 
丁巧方,李哲,郭钢花,关晨霞,乐琳,郝道剑,李颖 

郑大五附院 

 

目的  探讨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的联合应用对卒中后认知功能的早期临床疗效。 

方法 将 45 例患者随机将分为高频组、低频组、伪刺激组，每组 15 例，均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及药

物治疗。此外，3 组患者在经过 5Hz rTMS 预刺激处理 10min 后分别给予 5Hz、1Hz 和伪刺激治疗

15min，每日治疗 1 次，每周治疗 6 天，持续治疗 2 周。在治疗前、治疗 1 周、治疗 2 周及治疗结

束后 8 周评估其功能独立性(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FIM)评分、事件相关电位 P300 潜

伏期及波幅情况。 

结果 治疗前 3 组患者 FIM 评分、P300 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的不同时期，

FIM 评分及 P300 波幅较治疗前增加，P300 潜伏期较治疗前降低。在治疗 1 周时，高频组 P300 指

标即显著优于低频组和伪刺激组（P＜0.05)，低频组和伪刺激组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

FIM 指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 2 周时，高频组 FIM 评分和 P300 指标依旧优于低频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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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刺激组（P＜0.05)，低频组较伪刺激组改善明显，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后 8 周

的随访结果显示，高频组仍较低频及伪刺激组有优势，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高频组可早期、显著的改善卒中者认知功能及生活能力。 

 
 

PU-1381 

肌内效贴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 I 期的疗效观察 

 
赖米娜,刘红 

湖南省财贸医院(原:湖南省商业职工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对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Ⅰ期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40 例在我科住院的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Ⅰ期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 例。对照

组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包括良肢位的摆放、中频电疗法和超短波治疗，手法锻炼；观察组在常规康

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肌内效贴治疗。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排水法、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上肢疼痛、肿胀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治疗 4 周后，2 组患者的疼痛、肿胀及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

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脑卒中肩手综合征的患者康复治疗过程中采用肌内效贴治疗的方法有助于缓解患者患侧上

肢的疼痛和肿胀。 

 
 

PU-1382 

温针灸中极穴治疗产后尿潴留 36 例 

 
王文静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温针灸中极穴治疗产后尿潴留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2016年 5月至 2017年 5月泰安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72 名产后尿潴留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各 36 名。治疗组给予温针灸中极穴治疗，对照组给予新斯的明肌注治疗，治疗结束后嘱

患者排尿，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残余尿量，并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膀胱残余尿量为 38.36±11.89ml，对照组膀胱残余尿量为 77.68±23.15ml，两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4.4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0.56%，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温针灸中极穴可以有效的减少产后尿潴留患者的膀胱残余尿量，对产后尿潴留患者的临床治疗

效果显著，且简便易行，患者接受度高，值得临床推广。 

 
 

PU-1383 

呼吸功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严重吞咽功能障碍伴 

吸入性肺炎的疗效观察 

 
何德深,黄世福,黄晓晖,陈东霞,梁亮光 

梧州市工人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 

 

目的  探讨呼吸功能训练结合常规疗法治疗脑卒中后严重吞咽功能障碍伴吸入性肺炎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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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脑卒中后严重吞咽功能障碍伴吸入性肺炎患者共 64 例，随

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2 例。干预组采用常规治疗（包含吞咽康复训练）结合呼吸功能训

练；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包含吞咽康复训练）。两组患者均治疗三周, 呼吸功能训练及单纯的吞

咽康复训练每周一到周五进行 ,每天一次。治疗前后使用吞咽功能性交流测试评分  (Swallowing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Measure, FCM)及洼田饮水实验评估患者吞咽障碍程度，并对患者吸入

性肺炎情况进行统计。 

结果 干预组及对照组治疗前均存在吞咽困难及吸入性肺炎，两组未见明显差异（P>0.05）。经三

周的呼吸功能训练后，FCM 及洼田饮水实验评估均发现干预组获得较对照组更好的吞咽功能恢复

（P<0.05）,其中干预组 5，6 级患者为 23 名（71.1%），显著高于对照组（16 名，50.0%，P<0.05）。

洼田饮水实验干预组 II级患者人数（n=29,90.6%），也明显高于对照组（n=22，68.8%，P<0.05）。

同时，干预组 32 名患者治疗后呼吸道分泌物均明显减少（100%），对照组仅 26 名（81.3%）出现

相似情况（P<0.05）。干预组平均病情改善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9.44±2.60 vs 11.13±2.66 天, 

P<0.05）。 

结论 呼吸功能训练结合吞咽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严重吞咽功能障碍伴吸入性肺炎患者的疗效优于

单纯的吞咽康复训练，可更好的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障碍，并能增加脑卒中后吸入性肺炎的好转率 

 
 

PU-1384 

焦虑、抑郁与躯体化症状患者 1 例报告及文献回顾 

 
刘颜芬,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主要是从病史、体检、鉴别诊断、康复治疗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经验特此与各位同道分享，

以期进一步了解焦虑、抑郁与躯体化症状，减少误诊率，并为该疾病的进一步治疗提供有益的临床

借鉴。 

方法 通过临床个案分析的方法介绍焦虑、抑郁与躯体化症状。 

结果 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诊断为焦虑、抑郁、躯体化症状。治疗上给予草酸艾斯西酞

普兰(来士普)对症抗抑郁、焦虑，塞来昔布胶囊（西乐葆）消炎止痛。结合我科系统康复治疗：（1）

低频脉冲电治疗：采用感应电疗法，刺激双侧上肢及双手，防治大小鱼际肌萎缩，促进血液循环，

镇静止痛。（2）中频脉冲电治疗：利用功能性电刺激处方，将电极片放于左右肩、左右手对置。（3）

静电治疗：导子滑动双手，治疗皮肤的感觉异常。（4）超短波治疗通过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以及镇痛

作用缓解左右膝盖关节疼痛。（5）冷疗缓解手部水肿。（6）经颅磁刺激其左侧前额叶背外侧皮质

区，改善抑郁状态。（7）物理治疗：通过关节松动改善肩关节活动度，通过肌筋膜手法缓解手部疼

痛。经过药物及系统康复治疗，配合积极的心理暗示，治疗 21 天后患者病情较前好转出院，出院后

半个月、1 个月进行追踪，患者病情明显好转，夜间双手红肿热痛症状未再出现，且精神状态明显

好转，睡眠、饮食也相应得到改善。 

结论 ①当患者症状无法用躯体疾病所解释时，应注意患者的情感症状，可在治疗过程中，与患者及

家属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并可引导患者进行焦虑、抑郁相关量表的测定，做出正确的诊断，以免浪

费医疗资源。② 焦虑、抑郁与躯体化症状易与某些躯体疾病本身症状混淆,应注意鉴别。③我国综合

医院医生对焦虑、抑郁与躯体化症状识别诊断率低,合理治疗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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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5 

高强度间歇训练对卒中后抑郁大鼠抑郁程度及海马区神经可塑性

和 BDNF 与 proBDNF 表达的影响 

 
罗路

1
,王强

1,2
,李丛琴

1
,杜新新

1
,邓钰

1
 

1.青岛大学医学院,山东省,青岛市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对脑卒中后抑郁（PSD）大鼠抑郁程度，海马区神经元形态、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蛋白及其前体 proBDNF 表达的影响，探讨 HIIT 改善 PSD 大鼠抑郁程

度可能的机制。 

方法 将 40 只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Control）、假手术组（SHAM）、PSD 模型

组、中强度有氧训练组（MOD）、HIIT 组（n=8）。PSD、MOD、HIIT 组建立左侧大脑中动脉模

型，并给予慢性温和刺激，SHAM 组仅分离动脉。造模成功后，测定大鼠最大耐受速度（Smax）

与血液乳酸阈值对应速度（SLT），分别对 MOD 与 HIIT 两组进行不同强度的训练方案

（MOD<SLT;SLT<HIIT<Smax）。5 组大鼠分别于训练前和训练 28 d 后进行行为学实验（旷场实验、

强迫游泳实验、糖水消耗实验），然后采用 Nissl 染色观察其左侧海马区神经元细胞形态变化，免疫

组化法检测左侧海马区 BDNF 和 proBDNF 蛋白的分布情况，Western blot 法检测左侧海马区 BDNF

及其受体 TrkB, proBDNF 及其受体 p75NTR 蛋白的表达情况。RT-PCR 检测左侧海马区 BDNF 

mRNA、TrKB mRNA 与 p75NTR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训练 28 d 后，PSD 组相对于其它组，血液乳酸浓度升高。旷场实验中央格停留时间延长，直

立次数和修饰等主动性行为减少，强迫游泳实验不动时间增加，糖水消耗度减少。左侧海马 BDNF

和 TrkB 蛋白表达减少，proBDNF 和 p75NTR 蛋白表达增加。BDNF mRNA 和 TrkB mRNA 相对表

达减少，p75NTR mRNA 相对表达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海马 DG 区神经元细胞排

列松散，细胞缺失，尼氏体浅染甚至溶解；MOD 和 HIIT 组大鼠各项行为学结果得以逆转，BDNF

和 TrkB 蛋白表达升高，proBDNF 和 p75NTR 蛋白表达减少，BDNF mRNA 和 TrkB mRNA 相对表

达增加，p75NTR mRNA 相对表达减少，Nissl 染色示细胞排列整齐，层次紧密，尼氏体深染，且

HIIT 组变化较 MOD 组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SD 大鼠发病机制可能与海马区 BDNF/proBDNF 的值相关，相对于传统的中强度有氧训练，

高强度间歇训练可改善 PSD 大鼠的抑郁程度，增加海马 DG 区 BDNF 与 proBDNF 的比例和神经可

塑性，促进其神经功能的恢复。 

 
 

PU-1386 

呼吸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胡冰涛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在于通过本次的实验观察及临床效果，分析呼吸训练结合吞咽训练对吞咽障碍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40 名患者随机地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0 名。对

照组患者给予药物治疗、吞咽功能基础训练、吞咽电刺激、摄食训练和针灸治疗。实验组相对于对

照组治疗之上加以呼吸功能训练。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对吞咽功能进行评估，采用

标准吞咽功能评定量表。对呼吸功能进行评估：最长呼气时间。并将其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吞咽功能均有改善，治疗前、后评估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实验组疗

效优于对照组( P< 0.05 )。 

结论 脑卒中患者在吞咽训练基础上加之以呼吸训练，对吞咽功能的恢复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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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7 

音乐疗法联合认知功能训练对脑梗死后轻度 

认知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梁雪琴,王利勇 

沧州市人民医院,河北省,沧州市 

 

目的 探讨音乐疗法联合认知功能训练对脑梗死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疗效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 30 例脑梗死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15 例）和对照组（15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认知康复训练，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辅以音乐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及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量表(LOTCA)以及改良 

Bathel 指数(MBI ）对两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MMSE、 LOTCA 认知评分、MBI 评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 4 周后发现治疗组及对照组患者 MMSE 评分、LOTCA 评分、M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P ＜0.05)，并且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上述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认知功能训练基础上辅以音乐疗法能进一步改善脑梗死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对促进患

者早日回归家庭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PU-1388 

深层肌肉刺激仪联合电兴奋对落枕产生的疼痛及颈肩 

活动度的干预效果观察 

 
梁红玲,牟翔,赵晨光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深层肌肉刺激仪(DMS)联合电兴奋对落枕产生的疼痛及颈肩部活动度的干预效果观察。 

方法 选取落枕患者 48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4 例，两组根据病情均

给予常规治疗（包括干扰电、磁疗、手法和针灸），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深层肌肉刺激仪

（DMS）以及电兴奋治疗，深层肌肉刺激仪采用震动头敲击频率 36.7Hz，以中上斜方肌、肩胛提肌

和菱形肌为主，每次 5min，1 次/天。电兴奋治疗以胸锁乳突肌、斜方肌、肩胛提肌肌肉压痛点为主，

通感应电 50mA 连续波以患者耐受量带动肌肉收缩达到高度兴奋，每次 10min，1 次/天，在患者治

疗 2 次后对患者进行评估，利用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AS）及颈部关节活动度测量对比两组评定结

果，得出结论。 

结果 治疗 2 次后两组患者 VAS 以及关节活动度均有改善，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差值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深层肌肉刺激仪联合电兴奋能够快速缓解落枕所引起的颈肩部疼痛及肌肉过度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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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9 

刺血疗法配合消瘀散外敷治疗痛风性关节炎 67 例 

 
潘进 

枝江市中医院,湖北省,宜昌市 

 

目的 痛风性关节炎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嘌呤代谢紊乱，尿酸排泄障碍，血中尿酸浓度增高，形成晶

体，沉积于关节及周围软组织所导致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本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关节红肿热痛，

活动受限，继而关节变形，实验室检查可见高尿酸血症等，目前西药治疗本病主要以糖皮质激素和

非甾体抗炎药物为主，疗效有限且有副作用。本病属于中医学―痛痹‖的范畴，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

的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处发生疼痛、重着、酸楚、麻木，或关节屈伸不利、僵硬、肿大、变形

等症状的一种疾病[1]。祖国医学对痛风性关节的治疗有丰富的经验，近两年来，我院采用刺血疗法

结合消瘀散（本院经验方）外敷治疗痛风性关节炎[2]67 例，临床疗效显著，现总结报道如下。 

方法  疗效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8]  

结果 全部病例经治疗个疗程后判定疗效，治愈例占，显效例占，有效例占，无效例占。总有效率，

起效时间天。 

结论   刺血疗法简便易行、有效且无毒副作用，能促进血清尿酸的调节和机体对嘌呤的代谢。治疗

结果显示，配合消瘀散外敷能及时有效的缓解局部关节红肿疼痛、功能障碍，并且在临床使用中未

见明显的不良反应[11]，疗效确切优良，经济方便，值得临床应用。但对于本病，目前无法根治，关

键以预防为主，饮食控制、生活调养并辅之适当的体育运动，定期的健康检查都尤为重要。 

 
 

PU-1390 

肌内效贴结合运动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伍灵志,张国庆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江西省,九江市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结合运动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 

方法 9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随机分为 A 组、B 组、C 组, 每组 30 例。A 组采用常规康复疗

法, B 组采用常规治疗+牵引疗法, C 组采用常规治疗+运动康复+ 肌内效贴结合疗法, 对比三组临

床疗效。 

结果 A 组总有效率为 53.3%, B 组总有效率为 66.7%, C 组总有效率为 90.0%, C 组治疗总有效率

明显高于 A、B 组(P<0.05)。C 组视觉模拟疼痛法(VAS) 评分、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 评分、

Oswestry 评分明显低于 A、B 组(P<0.01)。 

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运动康复疗法结合肌内效贴治疗起效迅速、疗效确切,值得推广 

 
 

PU-1391 

3Hz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 MMASA 的影响 

 
王中莉

1
,姚云海

1
,胡乐明

1
,柏京

1
,金敏敏

1
,尹汉奎

1
,曾明

1
,傅建明

1
,李亮

1
,杨春

2
,朱美红

1
 

1.嘉兴市第二医院,浙江省,嘉兴市 

2.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观察 3Hz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恢复期吞咽障碍患者 60 名，按入院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重复经颅

磁刺激+常规吞咽训练）和对照组（常规吞咽训练组）各 30 例。治疗前及治疗 5 个疗程后观察两组

患者临床疗效（采用洼田饮水试验评价标准及改良曼恩吞咽能力评估量表 MM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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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根据洼田氏评定法判定疗效：总有效率观察组（100%）与对照组（9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愈显率观察组（93.3%）与对照组（66.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MMASA 评分比较：治疗前观察组总分（74.30±6.86）和对照组总分（74.53±7.16）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5 个治疗疗程后两组组内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总分（92.63±6.88）和对照组总分（81.60±7.98）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治疗前各项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除表达性言语障碍和构音障

碍两项外其余各项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各项均高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后呼吸、构音障碍、舌肌运动范围、舌肌力量、咽反射

及软腭运动方面均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比较亦有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3Hz 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常规吞咽训练可以明显提高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 

 
 

PU-1392 

经颅磁刺激对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分析 

 
徐美君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颅磁刺激对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分析。 

方法 选取 30 例年龄在 60 岁以上存在吞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并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 1

和观察组 2。对照组进行常规的药物治疗、吞咽治疗和心理治疗，观察组 1 在进行常规治疗外，还

增加了每周五次的 1HZ 频率,80%强度，20min 的健侧大脑的吞咽运动皮质区的经颅磁刺激治疗，观

察组 2 在进行常规治疗外，还增加了每周五次的 3HZ 频率,80%强度，20min 的患侧大脑的吞咽运

动皮质区经颅磁刺激治疗。治疗时间为 4 周，三组患者分别与治疗前、后采用标准吞咽功能评价量

表（SSA）评定患者吞咽功能情况。 

结果 观察组 1 与观察组 2 的患者吞咽功能的改善在统计学上优于对照组（P<0.05）,而观察组 1 与

观察组 2 在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通过抑制健侧的吞咽运动皮质区和兴奋患侧的吞咽运动皮质区的经颅磁刺激治疗，能改善患者

的吞咽功能。因而，经颅磁刺激对高龄的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明显促进作用。 

 
 

PU-1393 

吞咽康复保健操在吞咽障碍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张燕琴 

甘肃省中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通过对吞咽障碍患者制定并实施吞咽障碍保健操，探讨对吞咽障碍患者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通过实验组吞咽康复训练与吞咽障碍保健操相结合的手段，与对照组（吞咽康复训练）对比，

观察 3 个月后吞咽功能恢复程度。 

结果 进行吞咽保健操后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增加到 92%，患者满意度为 96%，治疗效果较单纯的

康复训练有明显提升(Χ2=4.500,p＜0.05） 

结论  吞咽障碍保健操可充分调动患者对康复的信心，并促进康复效果，护理人员对患者康复过程

的积极参与，能提高疗效，并且护理满意度也有明显提升，因此，此方案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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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4 

皮内针联合作业疗法对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梅瀚支,彭福,周海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观察通过皮内针疗法结合作业疗法的治疗方式，对改善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效果。 

方法 将 36 例因肩手综合征而出现上肢疼痛症状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 OT（作业）治疗组和联合

治疗组，每组各 18 例。两组患者均进行每日两次的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运动训练，物理因子，作业

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皮内针治疗（主要选穴肩俞、肩髎、肩贞、肩中兪、肩外兪、

阿是穴）两组疗程均为 4 周。于治疗前后采用 VAS 视觉评分、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分、Barthel

指数、对两组患者进行上肢功能评定。 

结果 治疗前，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FMA、MBI

评分均升高，治疗组较对照组 VAS 评分降低、FMA、MBI明显提高。 

结论 作业治疗对改善卒中患者因肩手综合征出现的疼痛有一定的效果；但通过结合皮内针改善患者

上肢运动功能及疼痛，效果更优于常规治疗。 

 
 

PU-1395 

间歇性导尿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 

 
吕凤梅,王瑾 

荣昌康弗尔骨科医院 

 

目的 对脊髓损伤患者应用间歇性导尿术及留置尿管期间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

比较。 

方法 将我科 2018 年 3 月至 5 月收治的 10 例胸腰段脊髓损伤尿潴留患者，分为 A 组和 B 组各 5 例

进行膀胱功能评估。A 组制定具体导尿次数、操作方法、残余尿测定及膀胱排尿训练健康教育。嘱

患者合理饮水，待膀胱充盈后取平卧位，采用膀胱训练方法诱导，排尿后立即导尿，每次记录患者

导尿时间、频次、自排及残余尿量等信息。B 组对留置尿管的患者实施尿管定时夹闭，放尿前提醒

患者有意识的参与排尿，是其产生排尿感及空虚感，放尿后严格记录尿量，颜色等。并同时对两组

患者讲解评估意义并使其配合护理方案的有效实施，加强会阴部清洁护理，做好患者及家属心理支

持及疾病的沟通告知。 

结果  A 组患者膀胱定时膨胀、排空，缓解膀胱过度充盈和降低膀胱压力。患者能部分自解，且残

余尿量＜100ml。B 组因尿管刺激尿道膀胱粘膜，破坏了正常的生理和环境，削弱了尿道及膀胱对细

菌的防御作用，同时留置尿管提供了微生物直接进入泌尿道的通道。并分别于留置尿道，间歇性导

尿后 15、30 天取患者尿液进行性细菌培养及鉴定。结果间歇性尿道 15、30 天的尿路感染(菌落计

数≥1x10CFU/ml)发生率为 31.5%、28.7％，明显低于留置导尿路感染发生率（100％）。A 组患者

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率及自我管理能力良好率明显高于 B 组。 

结论 应用间歇性导尿术能有效锻炼膀胱功能，减少泌尿系统感感染，操作简单、经济、效果可靠，

同时配合膀胱功能训练，是有效的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性膀胱尿道功能障碍的方法，临床上值得推

广和引用。患者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排尿方法并能自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为患者返回社区及家

庭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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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6 

超声引导下肩峰下滑囊药物注射对偏瘫肩痛的疗效观察 

 
魏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对超声引导下肩峰下滑囊药物注射对脑卒中偏瘫肩痛患者治疗效果进行观察分析。 

方法 选取经超声检查明确有软组织损伤的脑卒中偏瘫肩痛患者 60 例，根据治疗措施分为 2 组，其

中治疗组 30 例接受肩部药物注射并同时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对照组 30 例患者仅接受常规康复训练。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1 周、4 周对患者 Fugl-Meyer 上肢功能、VAS 评分及肩关节被动活动度进

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在 Fugl-Meyer 上肢功能、VAS 评分及肩关节前屈、外展被动活动度之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组患者在治疗后 1 周、4 周后 Fugl-Meyer 上肢功能、VAS

评分及肩关节前屈、外展被动活动度有明显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在超声引导下的肩峰下滑囊药物注射对改善由于肩部软组织损伤导致的偏瘫侧肩痛有一定疗

效，在临床上应及早关注脑卒中患者偏瘫肩痛情况，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改善疼痛，加快肢体

功能恢复。 

 
 

PU-1397 

放松训练在脑卒中患者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 

失迟缓症中的研究 

 
梁红倩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放松训练在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失迟缓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共选择 40 例需进行导尿管球囊扩张术的环咽肌失迟缓症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导尿管球囊扩张术，1 次/天，5 次/周，共两周，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球囊扩张前

给予放松训练（渐进性肌肉抗阻训练、听轻音乐、暗示性放松训练、呼吸训练、想象训练）进行干

预，1 次/天，5 次/周，共两周 

结果 治疗结束后，两组患者洼田饮水试验分级和反复唾液吞咽试验分级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

（P<0.05），且观察组洼田饮水试验分级和反复唾液吞咽试验分级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环咽肌失迟缓引起的吞咽功能障碍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是治疗神经

源性环咽肌失迟缓症的创新性治疗方法，球囊扩张术是通过牵拉与刺激脑干反射弧与大脑皮层控制

系统，达到扩张治疗作用，导尿管球囊扩张术需要反复插和提拉，这样反复刺激如果患者紧张，插

管会越发的困难，进而患者会更加紧张、焦虑，使得球囊扩张过程中恶心、呕吐频繁，迫使治疗的

停止或进展缓慢。放松训练是使有机体从紧张状态松弛下来的一种练习过程，放松有两层意思，一

是说肌肉松弛，二是说消除紧张。患者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进行导尿管插入食管，以及球囊注水后

在环咽肌的来回缩动，不仅提高了患者的配合能 

力，还提高了球囊扩张的有效率，其中观察组患者在导尿管球囊扩张术后洼田饮水试验效果优于对

照组（P<0.05），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还改善了患者的吞咽反应速度，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导

尿管球囊扩张术后反复唾液吞咽试验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更加证明了放松训练在提高导尿

管球囊扩张术在脑卒中环咽肌失迟缓患者当中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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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8 

胸部闭合伤患者肺康复治疗个案 

 
罗静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绵阳市 

 

目的 通过个案分析说明重症康复在临床应用是有效的 

方法 目前我国康复医学科和康复医院的现状基本还是以稳定期、恢复期，甚至后遗症期患者的功能

恢复为主；很少涉及急性期、重症-疑难-复杂-少见疾病或损伤的临床型康复，导致临床工作者对康

复认识有限，我院康复科起步较早，有幸遇一外伤后胸部闭合伤重症患者，使笔者对康复有了新的

认识。遂记录下来，与同道分享。 

结果 通过短时治疗控制患者肺部感染 

结论 本例患者在康复科肺康复处理并不完善，当时肺康复在我科才刚刚起步，并没有专业的肺康复

治疗人员，仅使用了膨肺治疗，改变体位，姿势转移，加强痰液引流，肢体功能训练患者能在短时

间控制肺部感染，再次说明肺功能康复在临床应用是非常有效的。在重症患者应用更能明显体现出

现，在重症患者应用更能使从事临床康复工作人员有存在感。康复其实不是很深奥的东西，有时候

只是需要改变思维方式。 

 
 

PU-1399 

关于间歇导尿中饮水计划个性化定制实施的思路 

 
王玉梅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饮水计划个性化定制方法，配合间歇导尿，促进平衡膀胱管理模式建立，增加患者依从性。 

方法 患者于间歇导尿前 1—2d，给予充分的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尊重患者的生活习性，记录饮食、

饮水、活动及休息的时间，告知其限制水量的目的，充分带动和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与患者沟

通后制定导尿时间，实施后观察，根据每个时间段的导尿量，评估饮水计划是否可行。排除影响因

素，包括气温、空气湿度、患者的排汗量、痰液量、活动量等，可在规定范围内增加或减少水量。

在常规饮水计划的前提下，针对患者个人情况酌情进行调整，以防其他因素影响摄入量与出量不平

衡，导致尿量过多或过少，引起其它并发症的发生或膀胱功能及容量的失调。 

结果 实施个性化饮水计划，尊重了患者的意愿，增加了患者依从性，动态调整，从而平衡膀胱，可

迅速且有效的进行膀胱的管理。 

结论 根据患者个体化进行饮水计划的定制，在临床上较常规饮水计划患者更易接受，执行力强，同

时增进了护患关系的融洽，可切实解决患者的实际问题，为后期膀胱的管理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PU-1400 

针灸中风后吞咽困难的临床效果 

 
陆景华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针灸治中风后吞咽困难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中风后吞咽困难的患者 20 例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 10 例，对照组 10 例。对照组采用西医

常规治疗配合电刺激，观察组在基础上加用针灸治疗。两组患者均在治疗 14d 后比较疗效。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3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3.33%，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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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洼田饮水实验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

察组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结果 两组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 93.33%，对照组总有效率 73.33%，两组治疗后疗效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比较对治疗前后两组的吞咽功能进行对比，治

疗前，两组评分结果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所下降，且观

察组下降幅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灸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困难临床疗效可靠，值得推广应用 

 
 

PU-1401 

电针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郭凯锋,黄臻,钟陶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电针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s，TMD）

的疗效。 

方法 筛选 40 例 TMD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20 例，治疗组 20 例。对照组采用电针治疗，治疗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体外冲击波治疗。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采用最大张口度、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颞下颌关节功能评价（Fricton 指数法）评定患者的最大张口度、

疼痛值以及颞下颌关节功能的改善情况，并对比两组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最大张口度、VAS 得分均有改善，且治疗组改善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

著(P<0．05)；两组患者的 Fricton 指数得分都有所下降，且治疗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治疗后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 95.00%，高于对照组 60.00%，差异显著(P<0．05)。 

结论 电针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 TMD 患者，能够有效缓解肌肉疼痛，改善张口受限，促进下颌关节

功能的恢复，与单一电针治疗相比，疗效更显著。 

 
 

PU-1402 

穴位精确注射甲钴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高翔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省,延安市 

 

目的  评价穴位精确注射甲钴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 

方法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中医

取穴原则施以穴位注射治疗；治疗组在腰椎 CT 或 MRI指导下，对病变部位的夹脊穴施以穴位注射。

2 组均隔日治疗一次，一疗程为 14 次。采用日本骨科学会的改良下腰痛评分法(M-JOA)，分别对两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一疗程后，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6.7%，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组治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344, P<0.05)。 

结论  穴位精确注射甲钴胺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治疗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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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3 

脑卒中后合并吞咽障碍患者在电子生物反馈辅助下球囊 

扩张术的康复疗效观察 

 
田鲜花 

交大二院 

 

目的 探索脑卒中后合并吞咽障碍患者在电子生物反馈治疗辅助下导尿管吞咽球囊扩张的临床效果。 

方法 40 例脑卒中后合并吞咽障碍且洼田饮水试验评级在 4-5 级，意识和认知良好可以配合治疗的

患者，其中 20 例接受常规治疗（对照组），其余 20 例在保持原有总治疗项目不变的基础上，在行

球囊扩张术的同时辅以电子生物反馈治疗（观察组）；分别在治疗开始两周和四周后根据吞咽造影

结果、洼田饮水试验评级以及 PD 量表评分判断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吞咽障碍患者洼田饮水试验改善率为 64.93%，对照组为 31.45%，2 组疗效差异有

统计学（x^2=5.024,p=0.025）。 

结论 在电子生物反馈辅助下球囊扩张比传统的将球囊扩张和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分开来做能显著提

高脑卒中合并吞咽障碍患者的康复效果。 

 
 

PU-1404 

脉血康胶囊治疗血瘀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分析 

 
刘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研究脉血康胶囊治疗血瘀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 2017 年08 月- 2018年 01 月血瘀型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 60 例，分为治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给予氨酚羟考酮片，治疗组加用脉血康胶囊。

两组患者均进行健康宣教。两组疗程均为 15 天，观察临床疗效，比较疼痛 VAS 评分及 JOA 腰部功

能评分的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组、对照组治疗后两组疼痛 VAS 评分的降低与 JOA 腰部功能评分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 

结论 脉血康治疗气滞血瘀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满意，可明显缓解患者腰痛，改善腰部活动能力。 

 
 

PU-1405 

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差频1~20HZ和 1~100HZ干扰电对不完全性脊

髓损伤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许招娣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目的 观察功能性磁刺激联合 1~20HZ 和 1~100HZ 差频干扰电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后尿潴留的治疗

效果。 

方法 将2017 年 10月至 2018 年 4 月于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理疗科确诊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后尿潴留患者 43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22 例，治疗组 21 例，对照组

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和间歇清洁导尿，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功能性磁刺激联合 1~20HZ 和

1~100HZ 差频干扰电治疗，磁刺激采用 15HZ，1400 脉冲的刺激频率刺激骶神经根和耻骨联合上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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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区各 7 分钟，1 次/日；干扰电采用差频 1~20HZ 和 1~100HZ 的静态干扰电,两两交叉放置，耻骨

联合和骶尾关节上 2~3cm 处一组，两侧腹股沟中点一组，每次 20 分钟，1 次/日，疗程为 4 周。在

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通过观察患者残余尿量、充盈期膀胱内压力、24 小时单次排尿量和排尿次数，

对患者排尿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 4 周后，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残余尿量均减少（＜100ml），充盈期膀胱内压力升高，24

小时单次排尿量增加，排尿次数减少，治疗组较对照组改善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无论是否结合功能性磁刺激联合 1~20HZ 和 1~100HZ 差频干扰电治疗，持续 4 周以上的常规

药物治疗和间歇清洁导尿均能有效改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的排尿功能，结合磁刺激和干扰电能

更好地改善其排尿功能。 

 
 

PU-1406 

电针夹脊穴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老年带状疱疹后遗 

神经痛的临床研究 

 
任彦景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电针夹脊穴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老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近、远期临床疗效。 

方法 根据随机对照原则将 72 例老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6 例，对照

组采用常规局部围刺配合电针治疗：患者取健侧卧位或坐位，充分暴露局部患区，据疼痛范围大小

沿神经干走行方向以 1 寸左右等距离选用阿是穴，穴区常规消毒后，向病灶中心方向平刺，持续捻

转至得气，间隔穴位加用电针治疗仪，选择疏密波，强度以患者耐受为宜，通电 30min 后出针。观

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电针夹脊穴和穴位注射。选穴：上肢神经痛取 T1～T3 夹脊穴；胸背神经痛

取 T1～T8 夹脊穴；腰腹神经痛取 T6～L5 夹脊穴；骶部神经痛取 L1～L5 夹脊穴。穴位注射选取相

应节段夹脊穴，抽取甲钴胺 3～5 mL，穴位常规消毒后，快速刺入 1 寸，得气后回抽无血将药物缓

慢注入穴中，每穴 0.5～1 mL，每次选穴 2～3 个。两组均为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5d，休息 2d，10

次１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2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治疗前及治疗第 5、10、15、20 次后均采用视

觉疼痛模拟评分（VAS）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进行评定，并评价临床疗效，治疗后随访

疼痛复发情况。 

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2.33%、94.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组愈显率明

显优于对照组（88.61%，67.32%，P<0.05）；治疗前与治疗后各时间点比较，２组的 VAS 和 HAMA 

评分均有显著改善（P<0.05），但观察组的治疗后各时间点 VAS 评分和治疗 5、10 次后 HAMA 改

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结束后 1、2 个月分别随访，均无疼痛复发情况。 

结论 电针夹脊穴配合穴位注射对老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具有增强温经通络、化瘀止痛的效果，对

各疗程治疗后疗效进行组间、组内评价及远期随访，确定本研究临床疗效的稳定性 

和远期疗效，为治疗老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提供一种新方法，且适宜临床广泛推广。 

 
 

PU-1407 

生物反馈治疗特发性压力性尿失禁一例 

 
高萌,蔡菲,尹立全,石洪峰,牟善敏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生物反馈刺激仪对特发性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 

方法 通过使用生物反馈治疗仪对特发性压力性尿失禁进行为期 10 天的治疗，每日治疗方法包括神

经肌肉电刺激，呼吸训练，Kegel 训练，控尿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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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压力性尿失禁症状明显改善，治疗结束后未出现反复。 

结论 生物反馈对特发性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是有效的。 

 
 

PU-1408 

局部振动仪结合手法治疗对瘢痕康复效果的临床观察 

 
李澎,曲超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增生性瘢痕的一种无创性康复治疗方法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2017 年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科收治的因创伤、烧烫伤等原因引发的增生性

瘢痕 15 例，采用国际较为通用瘢痕评定量表《温哥华瘢痕量表（VSS）》为评价依据，从色泽、厚

度、血管分布、柔软度对治疗前后作对比性研究。治疗采用局部振动仪（Fisio Computer EVM）低

频率 30-40HZ，中振幅 2-3CM，长时间 5 分钟/CM2；手法采用温和持久指腹按压法（90-120s），

指腹横向对推法，横向弹拨法。 

结果 治疗前后通过《温哥华瘢痕量表》评价对比，平均分数有明显下降：色泽下降 1.47 分，厚度

下降 1.33 分，血管分布下降 1.47 分，柔软度下降 1.6 分。 

结论 此方法操作简单，无痛无创，疗效确切。 

 
 

PU-1409 

膀胱治疗仪联合托特罗定治疗痉挛型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观察 

 
陈义乾,郑遵成,朱春燕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膀胱治疗仪联合托特罗定治疗痉挛型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于我科住院的 60 例痉挛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口服托特罗定、留置尿管间歇开放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

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膀胱治疗仪治疗，治疗前后测定患者膀胱容量、膀胱内压力，比较两组

膀胱功能恢复率、停止留置尿管时间 

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膀胱容量均有增加，膀胱内压力降低，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P＜ 0.01) ，两组间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P＜ 0.05)，治疗组在膀胱功能恢复率、停止留置尿

管时间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膀胱治疗仪联合托特罗定治疗痉挛型神经源性膀胱效果显著，增加膀胱容量、降低膀胱内压力，

且能缩短留置尿管时间，可作为临床治疗的优选方案。 

 
 

PU-1410 

分阶段个体化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肠 

功能障碍的影响 

 
朱春燕 

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分阶段个体化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肠道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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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为类实验性研究，选择自脊髓损伤后即入住我院骨一科脊髓损伤诊疗部的 40 例脊髓损伤患者

为实验组，选择自脊髓损伤后即入住我院骨二科普通病房的 40 例脊髓损伤患者为对照组。采用国际

脊髓损伤数据库肠道功能基本数据库（1.1 版）采集表和 Barthel 指数记分法对例患者分别于脊髓损

伤后入院当天、6 周急性期、6-12 周住院康复期、出院后 3 个月随访期进行肠道功能调查。实验组

患者采取分阶段个体化的康复护理方案进行肠道管理，对照组按照传统模式进行管理，对照两组患

者神经源性肠道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实验组在伤后急性期、住院康复期、随访期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肠道功能均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脊髓损伤后肠道功能紊乱,采用分阶段个体化护理管理有助于减少患者肠道并发症，促进排便

功能的恢复。 

有显著差异（p<0.05） 

 
 

PU-1411 

基于 Ilizarov 技术慢性持续性牵拉治疗膝关节术后 

关节僵硬的疗效观察 

 
高强,郑遵成,高伟鹏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基于 Ilizarov 技术原理的慢性持续性牵拉治疗膝关节术后关节僵硬的临床疗效，已期寻找

更为有效的改善膝关节僵硬的治疗方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2017 年 10 月泰安市中心医院门诊及住院收治的膝关节术后关节僵硬的患

者 36 例，所有患者病程均大于 8 周。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

每组 1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法（包括蜡疗、关节松动训练、等速肌力训练、膝关节本体感

觉训练及治疗后的冷敷疗法），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慢性持续性牵拉治疗（牵拉治疗每天

3 次，上午及下午各 3h，晚上 2 h，每周 6 d，疗程 12 周)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第 4、8、12

周膝关节屈伸角度，关节活动范围，疼痛、肌肉力量、ADL 以及 HSS 评分。使用 SPSS22.0 软

件进行统计计算。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膝关节屈伸角度、关节活动范围、疼痛、肌肉力量、ADL 以及 HSS 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1.经 12 周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疗膝关节术后关节僵硬的综合临床疗效总体有效率分别是 

91.46%与 75.38%。（P＜0.05）。说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2.两组患者组内治疗前、后的疗效观察指标(膝关节屈伸角度，关节活动范围，疼痛、肌肉力量、ADL 

以及 HSS 评分)进行比较，治疗后均好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性（P＜0.05）。说明两组所用疗法

对于各临床症状都有不同程度改善。  

3.两组组间比较治疗结束后各指标，其中治疗组患者膝关节屈曲、伸直受限、活动范围角度、肌肉

力量、ADL 与 HSS 的评分均好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两组间 VAS 评分差异无

显著性（P＞0.05）。表明治疗组在改善膝关节屈曲、伸直受限、活动范围角度、肌肉力量、ADL 与 

HSS 评分上优于对照组，在缓解 VAS 疼痛评分上与对照组的疗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两种疗法对膝关节术后关节僵硬患者的关节活动范围、疼痛程度、日常生活能力、及全膝关

节功能方面均有改善与提高。其中应用慢性持续性牵拉治疗的患者，在改善膝关节的屈、伸活动受

限、增加膝关节活动范围、提高日常生活能力（ADL）及全膝功能量表(HSS)评分方面，均优于单纯

常规治疗方法组。在改善患者膝关节疼痛方面，两种疗法效果近似。  

2.慢性持续性牵拉治疗是治疗膝关节术后关节僵硬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其疗效良好、安全

可靠，可操作性较强，有一定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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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2 

钩针刀刺激多裂肌联合定点旋转手法治疗包容性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王恺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探讨钩针刀联合定点旋转手法治疗包容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及对多裂肌的影响。 

方法 选取包容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病患者 39 例，采用钩针刀联合定点选装手法治疗，比较治疗前及

治疗后各个时间段的 VAS 评分；并比较术前和术后 1 周超声下多裂肌厚度的变化。 

结果 患者术后 1个月、3个月和半年的 VAS 评分较术前均有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患者术后多裂肌厚度较术前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钩针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多裂肌的痉挛，在钩针刀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定点旋转手法疗效更

佳。 

 
 

PU-1413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缓解卒中患者小腿三头肌肌张力的研究 

 
唐迪 

原沈阳军区大连疗养院付家庄医院 

 

目的 脑卒中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和致残率高的特点。脑卒中患者常出现小腿三头肌肌张力增高，

多导致足下垂及足背屈功能减弱，影响患者站立及行走能力。降低小腿三头肌增高的肌张力，治疗

足下垂及足背屈功能，是康复治疗中的重要内容。我们应用中医定向透药治疗，探讨该治疗方法缓

解卒中后小腿三头肌肌张力的治疗作用。 

方法 脑卒中患者 40 例，均遗有不同程度小腿三头肌肌张力增高。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及治

疗组，每组 20 例。对照组接受各项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接受各项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应用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仪进行治疗：将电极贴置于患侧小腿阳陵泉穴及承山穴，每次 25 分钟，每天 1

次，治疗 5 天，休息 2 天，共治疗 3 个月。于治疗前、治疗 1 月及治疗 3 月应用改良的 Ashworth

量表评定小腿三头肌肌张力。 

结果 治疗前两组肌张力比较无显著差异（p=0.928），治疗 1 月时两组肌张力比较无显著差异

（p=0.859），治疗 3 月时对照组肌张力与治疗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15），说明治疗 3 月后

治疗组小腿三头肌肌张力缓解明显好于对照组。 

结论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主要包括：中医定向透药，离子渗透，温热效应，生物磁疗、穴位治疗等作

用，可以将中药定向渗透机体，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舒筋活络，并通过产生磁场影

响人体电流、电荷分布，达到治疗目的。本实验发现，中医定向透药治疗可以降低脑卒中后小腿三

头肌增高的肌张力，同时该方法简单易操作，适于推广。 

 
 

PU-1414 

中药酊剂蜡疗法改善卒中后上肢肌张力高的临床研究 

 
任锟 

河南省中医院 

 

目的 观察中药酊剂蜡疗法治疗卒中后上肢肌张力高的临床疗效，以及选择部位对其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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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108 例卒中后痉挛期患者，随机分为 A 组、B 组、C 组，每组 36 例，A 组给予常规康复

治疗，B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中药酊剂蜡疗外用于痉挛肌肌腹处，C 组则将酊剂蜡疗外用于痉

挛肌肌腱处。治疗 4 周，观察 3 组肌张力、日常生活能力及肢体运动功能变化。 

结果 治疗 4 周后 A 组有效率 47.22%，显效率 16.66%，B 组有效率 66.66%，显效率 30.55%，C

组有效率 66.66%，显效率 36.11%。统计学分析显示治疗后上肢肌张力及日常生活均有改善，B、C

组优于 A 组，C 组优于 B 组，有统计学意义。 

0000pt;" >例，A 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B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中药酊剂蜡疗外用于痉挛肌肌腹

处，C 组则将酊剂蜡疗外用于痉挛肌肌腱处。治疗 4 周，观察 3 组肌张力、日常生活能力及肢体运

动功能变化。 

结论 中药酊剂蜡疗法可以有效改善卒中后偏瘫上肢的肌张力，治疗时选择不同的部位，其疗效亦不

同，治疗时选择痉挛肌的肌腱位置对缓解痉挛的效果更好。 

 
 

PU-1415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重型颅脑损伤后

意识障碍患者的疗效 

 
李亚斌,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MNST-V1.0）对重型颅脑损伤

后意识障碍患者的疗效。 

方法 采用前瞻性自身前后对照开放研究方法，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住院的重型颅脑损

伤后意识障碍的患者 36 例，其中 4 例患者没有完成治疗，最后 32 例患者完成研究。患者均给予常

规促醒治疗，并同进给予 tDCS 联合 MNST-V1.0 进行促醒治疗（20 min/次，1 次/d，6 次/周，共治

疗 8 周）。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2、4、8 周采用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JFK 昏迷恢复量表和

Four 昏迷评定量表进行测评。 

结果 治疗后 2、4 和 8 周 GCS 评分的睁眼反应、语言反应和运动反应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

［（1.56±0.82）、（2.06±1.01）和（3.11±1.45）分比（1.00±0.45）分，（2.23±1.06）、（2.56±1.08）

和（3.02±1.04）分比（1.00±0.61）分，（2.79±1.12）、（3.22±1.33）和（4.44±1.07）分比（1.00±0.54）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或< 0.05）。治疗后 2、4 和 8 周 JFK 昏迷恢复量表评分的听觉、

视觉、运动、言语反应、交流和唤醒度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治疗后 2、4 和 8 周 Four 昏迷评定量表评分的睁眼反应、运动反应和脑干反应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

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后呼吸评分变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可提高重型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的意识水

平，具有促醒疗效。 

 
 

PU-1416 

双侧咽部运动皮层经颅直流电刺激对卒中后慢性期 

吞咽障碍患者的疗效 

 
李姣,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探讨双侧咽部运动皮层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结合常规吞咽训练对卒中后慢性期吞咽障碍

患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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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39 例卒中后病程大于 6 个月的慢性期吞咽障碍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依就诊顺序随机

分为常规治疗组、单侧咽部运动皮层 tDCS+常规治疗组、双侧咽部运动皮层 tDCS+常规治疗组，每

组 13 例。常规治疗组（A 组）采用双侧咽部运动皮层 tDCS 假刺激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单侧咽部运

动皮层 tDCS+常规治疗组（B 组）采用患侧咽部运动皮层 tDCS 阳极刺激、健侧咽部运动皮层假刺

激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双侧咽部运动皮层 tDCS+常规治疗组（C 组）采用双侧咽部运动皮层 tDCS

阳极激联合常规康复治疗。治疗前和治疗 2 周后分别进行吞咽造影（VFSS）分析参数口腔运送时间

(OTT)、吞咽反应时间(SRT)、舌骨运动时间(HMT)、食道上括约肌开放时间(UOT)、喉关闭时间(LCT)

及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SWAL-QOL）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①3 组患者治疗 2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OTT、HMT、LCT 均较治疗前缩短（P＜0.05），而

UOT 无显著改善 (P＞0.05)；B、C 两组的 SRT 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且 B 组

OTT(1.694±0.949) 、 HMT(1.295±0.098) 、 LCT(0.598±0.074) 、 SRT(-0.149±0.105) 及 C 组

OTT(0.966±0.712)、HMT(1.087±0.077)、LCT(0.501±0.062)、SRT(-0.349±0.152)较 A 组显著改善

（P＜0.05）；C 组 SRT 变化显著高于其余 2 组（P＜0.05）。②3 组患者治疗 2 周后，SWAL-QOL

评分均有所改善（P＜0.05）；B 组(158.55±19.27)、C 组(172.15±18.73)评分改善优于 A 组（P＜

0.05），且 C 组显著优于其余 2 组（P＜0.05）。 

结论 双侧口舌区 tDCS 结合常规吞咽训练对卒中后慢性期吞咽障碍患者疗效显著。 

 
 

PU-1417 

经颅直流电刺激结合吞咽治疗对重型颅脑损伤后 

认知障碍患者吸入性肺炎的影响 

 
李姣,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结合吞咽治疗对重型颅脑损伤后认知障碍患者吸入性肺炎的影

响。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住院的重型颅脑损伤后认知障碍患者 32 例为实验组，

先给予左侧前额叶背外侧皮层（DLPFC）阳极 tDCS，然后给予患侧咽部运动皮层阳极 tDCS 并同

常规吞咽康复治疗，另选取同期住院仅行患侧咽部运动皮层阳极 tDCS 并同常规吞咽康复治疗的重

型颅脑损伤后认知障碍患者 29 例为对照组，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通过分析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

检查及影像学检查结果，对治疗前后患者吸入性肺炎发生率、痰液微生物检查结果和抗生素使用情

况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在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临床诊断发生率、影像诊断发生率)、痰液微生物检测、

β 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的使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实验组与对照

组患者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临床诊断发生率：15.62%VS31.03%，影像诊断发生率 6.25%VS20.69%）、

肺炎克雷伯菌与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3.70%VS12.50%，金黄色葡萄球菌

检出率：7.40%VS12.50%）、β 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的使用（12.50%VS20.69%）均显著下降

（P＜0.05），实验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β 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的使用

方面较对照组下降显著（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结合吞咽治疗可明显降低重型颅脑损伤后认知障碍患者吸入性肺炎的发生及

广谱抗生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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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8 

局部脉冲振动法与俯卧位整脊手法治疗胸椎小关节 

紊乱的临床比较 

 
曹书源,肖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局部脉冲振动和俯卧位整脊手法对胸椎小关节紊乱患者疼痛评分和半年随访治愈率的影

响。 

方法 筛选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胸椎小关节紊乱患者 40 例，用随机法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治疗组应用局部脉冲振动法连续治疗两个疗程，每个疗程 7d，每天 1 次；

对照组应用俯卧位整脊手法连续治疗两个疗程，每个疗程 7d，每天 1 次。两个疗程结束后采用视觉

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 Scale，VAS)对受试者疼痛进行评估，分析治疗前后治疗组和对照组的组

间和组内的 VAS 评分差异性。两个疗程治疗后给予受试者日常保养建议并定期电话回访，参考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胸椎小关节紊乱疗效评定标准，半年后随访疗效，分析

治疗组和对照组组间差异性。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进行组间对照比较，V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0.05)。两个

疗程结束后，两组自身前后的 VAS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进

行组间对照比较，VAS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半年后随访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治愈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局部脉冲振动和俯卧位整脊手法均能改善胸椎小关节紊乱患者的疼痛，但治疗组改善程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治疗组的随访治愈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局部脉冲振动治疗胸椎小关节紊乱定位

精准，操作简易，疗效显著，也保护了操作者，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419 

放散式体外冲击波治疗ⅢB 型前列腺炎患者疗效观察 

 
张召玄,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研究放散式体外体击波对于ⅢB 型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ⅢB 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45 例，按照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冲击波治疗组和药物治疗组。其

中冲击波组 25 例，取截石位在会阴部给予冲击波经典探头 1.8-20bar，每周治疗一次，每次 3000

点，持续治疗 8 周；药物组 20 例，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塞来昔布 0.1g 每日 2 次，坦索罗辛 1 粒 每

日 1 次），持续服用药物 8 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4 周后、治疗 8 周后和治疗结束后 3 个

月临床疗效，其评定内容包括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表（NIH-CPSI）、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表（IPSS）、

视觉疼痛评分表（VAS）、国际勃起功能指数（IIEF-5）调查问卷表、排尿生活质量评分表（QOL）。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 4 周后第二天、治疗 8 周后第二天的 NIH-CPSI、VAS、IPSS、IIEF-5 和 QOL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P<0.01）。冲击波治疗组与药物治疗组在治疗 8 周后比较 NIH-CPSI、

IIEF-5 有统计学差异（P<0.05），冲击波组 VAS 评分在第 8 周较药物组降低更多，但无统计学差

异（P>0.05），可以看出冲击波比药物组对于慢性前列腺炎症状的改善更加明显。3 个月后随访冲

击波组症状复发率低于药物组(4%比 50%，P<0.05)。 

结论 采用放散式体外冲击波治疗ⅢB 型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显著，能很好的缓解盆腔疼痛综合

征及缓解下尿路症状，提高患者的性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放散式冲击波治疗比药物治疗效果

更加显著，并且安全性较高，治疗效果持续时间较长，没有副作用，复发率低，可以作为一种新型

治疗ⅢB 慢性前列腺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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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0 

虚拟现实技术联合蜡疗在烧伤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杨庆宝 

1.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2.邵迴龙 

 

目的 虚拟现实技术联合蜡疗在烧伤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方法 对 60 例烧伤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患者 30 例，接受虚拟现实技术联合蜡疗治疗联合

常规运动疗法及弹力加压疗法；对照组患者 30 例接受常规运动疗法弹力加压疗法。患者在年龄、性

别、前期烧伤深度及烧伤面积等方面比较，P>o．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采用关节活动度检查 (ROM)、

徒手肌力检查 (MMT)、目测类比疼痛评分 (VAS)、温哥华瘢痕量表、Barthel 指数进行评定。疗效

评价标准，显效: 瘢痕充血消退, 痛痒消失 , 质地变软 , 突起变平 , 颜色转为正常或近于正常肤色。

各关节活动度、肌力、灵活性、协调性达到独立完成日常生活能力和相应的学习、工作能力，拥有

良好的创伤后心理适应。有效: 瘢痕充血消退 , 痛痒消失 , 质地变软 , 但未完全扁平者。各关节活

动度、肌力、灵活性、协调性达到部分完成日常生活能力和相应的学习、工作能力，能较好的适应

心理创伤。无效: 瘢痕痛痒减轻，但颜色和质地无明显改善。手部瘢痕增生明显、挛缩畸形、关节

活动障碍、生活不能自理、无法走出心理创伤的阴影。运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

比较采用 χ
２
检验 ；定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 12 周后，2 组患者经过康复治疗后，关节活动度、肌力、Barthel 指数均较前提高，瘢痕

厚度、颜色、硬度、疼痛、瘙痒感较前减轻。实验组：显效率 35.8%，有效率 88.9%；对照组：显

效率 24.6%，有效率 73.1%；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目前临床手功能康复以体位摆放和功能训练为主，辅以矫形器、压力手套等防止手部肌肉挛缩、

关节畸形及瘢痕增生，因训练形式单一、过程枯燥、疼痛管理不足等因素，患者难以长时间坚持，

训练效果不佳。将虚拟现实引入手功能康复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虚拟现实技术在烧伤领域疼痛管

理和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已较成熟，疗效也得到证实，但在功能训练方面的研究仍较少，且缺乏对

功能的客观评价。未来研究可着眼虚拟现实技术辅助烧伤患者功能训练，对训练结果进行客观评价，

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低成本、操作简便、耗时少、超智能化的虚拟现实产品，以便早日推广

应用到临床工作中。虚拟现实技术联合蜡疗及常规运动疗法+弹力加压疗法在烧伤瘢痕康复康复治疗

能显著改善烧伤瘢痕所致四肢关节活动受限，提高肌力及日常生活能力 (ADL)，减轻瘢痕疼痛、瘙

痒等；康复介入越早，疗效越好。 

 
 

PU-1421 

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研究 

 
邹伟

1
,唐强

2
,孙作东

3
,邢艳丽

2
,于学平

1
,李康

4
,孙五一

5
,王文华

5
,刘波

2
,张立

2
,戴晓红

1
,侯艳

4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3.黑龙江省亚欧脑科学研究院 

4.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5.哈尔滨奥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目的 评价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商品名：奥博阿尔茨海默治疗仪）治疗轻、中度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D)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对 80 例轻、中度 VD[Hachinski 缺血量表评分≥7 分，痴呆程度（CDR=1.0）或（CDR=2.0）]

患者进行了双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安慰剂对照 4 周临床试验,其中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

所有入选病例均给予正规的内科基础治疗和规范化护理，治疗组使用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进行治疗，

对照组使用模拟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进行模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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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 4 周时,治疗组较对照组简易精神状态评价（MMSE）、临床痴呆程度量表( CDR) 和日常

生活能力评价（ADL）分数显著改善（组间差异 P 依次<0.0001、0.05、0.05）。两组均无不良反应。 

结论 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轻、中度血管性痴呆具有治疗效果，对患者的精神状态、认知行为和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较好的改善作用，且该治疗仪使用安全。 

 
 

PU-1422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假性球麻痹 

 
郭现军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中风后并发假性球麻痹的疗效。 

方法 将106例中风后假性球麻痹患者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合对照组，2组均给予常规对症及语言、

吞咽功能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星状神经节阻滞，于治疗前、治疗后 20 天对 2 组患者吞咽功

能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意识状态和吞咽功能评分相近，治疗 20 天后吞咽功能及语言功能评分两组与治疗

前比较均有明显提高（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提高更明显（P<0.05）。 

结论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可明显改善中风并发假性球麻痹患者的吞咽功能及言语功能，改善其生存

质量。 

 
 

PU-1423 

康复治疗对神经性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恢复的影响 

 
袁海峰,张巧俊,吴仲恒,惠艳娉,杨锋,李艳,张慧,李艳存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综合吞咽康复训练对不同病因神经性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的效果。 

方法 回顾我科近 1 年来收治的不同病因导致的神经性吞咽障碍患者 120 例，其中大脑卒中患者 30

例，脑干卒中患者 30 例，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 30 例，运动神经元病患者 30 例，均采用综合吞咽

康复训练方法（吞咽功能训练、神经电刺激、球囊扩张、摄食指导等方法）康复治疗 4 周，采用洼

田饮水试验比较四组患者吞咽功能恢复情况，疗效判断标准：治愈（吞咽障碍消失，饮水试验评定

为 1 级）；有效（吞咽障碍明显改善，饮水试验评定为 2 级）；无效（吞咽障碍改善不显著，饮水

试验评定为 3 级以上）。结果采用 SPSS 13.0 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四组患者均接受了综合吞咽康复训练，治疗结束后，其中脑干梗死患者组恢复最好，其次为大

脑卒中组，再次为吉兰巴雷组，恢复最差组为运动神经元病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尽管患者同样接受综合吞咽康复训练，不同病因患者的预后不同，提示神经源性吞咽功能障碍

属于上运动神经元损害的治疗效果较下运动神经元损害的效果更好，对于变性病所致的神经性吞咽

障碍效果最差，本研究结果对于综合吞咽康复训练方法的适应症进行了初步探索，该结论对于临床

吞咽障碍的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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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4 

补中益气汤在植物神经过反射治疗中的应用及机制探讨 

 
罗强

1
,田春艳

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植物神经过反射在颈脊髓损伤中较为常见，它给患者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体位变化时引起的

血压过高或过低甚至可危及患者生命，值得关注。是患者及家属迫切想解决的问题之一，亦是康复

科医师较为棘手的问题之一。目前临床中以改变患者体位来缓解患者发生时的不适，减少刺激来预

防其发生。寻找更多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具有意义。 

      植物神经过反射在颈脊髓脊髓损伤后较为多见。在治疗过程中，通过观察发现，符合中医辩证

为中气下陷的病人较多，于是采用补中益气汤（黄芪 30 克、当归身 10 克、陈皮 10 克、红参 6 克

另炖、炒白术 10 克、柴胡 6 克、升麻 6 克、炙甘草 6 克）为主方进行加减治疗，发现确有疗效。    

方法 总结临床所见患者的症状，体征，结合中医辩证的传统逻辑，根据辩证结果，运用补中益气汤

进行治疗。 

结果 治疗过程中发现，治疗效果不一致，停药后反应不同，病情反复的患者，辩证属中气下陷的继

续给药仍有效。 

结论 中医治疗植物神经过反射有效，但治疗效果存在差别，需要进一步提高辩证和用药的精准性。 

 
 

PU-1425 

集束化管理对神经源性直肠患者的康复效果 

 
宋艳

1
,郎红娟

2
 

1.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2.空军军医大学护理系 

 

目的 探讨集束化管理对神经源性直肠患者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11 月收治的 64 名神经源直肠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实验组各 3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肠道护理，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集束化管理，以

直肠功能训练、康复训练、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心理干预 4 种疗法为主。比较两组在干预 15 天后评

价患者自行排便情况。 

结果 实验组患者在干预 15 天后观察患者排便积分及便秘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距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集束化管理能有效的提高神经源性直肠患者有效排便率及降低便秘发生率。 

 
 

 PU-1426 

集束化护理对血管型认知障碍患者康复的影响评价 

 
路晓芸,宋艳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对血管型认知障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收治的 60 例血管型认知障碍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

和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期间，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给予集束化护理干预。运用简易智能

量表(MMSE)评定患者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定患者的生活能力。观察干预前与干

预后 2 个月患者的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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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干预 2 个月后，研究组 MMSE 及 ADL 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p<0. 05) 。 

结论 集束化护理对改善血管型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PU-1427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注意功能及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的影响 

 
刘远文

1
,潘翠环

2
,胡昔权

1
,方杰

2
,胡楠

2
,陈艳

2
,叶正茂

2
,罗丽娟

2
,林文倩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患者注意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38 例脑卒中注意功能障碍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9 例。两组患者

均给予认知功能训练，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分别给予 10Hz、700 脉冲数的 rTMS 治疗和 rTMS

伪刺激治疗，均持续 4 周。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连线测

验 A 部分（TMT-A）、数字广度测验（DST）和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对各组患者注意功能

及日常生活（ADL）能力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MMSE、TMT-A、DST、FIM 评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两组患者 MMSE、TMT-A、DS、FIM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4 周后治疗组 MMSE

为（18.67±4.59）分、TMT-A 评分及错误数分别为（298.28±146.81）分、（1.17±1.34）个，DST

顺背及倒背评分分别为（7.28±1.23）分、（3.22±1.26）分，FIM 运动、认知评分及总分分别为

﹙57.11±13.83﹚分、（25.72±4.03）分、（82.83±16.72）分，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与认知功能训练相比，rTMS 联合认知功能训练可以更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注意功能及 ADL

能力，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428 

体外冲击波联合 DMS 深层肌肉刺激仪治疗跟腱炎的 

临床疗效观察 

 
袁鸿儒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联合 DMS 深层肌肉刺激仪治疗跟腱炎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2017 年 8 月在我科门诊接受治疗的跟腱炎患者共 54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27 例和治疗组 27 例，对照组进行体外冲击波和冷空气治疗 ，治疗组在此基上增加 DMS 深层肌肉

刺激仪（作用于腓肠肌、比目鱼肌）进行治疗。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2 周、4 周后视觉模拟

评分法（VAS）、疼痛评分，比较两组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 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 2 周、4 周后 VAS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在治疗 2 周、4 周后治疗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  

结论 体外冲击波联合 DMS 深层肌肉刺激仪治疗跟腱炎明显优于单一的体外冲击波对跟腱炎的治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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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9 

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神经型胸廓出口综合征的 

疗效评估及超声观察 

 
王俊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目的 评价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神经型胸廓出口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和观察臂丛神经及其周

围超声特征 

方法 采用自身交叉对照设计，将 30 例拟诊为神经型胸廓出口综合征患者给予序贯两阶段治疗，第

一阶段给予消炎镇痛常规治疗 1 周，治疗不佳者给予第二阶段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记录

两阶段治疗前、后 VAS 评分，同时记录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主观感受评价，观察肌间沟处

臂丛神经，前、中斜角肌的声像图特征和解剖变化 

结果 第一阶段治疗前 VAS 评分（8.20±0.76）分、治疗后 VAS 评分（7.97±0.72）分，两组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二阶段治疗 2 周后 VAS 评分 （2.00±0.64）分，与第一阶

段治疗前比较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6 月随访的 VAS 评分（1.87±0.68）

分，与第一阶段治疗前比较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后

0.5h 内所有患者治疗侧颈肩部胀、热，上肢麻木、乏力，疼痛改善起效时间平均为注射后 4.0±1.5h，

12 例患者自觉头清目明、视物清晰；肌间沟处臂丛神经横断面声像图呈现圆形或者椭圆形的低回声

结构，前、中斜角肌声像图呈现出较高回声。其中 16 人臂丛神经上、中、下干从前中斜角肌间隙穿

出，约占总人数 53.33%；10 人臂丛神经上干从前斜角肌穿出，中、下干从前中斜角肌间隙穿出，

约占总人数 33.33%；4 人臂丛神经上、中干从前斜角肌穿出，下干从前中斜角肌间隙穿出，约占总

人数 13.33%。 

结论 定位精准的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神经型胸廓出口综合征有效，穿越肌间沟的臂丛神经

存在变异。 

 
 

PU-1430 

齐刺结合运动疗法治疗梨状肌综合征临床观察 

 
戴梦圆

1
,林咸明

2
,周敏亚

1
 

1.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丽水市心理医院,浙江省,丽水市 

2.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目的 探讨齐刺结合运动疗法治疗梨状肌综合征具有简便、疗效佳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70 例患者，用随机分组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各 35 例，治疗组采

用齐刺结合运动疗法，对照组采用单纯运动疗法，观察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疗效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 0.05)；VAS 评分比较，治疗后评分降低，较治疗前差

异具有显著意义（P< 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评分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显著意义（P< 

0.05）；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在治疗后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髋关节内收活动

度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在治疗后髋关节内收度数多于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齐刺结合运动疗法治疗梨状肌综合征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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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1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间歇性导尿心理应对的质性研究 

 
戴宏乐

1
,张鹤立

2
,罗见芬

1
,邢华医

1
,赵宇

1
,罗永梅

1
,李葆华

1
,周谋望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2.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探讨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使用间歇性导尿的心理应对。 

方法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8 月，应用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法，访谈 6 例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复

科就诊的使用间歇性导尿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对访谈资料进行录音、转录。转录资料

依据诠释现象学分析法进行分析。 

结果 接受访谈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使用间歇性导尿的心理应对包括 3 个主题：（1）长

期使用困难；（2）需要支持与陪伴；（3）认可并积极看待。 

结论 了解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使用间歇性导尿的心理应对，有助于康复工作者了解间歇性

导尿对这一患者群体的影响及其应对方式，帮助患者更好地接受并坚持使用间歇性导尿，为促进其

身心康复和提高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PU-1432 

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体技术运用对吞咽障碍患者 

生存质量影响的研究 

 
陈晶 

白求恩医科大学,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体技术运用对吞咽障碍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选取存在吞咽障碍的患者 40 例，意识清醒，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得分大

于 27 分，功能性经口进食量表（FOIS）分级大于 1 级，采用随机数值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在常规吞咽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建立宣讲微信群、定期公开网课、以及家庭作业一对一

辅导等新媒体技术，指导监督患者康复情况。对照组仅予以常规吞咽康复治疗。分别记录比较患者

治疗后 4 周前后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 (S WA L -Q O L )得分总分。 

结果   实验前对照组与实验组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  (S WA L -Q O L )得分分别为

（1576.7857±1037.1081）与（1800.3571±822.5300）比较（P＞0.05）无明显统计学意义，而实

验 4 周后实验组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得分总分（2564.2857±7793.1585）高于对照组前后

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 (S WA L -Q O L )得分总分（2023.2143±519.3806），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体技术应用可帮助治疗师随时了解患者功能变化情况，高效及时的解答患者

疑虑，同时监督患者家庭康复情况，可提高吞咽障碍患者的生存质量。 

  
 

PU-1433 

牵伸训练结合 MET 技术对斜方肌肌筋膜疼痛的疗效观察 

 
李玉学,张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牵伸训练结合 MET 技术对斜方肌肌筋膜疼痛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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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将 60 例斜方肌肌筋膜疼痛患者随机分为理疗联合组(n=20)冲击波组(n=20)

和试验组(n=20).理疗组仅接受传统物理治疗,包括中频电治疗,耐受剂量,20 分钟;超短波治疗,无热

量,10 分钟;脉冲磁疗治疗,5hz,20 分钟。以上物理治疗均每天 1 次，疗程为 21 天。冲击波组患者每

周一次进行一次冲击波治疗，共治疗 3 次。试验组牵伸训练对斜方肌上.中.下部分别牵伸训练,牵伸

训练，缓慢低强度的牵伸( 每天两次，每次每个牵伸动作持续 3 分钟）,牵伸后进行斜方肌的 MET

技术训练对斜方肌的上、中、下部实行肌能量治疗。治疗前和治疗后 21 天采用目测类比法(visual 

analog scale,VAS)疼痛问卷调查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评分评价疗效。 

结果 治疗前 3 组患者一般情况类似。治疗后 3 组 VAS 得分较治疗前改明显(P<0.05),疼痛改善方面

试验组优于冲击波，冲击波优于理疗,试验组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评分比理疗组和冲击波组改善明

显(P<0.05)。 

结论 牵伸训练结和 MET 技术对斜方肌引起的头颈部肌筋膜的疗效明显. 

 
 

PU-1434 

小组性认知训练对轻度老年痴呆患者重建生活的影响 

 
赵琳 

河北医科大学以岭医院河北以岭医药研究所附属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进行小组性活动的认知训练，对轻度老年痴呆患者重建生活的影响。 

方法 选择轻度老年痴呆患者 40 例，并随机等分为对照组（n=20）和观察组（n=20）。对照组采用

常规的一对一认知训练，观察组则在常规的一对一认知训练上再根据简明精神状态检查（MMSE）

量表的评估，分析每个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程度，再进行分组。进行小组性的认知训练。每个小组

选取 2-3 名患者，根据患者不同兴趣爱好来设计活动的内容，使患者能够充分发挥并能更好的训练

其认知功能。选取的训练内容有烹饪、模拟购物、下棋、剪纸、太极、种花。每周三次。常规的流

程为：1.患者的准备阶段。主要的内容是患者的互相认识和自我介绍；2.训练阶段。先由治疗师讲解

活动的内容、目的性、注意事项，再根据患者的认知情况进行角色的分配，进行训练，并记录训练

结果；3.总结与分享阶段。主要是患者分享感受，通过简短的话语表达这次活动中的收获及感受。

12 周后，对两组患者采用 MMSE、ADL 进行评价。 

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经 12 周训练后，MMSE 及 ADL 评分较入院时的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同时进行小组性活动训练方式对轻度老年痴呆患者 MMSE、ADL 评分的改善幅度大

于常规的一对一认知训练方式。 

结论 老年痴呆是一种进行性发展的致死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表现为认知和记忆功能不断恶化，

日常生活能力进行性减退。国内的康复治疗仍侧重于患者的基本运动，尚未注意将患者拥有的这些

基本功能转化为日常生活能力，也未关注到此类患者生活意志和生活方式的重建。鉴于此，我们通

过小组性的活动进行认知训练，使患者获得愉悦且成功感，从而在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的同

时，提高患者生活能力，进而逐步重建患者的生活意志。 

  
 

PU-1435 

成年型进行性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分析及 

康复干预影响 

 
周顺林,李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探讨针对成年型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方法以及其对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

的影响，寻找能够有效改善进行性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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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成年型进行性脊肌萎缩症伴有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 40 例，通过吞咽障碍的程度评分，发现

此类患者的吞咽功能障碍主要在制备期、口腔期和咽期。按住院顺序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康复

组各 2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和营养支持；对照组给予吞咽治疗仪治疗，6 次

/周；对照组给予冰刺激、吞咽器官手法训练、言语训练、颈部肌肉训练和呼吸训练，6 次/周，治疗

4 周。于治疗前后进行饮水试验和吞咽障碍程度评分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①治疗前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具有可比性（P>0.05）；②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饮水试验

和吞咽障碍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③治疗

组尤其改善制备期和口腔期效果更为明显。 

结论 综合吞咽功能训练不仅可以改善咽期吞咽障碍，还能改善制备期和口腔期吞咽障碍，为改善成

年型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提出了一条新的治疗思路。 

 
 

PU-1436 

镜像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听理解障碍患者的应用观察 

 
冯虹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索镜像训练系统在脑卒中患者听理解障碍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将 20 例符合要求的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n=10)及对照组(n=10)，两组患者年龄、病程、文化

程度及康复评估情况较为一致，均予以必要的药物治疗与常规康复治疗，包括物理治疗、作业治疗

及言语治疗，实验组增加镜像系统训练，每次 20 分钟，观看言语、上肢、下肢及认知等内容。两组

总治疗时间均为 8 周。训练前后采用西方失语成套测验(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及―汉语失语

症心理语言评价与治疗系统‖进行相关检查及评估。 

结果 训练前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及相关测评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训练后两组患者的相关评

分均较训练前提高(P<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评分提高更明显(P<0.05)。 

结论 结合镜像系统的言语训练更有助于改善脑卒中患者听理解能力，促进日常交流水平。理解力对

言语功能的影响至关重要，此外，理解障碍将使得患者的注意力、执行能力等认知功能受限，从而

使得康复疗效不够理想。镜像治疗主要强化患者在言语表达口语动作及肢体动作两方面的视觉及听

觉输入，激活镜像神经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的模仿能力。在传统康复训练的同时，增加镜像

刺激，有益于患者对指令性动作的理解，调整患者口颜面运动的灵活性，并且减轻了言语治疗师的

工作负担。目前镜像治疗在卒中后失语症患者听理解障碍康复的应用较少，这一运用值得推广。 

 
 

PU-1437 

发散式冲击波治疗脊髓损伤下肢肌痉挛临床观察 

 
吕杭州,王清利,王振龙 

邢台市骨科医院（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总医院） 

 

目的 观察发散式冲击波疗法治疗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下肢肌痉挛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将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10 月间我科收治的 48 例 SCI合并下肢痉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各 24 例。所有病例为脊髓不完全性损伤。对照组采用综合康复治疗，包括被动关节活动度训

练、痉挛肌牵伸训练、站立训练和低频电刺激，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4 周。治疗组在对照组综合康

复治疗基础上，加用体外冲击波疗法。采用美国 DJO 发散式冲击波治疗仪。患者取俯卧位，根据痉

挛部位选择大腿内收肌，腘绳肌，小腿三头肌。非麻醉状态下，用耦合剂涂抹相应肌肉，沿肌腹移

动冲击治疗。冲击波治疗探头选择 R15（φ15mm），频率 14Hz，治疗强度 1.8bar。每次 1-4 个部

位，每部位冲击次数为 1000-1500 次，治疗结束局部冰敷 20min。每周治疗 1 次，连续治疗 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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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用改良的痉挛程度量表 Ashworth (MAS)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MBI)评定患者治疗前后的痉挛

程度和日常生活能力。 

结果 治疗前 MAS 评分，治疗组、对照组分别为(3.01±0.67)、(2.99±0.62)，治疗后分别为(1.37±0.38)、

(1.82±0.41)。与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MAS 评分均有下降（P <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MAS 评分降低更显著（P<0.05)。治疗前MBI评分，治疗组、对照组分别为(48．78±6.58)、(46．18±6．05)

分，治疗后分别为(69.82±5.57)、(59.49±5.68)分。与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MBI 评分均有提高

（P<O．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MBI评分提高更显著(P<O．05)。治疗过程中，对照组未发

现明显副作用。治疗组，冲击波治疗后，1 例局部出现瘀斑，经延长冰敷时间，1 周后逐渐消失，4

例局部出现肿胀，未经处理，3 天后消退。  

结论 发散式冲击波能有效缓解 SCI后肌痉挛患者的痉挛状态，改善肢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冲击

波疗法是一种微创伤疗法，治疗后局部出现肿胀、瘀斑属于术后反应，无需特殊处理。因此发散式

冲击波疗法是治疗 SCI肌痉挛的安全有效方法。 

 
 

PU-1438 

脑卒中后恢复期吞咽障碍患者的影响因素分析 

 
陶亮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脑卒中后恢复期患者吞咽障碍发生的特点及相关因素对吞咽障碍的影响。 

方法 通过收集 2015 年 1 月份至 2018 年 3 月份宁波市康复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脑卒中患者，所有

患者诊断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且具备 CT 或 MRI 资料，所

有患者均为首次发病，且发病时间大于 14 天，总计 1221 例。将患者分为有吞咽障碍、无吞咽障碍

两组，收集患者入院时的诊断(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动脉

硬化、肺炎、C-反应蛋白、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总甲状腺素 TT4 的相关数据，其中肺炎要

结合胸片需有明确诊断，吞咽障碍的确诊我们除采用入院时的洼田饮水试验≥2 级，还需结合医生病

历资料及言语治疗师的康复日志来确定患者是否存在吞咽障碍。对以上收集的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

最终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来分析两组患者之间的差异性与相关性。 

结果 有吞咽障碍的患者年龄明显大于无吞咽障碍者有吞咽障碍患者年龄 66.06±12.97，无吞咽障碍

患者年龄 60.79±13.37,p 值为 0.000；同时合并肺部感染有吞咽障碍患者人数为 513 人占总人数比

例 70.3%，无吞咽障碍患者人数为 201 占总调查人数比例 40.9%，P 值为 0.000 和血液中 C-反应蛋

白的比例更高有吞咽障碍患者 11.93±28.08，无吞咽障碍患者 6.63±20.03,p 值为 0.000；有吞咽障

碍的患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水平明显低于无吞咽障碍者有吞咽障碍的患者有吞咽障碍患者

3.08±0.51,无吞咽障碍患者 3.21±0.47，p 值为 0.000。女性的吞咽障碍患病率更高,与女性患者的年

龄偏大有关系，女性（66.21±13.25），男性（63.70±13.31）P 值为 0.000。 

结论 有吞咽障碍的患者年龄明显大于无吞咽障碍者；同时合并肺部感染和血液中 C-反应蛋白的比

例更高；有吞咽障碍的患者 FT3 水平也低于无吞咽障碍者。 

 
 

PU-1439 

脑卒中后恢复期吞咽障碍患者生化指标分析 

 
朋海平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脑卒中恢复期吞咽障碍患者营养生化指标。 

方法 选取2015年1月-2017年12月我院神经康复科收治的脑卒中临床诊疗结束的恢复期患者1222

例。纳入标准：脑卒中患者均满足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及其脑血管病学组在 2014 年 5 月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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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卒中诊断条件，并经头颅 CT或 MRI检查证实存在脑梗死或脑出血病灶；恢复期患者病程≥14d，

所有入选患者根据洼田饮水试验分为吞咽障碍阳性组 759 例及阴性组 463 例，对入院后第二天清晨

空腹抽取静脉血测定营养生化指标：血清白蛋白水平，血清总蛋白水平，甘油三酯水平回顾性分析。 

结果 在 1222 例脑卒中患者中，吞咽障碍阳性患者血清白蛋白平均值 37.82g/L、血清总蛋白平均值

66.76g/L、甘油三酯平均值 1.31mmol/L；吞咽障碍阴性患者血清白蛋白平均值 40.46g/L、血清总蛋

白平均值 67.75g/L、甘油三酯平均值 1.43mmol/L。 

nt face="宋体" >月制订的脑卒中诊断条件，并经头颅 CT 或 MRI检查证实存在脑梗死或脑出血病灶；

恢复期患者病程≥14d，所有入选患者根据洼田饮水试验分为吞咽障碍阳性组759例及阴性组463例，

对入院后第二天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测定营养生化指标：血清白蛋白水平，血清总蛋白水平，甘油

三酯水平回顾性分析。 

结论 与吞咽障碍阴性患者比较，吞咽障碍阳性患者的营养生化指标：血清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甘

油三酯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应及时予吞咽评定和营养

评估，应给出个性化的吞咽障碍康复治疗、护理措施、营养干预。 

 
 

PU-1440 

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动态干扰电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  

逼尿肌无力排尿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李宁,袁华,牟翔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功能性磁刺激（FMS）联合动态干扰电对脊髓损伤(SCI)后神经源性膀胱(NB)逼尿肌无力

患者排尿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入我科的 29 例脊髓损伤(骶髓平面以下)后神经源性膀胱

逼尿肌无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14 例）及治疗组（15 例）。两组均在执行饮水计划的前提下

行间断性清洁导尿及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膀胱功能训练、物理因子治疗、良肢位摆放、呼吸肌训练、

坐位平衡及电动起立床站立训练、转移训练、药物治疗、常规护理及心理疏导等）。对照组在此治

疗的基础上，给予功能性磁刺激（FMS）治疗，刺激部位骶神经（S3）和耻骨合上（膀胱区），20Hz，

80%RMT,1400 脉冲，1 次/日，6 次/周。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动态干扰电治疗，将两组电

流分别通过耻骨联合左侧与骶骨右侧、耻骨联合右侧与骶骨左侧交叉输入人体作用于膀胱区，差频

选择 0-10Hz、0-100Hz，强度 50mA 之内，治疗剂量为耐受量，下腹部有收紧感，各 10 分/次，1

次/日，6 次/周。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分别进行尿流动力学检查和患者的排尿日记（24 小时尿次数、

溢尿次数、单次排尿量、残余尿量）评定，并进行因排尿障碍影响的生存质量评分。比较两组治疗

前后各指标数据的差值，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排尿日记及尿流动力学各项评估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治

疗组治疗后 24 小时排尿次数、溢尿次数及超声波检查残余尿量均少于对照组，单次排尿量与对照组

相比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平均膀胱容量、最大尿流率、最大尿

道闭合压、膀胱顺应性与对照组相比增加明显（P＜0.05）。生存质量评分比较，两组患者均较治疗

前明显减低（P＜0.05），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后变化率，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功能性磁刺激联合动态干扰电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无力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可提高膀胱容

量、减少残余尿量，降低泌尿系统感染发生率，明显改善患者尿流动力学及膀胱功能，提高排尿及

控尿能力，并能显著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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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1 

Maitland 手法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老年创伤后肘 

关节僵硬的临床疗效观察 

 
段好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 Maitland 手法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老年创伤后肘关节僵硬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老年创伤后肘关节僵硬患者 5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观察组患者接

受 Maitland 手法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冲击波参数：频率 7Hz，压强 3.0～4.0 巴，冲击次数为 2000

次。每周 1 次，共 8 周；对照组患者接受 Maitland 法联合假性体外冲击波治疗，压强设置为 0 巴，

余参数同治疗组。2 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和 8 周采用 Mayo 肘关节功能评分法评定 2 组患者肘关节功

能。 

结果 治疗 8 周后，观察组患者 Mayo 肘关节功能评分中疼痛评分、运动评分、日常活动功能评分和

总分分别为（33.78±5.62）分、（17.98±3.57）分、（22.01±3.94）分和（89.49±10.38）分，与治

疗前行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稳定性评分为（9.45±1.39）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对照组患者 Mayo 肘关节功能评分中运动评分、日常活动功能评分和总分分别为

（12.24±3.09）分、（15.83±3. 73）分和（73.62±9.0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疼

痛评分、稳定性评分分别为（27.36±5.07）分和（9.42±1.48）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行组间比较，Mayo 肘关节功能评分中疼痛评分、运动评分、日常活动功能评分和总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稳定性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aitland 手法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可显著缓解老年创伤后肘关节僵硬程度，提高其功能。 

 
 

PU-1442 

心理认知疗法对脊髓损伤患者中枢性疼痛的影响 

 
蔡西国,钱宝延,曹留拴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评价心理认知疗法对脊髓损伤患者中枢性疼痛的疗效。 

方法 选择完全性脊髓损伤后中枢性疼痛患者 45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22 例）、

综合组（23 例）。对照组患者行口服阿米替林、卡马西平止痛药物治疗，综合组患者给予心理认知

疗法治疗。治疗前、治疗 8 周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 2 组患者的心理状态、疼痛程度及日常生活活动（ADL）能力。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 HAMD、VAS 和 MBI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

2 组患者 HAMD、VAS 和 MBI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改善（P＜0.05）。综合组患者 HAMD【（10.6±5.8）

分】、VAS【（3.3±1.6）分】较对照组低，MBI评分【（75.0±11.6）分】高于对照组【（65.1±13.7）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心理认知疗法治疗脊髓损伤后中枢性疼痛，可以有效减轻抑郁和中枢性疼痛症状，提高

ADL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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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3 

刃针联合康复治疗技术治疗肩周炎的疗效观察 

 
彭全成 

汉川市人民医院,湖北省,孝感市 

 

目的 研究刃针联合康复治疗技术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将 40 例肩周炎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患者 20 例，两组患者均采取常规康复治疗技术，

如中频、高频、关节松动术等，每天 1 次，治疗 5 次，休息 2 天，而观察组则加用刃针对局部软组

织进行松解。针对患者存在的关节活动范围障碍，依次进行刃针松解，上举外展动作障碍: 治疗部

位为肱骨大结节、肩胛骨内上角。⑵ 搭肩动作障碍: 喙突、肱骨大结节点。⑶ 后伸摸背动作障碍:

盂下结节、肱骨大小结节点、喙突点。刃针治疗过程中，两手配合，先用左手拇指找准结节后，顺

着该结节处肌纤维走向，右手持针垂直刺入，来回提插切割。如结节过大，可扇形向结节切割 2 ～ 

3 刀，直至左手拇指感到指下结节平缓或消失才出刀。进刀深度为 0. 3 ～0. 5 cm。进刀时应认真

体会其中切割时的落空感，一旦阻力感消失或切割时的咔咔声消失，立即停止进刀，以免造成不良

后果。出针后用消毒干棉球按压针孔片刻即可。刃针治疗每周 1 次，连续治疗 4 周。治疗 4 周后，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定疼痛程度。同时采取以下标准评判疗效，

疗效标准: 痊愈: 症状体征突然消失，功能活动范围恢复正常，疼痛分级 0 级; 显效: 症状体征基本

消失，功能活动基本恢复正常或前屈外展提高 30°，后伸提高 15°，内旋提高 10°，疼痛分级 1 ～ 3 

级; 有效: 症状体征减轻，功能活动稍有改善或前屈外展提高 10°，后伸、内旋各提高 5°，疼痛分级

4 ～ 6 级; 无效: 症状体征、功能活动无改善，疼痛分级 7 ～ 10 级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8%，对照组总有效率 85%，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差异具有显著性 

结论 刃针联合康复治疗技术治疗肩周炎，疗效显著，损伤小，患者痛苦小，值得推广！ 

  
 

PU-1444 

虚拟现实技术在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中的应用研究 

 
朱其秀,宋金花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究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在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no dementia，VCIND）中的应用研究。 

方法 搜集 VCIND 患者共 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虚拟现实组及对照组，每组 30 例。同

时给予 2 组患者降血压、降血糖、调节血脂及改善循环等的治疗。此外给予患者传统的康复训练，

包括传统的认知训练。对照组每天训练 30 分钟，VR 组每天训练 15 分钟，2 组每周训练 5 天，共

训练 4 周。VR 组在行 15 分钟传统认知训练基础上，采用青岛海蓝康复器械 HLKF-DT-01 数字评估

与互动训练系统：每天训练 15 分钟，每周训练 5 天，共训练 4 周。2 组患者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

分别行简易精神状态量表中文版（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北京版（MoCA)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进行认知及日常生活能力评估。同时，2 组患者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行事件相关电位

P300 检查（潜伏期及波幅）。 

结果 2组患者于治疗前MMSE、MoCA、MBI及P300（潜伏期及波幅）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2 组患者的 MMSE、MoCA、MBI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p<0.05），但两组患者的抽象

及语言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善（p>0.05），治疗后虚拟现实组 MMSE[（22.50±1.53）分]、MoCA 总

分[（21.97±1.47）分]及 MBI[（59.83±7.25）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 2 组患者 p300

的潜伏期均较治疗前缩短，波幅较治疗前增加（p<0.05）,而 VR 组治疗后潜伏期[(342.75±19.95)ms]

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波幅[（7.23±0.97）μV]较治疗前明显增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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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与单纯康复认知训练比较，虚拟现实技术联合康复认知训练能进一步改善 VCIND 患者的认知

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因此，虚拟现实技术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PU-1445 

类五禽戏之猿提在咽期吞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俞茗文

1
,万萍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2.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浦东新区 

 

目的 咽期吞咽障碍是脑卒中和脑外伤后吞咽障碍的常见体征之一，通过对比现代吞咽治疗技术中的

Shaker 训练、门德尔松手法及前低头位和转头吞咽姿势调整，选择了我国传统功法五禽戏之猿戏里

的猿提动作改编后作为治疗咽期吞咽障碍的主动运动疗法，以验证类猿提动作对于脑卒中和脑外伤

后咽期吞咽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38 名咽期吞咽障碍患者，将患者随机分入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9 人，试

验组接受类猿提动作训练，对照组采用 Shaker 训练法、门德尔松手法训练并结合低头转头法吞咽训

练，每周 5 次，治疗 20 次。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分别采用功能性经口摄食量表评级（Functional Oral 

Intake Scale，FOIS）和视频透视吞钡检查(Videofluorographic Swallowing Study，VFSS)进行吞咽

功能评定。 

结果 试验中对照组脱落 1 人，试验组剔除 1 人，因此本研究共 36 名患者，试验组与对照组各 18

人。治疗后两组的功能性经口摄食量表评级均有明显上升，经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P<0.05），两组治疗后功能性经口摄食量表评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89,P>0.05)。从治疗机理

上，各组治疗前后稀钡及稠钡的会厌谷及梨状窝滞留、渗透量、误吸量、喉上抬、喉前移的距离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治疗后稀钡及稠钡的会厌谷、梨状窝及咽壁滞留、渗透量、误吸

量、喉上抬、喉前移、稠钡喉前庭关闭持续及咽期时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类五禽戏——猿提动作训练能改善脑卒中和脑外伤后咽期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问题，且能增加

吞咽时喉上抬及喉前移的距离，减少渗透与误吸，并能减少梨状窝的滞留。 

 
 

PU-1446 

不同力面桥式运动对卒中患者患侧股四头肌痉挛程度的影响研究 

 
张韬,白定群,林海丹,冯垚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通过观察脑卒中患者完成三种不同力面的桥式运动训练时，监测其患侧股四头肌的 sEMG 肌

电信号特征，判断临床常用于强化躯干及骨盆控制的桥式运动是否会加重股四头肌痉挛，从而优化

其躯干及下肢运动功能康复方案。 

方法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于康复医学科康复训练的脑卒中患者中，选择符合研究入选标准

的患者 3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3 组:屈髋 70°双膝双踝悬吊位桥式运动为悬吊位测试组(n=10)、

屈髋 70°双足踩踏位桥式运动为踩踏位测试组(n=10)、屈髋 30°双膝窝支撑位桥式运动为膝窝支撑位

测试组(n=10)，三组患者于同一床面进行 1 组仰卧位桥式运动，每组 10 次，每次间歇 5min，取 10

次表面肌电均方根值(RMS)、峰阻力矩(PT)及积分肌电值(iEMG)做数据分析；同时三组患者于训练

期间均按照上述桥式运动方式进行练习，于训练前后一个月采用三维步态分析系统对髋膝关节运动

学参数进行数据采集对比，判断对步行质量的影响。 

结果 三组患者体重、年龄、身高无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训练前三组患者 RMS 值、PT 值、

iEMG 值无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踩踏位测试组完成桥式运动时 10 次 iEMG 平均值显著高于

另两组患者，膝窝支撑位测试组略高于悬吊位测试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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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态运动学参数前后对比示：踩踏位测试组患者患侧支撑期 MS1 膝关节后伸平均角度值及最大值均

略高于膝窝支撑位测试组及悬吊位测试组，运动轨迹曲线对比呈陡峰值，提示后伸稳定性较差，膝

窝支撑位测试组与悬吊位测试组对比未见明显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以往研究表明，桥式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躯干功能及强化骨盆控制，但不同力面的桥式运

动对于卒中患者患侧股四头肌痉挛有不同影响，针对患者下肢伸肌功能状态，选择相应力面的桥式

运动有利于优化卒中下肢运动功能训练方案，进一步改善其步态姿势，但本次研究缺少对脊柱后伸

肌群、髋后伸肌群及腘绳肌群的同步测试及健康人组测试数据，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PU-1447 

肉毒毒素治疗卒中后上肢痉挛的案例分析 

 
陈婵,李放,陆蓉蓉,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报道一例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的评估和肉毒毒素治疗。 

方法 患者肉毒毒素治疗前进行评估：Brunnstrom 分期、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定、肌张力改

良 Ashworth（MAS）评定、VAS、上肢动作研究量表（ARAT）、 Barthel 指数。参照 ICF 模式分

析患者存在的问题，制定治疗目标，治疗计划及肉毒毒素治疗方案。肉毒素注射后 1 周、4 周随访，

分别进行康复评定：Brunnstrom 分期、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定、肌张力改良 Ashworth（MAS）

评定、VAS、ARAT、 Barthel 指数。 

结果 患者治疗前评估：右侧 Brunnstrom 分期（上肢-手-下肢）：III-II-III期。Fugl-Meyer 上肢运动

功能评定：22 分。 MAS 评定：右侧屈肘肌群 1+级，屈腕肌群 2 级，旋前肌群 2 级，拇长屈肌 1+

级，指浅屈肌 3 级，指深屈肌 2 级，右踝跖屈肌 2 级。VAS: 0 分。ARAT: 9 分， Barthel 指数 70

分，中度功能缺陷。治疗目标：降低右上肢局部增高的肌张力，改善握拳畸形，便于被动伸指和清

洁手部。肉毒毒素靶肌肉为右侧屈腕肌、屈指肌。注射后康复训练：痉挛肌群牵伸训练联合使用肌

内效贴和佩戴支具，神经肌肉电刺激、手功能训练、作业训练。肉毒素注射后 1 周，患者右腕、指

的肌肉紧张程度有减轻，在牵伸训练后能尝试完成球状物品的抓握，主动伸指仍不能完成。无肢体

无力或皮疹等不良反应。肉毒毒素注射后 4 周随访，患者右手腕、指屈肌被动牵伸容易完成，抓握

较前改善，可主动小范围伸腕伸指。右侧 Brunnstrom 分期（上肢-手-下肢）：IV-IV-III期。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定：42 分。 MAS 评定：右侧屈肘肌群 1+级，屈腕肌群 1 级，旋前肌群 1 级，拇

长屈肌 1 级，指浅屈肌 1+级，指深屈肌 1 级，右踝跖屈肌 2 级。VAS: 0 分。ARAT: 16 分， Barthel

指数 70 分，中度功能缺陷。 

结论 经肉毒毒素治疗后，患者屈腕肌、屈指肌的肌张力评分下降，被动活动明显改善，主动抓握能

力有提升，整体目标达成，此次肉毒毒素注射成功达成治疗目标。 

  
 

PU-1448 

重症吞咽障碍患者早期干预疗效观察 

 
黄丽虹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研究重症监护室（ICU）吞咽障碍患者早期干预的疗效。 

方法 选择本院 ICU 病房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脑损伤住院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患者进行早期干预（心理治疗、体位训练、

呼吸训练、吞咽器官训练及进食训练），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比较两组患者营养状况、吞咽障碍

的结局和严重程度情况、肺部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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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组实施早期干预后，营养状况较对照组改善明显，吞咽障碍结局和严重程度情况及肺部感

染情况均较对照组降低，以上指标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的吞咽功能恢复较快。 

结论 早期干预能明显改善重症监护室患者的整体功能，延缓疾病进程，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尽早实

现经口进食，临床疗效显著。 

  
 

PU-1449 

白脉软膏涂擦对脑卒中患者 I 型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的影响 

 
徐群,黄晓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白脉软膏涂擦对脑卒中患者 I型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的疗效以及对脑卒中患者患侧上肢痉挛、

运动功能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所有脑卒中患者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被随机分入入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的患者在接受常

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同时接受白脉软膏涂擦治疗。治疗时间为每天一次，5 天/周，共 4 周。评估指

标包括视觉模拟评分法（VAS）；上肢 Fugl-Meyer 评定（FMA）；患侧上肢屈肘、屈腕肌群的痉挛

评定（改良 Ashworth 评定，MAS）和改良 Barthel 指数。评估时间点为治疗前后。 

结果 1、与治疗前相比，对照组患者的 VAS 评分（P=0.082）、MAS 评定（P=0.705）无显著差异，

而 FMA 评分（P<0.001）和 MBI评分（P<0.001）较治疗前改善明显，有统计学差异；治疗组患者

的四个指标较治疗前均有统计学意义。  

2、将两组患者四个评估指标治疗前后的差值进行组间比较，结果显示 VAS 评分（P<0.001）和 MAS

评定（P=0.035）有显著差异，结果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治疗组相较于对照组在疼痛和上肢痉挛程

度两个指标上改善较为显著，而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这两方面改善不明显。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增加白脉软膏涂擦治疗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的 I型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

征和上肢痉挛程度。 

 
 
 

PU-1450 

巴氯芬治疗胸段脊髓损伤所致排尿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冉苒,汪琴,刘宏亮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水平的发展，脊髓损伤发生率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 近几年来，我国脊髓

损伤患者的群体不断扩大，对健康产生深远影响。调查显示，SCI 病情复杂，治愈困难，易导致多

器官功能障碍，并且 SCI 后所导致的严重功能障碍极大地增加了患者家庭的痛苦，也极大地增加了

社会的负担。排尿功能障碍是脊髓损伤患者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经源性膀胱。脊髓损伤

患者的膀胱及上尿路损害也是致死的重要原因。本研究探讨巴氯芬治疗胸段脊髓损伤患者伴排尿功

能障碍的临床效果，以探寻更有效、更实用的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本院收治的 14 例胸段脊髓损伤所至排尿功能障碍患者为研究

对象，参照尿动力学检测中最大膀胱容量、逼尿肌压、最大尿道压、膀胱颈压及压力流率同步测定

结果分析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7 例，对照组给予间断清洁导尿、膀胱功能训练，研究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配合药物巴氯芬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排尿功能的改善情况及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一个月后，研究组在导尿次数、膀胱容量、残余尿量、尿动力学测定等方面的改善程度优

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两组患者导尿次数、最大排尿量、膀胱容量及残余尿量参数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而研究组在

导尿次数、膀胱容量及残余尿量参数方面优于对照组；膀胱功能训练联合巴氯芬治疗 SCI 伴排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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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碍疗效确切，这主要是因为胸段（主要是胸 5-胸 11）脊髓损伤的患者多属于上运动神经源损伤，

容易引起肌张力增高，药物巴氯芬可以降低其肌张力，而此类患者尿动力学结果多数会提示储尿期

可见逼尿肌无抑制性收缩，排尿期逼尿肌收缩有力，最大尿道压增高，也就是所说的尿道外括约肌。

通过巴氯芬可以使最大尿道压下降，抑制膀胱逼尿肌储尿期的无抑制收缩，使尿道外括约肌压力下

降，从而改善患者排尿功能及膀胱参数。最终达到标本兼治疗的目的，从而提高患者地治疗效果 

 
 

PU-1451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 

 
龚秋文,余洪俊,刘宏亮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采用了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 rTMS 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及具体治疗参数进行了

临床研究，旨在为今后制定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研究对象：本院收治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21 例，年龄在 54-73 岁之间，男性 11 名，女性 10 名，

病程大于 1 个月，经 X 线吞钡造影技术（VFSS）确诊存在吞咽障碍。治疗方法：将以上患者随机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频率为 5 Hz、强度为90％rMT的 rTMS刺激患侧咽部皮质代表区，

对照组为假刺激。刺激时间均为每日 10 分钟，持续 4 周。在刺激前和刺激后 4 周均进行容积-黏度

测试和 VFSS 检查。评价指标：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对所有入组患者进行容积-黏度测试和 X

线吞咽造影检查，记录误吸、残留、延迟吞咽比率以及吞咽障碍造影检查量表(VDS)得分。 

结果 在 rTMS 治疗前，实验组的 VDS 得分为 31.7+10.2，在 rTMS 治疗 4 周后 VDS 得分为 26.3+7.9

（p＜0.05），然而对照组在假刺激治疗前后的 VDS 得分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在 rTMS 治疗前，实

验组的误吸率、残留率、延迟吞咽率分别为 51.6%、57.3%、32.8%，在 rTMS 治疗 4 周后误吸率、

残留率均有下降，分别为 23.9%、28.6%，但是延迟吞咽率无明显变化。对照组在假刺激治疗前后

的误吸率、残留率、延迟吞咽率无明显变化。 

结论 rTMS 可改变神经的兴奋性诱导神经可塑性的发展，是治疗吞咽障碍的新方法，其安全性高，

文献中未见有明显不良反应的报道。但目前针对其在吞咽障碍中的应用的文献报道数量较少，且缺

乏严格大样本随机对照的研究，其参数的选择(刺激的种类、部位、强度、时间等)尚无标准，改善吞

咽障碍的机制还不完全明确。在本研究中，高频 rTMS 刺激咽部皮质代表区可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吞

咽障碍，可为探索 rTMS 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机制研究奠定基础，为今后制定多中心、大样本

的研究提供参。 

 
 

PU-1452 

神经胶质瘤术后放化疗患者癌性疲劳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玥

1
,王政（并列第一作者）

1
,杜芳芳

1
,朱志中

1
,侯玮佳

1
,姜炜

1
,王小伟

2
,黄竹青

3
 

1.天津市环湖医院,天津市,河西区 

2.秦皇岛市第三医院,河北省,秦皇岛市 

3.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目的 评估神经胶质瘤患者癌性疲劳的发生情况，探讨神经胶质瘤患者癌性疲劳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我院肿瘤放射科 2015 年 7 月—2017 年 12 月，57 例原发性术后神经胶质瘤患者，应用

中文版多维疲劳量表(MFI-20)、简明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inimum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分别于入院后 1-2 天和放疗一疗程结束后一周内对患者的疲劳程度和认知功能进行评价,

通过 SPSS13.0 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神经胶质瘤患者癌性疲劳的发生情况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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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7 例患者中共有 46 例患者完成全部资料收集，神经胶质瘤患者的疲劳情况主要为脑力疲劳及

动力下降，患者年龄为脑力疲劳的影响因素（P=0.000），患者年龄（P=0.009）和是否同步放化疗

（P=0.047）两个因素为动力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放疗后神经胶质瘤患者认知功能并无明显变化,胶质瘤患者的癌性疲劳持续存在，主要表现为

脑力疲劳及动力下降，脑力疲劳与患者年龄相关，动力下降和患者年龄及术后是否同步放化疗相关。 

 
 

PU-1453 

盆底肌功能训练联合盆底肌电生物反馈仪治疗中老年 

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分析 

 
金道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盆底肌功能训练联合盆底肌电生物反馈仪治疗中老年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 

方法 将 20 列中老年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10 例）和对照组(10 例）。治疗组进行

盆底肌功能训练及使用盆底肌电生物反馈仪进行治疗，对照组只给予使用盆底肌电生物反馈仪治疗，

治疗时间均 6-8 周。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

(ICI—Q—SF)评分及盆底肌表面值进行盆底肌力评估。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治疗前盆底肌快速收缩表面肌电最大值、盆底肌持续收缩表面肌

电平均值、盆底肌耐受收缩表面肌电平均值、ICI-Q-SF 评分为（17.13±3.49）、（15.00±3.72）、

（12.60±2.50）、（14.10±0.99），（17.77±4.10）、（14.24±4.16）、（11.38±2.95）、（14.30±1.34），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4 周后，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盆底肌快速收缩表面肌电

最大值、盆底肌持续收缩表面肌电平均值、盆底肌耐受收缩表面肌电平均值、ICI-Q-SF 评分为

（25.35±3.29）、（19.52±4.58）、（16.68±2.32）、（9.00±0.82），（31.40±4.64）、（24.55±4.62）、

（22.75±3.43）、（4.50±0.97），行组间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ICI-Q-SF 评分以及盆底肌表面肌电

指值均优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P＜0.05）。 

结论 盆底肌功能训练联合盆底肌电生物反馈仪治疗中老年压力性尿失禁，能有效的改善产妇盆底肌

肉的肌力，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 

 
 

PU-1454 

改变流质性状联合吞咽治疗对脑卒中致吞咽障碍患者的进食 

安全管理及疗效观察 

 
杨涓,聂启鸿 

赣州市人民医院,江西省,赣州市 

 

目的 观察改变流质性状联合吞咽治疗对脑卒中致吞咽障碍（饮水呛咳）患者的进食安全及治疗作用。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60 例脑卒中致饮水呛咳患者分为实验 1 组、实验 2 组、实验 3 组及对照

组，每组 15 例。实验 1 组采用改变流质性状（增稠流质）治疗，实验 2 组采用吞咽治疗，实验 3

组采用改变流质性状（增稠流质）+吞咽治疗，对照组不改变流质性状、不行吞咽治疗。于治疗前、

治疗 1 周、治疗 2 周、治疗 4 周时对各组患者进行洼田饮水试验、才藤氏吞咽障碍分级评估，并对

比实验组痊愈患者平均治疗天数。 

结果  经治疗后洼田饮水试验达 1a 级的患者实验 3 组与对照组、实验 1 组、实验 2 组相同时间节点

比较有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2 组治疗 4 周时较实验 1 组有显著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3 组患者与对照组、实验 1 组、实验 2 组相同时间节点比较，

呛咳频次也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1 组患者治疗 1 周时呛咳频次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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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才藤氏吞咽障碍评估显示：实验 2 组后一时间节点显

效率显著高于前一时间节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3 组治疗 2 周时显效率显著高

于治疗 1 周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相同时间节点比较，实验 1 组、实验 2 组、实

验 3 组显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3 组治疗 1 周、治疗 2 周、

治疗 4 周后显效率显著高于实验 1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3 组治疗 1 周、治疗 2

周时显效率显著高于实验 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2 组治疗 4 周时显效率显著

高于实验 1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1 组治疗 1 周时显效率显著高于实验 2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3 组治愈患者平均治疗天数较实验 1 组、实验 2 组均明显减

少（P＜0.05）。 

结论 改变流质性状、吞咽治疗、改变流质性状联合吞咽治疗对脑卒中致饮水呛咳患者均有一定治疗

作用，但改变流质性状联合吞咽治疗不仅能早期防止患者饮水呛咳、减少误吸，保证患者进食流质

食物的安全性，而且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增强治疗效果，缩短疗程。 

 
 

PU-1455 

电针联合作业治疗改善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临床研究 

 
李小宏,余和平,邵岚,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电针联合作业治疗对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40 例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作业治疗组（对照组）和电针+

作业治疗（试验组），每组 20 例患者。两组患者均给予作业训练及口服多奈哌齐治疗，试验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电针治疗，治疗前后予洛文斯顿作业治疗量表 (Loewenstein Occupational 

Therapy Cognitiv Assessment,LOTCA)、P300 电生理检测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LOTCA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提高(P＜0.05) ，且治疗后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P300 潜伏期较治疗前缩短( P＜0.01)，且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 电针联合作业治疗较单纯作业治疗相比，改善脑外伤后认知障碍效果更好。 

 
 

PU-1456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伸膝痛进行腘肌肌力训练配合动态 

关节松动术的疗效研究 

 
王希燕 

山东省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 研究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关节活动度正常，但完全伸膝时疼痛且不能坚持的患者进行腘肌肌力训

练结合动态关节松动术的疗效研究。 

方法 于我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科门诊选取 16 名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关节活动度正常，但完全伸膝时

疼痛且不能坚持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与实验组；各为 8 名患者。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

的腘绳肌牵伸训练和有氧运动训练，如功率自行车，跑步机等。并且进行常规的肌肉放松手法。实

验组：在对照组训练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胫骨外旋膝关节屈伸肌力训练，以减轻腘肌的紧张度，

使得腘肌充分放松。并且进行俯卧位胫骨内旋加 5 度屈膝肌力训练以锻炼腘肌，增加腘肌肌力。为

期 2 周治疗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评估患者进行完全伸膝时的疼痛情况，用 VAS 进行记录。并且

分别评估患者伸膝状态时所能坚持的时间。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 2 周后伸膝痛

均较各自治疗前得到改善，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 2 周后实验组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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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痛 VAS 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并且患者完全伸膝状态下所能耐受的时间远远大于对照组，进

行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关节活动度正常，但完全伸膝时疼痛且不能坚持的患者进行腘肌肌力训练结

合动态关节松动术有很明显的止痛效果，可以完全缓解伸膝痛造成的伸膝姿势状态不能维持。 

 
 

PU-1457 

动态神经松动术结合传统中医推拿手法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效果观察 

 
吴平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动态神经松动术结合传统中医推拿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和生活质量的疗

效。 

方法 总结 2014 年 3 月～2017 年 4 月期间我科收治的 34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纳入标准：（1）

经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2）直腿抬高或加强试验阳性；（3）膝、跟腱反射减弱或消

失，拇趾背伸力减弱；（4）腰痛向臀部及下肢放射或间歇性跛行，腹压增加(如咳嗽、喷嚏)时疼痛

加重。（5）病变部位椎旁有压痛，并向下肢放射，腰部活动受限。排除标准：（1）前 1 月接受过

其他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或运动疗法的患者；（2）患有骨折、椎体滑脱或脊髓损伤等病症的患者；

（3）患有结核或肿瘤的患者，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的患者；（4）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17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针灸、理疗、核心肌力

训练等）并给予传统中医推拿手法；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动态神经松动术（滑动松动技术

和张力松动技术）；利用颈椎、胸椎、腰椎的前屈、后伸，屈髋、屈膝和踝关节背伸、背屈进行调

节不同位置的脊髓、神经根的活动性，依次活动各个关节。 

其中张力性松动：患者取坐位，检查者一手置于患者肩背部使患者颈椎、胸椎、腰椎前屈，屈髋，

伸膝，踝关节背伸，持续 3 秒，连续 3～5 次。滑动性松动：患者取侧卧位，使患者颈椎、胸椎、腰

椎后伸，髋关节屈曲角度不超过 70°，膝关节屈曲不宜超过 90°踝关节背屈，持续 3 秒，连续 3～5

次，每天 1 次。两组治疗时间均为 15d，于治疗前、后分别按疼痛视觉模拟量表法（VAS）、内收

位直腿抬高试验角度、下腰痛评定表（JOA）评定疗效。 

结果 治疗前两组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疼痛、内收位

直腿抬高角度和 JOA 评分均有改善，实验组疗效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动态神经松动术结合传统中医推拿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可明显改善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1458 

百笑灸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对脊髓损伤术后负面情绪 

与生存质量的影响 

 
刘晓霞,程晓婕,董璐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百笑灸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对脊髓损伤术后患者负面情绪与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来我科就诊的脊髓损伤术后康复治疗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治疗组，两组患者均实施康复治疗与健康教育，对照组实施百笑灸，穴位：百会、大椎、

命门、长强、肝腧、膻中、神阙、太冲、太溪，每穴位 20min,每天 1 次；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

予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其方法 保持训练环境安静、舒适，嘱患者训练前排空大小便，放松肌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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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坐位或卧位，闭眼休息 2 ～ 3 min，调匀呼吸;吸气时,紧绷肌肉,约五秒钟;吐气时,缓缓地放松,

约十五秒的时间;从中体会紧绷与松弛时的差异,每个部位做两次,等到感觉各部位均已经放松后,可以

静坐一段时间。14 天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随访 3 个月。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前与

治疗后 14 天、28 天、3 个月由由同一医师采用焦虑抑郁量表、Barthel 指数、FIM 量表进行评。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SAS、SDS、ADL、FIM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

SDS、ADL、FIM 评分均统计学意义,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百笑灸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可明显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其独立生活能力及

功能独立能力。 

 
 

PU-1459 

单穴运动针刺疗法对颈型颈椎病所致颈痛的干预 

 
姜媛,郭浩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通过比较治疗前后颈型颈椎病患者 VAS 评分，验证外劳宫穴运动针刺疗法是治疗颈型颈椎病

所致颈痛的首选治疗方法。 

方法 所有 30 例病人，均采用针刺外劳宫穴治疗，并行运动针法，取穴方法为：反复仔细按压双手

外劳宫穴区，找到最痛处进针。根据疗效治疗1~3次。记录每次治疗前后的VAS评分，采用SPSS19.0 

统计学软件，1~3 次后统计疗效。 

结果 经过 1~3 次治疗，治愈 29 例，好转 1 例，未愈 0 例；治疗后 VAS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外劳宫穴运动针法治疗颈型颈椎病，可快速改善患者疼痛，可为临床首选治疗方法。 

 
 

PU-1460 

循经取穴百笑灸疗法在肾虚型腰痛患者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曾雪琴,孙银娣, 刘晓霞, 潘小妮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循经取穴百笑灸疗法在肾虚型腰痛患者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符合肾虚型腰痛纳入标准，在西安市红会医院中医骨科住院

治疗的患者 11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5 例。对照组采用针

刺、推拿、中频及超短波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循经取穴百笑灸治疗，选取足

太阳膀胱经上的三焦俞、肾俞、志室、委中穴，督脉上的腰阳关和命门穴。两组均以 5 天为一个疗

程，疗程之间间隔 2 天，共治疗两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临床疗效和患者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基本信息及 V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两个疗程后 VAS 评分

组间比较，观察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愈显率为 87.27％，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67.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满意度（98.18％）明显高于对

照组（85.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肾虚型腰痛患者，循经取穴百笑灸疗法可明显缓解患者疼痛，提高临床疗效和患者满意度，

是治疗和护理肾虚型腰痛患者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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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1 

肌骨超声引导下治疗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的应用价值 

 
朱美兰,朱怡文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分析肌骨超声引导下治疗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引导组（30 例） 

和对照组（30 例），分别在肌骨超声引导下和传统手法测量定位下对第 3 腰椎横突尖部进行注射治

疗，注射液均为 2%利多卡因 2ml，复方倍他米松 1ml.共配制 3ml 的药量。注射治疗 1 次，均在治

疗前和治疗 1 周后评定，评定方法按腰痛分级标准参照«坎贝尔骨科手术大全»分 4 级。疗效评价标

准：根据上述症状治疗前后积分分值的变化综合评价。临床痊愈：治疗后积分较治疗前减少≥80%；

显效：治疗后积分较治疗前减少≥70%；有效：治疗后积分较治疗前减少≥50%；无效：治疗后积分

较治疗前减少<50%。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无统计学差异。比较两种方法穿刺注射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注射治疗 1 周后腰痛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引导组治愈率显著优于对

照组（P<0.05)。 

结论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腰臀痛疾患，临床以第三腰椎横突部明显压痛为特征，

是腰肌筋膜劳损的一种类型。第三腰椎是腰椎生理前凸的顶点及腰椎屈伸旋转的枢纽，解剖上第三

腰椎横突最长，其附着腰大肌、腰方肌起点及腹横肌、背阔肌深部筋膜，为承受力学传递的重要部

位，因此易受外力作用的影响，容易受损伤而引起该处附着肌肉撕裂，出血、瘢痕粘连、筋膜增厚

挛缩，使血管神经束受摩擦、刺激和压迫而产生症状。其治疗方法有许多，但是多以局部阻滞为主，

也可配合其他疗法，治疗效果确切，本研究结果也证实。通过临床研究显示，在肌骨超声引导下的

治疗提供了很好的影像学支持，可视化的操作使穿刺精准度得到了保障，且药物可发挥最大的利用，

治疗效果更加,值得推广。 

  
 

PU-1462 

腮腺注射 A型肉毒毒素治疗脑外伤后顽固性吸入性肺炎 

 
王熠钊

1
,许雪梅

2
,徐换

3
,张燚坤

4
,尤春景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2.湖北省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3.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康复医学科 

4.湖北省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学院 

 

目的 探讨腮腺注射 A 型肉毒毒素治疗脑外伤后顽固性吸入性肺炎的治疗效果。脑外伤患者因为吞咽

功能障碍经常出现误吸而导致吸入性肺炎。大部分患者经过常规的康复治疗，或是鼻胃管置入及鼻

饲饮食，基本能够控制因为误吸而引起的肺部感染。但仍有一部分患者因同时合并有继发性流涎症，

即使完全禁食及鼻饲饮食也不能解决因误吸唾液而导致的顽固性吸入性肺炎。本研究拟通过双侧腮

腺注射 A 型肉毒毒素，以减少唾液的分泌，从而治疗脑外伤后顽固性吸入性肺炎。 

方法 患者雷 XX，男性，58 岁，企业管理人员。患者于 2017 年 09 月 23 日行走时摔伤，随即意识

模糊，呕吐，烦躁不安。急诊头颅 CT 提示：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颞叶及右侧额叶血肿，左侧顶

部软组织肿胀。2 天后行去骨瓣减压术及气管切开术。术后于 2017 年 10 月 7 日因―意识障碍伴四肢

活动不利 2 周‖入我科行康复治疗。体格检查：听诊右肺痰鸣音，左肺呼吸音粗。入院诊断：1.脑外

伤、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言语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吞咽功能障碍；2.肺部感染。入科后患者

鼻饲流质饮食，间断咳嗽咳痰，夜间明显，白天口中痰涎多。予以综合康复治疗（包括针对肺部感

染及吞咽功能障碍的体位排痰与呼吸功能训练、肺部超短波治疗、吞咽训练、吞咽电刺激等），患

者肺部感染症状有好转，但仍呛咳明显，口中可见唾液分泌较多。2017 年 11 月 14 日吞咽功能筛

查显示：患者不能配合饮水，吞咽呛咳明显。2017 年 11 月 26 日胸部 CT 显示：双肺感染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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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胸膜增厚、粘连。患者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拔除气管切开套管。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在超声

引导下行 A 型肉毒毒素双侧腮腺注射。治疗过程：排除禁忌症后，将 A 型肉毒毒素 100 单位以 4ml

生理盐水稀释，以超声定位腮腺后，每一侧腮腺分别注射 2 点，每点 25 单位。 

结果 2017 年 12 月 10 日开始患者流涎明显减少，咳嗽症状明显好转，2 周后流涎及咳嗽症状消失。

2017 年 12 月 25 日胸部 X 片提示：双肺纹理增强，未见明显感染灶。 

结论 脑外伤后吞咽功能障碍存在误吸，同时合并有继发性流涎症的患者，双侧腮腺注射 A 型肉毒毒

素，可以减少唾液的分泌，从而治疗患者误吸唾液而导致的顽固性吸入性肺炎。 

 
 

PU-1463 

针刀联合封闭和微波治疗腱鞘炎的疗效观察 

 
刘朝生,王理,龙贤亮 

解放军第一六三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针刀联合封闭微波治疗对腱鞘炎的疗效。 

方法 纳入标准（略）：排除标准（略）。2015 年 1 月～2017 年 8 月，本院最终符合上述标准的患

者 90 例，男 36 例，女 54 例，年龄 18～70 岁，最程最短 20 天，最长 4 年。桡骨茎突狭管性腱鞘

炎 31 例，弹响拇指 39 例，弹响中指 14 例，弹响食指数 4 例，弹响小指 2 例，所有病人 X 线摄片

结果无骨质异常。病例随机分成 3 组，A 组（微波）、B 组（微波+封闭）、C 组（微波+封闭+针刀）

每组患者 30 例。  

1. 针刀治疗:患手平放于治疗台上，定位后用龙胆紫定点标记，常规消毒，铺巾、戴无菌手套，

在肌腱结节形成处持针刀进针点，刀口线与桡动脉、肌腱平行自近端向远端斜刺入脂肪与肌

筋膜层，推切一刀，退回，将针刀达狭管腱鞘病变处（结节形成处）推切一刀，将狭管的腱

鞘完全松解，出针刀压迫片刻，立即按封闭治疗方法注入封闭药物，出针再压迫片刻，防止

出血，贴创可贴即可，嘱患者 48h 内保持创口干燥，1 个月后复查，有症状者再治疗。 

2. 封闭治疗：行腱鞘内注射：术者取患手硬结处压痛明显即为腱鞘炎狭管处，标记并常规消毒，

用 5 号针头向头部倾斜 30°穿刺至腱鞘内，回吸无血时缓慢注入抗炎镇痛药物（2%利多卡因

1.5ml+曲安奈德注射液 0.5ml）0.5～1ml，拔针后局部按压，无出血后可贴创可贴，嘱患者

48h 内保持创口干燥，1 次/7d，3 次为 1 疗程。 

3. 微波治疗：采用上海产 PWH 型微波治疗仪。体外辐射器直径 100mm，，治疗功率 30～35W，

每日 1 次，每次 20min，10 次为 1 疗程。 

4. 3 组患者均于治疗前，治疗结束 4 周，12 周后进行疼痛评估，并于治疗结束 12 周后进行疗

效评估。疼痛评估：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5. [2]拟定疗效标准。 

6.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等。 

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 VAS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 组患者治疗结束后，

各时间点的 VAS 评分均明显优于组内前一时间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结束

后各时间点的 3 组间同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 12 周后，C 组总

有效率 96.67%显著优于 A 组 70.00%与 B 组 76.6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针刀联合封闭和微波治疗腱鞘炎可明显提高疗效;联合应用并不能进一步增

强镇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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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下介入治疗与高频电治疗对脑卒中后肩峰下 

撞击综合征的疗效比较 

 
韩超

1
,王强

2
,李江

2
,孟萍萍

2
 

1.青岛西海岸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介入治疗和高频电治疗脑卒中后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疗效比较。 

方法 30 例脑卒中后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超声引导下介入治疗联合常

规上肢康复训练(14 例)，一组接受高频电治疗常规上肢康复训练(16 例)。于治疗前、治疗后 3 和 14d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价肩关节疼痛程度，采用 Fugl-Meyer 上肢评价量表评价上肢运动功能、

Barthel 指数(BI)评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 3 和 14d VAS 评分低于治疗前，介入治疗组治疗后 3d VAS 评分低于

高频电治疗组。治疗后两组患者 FMA-UE 和 BI评分高于治疗前。 

结论 超声引导下介入治疗和高频电联合常规上肢康复训练均可以改善脑卒中后肩峰下撞击综合征

患者肩关节疼痛程度、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且介入性超声联合常规康复训练较高频

电联合常规康复训练在早期改善肩关节疼痛程度疗效更佳。 

  
 

PU-1465 

正中神经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认知障碍疗效观察 

 
荆静,马艳平,王永慧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科 

 

目的 观察正中神经电刺激（median nerv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MNES）对脑卒中后认知障碍

（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PSCI）患者认知功能改善的疗效并探讨其可能机制。 

方法 选取 30 例 PSCI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常规治疗+（右）正中神经电刺激治疗组，每组

15 例。常规治疗组（A 组）采用常规认知康复治疗方法；常规治疗+（右）正中神经电刺激（B 组）

组除采用常规认知康复治疗方法，还进行右正中神经电刺激治疗。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3 周、6 周

时使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表

（MBI）、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对其进行评定。另随机选取 10 例存在认知障碍的卒中患

者（入选条件同前），应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仪（Near Infrared Spectrum Instrument, NIRS）对其进

行 MNES 前后的脑氧及不同脑功能区功能连接观察评定。 

结果 ① A、B 组治疗 3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MMSE、Fugl-Meyer 及 MBI评分均有提高（P＜0.05），

MOCA 评分仅 B 组有提高（P＜0.05）。② A、B 组治疗 6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MMSE、MOCA、

MBI 及 Fugl-Meyer 评分均有提高（P＜0.05）。③ A、B 组治疗 3 周后，两组间 MMSE、MOCA、

MBI及 Fugl-Meyer 评分改善无显著差异（P＞0.05）。但治疗 6 周后，B 组 MMSE 及 MOCA 评分

改善水平均优于 A 组（P＜0.05），MBI及 Fugl-Meyer 评分两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④ 治

疗 6 周后，B 组 MMSE 评分在时间及地点定向、即刻记忆、注意力和计算力、短程记忆方面明显改

善（P＜0.05），MOCA 评分在注意力、语言、定向力、记忆方面明显改善（P＜0.05）。⑤ NIR

显示，患者在接受右 MNES 前后，双额叶脑激活信号明显增强（P＜0.05），左枕叶脑激活信号明

显下降（P＜0.05）。另患者的双侧前额叶、双侧运动区及双枕叶间的信号连接在接受 MNES 前后

无明显改变（P＞0.05）。（数据示例：左额叶 第一频段（刺激前、后：0.2744+0.047、0.2938+0.59），

余数据略）。 

结论 正中神经电刺可辅助改善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水平，其机制可能与双额叶、左枕叶的

神经元激活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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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肌低频脉冲电刺激对改善鼻咽癌放疗后误吸情况的 疗效观察 

 
陈丽珊,张盘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佛山市 

 

目的 探讨用手持棒式电极对鼻咽癌放疗后患者的舌肌进行低频脉冲电刺激，观察对改善鼻咽癌放疗

后误吸情况的临床疗效。 

方法 43 例鼻咽癌放射治疗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舌内外肌组和舌外肌组。两组患者均使

用手持棒式电极结合感应电治疗，每次治疗 15min，1 次/天，1 周 5 次，共 4 周。低频电刺激仪采

用国产DL-ZⅡ型感应电疗仪，电流为双相、不对称的低频脉冲电流，频率为100Hz，有效波宽0.1-1ms，

手持棒式电极点状刺激舌内外肌肉，电流强度以引起肌肉完全性强直收缩为准。辅助电极放置：大

小 10cm×10cm 的方形辅助电极置于颈后。舌内外肌组（n=22）刺激部位为：刺激舌内、外肌群，

包括舌上纵肌、舌下纵肌、舌横肌、舌垂直肌、颏舌肌、舌骨舌肌、二腹肌和茎突舌肌。舌外肌组

（n=21）刺激部位为：刺激舌外肌群，包括颏舌肌、舌骨舌肌、二腹肌和茎突舌肌。两组患者均于

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治疗后）进行 X 线吞咽造影检查，记录舌骨运动时间、上抬和前移幅度以及

使用渗漏误吸分级量表（penetration aspiration scale，PAS）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舌骨运动时间、舌骨前移、舌骨上抬、误吸分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舌骨运动测量结果示：两组患者的舌骨运动时间、舌骨前移、舌骨上抬均较治

疗前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舌内外肌组患者的舌骨上抬[(9.16±1.46)mm]改善程

度明显高于舌外肌组[(7.72±2.78)m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渗漏误吸分级结果示：两组

患者的误吸程度均较治疗前有改善(P<0.01)，并且舌内外肌组误吸改善优于舌外肌组（z=-2.05，

p=0.04） 

结论 对患者的舌内、外肌使用手持棒式电极进行低频脉冲电刺激，相比单纯的舌外肌电刺激，能更

有效地改善舌骨上抬和渗漏误吸分级，有利于改善鼻咽癌患者的误吸情况。 

 
 

PU-1467 

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治疗腰三横突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程华军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对治疗腰三横突综合征的疗效影响。 

方法 7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5 例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局部神经阻滞治疗，对照组 35 例

患者常规按解剖定位进行局部神经阻滞治疗，治疗前及治疗 2 周后两组均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对疼痛程度进行评分及腰前屈活动范围测量，并治疗 2 周后两组均按《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评

定愈显率。 

结果 治疗 2 周后两组 VAS 评分及腰前屈范围均较同组治疗前有显著性差异（P<0.01），而治疗组

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并且治疗 2 周后治疗组愈显率优于对照组，有

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治疗腰三横突综合征的疗效明显优于按解剖定位进行神经阻滞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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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卒中患者抑郁和认知 

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郭君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0.5Hz 和 1.0Hz 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联合奥氮平治疗脑外伤后躁狂症状的疗效。 

方法 选取脑外伤后躁狂障碍患者 49 例，随机分为 1.0Hz 组（17 例）、0.5Hz 组（16 例）和假刺

激组（16 例），每组每日给予相应频率的经颅磁刺激 20min，每周 6 次，除此之外均给予常规的康

复治疗措施并配合服用奥氮平药物，连续治疗 4 周。3 组研究对象均于治疗前后采用 Bech-Rafaelsen

躁狂量表（BRMS）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患者的躁狂症状控制情况。 

结果 3 组患者治疗后的 BRMS 评分和 PSQI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好转（P<0.05）,治疗后 1.0Hz 组

患者的 BRMS 评分（18.82±3.66）低于0.5Hz 组（22.19±5.27），0.5Hz 组低于假刺激组（26.06±4.71），

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0 、P=0.036）。1.0Hz 组（8.88±2.26）和 0.5Hz 组（9.06±1.88）

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均较假刺激组低（11.56±2.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1.0Hz 组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联合奥氮平治疗脑外伤后躁狂症效果优于 0.5Hz 组。 

  
 

PU-1469 

经鼻及经口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 失弛缓症在临床中 

的可行性比较 

 
郭君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经鼻及经口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弛缓症的可行性比较。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及脑外伤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对照组

给予经鼻球囊扩张术，同时辅以吞咽电刺激疗法、间接训练法及直接训练法；实验组给予经口球囊

扩张术，同时辅以吞咽电刺激疗法、间接训练法及直接训练法。实施该操作 50d，观察两组患者治

疗后较治疗前心率增加的次数、患者接受率并将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实验组患者扩张治疗后心率增加的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接受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经口球囊扩张术较经鼻球囊扩张术可行性更高。 

 
 

PU-1470 

充气式护肩结合康复训练在治疗脑卒中 肩关节 

半脱位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郭君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充气式护肩结合康复训练在治疗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2 组患者均接受常

规的康复训练之外，治疗组患者同时佩戴护肩，疗程 3 个月。治疗前、后 2 组患者均采用拍 X 线片

评定肩关节半脱位程度，采用 Fugl—Meyer 评分法（FMA）评定患侧上肢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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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后 2 组患者肩关节复位率和 FMA 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充气式护肩结合康复训练是治疗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较为理想的治疗方法。 

 
 

PU-1471 

多模态感觉反馈治疗幻肢痛 

 
王冲,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为幻肢痛寻求一种非侵入性，免药物的有效减轻疼痛的方法，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方法 1 名右上肢肘下 10cm 截肢患者参与实验，实验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分 Bending，Location，

Frequency 三个模块来进行康复训练，根据患者幻肢运动能力，指导其使用幻肢和健康手臂执行不

同运动，并通过设备的辅助使患者感觉仿佛重新拥有和控制双手。并在试验开始及结束分别进行头

颅 fMRI检查，以及在开始前、过程中及结束后分别进行 5 次问卷评估，从而评估患者幻肢痛改善情

况。 

结果 患者主诉幻肢感减轻，幻肢亦从试验前的―握拳‖状，逐渐放松，试验后患者主诉幻肢基本成―爪

形‖或完全展开状态。试验后患者总体印象改变为：中等改善，有一定程度改善。 

结论 多模块感觉反馈治疗能够一定程度改善截肢患者幻肢痛症状。 

PU-1472 

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肩痛的疗效观察 

 
林歆,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探讨放散状体外冲击波疗法（ESET）对脑卒中后肩痛的疗效。 

方法 使用瑞士STORZ MASTERPULS MP100放散状体外冲击波治疗仪对 10例脑卒中后肩痛患者

进行了每周 1 次、连续 4 周的治疗。治疗参数：采用 D20S 探头，治疗压力 2.0～2.5 bar，频率 15～

18Hz，每个痛点冲击 600～1000 个脉冲/次。在治疗前后检测患者的肩关节活动度变化；采用目测

类比评分（VAS）评定活动时的疼痛强度；并观察不良事件和副反应情况。 

结果 ESET 治疗 4 周后，10 名患者的肩关节活动度显著改善；VAS 评分显著降低；治疗后均未出

现副反应。 

结论 EWST 可能是改善脑卒中后肩痛患者的关节活动及缓解肩关节疼痛的有效方法。 

 
 

PU-1473 

电针治疗化疗所致病理性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向云,许娜,眭明红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电针对化疗药物所致病理性神经痛（CIPN）的治疗效果，为临床上电针治疗化 CIPN 提

供科学依据。 

方法 本研究将 28 例 CIPN 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分为三组，电针组 8 例，予电针治疗；西药组 10 例，

予甲钴胺片口服治疗；电针+西药组 10 例，予电针和口服甲钴胺片联合治疗，均治疗 1 个疗程。在

治疗前后利用视觉模拟评分（VAS 评分）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程度，以 Likert 总体恢复自我评分

作为评估患者临床疗效的总体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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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后三组 Likert 评分均增高，三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电针组和电针+西

药组 VAS 评分明显低于与西药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ikert 总体恢复自我评分未

见统计学差异，但具有显著时间效应（P＜0.01）。 

结论 电针可以缓解化疗所致病理性痛。 

 
 

PU-1474 

“扳机点”刺激结合意念训练促早期脑卒中患者自主排尿  

功能恢复的临床研究 

 
毛二莉,周停,纪婕,王红星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苏州市 

 

目的 明确扳机点刺激结合意念排尿训练促早期脑卒中后排尿障碍患者的自主排尿功能恢复的疗效。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8 年 4 月期间在本康复中心住院康复的 52 例脑卒中留置尿管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各 26 例。对照组在膀胱功能评定后拔除尿管，行清洁间歇导尿，试验组通过

膀胱压力测定确定―扳机点‖，采用扳机点刺激结合意念进行排尿训练，分别在 3 天、7 天时观察两组

自主排尿恢复及残余尿量情况。 

结果 （1）3 天时试验组共 15 例恢复自主排尿且残余尿量<50ml，显著高于对照组 6 例（P<0.05）；

试验组自主排尿但残余尿量>50ml 的例数为 10 例，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15 例（P<0.05），试验组单

次自主排尿量高于对照组，残余尿量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尿潴留为 1 例，显著低于对照

组的 5 例（P<0.05）。（2）7 天时试验组共 21 例恢复自主排尿且残余尿量<50ml，显著高于对照

组 13例（P<0.05）；试验组自主排尿但残余尿量>50ml 的例数为 4 例，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9 例（P<0.05）

试验组单次自主排尿量高于对照组，残余尿量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尿潴留为 1 例，显著

低于对照组的 4 例。 

结论 ―扳机点‖刺激诱导结合意念排尿训练可促进早期脑卒中排尿障碍患者自主排尿恢复，并有效减

少残余尿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1475 

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肛门牵伸下辅助自主排尿临床效果观察 

 
沙彬秀,周莉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肛门牵伸下促进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自主排尿的效果，探索除药物、手术、间歇性导尿以外

的促进自主排尿功能恢复的物理手法，探索何种牵伸手法有效。 

方法 将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4 月入院的脊髓损伤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列入观察对象（13 例），

利用患者自身前后对照的方法，2 周内收集并记录患者原有的排尿方式，2 周后使用肛门牵伸下辅助

自主排尿，利用配套排尿日记进行记录：牵伸后是否能自主排出、排出的尿量、残余尿量、一次排

尿分几段排完、排尿总时长、尿流速度、排尿的费力程度、牵伸一段时间后自主排尿的难易程度较

起始阶段改善情况，观察项目中任何一点的改善均可说明该手法的有效性；每一例参加试验的患者

均在 B 超下使用该手法进行排尿时肾脏肾窦分离情况的监控，如使用该手法时出现肾窦分离＞

10mm，则停止该试验，以确保试验的安全性。 

结果 5 例完全不能自主排尿、试验前采用间导排尿的患者牵伸下完全自主排尿，排尿后未导出残余

尿。2 例实验前使用腹压排尿，且排尿非常费力，排尿时长 10＞分钟的患者，牵伸下排尿的总时长

3~5 分钟、一次尿流持续的时间延长、中断次数减少、费力程度明显减轻。2 例能部分自主排尿，

残余尿＞膀胱容量的 2/3 的患者，牵伸下能继续排出部分残余尿。1 例能部分自主排尿，有残余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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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牵伸后能完全排空膀胱。3 例患者牵伸后未能排出。有效人群：有明确尿意感，排便时有

排空和部分排空膀胱的患者使用牵伸效果是100%；能部分自主排尿患者效果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

牵伸下能继续排出部分残余尿，但不能彻底排空；能在腹压下排尿的，牵伸后自主排尿费力程度、

排尿时长、尿流持续的时间、间断的次数均明显改善；无尿意感，且排便时无尿液排出的未见效果。

所有患者牵伸手法下排尿时 B 超下均未出现肾窦分离；牵伸有效手法是：示指插入的深度 3.5~5cm，

在肛门的 12 点方向向上向外牵伸患者的排尿效果最佳；牵伸时示指插入的速度要缓慢柔和，牵伸几

秒后肛门括约肌放松时开始使用腹压，尿流不中断牵伸不中断，尿流中断牵伸暂停；自己牵伸较陪

护牵伸感觉上更能协调一致；牵伸一段时间后牵伸费力程度较前减弱，有时仅需手指轻轻触及即可

完成排尿过程；牵伸时体位在放松舒适位最为省力。 

结论 肛门牵伸下辅助排尿是一种安全、对特定人群有明确效果的手法，该手法可有效满足特定患者

实现自主排尿的愿望，同时减少间歇性导尿耗材的费用，以及间歇导尿限制患者外出的困扰，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 

  
 

PU-1476 

不同浓度肉毒素治疗偏侧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 

 
向云

1
,尉洋

2
 

1.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2.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 

 

目的 评价高、低不同浓度肉毒素治疗偏侧面肌痉挛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情况。 

方法 选取 2 0 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我科门诊治疗的偏侧面肌痉挛患者 65 例为研究对象，注射

前给予评估肌肉痉挛程度，按位点给予局部注射 A 型肉毒素。注射药物随机分为高浓度组（50U/ml）

和低浓度组（25U/ml），比较两组药物起效时间、药效持续时间、治疗前后面部 Cohen 评分变化及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两种浓度肉毒素治疗均有效，治疗后 1 周、1 月 Cohen 评分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高浓度组起效时间比低浓度组短，药效持续时间长，且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均无过敏、皮疹和全身中毒等严重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肉毒素局部注射治疗偏侧面肌痉挛疗效肯定，高浓度肉毒素注射治疗起效较快，疗效持续时间

较长，不良反应未见明显增加，临床上推荐使用。 

 
 

PU-1477 

中枢神经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物理治疗-2 例病例报告 

 
张带,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讨论中枢神经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特点、诊断及物理治疗方法。 

方法 病例 1，74 岁女患，左侧肢体活动不灵，排尿费力、尿失禁 1 个月，头 MRI 提示脑干和右侧

基底节脑梗死。既往有尿失禁病史。膀胱容量 900ml，残余尿量 750ml。膀胱尿压测试结果逼尿肌

无反射，肛门指诊括约肌收缩力减弱。盆底肌电提示盆底肌肉力量明显减退。首先给予患者膀胱部

位电、磁刺激等治疗促进逼尿肌自主收缩功能恢复，1 个半月后给予经阴道低频电刺激和盆底磁刺

激治疗 3 周，增强括约肌肌力，改善尿失禁。 

病例 2，30 岁男患，颅脑外伤术后右侧肢体活动不灵 3 个月，尿频、尿等待 1 个月。每次排尿量

50-200ml，残余尿 0。术后曾留置导尿，持续开放尿管 2 个月。膀胱尿压测试提示漏尿点压力-容积：

101ml-48.3cmH2O，膀胱容量下降。肛门指诊括约肌有自主收缩。先后给予膀胱区超音波治疗、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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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疗法、蜡疗、冲击波、红光、微波治疗等降低逼尿肌肌张力，联合留置导尿机械性扩容。制定饮

水计划，逐渐延长开放尿管时间间隔。观察排尿情况，定期复查膀胱尿压测试。 

结果 病例 1，患者经物理治疗后 1 个半月排尿费力症状明显改善，残余尿量 20-50ml，膀胱尿压测

试提示漏尿点压力-容积 275ml，77cmH2O，膀胱感觉正常，膀胱容量正常范围，逼尿肌反射正常。

盆底肌电、磁刺激治疗 3 周后尿失禁症状基本消失，复查盆底肌电提示盆底肌肉力量恢复正常范围。 

病例 2，患者经治疗 1 个月后复查，每次排尿量 200-300ml，膀胱尿压测试结果：漏尿点压力-容积：

355ml-54.2cmH2O，膀胱容量正常范围。 

结论 病例 1 为老年脑梗死女患，同时存在逼尿肌无力、大膀胱和尿失禁，为保证上尿路安全，首先

应用物理因子改善逼尿肌功能，再针对盆底肌力量减弱进行物理治疗。病例 2 为脑外伤后长期留置

导尿开放尿管后逼尿肌痉挛、小膀胱，联合物理治疗降低逼尿肌活跃性和留置导尿机械扩容，使膀

胱容量增加，而单纯降肌张力物理治疗效果不理想。值得注意的是留置导尿的夹闭时间应根据排尿

量由短时逐渐延长，如夹闭时间过长，膀胱内压力升高，尿液容易返流，造成上尿路感染、肾积水

等不良后果。 

 

PU-1478 

胸锁乳突肌激痛点松解术治疗颈源性头痛疗效的对照观察 

 
夏春凤,张淑云 

潍坊市人民医院,山东省,潍坊市 

 

目的 观察胸锁乳突肌肌痛点松解术治疗颈源性头痛的疗效。 

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2018 年 4 月在潍坊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诊断为颈源性头痛的 60 例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0 例，予胸锁乳突肌肌痛点松解治疗；对照组 30 例，予口

服双氯芬酸胶囊和乙哌立松胶囊治疗。2 个疗程后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直观模拟标度尺评分法(VAS)

评分及颈椎活动度评分(ROM 评分)。 

结果 ①治疗前,二组患者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 评分)、颈椎活动度评分(ROM 评分)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 VAS 评分、ROM 评分均显著下降(P<0.05),

但观察组 VAS 评分、ROM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二组患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经

疗效评价,观察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二组患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胸锁乳突肌肌痛点松解术治疗颈源性头痛疗效显著，可以显著缓解患者的疼痛,还可以加强患

者的颈椎活动度,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PU-1479 

不同输出压力体外冲击波对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的影响 

 
李亚梅,冯荣建,黄林,田金艳,张晶,余茜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观察不同输出压力体外冲击波（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ESWT）对脑卒中患者小

腿三头肌痉挛的疗效及可能的电生理机制。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偏瘫侧小腿三头肌痉挛的患者 9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 1、治疗组 2

和对照组各30例，三组均给予基础治疗和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1和治疗组2在此基础上增加ESWT

治疗，输出压力分别为 1.5bar 和 2.0bar，频率均为 8Hz，冲击次数均为 2000 次，每周 1 次，连续

4 周。对照组给以安慰治疗。三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后进行踝关节综合痉挛量表（composite spasticity 

scale,CSS）、关节被动活动度（passive range of motion,PROM）、10 米步行时间（10-meter walk 

test,10MWT）及神经电生理（H 反射,Hmax/Mmax）评定。治疗组 1 和治疗组 2 在每次 ESWT 结

束后即刻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对治疗时的疼痛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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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后，三组患者的 CSS、PROM、10MWT 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显著改善（P<0.001）；组

间比较，治疗组 1 和治疗组 2 CSS 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 2 低于治疗组 1，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三组 PROM 比较虽然治疗组 2 大于治疗组 1，治疗组 1 大于对照组，但三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0MWT 比较治疗组 1 和治疗组 2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

治疗组 2 低于治疗组 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 反射潜伏期、Hmax/Mmax 比较，对照

组治疗前后组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 1 和治疗组 2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H 反射潜伏

期延长，Hmax/Mmax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后组间比较，H 反射潜伏期治疗

组 1 和治疗组 2 均长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 1 和治疗组 2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而 Hmax/Mmax 三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 1 和治疗组 2 的 VAS 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过程中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ESWT 对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有即时的缓解作用，且相对安全；一定范围输出压力越高，

步行功能获益可能更大；其机制可能与降低脊髓兴奋性有关。 

  
 

PU-1480 

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疗法联合肌电生物反馈疗法对脑卒中后 

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 

 
田野,胡可慧,张逸,杨欢 

遂宁市中心医院,四川省,遂宁市 

 

目的 探讨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疗法联合肌电生物反馈疗法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影

响。 

方法 选取 60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按入院病历号依次编号，采用随机数字法表随机分为常规组、

EMGBF 组、联合组各 20 例，常规组接受常规吞咽功能训练，EMGBF 组接受肌电生物反馈训练，

联合组接受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疗法和肌电生物反馈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集 3 组

患者的舌骨上肌群肌电积分值，同时记录治疗前、后胃管留置情况，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3 组患者治疗后舌骨上肌群肌电积分值均较治疗前提高(P<0.05)；治疗后联合组患者舌骨上肌

群肌电积分值提高更为明显，优于 EMGBF 组和常规组，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 组

患者治疗后的胃管留置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P<0.05)，以综合治疗组下降尤为明显(P＜0.05)。 

结论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在肌电生物反馈训练础上辅以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疗法可以明显改善

吞咽功能，降低胃管使用率，提高生活质量。  

 
 

PU-1481 

隔盐灸神阙穴配合盆底肌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脊髓损伤后 

尿失禁的疗效观察 

 
李丹,梁振文,黄裕恩,吴素丹,黄传芳 

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探讨隔盐灸神阙穴配合盆底肌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脊髓损伤后尿失禁的疗效。 

方法 48 例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24 例，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对照

组只接受常规护理及盆底肌电子生物反馈治疗；治疗组则增加隔盐灸神阙穴的疗法，具体方法：患

者取仰卧位，充分露出脐部。取一块薄纱布，加水浸湿拧干，平铺放置于脐上，取纯净干燥的粗盐

适量，纳入脐中，使与脐平。取一纯艾条点燃后放入单孔艾灸盒中，置于填满食盐的神阙穴上，并

使艾条位置垂直于神阙穴正上方，灸至患者微感灼热，脐周皮肤温热红润为止，移除艾灸盒，清除

食盐。每日 1 次。治疗每 10 天为 1 个疗程，每个疗程完毕休息 1 周，共治疗 3 个月。在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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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3 个月后分别观察两组患者的残余尿量、简易膀胱压力仪测量安全压力下（40mmH2O）膀胱

容量、尿失禁生活质量评估等指标变化，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的残余尿量[分别为(165.54±65.53)mL 和(178.65±76.08)mL]、安全压力下膀胱容量

[分别为 (281.62±51.13)mL 和(264.12±60.98)mL]、尿失禁生活质量评估[分别为 (5.06±1.13)分和

(5.12±0.98)分]，两组上述指标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3 月后，对照组与治疗组的治疗

效果明显，残余尿量[分别为 (98.06±51.13)mL 和(58.12±46.98)mL]、安全压力下膀胱容量[分别为 

(308.92±51.13)mL 和 (364.12±60.21)mL]，尿失禁日常生活质量评分 [分别为  (3.06±1.13)分和

(2.52±0.98)分]，与治疗前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其中训练组的残余尿量下降幅度

较显著，而膀胱压力以及尿失禁日常生活质量评分上升幅度较为显著，与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

意义差异(P＜0.01)。 

结论 隔盐灸神阙穴配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脊髓损伤后尿失禁的疗效显著，可能通过增加膀胱压力，

减少残余尿量等机制改善膀胱失能状况，提高脊髓损伤病人生活质量。 

 
 

PU-1482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结合传统言语治疗对于 wernicke 

失语康复新方案初探 

 
曹芳真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和传统言语治疗的结合，对 wernicke 失语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方法 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MNS）是指能直接观察着大脑中央射出别人的动作、理解、阅读、

情绪、意图等的一类具有特殊映射功能神经元。它广泛存在多个脑区，并参与动作的理解阅读、模

仿、共情。Beilock 等发现，对运动图片的观察可通过激活左前运动皮质来增进语言的理解，在此基

础上同时给与一定的言语训练（如听理解、复述）可比不能激活 MNS 的训练方法有效。Wernicke

病灶：大脑优势半球颞上回后部 1/3 的 Wernicke 区或大脑外侧裂的后下缘及颞上回颞中回的后半部

分的中心区域。对患者进行言语评定，评定内容为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包括听理解、复述、命名、

出声读、阅读理解、抄写、描写、听写和计算。 

  选取 Wernicke 失语 6 例患者训练三周 

   方案 1  镜像神经元+传统言语训练 

   方案 2  传统言语训练 

患者分两组各 3 人，分 A 和 B 组。A 组用方案 1 镜像神经元+传统言语治疗，30 分钟/次，5 次/周；

B 组用方案 2 传统言语治疗，30 分钟/次，5 次/周，通过各训练三周后采用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进

行比较疗效。 

结果 A 和 B 组通过 3 周的训练，A 组用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评分明显高于 B 组，A 组比 B 组听理

解、阅读理解、命名、复述出声读均高 10%。 

结论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和传统言语治疗明显改善 Wernicke 失语患者，该疗法值得进一步探讨。 

 
 

PU-1483 

经颅磁对脑卒中构音障碍患者治疗的影响 

 
刘英震,朱晓丽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经颅磁对构音障碍治疗的影响，为脑卒中构音障碍患者提供有效、易行的康复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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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符合条件的脑卒中构音障碍患者 60 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

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治疗和构音训练，试验组在此基础上进行经颅磁的辅助治疗。

经颅磁采取刺激部位为患侧大脑皮层 M1 区舌咽肌群，刺激频率为 25HZ，刺激强度为百分之九十的

阈值强度，每周 5 次，干预 6 周,分别试验前试验后应用量化的 Frenchay 构音障碍测试表来进行构

音障碍的评估。 

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和试验组 Frenchay 构音障碍测试表的分值均有明显提高，但应用经颅磁联合构

音训练的试验组治疗构音障碍效果要优于单纯应用常规康复治疗的对照组（P<0.05）。 

结论 经颅磁治疗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构音障碍，相对于单纯应用构音训练更能提高患者的言语交流

能力。 

 
 

PU-1484 

廉泉穴深刺治疗中风后吞咽功能障碍的疗效研究观察 

 
徐子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廉泉穴深刺对中风后吞咽功能障碍治疗的疗效，探究廉泉穴对中风后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

效果，探索深刺廉泉穴对于疗效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原则,将 60 例中风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60 名患者均为住院且诊断为脑梗死的

患者）随机分为廉泉深刺组(30 例)、舌咽针刺组(30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2 组均行舌咽针刺法,

穴取舌面、患侧咽后壁、金津、玉液，快速点刺不留针。操作:患者仰卧位,使用直径 0.30mm、长

40~75mm 一次性毫针操作。先快速点刺舌面(舌体中、前及两侧边缘),以出现散在出血点为度,嘱患

者舌顶上腭,快速点刺金津、玉液穴,患者稍休息后再次张口,取长 75mm 毫针点刺患侧咽后壁三四下

后快速出针。廉泉深刺组先行舌咽针刺法后取廉泉穴,廉泉深刺组以长 75 mm 毫针向舌根方向直刺

廉泉,针刺得气后,向舌根方向推进留针,深度约 60~70mm,此时可让患者做吞咽动作,以有障碍感但不

疼痛为度,留针 30 min，期间施捻转补法 2 次，每次行针 2min。每天治疗 1 次，2 组均治疗 30 天。

观察 2 组治疗前后洼田饮水试验评价量表评分，并评定 2 组疗效。 

结果 廉泉深刺组总有效率为 93.3%(28/30)，优于舌咽针刺组的 86.7%(26/30)。2 组治疗后洼田饮

水试验评分分值均下降明显(均 P<0.01)，廉泉深刺组较舌咽针刺组中下降更明显(P<0.01)。而深刺

廉泉评分下降最明显,对改善饮水呛咳的作用最优。 

结论 廉泉穴是针刺治疗中风后吞咽功能障碍的一个局部重点穴位, 属任脉，也是任脉与阴维脉的交

会穴，从穴性上属阴。廉泉穴主治咳嗽上气、喘息、呕沫、舌下肿、难言、舌根缩急等，以治疗舌

咽局部病症为主。常规针刺廉泉穴较浅，治疗效果不及深刺。针刺廉泉穴能有效改善中风后吞咽功

能障碍，廉泉穴深刺对于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更佳。 

 
 

PU-1485 

顽固性呃逆治验 

 
李娜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脑血管病人常常出现呃逆，尤其是顽固性呃逆如治疗不及时，常常影响病人的睡眠、饮食，患

者痛苦较大，也影响陪人及同房间病人的休息。希望可以减轻患者痛苦，使患者得到及时治疗。 

方法 1.针灸止呃。常取双侧内关、足三里、太冲、攒竹等穴，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施以补泻，非

顽固性呃逆，常常立竿见影，呃逆即止。 

2.穴位注射复安。胃复安为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具有强大的中枢性镇吐作用。为了加强其疗效，

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于双侧足三里穴位注射。对于大部分呃逆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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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穴位注射氯丙嗪。如果采用以上两法效果不佳，或频频再发呃逆。可采用穴位注射氯丙嗪。氯丙

嗪为吩噻嗪类抗精神病药，同时小剂量应用可抑制延脑催吐化学感受区多巴胺受体，大剂量时直接

抑制呕吐中枢，产生强大的镇吐作用。我们常采用氯丙嗪 1ml：25mg 穴位注射足三里，包括顽固性

呃逆效果佳。 

结果 针灸及穴注胃复安，大部分呃逆有效，少部分顽固性呃逆通过穴注氯丙嗪，呃逆可止，效果佳。 

结论 通过针灸、穴注胃复安、氯丙嗪，对于呃逆基本有效。 

 
 

PU-1486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口型模仿对脑卒中后运动性 

失语复述能力的影响 

 
杜丽,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本试验通过观察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口型模仿对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复述能力的改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我科收治的左侧脑卒中伴运动性失语患者 20 例，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随机分为镜像组和对照组，每组 10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四周常规言语训练。镜像组在此基

础上给予观察口型听音复述训练，对照组给予不观察口型只听音复述训练。所有患者在第一次训练

前和四周训练后均采用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价的复述相关测验，包括非词复述、高表象词复述、

和看图复述。 

结果 治疗四周后，镜像组复述准确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

照组复述准确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镜像组的复述正确率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口型模仿训练可明显提高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症患者的复述能力，在进

行失语症训练时结合口型模仿，可达到较好的效果。 

  
 

PU-1487 

口部功能训练对 75 例痉挛型构音障碍的疗效观察 

 
高鑫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运动型构音障碍患者进行口部功能训练的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改善口部的感知觉障碍训练、改善口部运动功能障碍训练、及改善言语呼吸功能训练的方

法，对 75 例痉挛型构音障碍的患者进行口部功能训练的治疗，观察口部功能训练对患者发音的影响。 

结果 患者共 75 例，其中 57 例显效，占总数的 76%，18 例好转，占总数的 24%，0 例无效，总有

效率达 100%。 

结论 口部功能训练是治疗痉挛型构音障碍的良好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810 

PU-1488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上肢屈肘肌痉挛的临床研究 

 
刘思豪,李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低频（1HZ）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刺激脑卒中患者健侧大脑半球 M1 区对患侧屈肘

肌痉挛的临床疗效。 

方法 40 例脑卒中伴肘部痉挛患者随机分为 rTMS 组（n=20）和对照组（n=20）。两组患者均给予

常规康复治疗，rTMS 组额外给予健侧 M1 区低频 rTMS 治疗。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分别测量患侧肘关

节被动伸展时肱二头肌及主动伸展时肱三头肌的均方根值(RMS)、运动诱发电位（MEPs）、改良

Ashworth 分级（MAS）、Fugl-Meyer 上肢评定（UFMA）和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4 周后 rTMS 组和对照组患者肱二头肌的 RMS、肱三头肌的 RMS、MAS、UFMA 和 MBI

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并且 rTMS 组患者的改善更为显著（P<0.05）。对照组治疗后 MEP

波幅较治疗前无显著性意义（P>0.05），rTMS 组治疗后 MEP 波幅显著提高（P<0.05）。 

结论 低频 rTMS 有助于改善脑卒中患者患侧上肢屈肘肌痉挛，提高运动功能。 

 
 

PU-1489 

LSVT-LOUD 训练对汉语帕金森病患者言语障碍的疗效分析 

 
谭茗丹,李咏雪,陈曦,刘汉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研究汉化的励-协夫曼言语治疗（Lee Silverman Voice Treatment-LOUD，LSVT-LOUD）训练

是否可以改善汉语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患者的言语障碍和生活质量，为利用和推

广该技术治疗汉语 PD 患者言语障碍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 10 例汉语 PD 患者，采用标准汉化版的 LSVT-LOUD 方法对其进行为期 4 周的

训练。训练前后利用 PRAAT 软件分析 PD 患者的声学数据， 利用嗓音障碍指数（Voice Handicap 

Index, VHI）量表进行生活质量评估。VHI评分越低，PD 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结果 4 周 LSVT-LOUD 训练后，PD 患者的言语声学和生活质量均显著改善。声学分析显示，训练

后元音最长发音时间由 13.09±7.51 秒增加到 18.36±5.27 秒（P=0.037）；元音发声音量音量增加

了 6.51±9.19 dB（P=0.032），阅读音量增加了 5.22±4.20 dB（P=0.001），独白音量增加了 2.49±3.62 

dB（P=0.036）。VHI 量表评分显示，生理方面障碍指数降低了 6.33±3.42 分（P<0.05），功能方

面降低了 6.41±3.75 分（P<0.05），情感方面降低了 5.33±2.57 分（P<0.05），总嗓音障碍指数由

68.75±20.39 分降低到 50.66±24.18 分（P<0.05）。 

结论 LSVT-LOUD 训练能够显著增加汉语 PD 患者最长发音时间、提高发声音量和改善言语运动中

的感知反馈能力，并且明显降低嗓音障碍指数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为基于 LSVT-LOUD 技术的汉

语 PD 言语障碍康复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 

 
 

PU-1490 

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失弛缓症有效性的 Meta 分析 

 
杨春生

1
,陈祢

2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十二师分院 

2.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目的 系统评价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失弛缓症患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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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CNKI、CBM、VIP 和 WanFang Data

数据库，收集有关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失弛缓症患者的中英文文献，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 2018

年 3 月。由 2 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评价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后，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1 个研究 438 例患者，其中实验组 221 例，对照组 217 例。治疗后实验组造影剂通

过时间、环咽肌完全开放、VFSS 评分改善及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Z=14.72，P<0.01；Z=3.08，

P<0.01；Z=29.66，P<0.01；Z=2.71，P<0.01］，在进食水、流质食物、糊状食物及固体食物方面

实验组也优于对照组［Z=5.19，P<0.01；Z=4.81，P<0.01；Z=4.07，P<0.01；Z=3.91，P<0.01]，

完全不开放及误吸率则低于对照组[Z=3.08，P<0.01；Z=4.94，P<0.01]，但两组治疗后出现环咽肌

不完全开放则无显著差异[Z=4.81，P=0.98]。 

结论 现有证据表明：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失弛缓症患者的有效性高于对照组。 

  

PU-1491 

基于电磁发音仪对运动性构音障碍患者发音时舌与下颌构音运动

学特征的研究-附 1 例病例分析 

 
冯小欢,丘卫红,武惠香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利用电磁发音仪（electromagnetic articulograph，EMA）分析脑卒中后运动性构音障碍患者

发音时舌与下颌的构音运动学特征。 

方法 对 1 位卒中后运动性构音障碍患者进行 Frenchay 构音障碍量表评估和 EMA 评估。EMA 评估

时,传感器粘贴于受试者的舌（包括舌尖、舌面及舌根）与下颌，追踪和采集受试者发固定音节时舌

与下颌的构音运动学参数，包括运动持续时间、速度、加速度及运动距离，发音材料包括： 

/da//ta//ga//ka//jia//qiu/。每个音节重复 3 次，得到受试者音频和运动数据后，利用 praat 软件对音频

进行切割得到每个音节的声母部分，再利用 matlab 软件对运动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发每个音节声母

时舌与下颌的运动学参数，取 3 次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同时检测 1 位年龄与之相匹配的健康受

试者作为正常对照。 

结果 患者为男性，年龄 70 岁，诊断为双侧小脑半球、脑桥、放射冠区、半卵圆中心多发脑梗死，

病程半年。Frenchay 构音障碍量表评估显示患者存在伸舌及舌上下、左右活动受限以及说话时有鼻

音，音调音量异常的问题，评定为中度运动性构音障碍。EMA 评估结果进一步表明了构音障碍患者

说话时舌尖、舌面及舌根的运动持续时间延长，运动速度、加速度及运动距离减少；而下颌的运动

持续时间延长，但运动速度、加速度、运动距离较健康受试者加大。 

结论 EMA 评估与 Frenchay 构音障碍量表评估均提示了患者存在舌运动受限；EMA 评估还提示了

患者存在下颌运动过度活跃，这可能是发音时患者对舌运动能力不足的一种代偿方式。EMA 评估能

够同步采集音频和运动信号，进一步直观和精确地评估构音器官发音时的运动学特征，可为评估运

动性构音障碍患者的构音运动状况提供客观的测量方式，并用于指导纠正构音器官异常运动，为构

音障碍言语训练提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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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2 

软腭点刺联合言语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 

临床疗效观察 

 
李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软腭点刺联合言语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疗效。 

方法 根据弗朗蔡构音障碍评价法选取 30 例脑卒中后构音障碍患者，纳入标准：软腭抬高分级≤b（轻

微的不对称，但能保持运动）。使用随机对照方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15 例。对照组患

者接受言语康复训练（冰刺激、软腭抬高训练、发音训练）。治疗组患者接受康复训练配合软腭点

刺。点刺部位：软腭后部（腭帆）。点刺每周 3 次，隔日 1 次，连续治疗 4 周为一个疗程。于治疗

前、治疗 4 周后评价治疗疗效。 

结果 治疗组显效 9 例，有效 5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3.33%。对照组显效 4 例，有效 9 例，无

效 2 例，总有效率 86.66%。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1）。构音障碍两组均有改善（P<0.05）,

且治疗组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软腭点刺联合言语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疗效满意，缩短病程。 

 
 
PU-1493 

益赛普在跟腱挛缩中的应用 

 
李萍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评价益赛普改善早期跟腱挛缩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30 例早期跟腱挛缩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16 例与对照组 14 例，两组均予手法按摩、功能练

习、支具疗法等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应用益赛普 12.5 mg，跟腱局部皮下注射，每周 2 次，

2 周为一疗程。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患侧踝关节背伸活动度及 Hannover 跟腱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末次随访时患侧踝关节背伸活动度及 Hannover 跟腱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跟腱挛缩患者早期应用益赛普可改善跟腱挛缩的程度。 

 
 

PU-1494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损伤患者执行功能障碍康复的疗效 

 
薛翠萍,郄淑燕,张黎明 

北京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损伤患者执行功能障碍的训练疗效 

方法 选取脑损伤后执行功能障碍患者 45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22）和

对照组(n=23)。观察组患者常规采用―认知康复工作站‖进行常规认知康复训练，在康复训练同时应用

经颅直流电刺激仪器进行 20min/次，1 次/天， 5 天/周，持续 6 周训练。对照组患者仅进行常规认

知康复训练。训练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Stroop 测验、画钟测验、汉诺塔测

验、数字倒背等方面评定。分别比较两组患者训练前后差值，了解患者训练前后执行功能变化。 

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完成分类数、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总应答数、

Stroop 测验、画钟测验、汉诺塔测验、数字倒背测试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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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的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分类数、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总应答数、Stroop 测验、画钟测验、

汉诺塔测验、数字倒背分别为(5.62±0.51)分、(110.69±16.14)、（118.54±8.61）、（3.77±0.44）、

（4.71±0.83）、（45.15±22.56），治疗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的威斯康

星卡片分类测验完成分类数、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总应答数、Stroop 测验、画钟测验、汉诺塔测

验、数字倒背成绩治疗后成绩有提高，但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除 Stroop 测验外，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完成分类数、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总应答数、画钟测验、

汉诺塔测验、数字倒背成绩较对照组明显提高，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可以改善脑损伤患者执行功能障碍，且是安全、高效的治疗方法，在临床工作

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PU-1495 

一例 IOE 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体会 

 
陈平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西省,抚州市 

 

目的 探讨一例间歇性经口至食道营养管管饲法（IOE） 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恢复效果。 

方法 评估患者吞咽障碍情况，给予间歇性经口至食道营养管管饲法，每日 5-6 次，配合饮食指导。 

结果 一个月后评估患者吞咽功能、血红蛋白、白蛋白、体重等情况。 

结论 间歇性经口至食道营养管管饲法能刺激患者吞咽功能的训练和恢复、营养改善及减少误吸和肺

部感染的发生。 

 
 

PU-1496 

B/M 型超声评估吞咽功能的临床研究 

 
颜瑜

1,2
,张继荣

3
,吴珊

4
 

1.贵州省骨科医院康复医学科 

2.贵州医科大学 

3.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4.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 联合使用 B 型及 M 型超声作为检测手段，观察健康人群吞咽过程中的运动时间，并以此探索

该超声技术于吞咽功能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无吞咽障碍的健康受试者 246 名，所有受试者均利用 B/M 型超声观察空咽、咽 10ml 测试

液、咽 20ml 测试液时的吞咽过程。实验中观察的吞咽过程包括口腔期，口咽期和喉咽期；后二者区

分为三个象限：准备象，吞咽象和恢复象。 

结果 1.在口腔期：空咽、咽 10ml 测试液、咽 20ml 测试液，三者所用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a.在口咽期，咽 10ml 测试液较空咽及咽 20ml 测试液所用时间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b.在口咽期准备象，咽测试液所用时间较空咽时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c.在口

咽期吞咽象，咽 20ml 测试液所用时间较空咽时延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d.在口咽

期恢复象：空咽、咽 10ml 测试液、咽 20ml 测试液时，三者所用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a.在

喉咽期，咽测试液时所用时间较空咽时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b.在喉咽期准备象，

咽测试液所用时间较空咽时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c.在喉咽期吞咽象：空咽、

咽 10ml 测试液、咽 20ml 测试液，三者所用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d.在喉咽期恢复象，空咽、

咽 10ml 测试液、咽 20ml 测试液，三者所用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利用 B/M 型超声对受试者吞咽过程中咽期所用时间进行评估时，在不同记录位点可采集到

不同的数据变化。2、采集到的咽期 M 超运动曲线，根据其变化规律的不同可区分象限，并可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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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组织的部分运动状态，它可精准化超声检查对于吞咽运动的探查，有相当的临床应用价值，

并具有较大的深化发掘空间。 

 
 

PU-1497 

食团粘度对健康人咽期吞咽时序性的影响 

 
张谦,吴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吞咽是在神经调控下由多组肌肉产生协调性运动，将食物由口腔经咽和食管运送至胃的过程，

咽期的生理功能对吞咽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是吞咽时舌骨和喉抬升、气道保护、 UES 开放的最关

键时期，舌骨上下肌群的协调参与是正常咽期吞咽的重要保障，吞咽时舌骨上肌群的收缩会引起舌

骨和喉的抬升前移，这种舌骨与喉的前移合并咽中缩肌和咽下缩肌的收缩将食物下送，同时牵拉开

放 UES ，当舌骨和喉抬升至最高点时，UES 开放至最大，食物顺利通过咽部进入食管期后舌骨下

肌群牵拉喉下降至静息位置，UES 关闭，可见舌骨上下肌群的运动存在一定的时间先后顺序。而摄

入的食物粘度不同，可以对咽期的运动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 sEMG 收集健康人在吞咽不

同粘度食团时舌骨上下肌群的起始时间，以发现其中的时序性规律. 

方法 自2017 年 12月至 2018 年 3月按照筛选标准选取 41 例健康人，受试者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采集受试者的一般资料，使用 sEMG（MEGA Electronics Ltd, Kuopio）收集受试者在直立坐位下分

别一次吞咽 10ml 水、花蜜状食物、布丁状食物的咽期肌电数据，包括舌骨上肌群运动起始时间、舌

骨下肌群运动起始时间，使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对舌骨上下肌群运动起始时间

差值做单因素方差分析，舌骨上、下肌群运动起始时间比较做配对 t 检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1.在吞咽三种粘度食团时舌骨下肌群的运动起始时间始终滞后于舌骨上肌群的运动起始时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随着食团粘度的增加，舌骨上下肌群运动起始时间差值逐渐增

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健康人在吞咽相同粘度食团时舌骨上下肌群的活动具有一定的时序性，舌骨上肌群总是先于

舌骨下肌群收缩，这与咽期吞咽的生理功能是相符合的；2.随着食团粘度增加，食团在咽部的停留

时间延长，舌骨上肌群的运动起始时间会提前，而舌骨下肌群的运动起始时间会延迟；3.肌电图用

于吞咽时序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优点，在将来的研究中还可以用于收集吞咽障碍患者的数据，对比

健康人数据以期发现患者吞咽障碍的电生理机制。 

  
 

PU-1498 

医疗机构言语训练联合家庭康复在功能性构音障碍中的疗效分析 

 
邓巍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探讨医疗机构言语训练联合家庭康复治疗功能性构音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 30 例功

能性构音障碍的患者分为联合组和常规组，每组各 15 例，所有入组患者采用《中国-韦氏幼儿智力

量表》评估排除智力障碍，并由五官科就诊排除听力障碍，同时通过询问病史和临床检查排除其他

有可能导致构音障碍的神经疾病。联合组采用医疗机构一对一言语训练和家庭康复相结合，常规组

仅进行医疗机构一对一言语训练。医疗机构言语训练为每周 3 次，每次 30 分钟，家庭康复训练是根

据每次医疗机构训练的结果制定的有针对性的个性化作业，家长在家执行，每天 30 分钟，每周 5

次，同时每天需要将完成的家庭康复内容上传以核实家庭康复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分别采用黄昭鸣-韩知娟词表进行构音清晰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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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者构音清晰度均有所提高（p<0.05）,联合组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 

结论 医疗机构言语训练联合家庭康复训练能显著提升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的构音清晰度，并且优于

单纯的医疗机构言语训练，值得推广。 

 
 

PU-1499 

针刺改善卒中后假性球麻痹所致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袁英

1
,汪洁

1
,黄小波

1
,陈文强

1
,吴东宇

2
,宋为群

1
,张大华

1
,程亦男

1
,张甜甜

1
,王卓

1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市,宣武区 

2.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北京市,朝阳区 

 

目的 研究针刺改善卒中后假性球麻痹所致吞咽障碍的疗效。 

方法 符合纳入标准的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入对照组和针刺组，最终入组的对照组 14 例、针刺组 11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手法训练，针刺组在常规康复手法训练基础上进行针刺治疗。治疗前、治

疗 1 周后、2 周后分别利用吞咽障碍严重程度量表（Swallow severity scale，SSS）和改良吞咽障

碍能力评价表（Modified Mann assessment of swallowing ability，MMASA）评估吞咽功能；治疗

结束 1 个月随访，利用 SSS 量表评估吞咽功能。 

结果 治疗 1 周后、2 周后，两组患者 SSS 评分及 MMASA 评分明显增加（P＜0.05），但组间比较

无差异（P＞0.05）。1 个月后随访，针刺组 SSS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康复手法训练基础上，配合针刺疗法更有助于卒中后假性球麻痹所致吞咽障碍的远期恢复。 

 
 

PU-1500 

间歇性置管注食联合球囊扩张术在神经源性环咽肌 

失驰缓症中的应用 

 
杨鑫,王微晶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间歇性置胃管注食联合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环咽肌失驰缓症的护理效果观察 

方法 选取康复科从 2016 年 12 月 1 日到 2017 年 12 月 1 日收治的 50 例神经源性环咽肌失驰缓症

患者。每餐进食时由家属或者陪护完成间歇性置胃管注食。导尿管球囊扩张术由治疗师、医生和护

士合作共同完成。操作前后通过吞咽造影和内镜检查，以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其次实施间歇性置

胃管注食和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操作前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交流，以取得患者及家属的配合，采用

间歇性置胃管到达食道注食的方法，除了进食时间时插胃管注食，其他时间不留置胃管。导尿管球

囊扩张术是采用注水方式使球囊充盈，自下而上拉出通过注水量的变化改变球囊直径，逐渐扩张环

咽肌，重复操作 4～5 遍，自下而上的缓慢移动球囊，通过狭窄的食道入口，充分牵拉环咽肌降低肌

张力。通过观察患者在进食过程中有无误吸，呛咳及咽反射是否迟钝。 

结果 经过为期 4 周的干预后，间歇性置胃管注食联合导尿管球囊扩张术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吞咽功

能障碍。其吞咽功能障碍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从而降低了患者的误吸危险，且提高了患者的生存

质量。50 例患者中，45 例患者自主进食过程中，无呛咳、吞咽困难。2 例患者饮水偶有呛咳，1 例

患者有误吸和进流食有反流现象，1 例患者还须从胃管注入，1 例患者经胃造口管注入。 

结论 导尿管球囊扩张技术，采用的是局部扩张术，操作简单：注水方式使球囊充盈，自下而上拉出

通过注水量的变化改变球囊直径，逐渐扩张环咽肌。间歇性置管注食法不但不影响患者的美观和康

复训练，同时间歇性置管注食符合生理规律，利于康复和日常活动。对家属及陪伴来说操作简单、

安全，插管容易成功，插管时间大大缩短，从而减轻了临床护理人员的工作量，降低了工作强度，

值得临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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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1 

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卒中后 37 例完全性失语结果分析 

 
刘瑛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面对卒中后完全性失语康复的困难，探索新的治疗方法-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治疗卒中后

完全性失语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8 年 4 月在本科住院脑卒中完全性失语症患者，减去传统语言康复治

疗有效者或禁忌使用 tDCS,包括传统语言康复治疗无效者,共 37 例。汉语失语成套测试（ABC）诊

断完全性失语。常规治疗为： 1 药物 多奈哌齐 5mg/日，奥拉西坦 4-5g/日静脉输注，半月后改为

口服 2 粒 3/日+ 2 语言康复训练（汉语失语症心理寓言评估及治疗系统-PACA1.0 四川智能电子实

业有限公司）以及配合实物、图片、姿势语言和口型以及计算机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估及治疗系

统-PACA1.0 对患者进行一对一的理解、命名、阅读、复述等语言训练，3 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 tDCS：

常规治疗基础上语言训练在线+tDCS 治疗。 

结果 听理解：经颅直流电治疗前 0.03±0.16，治疗后 2.22±4.01，P=0.02，具有显著性差异；命名：

经颅直流电治疗前 0.08±0.06，治疗后 1.92±3.72，P=0.04，具有显著性差异；复述：经颅直流电

治疗前 0.08±0.36，治疗后 2.74±4.43，P=0.00，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结论 tDCS 治疗卒中后完全性失语后（包括常规语言康复无效者及重症患者）听理解明显改善，

P=0.02；命名改善不理想，P=0.04，复述非常明显改善 P=0.00，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卒中后完

全性失语是最严重的语言交流障碍，是康复师和康复医师最棘手的困难之一，面对如此困境时，选

择 tDCS 结合药物+计算机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估及治疗系统治疗能够明显改善完全性失语患者

的听理解和复述能力，积极推荐。 

 
 

PU-1502 

冰刺激在脑梗死后吞咽障碍中的应用 

 
靳阳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河北省,沧州市 

 

目的 脑梗死后并发吞咽困难的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各种类型的脑梗死均可引起吞咽功能障碍。

病人在临床近年来有学者发现常规训练联合冰刺激在治疗脑梗死并发吞咽困难方面疗效更为显著,

能更有效改善脑梗死病人住院期间吞咽功能,已被大多数临床工作者所采纳。但在病人出院后该项治

疗是否有效,临床上尚未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本研究通过对比常规康复训练和常规训练联合冰刺激在

改善脑梗死并发吞咽困难方面的疗效,为临床上更好更有效治疗脑梗死后吞咽困难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2016年12月—2018年4月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康复科收治意识和理解能力正常;病人

已签订知情同意书。所有脑梗死病人基础症状改善后在住院期间配合进行吞咽功能的常规康复训练。

同时治疗师采用循环式医用冰刺激冰棒刺激病人的腭弓、软腭、咽后壁及舌根,然后做 5 次吞咽动

作。病人餐前 30 min 开始进行冰刺激训练 20 min,每日 3 次。出现较为严重的呛咳症状病人,可对

其置胃管后再进行刺激。治疗师在联合组病人出院前指导并教会病人冰刺激冰棒的使用方法,并嘱病

人出院后在家属的陪同下继续进行冰刺激训练;对照组病人出院后嘱继续常规康复训练。责任护士每

天通过电话回访记录所有病人出院后在两种护理模式下咳嗽、咳痰和呼吸急促症状的发生情况,并由

相关医护人员每周对所有病人进行吞咽功能恢复情况、营养状况、冰刺激使用方法等进行评估和指

导。连续随访 2 个月。 

结果 联合组病人在常规训练联合冰刺激下吞咽困难改善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9.793,P =0.020);与对照组相比,联合组病人吞咽困难症状的病程显著缩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7.040,P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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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次研究对比两组脑梗死病人在出院后分别进行常规训练和常规训练联合冰刺激后吞咽困难

症状的改善情况,结果显示,脑梗死病人的吞咽困难症状均有所改善,但出院后进行常规训练联合冰刺

激脑梗死病人改善情况明显好于单纯进行常规训练的病人,且进行常规训练联合冰刺激的病人吞咽

困难症状的病程相对较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出院后进行常规训练联合冰刺激在改善

脑梗死后吞咽困难和缩短病人吞咽困难病程方面有一定的疗效。同时也提高了病人及其家属的满意

度,也减轻了病人长时间住院的生活和心理负担。综上所述,常规训练联合冰刺激能有效改善脑梗死病

人出院后的吞咽困难症状,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PU-1503 

rTMS 治疗对不同类型球麻痹患者吞咽障碍治疗中的疗效对比 

 
李文娟,张巧俊,傅静,张慧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吞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常见功能障碍，目前除传统的吞咽功能基础训练外，针对大脑皮层兴奋

性调节的非侵入性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rTMS）也应用广泛，且多中心研究证明行之有效。

但不同类型球麻痹的临床表现不同，治疗效果亦有所区别。本实验目的是观察同一 rTMS 方案对不

同的类型球麻痹的治疗作用有无区别，以期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在院住院的 20 例吞咽障碍患者进行观察，其中 12 例假性球麻痹，8 例真性球麻痹，住院后

行传统吞咽功能训练及 rTMS 治疗，治疗方案为于颌舌骨肌皮层运动区给予 5Hz 刺激、共 800 个刺

激数，间隔时间 26 秒，每周治疗 5 天、每天 1 次，休息 2 天，一个治疗周期为 2 周，共治疗 3 周

期，在治疗结束后对患者进行洼田饮水试验，对比不同组间洼田饮水试验变化。 

结果 12 例假性球麻痹患者中有 10 例患者在治疗结束后洼田饮水试验明显改善，2 例改善不明显，

8 例真性球麻痹患者中仅 2 例有明显，6 例改善不明显，两组对比假性球麻痹组患者改善情况较真性

球麻痹组佳。 

结论 rTMS 刺激下颌舌骨肌运动皮层分布区治疗效果在假性球麻痹患者中效果优于真性球麻痹患者，

对真性球麻痹患者的康复治疗中可加用 rTMS 治疗，而假性球麻痹患者需进一步研究制定更加有效

的磁刺激治疗方案。 

  
 

PU-1504 

康复治疗对 Pierre-Robin 综合征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 

1 例报道 

 
周惠嫦,张盘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佛山市 

 

目的 分析 Pierre Robin 综合征儿童的临床特点、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方法和临床疗效，为该类疾病

和功能障碍的诊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 1 例 Pierre Robin 综合征患儿，早期阶段采用口肌训练及神经肌肉电刺激方法，其中口肌

训练是通过上唇、下唇及喉部廉泉穴的口周按摩，和带动下颌、唇颊及舌部的运动。神经肌肉电刺

激采用双向方波，脉宽 750μs，频率 55Hz，选用直径 25mm 的圆形电极片，分别置于下颌舌骨肌

和二腹肌前腹位置，输出强度以能触及肌肉收缩为宜，15min/次。中期阶段在其基础上增加间歇插

管及球囊扩张技术，其中间歇插管技术将鼻胃管经口插进至咽后壁位置（约 6-8cm），采用 5ml 一

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抽取冰水或冰冻酸奶，缓慢均匀地将冰水或冰冻酸奶注射进鼻胃管中。首先注

入 1ml 冰水或冰冻酸奶，然后每次逐渐以 0.5ml 递增至 2ml 注入，间隔 2s 注一次，诱发患儿产生

吞咽动作，再重复数次注射加以强化，根据患儿的情况，总注水或冰冻酸奶量可由 20ml 逐渐递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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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l。球囊扩张术即将导管经口腔插入食道中，确定进入食道并完全穿过环咽肌后，将管保持原位。

用 5ml 注射器向管内注水 1-2ml，使球囊扩张。将管缓慢向外拉出，直到有卡住感或拉不动时，提

示球囊所处位置在失迟缓的环咽肌下缘，此时用透气胶贴贴在下唇出口处的导管上作标记，作为再

次扩张时的参考点。反复向外提拉导管，一旦拉出时有滑过感且阻力锐减，即迅速抽出球囊中的水，

重复上述操作约 6-10 次，当患儿出现费力吞咽动作时即终止操作，以此改善患儿的环咽肌开放、吞

咽模式及调整患儿的呼吸换气模式。恢复期阶段进行直接摄食训练，即通过调整体位、控制一口量、

调配食物粘稠度和喂食技巧进行摄食训练。 

结果 在 X 线荧光透视检查（VFSS）中，治疗前，患儿无法吞咽，完全依赖鼻胃管进食。治疗后，

能经口安全进食足够量的食物，完全拔除了鼻胃管。 

结论 经过个性化康复治疗手段能明显改善 Pierre Robin 综合征的吞咽障碍问题，从而改善其生存质

量。 

 
 

PU-1505 

重复经颅磁刺激双相联合应用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治疗中的作用 

 
惠艳娉,张慧,付静,李文娟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中枢与外周双相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将 30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单纯中枢重复经颅磁刺激组（中枢组）和中枢与外周

双相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组（双相组），所有患者均经洼田饮水实验筛查、分级并经吞咽造影检查

确诊，均存在咽期吞咽功能障碍。中枢组在已有吞咽障碍治疗（包括吞咽基础训练、吞咽电刺激、

吞咽手法、球囊扩张治疗）基础上给予皮层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前外侧运动皮质，5Hz，80%运

动阈值，20min），双相组在中枢刺激基础上同时加用外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耳后、咽部、颈

部 8 个位点，5Hz-15Hz-5Hz 共 3 个循环，20-30%运动阈值，每个位点每次 20 个刺激串）。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洼田饮水实验分级改善程度及吞咽造影各项指标改善程度。 

结果 治疗前、治疗后 2 周、4 周分别进行各项指标的统计学分析。治疗前两组患者吞咽障碍严重程

度分级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4 周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洼田饮水

实验分级、吞咽造影检查各项指标均有所改善（P<0.05）；其中双相联合治疗组在舌骨位移、咽肌

运动诱发电位、吞咽时间方面较中枢组改善更为明显（P<0.05）。 

结论 中枢与外周双相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尤其是咽期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作

用更为明显。 

 
 

PU-1506 

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常规吞咽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

咽功能及中枢皮层的影响 

 
孟萍萍,韩超,李展菲,张子青,杨传美,王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神经肌肉电刺激（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NMES）联合常规吞咽功能训练

(traditional dysphagia therapy,TDT)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并分析其吞咽中枢皮层

的变化。 

方法 将 30 例脑卒中后咽期吞咽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 3 组，一组给予 TDT 训练，另两组患者在此

基础上分别辅以每日 1 次和每日 2 次的 NMES 治疗。治疗前、治疗 2 周及 4 周后进行视频透视吞咽

检查(videofluoroscopic swallow study，VFSS)，Rosenbek 渗透一误吸量表(penetration-a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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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PAS)评定疗效。治疗前、治疗 2 周及 4 周后应用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观察患者双侧咽肌皮层代表区运动诱发电位的波幅及潜伏期变化。 

结果 治疗后，3 组患者 PAS 分级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治疗 2 周后，3 组患者疗效差异不显

著，PAS 分级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每日 2 次的 NMES 治疗组疗效优于另两组，

PAS 分级差异显著(P<0.05)。治疗后，3 组患者未受损侧咽肌皮层代表区运动诱发电位的波幅较治

疗前增加，潜伏期缩短 (P<0.05)，受损侧咽肌皮层代表区运动诱发电位的波幅和潜伏期变化不显著

(P>0.05)；治疗 4 周后，每日 2 次 NMES 治疗组未受损侧咽肌皮层代表区运动诱发电位的波幅和潜

伏期较另两组变化显著(P<0.05)，且该变化与 PAS 分级呈中度相关(P<0.01)。 

结论 每日 2 次的 NMES 联合 TDT 治疗能更显著改善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未受损侧咽肌皮层代

表区兴奋性增加是患者吞咽功能改善的可能机制。 

 
 

PU-1507 

延髓背外侧综合症后吞咽障碍 1 例报告 

 
李欣怡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目的 延髓背外侧综合症是脑干梗死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患者常表现饮水呛咳、吞咽困难、患侧软

腭麻痹及咽反射减弱或消失。该例患者行吞咽造影示：环咽肌完全性失弛缓。通常应行球囊扩张进

行治疗，患者拒绝，遂行常规吞咽治疗方法，观察疗效。 

方法 重点给予改善环咽肌开放功能，及吞咽协调性训练： （1）Shaker 训练，30 次/组，2 组/天； 

（2）用力吞咽法，5 次/组，3 组/天，可使咽腔压力增大，咽食管段开放时间持续增加；（3）门德

尔松手法， 5 次/组，3 组/天，增加喉上抬幅度与时间，并增加环咽肌开放时间与宽度。以及超声门

上吞咽法，既保护了气道，又增加喉部上抬速度。同时进行了舌肌力量及协调训练、唇闭合练习、

增强吞咽反射训练、提高呼吸与吞咽之间的协调性等。 

结果 治疗 2 周后可经口小口进食酸奶、香蕉；逐步过渡到经口进食黄瓜、西红柿。治疗 3 周后可进

食较浓豆浆、面条；4 周后可基本正常饮食 

结论 球囊扩张术对于环咽肌完全性失弛缓患者有明确治疗效果，但此项操作仍属于侵入性操作，且

费用较高。常规吞咽治疗技术中如用力吞咽法等均有改善环咽肌开放的作用，合理应用这些技术，

同样可改善环咽肌功能，可作为治疗环咽肌失弛缓的另一种选择。 

 
 

PU-1508 

基于肩关节结构的核心稳定性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

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陈佩顺

1,2
,丘卫红

2
 

1.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观察基于肩关节结构的核心稳定性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

寻求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更高效的康复治疗方法。 

方法 60 例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2 组均进行基本治疗，

在此基础上，治疗组进行基于肩关节结构的核心稳定性运动训练，对照组进行传统运动训练，以上

治疗均每次 10 分钟，每周 5 次，观察治疗 3 周。治疗前和治疗 3 周后分别测量 2 组肩峰与肱骨大

结节的间距（AGT）、评估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FMA-U）及日常生活能力（MBI），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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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面肌电图记录肩关节核心肌群三角肌、斜方肌、冈上肌和冈下肌等最大等长收缩的 iEMG，比

较 2 组治疗前后上述指标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的 AGT 改善明显，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显示肩

关节结构的核心稳定性运动训练比传统运动训练更能高效改善对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治疗组的

FMA-U 改善明显，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肩关节结构的核心稳定性

运动训练比传统运动训练更能改善偏瘫上肢的运动功能；2 组 MBI 均有明显提高，提示 2 种治疗方

法均能有效提高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治疗组在治疗过程中与治疗后，

肩关节核心肌群三角肌、斜方肌、冈上肌和冈下肌的 iEMG 明显增强，提示肩关节核心稳定肌群运

动单位的募集及同步化得到增强。 

结论 基于肩关节结构的核心稳定性运动训练通过提高肩关节核心稳定肌群运动单位的募集及同步

化，能够更加有效改善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促进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 

 
 

PU-1509 

基于微信小程序远程指导脑卒中患者家庭康复训练的效果研究 

 
基于微信小程序远程指导脑卒中患者家庭康复训练的效果研究

1
,潘钰

1
,唐燕

2
,黄友良

2
 

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市,朝阳区 

 

目的 研究分析基于互联网技术中微信小程序技术远程指导脑卒中患者家庭康复训练的效果。 

方法 选取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康复医学科训练的

脑卒中患者家属 120 名。 患者年龄 50-60 岁 ，患者家属年龄为 25-35 岁。 其中男性患者 65 名，

女性 55 名。 按随机法将这 120 名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60 名 。 两组患者的年龄及患者家

属的年龄 、 性别 、 等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根据 ADL

巴氏指数数字评定报告为（大于或等于 50 分）和简氏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评定为（总分大于

或等于 50 分）的脑卒中患者，入选患者家属都有阅读能力，会使用智能手机并且会使用微信小程序

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不符合 ADL 巴氏指数数字评定报告为（小于 50 分）和简氏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评定为（小于 50 分）的脑卒中患者；不会使用微信小程序；不愿意参加

此次研究的患者家属。对照组采用常规家庭康复训练指导，如定期进行培训课 ，康复师制定康复训

练计划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通过微信小程序以图片 、文字、音频或视频的形式上传脑卒中

相关知识 、康复训练方法、注意事项及脑卒中患者家属如何辅助 PT 和 OT 训练等； 患者家属把在

康复训练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通过微信小程序后台发送给康复师， 康复师给出正确的指导。康复师

对患者家属完成家庭训练实时进行督促，通过微信小程序指导及提醒患者家属按时进行家庭康复训

练 。  

结果 观察组患者家属对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以及对康复师的满意度均明显髙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0.0５）； 观察组患者 ADL 巴氏指数数字评定报告和简氏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5） 。 

结论 基于互联网技术中微信小程序技术远程指导脑卒中患者家庭康复训练， 能够使家庭康复训练

的依从性及家长满意度大大提髙，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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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0 

头针运动疗法康复治疗痉挛型脑瘫的疗效总结 

 
高晶,何璐娜,王丽娜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江苏省,淮安市 

 

目的 对以往运用头针运动疗法康复治疗的痉挛型脑瘫患儿疗效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为临床提供体

现中西医结合优势，实用、可行、有效的脑瘫康复治疗方案。 

方法 对 2013 年-2016 年在我院儿童康复科门诊进行康复治疗的脑瘫患儿进行筛选，将符合痉挛型

脑瘫诊断，治疗前后，均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88(GMFM-88)评定粗大运动功能，以及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量表(ADL)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采用常规康复训练的 29 例，

作为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配合头针运动疗法治疗的 23 例，作为治疗组。对比分析二组

患儿治疗后组间及本组治疗前后的粗大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 GMFM 和 ADL 评分均显著高于本组内治疗前评分，有显著性差异（p

＜0.05）；治疗组治疗后的 GMFM 和 ADL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的评分，有显著性差异（p

＜0.05）。 

结论 头针运动疗法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可以显著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明显优于常规康复治疗方案。 

 
 

PU-1511 

心理干预结合经颅磁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抑郁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慧琳,王舒雅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究心理干预结合经颅磁刺激对脊髓损伤后抑郁状况及日常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康复医学科收治的 40 例胸腰段脊髓损伤合并抑郁状态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

察组给予正常康复治疗的同时给予经颅磁刺激治疗和心理干预 2 周，对照组的 20 位患者仅给予常规

的康复治疗。2 周后分别将两组病人的抑郁状况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进行评估，患者日常生活质

量采用改良巴氏指数评定，将数据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两种治疗方法的差异。[结果]与对照组的

治疗有效率(70.0%)相比,观察组病人的治疗有效率(96.0%)明显更高,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977,P〈0.05);在生活质量的观察中,观察组病人各项指标的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果 心理干预结合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脊髓损伤后抑郁状况及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效果理想,

病人的治疗有效率高,而且在抑郁情况得到改善的同时，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也取得了较好的改善。 

结论 传统心身科的心理干预技术，结合经颅磁刺激这一新兴的物理因子治疗技术对改善脊髓损伤后

抑郁状况，促进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积极性具有良好的效果。 

 
 

PU-1512 

腕手关节损伤康复诊疗方案临床疗效评价 

 
付婷婷,马晓东 

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观察我科室制定―腕手关节损伤康复治疗方案‖治疗腕手关节损伤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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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腕手关节损伤康复治疗方案‖对 40 例腕手关节损伤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并以 VAS、腕关节

活动度、日常生活能力（ADL）、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上肢功能评定试用标准评分观察指标评

价临床疗效。 

结果 所有患者的 VAS、腕关节关节活动度、日常生活能力（ADL）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腕手关节损伤康复诊疗方案‖安全有效，并易于推广。 

 
 

PU-1513 

儿童难治性癫痫混合发作个案语言治疗分析 （病 例 报 告） 

 
冯兰云,张绵 

天津市儿童医院,天津市,河西区 

 

目的 探讨儿童继发型难治性癫痫混合发作语言康复治疗的方法。 

方法 采用 S-S 法语言发育迟缓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治疗计划。 

结果 基础性过程可独立完成事物的持续性；镶嵌板 3/3 完成；交流态度良好；但不能说话限制交流；

符号形式与指示内容较差，3-1 阶段可完成。治疗计划：.继续听理解 1/3-1/4 训练；.镶嵌板图形练

习；词汇的使用和泛化，同时促进发音。发音练习：a---i---a;  a---u---a; 每周 3 次，每次 30 分钟。

间断参加训练，同时在家完成家庭训练。 

结论 本儿童继发型难治性癫痫语言发育迟缓个案，于 2010.2.就诊于我院神经内科，口服―硝西洋‖、

―托吡酯‖、―开浦兰‖治疗。2013.04. 和 2016.09.26 两次住院做生酮治疗，用药―VitB1、VitB6、妥泰、

开浦兰、硝西洋‖。 2017.02.天津市环湖医院脑外科全麻下行迷走神经刺激术，术中一切顺利。目

前继续服用硝西洋（5mg）德巴金缓释片（0.5g）开浦兰（0.25g）拉莫三嗪（50mg）妥泰（25mg）

癫痫宁片（中成药）。2017 年 MR 报告：颅脑 MR 薄扫，脑实质内未见明显异常。PET/CT 报告：

癫痫发作间期脑 PET/CT 扫描，双侧脑实质 FDG 摄取对称，未见 FDG 摄取异常。视频脑电图：异

常儿童脑电图，背景活动慢；多灶性及广泛性棘慢波、多棘慢波、多棘波发放；检测到多次强直发

作。本例患儿的听理解能力和词汇记忆能力较差，语言康复治疗效果不佳。 

 
 

PU-1514 

紫外线治疗剖腹产手术切口脂肪液化临床效果观察 

 
任丽霞,张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目的 腹部手术切口脂肪液化是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可增加切口感染率，延长治疗时间，影响患

者顺利康复。规范处理切口液化对提高手术效果，改善患者预后意义重大。总结紫外线照射对剖腹

产术后切口脂肪液化的治疗效果。 

方法 2013 年 11 月 ～2018 年 3 月间，我院妇产科 80 例剖腹产术后切口脂肪液化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 排除糖尿病及其它特殊感染。脂肪液化诊断标准：（1）发现时间为术后 4 ～ 7 d , 大部分

患者无明显自觉症状, 常规查体发现切口敷料有黄色渗液, 按压皮下渗液增多；（2）切口愈合不良 , 

皮下组织游离,渗液中可见漂浮的脂肪滴和游离坏死组织；(3)切口无红、肿 、热、痛等炎症表现 ；

（4）渗出液涂片镜检可见大量脂肪滴, 细菌培养为阴性。对 80 例剖腹产腹部手术患者随机分为紫

外线治疗组（40 例）和常规换药治疗组(40 例）， 波长 254 nm , 灯头距离伤口 1 cm , 垂直照射

伤口进行治疗。首次照射 5 ～ 6 个生物剂量, 隔日视红斑反应的情况给予增或减 1 ～ 2 个生物

剂量, 1 次/ d , 3 次为个疗程, 治疗完毕常规换药后用无菌敷料遮盖腹带包扎, 保护切口。每次治疗 

30 ～ 60 min , 每天 1 次。直至切口愈合拆线。常规换药治疗组采用常规换药更换敷料的方法, 即

从术后第 1 天开始切口常规换药更换切口敷料, 腹带包扎, 每天 1 次, 直至切口愈合拆线。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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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用 CH ISS200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 检验水准 α=0 .05 。 

结果 紫外线治疗组脂肪液化 40 例，, 切口甲级愈合 36 例, 乙级愈合 4 例, 愈合时间(10 .18 ± 

2 .96)d ;常规换药治疗组脂肪液化 40 例，, 切口甲级愈合 28 例, 乙级愈合 12 例, 丙级愈合 1 例, 

愈合时间(13 .73 ±3 .24)d 。与常规换药治疗组比较, 紫外线治疗组甲级愈合率明显升高(χ2 =8.27 , 

P <0 .001), 切口愈合时间明显缩短( t =5.22, P <0 .001)。 

结论 总之, 对于剖腹产术后腹部切口脂肪液化, 常规给予紫外线治疗, 对改善局部症状具有良好效

果, 能减轻脂肪液化的发生, 避免了二次缝合带来的痛苦, 明显缩短住院时间, 是一种有效、经济实

用的临床物理治疗方法 ,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515 

中医五行音乐为背景的 MotoMed 治疗脑卒中下肢运动 

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秦合伟,李彦杰 

河南省中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以中医五行音乐为背景的 MotoMed 治疗脑卒中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临床疗

效。  

方法 选取 180 例脑卒中后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 1 和对照组 2，每组各

60 例。所有患者在采用常规治疗及基础康复治疗，包括：①患侧肢体的正确摆放，体位变换及转移

训练；②床上主被动关节活动度训练；③上下肢运动功能的易化训练；④桥式训练；⑤坐、立位平

衡能力训练；⑥步行训练及上下楼梯训练；⑦ADL 训练：指导患者进食、穿脱衣物、洗漱、如厕等。

观察组采用以中医五行音乐为背景的 MotoMed 治疗，中医五行音乐由主治医师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

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脏腑辨证，根据(中华医学会音像出版社的《中国传统五行音乐》)和中风病常见证

型进行选择乐曲：风火上扰证：《渔舟唱晚》联合《化蝶》，风痰阻络证：《良宵》联合《渔舟唱

晚》，阴虚风动证：《塞上曲》联合《渔舟唱晚》，气虚血瘀证：《闲居吟》联合《汉宫秋月》，

痰热腑实证：《昭君怨》联合《马兰花开》对照组 1 采用以固定音乐为背景的 MotoMed 治疗，对

照组 2 仅采用 MotoMed 治疗，8 周为一个疗程。观察各组患者治疗前后肌力、肌张力、平衡能力、

下肢运动功能、步行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三组患者伸屈膝肌 PT 值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的伸屈膝肌 PT 值改善程度优于

两个对照组(P＜0.05)。三组患者 MAS、Berg、FMA 和 FAC 评分均明显改善(P＜0.05) ，且观察组

评分的改善程度优于两个对照组(P＜0.05)。三组患者 10m 最大步速和 Barthel 指数评分均明显改善

(P＜0.05)，且观察组患者改善程度优于两个对照组(P＜0.05)。 

结论 以中医五行音乐为背景采用 MotoMed 治疗脑卒中下肢运动功能障碍，能够明显改善患者肌力、

肌张力、平衡能力、下肢运动功能、步行能力，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优于采用固定音乐和不采

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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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6 

通窍活血汤加减结合综合康复疗法对颅脑外伤术后患者 

早期干预的疗效观察 

 
许健,黄秀清,周纯,张其乐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通窍活血汤加减结合综合康复疗法对颅脑外伤术后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90 例脑外伤术后患者随机分为中西医综合康复组（观察组）45 例和综合康复组（对照组）45

例，两组在基础药物治疗基础上均早期给予综合康复治疗，观察组加用通窍活血汤并根据中医辨证

加入调整相应方药。两组共治疗 4 周。在治疗前后评价两组患者的运动功能（FMA）、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Barthel）和认知功能（MMSE）。 

结果 两组患者在转入时 Fugl-Meyer 总积分、Barthel 指数、MMSE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经 4 周治疗，两组各项参数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1）。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运动功能

（Fugl-Meyer 总积分）改善更为明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1）；观察组患者日常生活

能力（Barthel 指数）相比对照组有明显提高，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认知功能（MMSE

评分）改善方面观察组患者同样提高更为显著，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1）。 

结论 颅脑外伤术后患者早期服用以通窍活血汤为基础方剂有利于改善总体预后。 

  
 

PU-1517 

以游戏为基础的运动训练对脑梗死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郑娅 

浙江省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索以游戏为基础的运动训练对脑梗死偏瘫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124 例脑梗死偏瘫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

随机数表法平均分为 2 组，对照组应用常规康复训练干预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添加以游戏

为基础的运动训练干预方法。对两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收集，对比两组异同。采用上肢部分改良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价量表（FMA）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价，并测量

腕关节背伸活动度。统计两组患者肩关节半脱位、肩手综合征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BMI、脑卒中类型、既往病史等临床信息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

＞0.05）。治疗后观察组 FMA 为（62.37±14.62）分，MBI为（90.37±23.67）分，腕关节背伸活动

度为（21.45±4.19）°，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FMA（42.68±12.35）分，MBI（69.87±20.29）分，腕

关节背伸活动度（14.58±3.61）°，数据对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肩关节半脱位发

生 1 例 1.61%，肩手综合征发生 1 例 1.61%，总发生率为 3.23%，显著低于对照组肩关节半脱位、

肩手综合征总发生率 16.13%，数据对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添加以游戏为基础的运动训练能够显著改善脑梗死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

能，降低肩关节半脱位、肩手综合征等情况发生，适合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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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8 

暗示策略对帕金森病患者平衡功能和步态的康复作用 

 
崔立玲,于洋,朱志中,李雅晴,侯玮佳,王利群 

天津市环湖医院,天津市,河西区 

 

目的 探讨暗示策略对帕金森病患者平衡功能和步态的康复作用。 

方法 共 40 例原发性帕金森病患者随机接受常规抗帕金森病药物治疗和常规康复训练以及在此基础

上联合暗示策略,分别于训练前和训练 4 周时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10 米步行试验(10MWT)、

起立-行走计时测验(TUGT)和冻结步态问卷(FOGQ)评价平衡功能和步态,10MWT 计算步长和步速。 

结果 与训练前相比,训练 4 周时两组患者 BBS 评分(P=0.000)、10MWT 之步长(P=0.000)和步速

(P=0.000)均增加,TUGT 时间(P=0.000)和 FOGQ 评分(P=0.000)减少;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仅

10MWT 之步长(P=0.048)和步速(P=0.025)均增加、TUGT 时间(P=0.023)和 FOGQ 评分(P=0.034)

减少。 

结论 常规康复训练联合暗示策略可以明显改善帕金森病患者平衡功能和步态,尤其对步态的康复治

疗效果优于常规康复训练 

 
 

PU-1519 

镜像疗法结合对侧控制神经肌肉电刺激对急性脑梗死患者 

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朱志中,王博,于洋,崔立玲,周晓娜,尹苗苗,姚宏, 王利群 

天津市环湖医院,天津市,河西区 

 

目的 探讨镜像疗法结合对侧控制神经肌肉电刺激对急性脑梗死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46例急性脑梗死偏瘫患者随机分成镜像治疗组 23例和联合治疗组 23例,两组均常规进行神

经内科药物治疗和作业疗法,镜像治疗组采用镜像视觉反馈治疗。联合组采用镜像治疗结合对侧控制

神经肌肉电刺激。对侧控制神经肌肉电刺激是利用健侧的肌电信号去控制患侧肢体进行运动，刺激

强度为 0-100mA，刺激频率为 2-100Hz，强度根据患者实际耐受程度设定。2 组患者共接受每周 5

次、共 4 周的康复训练。在每例患者在治疗开始前、治疗结束后和，分别测定简式 Fugl-Meyer 量表

上 肢 部 分 （ Fugl-Meyerassessmentupper extremity ， FMA-UE ） 和 上 肢 动 作 研 究 测 试

（ActionResearchArmTest，ARAT），腕关节活动度对患侧上肢功能进行评定，Barthel 指数(BI)

评定量表评价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结果 治疗后镜像治疗组和联合治疗组 FMA-UE、ARAT、腕关节活动度以及 BI 评定与治疗前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治疗组治疗后 FMA-UE、ARAT、BI评分高于镜像治疗组，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治疗组治疗后腕关节活动度明显高于镜像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镜像疗法结合对侧控制神经肌肉电刺激更有助于改善急性脑梗死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对腕关节

活动度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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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0 

针灸结合膀胱控制训练治疗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 

 
刘西纺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针灸结合膀胱控制训练是治疗由于脊髓损伤所致的神经源性膀胱的一种替代疗法。神经源性膀

胱的主要症状是膀胱失去排尿和储尿功能。虽然存在几种治疗方案，但其中许多疗法的疗效尚不清

楚。针灸和膀胱控制训练已经取得了一些患者成功的疗效针灸通过神经控制机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

促进膀胱功能恢复的方法。功能训练，特别是生物反馈训练将促进有效治疗进展。膀胱控制功能恢

复的最佳方案可能包括在经络局部穴位或者远穴高效有针对性的针灸刺激以及加强症状控制的功能

训练。本研究旨在探讨针刺结合膀胱功能训练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排尿功能

的影响。 

方法 17 例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被分为对照组（8 例）和治疗组（9 例），两组均

给予膀胱功能训练，治疗组给予针灸治疗。治疗前后评价两组日排尿量及次数, 尿流动力学改变，国

际下尿路功能症状评分(IPSS 评分)和治疗效果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排尿控制功能有所改善，膀胱容量和顺应性皆高于治疗前(P<0.01)。但在治

疗后残余尿量，膀胱压及逼尿肌压均较治疗前降低(P<0.01).。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膀胱容量和顺

应性显著增加，但参与尿量，膀胱压力，直肠压力，逼尿肌压均显著增加(P<0.01)。治疗组患者治

疗后 IPSS 评分对照组低(P<0.01)，疗效也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针刺结合膀胱功能训练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脊髓损伤患者的膀胱残余尿量和增加自主及辅

助排尿次数，进而减少间歇导尿次数及膀胱感染几率，改善膀胱功能，有助于保留膀胱功能，预防

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的远期并发症。 

 
 

PU-1521 

颈椎前路减压融合术后颈部支具固定对术后颈部 

功能康复是否必要？ 

 
刘西纺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由于没有明确的指南，颈椎前路减压融合术后是否使用支具固定目前尚有争议，传统的观点是

为了保证融合率，防止骨不愈合，支具有助于维持融合节段的稳定性，有利于提高融合率；而近几

年有文献报道颈前路融合术后佩戴支具不仅对融合率没有改善，而且影响颈部功能。为了评价颈部

支具对颈部融合率和颈部功能的影响，并提供临床循证医学依据，拟观察 1-2 节段颈椎前路减压融

合术后颈部支具固定对术后融合率的影响和颈部功能的影响。 

方法 32 个患者先后经历了 1-2 节段的 ACDF 手术，术后随即分入不接受支具和接受 6 周的颈部支

具两组。术后评估颈部功能障碍指数评分，定期随访到术后一年。术后一年复查 ct 以明确融合率。

术后初次和术后六个月随访颈椎侧位 x 线片，测量中间椎间隙变化以明确术后半年的下沉率。 

结果 最终参加全程随访的病人非支具组 15 个病人，支具组 15 人，平均年龄分别为 51 岁和 54 岁，

非支具组有 18 个手术节段，支具组有 24 个手术节段，一年后两组颈部功能障碍指数评分／术后六

个月所有手术节段的沉降及融合率无统计意义上的差别。（P<0.05） 

结论 结果表明 1-2 个节段颈前路椎体次全切减压融合术后戴颈部支具固定对术后一年的功能评分

／融合率及半年的沉降率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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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2 

偏瘫患者早期肩关节优化训练 

 
司凤山,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探讨偏瘫患者产生的肩关节半脱位、肩痛、肩手综合征的原因，并根据不同的原因进行适当的

干预，预防上述问题的出现。 

方法 由于肌力弱可导致关节不活动、废用，从而引起软组织和关节的改变、造成黏连性关节炎、肌

腱炎和滑囊炎，进而引起肩和腕的疼痛。 

瘫痪的上肢由于长时间重力牵拉引起盂肱关节关节囊结构的过度延展，从而导致盂肱关节半脱位，

造成无痛活动范围减小。肩痛对功能恢复有负面影响，黏连性滑囊炎是肩部疼痛的原因之一，这是

由于不活动伴持续的盂肱关节内旋和内收而产生的。肌肉的改变，尤其是适应性僵硬和内旋、内收

肌的短缩，以及盂肱关节外旋、外展肌的力弱，都与肩痛的发生相关。 

被动活动范围的训练可导致损伤或使以前无症状的异常瘫痪肩出现症状。肩周肌肉的适应性短缩，

特别是连接肩胛和肱骨的肌肉，能影响肩胛肱骨的运动，从而引起软组织小的撕裂伤。当肩关节被

动屈曲或外展而不伴盂肱关节外旋时，肱骨头被挤压在肩胛骨上，就可能出现软组织的撞击伤。 

结果 水中治疗减少了肌纤维类型和长度的改变，肌萎缩和代谢改变。功能方面的后遗症是僵硬和力

弱，肌肉耐力和适应性下降。 

结论 水中治疗减少导致了神经肌肉系统学的解剖学、力学和功能性的适应性的改变。 

 
 

PU-1523 

水疗在脑外伤后痉挛管理中的应用 

 
崔尧

1,2,3
,丛芳

1,2,3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2.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丰台区 

3.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目的 探索水疗应用于脑外伤后痉挛管理的理论基础及技术规范。 

方法 系统性检索中英文文献，汇总相关理论研究与临床实验。  

结果 水疗是进行临床痉挛管理的一个良好选择。水疗影响肌张力的可能机制涉及到肌肉、结缔组织

的延展性，周围神经的传导性以及中枢神经的兴奋性。一般而言，康复水疗池水温大都在 35℃以上

（多发性硬化患者使用的水疗池除外），治疗具有温热效应，作为热疗的一种，水疗的抗痉挛效应

主要源自肌肉和软组织的放松。据研究，这种放松效应是由于 γ 传入纤维的兴奋性降低，导致来自

肌梭的传入信号减少，继而造成 α 传入纤维的信号减弱，减低肌梭对牵张的反应，最后导致肌张力

降低，痉挛缓解。也就是说，温热效应能够直接作用于肌肉，致使肌肉及软组织的延展性增强，张

力降低。研究发现，10 分钟的热水浸浴池（水温 41℃）在降低肌张力，缓解肌痉挛，提高痛阈等

方面疗效明显。Matsumoto 等利用 F 波检测发现，温热水疗（温水浸浴）有助于缓解痉挛，这为热

水浴缓解痉挛提供了客观证据。同时，临床应用时也可进行冷水水疗，但与温热水疗相比，冷水水

疗对于痉挛的影响，文献报道存在不一致性。大多数文献报道，冷水水疗也可降低肌张力，缓解痉

挛，但也有文献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因此，在实施冷水水疗时，一定要观察患者反应，及时调整治

疗参数，做好防护措施。同时，水疗的温热效应对神经系统也有影响，能够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

影响大脑皮层兴奋性，从而对精神和心理产生影响，从而缓解精神紧张，产生镇静和放松效应，进

而对肌张力产生影响，缓解痉挛。此外，疼痛与痉挛存在一定联系，可能互相影响。根据疼痛的闸

门理论，水疗中水的温热、静水压、浮力等因素作用于人体，有助于减少疼痛相关上行信号的传输，

从而缓解疼痛，进而对肌张力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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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相关文献支持水疗在脑外伤后痉挛管理中的应用，但整体而言，临床证据等级相对较低，作用

机制尚未完全明了，仍需进一步研究。 

 
 

PU-1524 

踝关节扭伤的物理治疗临床观察 

 
侯勇伦

1,2,3
,丛芳

1,2,3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2.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丰台区 

3.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目的  观察超声波与半导体激光照射结合治疗踝关节扭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据有关统计在骨科急诊接诊最多的病种就是踝关节扭伤，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外侧韧带损伤。那

么我们对踝关节扭伤后的康复治疗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首先是扭伤后 24-48 小时的紧急处理，

2012年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建议将目前踝关节损伤治疗的RICE原则替换为POLICE：保护Protect，

适当负重 Optimal loading，冰敷 Ice，加压包扎 Compression，抬高患肢 Elevation。我科将就诊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遵循 POLICE 原则进行治疗，实验组在进行 POLICE 紧急处理的同时，增

加踝关节局部物理治疗，半导体激光照射，每部位 10 分钟，2400-3000mW，每日一次；配合超声

波治疗，脉冲接触移动法，0.8-1.0W/Cm²，每日一次。经过 20 天治疗，实验组踝关节肿胀疼痛明

显减轻，踝关节主动 ROM 明显扩大，负重明显增强，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 

结果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实验组患者疼痛明显减轻，ROM 明显扩大，负重明显增强，疗效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超声波与半导体激光结合治疗踝关节扭伤疗效更佳。 

 
 

PU-1525 

半导体激光结合药物治疗急性附睾炎的疗效观察 

 
张立颖,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探讨半导体激光治疗仪结合药物治疗对急性附睾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2018 年 4 月在我院脊髓内、外科就诊、临床表现有发热、阴囊肿大、胀痛、

隐痛、沉坠感、压痛,B 超检查均发现阴囊有不同程度附睾肿大，附睾尾多发，血流信号丰富，明确

诊断为急性附睾炎的患者 46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只采用药物治疗；实验组采用药物治疗加半导

体激光治疗仪照射。同样的药物治疗方案，治疗组患者每天进行两次小剂量的半导体激光治疗，每

次十分钟。 

结果 实验组缓解疼痛和肿胀总有效率 94.74%,对照组总有效率 81.2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对由急性附睾炎所导致的阴囊肿大、疼痛治疗效果好,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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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6 

神经肌肉电刺激配合康复训练对肱骨中下段骨折伴桡 

神经损伤后的疗效观察 

 
朱迎九,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观察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康复训练方法治疗肱骨中下段骨折伴桡神经损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3 月-2018 年 3 月骨科会诊的 30 例肱骨中下段骨折伴桡神经损伤患者，随机

分两组，对照组选取患肢康复功能训练，实验组进行康复训练的同时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进行综合

治疗，根据 cassebaum 评分系统评定肘关节功能，观察手臂运动和感觉功能、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

肌电图检查改善情况。 

结果 对照组 15 例患者中痊愈 5 例，占 33.33%；好转 8 例，占 53.34%；效果不明显 2 例，占 13.33%；

总有效率为 86.67%；实验组 15 例患者中，痊愈 8 例，占 53.34%；好转 7 例，占 46.66%；总有效

率为 100%，痊愈患者治疗时间均在 12 个月以内，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肱骨中下段骨折伴桡神经损伤，显示了综合治疗的协同作用

优势，加快了肱骨骨折的恢复，桡神经的功能恢复，肘关节的功能恢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PU-1527 

脉冲短波治疗慢性胃肠炎的疗效观察 

 
王莉莉,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目的 探究分析脉冲短波治疗慢性胃肠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明确诊断与治疗的 60 例慢性胃肠炎患者，

男 35 例，女 25 例，年龄 22 岁～50 岁，排除肿瘤、结核等基础病变，依据不同的治疗方法，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患者采用常规药物治疗的同时加入脉冲短波治疗，对照组

患者采用常规药物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及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腹部隐痛、大便减少次数、大便成形、肠鸣音数量疗程时间均要短于对照组

（P<0.05）；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 96.7%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 81.7%（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采用脉冲短波治疗慢性胃肠炎的临床疗效显著，明显改善患者的腹痛、肠鸣音亢进等症状，副

作用少，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PU-1528 

温水浸浴结合水中太极在心力衰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金龙,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 

 

人体浸入水中时,静水压使血容量由周围向中心循环转移,造成胸部和心脏的容量负荷显著增加。

由于温水的周围血管扩张作用降低了心室的后负荷，所以温水浸浴对左室功能不全（LVD）和慢性

心力衰竭（CHF）有积极的治疗作用；结合适度的水中太极训练，可以作为心肌梗死 6 周后、心肌

炎 6 个月以上或心肌病且心功能 Ò 级患者的心血管训练计划；既往曾患广泛性心肌梗死和/或 CHF

的患者,直立位浸水至颈部会导致短暂的平均肺动脉压力和肺毛细血管压力增加, 故此类患者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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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不能超过剑突水平；LVD 的冠心病患者,水中太极训练比陆地太极训练时心脏工作效率更高；失

代偿性心力衰竭是绝对禁忌症。 

 
 

PU-1529 

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对高危儿的干预观察 

 
张玉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讨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对高危儿的疗效影响。 

方法 把 30 例高危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各 15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一对一作业治疗，观

察组进行小组模式作业治疗，每组 1 人，每天 1 次，每次 30min，每周 4 天，治疗 3 个月后对两组

患儿整体发育水平进行观察。 

结果 3 个月后，两组患儿在精细运动能力都有所提高，但观察组在社交互动、语言、认知、适应行

为等方面发育优于对照组。 

结论 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和传统的一对一作业治疗均能促进高危儿的精细运动能力，但是小组模式作

业治疗能够明显促进高危儿在社交互动、语言、适应行为等方面的发育。 

 
 

PU-1530 

云南省 0～3 岁婴幼儿发育迟缓的早期干预 

 
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了解早期干预对婴幼儿发育迟缓的影响。 

方法 对 28 名 0-3 岁发育迟缓婴幼儿进行早期干预，其干预结果发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或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的诊断性评估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28 例发育迟缓婴幼儿中，1 例不接受，27 例干预后，3 例随访评估未完成，3 例仍诊断为儿童

发育迟缓，干预有效率 87.5%（21/24）。 

结论 早期干预是处置幼儿发育迟缓的有效手段。 

  
 

PU-1531 

“扳机点”结合“循经取穴”冲击波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 

 
陈颖璞,孙银娣,刘晓霞,李良,李亚峰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扳机点‖结合―循经取穴‖发散式冲击波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效果。 

方法 40 例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局部经络行发散式冲击波治疗组（对照组），每组 20 例，发散式

冲击波结合―扳机点‖治疗组（治疗组），每组 20 例，首次治疗前、治疗后第 1 天、末次治疗后及末

次治疗后 4 周，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疼痛强度，采取 t 检验、卡方检验等

统计方法，运用 SPSS18.0 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各时间段 VAS 评分、临床症状和各项指标均有明显下降，近期与

远期疗效明显提高，但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扳机点‖ 结合―循经取穴‖与单纯―循经取穴‖均能够有效地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但前者较后者

疗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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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2 

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足底压力及步行质量参数的比较 

 
元香南,梁维娣,万峪岑,李菡婷,周凤华,刘学勇,张立新,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索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之间步行参数，足底压力，对称性情况等步行质量的差异 

方法 51 名受试者（23 位脊髓损伤，28 位健康人）纳入研究。受试者要求在足底压力测量设备上进

行裸足步行，测量步行速度，时间-空间参数（步行周期，支撑相时间，支撑相百分比，步长等）。

足底进行了分区，测量各个分区部位的足底压强，压力，冲量，触地面积等足底压力参数，并进一

步计算百分比，同时进行双侧对称性比较。 

结果 与健康人比较，脊髓损伤患者的步行速度下降，步行周期延长，支撑相时间增加，支撑相百分

比增加，但步长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足底分区部位的最大压强比较，脊髓损伤患

者的跖骨、足趾部位的压强较健康人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脊髓损伤患者中，足跟区

域（足跟内侧，足跟外侧）的区域冲量百分比，触底面积百分比均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称性比较，脊髓损伤患者的步长、支撑相、最大力、冲量、触底面积的对称性指数均增加，提示

对称性下降(P<0.05)。 

结论 脊髓损伤患者的步行质量，包括时间空间参数，足底压力压强参数，对称性指数等，均提示较

健康人下降，足底压力参数及对称性指数可作为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质量改变的敏感性量化指标 

 
 

PU-1533 

三维微角度牵引联合颈椎旋提手法 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巩浩然

1
,古恩鹏

2
 

1.河北省邢台市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总医院 

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颈椎三维微角度牵引联合颈椎旋提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及安全性，为临床

应用提供合理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来我科就诊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63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传统牵引方法联合颈椎旋提手法治疗。牵引时患者取坐位，枕颌带兜住患

者头颅后，牵引绳绕过头顶上方的滑轮，再经另一滑轮下垂牵引一定的重量进行牵引，保持颈前屈

10°-15°，牵引力量设定为体重 1/10-1/7 水平，每次牵引持续 15-20min，每日 1 次。颈部旋提手法

治疗：患者颈部放松，医者先采用揉、滚、按等手法放松颈部肌肉，然后使患者头部沿术者手指指

向顺次完成水平旋转至极限角度、后屈曲至最大极限、再旋转至最大极限，医生以肘窝下部托患者

下颌并使其下颌贴于医者胸壁以使其头部固定，后垂直向上牵引 3～5 s，嘱患者身体放松，瞬间向

上提拉肘部，听到一声或多声弹响提示操作成功，手法隔日 1 次，每次约 10-15min，共治疗 2-4 周。

观察组采用三维微角度牵引，患者同样取坐位，颈部前屈 0°-15°，可向患侧或健侧有 0°-10°旋转（臂

丛神经牵拉试验或椎间孔挤压试验阳性一侧），向患侧倾斜 0°-10°，先施一定牵拉力，调整至患者

感觉舒适，牵引力量设定为体重 1/10-1/7 水平，每次牵引持续 15-20min，每日 1 次；手法操作采用

颈椎旋提手法，操作同前，隔日 1 次，每次约 10-15min，共治疗 2-4 周。 

结果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 4 周时对 2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评定患者疼痛缓解情况，治疗前 2 组患者疼痛 VAS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4 周时 2 组患者疼痛 VA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O．05)，并且上述时间点观察组患者疼痛 VAS

评分亦显著优于对照组(P<O．05)。治疗后 4 周时治疗组、对照组显愈率与治疗后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O．05)；进一步比较发现，治疗后、治疗后 4 周时观察组显愈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水平，组

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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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颈椎三维微角度牵引可明显改善患者神经根受压症状，再联合颈椎旋提手法，能提高神经

根型颈椎病疗效，临床操作安全。 

 
 

PU-1534 

S-E-T 治疗对脑性瘫痪的效果观察 

 
吴金庭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脑性瘫痪是一组持续存在的中枢性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活动受限症候群，这种症候群是由于

发育中的胎儿或婴幼儿脑部非进行性损伤所致。不同年龄段的脑性瘫痪的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不同

阶段，其运动功能、障碍程度及环境状况也都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年龄段脑瘫儿童的康复治疗目

标及策略均有所不同。近年来，脑性瘫痪的治疗得到迅速发展，S-E-T 悬吊治疗也广泛的应用于脑

性瘫痪儿童的治疗，该研究为观察 S-E-T 治疗对脑性瘫痪的效果。 

方法 收训 50 名 10 岁以内的脑性瘫痪儿童，将其分为 2 组，治疗时间为三个月。后根据其自身的

功能障碍程度，对 1 号组进行有 S-E-T 治疗的介入的综合康复治疗，对 2 号组进行无 S-E-T 治疗介

入的综合康复治疗，并定期对 2 组儿童进行评估，得出结论。 

结果 综合观察，1 号组的脑性瘫痪儿童在介入有 S-E-T 治疗的综合康复治疗后，治疗效果远高于未

介入 S-E-T 治疗的 2 号组脑性瘫痪儿童。 

结论 S-E-T 治疗有效结合 ICF 框架下的思想指导，给脑性瘫痪的儿童带来全新的治疗理念和技术，

强调在游戏中的训练，让儿童主动参与，能够有效的帮助其恢复自身平衡、协调和控制能力，促进

解决脑性瘫痪儿童所产生的感觉、知觉、交流和行为障碍，以及矫正继发性肌肉、骨骼方面等问题

异常姿势，有效的帮助脑性瘫痪的儿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PU-1535 

腰椎间盘突出症并神经根损害保守治疗临床观察 

 
徐辉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无痛手法、中药湿热敷配合传统电针刺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并神经根损害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将 120 例 LDH 并神经根损害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8 例，采用中医无痛手法、中药湿

热敷配合电针综合治疗；对照组 52 例仅用中医无痛手法、中药湿热敷治疗。 

结果 治疗组显效 30 例，好转 32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91.8%；对照组显效 16 例，好转 18 例，

无效 18 例，总有效率 65.38%。两组有效率比较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中医无痛手法、中药湿热敷配合电针对 LDH 合并神经根损害的治疗疗效优于单纯采用传统无

痛手法、中药湿热敷的疗效。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833 

PU-1536 

婴幼儿运动障碍功能评估及运动康复技术规范研究 

 
吕楠,尚清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运动障碍患儿功能评估及运动康复技术，为婴幼儿运动障碍的早期干预提供新的思路、

评估与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中心 2015 年 08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选择 0-3 岁运动障碍患儿 360 例为研

究对象，按照头控、翻身、坐位、手膝位爬行、跪位、站位 6 种不同功能障碍分组，将每组随机分

为治疗组、对照组各 30 人。对照组采用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88）评定（依次按照

5 个能区:A 区（卧位与翻身）、B 区（坐位）、C 区（爬与跪）、D 区(站立）、E 区（步行、跑和

跳）测评）、表面肌电评估（采用表面肌电分析评估系统（加拿大 Thought Technology 公司生产）

评估,分别测定患儿相应肌群表面肌电信号时域范围肌电积分值(iEMG)）及被动训练方法，治疗组采

用 GMFM-88、表面肌电评估及运动学分析（是在总结我院 25 年来康复临床工作中实际操作经验与

方法，运用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先进的康复理论如运动解剖学、生物力学、运动医学、肌筋膜学说、

核心稳定性训练等原理，并有机结合儿童身体阶段性发育顺序及规律，将运动康复运用到儿童康复

治疗中，通过评测头控、翻身、坐位、手膝位爬行、跪位、站位 6 种不同功能障碍运动里程碑所需

的运动元素是否发育充分及其所存在的障碍，针对障碍部位及所缺失的运动元素进行训练）、诱导

主动训练方法。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治疗前后患儿的 GMFM-88、表面肌电评估及家长满意度进行

比较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组 GMFM-88、表面肌电评估显示治疗后改善程度更显著，家长依从性好，满意度明显高

于对照组。 

结论 运动学分析评估能够找出运动障碍的根源所在，为制定康复治疗计划提供可靠依据，提高康复

疗效；诱导主动训练方法能提高患儿及家长的依从性和满意度。 

 
 

PU-1537 

TIP 睡眠调控技术对失眠症多导睡眠图影响的研究 

 
刁倩

1
,洪兰

2
,汪卫东

2
 

1.北京小汤山医院,北京市,昌平区 

2.广安门医院 

 

目的 观察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TIP）睡眠调控技术对失眠症多导睡眠图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来自广安门医院的 45 例失眠症患者按 2∶1 的比例分为治疗组 30 例

和对照组 15 例， 治疗组每周接受 2 次 TIP 睡眠调控技术治疗，对照组每晚睡前 30 min 服用佐

匹克隆 3.75 mg，两组均治疗 4 周。失眠症患者均在入选时和治疗 4 周后在睡眠监测室进行多导

睡眠监测（PSG），通过多导睡眠监测仪观察对失眠症患者睡眠进程和睡眠结构的影响，评价失眠

症患者客观睡眠质量的改善程度。 

结果 ①多导睡眠图（PSG）差值组间对比：治疗后，两组在 PSG 中睡眠进程及睡眠结构各项指标

未见显著差异（P>0.05）。经卡方检验，两组疗后 PSG 睡眠效率有效率之间差异无统计意义(X2 

=1.212,P=0.271>0.05）。②多导睡眠图（PSG）组内比较：治疗后，TIP 组睡眠进程睡眠效率有显

著改善(P<0.05），总睡眠时间有升高趋势（P>0.05），睡眠潜伏期、觉醒次数、REM 睡眠潜伏期

有下降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睡眠结构中 S2 睡眠百分比显著下降（P<0.05）,SWS

睡眠时间有显著增加（P<0.05），S2 睡眠时间有减少趋势（P>0.05），S3 睡眠百分比、REM 睡

眠时间、REM 百分比有增加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佐匹克隆组 PSG 睡眠进程及睡

眠结构各项指标未见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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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IP 睡眠调控技术可以提高失眠症患者睡眠效率及增加慢波睡眠时间。 

 
 

PU-1538 

运动再学习疗法在帕金森病患者平衡控制训练中的应用 

 
霍速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市,宣武区 

 

目的 探讨运动再学习疗法（motor relearning program）对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平衡控制训练的效果。 

方法 回顾我科室经治帕金森病患者 5 人，以站立、行走不稳为主诉之一住院接受康复训练，均有跌

倒史。查体可见后拉试验阳性。5 名患者 Hoehn-Yahr 分级 2.5 级及以上，Berg 平衡量表评分（满

分为 56 分）平均 33.2±15.2 分。对患者进行以运动再学习疗法为理论基础的康复训练，包括根据帕

金森病平衡障碍的特点同时针对患者的具体功能状态设计个体化的活动任务，以任务为导向进行动

态平衡控制训练，以及在日常生活实际活动过程中的安全动作训练等。对患者参与训练的情况进行

过程性评价，出院前重新进行 Berg 平衡功能评分。 

结果 患者平均训练时间为 25.8±12.4 天，均能够认真执行训练安排，认为训练可帮助其改善活动及

平衡控制能力，减少跌倒；训练后平均 Berg 平衡量表评分提高至 43.4±10.3 分。 

结论 帕金森病患者对于旨在改善平衡控制能力，减少跌倒风险的运动再学习疗法依从性良好，坚持

训练有利于平衡功能的改善，但需长期不懈地坚持练习方能真正减少帕金森病患者跌倒的发生。本

文仅为对以往工作的回顾，目前样本量少，尚未开展随机对照研究，对运动再学习疗法在帕金森病

康复中的应用还有待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PU-1539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改善的临床观察 

 
郭方圆

1
,郭方圆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2.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改善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5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 rTMS 组和对照组，每组 25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药物治

疗及运动功能康复训练，rTMS 组加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两组均在治疗前、治疗 10 天及治疗后 1

月进行 NIHSS 评分、BI指数及运动诱发电位 MEP、中枢运动传导时间 CMCT 的检查。 

结果 治疗前两组间各项功能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 10 天后及治疗后 1 月各项

功能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升高，rTMS 组的 NIHSS 评分、BI 指数及 MEP、CMCT 均较对照组有明

显改善（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能促进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的改善。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835 

PU-1540 

首音节相同的图命名训练对失语症词汇语音通达的治疗作用 

 
范莎莎,梁英,薛燕萍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目的 研究按起始音节分类的图命名训练对词汇语音通达能力受损的失语症患者的治疗作用，为词汇

语音通达受损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 

方法 对 2 例失语症患者进行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价，明确患者受损的模块是词汇语音通达过程，

以该系统中的视图命名测验作为词汇语音通达能力的测试指标。实验组患者进行按起始音节分类的

图命名训练，对照组患者进行按语义分类的图命名训练，2例患者均训练4周，每周6次，每次30min。

2 例患者按照抓阄的方法随机分到起始音节分类组和语义分类组。治疗前后，分别进行汉语失语症

心理语言评价系统中的视图命名测试。 

结果 经过 4 周的治疗，2 例患者治疗前后词汇语音通达能力均有改善，但是起始音节分类组和语义

分类组相比，命名的正确率提高更为显著，命名的反应时间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按起始音节分类的图命名训练对失语症患者词汇语音通达能力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其效果优于

按语义分类的图命名训练。 

  
 

PU-1541 

黄芪制剂在痉挛型脑瘫核心稳定性训练中的应用浅析 

 
董纪强,杨东梅,韩美美,刘珍珍,尚清 

河南省儿童医院 

 

补中益气汤一则可补气健脾，使后天生化有源，以后天补先天，充养四肢，增强肌力；二则可

升提中气,恢复中焦升降之功能，改善腹内压，提高患儿坐位平衡稳定性；再则可行使防御机能，提

高免疫力，减少其他疾病的发生，缩短康复疗程，故补中益气汤在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过

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小儿脑瘫属中医―痿症‖、―五硬、五迟、五软‖等范畴。本病以元气亏虚为主要

病因，病位涉及肝、肾、脾。治疗上以―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为法则。气对于

人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之一，又是推动和调控脏腑功能活动的动力，

从而起到维系生命进程的作用。因此，《难经·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类经·摄生类》又

说：―人之有生，全赖此气。‖核心稳定与腹内压联系密切，腹内压又与中气、宗气、元气息息相关。

黄芪，既可补益中焦之气，又可以补丹田之气。重用大剂量黄芪以补胸腹之气，中气充足，元气流

动。且气能生血，血可化精，精能生髓，可使脾健肾充，肝得滋养，肢体能用。Frank 等认为脊柱

的稳定性依靠于动态肌肉的相互协调以及拮抗肌的精确控制来限制肌肉的过度运动，其研究中也发

现呼吸运动过程中参与维持内在脊柱稳定性的肌肉提供与腹内压匹配的张力，同时也是为了提高脊

柱的稳定性。由此可见，腹内压是影响脊柱稳定性的重要参数之一，腹内压的增加有助于核心稳定

性的提高及躯干控制能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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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2 

早期综合物理因子治疗联合常规换药对腹部 

手术切口愈合的疗效观察 

 
毕世庆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早期在常规换药的基础上联用综合物理因子治疗，观察分析此疗法对腹部手术切口愈合的

疗效。 

方法 搜集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创伤科手术切口位于腹部的 7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患者。对照组予以常规换药，治疗组在常规换药基础上联用包含半导体激光、

紫外线、超短波的综合物理因子治疗，治疗前和治疗 10 天后分别以疼痛视觉模拟尺法（VAS）和切

口愈合等级评定标准对切口进行评估，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切口愈合的差异。  

结果 1.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VAS 评分有显著差异（p<0.05）；2.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切口愈合等级变

化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1.早期综合物理因子治疗有助于缓解手术切口疼痛；2.早期综合物理因子治疗可促进手术切口

愈合。 

 
 

PU-1543 

红外线照射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疗效观察 

 
马玉娟,曹留拴,蔡西国,胡明娴,邹丽丽,李瀛,钱宝延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讨红外线照射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5月-2018 年 5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康复科收治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 20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抗凝治疗和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

治疗基础上给予红外线治疗，每天 2 次，每次 20 分钟。 

结果 治疗 10 天后，观察组患者较对照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稳定性及消除率提高，结果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红外线局部照射治疗能有效增强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治愈。 

 
 

PU-1544 

儿童脑性瘫痪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研究 

 
史晓杰,杨丽丽 

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多种方法治疗儿童脑性瘫痪的疗效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针刺、药物穴位注射、推拿、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训练、感觉统合训练、心理治

疗及中西药物等对 354 例脑瘫患儿进行治疗前、后疗效对照。 

结果   显效 161 例，有效 175 例，总有效率 94.92%。 

结论  儿童脑瘫的疗效与接受治疗的年龄、类型、病情、疗程及有无合并症有关。接受治疗早、年

龄小、痉挛型、病情轻、疗程长、无合并症，有效率高；接受治疗晚、年龄大、病程长、病情重、

疗程短、有合并症，有效率低；中西医结合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有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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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5 

梅花针叩刺配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重症手足口病后臂 

丛神经损伤 30 例疗效观察 

 
杨东梅

1
,乔卫平

2
,董纪强

1
,刘珍珍

1
 

1.郑州市儿童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2.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梅花针叩刺配合综合康复治疗对重症手足口病后臂丛神经损伤患儿肢体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重症手足口病后臂丛神经损伤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均采用按摩、运动疗法、

作业疗法、蜡疗、普通针刺、穴位注射进行治疗，观察组加用梅花针叩刺，治疗 3 个疗程后评估患

儿的肌力提高情况，应用 FMFM 评估患儿精细动作改善水平。 

结果 经过 3 个疗程的治疗，观察组患儿在肌力提高及 FMFM 评分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对

比有显著差异（P＜0.5） 

结论 梅花针叩刺配合综合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提高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疗效。 

 
 

PU-1546 

针刺联合穴位注射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昏迷患儿 

促醒作用的临床研究 

 
王艳丽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针刺联合穴位注射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昏迷患儿的促醒作用。 

方法 将 90 例重症病毒性脑炎昏迷患儿随机分为 A 治疗组、B 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3 组患儿均

给予降颅压、抗病毒等对症治疗。治疗组在不同时期加用针刺和穴位注射，其中 A 组在昏迷初期（3

天内），B 组在病情稳定后。共有 78 例纳入最终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疗程（28 天）后，3 组患儿 GCS 评分都有明显升高（P<0.05),且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A 治疗组更高于 B 治疗组（P<0.05)。清醒率比较，治疗组也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A 治疗组更高于 B 治疗组（P<0.05)。 

结论 尽早给予针刺及穴位注射治疗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昏迷患儿有促醒作用，也可明显提高患儿的

GCS 评分。 

 
 

PU-1547 

悬吊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的影响 

 
金国圣,侯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悬吊训练对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n＝30）采用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n＝30）

在对照组康复训练基础上增加悬吊训练，所有治疗项目均为每周五次，每次 30min，两组均治疗 3

个月。采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88) 、Berg 平衡量表（BBS）、10m 步行测试（10MWT）、

上下楼梯测试（TST）评估两组患儿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的粗大运动功能、平衡能力和步行情况，

并对结果进行组内和组间比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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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脑瘫患儿 GMFM-88 D 区、E 区评分，BBS 评分，独走 10m 所需时间、

步数，上下 5 层楼梯时间均优于治疗前 

( P<0.05)，实验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悬吊训练能有效地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核心稳定性，改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步行及平衡

能力。 

 
 

PU-1548 

体成份对直流感应电治疗中电流敏感阈与耐受阈的影响研究 

 
陈佳惟

1
,王梅

1,2
 

1.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省,武汉市 

2.运动训练与监控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了解电疗过程中，体成份对直流感应电的敏感阈和耐受阈的关系，从而对物理治疗中的直流感

应电疗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方法 对武汉体育学院的 82 名学生进行测试，平均年龄为 19-21 岁。测试的内容包括身高，体重，

体脂，直流电感应敏感阈及耐受阈。体成份测试仪为韩国杰文 DX-200 身体成分分析仪，电疗仪器

为 DL-ZⅡ直流感应电疗机。使用 DL-ZⅡ直流感应电疗机测试敏感阈和耐受阈时，分别在前臂背侧

上下方分别贴上电极贴片记录开始敏感值和最后耐受值，并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性别，体成份与电

疗中的敏感阈、耐受阈做相关和回归分析。 

结果 1.直流感应电敏感阈与体脂、性别之间成线性相关关系，得出的回归方程是：直流感应电敏感

阈=4.654+0.166×体脂-1.873×性别。2.直流感应电耐受阈与体脂、性别之间成线性相关关系，得出

的回归方程是：直流感应电耐受阈=19.418-0.047×体脂-2.748×性别。3. 女性的敏感阈值和耐受阈

值均低于男性。 

结论 1. 电疗中，不同患者的性别差异较为明显。女性的敏感阈值和耐受阈值均低于男性。 

2. 体脂和直流感应电敏感阈呈正相关，体脂和直流感应电耐受阈呈负相关。 

3.直流感应电的治疗剂量可因患者的体脂和性别来合理设置。 

 
 

PU-1549 

心理治疗对脑卒中的康复影响 

 
刘德阳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观察综合性心理治疗对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康复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初发脑卒中神经功能缺损伴心理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

予常规药物、针灸、肢 体活动指导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心理治疗。用脑卒中神经功能缺损评

分表(CSS)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2、4 周末对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观察 组与对照组 CSS 评分治疗前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第 2 周末观察组有低于对照组的

趋势,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第 4 周末观察组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心理治疗除能缓解脑卒中患者心理障碍症状,还能改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促进肢体和语言功能

康复,应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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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0 

冰刺激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疗效 

 
王晓明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研究冰刺激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60 名有吞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在两组其他康复治疗都相同的情况

下，实验组患者采用冰刺激疗法，直接对吞咽有关器官、肌肉及粘膜进行寒冷刺激，引起肌肉主动

收缩，提高患者对食物的敏感度，并且寒冷刺激可以强化吞咽反射，每天一次。实验开始前、一个

月后采用洼田饮水实验对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经冰刺激治疗患者较其他患者吞咽障碍情况有明显改善。 

结论 冰刺激疗法对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有明显改善，可刺激吞咽肌群，提高肌力，尽早改善吞咽

功能。 

 
 

PU-1551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吞咽 

 
王丽 

包头市中心医院,内蒙古自治区, 

 

目的 探讨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前期吞咽功能恢复的影响及疗效。 

方法 将 5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每组 25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

变类型、部位等无显著性差异，两患者临床用药基本相同,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入院时对上述的 50

名患者进行了洼田饮水试验的筛查评定，均有不同程度的呛咳。因此，将 50 名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进行为期 20 天的吞咽康复。两组均进行了冷热交替刺激、摄食及脸部和颈部的感觉刺激等相

关的吞咽治疗方法，治疗组在进行上述治疗的同时，进行了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两组患者在

治疗前、治疗 20 天后进行疗效评定，由同一人完成，评估项目为标准吞咽功能评价量表（SSA）。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洼田饮水试验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SA 评分均

比治疗前明显提高（P＜0.01），治疗组患者 SSA 评分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接受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训练的治疗组和只接受传统康复治疗的对照组进

行比较，发现患者的吞食吞水能力和呛咳的程度均明显的优于对照组（P＜0.05） , 所以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恢复是一项有效的治疗技术, 但此研究还

缺乏大规模临床实验和循证医学的证据,还需要对一些重要参数的组合进行进一步的确定。 

 
 

PU-1552 

中频电治疗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膝关节疼痛疗效观察 

 
鲍金磊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偏瘫患者膝关节疼痛是偏瘫的常见症状，也是偏瘫患者康复治疗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严重影响

患侧步行功能的恢复。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观察中频电治疗结合康复训练治疗对脑卒中后膝

关节疼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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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随机将 28 例脑卒中后膝关节疼痛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14 例。两组患者均接

受常规康复治疗，而治疗组同时接受中频电治疗结合股四头肌或腘绳肌肌力强化训练，每周 6 次，

治疗 4 周。治疗前后采用膝关节活动度、步态分析、膝关节疼痛情况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后，2 组各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组间比较显示，两组治疗前评分无明显差异，治疗组

治疗后各评分优于对照组治疗后各评分。 

结论 中频电治疗结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膝关节疼痛患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膝关节疼痛，改善

运动功能。 

 
 

PU-1553 

重复经颅刺激结合针灸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 

 
徐颖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吞咽障碍应用针灸与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治疗方案，对其吞咽功能的影

响。 

方法 本文收集 2017 年 2 月-2018 年 2 月期间于我院实施治疗的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 106 例作对比

研究，以抛硬币结果为分组依据，对照组 58 例应用 rTMS 治疗，观察组 48 例于对照组基础上应用

针灸治疗，统计两组研究数据，分析联合治疗方案在改善患者吞咽功能方面的价值。 

结果 观察组总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 SWAL-QOL、SSA 评分对比（p>0.05），

治疗后，两组 SWAL-QOL 评分高于治疗前（p<0.05），SSA 评分低于治疗前（p<0.05），组间治

疗后对比，观察组两项评分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临床上针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应用针灸、rTMS 联合治疗方案，疗效确切，有效提升患者

吞咽功能，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PU-1554 

功能性构音障碍语音矫正的分期及特点 

 
杨盼盼,邢杰,黎萍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功能性构音障碍语音矫正的分期与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训练要点。 

方法  对我科以往收治的功能性构音障碍的患儿病例进行总结归纳，探讨功能性构音障碍语音矫正

过程中的分期及特点。 

结果 功能性构音障碍的患儿语音矫正的过程中可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①识别错音期，此时期患儿

能够意识到自己发音和别人不一样，如：把―哥哥‖说成―得得‖，把―姥姥‖说成―脑脑‖，但是自己不知道

如何发出正确的音，部分患儿会因此感到苦恼，甚至不愿意讲话，此时期应注意避免批评甚至嘲笑

孩子的错误发音，以免造成患儿心理问题。②学习正确发音期：经过言语治疗师的评估与指导，患

儿处于学习正确发音过程，此时期患儿的特点是受智力水平影响较大，并且每个患儿的错误形式各

不相同，训练的方法也有差异；如―姥姥‖的音错为―脑脑‖时，多由于患儿不会转换口音与鼻音，应注

意引导患儿经口发音，必要时可辅助其堵鼻，嘱患儿将舌尖抵于上齿部，同时配合下颌及唇的运动，

发出―姥姥‖。此期患儿容易形成挫败感，应注意同时训练的音不宜过多，一般 30 分钟的训练时间内

不超过 3 个，训练效果较好，同时，当患儿发出正确的音的应给予奖励，帮助患儿增强信心。③他

人纠正期：此时期患儿的特点是已经学会某音节的正确发音方法，但日常生活中仍不会自主运用，

经他人提醒方可更正，此期应注意避免频繁提醒，以免引起患儿的不良情绪。④自我修正期：患儿

无需他人提醒，说出错误音节时可自我修正，再次发音时会发出正确的音节，此时期应鼓励患儿多

说，并夸奖患儿，加强其信心。⑤语言流畅期：患儿讲话比较清晰流利，可达到正常孩子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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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我们观察、总结，功能性构音障碍的患儿都会经历以上五个阶段，但不同患儿每个阶段持

续时间有差异，主要受患儿智力、感觉统合能力以及家长配合程度的影响。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的

语言训练过程是分阶段的，各阶段有显著的特点，需区别对待。 

 
 

PU-1555 

运动疗法治疗 Prader-Willi 综合征及其效果观察 1 例 

 
陈美玲,黎萍,邢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Prader-Willi 综合征（PWS）是一种基因组印记的遗传性疾病，其发病率为 1/25000~1/10000。

PWS 患儿在婴幼儿期主要表现为肌张力低、吸吮困难，影响其运动发育。我们对 1 例 Prader-Willi

综合征进行运动疗法治疗 14 个月，观察治疗效果。 

方法 患儿就诊时为 9 个月男婴，36 周剖宫产儿，哭声弱，吸吮无力，对疼痛不敏感，竖头不稳，

能自主翻身，不能独坐、爬行，四肢肌张力低下，双下肢不持重，无迈步意识。治疗的前 3 个月主

要以增加头部控制能力，加强四肢肌肉力量为主，通过拉坐，俯卧肘关节支撑抬头，同时用玩具逗

引其左右转头，加强头控；通过关节挤压、叩击，球上仰卧位、俯卧位下足踩地，刺激肌肉收缩，

增加肌肉力量。治疗的第 2 个 3 个月主要为促进独坐、爬行训练，继续加强力量训练，改善脊柱侧

弯。坐位训练：加强腹肌腰背肌训练，如前方侧方拉坐，弯腰拾物站起，球上运动坐位平衡训练。

爬行:由腹爬到手膝爬行，可自主由俯卧到手膝四点支撑。球上俯卧位肩关节伸展，躯干侧方抬起纠

正脊柱侧弯。治疗后 6 个月主要为坐、爬之间体位转换训练，独站、拉物站起，单双膝跪立起训练

蹲起，坐起，拉物站起，侧方迈步训练，加强下肢力量。最后 2 个月主要通过练习蹲起，坐起，俯

卧到站立位之间的体位转换，独走，辅以站立架用来增加下肢肌力纠正异常姿势。 

结果 经过系统的运动治疗 14 个月，患儿 10 个月能独坐，可持重出现迈步意识；12 个月独立爬行，

13 个月可独立完成坐爬之间的体位转换；14 个月独立拉物站起；17 个月能独站，21 个月可独立完

成蹲位，坐位到站立位之间的体位转换；22 个月可独立行走，反应灵敏。 

结论 经过系统运动治疗后，患儿基本可以完成 2 岁以内的大运动里程碑发育，较文献报道 PWS 患

儿大运动发育提前 6 个月以上。 

 
 

PU-1556 

电针结合 Bobath 技术治疗脑卒中恢复期足内翻的临床疗效观察 

 
孟宪忠 

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2.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电针法结合 Bobath 技术治疗脑卒中后足内翻疗效。 

方法 120 例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电针加 Bobath 手法）、康复组与电针组 3 组，每组 40 例。实

验组予以 Bobath 法（患侧足背伸被动牵张训练）加电针法刺激丘墟、阳陵泉进行治疗，康复组用单

纯手法治疗，电针组予以单纯电针治疗。3 组均连续治疗 15 次，每周 5 次。采用简化的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FMA)以及下肢功能 FAC 分期评定，针对患者足内翻程度和下肢运动功能情况进

行治疗前、后评定。 

结果 3 组患者经治疗后，FMA 评分及下肢功能 FAC 分期评定均有明显改善(P＜0.01)，且治疗后实

验组 FMA 评分明显高于康复组与电针组(P＜0.01)，实验组 FAC 下肢功能分期与康复组与电针组比

较有明显改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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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电针刺激配合患侧足踝关节被动背伸、并诱发主动背伸踝关节等技术治疗脑卒中恢复期足内翻

可明显改善足内翻状态，提高患足的步行运动功能，且疗效优于单纯踝关节牵张等治疗，也优于单

纯电针治疗。实验证明联合疗法优于单一治疗技术。 

 
 

PU-1557 

脑卒中偏瘫 30 例早期康复训练与恢复期心理康复 

 
田跃龙 

包头市中心医院,内蒙古自治区, 

 

目的 探讨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早期康复训练与恢复期心理康复方法及效果。 

方法  对 3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早期康复训练和心理康复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本组 24 例肢体功能基本恢复 5 例需借助单拐 1 例仍需他人搀扶方可行走。 

结论 早期康复训练与心理康复相互配合进行 有利于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身体恢复。 

 
 

PU-1558 

一例格林-巴利综合征综合症患者的康复治疗 

 
何飞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总结康复技术治疗是改善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重要手段。 

方法 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于患病第五天开始运用康复技术治疗，期间每 4 周用徒手肌力（MMT）

法对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进行一次肌力评价,根据进展调整治疗方案。包括早期、中期和后期一对一

的针对性康复治疗,。运用 Barthel 指数评定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康复技术治疗能迅速提高格林-巴利患者肢体的肌力，恢复格林-巴利患者肢体的运动能力，基

本恢复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缩短病程。 

结论 对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运用康复技术治疗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PU-1559 

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能力的影响 

 
于灏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探讨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0 例，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则

配合强化核心肌群稳定性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采用 Berg 量表评定平衡功能、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 8 周后，治疗组 Berg 评分、MBI 评分改善程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结论 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可以改善患者的平衡功能，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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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0 

失语患者的认知训练 

 
许新天保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探讨认知训练对失语的治疗作用。 

方法 22 例脑卒中失语患者分成认知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认知语言综合康复训练和仅接受语言训

练。经过 3 个月的治疗，观察各组语言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认知训练组的认知功能改善较对照组明显(P<0.05);听理解能力、复述能力的改善明显好于对照

组(P<0. 01)。 

结论  认知训练对失语的康复有积极作用.应将其列入失语治疗常规中。 

 
 

PU-1561 

蜡疗对痉挛期脑卒中病人的疗效分析 

 
安雅喆

1
,安雅喆

1
 

1.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2.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观察石蜡疗法(蜡疗)在脑卒中病人痉挛期降低肌张力的疗效。 

方法 37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19 例)用常规康复治疗的方法,治疗组(18 例)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应用石蜡外敷患肢, 比较 2 组疗效。 

结果  2 组瘫痪肢体肌张力较之前均有降低(P<0.05);且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在脑卒中瘫痪肢体常规康复训练前应用蜡疗治疗，能有效地降低偏瘫患者痉挛期的肌张力，改

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加大偏瘫肢体的关节活动度，缓解疼痛，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PU-1562 

调查分析现代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罗玲

1
,罗玲

1
 

1.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2.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的 观察现代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采用随机对照设计方法观察急性脑卒中

偏瘫早期进行运动疗法与作业疗法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将 300 例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两组，早期综合康复组综合运用  BobathBrunnstrom，

PNF 等方法进行综合康复训练，疗程 1 个月;对照组不进行综合康复训练。效果评定采用临床神经功

能缺损程度评分，Fugl 一 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MA)，Barthel 指数(MBD 于初期、末期(1 个月)对

两组患者评定并进行 t 检验。 

结果 治疗后早期综合康复组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10 士 7 明显减少，与对照组 18 士 9 相比，

t=4.07，P<0.001;FMA(72 士 28)，MBI(80 士 24)明显提高，与对照组相比，t 值分别等于 3.99 和

6.5。尸<0.001。 

结论  早期介入康复治疗可明显促进患肢运动功能的康复。 

  
 
 

http://www.51lunwen.com/shenjing/2011/1201/lw201112011611103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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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3 

不同针灸方法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综述 

 
潘化平,侯玉坤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目的 膝骨性关节炎给患者生活上、工作中及社交活动中带来极大的困难，近年来针灸疗法在膝骨性

关节炎治疗中形成许多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本文就膝骨性关节炎针灸治疗方法进行综述。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资料库，检索时间自

2013-2018 年，获取针灸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相关文献综合分析。 

结果 针灸治疗膝骨性关节炎方法各异，但缺乏高质量临床研究文献。 

结论 针灸治疗膝骨性关节炎有一定疗效，方法灵活多样。 

 
 

PU-1564 

心理治疗对脊髓损伤后亚急性期康复的临床观察 

  

目的 观察心理治疗对脊髓损伤后亚急性期康复的疗效。 

方法 将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我科住院的脊髓损伤患者 36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18 例，男 10

例、女 8 例）与对照组（18 例，男 11 例、女 7 例）。对照组常规康复治疗手段，包括运动疗法 bid、

作业疗法 qd、针灸、中医推拿、理疗等治疗技术，连续治疗 3 个月。治疗组在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手

段，加入心理康复治疗技术，即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对人格障碍、心理疾患的治疗，包括对患者所

处环境的改善，周围人(包括医生)语言、行为的影响(如安慰、鼓励、暗示、示范等)，特殊的环境布

置等一切有助于疾患治愈的方法。包括暗示、催眠术、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疗法、支持疗法、行为

矫正、生物反馈、气功、瑜珈、体育运动、音乐、绘画、造型等。根据患者的不同心理阶段的特点，

选择最佳的心理治疗方法，每天一次，每次 45min，连续治疗 3 个月。分别对比治疗 1 月后、2 月

后、3 月后改善情况。 

结果（1）治疗后 2 组各时段运动功能及 ADL 能力较治疗前提高，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1）。（2）治疗组的焦虑及抑郁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心理治疗对脊髓损伤后亚急性期康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中，心理治

疗不容忽视，配合常规的康复治疗手段，患者改善更为明显。 

 
 

PU-1565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运动处方对其步态分析结果的影响研究 

 
王希燕 

山东省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  研究全膝关节置换术后 2 月的运动处方对其步态、足底压力等的影响研究。 

方法 选取我院骨关节全膝关节置换术（单膝）患者 38 名，并且进行长期康复治疗以及随访跟踪，

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 19 名，对照组 19 名。术后早期患者进行常规康复训练：踝泵训练，

每天 500 次左右，股四头肌等长收缩练习≥100 次/天，直腿抬高练习≥100 次/天，坐位伸膝（使用弹

力带或沙袋抗阻）≥100 次/天。屈膝角度 2 月内达到 120°，伸直早期须达到 0°，正常生活 。术后 2

月，实验组：要求患者每日走平路，行走量≥3 公里，游泳训练 20min、功率自行车训练等有氧运动

30min/天。三项运动至少完成两项，如有疼痛，可口服止痛药，并适量减轻运动量，并且正常生活。

对照组：正常生活，维持日常生活所需活动量。一月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进行步态分析仪以及足

底压力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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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一月后步态以

及步行能力均较各自治疗前得到改善，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一月

后实验组步态分析仪以及足底压力测试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 2 月患者进行系统的运动处方疗法对其患肢负重、步态纠正、步行能力都有

很大的锻炼效果以及加速恢复能力的影响。 

 
 

PU-1566 

发散式冲击波与牵伸训练结合足底按摩对足底筋膜炎临床研究 

 
郭浩,陈颖璞,刘晓霞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发散式冲击波与肌肉牵伸训练结合足底按摩筒按摩对足底筋膜炎(PF)的临床疗效研究。 

方法 选取 PF 患者 68 例,随机将其分为治疗 1 组（23 例）、治疗 2 组（22）和对照组(23 例)，对

照组患者给予发散式冲击波治疗,发散式冲击波采用 MP 一 100 冲击波治疗机(瑞士 STORZ 公

司)RSWT，探头选用 C15,治疗频率在 10-15Hz，压力在 1．0～1.2bar 根据患者耐受能力进行调节，

手柄压力适中，患者取仰卧位，将耦合剂涂于小腿与足部，从上向下打击，先打小腿前侧肌群 、 小

腿外侧肌群、 小腿后侧肌群、足底外侧肌群、足底内侧肌群、 足底内中间肌群，每 7d 一次，共治

疗 5 次；治疗 1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肌肉牵伸训练：①腓肠肌拉伸：双脚一前一后  前脚屈膝，后

脚伸直，脚跟踩向地面，身体上半身前倾，后脚的脚尖方向一定要朝前。②胫骨前肌牵拉：上身正

直跪于垫上，踝关节下垫一厚毛巾，臀部贴向脚跟。③跟腱与足弓牵拉运动：面向墙站立，双手按

在墙上，以弓箭步站立，前脚屈膝，后脚伸直，切记脚尖向前，脚跟不可离地，身体向前倾；维持

10 秒，重复动作 10 十次。④足底筋膜与屈肌牵拉运动早上起床后，坐在床边，将手放在前足上，

脚趾伸直，维持 10 秒，放松，重复动作 10 次。治疗 2 组在治疗 1 组基础上行足底按摩筒按摩即①

（Foot Roller Great Toe Stretch）脚趾牵伸：把足底按摩筒放在地面上，裸露你的脚；把你的大脚

趾放在足滚筒上、其余的脚踩在地上。用你的脚施加压力在 FootRoller 伸展你的脚的底部。每天早

中晚各一遍，每遍保持姿势牵伸 3 次，每次 15 秒；②（Fonot Roller Platar Massage）足部按摩：

把足底按摩筒放在地面上，裸露你的脚，脚部加压踩足底按摩筒，缓慢从脚趾滚动到脚跟。重复，

持续 5min。每天早中晚三遍，每遍重复 5 分钟。14 天为一个疗程，共两个疗程。治疗结束后对三

组患者进行治疗前后疼痛（VAS）、踝与后足功能(AOFAS)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 VAS、AOFAS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三组患者 VAS、AOFAS 有明显

改变，治疗 1 组与治疗 2 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且治疗 2 组明显优于治疗 1 组与对照组. 

结论 发散式冲击波与肌肉牵伸训练结合足底按摩筒按摩对足底筋膜炎(PF)的临床疗效确切，副作用

小，值得推广。 

 
 

PU-1567 

中药塌渍联合 Williams 体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影响 

 
宋亚,相洁,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中药塌渍联合 Williams 体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影响。 

方法 选取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保守治疗患者随

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超短波治疗与健康教育，对照组在此基础上

实施中药塌渍。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 Williams 体操。训练 2 周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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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训练两个月，随访 6 个月。治疗结束后对治疗前与治疗后疼痛、生活质量及复发率进行评定。

疼痛采用 VAS、生活质量评价量表 SF-36。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两患者 VAS、SF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SF 均有明

显好转，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复发 8 例，治疗组复发 1 例，治疗组患者其复

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中药塌渍联合 Williams 体操能明显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率，促进其康复，操作简单、副

作用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568 

探讨八段锦锻炼对颈椎病患者的康复影响 

 
刘菁,相洁,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八段锦锻炼对颈椎病患者的康复影响。 

方法 将 30 例 受试者随机分为三组 ，A 组进行八段锦锻炼，B 组进行手法治疗 ，C 组采用药物疗

法；治疗实验为 3 个月，实验前后对受试者颈椎生理曲度进行测定；生理曲度变化采用单侧 t 检验 ，

组间综合疗效比较采用 x 检验 。 

结果 A、B、C 三 组颈椎曲度均有增大 ，增大幅度 A 组(12．85％)大于 B 组(10．97％)，B 组大

于 C 组(8．6O％)，其中 A 组与 B 组比较有显著差异性 (P<0．05)，B 组与 C 组比较差异极具显著

性(P<0．01)；组问疗效比较 ，有效率 A 组 (9O％)要好于 B 组(55％)，B 组要好于 C 组(2O％)，

其中 A 组与 B 组 ，B 组与 C 组比较都有显著差异性(P< 0．05)。 

结论 八段锦锻炼的效果相对手法和药物治疗要更好。 

 
 

PU-1569 

定点旋提手法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孙银娣,曾雪琴 ,王军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定点旋提手法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收住院的符合纳入标准的 64 例神经根型颈椎

病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2 例。对照组给予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基础治疗，主要有超短波

理疗、中药外敷、牵引；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定点旋提手法治疗，旋提手法治疗隔日

1 次，两周为 1 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症状缓解和功能改善情况和患者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基本信息、症状和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一个疗程后 VAS

评分组间比较，观察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疗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

组间比较，观察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定点旋提手法可明显减轻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疼痛症状，提升临床疗效、提高患者满意度，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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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0 

腹式呼吸训练在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期疼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蕊, 相洁,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腹式呼吸训练在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急性期疼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选择我科 18-50 岁之间符合纳入条件的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与

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分别对每组患者入院时及每周练习后的腰部及双下肢活动度与疼痛指数(VAS

评分)进行测试及记录。实验组在常规物理治疗及护理基础上，指导患者每日进行腹式呼吸训练3次，

每次 3 组，每组 10 分钟，每组之间休息一分钟。对照组实施常规物理治疗及护理。比较两组的疼痛

评分指标。并且在患者出院后一月，三月，六月，一年期通过电话回访指导患者坚持每日进行腹式

呼吸训练，（呼吸过程要缓慢柔和，不能急促，不能憋气，避免过度通气造成的头晕）记录两组患

者腰部及双下肢活动范围的变化及疼痛复发的频率，统计其 1 年内因腰部疼痛就医的次数及花费的

医疗费用。 

结果 实验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入院 1 周内从第 4 天开始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1 或 P＜0.05）,以及疼痛持续时间从第 4 天开始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或 P＜0.05），

且患者出院后因腰部疼痛就医的次数减少，因腰部疼痛花费总费用降低，对比结果有显著差异性。 

结论 腹式呼吸训练可作为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急性期疼痛的缓解措施，降低了患者的医疗费用，

缓解了医院住院床位的压力。 

 
 

PU-1571 

反射区按摩联合足浴治疗骨质疏松性足跟痛疗效观察 

 
尹思佳,相洁,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足底反射区复合治疗对改善肾虚型骨质疏松足跟痛的疗效。 

方法 利用双能量 x 线骨密度仪器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引起的足跟痛的患者进行骨密度测定，筛选出

48 例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随机分为三组，反射区按摩组 14 例，足浴组 16 例，复合式治疗组

18 例。三组均予以常规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反射区按摩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足底反射区穴位

刺激；足浴组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补肾活血药物浸泡；复合式治疗组给予足底反射区穴位刺激治疗

后足浴浸泡顺序治疗，2 疗程后，参照 Bathel、VAS 等评分系统进行疗效评价，观察三组临床疗效。 

结果 反射区按摩组有效率 64%，足浴组有效率 81%，复合式治疗组有效率 94%。复合式治疗组疗

效明显优于反射区按摩组（p＜0.05）；复合式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足浴组组（p＜0.05），有统计

学意义；足浴组和反射区按摩组无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将足底反射区穴位刺激及补肾活血药物浸泡相结合，且顺序治疗，可有效治疗肾虚型骨质疏松

引起的足跟痛症状，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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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2 

艾灸与点穴对下肢骨折术后尿潴留的临床效果观察 

 
侯思琦,相洁,孙银娣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艾灸与点穴对骨科术后尿潴留患者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西安市红会医院创伤下肢病区下肢骨折术后尿潴留的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同时给予常规护理与饮水计划，对照组应用常规尿潴留处理方式诱导排尿

术，无效患者进行留置导尿,观察组采用艾灸与点穴，术后 6h 实施，患者取仰卧位，抬高患肢 30cm

屈膝 45°、关闭门窗、调节室温至 24℃-26℃，穴位选取：中极、关元、石门、气海、神阙五穴,采

用温灸法，每穴 5 分钟；点穴：取中极穴，由轻到重；每天 2 次，3 天一个疗程，疗程结束后对两

组患者进行治疗前后自主排尿时间、临床疗效、并发症、满意度对比。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自主排尿时间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自主排尿时间、临床

疗效、并发症的发生率、满意度有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艾灸与点穴治疗下肢骨折术后尿潴留的效果显著，其治疗过程操作简便、安全、副作用小、易

于患者接受。 

 
 

PU-1573 

针刺配合牵引治疗颈椎病的效果评价 

 
张平

1
,黄英

2
 

1.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2.泰山医学院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目的 研究牵引配合针灸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性,为病人进一步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颈椎病的患者共 40 例。 将 40 例

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针刺配合牵引组和单独针刺组，每组各 20 例。单独针刺组仅给予颈椎针灸针刺

治疗，而针刺配合牵引组除给予牵引后针灸颈椎相应穴位，观察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针刺配合牵引组 20 例患者中有 15 例治疗有效，5 例治疗没有效果。总有效率达 75%；而单

独针刺组 20 例患者中治疗有效 6 例，14 例疗没有效果。总有效率为 30%。两组治疗次数经配对 t

检验统计,t＝ 7.505，p＝0.652，P>0.05，无显著性差异；经年龄配对 t 检验统计,两者 t＝ 5.799，

p＝0.822，p＞0.05，无显著性差异；有效率经 χ2检验，χ2 =0.04，t＝ P<0.05，两者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针刺配合牵引组的治疗效果明显比单独针刺组的治疗效果显著，提示针刺配合牵引是治疗颈椎

病的有效方法。 

 
 

PU-1574 

悬吊训练对早期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影响——病例报道 

 
汤莉,李艳,程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目的 上肢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后遗症之一。加大肩关节的活动度，对改善患者的上肢功能障碍有

一定帮助。悬吊训练是运用悬吊训练装置结合神经肌肉激活技术、骨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等，

进行主动、被动或助力治疗和康复训练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将悬吊训练运用于早期脑卒中患者，

观察其对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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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者接受常规康复训练加 10min 的上肢悬吊训练，共 10 次。在第一次接受悬吊训练前 A、第

一次接受悬吊训练后即刻 B 和第 10 次接受悬吊训练后 C，分别对患者的肩关节主动活动度和

Fugl-Meyer 上肢评分进行评估。 

结果 结果显示，悬吊训练后肩关节主动活动度和 Fugl-Meyer 上肢评分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悬吊训练可能对早期卒中患者上肢功能障碍有改善。 

 
 

PU-1575 

针刺联合丹芪合剂椎旁注射治疗腰椎管狭窄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林进财,何剑全,陈健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厦门中山医院),福建省,厦门市 

 

目的 本课题应用单纯针刺与针刺联合丹芪合剂椎旁注射治疗腰椎管狭窄症，通过客观评价单纯针刺

与针刺联合丹芪合剂椎旁注射治疗腰椎管狭窄症的临床疗效，旨在为临床上治疗腰椎管狭窄症提供

新思路，优化治疗方案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符合要求的腰椎管狭窄症患者 70 例，按照就诊的先后

顺序，采用随机数字表的方法按 1﹕1 的比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病例数(n=35)。观察期

间，对照组予单纯针刺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予丹芪合剂椎旁注射治疗。观察记录两

组治疗前、治疗 2 周后的临床症状与体征，分别记录两组腰椎后伸角度、JOA 下腰痛评分、VAS 疼

痛评分、无痛行走距离评分，进行临床疗效评定及安全性观察，治疗结束后 3 个月进行随访，观察

记录各组远期疗效，并应用统计学处理分析数据。 

结果 1.两组治疗前后腰椎后伸角度测量值的变化：治疗 2 周后两组腰椎后伸角度均大于治疗前；且

治疗 2 周后观察组腰椎后伸角度大于对照组。2.JOA 下腰痛评分：治疗 2 周后两组 JOA 下腰痛评分

均高于治疗前；且治疗 2 周后观察组 JOA 下腰痛评分优于对照组。3.VAS 评分：治疗 2 周后两组

VAS 评分低于治疗前，且治疗 2 周后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4.两组治疗前后无痛行走距离评分：

治疗 2 周后两组评分均高于治疗前，且治疗 2 周后观察组评分均优于对照组。5.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治疗 2 周后，治疗 2 周后观察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治疗 2 周后两组临床疗效均优于治疗前，治

疗结束后 3 个月进行远期疗效随访，观察组远期疗效优于对照组；对照组远期疗效低于治疗 2 周后

的临床疗效，观察组远期疗效与治疗 2 周后的临床疗效相当。 

结论 针刺联合丹芪合剂椎旁注射治疗腰椎管狭窄症，安全可靠且临床疗效优于单纯针刺的常规治疗

组，远期疗效更稳定。 

 
 

PU-1576 

多波段光疗对一例高龄糖尿病足术后伤口 

 
尹凯月,任国伟,胡文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多波段光疗对糖尿病患者伤口愈合的促进作用。 

方法 予以创面定时更换敷料；改善微循环、促进创面组织愈合等药物治疗；测血糖并适时调整胰岛

素用量控制血糖。多波段光疗，观察创面愈合情况。 

结果 患者伤口干燥缩小并结痂，活动无渗出。 

结论 糖尿病足及糖尿病患者伤口在较好控制血糖、药物抗感染，引流更换敷料及时，配合物理因子

治疗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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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7 

基于核心稳定性训练的医疗保健操对神经型颈椎病康复的影响 

 
焦淼, 孙银娣, 刘娜, 相洁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医疗保健操健康教育对神经根型颈椎病康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2 月 80 例在我院保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治疗组。对照组 40 例采用中频、干扰电、牵引、手法等常规物理治疗；治疗组 40 例采用与对照

组相同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增加强化颈椎医疗保健操健康教育，从入院第 3 天开始实施健康教育，逐

步增加保健操难度及治疗时间，主要从关节肌肉延展性训练到肌肉力量训练，再增加核心稳定性训

练，循序渐进。采用颈椎 ROM、VAS、颈椎病症状量表 20 分法于治疗前、治疗后 1 周、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1 月、治疗后 3 月、治疗后 6 月进行量化评分。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 6 个月的复发

率。 

结果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治疗前、治疗后 1 周、治疗后 2 周两组对比无显著性差异，

治疗后 1 月两组对比医疗保健对颈椎康复有显著的效果，保健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

后 3 月及治疗后 6 月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且远期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

治疗后 6 个月的复发率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颈椎病的发病与患者姿势及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医疗保健操能有力促进脊柱的正常生物力学

功能、增强脊柱的稳定性，巩固治疗和预防颈椎病的复发，取得有效康复效果的持久性，是一种良

好的颈椎病康复方法，在临床中应大力推广。 

 
 

PU-1578 

发散式体外冲击波联合肌筋膜触发点治疗膝骨性 

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孙银娣, 曾雪琴 , 潘小妮, 何佳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发散式体外冲击波联合肌筋膜触发点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以―膝骨性关节炎‖为诊断在西安市红会医院

中医骨科住院治疗的 9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给予膝骨性关节炎的常

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根据肌筋膜触发点理论的疼痛模式，采用发散式体外冲击波

对膝骨性关节炎相关肌肉疼痛触发点进行治疗，常用相关肌肉包括：股外侧肌、股中间肌、股内侧

肌、股直肌、缝匠肌、腘肌、腘绳肌、内收长肌、内收短肌等。冲击波治疗 3-5 天一次，三周为一

个疗程。治疗结束后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采用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HSS)对患者的膝关节

功能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一个疗程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8%，高于对照组的 7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H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两组患者 HSS 评分均有所改善(P＜0.05)，且治疗组治疗后 HSS 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改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发散式体外冲击波疗法结合肌筋膜触发点理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临床疗效显著、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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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9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术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探讨 

 
孙银娣,曾雪琴 , 潘小妮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FTS）理念在腰椎间盘突出症行手术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住西安西市红会医院，以―腰椎间盘突出症‖为诊断，行

切开单纯间盘摘除手术治疗的患者 35 例为对照组，以 2017 年 5 月至 10 月行同样手术的 35 例患者

为治疗组。给予对照组患者传统的围手术期护理和治疗，包括常规的入院宣教、术前准备、术后观

察及护理，术后卧床休息 7-10 后开始下床活动；治疗组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指导下行围手术期护理

和治疗，主要包括术前个性化的宣教及全面的术前准备，术后全面观察、评估及指导患者早期康复

训练，早期康复训练在术后 6 小时开始，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比较两组患者

术后住院时间、临床疗效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治疗组患者治疗优良率（92.96%）

明显高于对照组（78.12%），治疗组患者的出院满意度（98.92%）明显高于对照组（76.41%），

所有数据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快速康复外科（FTS）理念指导下进行围手术期临床处理有助于缩短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

的住院时间，提高临床疗效和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应用。 

 
 

PU-1580 

力线纠正法在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孙银娣,曾雪琴 , 潘小妮, 樊晓晨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分析和探讨重力线调整对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以膝关节功能障碍为诊断，收住西安西市红会医院中医骨

科的患者 8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用膝关节功能障碍的常规

治疗（理疗、手法治疗、健康宣教等）；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力线调整，包括：纠正

局部软组织不平衡，恢复伸膝装置力量；纠正下肢力线不良；膝关节周围肌肉训练（腘绳肌、髂胫

束、缝匠肌、股四头肌）；附属装置的训练（踝泵动作练习、后抬腿练习、提踵练习）；平衡及步

态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步态训练）。治疗 2 周为一个疗程，连续治疗两个疗程。出院后对照组进

入正常生活，治疗组进入正常生活并继续进行全面训练，两组患者均两周电话随访一次，入组满 2

个月后来院复查。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4 周、入组满 2 个月的 AKS 评分，采

用 t 检验统计分析所得数据。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基本信息及 AK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 4 周、入组满 2 个月的 AKS 评分有所改善，各项指标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力线纠正疗法在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康复中的疗效显著，可明显加快膝关节功能障碍的康复时

间，出院后长期坚持康复训练可以提高远期疗效。其临床疗效确切、治疗全面，可减轻患者经济负

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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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针疗法联合运动想象对急性期脑梗塞患者上肢功能 

障碍的疗效观察 

 
张艳春 

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北省,沧州市 

 

目的 探讨氧针疗法结合运动想象对急性期脑梗塞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疗效的影响。 

方法 将 80 例脑梗塞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运动想象组（单纯采用运动想象治疗）和联合治疗组

（采用运动想象联合氧针疗法），每组 40 例，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简化 Fugl-Meyer

上肢评分法评定上肢运动功能，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量表评定日常生活活动（ADL）能力。 

结果 治疗 4 周后，2 组简化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分、MBI 指数均较治疗前改善(运动想象组为

P<0.05；联合治疗组为 P<0.01)；而且联合治疗组各项评定指标改善较运动想象组更为明显，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氧针疗法结合运动想象能较好地改善急性期脑梗塞患者的上肢功能障碍，治疗作用优于单一的

运动想象疗法。 

  
 

PU-1582 

评价肌内效贴贴扎治疗对脑卒中后下肢功能的影响 

 
郝秀媛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山西省,大同市 

 

目的 评估肌内效贴贴扎法对脑卒中后下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62 例脑卒中伴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分组对比法，对照组给予传统

的综合康复训练疗法，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联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比较两组下肢功能改善、生活自

理能力评分情况。 

结果 研究组 BI、FMA 评分改善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对比差异显著。研究组生存质量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常规训练方法结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能进一步提升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运动能力，改善生存质

量，值得推广。 

 
 

PU-1583 

针灸治疗中风后肌痉挛的临床研究进展 

 
李德岩 

安徽省皖南康复医院 

 

中医学认为脑卒中所引起的痉挛状态是由于阴阳脉气失调，而出现肢体阴、阳侧或拘急或弛缓

的不平衡。《难经·二十九难》：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难经·二十五难》

日：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脑卒中给社会、家庭和患者所造成的伤害和

负担是痛苦而巨大的，因此积极采取各种方法防治本病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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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肌肉刺激仪联合蜡疗治疗梨状肌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宁丽萍,丁欣利,范晓华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梨状肌综合征是因充血、水肿、肥厚、变性、挛缩的梨状肌压迫坐骨神经、血管等，导致局部

循环障所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主要表现为臀部酸胀、疼痛，伴大腿后外侧或小腿后外侧放射性疼痛，

甚至活动受限等的临床综合征。本文主要通过观察深层肌肉刺激仪（DMS）联合蜡疗的治疗方式对

梨状肌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探讨此种康复治疗手段的价值。 

方法   选取 12 例符合诊断的梨状肌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12 例）和对照组（12 例）。两

组均接受常规针灸治疗、营养神经药物穴位注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层肌肉刺激仪结合

蜡疗治疗。每项治疗，每天 1 次，每周连续 5 天、休息 2 天。评估指标包括治疗前、治疗后 2 周、

4 周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VAS)。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VAS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观察组及对照组治疗后 2

周、4周的VAS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观察组治疗后2周、4周的 VAS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结论   深层肌肉刺激仪具有缓解肌肉痉挛、镇痛等作用，蜡疗具有改善循环、促进代谢产物排出等

作用。通过临床实践证明，深层肌肉刺激仪联合蜡疗可较好的改善梨状肌综合征的临床症状，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 

 
 

PU-1585 

四缝穴刺血治疗急性胃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江春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四缝穴刺血治疗急性胃痉挛的临床疗效，探讨应用四缝穴刺血治疗

急性胃痉挛解除患者病痛的治疗价值。 

方法 选择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61 例急性胃痉挛患者为观察对象，

均符合实用内科学急性胃痉挛诊断标准，经 B 超、腹部 CI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排除有出血倾向或

血液病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纳入标准 61 例急性胃痉挛患者分为治疗组（n=31）及对照

组（n=30）。两组患者均给予解痉药物和进行健康教育常规治疗，匹维溴铵（得舒特）50mg，每

日 3 次，进餐时服。健康教育：①急性发作时应卧床休息，腹痛时可热敷胃部胃部以缓解胃痉挛，

通过深呼吸和听音乐减轻焦虑情绪；②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忌烟酒、辛辣、生冷硬等刺激性食物，

选用易消化、含足够热量、蛋白质和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定时进食，勿暴饮暴食，避免服用对胃粘

膜刺激性药物；③日常保持乐观情绪，生活要规律，注意劳逸结合及保暖。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四缝穴刺血治疗。取穴：仰掌伸指，第 2、3、4、5 手指掌面近端指间关节横纹中点取之。消毒：

穴位用安尔碘消毒。针具：血糖针。操作：医者戴无菌手套，用安尔碘消毒后，押手扶住手指，刺

手用血糖针快速点刺。刺后每穴用双手挤出穴中血液和淋巴液，用无菌纱布擦拭，挤净为宜，治疗

后，穴位处用安尔碘消毒，胶布封贴，局部禁水 4h，第二次治疗避开前一针眼。每 3d 治疗一次，

6d 为一个疗程。治疗过程中监测症状缓解情况，治疗 2 疗程后对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组 31 例中临床治愈 18 例，好转 12 例，总有效率为 96.77%，高于对照组的 83.33%；

治疗组腹胀、腹痛、返酸、恶心呕吐等临床症状平均缓解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 

结论  在常规口服解痉药物和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应用四缝穴刺血治疗急性胃痉挛能明显提高临床疗

效，且见效快，操作简便，无副作用，治疗费用少，适应于各类医院应用，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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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时取穴结合现代康复技术在改善脑卒中后肌 

痉挛状态的疗效观察 

 
朱瑞生,杨阳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择时取穴针刺法结合现代康复技术在改善脑卒中后肌肉痉挛的治疗效果。 

方法 观察组采用择时针灸疗法加康复训练，对照组采用单纯康复训练方法。治疗 4 周后进行观察对

比。 

1 择时针灸疗法 取穴：以阳明经穴为主。根据病情，酌情选取患侧肢体尺泽、二间、三间、足三里、

阳陵泉、解溪、申脉、丘墟等腧穴，得气后采用平补平泻手法捻转 1～3 min，弱刺激，留针 30min。

留针期间行针刺手法 2~3 次，选取一日阳明经最盛时的上午 8 时为针刺时间。观察组为每日 1 次，

每周 6 次，4 周为 1 个疗程。 

2 康复训练 包括运动疗法及物理因子治疗。运动疗法包括良肢位的摆放、抗痉挛模式训练、关节活

动度的保持以及痉挛肌肉的静态牵张等，通过易化训练，诱发分离运动模式，建立正常运动模式[5]。

物理因子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冷疗、热疗[6]。训练时间 40min，2 次/日，训练 4 周。 

结果 治疗前两组痉挛程度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4 周后两组痉挛等级与治疗前相比均有

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患侧上下肢肌张力改善程度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

优于对照组(见表 1、2)。 

结论 大量的临床数据及理论研究表明早期介入康复治疗可有效地防止废用综合征的产生，避免肢体

痉挛及非麻痹侧的肌萎缩，使患者的肢体运动尽可能达到协调和自然，提高生活自理程度。中医传

统针刺技术具有改善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功能和运动神经元兴奋性增高的作用[7]。在大鼠人工造成偏

瘫后，按穴位进行针灸治疗，在后期发现鼠脑内神经突触数增多，功能增强[8]。 

本研究主要通过针刺阳明经穴来调动身体气血功能。《黄帝内经》中认为一日的十二时与经络密切

相关，十二经气血流注配合一天中十二个时辰。在阳明经的主时（5-9 时）施以相应的针法，可以

起到灌其中土、营养四肢、补其阴阳、疏通经脉、行气活血之功效，从而达到重建―宗筋主束骨而利

机关‖之功能。许多现代研究也表明独取阳明经穴并择时针刺对脑卒中后偏瘫功能的恢复会达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9] [10]。 

 
 

PU-1587 

病毒性脑炎后吞咽困难患儿早期康复疗效观察 

 
王花敏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康复治疗对脑炎后吞咽困难的临床疗效。 

方法 78 例病毒性脑炎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进行早期康复训练，口腔动作训练，呼

吸训练，进食训练和冷刺激等，治疗组经治疗后，基本痊愈 18 例，有效 19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

率 94.9%.对照组经治疗后基本痊愈 13 例，有效 16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 74%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吞咽困难改善比较。治疗组经治疗后，基本痊愈 18 例，有效 19 例，无效 2 例，

总有效率 94.9%；对照组经治疗后，基本痊愈 13 例，有效 16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 74% 

结论 结论：药物结合康复训练，可明显改善病毒性脑炎患儿吞咽困难的程度，可缩短鼻饲时间；使

患儿的康复治疗顺利进行，提高了机体抵抗能力，也使家长有信心更好地投入到治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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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势管理结合认知训练对发育迟滞患儿的运动影响 

 
刘月余,胡继红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姿势管理结合认知训练对发育迟滞患儿的大运动和适应性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进行康复治疗的 124 例发育迟滞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二

组，评定工具为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PDMS-2）和格塞尔（Gesell）发育量表测试适应性发育

商和大运动发育商。对照组予以早期认知干预，改善适应性和大运动功能；观察组予以姿势管理结

合认知训练改善适应性和大运动功能。干预 3 个月后复查前 3 个项目观察效果。 

结果 二种干预方法均能增进发育迟滞患儿适应性和大运动功能，但观察组效果更明显，尤其大运动

提高显著，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训练后对照组大运动和适应性增加值平均分别为 1.93±8.36

和 9.24±11.82 分，而观察组的以上二者平均分别为 21.04±13.20 分和 13.72±14.43，P<0.01。大运

动与适应性发育商呈正相关性。二种方法对适应性的改善差距不大，对大运动的影响差距较大，观

察组的大运动改善明显。 

结论 姿势管理结合认知训练更能改善发育迟滞患儿的大运动和适应性功能，尤其是大运动更显著。 

 
 

PU-1589 

镜像疗法结合患侧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恢复期患者腕背伸

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解希曦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镜像疗法结合患侧功能性电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恢复期患者腕背伸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我科脑卒中偏瘫恢复期患者 3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两组，治疗组 15 例及对照组 15 例。治疗组给予镜像疗法同时将电极片粘贴于患侧前臂伸肌群给予

电刺激，对照组给予镜像疗法同时将电极片粘贴于患侧前臂伸肌群不给予电刺激，治疗 3 周后分别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运动功能 Fugl-Meyer 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Barthel 指数的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手功能 FMA 评分（1.29±0.95）分，BI评分（49.75±10.94）分；对照组手功能

FMA 评分（1.33±0.82）分，BI评分（47.05±10.18）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3 周后治疗组病人手功能 FMA 评分（6.18±1.93）分，BI评分（80.75±3.78）分；对照组病人

手功能 FMA 评分（4.17±2.86）分，BI评分（67.25±6.34）分；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3 周后治疗组

手功能 FMA 评分和 BI评分均提高（P>0.05），且治疗组手功能 FMA 评分和 BI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镜像疗法结合患侧功能性电刺激可提高脑卒中偏瘫恢复期患者腕背伸功能，进而提高患者上肢

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适合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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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短波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治疗产后堵奶的临床效果研究 

 
雷映霞 

武汉市第六医院 

 

目的 观察超短波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治疗产后堵奶的疗效。 

方法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我科就诊的产后堵奶的患者 36 例，按照就诊先后顺序随机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8 例。两组均给予超短波治疗。使用 DL-C-C 超短波电疗机进行治疗，除去患者

身上金属物，患者仰卧， 选用大号电极，电极板上下对置，一个放在患侧乳房对应的胸背部，另一

个放在患侧乳房上，电极板与治疗部位之间垫 3-5 厘米厚的衬垫。频率为 3-30MHZ，输出功率为

300W，微热量，15min/次，一天一次，视病情治疗 3-6 天。实验组在超短波治疗后，再给予肌内效

贴扎技术。采用 Kindmax 肌内效贴布，贴扎方式：患者取仰卧位，酒精擦拭后，量患侧乳晕至乳房

边缘的距离，剪取相同长度的贴布，共 5 条，每条剪成爪型（5 个分支），将贴布各末端剪成圆弧

形，锚位于乳晕与皮肤交界处，尾向乳房边缘的方向延长，采用无拉力，五条围绕乳晕和皮肤交界

处成放射状分布在乳房上。每持续贴扎 2 天后，去除贴布休息 1 天，视病情是否需要再次贴扎。两

组在治疗前与治疗 3 天后观察 VAS 疼痛评估量表、局部症状及 B 超结果。 

结果 实验组超短波治疗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的 18 例产妇中， VAS 评分 18 例均明显降低，局部肿

胀有16例消失及2例明显减轻，B超结果显示肿块有15例消失及3例明显减小，总有效率为100%。

对照组 VAS 评分 15 例明显降低，局部肿胀有 13 例消失及 2 例减轻，B 超结果显示肿块有 12 例消

失及 3 例明显减小，总有效率为 83.3%。两组比较 P<0.05，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论 超短波促进深部组织血液和淋巴循环、消炎，肌内效贴扎技术利用爪型贴布的分叉尾端向锚点

产生持续的回缩力，产生引流的作用，同时贴布的回缩力增加了皮肤与皮下组织的间隙，加速了血

液循环，从而促进乳汁排除。因此，对于产后堵奶在超短波治疗的基础上加上肌内效贴扎技术，加

强了治疗效果。 

 
 

PU-1591 

个体装配上肢假肢后的功能状况研究 

 
冯丹玲,陈越,周贤丽,李磊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上肢假肢装配后的使用效果以及针对个体假肢功能训练后的功能状况调查。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是针对西南医院康复科假肢矫形中心的 26 例单侧上肢假肢装配患者，研究中将

实验对象随机分为 A、B 两组，A 组（n=13）装配假肢后只进行连续 10 次的常规假肢使用训练，B

组（n=13）装配假肢后进行连续 10 次的个体假肢功能性训练。两组对象在假肢装配后一个月进行

门诊随访并采用问卷调查与功能评估量表相结合的方式采集数据。问卷部分包含 40 个项目，重点关

注个体假肢的使用及装配后的功能训练调查，主要涵盖人口统计学、假肢使用与训练和假肢功能能

力等三方面。功能评估量表部分包含上肢功能失能评估量表（Modified Disabilities of the Arm, 

Shoulder and Hand，DASH）、自我效能量表和日常生活能力评估量表（包含 ADL 及 IADL 两部分）。

最后将两组对象的问卷与评估量表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比两组患者的假肢功能状况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 

结果 通过对数据统计分析得出，A、B 两组在上肢功能失能评估量表的总体得分上不存在明显差异

（P>0.05），但是在该量表的部分项目对比中具有统计学差异，B 组在工作和娱乐休闲活动两大项

目类别中功能性明显强于 A 组（P<0.05）。另外，两组的自我效能评估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而在日

常生活能力的对比中，B 组在家务活动这一项中明显优于 A 组（P<0.05），但在一些单手可操作完

成或依赖双手协调才能完成的项目中，两组无明显差异，例如，穿衣，进食，洗澡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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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研究结果中发现，单侧上肢假肢的功能性训练可改善患者的部分上肢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

但对于他们的整体功能表现及自我效能的提升并不明显，导致这一实验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是本次研究的样本量太少，二是未按照截肢部位进行分类对照，从而使得个体的初始功能表现差

异较大，影响到最后对比结果。参考上述结论，未来的假肢功能性训练可做适当调整，首先，训练

设定的重点可向患者的特殊功能需求靠近，其次，结合患者的实际生活环境给予有效可及的训练方

法。对于以后的研究方向，可从提高假肢功能性训练技巧的有效性着手，探索更精准高效的训练方

法。 

 
 

PU-1592 

定制矫形鞋垫在糖尿病足防治中的疗效观察 

 
李磊,武继祥,陈东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定制鞋垫应用于糖尿病患者后，对预防其发生足底溃疡的作用，探讨对降低截肢风险的意

义。 

方法 通过对内分泌科和康复科就诊的 II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筛选，选取 126 例患者，均给予静态足

底压力测试与动态足底压力检测，其中 64 例配置定制矫形鞋垫的患者为实验组，另外 62 例不愿意

定制矫形鞋垫的患者为对照组，两组均采取常规降血糖治疗，合理饮食适当运动。试验组根据足底

压力检测数据，定制个性化鞋垫以分散足底压力分布，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不采取任何足底压力

改善方案。对两组患者进行 12 个月的随访（若截肢则提前结束随访），观察两组患者中足底溃疡的

发生情况与截肢的发生情况。 

结果 对照组患者 M3 、M4、M5 区域压力与治疗组相比有所增加，而 M1、M2 、T1、H 区域的压

力低于治疗组，对照组患者发生足溃疡为 43%，试验组患者为 12.4%，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糖尿病足溃疡的发生机理中，足底压力增高是引起足溃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对于糖尿病合并

神经病变和有足部畸形的患者，早期对患者足底压力水平进行客观的评价非常重要，分散足底的压

力，可有效减少糖尿病患者截肢的发生。足部定制型鞋垫能使糖尿病神经病变患者足底高压力区的

压力降低 30%以上，从而降低足溃疡发生的风险，且使足底压力重新分布；而原高压力区周围组织

的压力并不会增加，即使用足垫系统以后，足底高压力区域周围区域压力性溃疡的风险不会增大。

对于早期存在足部畸形的患者可运用足部鞋垫，防患于未然，可大大降低糖尿病足的发生率。 

 
 

PU-1593 

皮质重塑法在脑卒中后慢性肩痛中应用的疗效观察 

 
管亚亚,周贤丽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皮质重塑法对脑卒中后慢性肩痛的疗效。 

方法 将我院康复科 2018 年 1 月到 3 月收治的偏瘫病人，伴有严重肩痛，疼痛时间大于等于一个月

的 2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10)和对照组(n=10)。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的康复治疗,包括物理因

子治疗和上肢运动疗法，每日一次。观察组患者在此治疗基础上还接受皮质重塑法治疗，包括点定

位训练（用钝性物理触碰肩部任意位置，让患者在闭眼情况下定位出触碰点）、两点辨别觉训练（用

游标卡的一脚或两脚同时在肩部任意位置刺激，让患者在闭眼情况下辨别是一点或两点）、左右辨

别觉训练（用拍着肩部不同角度的左右不同的照片让患者区分是左还是右）、运动想象疗法（虚拟

情景互动训练系统）、镜像疗法（利用镜箱，健侧运动，患者注视镜片内的健手想象患手运动）逐

一进行，所有训练项目正确率达 80%再进入下一项训练，每次训练 30 分钟，每日训练一次。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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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周期均为 8 周。在治疗前、治疗 8 周后采用肩关节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Barthel 指数

量表、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测评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肩关节安静和运动时疼痛 VAS 评分、Barthel 指数量表评分、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测评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皮质重塑法可显著缓解偏瘫慢性肩痛患者的疼痛,并能提高偏瘫慢性肩痛患者上肢的运动功能

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1594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治疗网球肘疗效观察 

 
洪传盛,周贤丽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对网球肘患者的疼痛程度、腕伸肌群肌力的影响。 

方法 将门诊 20 例网球肘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10 例）和对照组（10 例）。两组均给

予常规的康复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辅以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两组均于治疗前、治疗 1 周

后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HOGGAN 测量法分别评估其疼痛程度、腕伸肌群肌力。 

结果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疼痛程度、腕伸肌群肌力有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患者疼痛程度、

腕伸肌群肌力有明显改善（P＜0.05）；组间比较发现，实验组患者疼痛程度、腕伸肌群肌力的改善

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Mulligan 动态关节松动术能更好的改善网球肘患者的疼痛程度、腕伸肌群肌力。 

 
 

PU-1595 

悬吊运动疗法对痉挛型偏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谢层层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悬吊运动疗法对痉挛型偏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3月-2017 年12月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科收治脑性瘫痪分型中的痉挛型偏

瘫患儿 40 例，将年龄在 3-14 岁痉挛型偏瘫患儿 40 例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n=20 例）及对照组

（n=20 例）。诊断均符合 2014 年第六届全国儿童康复、第十三届全国小儿脑瘫学术研讨会制定的

诊断及分型标准。入选标准：①患儿年龄在 3-14 岁之间；②患儿监护人和患儿对该训练方法知情并

同意配合治疗 3 个月时间，中途不得随意停止训练计划；③患儿智力及认知较好且能够积极主动配

合治疗师完成康复评估及康复训练；④未有严重癫痫和其他心肺功能及慢性疾病等；⑤排除有遗传

代谢性疾病造成的运动障碍；⑥不排斥悬吊运动疗法训练的脑瘫患儿。将入选标准的 40 例患儿随机

分成两组：两组在性别、年龄、病情程度等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及观

察组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治疗，对照组采用以 Bobath 疗法、Vojta 疗法、Rood 技术为主的神经肌

肉促通技术，观察组则是在对照组的常规康复训练治疗基础上每日进行悬吊运动治疗 2 次，每次 30

分钟，两组治疗时间均为 3 个月。悬吊运动疗法最主要训练的就是进行核心肌力训练、稳定性功能

训练、患侧肢体肌肉放松、降低患侧肢体肌张力和缓解痉挛状态、肌力、耐力及协调训练、本体感

觉训练、感觉统合训练、运动控制及支配能力训练、纠正异常姿势等。两组患儿分别于治疗前后均

采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88）进行评估。评估人员完全熟练运用该量表，必须严格按照量表

评估标准执行。 

结果 治疗时间结束后，两组患儿粗大运动功能评分均有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观察组较对照组分值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悬吊运动疗法对痉挛型偏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康复治疗有较显著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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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6 

电动起立床对早期偏瘫患者站立平衡的效果分析 

 
徐华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脑卒中偏瘫患者由于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导致患者的姿势控制能力下降，从而影响运动功能，

是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一种表现。早期患者多处于软瘫期，主要表现为瘫痪侧

肢体功能减弱或丧失，主动运动不足及肌张力异常而长期卧床，从而引起全身肌肉萎缩，关节僵硬

等多种并发症，患者不能维持坐位平衡和站立平衡，影响患者正常的日常生活能力。所以重新获得

平衡能力是康复训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提高发病初期患侧的肌肉张力，增加姿势的控制，重

新获得平衡能力，电动起立床能维持早期偏瘫患者的早期站立，增加偏瘫侧肢体的本体感觉和建立

患者的站立感觉，并防止长期卧床导致的各种并发症。此文旨在研究采取常规的康复训练结合电动

起立床用于早期脑卒中患者的站立平衡训练。 

方法 选择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 2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个 10 例；对照组进行每天两次的

常规康复训练不给予电动起立床站立训练，维持 3 个月（12 周）。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每日

两次电动起立床站立训练，其余均一致，用观察法，量表法（Berg 平衡量表测试）等进行首次评定

及每个月末的一次评定并记录，共 4 次。 

结果 治疗 2 个月及 10 周后实验组站立平衡功能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对比结果具有差异显

著性。 

结论 电动起立床结合康复训练对早期偏瘫患者平衡功能的训练是具有一定的效果的，因为电动起立

床治疗可以提高发病初期患侧肌肉张力，增加姿势控制，重新获得平衡能力，促使患者尽早站立，

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功能，预防骨质疏松等并发症。电动起立床作为一个简单的

辅助站立工具，完全可以结合康复治疗技术运用于早期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使用，并且适用范围广

阔，效果显著。 

 
 

PU-1597 

电针结合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 

半脱位临床疗效观察 

 
徐尧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电针结合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将 30 例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及

损伤部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15 例采取常规治疗及康复训练。治疗组 15 例

在此基础上给予电针及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电针：选取患侧肩髃、肩井、肩髎、曲垣、肩贞、

曲池、外关及合谷等腧穴。针刺得气后，接通华佗牌 SDZ-Ⅱ型电子针疗仪，采用疏波，频率 2Hz，

每日治疗 1 次，每次治疗 20min。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在治疗前患者取坐位，放置电极于患肢

三角肌外侧部、胸大肌锁骨部位以及冈下肌体表，电流强度以患肩出现耸肩动作且能耐受的最大强

度为宜，每日治疗 1 次，每次 15min。2 组均 6d 为 1 个疗程，4 个疗程后对 2 组患者进行双盲临床

评估包括治疗前后肩峰与肱骨头间隙变化情况，上肢 Fugl-Meyer（FMA）评分。 

结果 治疗 4 个疗程后 2 组治疗后肩峰与肱骨头间隙均较本组治疗前缩小(P＜0.05)，且治疗组缩小

更明显(P＜0.05)。2 组 Fugl-Meyer（FMA）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 FMA 评

分优于对照组。 

结论 电针结合肌电生物反馈疗法可有效缩小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肩峰与肱骨头间隙，使肩关

节半脱位复位率更高，功能改善更明显，降低致残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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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8 

上肢机器人训练联合作业疗法对改善脑卒中后偏瘫肩痛 

及上肢功能的作用 

 
孔渝菡,詹菁,孟桂宇,熊攀,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上肢机器人训练联合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偏瘫肩痛及上肢运动功能的作用。 

方法 选取符合入组条件的脑卒中恢复期偏瘫上肢功能障碍合并肩痛的患者 36 名，使用随机数字法

将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8 名。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采用普通作业治

疗，试验组在普通作业治疗基础上增加上肢康复机器人辅助虚拟游戏训练。两组患者进行作业治疗

或上肢机器人训练每天 1 次, 每次 30 分钟，每周 5 次，共治疗 4 周。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4 周均进行偏瘫肩部疼痛评定及上肢功能评估,其中包括视觉模拟评分（VAS），肩关节

半脱位评分（AHI），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定（FMA-UE）, 手

臂运动功能评测（AMAT），九孔柱测试（9-hole Peg Test）。 

结果 1、偏瘫肩痛的观察：试验组患者 VAS、AHI、MAS 评分在治疗前及治疗 2 周时与对照组相比

无明显差异；治疗 4 周后，试验组患者 VAS、AHI及 MAS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改善（P＜0.05），其

中 AHI改善显著（P ＜ 0.01）。2、偏瘫上肢功能观察：试验组患者 AMAT 评分在治疗后 2 周、4

周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P＜0.05），FMA-UE、九孔柱测试在治疗后 2 周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在治疗后 4 周较对照组明显改善（P＜0.05）。 

结论 1.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作业疗法可较好改善脑卒中后偏瘫肩部疼痛问题。2.上肢康复机器人和

作业疗法叠加训练对改善偏瘫肢体运动功能的疗效优于常规作业治疗, AMAT 测试的结果提示联合

疗法对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可能存在远期疗效。3.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作业治疗对改善患者上肢

精细协调活动能力效果优于单纯作业治疗。 

 
 

PU-1599 

等速肌力训练对交叉韧带损伤后膝关节稳定性恢复的临床研究 

 
裴强,王朝阳,张京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研究等速肌力训练对交叉韧带损伤患者膝关节稳定性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交叉韧带损伤患者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 30 例，男性 21 例，女性 9 例，年龄

(27.66±7.51)岁，病程( 26.07±4.58 )天；对照组 30 例，男性 28 例，女性 2 例，年龄(24.67±9.12 )

岁，病程 (25.33±6.76)天。 所有患者均接受综合康复治疗：包括运动治疗（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

肌耐力训练、步行训练）、物理因子治疗（声、电、光、磁、热、压力等疗法）、支具应用，治疗

组同时接受等速肌力训练治疗。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2 个月对患者进行膝关节屈伸肌肌力比值 

（hamstrings/quadriceps，H/Q）、股四头肌及腘绳肌峰力矩 (peak torque，PT， 单位：N·M）、

股四头肌峰力矩与体重比（peak torque/body weight，PT/BW，单位：N·M/kg）、腘绳肌峰力矩与

体重比（peak torque/body weight，PT/BW，单位：N·M/kg）、股四头肌及腘绳肌最大功率

（peak .power,PP，单位：W）进行评估。 

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主要非处理因素上的差异无显著性，治疗后两组上述各项评估

数据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提高（P﹤0.05）；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上述各项评估数据均有明显提

高（P﹤0.05）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结合等速肌力训练较单纯综合康复治疗能更显著地提高膝关节交叉韧带损伤患

者膝关节的关节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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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0 

头皮针与经颅磁刺激对中度及重度认知障碍的 

脑瘫患儿疗效的比较 

 
刘楠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头皮针、经颅磁刺激分别对中度、重度脑瘫患儿认知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中度认知障碍患儿随机分为头针组、经颅磁组各 30 例，60 例重度认知障碍患儿分为

头针组、经颅磁组各 30 例。4 组均给予认知知觉功能障碍训练、作业疗法、引导式教育等综合训练。

头针组给予头皮针治疗，每周三次，隔日一次；经颅磁组给予经颅磁刺激治疗，每日一次，每周五

次。 

结果  精细运动功能评分以及 Gesell 量表各项指标治疗后，中度智力障碍组患儿均显著提高

（P<0.05），头皮针组较经颅磁组疗效更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智障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中度认知障碍脑瘫患者头皮针相对经颅磁刺激更有助于认知功能的恢复，对于重度认知障

碍患者两者无显著差异。 

 
 

PU-1601 

肌内效贴贴扎结合关节松动训练治疗 colles 骨折术 

后腕关节僵硬临床观察 
 

王争,陈钢 

武汉市第四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评估肌内效贴贴扎结合关节松动训练治疗 colles 骨折术后腕关节僵硬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79 例 colles 骨折术后一月内的腕关节僵硬患者分成四组，其中肌内效贴贴扎结合关节松动

训练治疗 21 例（治疗组）；单纯关节松动训练治疗 20 例（对照组 1）；单纯肌内效帖贴扎治疗 18

例（对照组 2）；不采取特殊干预组 20 例（对照组 3）。疗程均为二周，分别测量治疗后一月的腕

关节主动活动度变化情况。 

结果 肌内效贴贴扎结合关节松动训练组（治疗组）与对照组 1（单纯关节松动训练组）对比疗效有

统计学差异；治疗组、对照组 1 与单纯肌内效帖贴扎组（对照组 2）对比，疗效有统计学差异；治

疗组、对照组 1 与不采取特殊干预组 （对照组 3）对比，疗效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对照组 2 与不采

取特殊干预组 （对照组 3）对比，疗效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观察疗程结束一月后患者患侧腕关节主

动活动情况，治疗组腕关节活动度仍可保持的 19 例，较疗程结束时退步（任一方向活动度退步变化

大于 10 度）的 2 例；对照组 1 腕关节活动度仍可保持的 15 例，较疗程结束时退步（任一方向活动

度变化大于 10 度）的 5 例。 

结论 肌内效贴贴扎结合关节松动训练治疗 colles 骨折术后腕关节僵硬疗效好于其他方案，并且疗效

维持效果好于单纯关节松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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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2 

电子生物反馈治疗结合功能训练对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的疗效研究 

 
葛飞飞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上肢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后遗症，患者发生率为 69%—80%，对患者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如何让患者提高 ADL 是卒中

康复治疗的主要目标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临床随机对照研究观察电子生物反馈结合功能训练对脑

卒中急性期偏瘫患者 ADL 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在宁波市康复医院神经康复二科治疗的脑卒中患者 40 例，将

4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情

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在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基础上，实验

组采用电子生物反馈治疗仪结合功能训练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功能训练，采用 Fugl-Meyer 运动评

定量表（FMA）上肢部分评定上肢运动功能、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 ADL 能力。 

结果     治疗前两组的 FMA 及 MBI 评分均无显著差异性，经过 4 周的治疗，两组的 FMA 及 M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0.05），同时实验组 FMA、MBI 评分改善程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上肢运动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后遗症之一,也是其中困扰患者日常生活的主要障碍

之一，康复程度对患者日常生活具有很大的意义，而上肢的恢复情况是反应患者训练情况的一个重

要指标。在常规偏瘫康复训练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肌电生物反馈结合功能训练的治疗，能够更快更有

效的改善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从而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最终达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

目的，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PU-1603 

以“生活重建”为主导的训练模式对胸腰段 SCI 患者 

ADL 及心理的影响 

 
刘鑫,刘福蕊,宋作新,胡亚飞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研究以―生活重建‖为核心的 ADL 训练方案对 SCI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改善效果。 

方法 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25 人，对照组接受常规的专业分组治疗（PT,OT,传统康复），观

察组增加 ADL 训练：以患者日常生活为基准，分别包含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自理训练，训练中包含

辅助器具的适配及辅助技术训练，如转移，轮椅翘轮，操作轮椅上下楼梯，情景模拟意外跌倒，爬

起返回轮椅训练，穿脱衣物，轮椅上更换尿不湿，上下坡道，凹凸路，轮椅拆装收纳训练等，情景

模拟式训练，外出实践购物，观影，参与社会活动。分别进行治疗，一个疗程（三个月）。对比治

疗前后患者的 ADL 评分及焦虑和抑郁评分。 

结果 发现观察组治疗后能够有效的改善 SCI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改善患者的抑郁和焦虑表

现。且效果更优于对照组。 

结论 作为医务人员，从专业的角度，为患者制定治疗计划，重点放在了改善患者的功能的各项指标

上，而忽略了患者真正的需求，最明显的就是，在医院里，衣食住行在训练过程中都达到了掌握，

并能够自行完成。出院回家后，当我们再度回访的时候，患者家属给与我们的反馈是，回到家路也

不会走了，什么也不会干了。让我们真的很惊讶。也值得反思，针对该现状，本研究探索以活动，

参与为导向，注重患者的需求，在 carf 理念下以―生活重建‖为核心的 ADL 训练方案对 SCI患者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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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自理能力的进行重点训练，通过实验证明：以―生活重建‖为核心的 ADL 训练方案，对胸腰段 SCI

患者 ADL 的改善是有效的，显著的，同时，也显著的改善了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的心理状况，使患者

能够更好的回归家庭，独立生活，甚至重返社会工作岗位，社会的参与度增加，为胸腰段脊柱脊髓

损伤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多思路，也值得推广。 

 
 

PU-1604 

0.5 秒运动预激活康复机器人综合训练方案对 GBS 患者步行 

功能重建的效果报道 1 例 

 
张韬,白定群,林海丹,冯垚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总结 1 例四肢运动功能严重受损合并轻度躯干功能障碍 6+月的吉兰巴雷综合症（GBS）患者，

通过 0.5 秒（s）运动预激活下肢康复机器人结合运动功能诱发综合训练方案，成功重建其较高质量

步行功能的过程及经验。 

方法 技巧性应用国内一款下肢康复机器人，通过其实时反馈的双侧髋膝支撑摆动运动轨迹，为患者

制定 0.5s 预激活运动训练方案，强调步态过程中患者先于康复机器人助力机械臂 0.5s 左右预先运

动，同时针对其运动薄弱环节设计相应运动功能综合诱发训练；康复机器人方案早期为每周低强度

不间断训练（GOF=95%~100%，WS=0.8~1.1km/h，TOT=20min），每日 2 次；训练一个月后调

整为每周 5 日中强度训练（GOF=70%~80%，WS=1.2~1.4，TOT=25min），每日 2 次，后至方案

结束调整保持至中高强度训练（GOF=55%~65%，WS=1.5~2.0km/h，TOT=30min），每日 2 次；

并根据患者情况综合选择应用 BBS 平衡功能量表、Hoffer 步行功能分级、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及

三维步态运动学参数分析等评估方法对其步行功能及质量进行评价； 

结果 入组至患者好转出院共训练 125 天：初入组时该 GBS 患者病程已达 6+月，侧向卧-坐转移完

成即有一定难度，双侧肘腕手功能障碍明显且多处关节变形，抓握及上肢自主支撑不利，双侧髋膝

仅能完成 10%~20%左右范围自主活动，双侧踝足无自主活动，BBS=2、Hoffer=1、Holden=0；30

天后测定 BBS=17、Hoffer=2、Holden=2；72 天后测定 BBS=32、Hoffer=3、Holden=2；101 天后

测定 BBS=46、Hoffer=4、Holden=4、三维步态运动学参数采集 20 组数据中 17 组数据异常，其中

有显著差异的数据 7 组；125 天后出院前测定 BBS=54、Hoffer=4、Holden=4、三维步态运动学参

数采集 20 组数据中 6 组数据异常，其中有显著差异的数据 1 组； 

结论 对病程半年以上的四肢运动功能严重受损合并轻度躯干功能障碍吉兰巴雷综合症患者，0.5s

运动预激活下肢康复机器人综合训练方案仍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可以有效提高 GBS 患者的步行运

动功能质量，但该次方案应用为个案，是否具有推广价值，需进一步大样本量研究。 

 
 

PU-1605 

水中 PNF 模式协调运动对偏瘫患者平衡和步行能力的影响 

 
黄犇,王岩松 

瑞盛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水中进行本体感觉神经肌肉易化模式（PNF）协调运动对偏瘫患者平衡和步态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择脑卒中后遗症期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0 例。对照组进行 常规

神经发育治疗（NDT），总治疗时间为 1 小时/天。10 天为一个疗程，共进行 6 个疗程。治疗组增

加水中 PNF 协调运动训练，包括―短跑模式‖和―滑冰模式‖。评估：使用 Berg 平衡量表和功能性伸展

测试（FRT）来评价平衡；使用 10 米步行测试和起立行走试验（TUG）来评价步行能力。统计：使

用配对 t 检验，比较干预前后的组内数据；使用独立 t 检验，比较干预前后组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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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照组和治疗组经过 6 个疗程以后在 Berg 评分、功能性伸展测试、10 米步行和起立行走试验

评分均明显改善，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

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水中 PNF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易化模式的协调运动能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平衡和

步行能力。 

 
 

PU-1606 

工具辅助软组织松解技术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应用 

 
杨述鸣,赵磊,贺文豪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铁路分院 

 

目的  探讨工具辅助软组织松解技术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应用。 

方法 研究对象共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间于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治疗腰背肌

筋膜炎患者 40 例进行工具辅助软组织松解技术治疗，隔日治疗 1 次，共治疗 2 周后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每位患者经过 2 周的工具辅助软组织松解技术治疗，治愈率 65%、总有效率 100%，且无一例

并发症发生。  

结论 工具辅助软组织松解技术治疗腰背肌筋膜炎，能够有效提高患者腰背部的运动控制、协调和关

节活动度，并改善腰背部肌筋膜紧张状态同时增强本体感觉，减轻疼痛，改善生活质量，有效抑制

软组织纤维化，慢性炎症和退化。其操作简便、准确性高、并发症少，且易于推广。 

 
 

PU-1607 

步行锻炼时机的选择对早期脑卒中患者患侧膝关节 

疼痛发生率的影响 

 
满慧静,宋宏颖,王利勇,齐金芳,吕秀东,王艳玲,王化刚 

沧州市人民医院,河北省,沧州市 

 

目的 研究步行锻炼时机的选择对早期脑卒中患者患侧膝关节疼痛发生率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67 名早期脑卒中患者并随机分为观察组（n=131 名）和对照组（n=136 名）。早期两

组患者都接受常规的治疗和康复训练，对照组患者坐位平衡达到Ⅲ时接受步行锻炼，观察组患者坐

位平衡Ⅲ级且患侧下肢肌肉力量达到 3 级并具有主动的屈伸方进行步行锻炼。观察两组患者在第 3

周和第 6 周患者患侧膝关节疼痛的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膝关节的疼痛的发生率都有显著性的增加，但是观察组患者膝关节疼痛的发生率远远

低于对照组的发生率(P<0.05)。 

结论 早期进行步行锻炼有助于患者步行能力的恢复，建议早期步行能力锻炼应在膝关节有一定稳定

性的前提下或膝关节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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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8 

浅谈智障儿童的语言训练方法 

 
周荧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通过对智力障碍儿童语言特点、训练方法的了解，并根据每个智障儿童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个别

训练计划，同时确定适合儿童特征和个别需要的康复训练活动，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

从而来提高智障儿童语言的清晰度和连贯性，以及要避免语言训练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方法 1.利用哭、笑来促进发音的训练方法 

2.运用先说字到词，再扩展短语短句的训练方法 

3.玩、教相结合的训练方法 

4.手势及肢体训练方法 

结果 语言训练方法对每个智障儿童所起的作用都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但对于大部分儿童而言能

提高语言的清晰度和句子的长度，加强了儿童语言的完整性，改善了语言的理解能力和社会表达能

力。 

结论 语言训练方法有很多种，适合每个智障儿童的才是有效的。做到训练方法多样化，适当的运用

辅助器具。因此我们在进行语言训练之前先要找出语言障碍的原因，再进行训练。在训练过程中，

训练者要留给儿童足够的说话机会，把主动权交给儿童，不要让儿童养成依赖的心理。语言训练后，

要进行反复练习，同时要进行家校联系，让儿童在家里也要进行康复训练。 

 
 

PU-1609 

运动疗法对先天性心脏病成年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系统评价和 Meta 

 
李欣,周璇,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安徽省,蚌埠市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已发表的运动疗法对先天性心脏病成年患者（adult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CHD）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 Meta 分析，探讨运动疗法对 ACHD 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方法 所有纳入研究均为随机对照研究，试验组为运动疗法干预组，对照组为不包括运动疗法的对照

组。以―congenital heart defect*‖ 和 ―exercise‖为主题词，在 7 个电子数据库（PubMed, EMBASE, 

Cochrane 图书馆, Web of Science, CINAHL,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中检索发表于 2018 年 3 月

之前的运动疗法对 ACHD 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主要结局指标为有氧耐力（心肺运动测试的峰值摄

氧量和最大运动负荷）和不良事件；次要结局指标为 Borg 量表得分和血浆 N 末端 B 型利钠肽原

（NT-proBNP）水平。使用 Cochrane 协作组织评估偏倚风险的工具对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进行

评估，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数据的合成，并使用 GRADE 系统对证据水平进行评价。 

结果 经过初步检索和去重后共获得 4787 篇研究，其中包含 168 名 ACHD 患者的 4 项随机试验负

荷纳入标准被纳入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运动疗法对 ACHD 患者有氧耐力有显著改善，表

现为心肺运动试验中峰值摄氧量（MD 3.85, 95％CI, 1.75~5.95; P=0.0003）和最大运动负荷（MD 

13.35, 95％CI, 4.56~22.15; P=0.003）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Borg 量表得分（MD -0.02, 95％CI, 

-0.85~0.82; P=0.97）和 NT-proBNP 水平（MD 48.69,95％CI,-285.95~383.34; P=0.78）未表现出

显著差异，纳入研究均表明无不良事件发生，证据水平低到中等。 

结论 目前证据表明运动疗法仅能显著改善 ACHD 患者心功能中的有氧耐力，且证据水平尚不高，

后续仍需开展样本更大、设计更完善的随机对照研究。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866 

PU-1610 

研究抑制健侧踝机制对脑卒中后下肢出现运动性 

失用患者平衡的影响 

 
孔繁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研究抑制健侧踝机制对脑卒中后下肢出现运动性失用患者平衡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部 36 位患者，符合以下标

准:1.脑卒中发病后 3—6 个月 2.IMA 神经心理学检查提示观念运动性失用，主要表现为下肢运动性

失用 3.站立平衡一级及以上 4.听理解力基本正常 5.能够配合检查和治疗。将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8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减少支撑面积，由静态到动态等常规平衡训练法,

在此基础上,观察组采用平衡训练时以及每天佩戴使用踝足矫形器（AFO）2 小时来抑制健侧下肢踝

机制的训练方法。两组的平衡训练均进行 20min/d,6d/周,共 4 周。分别于治疗前、后用 Berg 平衡量

表(BBS)和功能性步态评价（FGA）对患者进行平衡能力测试，利用方差分析对两组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 BBS 评分为（27.4±3.2）分，观察组 BBS 评分为（28.3±4.5）分；对照组 FGA

评分为（1.3±0.8）分，观察组 FGA 评分为（1.4±1.0）分；两组结果均无显著性差异。4 周治疗后,

对照组 BBS 评分为（34.0±2.8）分，观察组 BBS 评分为（42.5±3.5）分；对照组 FGA 评分为（1.8±0.9）

分，观察组 FGA 评分为（2.5±0.8）分；两组的 BBS 评分和 FGA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

观察组的 BBS 评分和 FGA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平衡训练基础上,采用抑制健侧踝机制的训练能更有效地改善脑卒中后下肢出现运动性

失用患者的平衡能力。 

 
 

PU-1611 

脑卒中患者水中运动疗法个案报道 

 
萧敦武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 

 

目的  探索水中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脑干出血恢复期患者一名，经过常规筛查后开展水中运动疗法训练。训练前基于 ICF 核心组

合，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改良 Ashworth 法，指鼻试验，简

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Berg 平衡量表，起立行走实验，FIM，加拿大作业表现评估量表等

对患者进行评定。根据患者各量表分值情况，确定患者治疗主要目标为：提高运动功能，提高平衡

功能，提高日常活动能力。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确定的目标，设定相应的关键词检索文献，为开展水

中运动疗法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支持。在水疗 2 次后采用 Alyn 水中适应性量表 2 评价患者水中运动能

力。根据患者陆地和水中功能状况，在开展其他综合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开展水中运动治疗，治疗

水温 35℃，采用 Halliwick 理念和巴德拉格斯泳圈疗法进行治疗，每次 40 分钟，每周 2 次，共进行

4 周治疗。 

结果 治疗前患者相关评价结果如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11 分，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24 分，右手改良 Ashworth 法Ⅰ级，指鼻试验阳性，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上肢 35 分、

下肢 25 分，Berg 平衡量表 0 分，起立行走实验无法实施，FIM 转移 6 分、行走 2 分，加拿大作业

表现评估量表表现总分 4 分、满意度总分 0 分。治疗后患者相关评价结果如下：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上肢 40 分、下肢 30 分，Berg 平衡量表 5 分，起立行走实验无法实施，FIM 转移 9

分、行走 4 分，加拿大作业表现评估量表表现总分 5 分、满意度总分 2 分。 

结论 水中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功能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后续需开展一定样本量的临床试验来进

一步增强证据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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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2 

浅谈对听障儿童进行声母／l／、／f／、／h／的 

语音轮替训练的研究 

 
竺海璐 

宁波聋儿康复中心,浙江省,宁波市 

 

目的 本研究以一名存有语音轮替障碍的听力障碍儿童为对象，运用语音轮替训练对其进行康复训练。 

方法 通过比较分析该儿童训练前后的字清晰度、句清晰度和连续语音清晰度。 

结果 表明语音轮替训练对听障儿童语音轮替问题有着十分显著的康复效果。 

结论 本研究采用的语音轮替训练对听障儿童语音轮替障碍有着十分显著的康复效果。在使用语音轮

替训练的时候，首先应当让患者能够准确感受声母的发音部位及发音方式，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让

患者稳定地进行语音切换和语音轮替训练，以增加字、词、句及连续语音清晰度。此外，对于低龄

患者，还需要利用患儿感兴趣的卡通图片及游戏活动进行辅助。该听障儿童对声母/l/、/f/、/h/的语

音轮替训练将持续进行，同时该训练也适用于其他声母间的轮替障碍，训练师也将注重多重感官对

语音轮替训练的有效性，尝试将语言训练与多重感官相结合，为该类听障儿童提供更全面的康复训

练和语言发展。 

 
 

PU-1613 

肌电生物反馈放松训练对慢性下背痛伴恐惧-回避 

信念患者的康复疗效 

 
范飞,姜贵云,王立宁,刘云芳,付亏杰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河北省,承德市 

 

目的 探讨肌电生物反馈放松训练对慢性下背痛伴恐惧-回避信念患者的康复疗效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36 例慢性下背痛伴恐惧-回避信念的患者分为实验组（19 例）、对照组

（17 例）。实验组采用肌电生物反馈放松训练和心理疏导干预及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采用心理疏

导干预和常规康复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7d 后、治疗 14d 后、治疗 21d 后对 2 组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FABQ 评分（FABQ-PA、FABQ-W）、疼痛 VAS 评分及 MRDQ 评分，组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7d 后发现 2 组患者 FABQ-PA[实验组（14.42±1.74），对

照组（14.53±1.81）]、FABQ-W[实验组（30.21±2.07），对照组（31.06±2.08）]、疼痛 VAS 评分

[实验组（5.32±0.75）分，对照组（5.35±0.70）分]及 MRDQ 评分[实验组（9.58±1.92）分，对照

组（10.00±1.70）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并且上述指标均以实验组患者的改善幅度较

好（显著），与对照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4d 后发现 2 组患者 FABQ-PA[实

验组（12.11±1.73），对照组（13.24±1.52）]、FABQ-W[实验组（26.11±2.42），对照组 27.94±1.44）]、

疼痛 VAS 评分[实验组（4.11±0.74）分，对照组（4.41±0.71）分]及 MRDQ 评分[实验组为（7.00±1.29），

对照组（8.76±1.60）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除疼痛 VAS 评分以外指标均以实验组患

者的改善幅度较好（显著），与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1d 后发现 2 组患者

FABQ-PA[实验组（9.74±2.31），对照组（11.82±1.38）]、FABQ-W[实验组（20.16±2.99），对照

组（23.35±1.62）]、疼痛 VAS 评分[实验组（2.58±0.70）分，对照组（3.65±0.61）分]及 MRDQ

评分[实验组（5.21±1.03）分，对照组（7.18±1.38）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并且上述

指标均以实验组患者的改善幅度较好（显著），与对照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放松训练对慢性下背痛伴恐惧-回避信念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有明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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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4 

He-Ne 激光局部照射联合湿性敷料治疗二期压疮的临床效果观察 

 
杜霞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 He-Ne 激光局部照射联合湿性敷料治疗二期压疮的临床效果及应用。 

方法 选取我科住院部接诊的二期压疮患者 38 例，排除糖尿病、低蛋白血症患者。对 2016 年 2 月

至 2017 年 2 月共 38 例二期压疮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9 例；治疗组采用 He－Ne 激光照射

联合湿性敷料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湿性愈合敷料治疗。38 例均为二期压疮患者，男性 23 例，女

性 15 例；年龄 27 至 35 岁。部位：骶尾部 28 处，髋关节部 9 处，足踝部 1 处；压疮面积（2cm*2cm)

至(6cm*5cm)。 

结果 治疗组于治疗第 10 天与第 20 天的治愈率分别为 21% 和 89. 4%，对照组治愈率分别为 10. 5%

和 63. 1%，两组间同期治愈率比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治疗组平均治疗时间 27 天，对

照组平均治疗时间 35 天，两组间平均治疗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He－Ne 激光联合湿性愈合敷料用于压疮伤口可以缩短治疗时间。 

 
 

PU-1615 

针刺联合康复手法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观察 

 
申园 

河北医科大学以岭医院河北以岭医药研究所附属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针刺联合康复手法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 

方法 将 90 例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

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针刺治疗。治疗 1 个疗程后，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并对两

组患者的肩关节疼痛积分、脱位距离、被动肩关节活动度、上肢运动功能级别进行评估对比，以客

观评价针刺联合常规康复手法对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 

结果 两组在肩关节疼痛积分、脱位距离、被动肩关节活动度、上肢运动功能级别等方面的评定结果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针康组优于康复组。治疗后针康组有效率为 94.13%，优

于康复组的 75.20%（P＜0.05）。 

结论 针刺联合康复手法治疗对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进行辩证施治，有利于患肩生理解剖位置的恢

复，从而有效改善肩关节半脱位，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PU-1616 

温督通络中药汤剂联合针刺对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勃起 

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李庆军 

河北医科大学以岭医院河北以岭医药研究所附属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温督通络中药汤剂联合针刺组与单纯西地那非组对脊髓损伤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 40 例胸 2 以下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入选人员，病程 3 个月至 1 年，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

对照组。对照组采用西地那非的治疗方法，治疗组采用温督通络中药汤剂（熟地、山萸肉、肉丛蓉、

制附子、枸杞、锁阳、黄精、韭菜子、地龙、当归、菟丝子等，加水 600ml 文火煎煮 45 分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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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剂水煎服），针刺（肾俞、命门、昆仑、太溪、关元、气海、百会等穴）治疗。共治疗 2 个月，

观察两组在治疗前、1 个月、2 个月后勃起功能（IIEF-5）、射精功能（CIPE）积分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 1 月后治疗组与对照组对勃起功能、射精功能的积分提高相当，与治疗前比均有提高，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月后治疗组对勃起功能、射精功能的提高优于对照组，统计学意义

明显（p＜0.05）。 

结论 温督通络中药汤剂联合针刺治疗能更好的改善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勃起功能及射精功能，提高

性生活质量，提高家庭幸福感。 

 
 

PU-1617 

工娱康复训练对工伤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与分析 

 
周顺林,胡秋生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探讨工娱康复训练对工伤康复患者心理状态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156 例工伤康复患者随机分为工娱康复组和对照组，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 SF-36 对工伤康复患者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进行评定；对照组给予常规

康复治疗（根据伤情给予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心理治疗等），工娱康复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

根据患者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工娱康复训练（书法绘画、手工编织、台球棋牌、卡拉 OK 等项目，

每日 1—2 项，每日 1 小时），康复治疗 1 个月后对 2 组患者再次进行 HAMD、HAMA、ADL 评定。 

结果 分别有 68.5%、48.1%的工伤患者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抑郁、焦虑情绪， 67.2%的工伤患者生

活质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康复治疗后 2 组 HAMD、HAMA、SF-36 评分均明显好转（p<0.01），

工娱康复训练组好转程度较对照组显著（p<0.01）。 

结论 工娱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改善工伤患者的抑郁、焦虑心理状况，并且日常生活能力和生存质量明

显提高。工娱康复训练是解除心理障碍、促进其动手能力、促进患者全面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工伤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PU-1618 

呼吸功能训练在改善脑卒中患者床旁康复功能的观察 

 
刘军,刘晓文 

河北医科大学以岭医院河北以岭医药研究所附属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探讨呼吸功能训练在改善脑卒中患者床旁康复功能的观察。 

方法 选取 2017年1月至 2018年2月在我院康复科脑内科住院的患者 6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30例，

对照组 30 例，两组均采用良肢位摆放和呼吸功能为主的训练方法，配合针灸理疗等传统的康复治疗，

包括膈肌呼吸训练，重建腹式呼吸模式（放松训练前倾依靠位）（椅后依靠位），暗示呼吸法，吞

咽呼吸法膈肌体外反博呼吸法，呼吸肌训练（吸气阻力训练），呼气训练（吹蜡烛法局部呼吸单侧

或侧肋骨扩张，后侧底部扩张，缩唇式呼吸，呼吸医疗体操法。治疗前后分别采用改良 Borg 量表评

定，改良的 Barthel 指数，Fuglmeger 评定量表，评定患者的运动功能和 ADL 能力及呼吸功能能力。 

结果 治疗前及治疗后四周八周十二周分别进行评定，两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p<0.5），尤

以观察组提高明显，观察组 Fuglmeger、borg、MBI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p<0.01）。 

结论 呼吸功能训练能有效提高呼吸肌的收缩力和耐力，预防并阻止呼吸肌疲劳特别是腹式呼吸可增

强和锻炼膈肌，腹肌和下胸部肌肉的活动，改善其收缩功能使肺内残留的空气呼出，消除肺部积累

的杂质，增加肺容量充分供给身体活动所需的氧气，从而改善整个人的心肺功能，有效减少压疮肺

部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缩短偏瘫患者在床上的时间，及早过度到治疗大厅训练，尽早恢复肢体的

功能。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870 

PU-1619 

早期床旁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周顺林,陈晨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观察早期床旁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的影响。 

方法 选取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均经头颅 CT 或 MRI 证实为脑卒中,

符合我国脑血管病诊断标准的 60 例早期脑卒中患者，且无严重的认知和听理解障碍，经筛查分为治

疗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的运动疗法（如：良肢位摆放、关节活动

度训练、肌力训练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床旁作业治疗训练（如：翻身、坐起、穿衣、进

食、洗漱、如厕等），每天一次，每次 30 分钟，每周六次。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进行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结果 治疗后 4 周两组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均较治疗前有明显的提高

（P<0.05），治疗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尤其是日常生活能力改善程度更为明显。 

结论 早期床旁作业治疗增强了早期脑卒中患者的自信心，调动了患者的康复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

性，不仅促进了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同时对其日常生活能力亦有明显的提升，对患者回归家庭和

社会打下了基础。 

 
 

PU-1620 

使用 Brounnstrom 治疗技术对偏瘫患者 ADL 的影响 

 
李凯霞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观察偏瘫患者在 ADL 能力训练过程中使用 Bronnstrom 治疗技术对患者实际参与 ADL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30 例无认知知觉障碍并伴有肢体功能障碍的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 15 人。对照组进行常规的 ADL 行动训练，治疗师鼓励、指导患者早日主动参与日常生活活

动，包括进食、洗漱、穿脱衣物、上厕所、洗澡、床上翻身、坐起躺下、其他工具性日常生活等。

观察组根据 Bronnstrom 治疗技术原则，在日常 ADL 能力训练过程中上肢可利用联合反应进行健手

抓握患手向健侧翻身；利用屈肌共同运动可进行进食、喝水、梳头、拎包等活动，利用伸肌共同运

动可将上肢伸进袖筒进行穿衣活动；下肢利用共同运动可在仰卧位穿脱下衣；在共同运动过渡部分

分离阶段，患者可站立位穿皮带、将上衣塞进裤子，可拿壁橱衣物或生活用品做练习（抬高手臂至

水平向前，手可屈曲和伸展，），可进行翻转物体如合适的水龙头，扇扇子等（手肘屈曲 90°前臂

可旋前旋后）；在分离阶段，患者便可以从事更多的 ADL 活动，如穿套头衣，、墙壁、投篮等，下

肢训练主要在恢复安全的站立及发展性可能接近正常的步态，目标改善粗大协同动作促进下肢功能

性活动训练，如转移，穿着，沐浴，上下楼梯等活动。治疗师可同时教导患者使用代偿方法且两组

患者均对其患侧肢体使用易化促进技术，促进其肢体运动控制能力。1 次/日，4 周后进行 Fulg-Meryer

和加拿大作业表现量表（COPM）评估。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运动功能（Fulg-Meyer）评分，无明显差异；而在日常生活活动参与（COPM）

对比中，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偏瘫患者中因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如肌力下降、协调不足、异常肌张力、体力低下等原因影响

患者表现与活动参与，运动功能又是参与作业活动的必要因子，因此治疗师应鼓励患者在日常活动

时强化使用患肢一起练习。在 Bronnstrom 治疗技术中，原始反射动作可以用来促进自主动作的恢复，

由反射基础引发的不自主共同运动可以学到有限量的随意动作，新产生的动作在日常活动的情境中

练习可增进学习进程。透过有限的动作在 ADL 能力训练中重复练习，可提高患者对患肢参与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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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功能的进步如动作角度、力量、协调能力的改变，也可增加患者的满意度。偏瘫患者 ADL 能力

训练过程中使用 Brunnstrom 治疗技术对患者参与 ADL 有积极影响。 

 
 

PU-1621 

“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理念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探讨―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理念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及其价值。 

方法 选取 58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29 例）和对照组（29 例），两组均采用神经促

通技术和运动再学习理论为主的功能训练，配合针灸理疗等传统治疗方法，包括上肢功能训练和手

功能训练（滚筒、木钉、磨砂板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融入―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理念及治疗

模式，作业治疗内容由康复医师、作业治疗师、患者和家属共同制定，包括床旁自理（穿衣、进食、

洗漱、如厕等）、家务活动（清洁、整理衣物等）、生活技能（手工、烹饪等）、文康娱乐（麻将、

扑克、书法等）、社区生活（出行、购物、餐厅、银行等）、社会融入（公益活动等）及居家康复

训练等。康复训练计划以患者需求和愿望为中心，以―重建生活、回归家庭和社会‖为终极目标，循序

渐进、逐级训练。治疗前后分别采用偏瘫上肢七级功能测试、改良 Barthel 指数 MBI 评定患者的上

肢功能和 ADL 能力、生存质量评定。 

结果 治疗后 4 周、8 周、12 周分别进行评定，两组 MBI 和 WHOQOL-100 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观

察组 MBI和 WHOQOL-100 评分明显提高（P＜0.05），且观察组更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理念是由香港职业治疗学院梁国辉先生提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

各种形式的作业治疗活动，协助患者把现有的功能及资源转化为新的生活能力；引导患者重新适应，

以参与有趣有用的日常活动，重建生活意志、生活能力和生活方式，最终达致幸福愉悦及有意义的

生活，提高其生存质量。在作业治疗过程中，尽可能引导患者主动参与、快乐高效的完成每项活动

内容，并反复强化训练，这不仅仅可以促进大脑侧支循环的建立，提高神经网络的重组或代偿能力，

加快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进而提升生存质量，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患者的―全人‖康复。―重建生活为

本‖模式在康复治疗中以其前瞻性、整体性和朴素性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PU-1622 

头皮针结合冲击波治疗下肢外伤截肢后幻肢痛的临床研究 

 
张沙,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评价头皮针联合冲击波治疗下肢外伤截肢后幻肢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60 例下肢外伤截肢后伴发幻肢痛的患者，随即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例，二者均口服

氨酚羟考酮（1 片 3/日），肌注牛痘疫苗致炎兔皮提取物注射液（3.6u 2/日），对照组残端加用蜡

疗（1/日，时间约 30 分钟），观察组加用头皮针（选用：顶中线、顶颞后斜线上 1/5、顶旁 1 线，

每日 1 次，每次 20 分钟）、冲击波治疗（每周 2 次，每次 10 分钟）。治疗后以简化 McGill 疼痛问

卷（SF-MPQ），进行镇痛疗效评定，以 90 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心理状态评定。 

结果 二组治疗后 SF-MPQ 中的疼痛指数（PRI）、疼痛模糊评分（VAS）和疼痛程度（PPI）三项

积分及 SCI-90 综合心理评分均优于治疗前（P<0.05），而观察组各项积分好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头皮针结合冲击波治疗下肢外伤截肢后幻肢痛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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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3 

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肩手综合征的影响 

 
秦小勤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目的 观察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肩手综合征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康复科住院患者中脑卒中后有肩手综合征患者 40 例,随机等分为观察组（p=20）和对照

组（p=20），对照组治疗包括早期的体位摆放、运动疗法、作业疗法气压治疗、压迫性向心缠绕、

冷水热水交替疗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经皮质电刺激、超声疗法、气压治疗、针灸

治疗时间为一个月，治疗前后分别对患侧上肢及手功能进行了 Brustrum 分级和关节活动度评定。治

疗前两组之间分级无明显差别（P>0.05），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分级分别进行组间比较和

组内比较，均有明显差别（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两组之间分级无明显差别（P>0.05），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分级分别进行组间

比较和组内比较，均有明显差别（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更能促进肩手综合征患者症状的改善。 

  
 

PU-1624 

创伤后肘关节粘连患者的综合物理治疗 44 例报告 

 
刘丽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观察综合物理治疗创伤后肘关节粘连患者症状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我院康复科门诊就诊的创伤后肘关节粘连患者 44 例，原

始损伤：尺骨鹰嘴骨折 11 例，桡骨头骨折 11 例，复合损伤 8 例，尺骨冠突骨折 3 例，肱骨骨折 8

例，脱位 2 例，松解术后 1 例。对患者施以 Kaltenborn 流派的关节松动技术的手法治疗为主，患

肢处于休息位，固定肱骨远端，做近端肱尺关节持续的分离牵伸，同时辅以超声波治疗、蜡疗、软

组织松动治疗。手法治疗后指导患者进行上肢肌力训练、关节稳定性训练。最后予冰敷结束治疗。

每周 3 次，隔日 1 次。 

结果 平均治疗（8.3±4.6）W 后，最大主动 ROM 从治疗前 (51.3±24.7) °增加到 ( 95.4±19.4 ) °，

治疗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1 )；肘关节 Mayo 功能评分从治疗前 (60.8±12.3) 提高

到( 90.3±9.6 )，治疗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1 )。24 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6~36

个月，平均 22 个月，屈曲角度恢复正常 14 例（58%），伸直角度恢复正常 9 例（38%）。 

结论 综合物理治疗创伤后肘关节粘连患者临床疗效良好，可以改善肘关节活动度，恢复关节功能，

并具有一定的远期疗效。 

 
 

PU-1625 

地黄饮子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外伤康复期疗效观察 

 
李红霞 

河北医科大学以岭医院河北以岭医药研究所附属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观察地黄饮子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外伤康复期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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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脑外伤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各 30 例。治疗组口服中药地黄饮子，对照组口

服吡拉西坦，均给合康复训练。根据功能独立性评定（FIM）及 Fugl-Meyer 量表评分比较治疗前后

的变化。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前 Fugl-Meyer 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2 组 Fugl-Meyer 评分

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显著升高，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 2 组间 Fugl-Meyer 评分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2 组患者治疗前 FIM 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2

组 FIM 评分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显著升高，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 2 组间 FIM 评分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应用地黄饮子结合肢体康复训练治疗脑外伤康复期不缔为一行之有效的措施。 

 
 

PU-1626 

杨式太极拳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康复的影响分析 

 
胡秋生,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以岭医院 

 

目的 评价杨式太极拳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运动耐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呼吸内科收治的 COPI)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0 例)和观察组(32 例)。2 组

患者住院期间治疗和护理方法相同，观察组加练杨式太极拳，20 分钟/次，2 次/日。对比观察两组

患者的第 1 秒用力肺活量、第 1 秒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6min 步行距离、CAT(慢性阻塞性

肺病评估测试评分)和生命质量。 

结果 第 1 秒用力肺活量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O5)；第 1 秒钟用力肺活量

占用力肺活量的比值水平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O5)；观察组 6 min 步行

距离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CAT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生命质量总分及各维

度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n>和生命质量。 

结论 杨式太极拳可改善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肺功能，改善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提高患者运

动耐量，提升生命质量，改善治疗预后。 

 
 

PU-1627 

CKC 模式在悬吊中的应用联合头颈部控制训练对改善脑卒中后

共济失调步态的疗效分析 

 
杨忠国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闭链运动(Closed Kinetic Chain，CKC)模式在多点多轴悬吊中的应用联合头颈部控制训练

对改善脑卒中后共济失调步态的疗效分析。      

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共济失调患者 20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10 例。对照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的康复治疗，包括：平衡功能训练，弗伦克尔训练法，步行训练等。

实验组则选择在悬吊下给予双下肢，躯干及头颈部的闭链运动模式训练，具体方法有：1.仰卧侧卧

及俯卧位，悬吊点均脚踝处，做桥式支撑训练，维持数秒，让肌肉处于等长收缩。2.仰卧侧卧及俯

卧位，悬吊点均在头部，以骨盆为支点，做上半身桥式支撑训练，维持数秒，同样的让其参与的肌

肉处于等长收缩。训练前及训练后 4 周对两组患者均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Holden 步行功

能评分，对患者的平衡及步行能力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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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功能状态等经统计学(t 检验)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的 Berg 评分与 Holden 评分均有改善，其中实验组的 Berg 评

分与 Holden 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闭链运动(Closed Kinetic Chain，CKC)模式在多点多轴悬吊中的应用联合头颈部控制训练对改

善脑卒中后共济失调步态的效果显著。 

 
 

PU-1628 

作业结合计算机认知训练系统对脑外伤患者定向力的改善 

 
冯虹,郭能峰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作业训练结合计算机认知应用系统对脑外伤患者定向力功能的康复疗效，以期促进患者的

全面康复，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使其尽早重返家庭和社会。 

方法 将 15 例脑外伤定向力功能下降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 7 例和对照组 8 例，两组患者

年龄、病程、学历及损伤程度等基本情况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观察组给予作业认知功能训练，每次

20 min,每日 1 次,每周训练 6 d，同时予以计算机认知训练系统，选择空间记忆及延迟记忆项目进行

训练，每天 10 分钟；对照组仅予作业认知功能训练。两组均治疗 8 周。治疗前后采用简易精神状况

检查量表(MMSE)和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量表(LOTCA)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8 周后，2 组患者 MMSE 及 LOTCA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且观察组评分较

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作业训练结合计算机辅助认知康复系统更利于脑外伤后认知障碍患者，尤其是定向力障碍患者

的认知功能。 认知康复主要包括注意、记忆、定向、理解、逻辑、计算等领域。其中，定向力障碍

在颅脑外伤患者中较为多见，表现为对时间、空间甚至人物角色识别能力的丧失。这一能力的下降

通常还伴有记忆力及注意力功能减退。在康复训练过程中，适当的加入计算机辅助训练，选择与定

向力相关的空间记忆等项目，可增加患者的训练趣味，提高患者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度，有利于患者

定向力的改善。 

 
 

PU-1629 

正中神经电刺激对重型颅脑损伤昏迷患者促醒的临床观察 

 
韦宝珠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正中神经电刺激对重型颅脑损伤昏迷患者促醒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0 月份在我科住院的重型颅脑损伤昏迷患者 18 例，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治疗组各 9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促醒方法（药物和针灸），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正中神经

电刺激治疗（频率:50HZ；刺激部位：前臂腹侧腕横纹上方 2cm 处；强度:以患者手指可见轻微收缩

即可；时间：20min/次，1 次/日）。两组在治疗前及治疗 6 周均给予经颅多普勒（TDC）检查观察

两组患者的脑血流变化，并采用昏迷量恢复量表（CRS-R）评分比较两组患者的不同变化。 

结果 治疗前两组的各项检查及评估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 6 周，TCD 显示治疗组的

的大脑中动脉和基底动脉脑血流均比对照组明显加快，有统计学意义（P＜0.05）；CRS-R 评估中

治疗组的分值也显著提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正中神经电刺激对重型颅脑损伤昏迷患者促醒治疗，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脑血流速度，改

善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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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0 

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训练对命名性失语的影响 

 
毛利,赵晨光,孙晓龙,陈春燕,林小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训练对命名性失语症患者的影响。 

方法  15 名卒中后命名性失语症患者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对照组 8 人，实验组 7 人。开始治疗前，

治疗 2 周和 4 周后，患者均接受汉化版的西方失语症成套测验和计算机辅助的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

评价。所有患者均接受神经系统电刺激治疗和导航下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神经系统电刺激治疗，

每天 1 小时，每周 6 天，共 4 周。 根据患者的核磁共振影像资料建立个人的 3D 头颅模型，再在红

外光学导航系统下直接定位到优势半球颞枕交界区，采用 80%静息运动阈值的刺激强度，5Hz 的频

率，1200 个脉冲，每天 10 分钟，每周 6 天，共 4 周。对照组患者第 1 周和第 2 周接受传统的言语

训练，第 3 周和第 4 周接受计算机辅助的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训练。实验组患者第 1 周和第 2 周接

受计算机辅助的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训练，第 3 周和第 4 周接受传统的言语训练，所有训练每天 20

分钟，每周 6 天。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计算机辅助的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价中语义系统和语音输出词典模块

的正确率均明显提高（p<0.05）。但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间的语义系统和语音输出词典模块的正

确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系统电刺激治疗、导航下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传统的言语训练和计算机辅助的汉语失语

症心理语言训练的综合治疗对命名性失语症的康复产生了积极作用。且传统的言语训练和计算机辅

助的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训练的治疗先后顺序对命名性失语症患者的康复效果没有产生明显不同的

影响。 

 
 

PU-1631 

低频 rTMS 结合同步命名训练对脑卒中后非流畅性 

失语症患者复述能力的影响 

 
高汉雄,陈艳,王璇,曾泳媚,欧秀君,周钰,潘翠环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低频 rTMS 结合同步命名训练对脑卒中后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复述能力的影响。 

方法 募集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 45 名，以随机数字法分配到同步组、非同步组及伪刺激组。同步组

患者低频 rTMS 与命名训练同步进行，非同步组患者先行低频 rTMS 治疗后再行命名训练，伪刺激

组患者行 rTMS 伪刺激同时行命名训练。三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后 30 天以 CRRCAE 之

复述亚项评估患者的复述功能。 

结果 同步组治疗后改善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步组与非同步组治疗后 30 天较治疗前及治

疗后改善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到治疗后同步组复述能力的改善程度优于伪刺激组（P

＜0.05） 

结论 1.低频 rTMS 能够改善脑卒中恢复期失语症患者的复述能力，而常规语言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

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的复述能力改善不明显。2.低频 rTMS 结合同步命名训练对患者复述能力改善

的程度优于仅进行常规语言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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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2 

眼针结合 tDCS 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临床效益研究 

 
刘超

1,2
,万明珠

3
,黄臻

1
 

1.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2.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省,广州市 

3.辽宁中医药大学 

 

目的 评价眼针结合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效益。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72 例，采用简单 随

机化法将其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36 例，tDCS 组给予 tDCS 治疗，联合组在 tDCS 治疗基 础

上给予眼针治疗。评价并对比治疗前后洼田饮水试验分级、吞咽障碍严重程度（SSS）分 级及治疗

前后洼田饮水试验分级差值（∆1）、治疗前后 SSS 分级差值（∆2），对比 2 组临 床疗效（E）、

总医疗成本（C）、成本效果比（C/E）、洼田饮水试验和 SSS 增量成本效果比。 

结果 2 组治疗前洼田饮水试验分级、SSS 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治疗后

洼田饮水试验分级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联合组治疗后洼田饮水试验分级 显著高于 tDCS 组

（P＜0.05），2 组治疗后 SSS 分级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联合 组治疗后 SSS 分级

显著低于 tDCS 组（P＜0.05）；联合组∆1、∆2 均显著大于 tDCS 组（P ＜0.05）；2 组临床疗

效等级分布比较差异显著（P＜0.05），其中联合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 tDCS 组（P＜0.05）；联合

组 C 较 tDCS 组高，但联合组 C/E、洼田饮水试验和 SSS 增量成 本效果比均低于 tDCS 组。 

结论 眼针结合 tDCS 能够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疗效 确切，且有较高的经济学价值，值

得临床推广。  

 
 

PU-1633 

眼针结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效应研究 

 
刘超

1,2
,万明珠

3
,黄臻

1
 

1.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2.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省,广州市 

3.辽宁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眼针与神经肌肉电刺激相结合对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效应研究。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 64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及治疗组，每 组各 

32 例。两组均采用改善脑循环、营养神经等常规治疗，对照组采用神经肌肉电刺激 （NMES）治

疗。治疗组采用 NMES 和眼针结合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和治疗后进行洼田 饮水试验和吞咽 X 线

电视透视检查（VFSS）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2 组患者洼田饮水试 验结果分析对照组的痊愈率为 31.25%。治疗组的痊愈率为 

56.25%，治疗组痊愈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在总有效率中，治疗组痊愈率为 90.63%，高于

对照组的 78.13%(p<0.05)。 两组 VFSS 吞咽功能障碍评分分级结果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

且治疗组 VFSS 吞咽 功能障碍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眼针结合 NMES 治疗均能明显改善脑卒中 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且临床疗效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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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4 

观察呼吸神经生理促进疗法结合体外膈肌起搏器对脑卒中后 

呼吸功能的疗效研究。 

 
刘超

1,2
,万明珠

3
,黄臻

1
 

1.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2.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省,广州市 

3.辽宁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呼吸神经生理促进疗法结合体外膈肌起搏器对脑卒中后呼吸功能的疗效研究。 

方法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收治的 64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32 例患者。对

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增加呼吸神经 生理促进疗法和体外膈

肌起搏器进行训练，每周治疗 6 次，共治疗 3 周。分别在治疗前及治 疗后对 2 组进行血气分析[动

脉血氧分压(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动脉血氧饱 和度(O2sat)]、肺通气功能测定[第 

1 秒用力呼气量（FEV1）、最大自主通气量（FVC）]及 C 反应蛋白(CRP)检测，采用超声成像技

术测量 Δｍ(平静呼气末与平静吸气末的膈肌移动度)、 ΔＭ(用力呼气末与用力吸气末的膈肌移动度)、

Δd（平静呼气末与吸气末时膈肌厚度差值） 进 行 评 定 。 

结 果   2 组  患  者  治  疗  后  呼  吸  功  能  指  标  FEV1[ （  44.85±5.24)%] ， 

FVC[(69.47±4.26)%] ；  膈  肌  移  动  度  及  厚  度  差  值  Δ ｍ  [(16.96±3.25)mm] ； 

ΔM[(66.66±5.66)mm] ；  Δd[(0.95±0.23)mm] ；  以  及  Pa02[(81.92±5.66)mm Hg] ； 

PaC02[(43.16±4.92)mm Hg]；O2sat[(87.93±1.51)%]；CRP[(15.83±5.36)(mg/L)]均优于 对照组治

疗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呼吸的神经生理促进疗法结合体外 膈肌起搏器可以明显改善脑卒中后呼吸功能，提高膈肌移

动度及厚度，降低肺感染风险。 

PU-1635 

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疗效研究 

 
贾旭珊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治疗周围性面瘫的临床疗效，寻找该型面瘫的最佳临床治疗方法。 

方法 观察组的治疗方法如下： 

发病前 3 日： 

1.针刺 

2.艾灸 

发病后一周: 

1.针刺 

2.艾灸 

对照组的治疗方法如下： 

1.药物：泼尼松片  

规格：Smg*100 片 

2.服用方法：晨起饭后服用，30mg/天。 

3.减量方法：连续服用 7 天后减量至 25mg，25mg/天连续服用 6 天后减量至 20mg，20mg/天连续

服用 5 天减量至 15mg，15mg/天连续服用 4 天后减量至 10mg，依此类推，直至停服。（药物的服

用方法、减量方法均依据临床经验。） 

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观察组痊愈 13 例，好转 6 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95%，对照组

痊愈 9 例，好转 6 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7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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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针灸分期治疗周围性面瘫的临床效果十分显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促

进面部神经肌肉功能恢复，提高临床疗效，且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的时间越早，其临床干预效果越

好，且针灸分期治疗值得在周围性面瘫的治疗中推广应用。 

 
 

PU-1636 

延续居家言语训练对脑卒中失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艳存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合理健康教育方式，制定并实施脑卒中失语患者延续居家言语训练方案，对脑卒中出院患

者实施微信平台、电话随访结合家庭随访的延续居家言语训练；通过描述两组脑卒中失语患者出院

后 6 周及 3 个月言语改善情况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1.本研究从某三级甲等医院康复医学科选取 100 例首次发病的脑卒中失语患者，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分为实验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对照组实行康复医学科患者常规出院指导，在

患者出院前 3 天进行健康宣教加指导。实验组除接受常规指导外，出院后每周通过微信平台发送脑

卒中相关知识，并在线为患者及家属解答疑惑；每 2 周进行一次电话随访加指导，为患者提供及时

反馈的机会；每 3 周进行一次家庭随访，通过面对面进行沟通，给予家属及患者指导同时给予治疗

方案。2.研究者统计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出院时、干预 6 周和干预 3 个月时生活质量调查问卷，

并对其进行相应分析。3.收集到的数据采用 SPSS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

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出院时、干预 6 周和干预 3 个月时生活质量调查问卷得分均有所提高（P﹤0.05）；

实验组总分升高趋势比较明显，两组的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微信平台、电话随访、家庭随访的延续居家言语训练对脑卒中失语患者是有效的，该方式

能明显改善脑卒中失语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可以有效督促患者积极康复训练。 

  
 

PU-1637 

构音障碍强化训练结合口部感知运动在脑性瘫痪 

儿童中应用效果观察 

 
邱婕,黄任秀,张靖,覃洁,罗明,谭丽金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目的 探讨构音障碍强化训练结合口部感知运动对脑性瘫痪儿童康复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70 例脑性瘫痪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

每组均为 35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给予构音障碍强化训练结合口部感知运动干预。

比较两组患儿口部运动功能及语言清晰度。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各项口部运动功能评分及语言清晰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给予脑性瘫痪患儿构音障碍强化训练结合口部感知运动干预可有效改善其口部运动功能，提高

语言清晰度，有利于促进临床症状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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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8 

高危儿早期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廖正飞,张靖,李俊,周新寓,黄柳芬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目的 分析高危儿早期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在我科监测的高危患儿 7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39 例。对照组按儿童保健常

规进行系统管理，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早期干预，比较两组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评分评价疗

效，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经 1 年随访发现干预组视觉-运动整合、抓握、移动及姿势发育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干预可有效促进高危儿神经发育和各项功能发育。 

  
 

PU-1639 

悬吊摆动联合关节松动术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的临床研究 

 
王玉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悬吊摆动联合关节松动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80 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悬吊摆动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物

理治疗和关节松动术治疗。悬吊摆动组除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和关节松动术治疗外，尚给予悬吊摆动

治疗。每天 1 次，5 天为一个疗程，3 个疗程后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两组治疗前后的 VAS 评分、

JOA 下背痛评分和 ODI评分变化。 

结果 治疗后两组 VAS 和 ODI评分均显著降低，JOA 评分均有增加，但悬吊摆动组的变化较对照组

更明显（P<0.05）。 

结论 悬吊摆动联合关节松动术治疗疗效优于常规关节松动术。 

 
 

PU-1640 

脑卒中的 康复治疗 

 
张丹丹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脑卒中又称中风、急性脑血管病。大多发生在中老年人，其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均高，约

10～14%患者死于急性期，抢救成功后的致残率为 80%，患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严重影

响生活质量。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料统计，中风患者经正规康复治疗后，第一年日常生活

自理能力高达 60%，在复杂活动中需要别人帮助者仅占 20%，需要较多帮助者 15%，完全依靠只

占 5%，另外在工作年龄患者中，在第一年有 30%的患者可以恢复工作。 

方法 脑卒中患者在病情稳定后，根据具体功能障碍情况，采用科学的治疗方法，正确的康复措施，

通过运动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等可以改善和恢复肢体运动功能、言语功能等，提高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结果 提高生活质量，重返社会。 

结论 脑卒中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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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1 

握拳加压包扎对手烧伤患者手功能康复的影响 

 
徐晓川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握拳加压包扎对手烧伤患者手功能康复的疗效。 

方法 按随机数字表将 96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训练，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加压握拳包扎干预。在康复干预前及后 1 周、2 周、3 周进行手关节总活动度评定。 

结果 康复干预后 3 周手指关节的平均总活动度数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不同康复干预时间手关节总活

动度改善幅度合格率观察组高于对照组，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握拳加压包扎能提高康复期手烧伤患者康复效果。 

 
 

PU-1642 

脑瘫儿童的智力因素与其大运动康复疗效的因素分析 

 
刘小艳 

云南省昆明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脑性瘫痪患儿的智力水平与大运动康复效果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在康复训练中运用形式多样，种类繁多的大运动训练方法，增强脑瘫患儿的接受信息以及分析

处理能力，使其易于学习新的运动模式。 

结果 脑性瘫痪患儿的大运动康复治疗效果与智力水平成正相关。 

结论 脑瘫患儿的智力因素对大运动影响的重要性。 

PU-1643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损伤  

后青年抑郁患者的疗效 

 
李姣,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损伤后青年抑郁患者的疗效。 

方法 依就诊顺序按随机数字表法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于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神经康复

科住院的脑损伤后青年抑郁患者 51 例，观察组（26 例）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接受经颅直流

电刺激(tDCS)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MNST-V1.0)治疗，对照组（25 例）在常规康复训练的

基础上接受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抑郁自评量表（SDS）、贝克抑郁量表（BDI）、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对两组患

者的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 4 周后 HAMD、SDS、BDI 及 MBI 评分均明显较治疗前改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 HAMD、SDS、BDI 及 MBI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HAMD（11.4±5.3）分、SDS（42.1±6.5）分、BDI（10.7±3.9）

分及 MBI（75.15±12.91）分均明显较对照组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损伤后青年抑郁患者的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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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4 

水中运动治疗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治疗作用 

 
廖麟荣,史希陶,王娟,陈青红 

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水中平板训练 (underwater treadmill training, UWTT)对全膝关节置换术 (total knee 

replacement, TKR)后疼痛、关节活动范围、平衡、步行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2016 年 8 月—2017 年 5 月前来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就诊的患者，第一诊断为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且初次行 TKR 手术的患者 42 例，按就诊顺序和纳入标准筛选符合条件的患者，并随机分成

观察组（水中平板步行训练组）21 例和对照组 21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包括术后良

肢位摆放、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转移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本体感觉训练和步行能力训练）；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水中平板步行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进行评价，指标包括视觉

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膝关节主动关节活动度（active range of motion, AROM），

膝关节功能评分（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HSS）和简版生活质量量表（12-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SF-12）评价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 4 周后，组内比较，2 组患者治疗后 VAS、AROM、HSS 膝关节功能评分和 SF-12 量表

中的生理总得分（physical component summary, PCS）和心理总得分（mental component summary, 

MC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组间比较，水中平板步行训练组以上评分均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水中平板步行训练在改善 TKR 术后患者运动功能方面效果明显，可改善膝关节功能、患者的

心理功能和缓解疼痛的疗效优于常规治疗组，而且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645 

关节粘连传统松解术在关节僵硬治疗中的疗效评价 

 
张鑫,陈罗西,付婷婷,赵卫侠,严攀 

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观察关节粘连传统松解术在骨关节功能障碍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综合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评价

其临床疗效。 

方法 分别选取肩关节僵硬、肘关节僵硬、腕手关节僵硬、膝关节僵硬患者。采用关节粘连传统松解

术进行规范化康复治疗。分别进行关节活动度评定、VAS 评分、ADL 评定、各部分量表评定（肩关

节 JOA 评分、肘关节 HSS 评分、腕手关节 Conney 评分、膝关节 HSS 评分）等，观察其治疗前后

改善情况。 

结果 1.肩关节僵硬：治疗前后：主动前屈（87.00°±36.81，126.67°±27.33*），主动外展（69.51°±33.59，

105.49°±26.80*），JOA 评分（52.60±14.07，74.94±12.36），VAS 评分（5.30±1.19，2.38±1.21），

ADL 评分（81.90±13.17，93.94±5.54）。  

2.肘关节僵硬：治疗前后：屈伸活动度（56.15°±24.83，89.12°±20.64*），HSS 评分（60.37±9.11，

76.86±9.53*），VAS 评分（3.81±0.98，1.73±1.00*），ADL 评分（84.81±12.92，94.62±6.31*）。  

3.腕手关节僵硬：治疗前后：掌屈（29.00°±20.13，44.13°±18.22），背伸（22.50°±19.19，39.45°±18.08），

尺偏（15.08°±0.77，19.25°±9.38），桡偏（6.25°±7.14，11.91°±7.52），旋前（47.88°±29.85，

64.00°±24.50），旋后（48.68°±31.02，63.25°±22.58），VAS 评分（4.15±1.55，治疗后 2.10 ±1.24），

Conney 评分（53.08±20.54，74.96±17.34），ADL 评分（76.75±14.30，88.88±11.35）。  

4.膝关节僵硬：治疗前后：屈伸活动度（53.26°±37.22，110.24°±22.53），VAS 评分（3.88±1.04，

1.95±0.896），HSS 评分（48.56±18.58，67.69±17.95），ADL 评分（68.61±19.48，81.51±16.24）。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882 

结论 关节粘连传统松解术及其程序，对肩关节僵硬、肘关节僵硬、腕手关节僵硬、膝关节僵硬等有

良好治疗效果。 

 
 

PU-1646 

中药熏洗在烧伤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杨庆宝,邵迴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通过中药熏洗对烧伤康复期患者创面、关节活动度、睡眠质量、瘢痕瘙痒和皮肤新生等方面影

响的研究，探索出一种新的烧伤康复治疗方式。 

方法 烧伤康复患者 60 例，随机分两组：对照组(n=30)：给予系统康复治疗，治疗组(n=30)：给予

系统康复治疗，并配合使用中药熏洗，观察时间为 8 周。患者用中药熏洗对其进行康复治疗，1 次

／天，睡眠质量、关节活动度、4 周、8 周后的关节功能恢复情况和瘢痕的软化和抑制情况。疗效评

定标准，临床治愈：瘢痕缩小变软平复、颜色恢复或接近正常肤色、硬结消失、功能障碍基本恢复；

显效：硬结软、化变薄、颜色有所消退、症状基本消失、功能明显恢复；有效：瘢痕变软、症状明

显减轻、功能有所提高；无效：瘢痕无改变。 

结果 治疗组：治愈率 58.2%，显效 31.5%，有效 7.2%，总有效率为 96.9%；对照组：治愈率 42.2%，

显效 28.5%，有效 10.2%，总有效率为 80.9%；经统计学处理两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治疗

组疗效优于对照组。中药熏洗能控制瘢痕瘙痒，抑制瘢痕增生，增加关节活动度，彻底清洁创面，

软化和平整修复瘢痕，促进皮肤新生，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结论 中药熏洗能有效促进烧伤康复，是抑制瘢痕增生，控制瘢痕瘙痒，软化和平整修复瘢痕，提高

睡眠质量，促进功能恢复，改善心理状态的有效康复治疗方法。 

 
 

PU-1647 

石蜡疗法结合常规功能训练对全髋置换术后患者 

功能恢复的临床观察 

 
张菲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石蜡疗法结合常规功能训练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康复效果。 

方法 在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愈合良好，转入我院进行康复治疗的患者中，应用随机数字表将符合要

求的 97 例行单侧全髋关节置换术后的患者，将其随机分为 3 组：实验组 32 例，对照组 34 例，延

期对照组 31 例。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功能训练，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结合石蜡疗法，延期对

照组于术后 1 周后开始采用常规功能训练。分别于术前、术后 2 周、术后 3 个月和 6 个月时依照

Harris 评分标准评定患髋功能。同时观察各组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两种类型全髋置换术后患者分别经过功能训练后，训练前后的髋关节功能评分的比较，均具

有显著性差异（P<0.01），训练后均比训练前的功能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使石蜡疗法的实验组其髋

关节活动功能评分普遍较对照组和延期有较明显升高，三组之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基于石蜡疗法结合常规功能训练能缩短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康复时间，使其尽早离床活动，

有效地降低了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患侧髋关节的功能状况改善的更好、更早，提高了患者生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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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8 

生活重建在脑卒中患者的应用 

 
赵庆贺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生活重建模式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 84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脑卒中恢复期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2 例，对照组仅接受常规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常规的康复治

疗的基础上进行生活重建。 共治疗 3 个月，治疗前、治疗 3 月后对 2 组进行评定，采用 ADL 评定

量表，Frenchay 活动指数评定法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间 ADL 评定量表和 Frenchay 活动指数评定法评分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 ADL 评分和 Frenchay 活动指数评定均较组内治疗前改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治疗组 ADL 评分与 Frenchay 评分较为优异，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生活重建模式能明显的提高脑卒中患者 ADL 能力及社会能力，且改善作用具有持续性，该模

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PU-1649 

软组织推拿手法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的意义 

 
阴涛,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软组织推拿手法干预下，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与斜方肌静息状态下肌张力变化的相

关性。 

方法 将 72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6 例），分别采用软组织推拿手

法治疗和颈椎牵引治疗，疗程 4 周；观察两组临床疗效、斜方肌肌张力的变化、颈肩部疼痛的变化，

并分析观察组临床疗效与静息状态下斜方肌肌张力变化的相关性。 

结果 治疗组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P<0.01）；两组静息状态下的斜方肌肌张力均有明显改善

（P<0.01），且软组织推拿组优于颈椎牵引组（P<0.01）；治疗组总体疗效与静息状态斜方肌肌张

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线性关系( P<0.01, r2= 0.723)。 

结论 软组织推拿手法可有效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且在软组织推拿手法干预下，斜方肌静息状态下

肌张力的改变与总体疗效间呈正相关。 

间存在正相关的线性关系( P<0.01, r2= 0.723)。 

 
 

PU-1650 

呼吸训练联合球囊扩张术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疗效研究 

 
葛宣宣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呼吸训练联合导尿管球囊扩张术对脑卒中所致吞咽障碍的治疗作用。 

方法 选取 40 例经 X 线荧光透视检查诊断为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及康复吞咽训练，每日 2 次，每次 30min，每周 5d,共 20 次。观察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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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给予呼吸训练及导尿管球囊扩张术。对比 2 组标准吞咽障碍（SSA）评分.VFSS 吞咽障碍程

度评分.用力肺活量（FVC）。 

结果 2 组治疗前吞咽障碍评分无明显差异，治疗后两组 SSA 评分均提高，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VFSS 吞咽障碍程度评分均有提高，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FVC 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显效率

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显效率为 90%，对照组显效率 45%，两组间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呼吸训练联合导尿管球囊扩张术可有效改善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症状，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提高生活质量。 

 
 

PU-1651 

Powerbreath 呼吸训练治疗对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疗效研究 

 
葛宣宣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 Powerbreath 呼吸训练治疗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后运动性构音障碍康复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方法将入选 56 例脑卒中后运动性构音障碍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

规系统的放松训练、口腔感觉刺激、下颌唇舌训练、软腭功能训练及语音训练。治疗组在以上治疗

基础上给予 Powerbreath 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 2w、4w 后构音障碍的改善程度。 

结果 两组患者构音障碍均有所改善，其中治疗前两组的 Frenchay 构音障碍评分无明显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0.05)。治疗 4w 后构音障碍评分与观察组比较，其得分有效率为 110.12%，大于观

察组 62.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长发声时间（MPT）明显延长显效率高于对照组（P<0.01)，

言语清晰度明显优于对照组，比较两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 Powerbreath

呼吸训练治疗后临床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对于脑卒中后构音障碍患者进行 Powerbreath 呼吸训练治疗较常规构音障碍疗效更显著，能明

显改善构音障碍患者康复治疗效果，提高患者言语交流能力。 

 
 

PU-1652 

基于调整膈肌功能障碍缓解非特异性下腰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高伟鹏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膈肌是分离胸腔和腹腔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人体重要吸气肌，吸气时，膈肌下沉，腹内压增加，

增加 腰椎稳定性，可帮助集体能够承受更大压力，当膈肌功能失常时，会导致胸腔和腹腔压力不成

正比，腹内压稳定性降低，导致腰椎不稳、腰肌损伤、腰椎间盘突出等症状，从而导致非特异性下

腰痛。正确评估膈肌功能，通过调整膈肌功能障碍可以有效缓解非特异性下腰痛。本研究旨在通过

手法调整膈肌功能治疗非特异性下腰痛，观察其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共

34 人，给予膈肌功能评定，通过手法调整膈肌功能，共治疗 4 周，功能评价标准：VAS 评分、腰椎

JOA评分，治疗前后分别给予功能评价，并根据 JOA评分计算改善率=[(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 29-

治疗前评分]×100%。通过改善指数可反映患者治疗前后腰椎功能的改善情况，通过改善率可了解临

床治疗效果，改善率为 100%时为治愈，改善率大于 60%为显效，25-60%为有效，小于 25%为无

效。 

结果 34 例病人治疗后 VAS 评分、JOA 评分明显下降，改善率大于 60% 

结论 通过调整膈肌功能可有效缓解非特异性下腰痛，临床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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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3 

骶髂关节调整技术在非特异性下腰痛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高伟鹏,郑遵成,王晓玉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骶髂关节调整技术治疗下腰痛的临床疗效，评价整骨测试对非特异性下腰痛评定的特异性

及灵敏度，探讨整骨测试指导下的骶髂关节调整技术在非特异性下腰痛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 60 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均采用常规康复治疗训练：推拿、理疗、运动疗法训练，

每日一次，每项治疗 30MIN/次，治疗组加用骶髂关节调整技术治疗，30MIN/次，每日一次。治疗

周期 4 周。 

骶髂关节调整技术：采用意大利米兰整骨测试技术，包括：1.髂后上棘活动质量变化：站立位测试、

坐位测试对比两个体位身体前屈时髂后上棘的启动速度、活动范围等判断患者疼痛来源；2.STORK

测试：单腿站立位，非支撑侧下肢做屈髋屈膝运动，根据髂后上棘活动变化对比左、右侧异常，

3.DOWNING 测试确定髂骨前倾、后倾角度。根据以上测试准确判断出患侧髂骨功能障碍后，定位

障碍点通过呼吸配合法，运用 MET/STHURST 技术调整髂骨，使其恢复中立位。 

疗效观察：疼痛评定：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法（VAS）；腰椎功能障碍评定：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问卷(ODI)；下肢生物力学评定：双下肢长度差（mm），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结束 1 个月后各评

定一次，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 VAS 评分、ODI评分、双下肢长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VAS 评分：治疗后两组

VAS 评分均较前降低，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对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治疗结束后 1

月，治疗组 VAS 评分改变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ODI 评分：治疗后及治疗结束

后 1 月两组 ODI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两组评分无明显差

异，治疗结束 1 月后治疗组 ODI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双下肢长度差：

治疗后、治疗结束 1 月时治疗组双下肢长度差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

照组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变化。 

结论  1、在常规的康复治疗基础上，运用骶髂关节调整技术可有效改善腰部运动质量，明显减轻疼

痛，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效果优于常规康复治疗方法。 

 2、骶髂关节调整技术可有效矫正因下肢生物力学原因导致双下肢不等长，可更好维持治疗效果，

减少非特异性下腰痛的症状反复。 

 
 

PU-1654 

早期 motomed 训练对截瘫性脊髓损伤患者下肢肌力的影响 

 
贾钟淇,段好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 MOTOmed 训练设备早期训练对截瘫性脊髓损伤患者下肢肌力的影响。 

方法 共选取亚急性期 30 例截瘫脊髓损伤患者，将其随机分为 MOTOmed 治疗组 15 例及对照组 15

例，对照组为常规系统康复治疗，治疗组为上述治疗基础上配合 MOTOmed 训练设备。所有患者共

接受为期 10 周的康复治疗。于治疗前及治疗 8 周时，同时对两组患者行等速肌力评定。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以等速肌力评定作为疗效判定

标准,治疗前后比较,2 组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且以治疗组的改善幅度较显著，与对照

组比较，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配合 MOTOmed 早期训练设备进行训练，能够进一步改善截瘫性脊髓

损伤患者的下肢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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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5 

悬吊训练联合振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和 

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彭俊峰,李彦杰,秦合伟 

河南省中医院 

 

目的 观察悬吊训练联合振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6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

性别、病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每日 1 次，1 次 30-40

分钟，每周 5 次，持续治疗 20 个工作日。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悬吊训练和振动疗法，悬吊训练主

要选择①仰卧位腰椎中立位②仰卧位骨盆上抬③侧卧搭桥三种治疗方案，来提高躯干核心稳定能力，

加强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改善脊柱和骨盆核心肌群控制力和平衡性以及患侧下肢的控制能力。振动

训练主要采用①直立位频率 5HZ 加减 1HZ，4 分钟。②立位屈膝位频率 12HZ，3 分钟。③伸膝提

踵位频率 12HZ,3 分钟三种治疗方案。来增加本体感觉的输入以及主动肌和拮抗剂协调能力以改善

其运动功能及平衡协调功能。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用 Pro-Kin 平衡训练仪压力中心(center of 

pressure,COP）的相关参数：运动长度、运动面积测试、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

及 Barthel 指数对两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平衡训练仪压力中心(COP）的相关参数：运动长度、运动面积、BBS 量表

评分和 Barthel 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睁眼运动长度

(342.53±19.53 vs 574.36±24.84，P<0.05)、闭眼运动长度 (428.87±30.41 vs612.71±54.58，P<0.05)、 

睁 眼 运 动 面 积 (357.45±27.64 vs 545.76±52.69 ， P<0.05) 、 闭 眼 运 动 面 积

(394.83±24.33vs597.93±57.67 ，P<0.05)明显优于对照组，BBS 量表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41.63±3.81 vs28.82±3.14，P<0.05)，Barthel 指数评分(36.68±9.64 vs 67.76±12.26，P<0.05) 明

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悬吊训练联合振动疗法能改善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 

 
 

PU-1656 

探讨上肢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孟桂宇,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讨上肢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 4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患者均接受基础药物治疗。对照组只进行

常规的运动疗法 40min，2 次/天,作业疗法 30 min,1 次/天,6 天/周,共 8 周。治疗组除每天进行常规的

运动疗法 40min，2 次/天,作业疗法 30 min,1 次/天外,同时给予上肢机器人训练 20 min,1 次/天,6 天/

周,共 8 周。采用 Brunnstrom 分期上肢、手功能评定、改良 Barthel 指数进行疗效评价。比较两组疗

效。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上肢功能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均优于治疗前(P<0.05)。 

结论 上肢机器人训练有利于改善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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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7 

危重症患者的早期语言康复干预实践 

 
张庆苏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北京市, 

 

目的 临床危重症患者是指由于原发病情危重，不能脱离生命监护或存在意识障碍，不能脱离病床管

理的患者，此类患者一般在住院期间主要在重症监护室病房以及加护病房内留观，由于病情的不稳

定，不能进入到语言康复治疗室内进行康复治疗。传统的语言康复治疗工作需要对治疗环境进行设

定，治疗形式为一对一的治疗，需要患者的主动配合和参与，因此语言康复治疗需要待患者病情平

稳，能够轮椅移行至治疗室内时方展开语言康复工作，这种康复治疗模式会使一部分危重症患者在

此阶段不能达到有效的语言康复干预，错失早期康复治疗的时机，影响临床和康复的效果。2017 年

5 月-2018 年 3 月，我们科室开始开展危重症患者的早期语言康复干预，言语治疗师进入重症监护室

或加护病房内开展床旁语言康复工作，同时在开展治疗的过程中，研究语言床旁康复工作流程和评

价措施，从而为今后普遍开展的早期语言康复干预进行有效的探索。 

方法 本研究主要从危重期患者语言障碍的组成、干预措施的设定、康复时间的制定、评价方法的开

展以及治疗效果的判定进行此项工作的经验分享，探索语言床旁康复工作的新模式。 

结果 11 例患者中脑卒中患者 7 例，脑外伤患者 2 例，颈髓损伤患者 1 例，平均病程 18 周，均需要

卧床接受支持治疗；意识障碍者 45.45%(4 人），口腔内环境差 72.72%（8 人），鼻饲率 90.9%（10

人），胃造瘘率 0.09%（1 人），气管造口率 71.42%（8 人），佩戴呼吸机辅助呼吸 27.27%（3

人），吞咽反射消失 27.27%（3 人），发声交流能力保留率 0.09%（1 人），基本交流能力 63.63%

（6 人，依靠眼动、头示意以及手势）；床旁语言干预 4 周后经口进食能力提高至辅助下经口进食

45.45%（5 人），拔出胃管 18.18%（2 人），发声交流 36.36%（4 人），间歇堵管交流 18.18%

（2 人），转入治疗室内进行治疗的 18.18%（2 人）均较前有明显改善。 

结论 1.危重症患者均处在较低水平的经口进食状态，口腔内环境较差并且在日常护理中容易被忽视。 

2.危重患者存在较高比例的气管插管率，鼻饲率，11 例患者干预前均不经口进食，胃造瘘比例低。 

3.床旁干预对于改善患者的发声和进食状态有效。 

4.床旁语言干预仍需要进一步细化评价方法，治疗流程及疗效判定的标准。 

 
 

PU-1658 

古琴及古琴曲在治疗颈,腰椎病及其不良情绪疗效观察 

 
高竹林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目的 在得了颈,腰病后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恐惧,抑郁等心理,严重时会妨碍治疗效果或质

量. 应用弹古琴时的坐姿或莫拟弹古琴手法,以及播放古琴曲来治疗脊柱病及其不良情绪疗效观察。 

方法 坐姿于端坐疑神,虚灵顶劲,微微前倾,含胸拔背,上身脊柱挺直,立身正中,下肢平肩坐姿,双足平

行着地,双膝相合,松胯收腹,松肩重肘,顺腕拿指,[近似于坐桩]，双手扶琴，手指要有力度，左，右手

交替做轻，重，缓，急的动作，手指与大脑相关神经密切，经常运动手指能够很好地促进手指末梢

神经的血液循环，音乐可调节大脑皮层，使体内激素增多，良好的刺激可是神经，内分泌等系统机

能得到调节，使紧张，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进而缓解。 

结果 12 例患者中，治愈 9 例，有效 3 例，总有效率 100%，其中一个疗程治愈 10 例，占 88%。二

个疗程 2 例，占 12%。 

结论 当患者抚琴或听到古琴曲时会产生相应的情感活动,情感与思维可以来调整心理状态,从而调整

患者的情绪,放松心情,消除压力与焦虑等,如,阳关三叠之曲,此曲是有王维的:"渭城曲",改编的,音调流

畅,虽是与故人叙离别之情,却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精神,令人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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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9 

电针疗法联合常规康复疗法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 

障碍康复的临床研究 

 
周厚勤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本研究拟在常规康复疗法的基础上采用电针疗法辨证论治治疗脑瘫患儿，观察其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将 100 例脑瘫患儿（1-5 岁），其中男 63 例，女 37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患儿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中所有患儿的纳入都符合

2014 年第十三届全国小儿脑瘫康复学术会议制定出的诊断分型标准，GMFM 分级为Ⅰ~Ⅲ级，无固

定关节挛缩，患儿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中的患儿排除了治疗前 6 个月内服用降低肌张力药

物、注射肉毒素或进行手术者，关节畸形，伴有癫痫、行为异常者，颅内有金属植入物或助听器者，

家属不配合的患儿。两组患儿均采用常规康复疗法（即常规的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及平衡功能训练）。

观察组加用电针疗法，头部常规取运动区，上肢取肩髃、肩髎、曲池等穴位，下肢取髀关、伏兔、

环跳等穴位，均取双侧穴位；同时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加取以下穴位，气血两亏、心脾互虚者取心俞、

脾俞、膈俞；脾胃虚弱者取脾俞、胃俞、中脘、足三里；如肝肾阴虚者加肝俞、肾俞、三阴交、太

溪。采用直径 0.32 mm、长 25mm 不锈钢毫针直刺，进针后行小幅度提插捻转、平补平泻手法，待

得气后取 3-4 对主要穴位，接通 G6805 型电针治疗仪，选用疏波(频率为 2.7 Hz)，电刺激强度逐渐

增大，以患儿能耐受且可感觉或看到患肢肌肉收缩为度。电针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30 min，6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前后观察指标：（1）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2）粗大运动功能评估表（GMFM）；

（3）精细运动功能测试评估表(FMFM )；（4）临床平衡能力评定：采用 Berg 平衡量表。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运动发育、粗大运动、精细运动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后，观察组 Peabody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0.28±2.05 vs 20.01±2.01；P<0.05)；

观察组 GMFM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5.45±5.03vs 19.24±3.01；P<0.05)；观察组 FMFM 评分明显

优于对照组(51.11±5.24 vs 30.14±5.52，P<0.05)。观察组 Berg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95.36% vs 

82.87%，P<0.05)。 

结论 电针疗法在常规康复疗法基础上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改善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PU-1660 

哺乳期乳房脓肿非手术治疗体会 

 
邓丽明,李旭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穿刺治疗对病程长、脓腔大、多分隔的哺乳期乳房脓肿的康复治疗效果，以及物

理因子介入对穿刺后组织修复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2017 年我院门诊就诊的哺乳期病程较长、脓腔较大、多分隔的乳房脓肿患者，年

龄在 23-39 岁，病程 27-37 天，体温和血常规恢复正常者共 77 例。均在统一标准的无菌操作下行

超声引导脓肿穿刺抽吸加生理盐水冲洗至抽出液清亮后加压包扎。然后随机分为单纯穿刺组 38 例，

脓肿大小 7.5×4.0×2.8-3.5×3.9×2.7cm；脓肿分隔 2-4 腔。穿刺康复组 39 例，脓肿大小

7.8×3.9×2.9--3.9×3.8×2.7cm；脓肿分隔 2-4 腔。两组患者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O．05)具有可

比性。单纯穿刺组：1、继续母乳，予母乳喂养指导；2、每次穿刺抽吸后局部加压包扎 1 天；3、

每次穿刺抽吸后蒲地蓝连续 5 天口服，10ml/次，tid；4、每天电话随访患者情况（包括乳房局部红、

肿、热、痛及全身情况，如有不适症状及时就诊）；穿刺康复组：在上述处理的基础上配合以下治

疗，1、每次穿刺抽吸后第三天用超声波治疗（超声声头直径 2cm，治疗频率 1 MHz，连续波接触

法，剂量 0.3-0.6 W/cm²）；qd，连续 5 次。2、每次穿刺抽吸后第三天低频电治疗，qd，连续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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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单纯穿刺组：38 例中一次穿刺痊愈 32 例，占 82.05%；两次穿刺痊愈 4 例，占 10.53%；三

次穿刺痊愈 2 例，占 5.26%；平均脓肿痊愈时间 31 天，平均局部疼痛消失时间 17 天，平均乳房局

部感觉恢复时间 27 天，平均局部硬结消失时间 58 天。穿刺康复组：39 例中一次穿刺痊愈 32 例，

占 82.05%；两次穿刺痊愈 6 例，占 15.38%；三次穿刺痊愈 2 例，占 5.13%；平均脓肿痊愈时间

15 天，平均局部疼痛消失时间 6 天、平均乳房局部感觉恢复时间 18 天、平均局部硬结消失时间 22

天。两组在治愈率方面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O．05）；但在局部残留硬结方面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O．05）；平均脓肿痊愈时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O．05），平均局部疼痛消失方面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O．05）；平均乳房局部感觉恢复时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O．05）。 

结论 超声引导穿刺治疗对病程长、脓腔大、多分隔的哺乳期乳房脓肿的治疗效果确切，配合物理因

子介入者具有加速损伤组织修复、缩短病程、减轻患者痛苦的作用。 

 
 

PU-1661 

感应电疗法结合运动疗法对落枕后关节活动度及疼痛的影响 

 
吕云昉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感应电疗法及运动疗法对落枕后颈椎关节活动度及疼痛的影响。 

方法 选取西京医院 2016 年 2 月-2017 年 5 月 34 例符合入选条件的落枕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

各 17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包括干扰电疗法、磁振热疗法。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感应

电疗法，剂量宜采用电流为 20mA-30mA，以引起肌肉明显收缩为度，感应电之后进行运动疗法被

动牵伸及患者主动运动体操，每天治疗 30 分钟。分别与治疗前及治疗 3 天后测量患者颈椎主动关节

活动度及 VAS 疼痛评分。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颈椎主动活动度范围和 VAS 疼痛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 3

天后，两组患者颈椎主动关节活动度及疼痛均有所改善（P<0.05）。且干预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与常规康复治疗相比，感应电结合运动疗法能更好改善落枕患者颈椎主动活动度及疼痛。 

 
 

PU-1662 

物理因子配合中医中药治愈大面积皮肤 绿脓杆菌感染 1例报告 

 
杨迎丰 

阜南仁和医院 

 

目的 大面积创面绿脓杆菌感染，使用抗生素过多，产生耐药，应用毫米波、超短波及中医中药治疗，

消炎、扶助正气。 

方法 用毫米波、超短波及中药治疗耐药绿脓杆菌 

结果 创面脓液消失，症状好转 

结论 毫米波、超短波及中药治疗外伤绿脓杆菌感染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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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3 

探讨物理因子疗法联合呼吸训练对气管切开脑卒中患者 

缩短拔管时间的疗效分析 

 
许晓寒思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物理因子疗法联合呼吸训练对气管切开脑卒中患者缩短拔管时间的疗效分析。 

方法 本文选择住院部 36 例气管切开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18 例，对照组在

常规临床治疗的基础上，在气管切口处行低功率氦氖激光照射，每天一次，一次 10 分钟；同时给于

患者超短波治疗，胸背对置，无热量，一天一次，一次 10 分钟，共计 10 次。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行呼吸训练，具体内容为胸阔扩张运动，缩唇呼吸和抗阻式腹式呼吸，每天一次，一次 20 分钟。

30 天的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BODE 指数，临床肺部感染评分 CPIS 以及拔管时间。 

结果 治疗结束后，对照组与治疗前比较以及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CPIS 指数和 BODE 指数均下降

（P<0.05)，拔管时间均缩短(P<0.05），有统计学意义。且实验组的各项指数优于对照组。 

结论 物理因子疗法联合呼吸训练能够有效降低气管切开脑卒中患者的肺部感染率以及缩短拔管时

间，效果优于单纯使用物理因子的治疗。 

PU-1664 

超声波联合软组织牵伸技术对新生儿斜颈的疗效观察 

 
郭颖,牟翔 袁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超声波联合软组织牵伸技术对新生儿斜颈的疗效。 

方法 将我科2016年1月—2018年1月期间新生儿斜颈的病例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两组各18例。

两组均采用常规治疗方法，如音频电、旋磁，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超声波疗法和软组织牵伸技术，

超声波采用脉冲式，占空比为 50%，剂量为 0.6—0.8w/cm2,移动速度 1-2cm/s，10min/次/天，6 天

/周；随后再采用牵伸技术对发生纤维化挛缩的胸锁乳突肌进行牵伸，手法为推揉法、拿捏法、弹拨

捻揉法、牵拉法、旋转法、结束手法， 20—30min/次/天，6 天/周，均连续治疗 8 周。两组各治疗

8 周后，采用被动关节活动度（PROM）和多伦多痉挛性斜颈评定量表（TWSTRS）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间 PROM 、TWSTRS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

患者的 PROM、 TWSTRS 均有所提高（P<0.05），且治疗组 PROM、TWSTRS 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声波疗法联合软组织牵伸技术对新生儿斜颈有明显的疗效。 

 
 

PU-1665 

截根疗法配合辩证针刺治疗乳腺增生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红格,魏文志,李香社,贾静,任彦景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以中医传统医学的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临床研究，观察截根疗法配合辩证针刺治疗乳腺增生

的临床疗效并探寻其机理，为今后截根疗法配合辩证针刺治疗乳腺增生提供理论参考，以进一步提

高临床疗效。 

方法 根据截根疗法配合辩证针刺治疗乳腺增生的不同疗效及影响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90 例患者(其

中 25 岁以上 25 例，35 岁以上 35 例，45 岁以 30 例)上全部病例均经过 B 型超声诊断乳腺增生伴有

乳腺肿块。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取西药药物治疗。治疗组采用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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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取乳房上下限对应督脉的位置采用 1.5 寸毫针针尖朝下沿督脉向下平刺至针身全部进入，连刺

三针强刺激；乳房局部取穴膻中（向脐方向平刺 1.0 寸），乳根（向乳头方向斜刺 1.2 寸），沙泽，

肩井（从后向前平刺 1.2 寸）；肝火上炎型加行间（泻法，双侧）,冲任不固型加关元，三阴交（双

侧）；气血双亏型加气海（温针灸 10—15 分钟），脾俞（双侧）以上各穴均留针 30 分钟。每天治

疗一次，10 次为一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5 日。治疗前后分别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发布乳腺增

生症诊断标准对每组患者进行评定，10 次为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定，统计疗效。 

结果 治疗组治疗乳腺增生 55 人疗效显著，治愈 45 人，有效 8 人，无效 2 人，有效率 96%。对照

组治疗乳腺增生 35 人，治愈 5 人，有效 15 人，无效 15 人，有效率 62%。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结论 乳腺增生非常常见，发病率为 70%，高峰年龄为 30-45 岁，由于情志异常，肝气郁结，肝失

调达而导致气滞于肝经，蕴结于乳房，使乳络阻塞不通，火印气虚至气血运行不畅阻塞于乳而发病。

截根疗法直接作用于相对应的神经，刺激交感神经和植物前神经，止痛效果立竿见影，配合局部穴

位活血化瘀散结消肿，疗效显著。截根疗法配合辩证针刺标本兼治，内外同调，疗效显著。单纯药

物治疗不能达到直接止痛散结的作用，疗效不如截根疗法配合辩证针刺效果显著。 

 
 

PU-1666 

功能性电刺激四肢联动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效果分析 

 
胡川,顾莹,刘敏,王欣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功能性电刺激四肢联动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探讨更加科学有效的

训练方法，尽最大可能的提高患者的运动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治疗效果，减轻病人痛苦，使

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病例对照的办法，随机地将 52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观察组，两组组各有 26 例，

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的运动治疗，包括肌力训练、耐力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步行训练、神经易化

技术等，训练时间 30min/次，1 次/d，每周 6d。对照组进行普通四肢联动训练，30min/次，1 次/d，

每周 6d。观察组进行 FES 四肢联动训练，30min/次，1 次/d，每周 6d。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与观察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过四周的治疗后患者下肢 Fugl-Meyer 评

分、Holden 步行能力评分以及 Berg 评分方面均得到提高，不论是观察组还是对照组，治疗前后各

量表的评分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0.05)，且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下肢 Fugl-Meyer 评分、Holden

步行能力评分提高幅度更为明显(P<0.05)，但 Berg 评分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FES 四肢联动则是将功能性电刺激与四肢联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瘫痪侧肌肉的力量，改

善关节活动度，提高运动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提高病人生活质量。 

 
 

PU-1667 

针刺配合肌内效贴布对中风痉挛性瘫痪的疗效影响 

 
续龙,王莹,王进进 

山东省泰山疗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研究针刺配合肌内效贴布对治疗中风痉挛性瘫痪的疗效影响。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患者按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针刺配合肌内效贴布组和常规针刺组

各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两组取穴相同。针刺配合肌内效贴布组：针刺采用阴经取穴数量少、局部

强刺激，用泻法不留针，少而重刺泻其―阴急‖；阳经取穴数量多，局部刺激弱，并均平刺或斜刺刺向

拮抗肌肌腹（或肌群），用补法留针 30min,多而轻刺补其―阳缓‖，起针后再配合肌内效贴布贴扎；

常规针刺组，采用常规针刺，行针至得气后留针，平补平泻。两组均每日 2 次，每周 5 天，休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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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 周 1 疗程，连续治疗 4 周。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治疗 2 周后、治疗 4 周后用改良 Ashworth

肌张力分级评定法、Brunnstrom 偏瘫功能评定法和 Fugl-Meyer 评定法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2 周后针刺配合肌内效贴布组有效率 92%，常规针刺组总有效率 79%。针刺配合肌内效

贴布组疗效优于常规针刺组（P<0.01）。治疗 4 周后针刺配合肌内效贴布组显效 66 例，总有效率

100%，常规针刺组显效 42 例，总有效率 89%。针刺配合肌内效贴布组疗效明显优于常规针刺组

（P<0.01）。取穴数量少、局部强刺激，用泻法不留针，少而重刺泻其―阴急‖；阳经取穴数量多，

局部刺激弱，并均平刺或斜刺刺向拮抗肌肌腹（或肌群），用补法留针 30min,多而轻刺补其―阳缓‖，

起针后再配合肌内效贴布贴扎；常规针刺组，采用常规针刺，行针至得气后留针，平补平泻。两组

均每日 2 次，每周 5 天，休息 2 天，2 周 1 疗程，连续治疗 4 周。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治疗 2 周

后、治疗 4 周后用改良 Ashworth 肌张力分级评定法、Brunnstrom 偏瘫功能评定法和 Fugl-Meyer

评定法进行评定。 

结论 针刺配合肌内效贴布组可明显降低偏瘫肢体肌张力，改善中风偏瘫痉挛状态，提高肢体运动功

能，疗效优于常规针刺法。 

 
 

PU-1668 

应用肌内效贴治疗痉挛型偏瘫患儿足下垂的疗效观察 

 
龙亚君,熊裕娟,覃蓉,刘璨,刘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应用肌内效贴贴扎技术治疗痉挛型偏瘫患儿足下垂的疗效。 

方法 将 60 例痉挛型偏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两组均进行综合康复治疗。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应用肌内效贴对偏瘫侧下肢进行贴扎治疗。治疗前后分别用关节量角器法测量下肢

踝关节主动背屈角度，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估量表测定患儿腓肠肌肌张力的变化、粗大运动功能量

表(GMFM 一 88)评估 D 区(站立)、E 区(走跑跳)分值 

结果 治疗 12 周后，两组患儿患侧踝关节主动背屈角度及腓肠肌肌张力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

(P<o．01)，且观察组更优于对照组( P<0.05)；两组GMFM一88之D、E区评分均高于治疗前(P<0．01)，

且观察组更高于对照组(P<o．05) 

结论 肌内效贴贴扎技术配合康复功能训练能有效改善痉挛型偏瘫患儿足下垂步态，提高下肢的运动

功能。 

  
 

PU-1669 

短波紫外线联合外科清疮治疗老年压疮的临床观察 

 
玄蕴,赵伟,雷会杰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短波紫外线联合清疮治疗老年压疮的临床疗效并探讨不同时期如何选择治疗剂量。 

方法 老年压疮是由于局部长期受压持续缺血缺氧营养不良而致组织溃烂坏死。现已成为老年卧床病

人常见并发症之一。我院选取 2014——2017 年老年病科因长期卧床发生压疮患者 30 人，平均年龄

75.4 岁，平均绝对卧床时间 6.2 个月，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 15 人。治疗组采用北京长

天福 lcf2000_lll254nm 短波紫外线联合外科清疮治疗。对照组采用外科清疮治疗与临床护理常规治

疗。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根据 NPUAP2007 压疮分期进行评估，所有病人均达到 3 期（浅度溃疡

期）。治疗组前三天外科清疮后应用短波紫外线亚红斑量局部照射治疗，每日一次。随后采用患处

红斑量周围亚红斑量中心重叠照射法照射，每日一次，照射 4 次，总共七日。对照组外科清疮与临

床护理联合治疗，每日 2 次，治疗七日。通过 NPUAP2007 压疮分期观察评估压疮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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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组经 7 日治疗后痊愈者 7 人，达到 2 期（炎性浸润期）2 人，达到 1 期（淤血红润期）者

2 人，痊愈者 46%，有效率 73%。对照组经 7 日治疗后痊愈者 3 人，进入 2 期（炎性浸润期）者 5

人，进入 1 期（淤血红润期）者 2 人，痊愈率 20%，有效率 66%。 

结论 短波紫外线联合外科清疮治疗老年压疮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治疗方式。 

 
 

PU-1670 

中频电超短波联合手法治疗应用于术后肠功能紊乱的 

临床疗效观察 

 
雷会杰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中频电，超短波手法，治疗术后肠功能紊乱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30 例阑尾炎术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人，其中治疗组采用中频电处方，

每日一次，共治疗三次，超短波每日一次，共治疗三次，手法按摩，每日一次，共三次。对照组，

单纯手法按摩，每日一次共三次，观察排气排便情况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却有明显的肠功能改

善，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果 结果是。中频电超短波，半天内，就可以使患者，排气通便，改善肠功能紊乱 

结论 中频电超短波，加手法按摩是术后肠功能紊乱的有效办法。 

 
 

PU-1671 

从腰痛验案浅探《内经》人迎气口脉法 

 
郑海梅,高聪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浅探《皇帝内经》人迎气口脉法的定位及临床应用。 

方法 笔者从验案出发，着眼于《皇帝内经》经文，并查阅相关资料，从人迎气口脉的定位、判断病

位病性及具体针刺操作等方面探讨其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 

结果 《皇帝内经》中大篇幅记载了人迎气口脉法，查阅资料发现后世医家重视人迎寸口脉定位为关

前一分，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人迎寸口脉法能准确辨明疾病性质及病位，其针刺具体操作如针刺

深度、留针时间、补泻方法、气至有效等方面均在《皇帝内经》有详细记载，并能高效指导临床。

成功的补泻才能气至而有效，此气至指针刺前后脉象的改变而非后世主流观点气至病所或酸麻涨感。 

结论 人迎气口脉法为《皇帝内经》最重要脉法，相关阐述相当丰富，操作简单、临床高效，针灸医

师当回归《黄帝内经》思维，研究该脉法，使之高效指导和应用于临床。 

 
 

PU-1672 

传统武术五步演化动作对运动疗法治疗师的脊柱保护效果观察 

 
焦成渠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近几年我国康复事业发展迅速，近几年更是进入跟高层次水平。运动疗法治疗师担负着康复团

队中比较重要的任务，躯体运动功能康复。在治疗过程中由于体位原因、病人因素（身高、体重等）、

治疗环境因素（缺乏可升降治疗床）、错误的技术手段应用等，造成脊柱相关问题，核心功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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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常见腰部酸痛、颈部酸痛头晕、胸背部僵硬、前交叉综合征、肩胛位置偏移（高低肩，翼状

肩）、肩胛内缘酸痛、骨盆后倾等症状体征。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发生的的几率和症状会越来越

高，成立时间久的康复中心问题会更明显和普遍，严重影响了康复工作的进行和发展，成为学科领

头人心中的隐痛和康复事业发展必须面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的预防方法比较零散和不规范，

主要是治疗师主动伸展脊柱，佩戴腰围，和手法理疗干预。这些方法作用有限，没有长效机制，临

时针对症状处理。本研究旨在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简单可推广，长效机制优秀的一套保护方法。有

效缓解脊柱压力及预防相关问题的出现，增强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8—2018.5 独立收治病人时间一年以上的有相关症状的运动疗法治疗师 30 名。 

1、每天 10 分钟热身运动拉伸髋周肌肉 

2、五步拳演变操 15 分钟 

3、治疗过程中应用五步演变步伐操作， 

4、注重腹式呼吸调整， 

疗效判断标准：完全有效：4 周后症状消失，功能得到恢复 

              有效：  4 周后症状主观评分消失 5 分以上，功能部分未恢复。 

              无效：4 周后症状未明显改善，功能恢复轻微。 

结果 1、4 周后受试治疗师症状改善显著：5 分以下 

2、功能恢复 60%以上 

3、显著体能提高 

结论 传统武术五步演化动作对运动疗法治疗师的脊柱保护行之有效，简单可掌握，长效机制明

显。        

 
 

PU-1673 

关节松动术在肘关节骨折术后功能障碍治疗中的应用 

 
王农,吴平 

西安市红会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关节松动术在肘关节骨折术后功能障碍治疗中的效果。 

方法 总结 2011 年 6 月～2016 年 10 月期间我科门诊就诊的肘关节骨折术后功能障碍 56 例患者。

年龄区间为 5～75 岁，平均年龄为 40 岁，男性为 36 例，女性为 20 例，在 3 周～6 月就诊有 34 例，

手术后 6 个月就诊有 22 例，在门诊行手法关节松动术治疗的 29 例为治疗组，回家自主锻炼的 27

例为对照组，两组均在门诊室进行蜡疗。建立患者就诊资料存档，于 3 个月、6 个月时进行回访，

治疗组 29 例全部得到回访，对照组 24 例得到回访，3 例失访，回访采用上肢活动度量表评定。 

结果 治疗组 3 个月时 19 例上肢活动度恢复正常，7 例 6 个月时上肢活动度恢复正常，3 例上肢活

动度恢复不理想，有效率达 93.3%。对照组 3 个月时 10 例上肢活动度恢复正常，10 例 6 个月时上

肢活动度恢复正常，7 例上肢活动度恢复不理想，有效率达 70.8%。治疗组上肢关节活动度在 6 个

月内恢复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关节松动术在治疗肘关节骨折术后功能障碍中具有显著效果，肘关节骨折术后在康复治疗师的

指导下进行关节活动与肌力的锻炼加快了恢复，在临床中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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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4 

关于运动机能贴临床应用的探讨思考 

 
陈斌 

1
,邹汶珊

2
,艾长山

1
 

1.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2.长春中医药大学 

 

目的 我国对运动机能贴的使用大部分只停留在损伤方面，在神经病学、骨科学等领域的使用经验并

不多。国内外的研究方向目前也主要限于协调肌肉和关节功能、促进消肿、缓解疼痛和预防运动损

伤等方面，本文针对运动机能贴分别在脑卒中、骨外科学及相关疾病、健康人群的使用的效果三个

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总结，旨在探讨运动机能贴在这三个领域人群的使用疗效，目的是为今后运动机

能贴在各个领域的使用提供可参照依据。 

方法 运动机能贴在使用方面不同理论体系尚存在争议，本文针对运动机能贴分别在脑卒中、骨外科

学及相关疾病、健康人群，针对不同运动表现的治疗方法进行总结，希冀可以扩展运动机能贴的适

应症范围，广泛应用在更多学科和领域。并希望能对今后的贴扎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研究给出一些参

考，希冀可以扩展运动机能贴的适应症范围，日益广泛应用在更多学科和领域。 

结果 运动机能贴的贴扎不在肌肉，不按肌肉的起止点贴扎越来越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学者更加相

信贴扎的是皮肤，通过皮肤后刺激到的感受器来改变大脑对动作的指挥作用，使大脑进一步发挥对

正确运动的控制和作用。 

结论 运动机能贴可以有效地减轻疼痛、提高关节稳定性、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增强运动表现，同时

也对健康人群预防运动损伤起到积极意义。 

期待将来我们可以与更多学者利用新技术明确其作用机制，探讨更有效增强关节稳定性和改善肌肉

功能的贴扎方法，更好的提高临床疗效；采用多学科结合的方式一同研究运动机能贴，贴扎后运动

表现的研究，更多学科的不同使用方法和技巧，整理和分析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提高循证医学的

证据级别，为更多的有需要的人群服务。 

 
 

PU-1675 

艾灸结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王莹,聂怀利 

山东省泰山疗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艾灸结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60 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30 例。对

照组单纯给予体外冲击波治疗，观察组给予艾灸结合体外冲击波治疗。 

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两组 Lysholm 关节功能评分明显上升、肢体活动疼痛视觉模拟 VAS 评分

及 WOMAC 骨关节炎指数评分明显下降，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艾灸结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效果理想，值得推广。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U-1676 

小组式作业治疗对精神发育迟滞幼儿的疗效观察 

 
王文娟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观察小组式作业治疗对精神发育迟滞幼儿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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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 例精神迟滞的幼儿随机分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10 人，观察组采用 4 名儿童为一组的小

组式作业治疗，每天一次，每次 30 分钟，每周 4 天，治疗 3 个月。对照组采用一对一的作业治疗，

治疗时间与疗程同观察组一致。3 个月后运用 Griffiths 量表测评疗效 

结果 两组治疗在 Griffiths 操作和手眼协调领域分值均有提高（P〈0.01），在听力与语言、个人-

社会和推理领域观察组疗分值增长率高于对照组。 

结论 小组式与一对一作业治疗在手眼协调和操作中的精细运动都有效果，但小组式治疗在听力与语

言表达、生活自理和认知方面的改善明显比一对一的治疗疗效好。 

  
 

PU-1677 

一例昏迷促醒患者的康复实操 

 
庞伟 

辽宁省抚顺市第三医院 

 

目的 患者林**因车祸出现昏迷，在康复治疗实操中，分别从视觉、听觉、触觉、位置觉、知觉、前

庭刺激等多方面技术入手，来达到患者促醒的目的。 

方法 视觉方面的康复训练  

0. 调整患者日间的视物范围，由过多的平卧位转变为坐位，增加视物内容。 

0. 分别给予双眼红光、蓝光刺激。每只眼睛交替彩光刺激 3－5 秒，持续刺激 5－10 分钟。 

0. 在患者持续睁眼状态下，在其双目注视范围内，分别播放言情、激战、生活情景三段视频，

每段视频播放 2－3 分钟。 

0. 听觉方面的康复训练 

0. 患者名字的呼唤刺激，在给予患者上下肢训练的过程中，间断的呼唤患者的名字，30 分钟

内名字出现次数 15－20 次，治疗师需要观察患者听到呼唤自己名字后的反应。 

0. 听各种声音，包括大自然的声音，动物的声音。林**对动物的声音十分敏感，选择播放应遵

循的原则：先听取家禽的声音，再听野生动物的声音；先听小型动物的声音，再听大型动物

的声音；先听温和的声音，再听恐怖的声音。观察患者的呼吸、心律变化 

1. 触觉和知觉方面的康复训练 

0. 触觉刺激除了对四肢、躯干的拍打刺激外，着重点在掌心的摩擦刺激和嘴唇的撅咧动作的运

动刺激。 

0. 冰棒刺激，刺激范围包括口腔、上肢。 

0. 腹肌的深度按摩刺激。 

1. 左颈后肌的振动刺激 

结果 通过以上多方面的康复刺激，患者目前的情况，有部分改善，呼唤患者的名字可以使其睁眼；

患者不向程度的出现脸部的动作表情，在身体舒适情况下，会表达微笑；核心肌群力量明显增强；

头部稳定性大大提高，坐位情况下可以维持头部直立 3－4 分钟；双手持物能力增强，右手可以根据

物品大小做手势的自发调整。但患者目前神志仍处于微意识状态，没有言语产出。 

结论 患者昏迷后，在出现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测正常时，必要的声音刺激对于促醒来说十分重要，

而各方面协同配合尤为关键。其中康复训练项目的详细化、人性化 ，特别对于一个昏迷的患者尤为

重要。就林**在我院住院近 20 个月期间，每个月的住院费用 3 万元左右，累积费用平均每年 35 万

元。大额的费用对于国家、家庭都是极大的负担，因此在促醒的康复训练过程中，多方用力，集思

广益,各种训练方案的积累和汇总最为重要。让患者在最有效的时间内，通过最迅速、有效的训练方

法，达到恢复、促醒的目的。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897 

PU-1678 

胸部物理治疗防治颈髓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效果观察 

 
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胸部物理治疗对防治颈髓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颈髓损伤患者 56 例，并符合如下标准：1)符合 ASIA 分（美国脊髓损伤协会）2006 年的

分类标准；2)不合并其他肺部基础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衰竭）；3)生命体征稳定，认知

功能正常，能够配合训练、康复意愿强烈； 

均有肺功能障碍（首次肺功能指标存在异常）。将入选的 56 例病人随机分成 2 组,各 28 例,两组之

间性别、年龄等一般临床资料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试验组给予常规的康复训练和护理，同时联合胸

部物理治疗,包括体位引流、振顫排痰、胸廓松动术、呼吸训练、咳嗽训练等，每次治疗 30 分钟，

每周六次，共进行 4 周，对照组仅给予常规的康复训练和护理，康复训练包括四肢主被动活动、肌

力训练、体位转移训练等，每次治疗 30 分钟，每周六次，共进行 4 周，护理措施包括翻身、扣背和

震颤仪排痰等，每 2 小时翻身扣背一次，时间 10 分钟，震颤仪排痰 5 分钟，每天两次，共进行 4

周。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肺部相关评估，评估内容包括胸肺部检查、望呼吸形态，触胸廓起伏，

扣胸廓病变，听呼吸音、呼吸道分泌物多少、呼吸道分泌物性质、胸部 CT，肺部感染的诊断以影像

学诊断为依据，参考患者的临床症状，同时利用吸气肌评估仪为患者进行呼吸肌功能的评估，利用

SF-36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后吸气肌功能、SF-36 均较前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试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试验组坠积性肺炎发生率为 25% , 对

照组坠积性肺炎发生率为 46.4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胸部物理治疗可有效降低颈髓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改善颈髓损伤患者的吸气肌功能，

提高颈髓损伤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679 

电针缓解痉挛型脑瘫患儿腓肠肌痉挛的即时效应研究 

 
王丽丽,贾飞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电针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腓肠肌痉挛的即时效应，同时比较电针和普通针刺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7 例，月龄在 24-60 个月的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电针组和针刺组。通过被动踝关节活

动度（PROM）和腓肠肌的表面肌电图（sEMG）的均方根值（RMS），评估电针改善痉挛型脑瘫

患儿腓肠肌痉挛的即时效应。 

结果 1、两组患儿治疗后被动牵伸下的均方根值均较前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p <0.01）；且两组之间具有显著差异，电针组临床疗效优于针刺组（P<0.01）。 

2、电针组腓肠肌被动踝关节活动度较前具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针刺组腓

肠肌被动踝关节活动度较前无显著性差异（p> 0.05）。  

结论 电针及普通针刺均可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腓肠肌痉挛，且电针的即时效应优于普通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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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80 

蜂针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研究 

 
李树谦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目的 本研究通过比较常规针刺及蜂针疗法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在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等的改

变，评价蜂针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疗效，探讨蜂针疗法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可行性与有效

性，探索中医治疗骨性关节炎更行之有效的方法。 

方法 本研究以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遵循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的原则，根据诊断、

纳入、排除标准选取研究病例，对纳入研究的 60 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病例随机分成治疗组（蜂针治

疗组）和对照组（常规针刺组）。采用 HSS 膝关节标准评分量表和中医症候评分量表，对比观察两

组在治疗前、治疗和随访期间的得分数据变化，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结果 1.HSS 评分 

组内比较，两组治疗后 HSS 评分疼痛、功能、活动度及总分较治疗前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提示两组均能不同程度缓解患者膝骨关节炎症状。组间比较，治疗后两组 HSS 疼痛评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HSS 功能、活动度、肌力评分及总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2.中医证候评分 

组内比较，两组治疗后的中医证候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性差异（P＜0.01）；组间比较，两组治疗

后的中医证候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后 4 周随访的中医证候评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两组均能有效改善整体中医证候，两组相比，治疗组在改善远期疗效

方面优于对照组。 

结论 临床观察发现蜂针疗法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具有确切疗效，在缓解疼痛及远期疗效方面优于

常规针刺疗法，在改善患者的生理功能方面两者疗效相当。蜂针疗法操作简便，具有较好的临床推

广性，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中医传统适宜技术。 

 
 

PU-1681 

渐进式抗阻训练对女性膝骨关节炎患者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倪广晓,韩晓勇,周宏斌,罗志飞,牛彦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探讨渐进式抗阻训练（PRE）对女性膝骨关节炎患者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9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康复科及骨科就诊的女性膝

骨关节炎患者 92 例，年龄 40～70 岁，平均（55.2±10.6）岁，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在 3～

8 之间。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46 例，试验组给予渐进式抗阻训练（PRE）和膝关节等速肌

力训练，渐进式抗阻训练包括膝关节屈伸和髋关节内收外展肌力练习，每周 3 次，共进行 12 周，

PRE 的阻力为一次重复最大负荷（1RM）的 50%和 70%，每两周对 1RM 重新进行测量。对照组给

予膝关节等速肌力训练，每周 3 次，共进行 12 周。由一位未参与本项目的康复师在初诊、6w 及 12w

时对所有患者进行评定，评定内容包括骨性关节炎指数评分表（WOMAC）。健康调查简表（SF-36）。

治疗结束后应用李科特 5 级量表进行患者满意度调查。 

结论 渐进式抗阻训练相对于传统康复训练，更有助于改善女性 KOA 患者的关节功能和稳定性，同

时减轻关节疼痛，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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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82 

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对抑郁症患者的效果探析 

 
訾程程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对抑郁症患者进行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探析其护理效果。 

方法 从我院 2016 年 2 月-2018 年 2 月收治 100 例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硬

币法将患者均分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各组 50 例。治疗组采用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对照组采用常

规护理，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 

结果 经过护理后，治疗组抑郁度评分低于对照组评分，其比较差异（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在治疗态度、掌握治疗知识及环境治疗评分等各方面，治疗组显著超过对照组，其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合并抑郁患者采用个性化音乐护理，能够有效降低患者抑郁症的程度，提高对治

疗知识及方法的认知程度，是临床值得选用与普及的护理手段。 

 

PU-1683 

康复治疗结合手运动功能训练对促进偏瘫患者 

上肢功能恢复的作用 

 
韦敏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探讨偏瘫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结合手运动功能对促进其上肢功能恢复的效果 

方法 截取 2016 年 7 月－2017 年 6 月于我院接收治疗的脑卒中偏瘫患者共 128 例列为研究对象，

以随机数字分配原则将其均分为两组（64 例／组），将给子常规康复治疗患者设定为对照组，在常

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结合手运动功能训练患者设定为观察组，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上肢运动功能、

日常生活能力，并统计其临床疗效。 

结果 经治疗后，两组患者 Fugl－ Meyer 评分、BI 指数较治疗前均得以明显改善，P＜0.05；然观

察组患者较对照组改善幅度更显著，P＜0．05；且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3．75％显著优于对照

组的 81．25％，P＜0．05。 

结论 偏瘫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过程中结合手运动功能训练临床效果显著，有着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684 

感觉运动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家庭康复平衡和日常生活活动的影响 

 
黄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对脑卒中患者实施感觉运动训练，分析其对家庭康复平衡和日常生活活动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收治的 90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45 例和观察组 45 例。两组均实施感觉运动训练，对照组由熟练操作的训练师指导实施，观察组由

考核合格后的照顾者负责实施，比较两组训练前后的平衡能力（BBS）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MBI）

的影响。 

结果 训练前，对照组和观察组在 BBS 和 MBI评分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后对

照组和观察组的 BBS 和 MBI 评分均要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训练后

对照组和观察组组间数据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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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感觉运动训练应用在脑卒中患者的家庭康复中，有利于提升患者的平衡能力，改善患者的日常

生活活动状况，值得推广。 

 
 

PU-1685 

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云平台的构建研究 

 
李古强 

滨州医学院 

 

目的 我国初步建成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模式和体系同人民日益增长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的需求不

完全适应，同产品高质量、研发高水平的要求不完全适应，同较为健全的保障制度的要求不完全适

应。这些障碍和弊端，必须通过构建高效完善的多元化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体系，严密的产品质量监

督管理和相关政策来破除。 

方法 基于模块化理论，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云平台的设计主要包括辅具需求者相关医学信息服务平台、

辅具需求评估平台、辅具处方平台、辅具制造商平台、康复治疗服务平台、心理疏导服务平台、康

复护理服务平台、法律援助服务平台、环境改造服务平台、教育培训服务平台、辅具知识及法律法

规普及平台，以及贯穿于各平台之中的信息反馈评价系统等 11 个服务平台。每个服务平台既可独立

或平行运行，又可交叉任意组合使用。 

结果 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云平台能够颠覆性变革服务模式，提供高质量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增强服

务能力和水平，扩大服务范围，为建立较为全面的保障制度和全国统一的赔付机制提供大数据支撑。 

结论 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云平台提高了辅具适配质量，让弱势群体得到了良好的服务，为国家制定相

关法律法规和保障制度提供了最为真实和全面的数据支撑。 

 
 

PU-1686 

针刺手法拔罐治疗腰痛 

 
杨全意,张为民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通过传统的中医疗法针灸、拔罐、手法缓解腰部疼痛的症状，使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

习。 

方法 1.针刺取穴：肾腧，大肠腧，委中，承山，飞扬，阿是穴，腰部夹脊穴。患者俯卧于治疗床上，

用毫针泻法针刺以上腧穴，留针 35min。（2）拔罐：取针后患者稍作休息 2~3min，采用原来的姿

势，用玻璃火罐扣于针眼处。留罐 15min。（3）手法：第一步，掌根揉，患者保持针灸拔罐的体位，

医生站于一侧，沉肩垂肘，掌心向下掌根解除与体表，沿着督脉两侧，自上而下的顺序，做持续协

调的环旋按揉，用力均与柔和，深透有力，反复操作 5~6min。第二步，拨法，医生上肢沉肩垂肘伸

腕，拇指外展伸直，置于腰椎督脉循行的两侧，另一手掌加压按于拇指背侧，自上而下的顺序走行

做横向往返拨动，如果遇见肌肉痉挛僵硬之处则拨动稍微用力，以达到缓解的作用。拨动力度适中，

速度适中，反复操作 20~25 次。第三步，牵引法，患者保持原位，但是上肢抓握床头，助手站在足

侧，两手握住踝关节，沿肢体纵轴线向远心端牵拉，医生双手掌根重叠置于患者腰部疼痛点处向下

按压，助手牵拉的同时，医生也用力按压腰部。如此均匀有序，配合默契，反复操作 8 次左右。第

五步扳法，患者侧卧位，上肢曲肘后伸，下肢屈髋外侧，两肘先同时向前后摆动，以摇晃放松躯干

部，反复操作 5 次，再慢慢向下同时行按压之力，直到适度时，再用顿挫之力，闻及咔嚓声，表示

成功。注意用力适中，以患者耐受为宜。 

结果 症状全部消失，能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随访 3 周未见复发，无任何后遗不适感；好转，症

状减轻或者基本消失，不耽误正常的工作和日常生活，随访三周逐日好转。100 例患者中痊愈 80 例，

好转 20 例，有效率百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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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腰痛的发病原因有很多，不一定是腰椎的原因，大多是因为生活中姿势不当，或者感受风寒湿

邪，有的患者一觉醒来就觉得腰部有沉重麻木疼痛不适感，现在人生活压力大，超负荷的办公室工

作，面对电脑，一坐就是 10 几个小时，腰部得不到休息，时间久了肯定会有酸楚疼痛。对于腰部疼

痛的治疗方法很多，药物封闭，理疗，小针刀，或者单用针刺，其效果也各有千秋，作者所采取的

的方法，目前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PU-1687 

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患者的重要性 

 
刘蕊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①促进机体功能恢复 

②维持现有功能，最大限度发挥残存的功能 

③提高日常生活活动的自理能力 

④为患者设计及制作与日常生活活动相关的各种辅助用具 

⑤提高患者职业前技能训练 

⑥促进工作能力恢复 

⑦改善精神状态 

⑧强化患者的自信心，辅助心理治疗 

方法 1、收集资料 1.1 一般性资料：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主要照顾者，经济来

源和收入，医疗保障与支付类型 

 1.2 医疗性资料，与脑卒中事件相关的现病史与及既往史，发病日期及诊断，临床检查资料与结果，

被救治的事件及过程，出现功能恢复情况的时间及表现，患者主诉有无伴随疾病和并发症，现阶段

的临床治疗措施和控制结果，是否已接受其他康复治疗等 

2、初次评定，主要包括访谈，行为观察，作业治疗，理论，模式分析与标准化评论，常用于脑卒中

患者功能障碍评估与分析的作业治疗理论模式，主要包括作业表现形式，人-环境-作业模式，人类作

业模式等。 

 3、确定问题设立目标 3.1 早期目标，主要包括预防并发症，为患者全面的躯体功能恢复奠定基础，

提高患者的自我照顾能力。3.2 康复期目标全面促进患者躯体功能的恢复，最大限度的提高患者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及手功能水平，协助并推动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过渡与积极适应，发展家庭康复方

案，促进家庭回归等 3.3 社区期目标提升照顾者的照顾技能，提高患者居家和社区生活的安全性，

并促进患者身体健康，帮助和促进患者实现预期功能相匹配的生活重建，提高其生活质量等 

4、制定计划，实施治疗 

5、再次评估 

结果 根据患者的功能障碍和康复目标，采用有针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娱乐活动，职业劳动认知活

动，对患者进行反复训练，以缓解症状，改善躯体和心理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最大限度的恢复正

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 

结论 作业疗法在脑卒中致偏瘫患者的全程干预中，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目前临床康复中，对于患

者肢体肌力，关节活动度的恢复训练，已经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如果忽视作业疗法，必然影响康复

的进程，以及患者全面的康复，对患者的生活工作技能的恢复，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对于脑卒

中偏瘫患者，后遗症的存在，更应早期在物理治疗的基础上，重视作业质量，尽早提高患者日常生

活能力，减少依赖性，更好的投入训练，使康复治疗更有效，最大程度的提高其日后的生活质量，

以更加积极，愉快的态度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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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88 

核心力量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行及平衡能力的影响 

 
庞超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平衡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诸多功能障碍之一，直接影响患者步行能力的恢复。因此，如何改

善步行能力和平衡能力成为脑卒中后康复领域研究的热点。核心力量训练是近年国内康复领域引入

的一种较新的训练技术，在体育运动训练中广为应用。我们将核心力量训练应用到脑卒中患者的步

行能力与平衡能力的训练中，旨在寻求一种对脑卒中患者训练更为合理、有效的训练方法。 

方法 选取 50 例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的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25 例，治疗前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均无显著性。两组患者均接受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和

电刺激等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强化核心肌肉力量的肌力训练。在训练前对患者进

行教育，保证在训练中不因力量的强 化增加患者的异常模式，不引起肌肉痉挛显著增高，训练内容

主要有:1 诱导下腹内外斜肌的训练;2 仰卧位屈髋下仰 卧起坐的腹直肌训练;3 双桥与单桥的转换训

练;4 俯卧位 下屈膝伸髋的臀大肌训练;5 俯卧位下竖脊肌训练(抬头抗 阻训练);6 仰卧位屈髋骨盆前

后倾训练。整个训练中注意 开闭链的转化训练，例如在诱导肌肉收缩时，先进行开链运 动训练，

随着肌肉力量的增加，在活动的末端施加阻力，以便进一步提高肌肉力量，最后将末端固定转化为

闭链运动，已产生功能性动作。训练强度由小到大，循序渐进，每天每组动作 100—200 次，连续

训练 6 周，对照组患者采用神经促进 技术治疗促进分离运动产生;平衡功能训练;日常生活活动 能

力训练等。两组均 40min/d，5d/周，共 6 周训练。 

结果 6 周治疗后，采用 Berg 平衡量表，用―起立-行走‖计时测定评价患者的步行能力及平衡功能，

所有评定均由科室内不知分组情况的专业治疗师完成，观察组相较于实验组具有明显的步行能力和

平衡能力的提高，稳定性及肌肉力量均有明显改善，在步行过程中，患者的肌肉力量控制和平衡能

力均较观察组具有明显差异。前后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观察组各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结论 由以上实验表明躯干肌的强化也可以增强偏瘫患者的平衡功能和步行功能。但传统的康复治疗

更多的仍是以肢体为主进行的强化，但核心训练主要是将腰-骨盆-髋关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力量的强

化，比以往的躯干肌强化训练更能从动作的整体性上提高患者的运动能力。通过针对性核心肌群力

量训练，增加了躯干肌群的力量和 控制性，使得作为身体中心，肢体活动和调节重心基础的躯干在

训练中被强化。 

 
 

PU-1689 

基于数据挖掘对中医药治疗头痛用药规律的研究 

 
尚存霞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中医药治疗头痛的用药规律。 

方法 根据临床医案数据，运用统计学软件进行频次、关联以及聚类分析。 

结果 通过临床医案的分析，获得 63 味药物，其中川芎、甘草、白芍。茯苓出现频次较高；获得 42

条两味药物组合的关联规则，三味药物组合的规则共 122 条，四味药物组合的关联规则共 68 条结

论：本次研究中常用的药物中补气药主要由甘草、黄芪、党参、白术组成，均有健脾益气之功。 

结论 本次研究中常用药物中补气药主要由甘草、黄芪、党参、白术组成，均有健脾益气之功，可知

脾虚是头痛兼夹的中药病症之一，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化生之源。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903 

PU-1690 

中药熏蒸疗法的临床浅见 

 
孟茜茜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和分析中药熏蒸疗法的机理，为全面认识和合理应用这一外治疗法提供参考。 

方法 从古代中医文献和现代医学角度对中药熏蒸疗法的机理认识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中药熏蒸疗法能改善血液循环；促进药物的吸收和体内毒素物质的排泄；调节神经和经络；抑

制各类炎症因子的表达，减轻炎症反应；提高机体免疫力，良好的治疗疼痛的作用。 

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中药熏蒸疗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有了长足的发展，是一种集物

理和化学作用于一体的绿色自然疗法，值得推广。  

 
 

PU-1691 

等速肌力训练联合有氧运动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郭凯锋,黄臻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等速肌力训练联合有氧运动对脑卒中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75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等速组、有氧组和联合组各 25 例。三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的康复

治疗，在此基础上，等速组增加 30min 等速肌力训练，有氧组增加 30min 有氧运动，联合组增加

15min 等速肌力训练和 15min 有氧运动。治疗前、治疗后 4 周采用用力肺活量（FVC）、第１秒用

力呼气量（FEV1）、峰值流速（PEF）对患者的肺功能进行评定，同时评估患者膝关节峰力矩（Peak 

Torque，PT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MA-LE）、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MBI）

的改变情况。 

结果 治疗后，有氧组和联合组的 FVC、FEV1、PEF 等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显著

（P<0.05），而等速组治疗后 FVC、FEV1、PEF 与治疗前相比稍有改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 组患者治疗后改善情况比较，联合组 FVC、FEV1、PEF、膝伸展 PT、膝屈曲 PT、

FMA-LE、MBI等指标提高幅度明显高于有氧组、等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等速肌力训练联合有氧运动治疗脑卒中患者具有协同作用，能进一步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其

肢体运动能力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PU-1692 

矫形鞋垫对儿童内外八字的治疗 

 
秦厚红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内外八字是儿童行走时出现的普遍问题 ，它分为结构性内外八字和功能性内外八字。造成内

外八字的主要原因是胫骨扭转角，因此在处理内外八字时首先要确定其形成原因是否与胫骨扭转角

有关。笔者利用矫正胫骨扭转角治疗儿童内外八字取得良好效果. 

方法 某儿童，性别男，年龄 5 岁，身高 1.15 米，体重 45 斤。主诉为行走时出现内八字，评估股角

测量度数为（135 度）双下肢肌力正常，踝关节背曲跖曲及肌力尚可，跟骨立姿休息位左侧-8 度右

侧-9 度为跟骨过度旋前（扁平足），父母均有扁平足。无膝内外翻。胫骨扭转角左侧-5 度，右侧-12

度（正常：8-13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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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根据所测胫骨扭转角度数，采用半长加强鞋垫，左侧添加前足外翻附件 4 度，右侧添加

前足外翻附件 6 度。 

结果 经两个月调整后复测胫骨扭转角左侧负 4 度，右侧负 4 度，右侧前足外翻件给与调整为 4 度，

左侧未做调整。六个月复测左侧胫骨扭转角负 3 度，右侧正 5 度，左侧前足外翻附件给与调整为 6

度，右侧未变，一年后复测胫骨扭转角左右均是 8 度，两侧外翻附件均去掉。继续穿矫形鞋垫半年

后摘掉鞋垫。两年后复查患儿诉行走内八字，给与测胫骨扭转角度数为左侧 14 度右侧 13 度，因此

患儿跟骨过度旋前（扁平足）继续给与佩戴正常矫形鞋垫，矫正过度旋前，使跟骨处于立姿中立位，

内八字明显好转。现患儿仍继续佩戴矫形鞋垫。 

结论 内外八字指儿童行走时脚部呈内旋和外旋状态，分别称为内八字和外八字。胫骨扭转角是胫骨

近端关节面的横轴线与胫骨远端关节面的横轴线在冠状面上的夹角。此角度随着儿童的发育也是不

断变化的，0-2 岁胫骨扭转角为 0-2 度，2-4 岁是 2-4 度，4-5 岁是 4-8 度，5-6 岁是 8-13 度，6 岁

以上是 13-18 度。小于相应的年龄所对应度数就是结构性内八字。如果大于相应的度数称为外八字。

当儿童成长到 6 岁时，胫骨会向外转至稍显外八字，解剖学认为最佳的位置是胫骨扭转角位 13~18

度。通过测量胫骨扭转角分辨出结构性内外八字还是功能性内外八字，步态调整板可以根据我们所

添加的附件，来调整控制胫骨扭转角，使儿童在成熟期前达到解剖学认为的 13~18 度之间的最佳位

置，患者使用一双改造的步态板矫形鞋垫，即可达到治疗目的，改善步态姿势。与矫形扭转带相比

在治疗方面更具有针对性更容易使患儿接受。通过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防止代偿的发生，让儿童更健

康的成长。 

 
 

PU-1693 

躯干与骨盆控制训练对脑卒中患者的疗效观察 2018.5.28 

 
冯龙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躯干与骨盆控制训练对提高脑卒中患者的疗效影响 。 

方法 选择 2017-9～2018-3 来我院就诊的脑卒中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治疗组 2 组。治疗

组按照常规治疗方法（①改善维持关节活动②床上良肢位摆放③坐位平衡训练，从静态到动态平衡

训练④站立负重训练⑤步行训练⑥日常生活训练）观察组除了常规治疗外再加上躯干与骨盆控制训

练（①腹式呼吸 激活腹部核心肌②左右交叉触摸对侧膝关节③坐位骨盆前后倾训练④双桥或单桥运

动）20 分钟/次 2 次/天。治疗前后采用 Fud—Meyer 平衡功能评定、躯干控制 Sheikh 评分、Barthel

指数(MBI)及功能性步行能力分级(FAC)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 6 周的康复训练后 ，Fugl—Meyer 平衡 、Sheikh 和 MBI评 分 均较 治 疗 前

提 高 (P<0．05)，但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P<O．05)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进行骨盆与躯干控制能力训练有促进改善整体运动能力有显著疗效。 

 
 

PU-1694 

全口义齿对失语症患者语音清晰度影响的观察一例 

 
贾慧敏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指导一例失语症患者适时戴用全口义齿进行言语康复治疗，并观察全口义齿对其疗效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表明全口义齿可影响脑卒中失语症患者言语功能的恢复。全口义齿伴失语症患者，在病

情稳定后可尝试循序渐进佩戴义齿，软瘫期戴用全口义齿进行言语训练致患者言语清晰度下降。痉

挛期末期及恢复期戴用全口义齿对言语治疗疗效几乎无影响。注重全口义齿戴用时期，能更好的提

高失语症康复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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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运动性失语病灶位于优势半球额下回后三分之一的 Broca 区[6]。此类患者一部分存在单侧上运

动神经损伤性构音障碍，患者表现表达障碍明显于理解障碍。特别当患者佩戴全口义齿时，我们应

关注义齿对患者语言能力恢复的影响。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全口义齿对正常人语言康复有影响[7]。本

文注重指导失语症患者适时戴用全口义齿进行言语康复治疗，并观察全口义齿对其疗效的影响。 

结论 注重全口义齿戴用时期，能更好的提高失语症康复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PU-1695 

一例盲人产妇母乳喂养的康复治疗 

 
刘风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正常产妇母乳喂养的康复治疗方法已相对成熟，但由于盲人产妇的生理特殊性，此群体母乳喂

养成功率仍较低。针对盲人产妇的特殊性，我们制订了个性化的康复治疗方案，使一位盲人产妇成

功进行母乳喂养且实现了前 6 个月纯母乳喂养。 

方法 1.2.1 产妇入院待产时，首先给予母乳喂养宣教、并制订治疗方案，我们以家庭为中心展开产

前宣教，向产妇及其家属宣教母乳喂养的好处 

1.2.2 产后第 1 日 （1）治疗师辅助产妇母婴肌肤接触、早吸吮（2）术后饮食指导（3）哺乳体位

指导（4）心理支持（5）催乳治疗：•手法按摩‚低频电刺激治行催乳治疗。 

1.2.3 产后第 2 日 （1）体位指导（2）饮食指导（3）催乳治疗：继续手法按摩‚低频电刺激治行催

乳治疗。 

1.2.4 产后第 3 日：产妇乳房开始大量分泌乳汁，触及肿块，按之胀痛。手法按摩后低频电刺激治行

乳腺疏通治疗。 

1.2.5 产后第 4 日：产妇生命体征平稳，出院产妇及其家属提供宣教卡片及院外联系方式，说明出院

后的注意事项。 

1.2.6 出院回访：产妇出院 1 周后，医务人员进行电话回访，询问母乳喂养情况并对出现的问题给予

针对性指导，巩固母乳喂养信心。 

结果 盲人产妇及其家属成功掌握了正确的喂养方式，顺利实现产后前 6 个月纯母乳喂养，不仅大大

提升了盲人产妇的自信心，也提高了治疗人员处理此类特殊产妇的经验和技巧。 

结论 盲人产妇初为人母时能感受到做母亲的喜悦，但因无法及时获取婴儿的摄乳需求，难以建立正

确的哺乳模式，喂养过程中不能观察到婴儿的吸吮、吞咽等情况，会产生失落、自责等负面情绪，

严重者出现抑郁，多种原因导致产妇及其家属放弃母乳喂养。本例盲人产妇自入院待产时，我们从

母乳喂养宣教、指导、手法治疗及回访等多方面入手，以家庭为中心的宣教，为产妇营造了良好的

哺乳氛围，减轻其因生理缺陷带来的压力。我们应根据每位产妇的具体情况做到细致宣教、耐心指

导、综合康复，对特殊产妇建立多元化长效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减少生理缺陷等因素

对母乳喂养的影响，保证母乳喂养长久顺利地进行 

 
 

PU-1696 

电动起立床站立时间对偏瘫患者下肢感觉功能的临床观察 

 
娄强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探讨三种不同站立时间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感觉功能（痛觉、触觉及本体感觉）的影响，为

今后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和积累资料。 

方法 选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脑卒中单侧偏瘫患者 60 名。将 60

名患者随机分为 3 个观察组每组 20 名患者，各观察组站立电动起立床训练的时间为 15 分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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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30 分钟，电动起立床角度为 70 度，每周 5 次，10 次为一疗程，进行 3 个疗程治疗，在个疗

程治疗结束后利用 CPT 及动态平衡评价系统进行评定。以上各观察组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和物理疗

法治疗。 

结果 各观察组在进行 3 个疗程治疗后，电动起立床训练时间 15 分钟对感觉的影响优于另外两个观

察组。 

结论 电动起立床训练治疗时间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感觉功能有一定的影响，有效改善偏瘫患者平

衡功能。 

 
 

PU-1697 

手法治疗、电刺激结合运动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的临床研究 

 
米慧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腹直肌分离常见于妊娠中后期和产后的妇女。孕期随着子宫的不断增大，腹肌会被逐渐拉长，

使得两条腹直肌从腹白线位置分开，呈现分离状态。正常情况下，产后腹壁会逐渐恢复，向中线靠

拢。但如果遇到腹壁本身薄弱，或双胞胎，胎儿过大，羊水过多，多次生产者，半年仍不能回到原

来的位置即称为腹直肌分离。通过体检可了解腹直肌之间的宽度，患者仰卧位，双腿弯曲，做抬头

腹直肌收缩的仰卧起坐起始动作，腹直肌宽度大于 2 厘米即可诊断。CT 也可以辅助诊断，更准确地

测量腹直肌分离的宽度和长度。腹直肌分离会导致体态异常，引发腰痛，造成内脏移位，给患者带

来极大的痛苦。本研究旨在寻找疗效好，创伤小的方法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 

方法 选取在本院生产的产后腹直肌分离的患者 28 例。治疗前给予腹围和腹直肌分离程度测量，后

给予 1.手法治疗：包括腹横肌手法激活，胸椎棘突关节调整，腹内外斜肌手法治疗，腹直肌对合挤

压；2.电刺激；3.运动疗法：包括腹式呼吸训练及核心肌群训练。每日 1 次，1 周 5 次，治疗 20 次

后，再次进行评估，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治疗后患者腹围较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治疗后患者腹直肌分离程度较治疗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综合手法治疗，电刺激，运动疗法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疗效好，简单易行，安全无创，适合临

床推广。 

  
 

PU-1698 

跪位躯干强化训练对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影响 

 
王强

1
,鲍梦春

2
,高李

1
,郑伸伸

1
,张胜新

1
,杨帅康

1
 

1.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2.十堰市太和健康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目的 探讨跪位躯干强化训练对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 ～ 2017 年 9 月我科收治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观察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① 观察组，男 18 例 ，女 12 例，年龄（55.8 ± 8 .0）岁；病程（3.57 

± 1.40）个月；② 对照组，男 17 例 ，女 13 例 ；年龄（56.1±9.4）岁 ，病程（3.70 ±0.96）个月。

入选标准：①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通过的诊断标准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后确诊；②病情

稳定，病程半年以内；③无认知、言语障碍，能配合评估和治疗的口令；④无双侧膝关节疼痛不影

响跪位训练；⑤能独立完成坐站转换，立位平衡 2 级以上，监护下步行 10 m，能完成各项评测；⑥

对治疗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⑦无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⑧简明精神量表(MMSE)

高于 22 分且能配合训练者。两组均组进行肢体的被动活动、肢体肌张力牵伸控制训练、患侧上下肢

控制训练 、单双桥式训练 、翻身训练、坐起训练、坐位平衡训练、跪位训练，坐站转移训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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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平衡、下肢负重转移训练、步行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等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常规康

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 20 分钟针对增强躯干稳定性的强化训练法，每天治疗 60min，持续治疗 8 周。

治疗前、治疗采用后下肢平衡功能评分（BBS）、躯干控制能力测试评分(TCT)、Holde 步行功能分

级进行评估和比较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下肢 TCT、BBS、Holde 步行功能分级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

疗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O．05)。 

结论 跪位躯干强化训练可以提高偏瘫患者的步行功能。 

 
 

PU-1699 

中国传统康复治疗 

 
张玉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研究中国传统康复治疗的分类原理和临床应用。 

方法 推拿疗法、针灸疗法、中药疗法、传统运功疗法。 

结果 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结论 中国传统康复疗法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核心，以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为康复特，采用中医传统

疗法对残疾者康复活动的叫法。 

 
 

PU-1700 

嗓音康复训练治疗男声女调的远期疗效观察 

 
陈苏徽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嗓音康复训练治疗男声女调的远期疗效及嗓音功能情况变化趋势。 

方法 对 10 例男声女调患者经非手术嗓音康复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心理疏导、呼吸训练、放松训练、

喉部按摩、视觉反馈、发音训练等，每周一次，一次 40min，治疗疗程 3-4 次，治疗期间每日进行

家庭发音训练 20min。所有病例均随访 6 个月以上, 并按训练前及训练结束、近期(2 个月)、远期(6

个月)均进行嗓音主观感知评价法（GRBAS）及计算机嗓音声学测试系统(Dr .Speech Science for 

Windows 软件, 美国泰亿格公司产品)检测声音平均基频(F0)、基频微扰(jitter)、振幅微扰(shimmer)、

标准化噪声能量(NNE)等。评估结果按评估时间采用自身对照统计分析结果。 

结果 男声女调患者经嗓音康复训练疗程结束后，GRBAS 及平均基频(F0)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性,

直接反映音调的平均基频在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达到正常值，基频微扰、振幅微扰、标准化

噪声能量与治疗前有差异，较正常值亦有差异，患者嗓音功能改善，但仍存在声音嘶哑、气息等问

题；随时间延长，近期、远期嗓音主观感知评价及声学测试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性；近期与远期评

估结果差异不大，均在正常范围内，患者嗓音功能均正常。 

结论 嗓音康复训练治疗男声女调是可选择的有效方法, 其远期疗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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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1 

以任务为导向的游戏训练在 2-3 岁脑瘫儿童作业治疗中的应用 

 
尹林林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以任务为导向的游戏训练在 2-3 岁脑瘫儿童作业治疗中的应用疗效。 

方法 对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的 26 例 2-3 岁脑瘫儿童，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3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的作业治疗，观察组根据儿童的目标及功能情况设计任务导向性游戏训练。两

组分别在治疗前后用 FMFM 精细运动评定量表以及儿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以任务为导向的游戏训练与常规的作业治疗均能改善脑瘫儿童的精细运动能力

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游戏训练的疗效更佳。 

结论 任务导向性游戏训练能更好的促进脑瘫儿童的精细运动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1702 

刃针常规针刺下腰部与联合针刺 T9-L2 两侧关节突治疗 

下腰痛 120 疗效分析 

 
吴小山,周敏亚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对采用刃针常规针刺下腰部与联合针刺 T9-L2 两侧关节突治疗下腰痛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

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并得到随访的 120 例下腰痛患者，分别采用刃针

常规针刺腰部与联合针刺 T9-L2 两侧关节突治疗进行治疗，参考《临床常见病诊疗标准》，从痊愈、

显效、有效、无效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联合针刺 T9-L2 两侧关节突明显优于刃针常规针刺下腰部，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联合针刺 T9-L2 两侧关节突相较于刃针常规针刺腰部并不增加操作难度，具有定位容易、操

作简单、安全，甚至有的病例仅针刺该节段即有良好效果，患者接受度好，减少治疗频次，缩短治

疗时间，降低费用。作者认为在临床上可作为下腰痛优选采用的治疗方法之一。 

 
 

PU-1703 

Rood 技术在脑卒中后构音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李坤颖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观察言语训练结合Ｒｏｏｄ技术治疗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临床疗效，以提高患者的言语功能。 

方法 选取 60 例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患者，随机分成言语训练结合Ｒｏｏｄ技术组（治疗组）和单

纯的言语训练组（观察组），每天言语训练 2 次，每次 20min，14 天为一疗程。治疗组同时在相关

部位皮肤的某些特殊区域施加温和的机械刺激或表面冰刺激（Ｒｏｏｄ技术）。分别于治疗前、治

疗天后使用改良 Frenchay构音障碍评定表对患者言语功能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患者言语功能得到明显改善，治疗组改善更加明显，与观察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结论 言语训练配合Ｒｏｏｄ技术能够更大程度的提高脑卒中后音障碍患者的言语功能，帮助患者恢

复社交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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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4 

脑干出血后肺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个案分析 

 
李琳琳 

山东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气道廓清技术结合腹式呼吸以及吸气肌训练对脑干出血后肺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选择一位脑干出血后并伴有肺功能障碍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气道廓清技术、腹式呼

吸以及吸气肌训练,观察训练后肺功能的改善情况。 

结果 经 6 个周的训练后，该患者的吸气肌肌力指数、肺的最大通气量（MVV)、用力肺活量(FVC)、

第 1 秒时间内所呼出的气量(FEV1)、FEV1/FVC、呼气流量峰值（PEF）均明显优于治疗前。 

结论 脑干是调节体温的血压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由此可见，控制血压更是预防脑干出、呼吸、

心跳、血压等生命体征的中枢，脑干网状结构中的存在呼吸中枢，脑干出血很容易影响脑干的网状

结构造成呼吸的异常。呼吸障碍、肺部感染以及消化道出血是脑干出血的主要并发症，严重者呼吸

衰竭导致死亡。气道廓清技术结合腹式呼吸以及吸气肌训练可以明显改善脑干出血患者的肺功能，

特别针对有肺功能障碍的脑干出血患者，该方法临床操作相对较简单，值得推广应用。 

 
 

PU-1705 

易筋经联合耐力运动对冠心病患者心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琳琳 

山东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易筋经联合耐力运动对冠心病患者心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90 例冠心病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耐力运动训练组、易筋经联合耐力运动训练

组（简称联合组），各 30 例。对照组只进行常规治疗，耐力运动训练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功

率车训练，易筋经联合耐力训练组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给予易筋经联合耐力运动训练，疗程 12

周。 

结果 治疗 12 周后，耐力运动训练组和联合组的无氧阈（AT）、峰值功率（PP）、峰值氧脉搏（POP）、

用力肺活量（FVC）、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最大通气量（MVV）以及健康测量量表(SF-36)

中的总体健康(GH)、社会功能(SF)、精神健康(MH)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二氧化碳通气当

量斜率（VE/VCO2）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并且联合组在改善峰值氧脉搏（POP）、二氧

化碳通气当量斜率（VE/VCO2）、最大通气量（MVV）以及总体健康(GH)和精神健康(MH)明显优

于耐力运动训练组（P＜0.05）。 

结论 冠心病，属于临床上常见病之一，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其他疾病之首，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由于

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冠心病患者带来了福音，挽救了一部分患者的生命，但如果没有对其

进行有效综合的治疗，后期冠心病患者仍面临心力衰竭、心肌梗死等并发症，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极

大的心理、经济和医疗负担。易筋经联合耐力运动能明显改善冠心病患者的心肺功能，提高其运动

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最终提高冠心病患者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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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6 

《诸病源候论》导引法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运动功能及 

日常生活能力影响的研究 

 
李琳琳 

山东中医药大学 

 

目的 研究《诸病源候论》导引法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单盲研究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并经排除标准筛选的 60 例脑卒中患者，通过随机

数字法，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导引法训练组 30 例。2 组均进行常规康复功能训练，常规

训练结合患者运动测评的功能状态，进行针对性康复训练。对照组仅进行常规训练，1 次/d，30min/1

次,5d/每周，共 6 周；导引法训练组在常规康复的基础上进行《诸病源候论》导引法。治疗前与治

疗后分别用 Berg 量表、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Barthel 指数量表以及 Pro-Kin 平衡测试仪取

站立位睁眼静态平衡测试（稳定指数、平均长度错误、躯干标准差、总力量标准差）。 

结果 经过 6 周的训练后, 导引法训练组较对照组在 Berg 量表、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

Barthel 指数量表以及 Pro-Kin 平衡测试仪取站立位睁眼静态平衡测试（稳定指数、平均长度错误、

躯干标准差、总力量标准差）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随着脑卒中的发病率逐年提高，致残率也高居不下，严重影响脑卒中患者的的生活质量。运动

能力是个体参与生活、社会的基础，而平衡能力又是运动能力的关键，目前针对脑卒中患者平衡能

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功能训练大多均是西医的一些治疗技术，但是早在我们古代医学名著《诸

病源候论》中详细记载了导引法对中风不同证型的治疗奇效。所以《诸病源候论》导引法可以明显

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平衡功能/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并且操作简单且成本低，利于临床的广泛开

展。 

 
 

PU-1707 

易筋经联合隔膜 3D 呼吸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 

定期患者的肺功能影响 

 
李琳琳 

山东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易筋经联合膈膜 3D 呼吸训练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稳定期 COPD 患者 84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2 例，脱落 4 例，最终入组各 40 例，

对照组进行膈膜 3D 呼吸训练（吸气时，横膈膜在前后左右上下 6 个方向充分扩张；呼气时，横膈

膜在前后左右上下 6 个方向充分收缩），实验组在膈膜 3D 呼吸训练的基础上，进行易筋经训练（易

筋经训练有专业人士指导），两组均进行为期 3 个月的训练。训练前后分别对纳入的两组患者进行

肺功能测试，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量（FEV1），第一秒呼气流速（FEV1/FVC），最

大自主通气量（MVV），最大吸气压（MIP），吸气峰值流速(PIF)。 

结果 训练 3 个月后，两组在肺功能方面均较训练前明显改善，（P＜0.05），实验组训练后的肺功

能指标(FVC、FEV1、MVV)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易筋经联合膈膜 3D 呼吸可以明显改善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的肺功能。慢

阻肺，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COPD）的简称，是一种具

有气流受限特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进入稳定期以后，

应及时进行肺康复，易筋经联合膈膜 3D 呼吸，操作简单易行，人力物力需求量较少，可以最大程

度地改善其呼吸症状，提高呼吸功能，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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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8 

干扰电结合康复训练治疗中风后肩痛的疗效观察 

 
杨静,王利勇 

沧州市人民医院,河北省,沧州市 

 

目的 探讨中风后肩痛的治疗，采用干扰电结合康复训练的治疗中风后肩痛效果。 

方法 对 60 例中风后肩痛患者进行观察分为治疗组。各组各 30 例，治疗组采用干扰电+电脑中频治

疗+康复训练。对照组采用中频治疗仪配合康复治疗。治疗疗程为 2 周，并作出评估。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结论 通过实验证明对中风后肩部疼痛的治疗，采用干扰电+电脑中频治疗+康复训练等方法比中频治

疗+康复训练的效果要好很多。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PU-1709 

关节腔内注射联合中医康复治疗肩周炎体会 

 
程建章 

1.武警工程大学医院 

2.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一针堂 

 

目的  观察肩关节腔内注射配合中医康复医学治疗技术治疗肩关节周围演的疗效。 

方法 130 例肩关节周围炎患者均采取肩关节腔内注射联合中医康复治疗技术进行治疗。 

结果 治愈 120 例，显效 10 例，无效 0 例，总有效率 100%。 

结论 肩关节腔内注射联合中医康复医学治疗技术治疗肩关节炎疗效确切，明显缓解患者肩关节疼痛，

恢复肩关节正常活动范围。 

 
 

PU-1710 

柠檬酸冰棒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 

 
毛珍芳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分析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采用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联合柠檬酸冰棒行咽部冰刺激训练治疗

的疗效。 

方法 根据入组标准选取本科 2009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100 例，随机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自制柠檬酸冰棒咽部刺激训练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对照组用

大棉签蘸取冰水进行咽部冰刺激训练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吞咽

功能评分和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 2-4 周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分别达 96%和 90%，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洼

田饮水试验分级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p＞0.05），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但实验组临床效果优于对照组。 

结论 对于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采用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联合柠檬酸冰棒行咽部冰刺激训练治疗

疗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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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1 

针灸治疗头部内伤案 

 
李艳明,袁菱梅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 

 

目的 临床案例报道 

方法 治则以活血化瘀通窍为主。 

 主穴：脑三针（脑户穴和左右脑空穴）、印堂、攒竹，阳白、太阳、人迎、地仓、颊车、夹承浆（均

取右侧）。 

配穴：光明（右）、足三里（右）、合谷（左）、率谷（右）、中渚（右） 

操作：患者取平卧位，平卧前先针刺脑三针，脑三针用 1 寸针灸针，针尖向下沿皮刺 0.8 寸，行平

补平泻法，后嘱患者留针平躺。印堂、攒竹、阳白、太阳用 1 寸针灸针，针尖向下斜刺 0.5 寸；人

迎用 1 寸针灸针沿鼻唇沟向鼻根方向斜刺 0.5 寸；地仓、颊车、夹承浆用 1 寸针灸针向后上斜刺 0.5

寸。合谷、率谷、中渚用 1 寸针灸针，合谷、中渚直刺进针 0.5 寸-0.8 寸，率谷沿头皮向后斜刺进

针。以上腧穴均行平补平泻法。光明、足三里用 1.5 寸针灸针直刺，得气后行补法； 

结果 经针灸治疗后患者病情明显好转 

结论 针灸临床案例报道，可为广大康复医师提供一种思路 

 
 

PU-1712 

超声波联合中频电治疗手外伤术后瘢痕效果观察 

 
尹晓婷,宗敏茹,于慧秋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超声波联合中频电治疗对手外伤术后瘢痕的作用机制及临床疗效。 

方法 共选取 56 例手外伤术后瘢痕患者，随机分为超声组和联合组，超声组给予超声波治疗，联合

组联合应用中频电和超声波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3 个疗程后，采用根据患者与观察者瘢痕评

估量表（POSAS）进行效果评估。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POS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个疗程治疗结束后，治疗组 POSAS

评分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声波和中频电治疗联合应用，可以有效改善手外伤术后患者瘢痕及运动功能，具有较好的临

床疗效。 

 
 

PU-1713 

心理治疗结合病友支持对早期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观察 

 
杨华中

1
,崔金龙

1
,袁高明

3
 

1.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2.长沙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3.宁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早期脊髓损伤患者在常规物理治疗与心理治疗的基础上，加入病友团队支持对早期脊髓损

伤患者心理和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早期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 A 组（常规物理治疗＋心理治疗）、B 组（常规物理治

疗+病友支持）、C 组（常规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病友支持），每组各 20 例。在治疗前和治疗 6 周

后对三组患者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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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评分、修订的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

评分法、脊髓独立性评定(spinal cord independence measure Ⅲ,SCIM Ⅲ) 评估与采用 PRO-KIN

电脑本体感觉测试坐位外周面积。 

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前 HAMA 评分、HAMD 评分、MBI评分、SCIM Ⅲ评分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0.05）；通过 6 周治疗后，A 组与 B 组 HAMA 评分、HAMD 评分、MBI 评分、SCIM Ⅲ评分差

异较治疗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 组 HAMA 评分、HAMD 评分、MBI评分、SCIM Ⅲ评

分差异均显著优于治疗前（P＜0.01）； 三组患者治疗第二周、第四周、第六周结果分别与首次评

定外周面积分值比较显示，第二周与首次评定外周面积分值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四周与首

次评定外周面积分值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六周与首次评定外周面积分值有显著意义（P＜

0.01）；治疗 6 周后 B 组外周面积分值优于 A 组（P＜0.05），C 组外周面积分值显著于 A 组（P

＜0.01）。 

结论 病友支持结合在院常规物理治疗与心理治疗对早期脊髓损伤患者心理健康、ADL 及独立性具

有优势，对早期脊髓损伤患者坐位平衡的重要性均值得应用推广。 

 
  
 

PU-1714 

连续性体位转换训练在一例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中的应用 

 
胡玉汝 

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连续性体位转换训练在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运动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一例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进行跟踪治疗与评估，前期选取一例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进行跟

踪治疗与评估，前期采用普通的常规的运动治疗，后期每次治疗后加入连续性体位转换训练，每个

疗程都分别用 GMFM-88 进行初期评估和末期评估，进行纵向对比，计算每个能区的月百分比，用

月百分比来作为进步的标准，计算相应的 P 值。 

采用普通的常规的运动治疗，后期每次治疗后加入连续性体位转换训练，每个疗程都分别用

GMFM-88 进行初期评估和末期评估，进行纵向对比，计算每个能区的月百分比，用月百分比来作

为进步的标准，计算相应的 P 值。  

结果 加入了体位转换训练后，A、B、C、D 能区的月得分比均较普通运动治疗高，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连续性体位转换训练在本例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中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PU-1715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镜像疗法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在偏瘫病人康

复运动中的应用及意义 

 
张莹 

西安交大二院 

 

目的 探讨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镜像疗法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的改善。 

方法 采取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将 41 例脑卒中后处于急性期或者早期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分为干预组

（21 例）和对照组（2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 6 周，干预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给

予镜像神经元理论的镜像理论结合运动想象疗法 6 周；具体方法为：在进行常规康复治疗的同时在

患者前面放置一面镜子，使健侧活动能够可以清楚地投影到镜子上，患侧不投影到镜子上，不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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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视野，以免影响康复治疗；进行康复治疗时嘱患者尽可能控制双手多同样的康复治疗动作，此

时患者的患侧完成不了康复治疗动作，但是健侧可以完成，并结合运动想象疗法，让患者想象自己

的患侧是和健侧一样可以完成该康复治疗动作；并于康复治疗前，康复治疗第三周及第六周两组分

别采用简化 Fugl-Meyer 评定法，改良 Ashworth 量表，MBI进行评估。 

结果 康复治疗前，干扰组与对照组在肌力，肌张力，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进行康复治疗前比较，第三周与第五周干预组与对照组均在 Fugl-Meyer，肌张力，日常生活能力

得到改善；均（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较对照组在第三周及第六周在肌力，肌张力，

日常生活能力得到的改善大，均（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镜像神经元理论结合运动想象疗法能够改善急性期或者早起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肢体肌力，肌张

力，并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该疗法可以在临床上进行探讨及推广。 

 
 

PU-1716 

超声波药物透入法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赵志博,李淑荣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研究超声波透入抗病毒及营养神经类药物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治疗效果，为治疗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这一难治性疾病提供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方法 选取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康复医学科物理因子治疗室治疗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 33 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 17 例，对照组 16 例。治疗组采用超声波透入阿昔洛韦注射液及 B1、B12 注射液

联合红光和超短波治疗,对照组采用红光联合超短波治疗。两组均进行连续 20 天治疗后采用目测类

比评分法（VAS），口述分级评分法（VRS），数字评分法（NRS）对治疗前后的效果进行比较，

最后用 SPSS17.0 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治疗组及对照组的各类疼痛评分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1）说明治疗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2）超声波透入抗病毒及营养神经类药物对带状

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的症状有明显的改善。 

 
 

PU-1717 

镜像治疗结合功能性电刺激对亚急性脑卒中患者 

下肢运动及步行功能的影响 

 
徐乐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镜像治疗结合功能性电刺激治疗对亚急性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及步行功能、日常生活动能

力等的康复效果。 

方法 38 例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将其随机分为镜像治疗结合功能性电刺激组

（MT+FES 组）和功能性电刺激组（FES 组），MT+FES 组 20 人，FES 组 18 人。FES 组使用功

能性电刺激治疗仪进行训练，MT+FES 组采用下肢镜像治疗同时结合 FES 进行训练，两组训练时间

均为 30 分钟，1 次/天，5 天/周，共 8 周。治疗前、后分别使用简式 Fugl-Meyer 下肢（FMA-LE），

功能性步行量表（FAC），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两组的下肢运动功能（P<0.001）及步行功能（P<0.001）、日常生活动能力（P<0.001）均

有非常高度显著性改善。与 FES 组相比，MT+FES 组下肢运动能力显著增强（P<0.05），步行功

能与日常生活动能力无明显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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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镜像治疗结合功能性电刺激治疗对亚急性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及步行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均有所提高，且相较于单纯功能性电刺激疗法，其对运动功能的提高更明显。 

 
 

PU-1718 

基于 Bobath 治疗理念的物理治疗对脑卒中患者预后的改善研究 

 
白瑞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省,延安市 

 

目的  探讨基于 Bobath 治疗理念的物理治疗对脑卒中患者预后的改善作用。  

方法 将我院 300 例脑卒中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150 例。对照组给予精神支持

疗法，神经营养对症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Bobath 疗法。对比两组临床疗效、运动功能、独

立能力、日常生活能力，并采用多普勒超声仪诊断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后动脉平均血流速度（Vm）。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干预前及干预 4、12 周后运动功能、独立能力、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呈升高趋势（P＜0.05）。观察组干预后各时点运动功能、独立能力、日常生活

能力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干预前及干预 4、12 周后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后动脉 Vm

呈升高趋势（P＜0.05）。观察组干预后各时点前动脉、中动脉、后动脉 Vm 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基于 Bobath 治疗理念的物理治疗用于脑卒中康复治疗临床疗效显著，可改善患者运动功能、

独立能力、日常生活能力；其增加患者脑血流量可能为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的作用机制。 

  
 

PU-1719 

新 Bobath 治疗概念结合言语认知训练对脑卒中肢体障碍患者肢

体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白瑞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省,延安市 

 

目的 分析新 Bobath 治疗概念结合言语认知训练用于脑卒中肢体障碍患者的意义。 

方法 纳入肢体障碍患者 200 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对照组经用神经内科药物治疗，使用传

统康复训练方法。观察组增加新 Bobath 和言语认知训练。使用简化 Fugl-Meyer（FMA）、Brunnstrom

偏瘫分级法动态观察两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变化；使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动态评估患者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 4 周、8 周、12 周时观察组分值均逐渐提高，且高于同时间点的对照组，P 均＜0.05；治

疗后观察组上肢、下肢 Brunnstrom Ⅳ~Ⅵ级率（63.00%、65.00%）均高于对照组（49.00%、48.00%），

P 均＜0.05。治疗前、治疗 4 周、8 周及 12 周观察组 MBI逐渐升高，且高于各时间点对应的对照组，

P 均＜0.05。 

结论  Bobath 治疗概念结合言语认知训练能显著改善脑卒中肢体障碍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较康复训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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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0 

认知行为疗法对下背痛伴恐惧-回避信念患者的影响 

 
王立宁

1
,赵聪聪

2
,张霜雪

3
,夏梦瑶

3
,王春华

1
,范飞

1
 

1.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河北省,承德市 

2.邢台市第三医院 

3.承德医学院 

 

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疗法对下背痛伴恐惧-回避信念患者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43 例下背痛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21 例)及对照组(22 例)。两组患者均给

予下背痛常规康复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辅以认知干预和行为纠正的措施。两组治疗疗程均为 14 

d，治疗前后采用恐惧-回避信念量表（Fear Avoidance Beliefs Questionnaire,FABQ）、疼痛视觉模

拟评分法(VAS)、Oswestry 腰痛问卷（ODI）及 36 条简明健康状况量表（SF-36）对两组患者进行

康复效果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FABQ 评分、疼痛 VAS 评分、ODI评分及 SF-36 评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 14 d 后，实验组及对照组 FABQ 评分[分别为(30.57±6.42)分和(41.09±5.19)分]、

疼痛 VAS 评分 [分别为 (2.19±0.68)分、 (3.18±0.85)分 ]、ODI 评分 [分别为 (13.00±2.17)分和

(17.73±3.36)分]及 SF-36 评分[分别为(543.76±23.84)分和(494.09±24.61)分]均比治疗前显著改善

(P<0.05)，并与对照组的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下背痛伴恐惧-回避信念的患者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的康复治疗效果更为显著，有必要对下背

痛与认知因素的相关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提高临床康复疗效。 

 
 

PU-1721 

针药结合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 

 
海志凡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针刺结合小剂量生药淫羊蕾治疗女性围绝经期绝经后症状的临床疗效及其对绝经后生殖

内分泌、骨代谢水平的影响，从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角度探讨针药结合对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作用

机制。 

方法 将古代文献综述,古代针灸名著中关于针灸治疗月经病的内容摘录出来,再对其穴位使用规律进

行总结,归纳出各病治疗用穴、各穴位可治病种、各经使用腧穴及各部位使用腧穴,以方便临床参考应

用。 

现代临床报道综述对近十年来针灸治疗月经病的情况进行了总结,现今对月经病的治疗方法主

要有针刺、艾灸、耳穴贴压、温针灸、电针以及穴位注射,以及各种疗法组合的综合疗法,各报道的治

疗理论及选穴各有特点,可在临床中参考应用。 

临床体会：我老师是中央保健局专家、我国著名的中医针灸学家、中医教育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针灸科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三批全国有独特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老中医药专家，北京中

医药大学教授。他主要是通过治疗月经病来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 在跟随姜揖君老师的临床实践中,

对导师治疗月经病的理论及用穴特点进行了总结,分别论述了月经病的分期治疗、头部取穴特点、腹

部经外奇穴的应用、几组配穴的应用、带脉穴位应用以及下肢内侧穴位的应用。 

结果 收集古今医学文献中各月经病及带下病针灸处方的出处、作者、取穴、刺灸方法、原文等详细

内容，建立了可以查询月经病及带下病内容的数据库，检索出针灸处方中出现的不同穴位，并以出

现频次的高低为主，确定了针灸治疗月经病及带下病的主治穴位，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结论 (1)针药结合治疗法对女性围绝经期绝经后的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有调节作用，能提高血中

雌二醇(E1)、骨钙素(BGP)、钙调节激素中降钙素(CT)、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2)针药结合治疗

法对女性围绝经期绝经后自主神经系统具有双向良性调整作用。(3)针药结合治疗法能明显改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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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绝经后的症状、体征及身心健康，提高女性绝经后生活质量。提示:针药结合治疗法对女性

更年期绝经后生殖内分泌影响与对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及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影响有关，针药结合

有协同之功。 

 
 

PU-1722 

往复式训练结合感觉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 

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陈景周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 3 个月往复式结合感觉刺激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方法 采用临床随机分组法将 8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患者给

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往复式结合感觉刺激训练。于治疗前、治疗后 12 周后

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分级评定、肢体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MA)、Berg 平衡量表(BBS)、

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功能性步行分级(FAC)及 10 m 最大步行速度(MWS)对 2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

定。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改良 Ashworth、FMA、BBS、MBI 评分、MWS 及 FAC 分级组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分别经 12 周治疗后，发现观察组患者各肌群 Ashworth 分级 1 级，FMA 评分

[(28．81 4-4．52)分]、BBS 评分[(45．07 4-5．05)分]、MBI评分[(74.54 4-15．14)分]、MWS[(48．43 

4-12．27)m／min]及 FAC 分级(评级达 4—5 级者共有 28 例，占 83．3％)均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明显

改善(P<0．05)。 

结论 经过 3个月的利用往复式结合感觉刺激训练治疗能更有效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

该联合治疗方法是有治疗作用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723 

腹式呼吸对隐性应激型冲动行为者干预效果的个案分析 

 
王国谱

1
,张小霞

1
,汪娜

1
,唐珑

2
 

1.同济大学 

2.大阪大学 

 

目的 探讨腹式呼吸对隐性应激型冲动行为者的干预效果。 

方法 1.筛选受试（H 组）：随机选取在校研究生志愿者 85 名（男 37，女 48），平均年龄(23.53±2.76

岁)。测试指标①行为指标：反应时、错误率、5kg 和 10kg 力量认知相对变化量、最大力量值。②

心理指标：状态性焦虑、特质性焦虑分值。③生理指标：用 emWave IM 采集指端心率 5min，计算

心动减速力与心率变异性。2.腹式呼吸干预训练：在实验二中，针对检测出符合实验要求并自愿参

加腹式呼吸干预训练的受试（3 名）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进行腹式呼吸干预训练。腹式呼吸每

周辅导 3 次，每次 1 小时，受试者自身每天强化练习，持续 8 周。3.认知干预训练：对比分析干预

前后冲动行为指数，对受试的生理、心理以及行为进行个案分析与认知干预。 

结果（1）行为表现：在安静状态下，H 组的按键错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在力量认知上，

相比对照组，H 组受试者对力量大小改变的认知能力较差（p=0.06），两组反应时、最大握力均无

显著性差异。（2）心理表现：两组特质性焦虑无显著性差异，但微电流刺激后 H 组状态性焦虑分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3）生理表现：H 组的代表副交感神经功能的所有指标在刺激后均

低于刺激前（DC、MEAN、PNN50、SDNN（p<0.01）；CV、RMSSD、SDSD、HF和 HF/TP（p<0.05））。

交感神经功能的指标升高，LF/HF（p<0.05）指标显著高于刺激前。对照组交感神经功能指标 LF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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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HF略有上升，除 LF/HF比值外（p<0.05），各项均无显著性差异；副交感神经功能的各项指标

中除 CV 略有上升外，均为下降趋势但无显著性变化。说明微电流刺激成功诱发隐性应激显性化，

隐性应激型人群在应激源刺激下主要抑制副交感神经功能。（4）腹式呼吸干预后，受试者自述和状

态性焦虑分值均有降低。副交感神经功能的所有指标分值均有增加，而代表交感神经功能的指标均

分别降低。 

结论 （1）微电流刺激对隐性应激型人群的检出具有较好的效果。 

（2）个性化的腹式呼吸干预+认知干预模式安全简便可行。 

 
 

PU-1724 

头皮针结合认知训练治疗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临床研究 

 
谢蓓菁

1
,孙长慧

1
,杨铭

2
,白玉龙

2,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探讨头皮针结合认知训练对颅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以脑外伤后认知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头皮针组、认知训练组和头皮针

结合认知训练组（中西结合康复治疗组），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功能

评定量表（MOCA）和 ADL 量表（Barthel 指数）评定 3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 

结果 3 组治疗后 MMSE、MOCA 及 Barthel 指数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其中中西结合康复

治疗组评分优于另外 2 组（P＜0.05）。 

结论 针灸结合认知训练治疗颅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疗效优于头皮针组、认知训练组，日常生活能力的

改善也优于其他两组。 

 
 

PU-1725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综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 

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邵蒙蒙,周腾敏,周颖,周成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肌电生物反馈联合常规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偏瘫患者 48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常规治疗组和肌电生物反馈组各 24

例。常规治疗组给予常规综合康复训练及中频、针灸治疗，肌电生物反馈组在常规治疗组基础上予

以肌电生物反馈治疗。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4 周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FMA）、

Wolf 运动功能评价量表（WMFT）评定对患者上肢功能进行评定，采用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

评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各项评定指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4周后，两组患者 FMA、

WMFT、FIM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肌电生物反馈组治疗后的 FMA 评

分与常规治疗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WMFT、FIM 评分与常规治疗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常规康复训练可促进分离运动的产生，改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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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6 

综合康复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袁海军,杜绍华 

德江县人民院 

 

目的 很多脑卒中患者偏瘫侧会出现肩手综合征，当出现肩手综合征后会给患者的上肢恢复带来很大

的康复挑战。于是研究综合康复治疗方法对肩手综合征的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对照法 

结果 采用综合康复治疗方法比没有采用任何处理措施更能使肩手综合征患者加快上肢康复 

结论 脑卒中患者出现肩手综合征后应该积极给予综合康复治疗措施能加快偏瘫上肢运动功能恢复。 

 
 

PU-1727 

桥式运动在肢体 Brunnstrom 分期康复中的应用 

 
鲁雷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研究不同体位下的桥式运动激活和强化的肌肉群对处于不同 Brunnstrom 分期中的脑卒中患者

平衡功能、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恢复的影响，分析激活的肌肉群在不同 Brunnstrom 分期中

的意义和利弊，从而为康复治疗师提供分期选择正确桥式运动训练的理论依据 

方法 对 30 例发病 1-12 周内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A 组：在不同分期给予患者不

同体位下的桥式运动训练）和对照组（B 组：给予常规的运动疗法训练或单一的桥式运动训练），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其他临床治疗均相同，观察 12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的功能恢复状况，分别采用改

良 Barthel 指数，简化 Fugl-myer 评分(运动功能评分、平衡功能评分),对其进行量化评定。 

结果 12 周后 A 组病人各项评分明显高于 B 组病人(P<0.05） 

结论 脑卒中的康复训练过程中，桥式运动仍是一种有效、可靠的训练方法，并且根据不同患者肢体

处于的不同的 Brunnstrom 分期以及不同的功能障碍，将桥式运动的体位变化进行个体化选择并应用

于康复训练的全过程中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平衡功能、肢体运动功能及 ADL 能力。 

 
 

PU-1728 

电针“足三里、悬钟”对穴治疗脑卒中偏瘫驰缓性足下垂疗效观察 

 
王亚楠,王学新 

烟台毓璜顶医院,山东省,烟台市 

 

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电针―足三里、悬钟‖对穴治疗脑卒中偏瘫驰缓性足下垂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60 例入选患者按照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给予神经

发育疗法加电针―足三里-悬钟‖穴对，对照组仅给予神经发育疗法。治疗前后进行踝关节主动关节活

动度测量、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胫前肌表面肌电信号检测以及 10 米最大步行速度测试。 

结果 治疗六周后，两组患者的踝关节主动关节活动度测量、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胫前

肌表面肌电信号检测以及 10 米步行速度较前有统计学差异，治疗组效果较对照组更加明显。 

结论 电针―足三里、悬钟‖对穴结合神经发育疗法治疗脑卒中偏瘫驰缓性足下垂有较好临床效果，其

选穴精炼，便于操作，为临床选穴的精准化及特异性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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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9 

The 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for Osteopor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王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的 To summarise the existing evidence and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s a clinical 

treatment for osteoporosis. 

方法 Six English and four Chinese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from their inception to April 2017. 

结果 Meta- analysis showed that acupuncture could be an effective therapy for treating 

osteoporosis. 

结论 Warm acupuncture seemed to more effective than electroacupuncture and needling for 

osteoporosis in comparison to sole Western medicine. 
 
 

PU-1730 

基于 Bobath 球的核心稳定性训练对痉挛型脑瘫 

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张玮涛 

嘉兴市第二医院,浙江省,嘉兴市 

 

目的 探讨基于 Bobath 球的核心稳定性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治痉挛型脑瘫患儿 39 例，按随机数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治疗组 20 例，对照组 19 例。2 组患儿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基于 Bobath

球的核心稳定性训练方法进行治疗。利用 B—PHY 型平衡功能检测训练系统对 2 组患儿进行治疗前

后的坐位平衡功能评定。 

结果 选取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治痉挛型脑瘫患儿 39 例，按随机数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治疗组 20 例，对照组 19 例。2 组患儿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基于 Bobath

球的核心稳定性训练方法进行治疗。利用 B—PHY 型平衡功能检测训练系统对 2 组患儿进行治疗前

后的坐位平衡功能评定。 

结论 基于 Bobath 球的核心稳定性训练有利于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躯干紧张性过伸导致的坐位平衡

功能障碍。并且该方法简单易行，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及应用。 

 
 

PU-1731 

生物反馈结合头皮针在卒中后肢体康复中的疗效研究 

 
张司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脑卒中又被叫做脑血管意外或者中风,是一系列突然起病,以局部神经功能缺损为共同特性的急

性脑血管病证,包括脑梗死、蛛网膜下腔出血及脑出血，其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的特征。中国每

年脑卒中发病患者约 200 余万人,其中 70%~80%的脑卒中患者因为严重的功能障碍而不能独立生活，

而出现运动功能障碍时，患侧肢体会出现肌力下降，关节活动度受限，肌张力升高，肌肉萎缩等后

遗症。早期的病人大多都处于肢体的迟缓状态，对于这种情况康复成为了首选的治疗手段，康复介

入的治疗有很多，主要的康复技术和方法有镜像疗法、音乐疗法、康复机器人、传统治疗、物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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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疗法、经颅磁刺激和神经肌肉促进技术等，本研究将生物反馈结合头皮针进行肢体功能障碍的治

疗并观察是否可以增加疗效缩短康复治疗的进程。 

方法 选取本科室脑卒中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 30 例，将男女均分为实验组（n=15）和对照组

（n=15），两组患者均接受西医基础治疗和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选用生物反馈结合头皮针同时进行

脑肢协同的治疗方式，对照组选用西医基础治疗和常规康复训练。采用简式 Fugl-Meyer 评定法评定

上、下肢的运动功能，改良的 Barthel 指数评定日常生活能力，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及 Barthel 指数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及 Barthel 指数均得到提高(P<0.05)，实验组量化评分显著

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脑卒中肢体功能恢复的过程中，常规训练是有效的，然而在此的基础上生物反馈结合头皮针的

方法可更明显改善肢体的运动功能障碍，提高患者的 ADL 能力，加快康复进程，缩短治疗时间。 

 
 

PU-1732 

全髋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作业治疗的疗效观察 

 
李雪娇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探讨作业治疗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患者功能恢复、日常生活能力和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收集实施全髋关节置换围手术期的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在性别、年龄、

身高、体重、原发疾病方面无显著差异。治疗组除了进行常规的物理治疗外，还接受系统的作业治

疗。对照组只进行常规的物理治疗。常规物理治疗包括术前和术后两部分，术前康复主要包括上下

肢的肌力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还有咳嗽、排痰和呼吸训练等。术后康复主要包括床上肌力训练、

关节活动度训练、渐进性负重训练以及步行训练。作业治疗也分为术前和术后两个方面，术前康复

主要包括术前宣教（包括髋关节的解剖常识、髋关节置换手法、置换前后的康复计划及髋关节置换

的注意事项等），家居环境的探访，辅助器具（穿袜器、拾物器、马桶增高垫）的模拟使用及准备。

术后康复主要包括转移训练（卧坐转移、坐站转移、床椅转移），日常生活能力模拟训练（穿裤子、

穿鞋子、穿袜子、拾物、洗澡、步行、上下楼梯等），本体感觉训练。髋关节置换术疗效评分用 Harris

量表评定，生活质量用 FIM 量表和 QOL 量表评定。将对照组和治疗组在术后的一周、两周、四周、

八周分别进行评估，得出的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在围手术期介入作业治疗，能够使全髋关节置换的患者更快恢复功能，Harris 评分改善更明显

（P＜0.001），早日获得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能力，FIM 评分更快提高（P＜0.001），生存质量更

高，QOL（P＜0.001）评分更高。 

结论 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围手术期介入作业治疗能更好恢复功能，更快的获得独立的日常生活和社

会活动能力，生存质量更高。 

 
 

PU-1733 

运动再学习技术结合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偏瘫肢体功能的影响 

 
桂腾宇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探讨运动再学习技术结合镜像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本院我科近两年来收治的 5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

究组各 2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进行训练,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运动再学习技术

结合镜像疗法,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上肢部分和下肢

部分和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对患者偏瘫肢体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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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M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1),且治疗组治疗后的

Fugl-Meyer、MBI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运动再学习技术结合镜像疗法训练是一种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法,能够更加有效的改善脑卒中偏

瘫肢体的功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1734 

中药药酒涂擦结合神经促通技术治疗脑卒中肩手综合征 

I 期临床疗效观察 

 
黄雯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原:杭州市中医院浙江中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运用中药药酒涂擦结合神经促通技术，通过系统规范化的临床观察，评价此法对脑卒中后肩手

综合征 I期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按照诊断标准、纳入标准、排除标准，选取杭州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 2017 年全年以及 2018

年 1—2 月份的脑卒中并伴有肩手综合征的患者 60 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方法，分为治疗

组（中药药酒涂擦结合神经促通技术）30 例，对照组（神经促通技术）30 例，两组均予脑卒中治

疗标准进行常规治疗。对照组：除常规治疗外，予神经促通技术治疗，其训练方法为：良肢位摆放、

Bobath 握手上举训练、肩胛肌群抗阻训练、被动-主动活动肩胛骨、肩关节屈曲、外展运动及手关

节的被动关节活动度维持训练和肩、手痉挛抑制训练，以上训练每天一次，每次时间为 45min，一

周 5 次，休息 2 天，连续治疗 4 周；治疗组：在按照观察组所有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药酒涂擦技

术治疗，每天 2 次，每次涂 15min，连续治疗 4 周。分别在治疗前 1 天和 4 周治疗结束后对两组脑

卒中肩手综合征 I期患者进行视觉模拟（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疼痛评分、Fugl-Meyer（FMA）

患侧上肢功能评分和手部水肿分级评分的分析，并在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临床疗效的评价。 

结果 经统计学分析，治疗前治疗组患者与对照组的 VAS 评分、上肢 FMA 评分和患侧手部水肿评分

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组内比较 VAS 评分降低，上肢 FMA 评分

升高，患侧手部水肿评分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 周治疗后,治疗组患者与对照组

的 VAS 评分、上肢 FMA 评分和患侧手部水肿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 4 周治

疗，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3.3%高于对照组 6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9.228，P<0.05）。 

结论 （1）采用中药药酒涂擦与神经促通技术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 I 期症状，具有较好的临床

疗效,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2）中药药酒涂擦结合神经促通技术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 I期能明显改善患者上肢功能，提高

患者积极主动锻炼上肢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其作用优于对照组。 

（3）中药药酒涂擦与神经促通技术的结合，可以取长补短，提高临床疗效，使患者能够早日摆脱疼

痛，值得临床推广。 

 
 

PU-1735 

Schuell 刺激疗法在脑卒中失语症患者中的疗效分析 

 
陆丽萍,阳初玉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目的 近年来脑卒中发生率呈增高趋势，且呈年轻化趋势。失语症是脑卒中常见并发症、后遗症，不

仅可以影响患者的日常交流，亦可引起患者焦虑、抑郁的情绪，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能

力。Schuell 刺激疗法可改善患者的言语功能，提高患者的交流能力，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关于

Schuell 刺激疗法的研究颇多，但部分研究存在样本量偏小、无对照组或合并其他治疗方法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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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造成结果的偏差。此外，不同地区，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不同，同一语言训练方法的疗效也会不

同。广西目前尚无 Schuell 刺激疗法治疗脑卒中后失语症的相关研究，因此，运用 Schuell 刺激疗法

治疗脑卒中后失语症的疗效仍需不同地域的样本量较大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本研究拟通过

对比常规治疗和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 Schuell 刺激疗法两种方法对患者言语功能恢复的作用，为脑

卒中失语症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失语症患者 60 例，使用

西方失语症成套测验（WAB）对患者进行言语功能评估，并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研究，对照组、治疗

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法，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言语功能训练（Schuell 刺激

疗法），对比治疗前后失语商（AQ）变化，评估对照组和治疗组的疗效。试验数据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纳入病例数为 6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30 例）和治疗组（30 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20

人，女性患者 10 人，平均年龄 65.27±10.442 岁；治疗组中男性患者 18 人，女性患者 12 人，平均

年龄 64.80±11.763 岁。对照组和治疗组一般情况无统计学差异。经过 1 个月的治疗，治疗组 AQ 评

分较治疗前提高，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Schuell 刺激疗法可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言语功能，提高患者的交流能力。 

 
 

PU-1736 

体位限制对后半规管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的疗效观察 

 
蒋敏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体位限制对后半规管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PC-BPPV)的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科 2015 年 4 月-2018 年 3 月期间后半规管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患者 52 例，

根据患者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26 例。实验组予以常规康复治疗加 Epley

法复位治疗后增加体位限制；对照组予以常规康复治疗加 Epley 法复位治疗。治疗 1 周后、1 个月

后(出院患者采用门诊复查和电话回访）分别采用眩晕症状和眼震情况[1]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1 周后，1 个月后两组均有较好的效果，实验组与对照组疗效无明显差异(P>0．05)，其

中实验组 26 例患者中有 3 例出现颈椎不适症状，5 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入睡困难，对照组无患者

出现颈椎不适和入睡困难现象。 

结论 体位限制对后半规管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复位后的疗效影响不明显,且有增加颈椎不适及影

响睡眠质量的风险，建议 Epley 法手法复位治疗之后不限制体位。 

 
 

PU-1737 

针刺肌肉运动点联合运动疗法治疗卒中后足内翻疗效观察 

 
李旻瑶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卒中后所导致的下肢异常运动模式是阻碍患者步行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恢复的重要负面

因素。人体的生理结构中，小腿和踝关节内侧及足底部的肌肉较外侧肌肉更为有力，同时位置上足

内踝较外踝略高，导致了人的踝关节更倾向于内翻；而卒中后，内侧收缩肌较外侧肌活动更多,最终

导致了足内翻这种踝关节乃至下肢生物力学特征的异常运动模式。本文通过研究针刺肌肉运动点联

合运动疗法治疗卒中后足内翻与单纯针刺疗法联合运动疗法的比较，探讨改善卒中患者足内翻更有

效的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进

行康复治疗的病人共计 80 例。随机分组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均采用基础药物治疗及运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924 

动疗法，对照组给予常规针刺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针刺腓骨长短肌运动点四处。观察

两组治疗前后足内翻角度、Fugl-meyer 下肢功能评分量表、Tinetti 步态分析量表。所有数据资料采

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对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进行 t 检验；

对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 

结果 治疗后，组内比较，对照组及治疗组患者足内翻角度、Fugl-meyer 下肢功能评分量表评分、

Tinetti步态分析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后，治疗组较对照组，Fugl-meyer

下肢功能评分量表评分、Tinetti 步态分析量表评分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足内翻角度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刺肌肉运动点是在传统针灸基础上结合现代生物力学研究，针对有功能障碍肌肉的运动点的

刺激，激发痛触觉感受器，通过神经冲动沿感觉传导通路到达大脑皮质，再经运动传导传出，兴奋

局部效应器的一种新型治疗手段。作为基于传统针灸学的新型治疗手段，在不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及

治疗时间的同时，通过低频电刺激局部肌肉，促进肌肉血液循环，增加肌肉量，同时强化正确的踝

背伸、足外翻运动模式，改善局部肌肉力量，达到纠正足内翻的疗效。本研究通过观察针刺肌肉运

动点治疗卒中后足内翻，证明其在不增加患者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可以改善患者的步态及步行稳定性，

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加速患肢的功能恢复。 

 
 

PU-1738 

偏瘫患者上肢康复的治疗策略 

 
苑艳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核心训练及肩胛骨稳定性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并与单纯应

用理疗与针灸相比较,核心肌群是是人体最重要的肌群，只有在强化核心的基础上，才能更有利于上

肢功能的恢复。目前偏瘫患者上肢最常见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肩痛、肩关节半脱位、肩手综合征。

核心训练在脑卒中患者上肢的恢复中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患者最大程度地避免肩痛、肩关

节半脱位、肩手综合征从而提高生活质量,使其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方法 5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核心训练组 25 例和对照组 25 例,均给予常规物理、针灸治疗包括低频、

中频、电针等及简单的运动疗法。核心训练组重视腹直肌及腹外斜肌和肩带肌群的训练，同时进行

良肢位摆放、PNF 技术、运动想象、上肢控制能力，滚筒、患侧负重等,30min/d。 训练前及训练 2

周后评一次（每两周评一次）均采用 Fugl-Meyer 评定量表(FMA)对 2 组患者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及

Barthel 指数评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①Fugl-Meyer 得分:核心训练组在治疗后每 2 周得分均高于对照法组。②Barthel 指数:核心训

练组在治疗后每 2 周得分均高于对照组。核心训练组有效的避免了肩痛、肩关节半脱位、肩手综合

征的发生，并且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 

结论 与训练前比较,核心训练组在介入训练 2 周后（以及每两周评定一次）Barthel 指数评分持续上

升。对照组在训练 4 周后 Barthel 指数评分开始上升,核心训练组在各训练时间段 Barthel 指数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并且有效的避免了肩痛、肩关节半脱位、肩手综合征的发生。核心训练法对脑卒中偏

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有积极影响。 :核心训练疗法配合肩胛骨稳定性训练，可有效提高脑卒中

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运动能力,其康复疗效优于单用理疗、针灸及简单运动疗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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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9 

Hubbard 槽浴结合手法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龚雷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对 hubbard 槽浴结合手法在康复治疗中的一些新进展进行归纳阐述。 

方法 主要通过查阅文献、结合平时水疗工作，从理论和实践中了解最新进展情况。 

结果 Hubbard 槽浴作为水疗法中重要的康复项目，具有安全可控、操作简便的优点，同时又具备水

中运动疗法的诸多优点，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结合手法将对患者肌力，肌张力，平衡与协调，感觉，

功能独立性以及心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帮助。 

结论 Hubbard 槽浴结合手法治疗日益被广大治疗师和患者认识和接受，但是相关的训练方法、应用

进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PU-1740 

多种物理因子联合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病例汇报 

 
晏光林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表明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表现及后果，以及利用多种物理因子治疗后的改善效果。 

方法 患者，女，64 岁，脑卒中后左侧肢体偏瘫，现已 5 月余。患者发生脑卒中后 1 月时，左侧手

处于 Brunnstrom 分期 6 期，手功能恢复较好，但左侧手逐渐反复出现水肿、疼痛、关节红肿伴僵

硬，夜间及活动时疼痛，晨起僵硬等症状。经评估并行肌骨超声检查后，确认关节囊肿胀变性，肌

腱水肿增厚，关节挛缩，患手处于肩手综合症二期向三期过渡阶段，严重影响患者手功能恢复并有

可能发展成为废用手。遂给予中频脉冲电流（关节纤维性挛缩处方，频率 100Hz）治疗 20 分钟，

再给予水下超声（1MHz,1.0W/cm^2,距离患部 1-5cm，移动速度 2-3cm，水温 36°C 左右，水位以

浸没腕关节上 10cm 为准）治疗 10 分钟，蜡疗治疗 20 分钟等多种物理因子联合治疗，每日一次，

共治疗一月余。 

结果 患者持续治疗四周后，病情逐渐好转，疼痛逐渐减轻最终消失，红肿热胀症状消失，关节活动

度逐渐接近正常，皮肤颜色逐渐接近正常肤色，手功能恢复较好。肩手综合症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

症，因反射性交感神经营养不良引起，若不及时处理和治疗，病情进展迅速，可能无法控制，最终

患手手功能丧失成为废用手。中频脉冲电治疗可松解关节囊，改善挛缩并且能达到镇痛的效果；水

下超声能更好地接触手部并且可以避免骨膜疼痛反应，能达到镇痛消炎改善循环的效果，并且改善

组织的纤维化，软化局部组织；蜡疗能很好地改善循环，并且使软组织松软，便于关节松动。三种

治疗联合应用可有效改善肩手综合症的不良后果，抑制病情发展，避免患者患手成为废用手。三种

物理因子治疗是临床常见的治疗方法，将其中的治疗顺序稍作调整，便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中

频电可以进行镇痛、松解关节囊，但并不能完全与我们的手部紧密接触，这时我们利用水作为介质

进行超声波治疗，不仅可以避免产生骨膜疼痛反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得超声波与手部接触最大，

发挥超声波改善循环软化纤维组织的效果，最后我们再进行蜡疗治疗，利用石蜡疗法的温热效应和

其本身的材质特性，利用热传导的方式将热能持续不断地渗透入软组织深层，达到改善循环的效果。 

结论 肩手综合症是脑卒中常见并发症，对患者的影响巨大，我们应该加强宣教从预防做起。倘若发

生肩手综合征后，要进行系统评估，确定其发展程度，应用多种治疗方法抑制其发展，避免给患者

带来更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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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1 

新 Bobath 疗法在偏瘫早期的应用 

 
刘彦彬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运用新 Bobath 疗法在偏瘫病人早期上下肢 躯干的早期功能训练。 

方法 仰卧位躯干坐起训练    半卧位躯干促通   仰卧位下双桥控制  仰卧位下腰段促通  足部促

通   上肢滞空练习 

结果 偏瘫患者早期运用新 Bobath 技术训练患者的躯体， 肢体姿势出现较好的模式，大大减轻了异

常模式。对患者后期的治疗起到了很好的铺垫 

结论 新 Bobath 技术操作起来简单，而思维模式的建立相对困难，难点就是建立全新的思维模式 

 
 

PU-1742 

浅析“形神合一”理论对脑卒中后偏瘫运动功能康复治疗 

 
张东男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部 

 

目的 以―形神合一‖理论为指导，注重形神并重为脑卒中患者运动康复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好方案。 

方法 形与神相结合，指导临床康复。 

结果 "形神合一"对脑卒中运动功能康复的治疗效果明显。 

结论 现在对于偏瘫患者无论是中医康复还是应用现代医学的康复主要注重肢体运动功能的康复。往

往忽略了精神、心理对患者的影响。―形神合一‖是将患者的肢体运动康复与心理疏导进行结合。 

 
 

PU-1743 

面瘫的康复治疗的研究进展 

 
韩玉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总结近几年应用于面瘫治疗的康复方法。 

方法 查阅并分析近几年有关康复治疗方法治疗面瘫的文献。 

结果 近几年，治疗面瘫的康复治疗方法有：肌内效贴布，吞咽治疗仪，高压氧，功能锻炼，Rood

技术等。 

结论 越来越多的康复治疗方法应用于面瘫的治疗，使面瘫的治疗周期缩短，治愈率大大提高。 

 
 

PU-1744 

冲击波治疗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效果 

 
谷玉静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冲击波治疗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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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本院诊断为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患者，按入院顺序分为

30 例研究组和 30 例对照组，分别接受冲击波治疗和注射治疗。对比（1）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和

治疗后 VAS 疼痛评分。（2）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疗效。 

结果 （1）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前 VAS 疼痛评分结果比较无差异（P>0.05）；治疗后 VAS 疼痛评

分结果比较有差异（P<0.05）。（2）研究组和对照组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93.3%、

70.0%，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次研究认为冲击波治疗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疗效肯定，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症状，减轻疼痛

感。 

 

 
PU-1745 

艾灸联合康复训练在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的应用 

 
鲍颂杨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艾灸联合康复训练在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的应用。 

方法 本研究从2013年12月至2015年01月期间来我院内科进行治疗的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中，

随机抽取 80 例，平均分为两组。一组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康复训练进行护理，另一组为观察组，

采用艾灸联合康复训练方法进行护理。评价两组患者不同护理后的肢体痉挛评分以及生活质量评分，

并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护理方法下的护理总有效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肢体痉挛程度评分为（88.7±10.51），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为（90.5±5.14），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观察组患者

中显效共 13 例，有效共 26 例，护理总有效率为 97.5%，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以上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艾灸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疗效显著，能够提高患者的活动能力，控制患

者的肢体痉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746 

探究物理因子康复治疗在慢性软组织损伤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 

 
寇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一些物理治疗的新技术逐渐被引入到医学中，尤其是康复治疗对于这些新技术的应用逐渐增多。

逐渐发展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物理治疗，本文就此展开讨论研究。深入研究物理因子治疗慢性软组织

损伤的应用现状，并且进一步研究物理因子在医学中的应用发展。 

方法 一、漫性软组织损伤类疾病病理病因学及疼痛产生机制 

二、物理因子在慢性软组织损伤类疾病康复治疗中的体现 

三、物理因子治疗慢性软组织类疾病的机器设备 

结果 在慢性软组织损伤的临床治疗中广泛被应用的，是物理疗法。其安全性高，十分可靠并且副作

用小。 

结论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药物被应用于慢性软组织损伤病的预防中，特别是物理治疗的方法，逐

渐受到医学的重视，因为物理因子的康复疗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治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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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7 

改良铺灸对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效观察 

 
宋琳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改良铺灸法对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改善情况。 

方法 选择 64 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对照组）和改良铺灸组组（治疗组）。

两组均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改良铺灸法。治疗结束后进行膀胱残余尿量，

膀胱容量、建立反射性膀胱时间、膀胱平衡指数的差异评价。 

结果 两组膀胱残余尿量，膀胱容量、建立反射性膀胱时间、膀胱平衡指数均有所改善，而治疗组的

改善程度明显效果优于常规治疗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改良铺灸法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改善疗效显著。 

 
 

PU-1748 

改良铺灸对脑卒中后偏侧肢体痉挛的康复疗效观察 

 
王晓丹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改良铺灸疗法对脑卒中后肢体痉挛患者康复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后偏侧肢体痉挛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康复训练及内科治疗，治疗组再次基础上施加改良辅灸疗法，每天 1 次，每周 5

次，共 4 周。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评分评价各组患者肘关节、膝关节痉挛程度；采

用 Fugl-Meyer 评分（Fugl-Meyer assessment ,FAM）评价患侧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ADL）评分评价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结果 治疗后两组的 Ashworth 评分均下降，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 Fugl-Meyer

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均提高，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改良铺灸疗法是促进脑卒中后偏侧肢体痉挛康复的有效方法之一。 

  
 

PU-1749 

透针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王晓丹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脑血管意外患者越来越多。在脑血管意外的急性期吞咽障碍

的发生率高达 40%，在恢复期仍有 10%的患者残留不同程度的吞咽功能障碍，需要康复治疗的参与

[1]。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产生的吸入性肺炎、营养不良等并发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及生活质

量，因此，有效提高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尤为重要。 

方法 采用 SPSS19.0 医学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表示为均数±标准差，两组治疗前

后比较采用 t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吞咽功能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吞咽

困难分级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P＜0.01），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采用传统针刺与现代康复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显示了透针配合吞咽功能训练在改善脑卒

中后患者吞咽功能障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值得推广，但透针法 (透刺法 ) 是自古代就已应用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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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实用的针刺方法, 但缺少随机化设计、科学统计方法等符合循证医学要求的

条件, 或缺乏与其他刺灸法、其他疗法相比较的对照组, 在讨论疗效的同时往往忽视作用机理的研究, 

需进一步进行临床和生物学研究。 

 
 

PU-1750 

口颜面操训练结合腹式呼吸训练治疗脑卒中后构音 

障碍的疗效观察 

 
石阳梅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口颜面操训练联合腹式呼吸训练对脑卒中后构音障碍患者的构音功能及心理状况的治疗

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病房接受治疗的脑卒中后构

音障碍患者 45 例，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5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 22 例，

采用常规的语音训练;观察组 23 例，在常规语音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口颜面操训练和腹式呼吸训练。2

组患者均每周训练 5 天，每天训练 1 次，每次 30 分钟，治疗总时长为 2 个月。治疗前后采用改良

的 Frenchay 构音障碍评价表评估 2 组患者的构音功能;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均存在构音障碍，说话时语音清晰度和流利性均明显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治疗 2 个月后，2 组患者改良的 Frenchay 构音障碍评定量表得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有

明显下降(P<0.01)，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下降更明显(P<0.01);观察组 a 级项数较治疗前和对照组

均明显提高(P<0.01，P<0.05);治疗前 2 组患者都存在一定的焦虑、抑郁表现，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P>0.05，P>0.05);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抑郁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且治疗组较对照组下降更显著(P<0.01，P<0.01)。 

结论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口颜面操训练和腹式呼吸训练能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构音障碍，提

高言语的清晰度和流畅性，同时增加患者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减轻焦虑和抑郁，具有显著的临床疗

效，安全可靠，患者依从性高，值得推广应用。 

 
 

PU-1751 

穴位电刺激联合综合物理疗法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 

水肿的临床疗效观察 

 
黄婧慧,李柏,黄枫,朱佩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观察穴位电刺激联合综合物理疗法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临床疗效。 

方法 1.分组与治疗方法：将 40例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20例。

对照组采用综合物理疗法，包括手法淋巴引流、运动治疗、低弹力绷带包扎和皮肤护理治疗，每天

1 次，每周 5 天；试验组在综合物理疗法基础上，配合穴位电刺激治疗（每天 1 次，每次 20 分钟，

每周 5 天）。选穴: 曲池、合谷、尺泽、肩髃、肩髎、足三里、太冲、阳陵泉。2.疗效评定：治疗前

和治疗 4 周后，采用围度尺测量患者两侧肘上 10cm 处围度，计算差值；生物电阻抗分析仪测量患

者患侧上肢节段细胞外水分比率。 

结果 1. 试验组与对照组平均年龄分别为 45.3±3.9 岁和 44.5±5.2 岁，试验组淋巴水肿Ⅰ级 3 例、Ⅱ

级 17 例，对照组Ⅰ级 5 例、Ⅱ级 15 例，两组年龄、水肿分级以及治疗前上肢围度差值、上肢细胞

外水分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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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组治疗前、后上肢围度差值分别为 6.35±1.25cm 和 2.21±0.56cm（P＜0.05）；对照组治疗

前、后上肢围度差值分别为 6.15±3.15cm 和 3.89±0.83cm（P＜0.05）。 

3. 治疗后围度差值试验组小于对照组（2.21±0.56cm vs 3.89±0.83cm，P＜0.05）。 

4. 治疗后试验组上肢节段细胞外水分比率低于对照组（0.375±0.036 vs 0.385±0.015，P＜0.05）。 

结论 综合物理疗法是目前国际淋巴学会推荐作为治疗淋巴水肿的有效方法，与手术相比，风险低且

副作用较少，但不能完全治愈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近年来，临床证实传统针灸治疗乳腺癌术后上

肢淋巴水肿有较好疗效，但因针灸破皮治疗有引发感染的可能性，临床使用上受到一定限制。穴位

电刺激疗法采用低频电刺激作用于穴位，相较于传统针灸既可避免刺破皮肤造成感染的可能性，又

能发挥电刺激增加淋巴和免疫系统活力和激发细胞组织内生长因子的优势。本研究证实穴位电刺激

联合综合物理疗法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综合物理疗法，值得在临床上

推广使用。 

 
 

PU-1752 

作业治疗 

 
史惠兰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自康复医学介绍到我国以来,康复治疗在中国发展迅速，PT，OT,ST,被大家熟知接受了。但是,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国发展康复医学 20 多年了,而 OT 仍发展不大。不但其基本的理论、概念未能得

到普及,就连其实质、意义及存在的价值也未能得到较深刻的认识。 

方法 作业治疗着重于帮助患者恢复或取得正常、健康、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能力。目前作业治疗可

以运用到一下几个方面（一）内科和老年病方面脑血管意外的遗症、关节疾患、老年性认知功能减

退。 

（二）骨科方面骨关节损伤后遗症，手外伤、截肢后、脊髓损伤、周围神经损伤。 

（三）儿科方面肢体残疾、发育缺陷、学习困难或残疾、类风湿性关节炎。 

（四）精神科方面精神分裂症康复期，焦虑症、抑郁症、情绪障碍。 

作业治疗是座桥梁。把患者个人和他的家庭环境及社会连结起来，从患者的个人功能的潜力和需要

出发，经过作业的训练和治疗，逐步适应家庭和社会环境，通向正常生活方式的彼岸。 

现在的康复现状，是 PT 很壮大，OT 还比较弱小，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 OT 的重要性；随着现代

急救和 PT 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运动都可以保障了，剩下的就是 OT 了，相信以后

OT 会和 PT 一样强大，一起为患者的康复服务！ 

结果 作业治疗对于患者，家属来说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我们要把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宣教

做足，让大家真正了解作业治疗的意义，真正接受作业治疗形式 

结论 作业治疗对社会对于我们的家庭意义非凡，它值得我们花时间花精力不断的去发展 

 
 

PU-1753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康复治疗的疗效观察 

 
丁蕾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目的 观察经皮电神经刺激(TENS)配合红光治疗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效果。 

方法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17.01-2018.03 期间，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科治疗的，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变患者共计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入选条件：1 符合 1999 年 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2 有肢体

感觉和运动神经病变表现，如肢体麻木针刺样症状或烧灼样疼痛或刀割样疼痛, 肌萎缩无力，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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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明显减退。3 肌电图检查有神经传导速度减退 4 无严重心肝肾病变，排除能导致周围神经病变

的其他疾病。 按随机的原则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共 45 例，男性患者 22 例，

女性患者 23 例，年龄范围为 42-74 岁，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9.2±0.8 岁，对照组共 45 例，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24 例，年龄范围为 43-73 岁，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8.3±1.1 岁。观察组和对照组患

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见表 1。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 观察组患者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进行康复治疗。

TENS 治疗采用经皮电神经刺激仪，治疗时患者仰卧，放松，治疗时将两电极对置或并置于痛点相

应神经阶段或穴位[6]，1 次/d，每次 20min。红光治疗采用红光治疗仪，红光治疗距离病灶 15 cm

处，温度小于 50 ℃，1 次/d，每次 15min。15d 为 1 个疗程，每个疗程结束后休息 3d，治疗时间

为 2 个疗程（30d）。 

结果 2 结果 

2.1 定量震动感觉阈值两组间比较，两组治疗后 VPT 指标均比治疗前有明显改善；观察组在治疗后

VPT 指标比对照组有明显改善（P<0.05）。见表 2。 

2.2 两组间比较，两组治疗后正中神经及腓总神经的 MCV 和 SCV 均快于治疗前（P<0.05）；观察

组在治疗后正中神经及腓总神经的 MCV 和 SCV 均快于对照 

组（P<0.05）。见表 3。 

2.3 两组间比较，观察组显效率 28.9%，高于对照组的 8.9%，观察组的总有效率 91.1%，高于对照

组的 60%，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见表 4。 

结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 TENS 和红光治疗仪综合康复治疗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

有利于促进其康复。 

 
 

PU-1754 

脊髓损伤后的心理康复治疗 

 
程兴业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脊髓损伤是一种不同于其它损伤的疾病,由于它可以导致患者的运动功能与感觉功能丧失,并可

能产生其它并发症,目前仍没有一种十分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法.从世界范围看,脊髓损伤的发病率是较

高的，脊髓受到创伤或疾病的损害,使得损伤平面以下肢体的运动、感觉及自主神经的功能受到损害,

导致肢体不能活动, 没有感觉,大小便失禁,性功能障碍,从而使患者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由于脊髓

损伤对患者的身心以及生活方式均产生了严重影响,因 此,在治疗与康复中,多采用综合方法,心理康

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方法 对患者表现出来的心理现象的外部活动进行有系统、有目的和有计划地观察,以了解患者的心

理状况、情绪和行为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观察法包括自然观察和标准情境观察两种,前者是指在日

常生活环境中对受检者的行为进行观察,后者则在特殊的实验环境下观察受检者对特定刺激的反应。 

在临床康复工作中,可利用访谈法收集患者需要帮助的问题,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感受患者对这

些问题的态度,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家庭和社会情况等。 

结果 A 组心理症状消失 20 例 好转 10 例 失效 5 例   B 组在 A 组的基础上采用访谈收集针对性处

理方法 B 组心理症状消失 25 例 好转 20 例 失效 5 例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科学的交流与疏导可以有效的预防和治疗脊髓损伤后患者出现的消极与低沉的情绪。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932 

PU-1755 

踝关节的特异性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刘正永,冯晓东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踝关节的特异性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恢复期足下垂患者 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康复组和特异性训练组，每

组患者 30 例。常规康复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特异性训练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病情

采取特异性训练。2 组患者均治疗 6 周。治疗前、后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FMA）、功能

性步行分级(FAC)及 10m 步行时间评定 2 组患者的运动功能和步行能力。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间的 FMA、FAC 及 10m 步行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周后，

2 组患者的 FMA、FCA 较治疗前明显提高，10m 步行时间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踝关节的特异性训练能够明显提高脑卒中恢复期患者的步行能力。 

 
 

PU-1756 

呼吸康复在偏瘫弛缓期的应用 

 
杨玉如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呼吸训练对偏瘫患者肺功能及躯干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 50 例偏瘫弛缓期患者，排除相关禁忌症，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训练组，训练组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进行 8 个周的呼吸康复，对照组不进行呼吸康复训练。比较干预前后及各组间患者肺功能、

及躯干稳定能力。 

结果 经过 8 周的训练，训练组的用力肺活量、第一秒用力呼气量、分钟通气量、吸气肌肌力指数及

平衡能力均有所提高 

结论 呼吸训练能提高偏瘫弛缓期患者肺功能及躯干平衡能力 

 
 

PU-1757 

悬吊系统训练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潘同亮

1
,胡川

1
 

1.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2.山东省交通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悬吊系统训练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 ADL 的影响，探讨脊髓损伤患者更加有效的康复治

疗方法。 

方法 将 40 例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

PT 手法治疗、物理因子治疗、心理治疗等治疗。观察组进行物理因子治疗、心理治疗，借助悬吊系

统进行 PT 手法治疗，治疗三个月后，进行 FIM 和 Barthel 指数评定 

结果 经过三个月治疗，40 例患者 ADL 均有改善，但观察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悬吊系统训练可以有效提高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 ADL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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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58 

一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康复治疗经验 

 
肖畅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综合的运动疗法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康复中的疗效。 

方法 采用 JOA 腰背痛评定量表[1]、Qswestry 腰痛失能指数评定量表[2]、腰部活动度评定（距离测

定法）、双下肢肌围度及感觉评定、VAS 六个评定方法进行观察、分析，以此来评估运动疗法在改

善腰部功能障碍患者中的疗效。 

结果 经过一周时间的综合运动疗法，患者从疼痛变为无痛、直腿抬高试验及加强试验转阴，JOA

及 Qswestry 评分都显示有显著改善，腰部活动度改善明显，腰部肌力、耐力及下肢肌围度都得到改

善。 

结论 综合的运动疗法在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功能障碍上有比较好的疗效，但是不能忽略导致腰椎间

盘突出的原因及术后存在问题时的综合分析，所以对于此类患者综合的评估及综合的治疗是十分必

要的。 

 
 

PU-1759 

超声药物导入联合超短波、超激光治疗周围性面 

神经麻痹的临床观察 

 
郭宏玥,宗敏茹,赵志博,于海龙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周围性面瘫的物理因子治疗中通过常规的超短波、超激光治疗与在这两种治疗方法基础上加入

超声波药物离子导入的治疗效果对比，周围性面瘫是指原因不明，急性发病的单侧周围性面神经瘫

痪，并认为系茎乳突孔内急性非化脓性面神经炎所致，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一般认为系

由于病毒感染，受冷和自主神经不稳致局部营养神经的血管痉挛，神经组织缺血，水肿，受压而致。

观察 120 例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通过 120 例患者我们分成两组进行比较，试验组（61 例）是采取超短波、超激光联合超声波

药物离子导入治疗本病，有效率达到 90.16%，对照组（59 例）是采取超短波配合超激光来治疗疾

病，有效率达到 76.27%。其中，在发病一周内接受正规治疗的患者痊愈率达到 90%以上。 

结果 所有病例经过 1—2 个疗程治疗，入选标准：•符合(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中所述

的周围性面神经炎的诊断要点；‚病程≤3 天；排除继发病史。试验组加上超声药物导入疗法的综合治

疗痊愈 55 例，显效 4 例，好转 1 例，无效 1 例。对照组痊愈 45 例，显效 9 例，好转 2 例，无效 2

例。周围性面神经麻痹通过常规治疗加上超声药物导入的效果明显，大大提高了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的治愈率，取得满意的效果，且尚无一例出现面肌痉挛和倒错现象，总治愈率达到 85%。 

结论 据国内文献报道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年发病率 26-34 人/10 万，因此，周围性面神经炎的发病

率还是很普遍的，我们应该重视起来，在刚发现疾病的时候，要及时进行治疗，采取正确的治疗方

法，我们采取超声药物导入联合超短波和超激光治疗的效果明显，三种物理因子治疗的综合治疗安

全有效，无痛苦、无创伤、无副作用、有效调节机体功能及神经恢复，从而大大提高了周围性面神

经麻痹的治愈率，取得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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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0 

放血疗法治疗中风后肢体痉挛患者 54 例临床观察 

 
刘雁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放血疗法对中风后肢体痉挛的临床疗效，为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痪探讨一种简便、廉效的

方法。 

方法 将 54 例中风后肢体痉挛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

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放血疗法，在治疗 20 天前后分别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分级量表（the 

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the Modified Barthel Index score，MBI)、

简化 Fugl-Meyer（FMA）运动功能评定量表评价其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 20 天后两组患者痉挛量表评分、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及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与治

疗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治疗组较对照组提高更明显（P﹤0.05）。 

结论 放血疗法可以明显降低中风后肢体痉挛患者肌张力，提高其运动功能，并且改善患者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有利于帮助中风患者早日康复。 

 
 

PU-1761 

手指点穴对改善中风患者上肢痉挛的临床观察 

 
王静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初步探索中医的手指点穴结合常规的康复治疗对于改善中风患者上肢痉挛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偏瘫上肢痉挛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研究，每组 30 例。2 组患者

均给予常规药物对症治疗，未给予抗痉挛的药物。在治疗过程中，治疗组在第 1 次手指点穴结束后

采用表面肌电的平均积分肌电值（iEMG）测试肱二头肌、桡侧腕屈肌观察有效时间并结合常规康复

治疗。对照组只运用常规康复训练。 

结果 手指点穴后治疗组肱二头肌 iEMG(9.85±4.58),桡侧腕屈肌 iEMG(9.89±5.38)均低于组内治疗

前肱二头肌（14.43±6.41）桡侧腕屈肌（13.95±6.02）（p<0.05）。两组之间比较，治疗组改善程

度大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手指点穴对改善中风患者上肢痉挛的有效时间较好，手指点穴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可有效降低脑

卒中患者上肢痉挛，效果要优于单纯的常规康复治疗。 

 
 

PU-1762 

温针灸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疗效研究 

 
王莉娜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温针灸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76 例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8 例，治疗

组给予温针灸及常规康复功能训练，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康复功能训练，训练时间为 4 周。在训练前

及训练 4 周后分别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定（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量表及日常

生活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量表进行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评估并记录相关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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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 4 周后，MoCA 评分显示，两组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提高，温针灸干预组分数提高均数为

5.29 分，高于对照组的 3.90 分，两组间的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t=3.014,P=0.037）；ADL 量表

疗效分析显示温针灸干预组分数升高均数为 32.75 分，高于对照组的 30.20 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5.141, P<0.001）。 

结论 温针灸能明显改善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和提高日常生活能力（ADL），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PU-1763 

浅谈理疗的临床应用 

 
寇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理疗的临床应用的讨论。 

方法 如果理疗方式不当，反而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反应和病理过程加剧。所以，在此作者将自己对

理疗的一些认识了解和应用体会总结如下，供大家讨论、参考。 

结果 在确定理疗的剂量时，还应考虑到个体的差异，及每个患者的具体身体和患病情况。综合考虑

到了所有的因素才能保证理疗剂量选用的合理性，才能对患者的康复起到帮助作用。 

结论 人们对理疗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也被广泛的运用在了各种疾病的康复治疗和身体

保养上。 

 
 

PU-1764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脑卒中上肢功能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朱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肌电生物反馈方式治疗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康复效果，以期为脑卒中后上肢功能障

碍的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到 2015 年 4 月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就诊的脑卒中患者 30

例，所有患者在常规神经内科药物治疗及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观察患者的

治疗效果。 

结果 患者治疗 3 周、6 周和 9 周后肌电值、手腕关节活动度以及上肢腕功能评分均改善，与入选时

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应用于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康复治疗，效果显著，促进了患者上肢功能的恢复，

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765 

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 

活动能力影响的研究 

 
朱叶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活动能力影响，并总结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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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从 2014 年 02 月至 2015 年 03 月期间来我院内科进行治疗的急性期脑卒中患者中，随

机抽取 60 例，平均分为两组。一组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康复训练进行护理，另一组为观察组，采

用针刺结合康复训练进行护理。评价两组患者不同护理后的运动功能评分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Ａ

ＤＬ)评分，并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护理方法下的护理总有效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运动功能 FMA 评分为（89.3±9.21），日常生活能力 MBI 评分为

（88.9±7.43），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观察组患者中显效共 10 例，有效共 18 例，护理

总有效率为 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以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活动能力具有积极影响，疗效显著，能够提

高患者的活动能力，促进患者恢复日常活动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766 

物理因子治疗对开放性骨折术前软组织的影响 

 
熊凯,况春艳,李贝贝,李曼蓉,崔芳,汪伍,马振超,孙贵新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目的 探讨物理因子治疗对开放性骨折术前软组织的影响。 

方法 选取在我院确诊为左胫腓骨远端开放性骨折的患者 1 名，术前拍摄 x 线片检查明确诊断。患者

男性，56 岁，外伤后至左胫腓骨远端开放性骨折，急诊行一期缝合后，予抬高患肢，甘露醇消肿联

合抗生素控制感染等治疗，伤后第 3 天，伤口周围出现红肿，继续予抬高患肢及消炎消肿等临床药

物治疗，伤口缝合部位仍红肿，尚未达到手术要求。遂联合康复科予物理因子治疗：紫外线 照射伤

口 12MED，1 次/日；激光 照射伤口 400mw 10min 1 次/日；短波 辐照伤口 单极法 无热量 1 次

/日。 

结果 临床药物治疗联合物理因子治疗 3 天后，伤口红肿明显消退，感染得到有效控制，伤口周围软

组织肿胀消退，达到手术要求，外科予以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治疗。 

结论 开放性骨折部位存在感染可能，软组织肿胀明显，需要同时控制感染和软组织肿胀的前提下，

手术风险才最低。紫外线、激光及短波等理疗方法，已被证实具有消炎消肿等功效。因此对于开放

性骨折病人，在排除理疗禁忌症的前提下，临床药物联合物理因子治疗，更有助于控制感染，促进

骨折部位软组织肿胀吸收，缩短手术等待时间，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住院天数，减少住院费用。 

 
 

PU-1767 

超短波结合呼吸功能训练对于肺部炎症康复的影响 

 
李燕,尚翠侠,赵昭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超短波结合呼吸功能训练对于肺部炎症康复的影响。 

方法 将 50 例肺炎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5 例。两组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家庭氧

疗和营养支持，实验组在此基础上采用超短波治疗结合呼吸功能训练。随访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

的实验室检查指标、肺功能、6min 步行试验（6MWT）、生活质量、平均住院日等。 

结果 实验组在实验室检查指标、肺功能、6min 步行试验（6MWT）、生活质量、平均住院日方面

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 均<0.05）。 

结论 超短波结合呼吸功能训练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优化实验室检查指标，改善肺功能，明显缩短

住院时间，对于肺炎的康复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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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8 

小儿肌性斜颈推拿治疗的临床体会 

 
邓晓莉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小儿肌性斜颈是一种儿科常见病和多发病，多因先天秉赋不足、胎儿营养失调、感染胎毒、产

时外伤等，致使胸锁乳突肌损失变性、缺血挛缩。其临床表现为头向患侧歪斜，颜面旋向健侧，胸

锁乳突肌中下区出现豆粒样或椭圆状肿物，逐渐融合挛缩。多数新生儿一出生两眼裂不对称，或患

侧眼睛不睁，至 10 余天后睁眼，但也较健侧为小，颈部患侧有梭形肿物。早发现，早治疗是本病治

愈关键。中医推拿治疗对本病有较好的疗效，其根据―舒筋活血，软坚散结‖原则，采用按揉、拿捏、

牵拉、斜扳等手法，具有副作用少，痛苦小，治愈率高，患儿与家长易于接受等特点。结果表明运

用推拿手法对小儿肌性斜颈进行治疗，效果显著。 

方法 推拿手法。 

结果 推拿手法对小儿肌性斜颈效果明显。 

结论 推拿手法是治疗小儿肌性斜颈是一种有效治疗方式。 

 
 

PU-1769 

中频电治疗技术结合肌内效贴技术治疗肩关节半脱位疗效观察 

 
郝丽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中频电治疗技术结合肌内效贴治疗肩关节半脱位疗效。 

方法 将 30 例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均给予中频电组、肌内效贴组、

联合组，每组个 10 例，3 组患者均接受传统的康复治疗，在此方案基础上中频电组接受中频电治疗，

肌内效贴组接受肌内效贴治疗，联合组接受中频电联合肌内效贴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4 周时采用

Fugl-Meyer 量表(FMA)分别评估 3 组患者的肩关节复位率和改善上肢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 4 周时，3 组患者的肩关节复位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4 周总有效

率分别为 45.0％、47.0％、90.0％，治疗 4 周后，中频电治疗组 FMA 评分为(15.10±1.49)分、肌内

效贴治疗组(15.30±1.79)分、联合治疗组(31.20±2.89)分，联合治疗组显著优于中频电治疗组、肌内

效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 组患者均在治疗 4 周后评定疗效，上肢功能采用简化的

Fugl-Meyer 量表(FMA)评定，通过 X 线片测量患侧肩峰至肱骨头间距(AHI)。显效:症状体征消失，

肩峰下未触及凹陷,患侧肩正位 X 片显示肩峰与股骨头间隙＜14mm。有效:症状减轻，肩峰下凹陷减

少，但仍＞14mm;无效:症状体征及肩峰下凹陷无改善，患者肩正位 X 线片显示肩峰与股骨头间隙值

未减少。 

结论 中频电治疗技术联合肌内效贴技术能显著提高肩关节复位率和改善上肢运动功能。 

 
 

PU-1770 

刮痧配合针刺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研究 

 
王亮,杨宪章,季庆洁,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评价刮痧配合针刺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的改善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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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随机分为针刺组和刮痧配合针刺组，每组 30 例，针

刺组治疗采用颈夹脊 2－3 穴(双侧)、天柱（双侧）、风池（双侧）、阿是穴、肩井（双侧）等穴位，

伴失眠者取安眠、四神聪穴，伴头痛者取率谷、头维穴，伴肩背痛者取肩井、秉风穴，伴肩臂痛取

肩髃、肩贞穴，手麻取外关、合谷穴。留针 30 分钟。每天治疗一次，10 次为一疗程，疗程间休息

3 天，共治疗 2 个疗程。刮痧组在针刺组基础上给予刮痧治疗，刮拭颈椎的两旁分别从风池穴至肩

髃穴，风府穴至大椎穴，颈部夹脊穴，由上至下、由内之外反复刮拭 10－20 次，刮痧治疗隔 5 天

一次，伴失眠、头痛者刮拭头部，伴肩背痛者刮拭膀胱经第一侧线，伴肩臂痛者刮拭肩髃到曲池穴，

手麻者刮痧板点揉外关、合谷穴。共治疗四次。 

结果 以 VAS 为观察指标，两组均有效缓解神经根型疼痛，治疗后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说明

刮痧配合针刺组缓解疼痛优于针刺组。 

以有效率判断疗效，针刺组临床有效率 81%，针刺加刮痧有效率 97%，结果表明刮痧配合针刺组治

疗疗效有效率高于针刺组。 

结论 刮痧配合针刺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可以在临床推广运用。 

  
 

PU-1771 

刮痧治疗湿热型痤疮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亮,杨宪章,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刮痧治疗湿热型痤疮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 60 例符合诊断标准的湿热型痤疮患者随机分为刮痧组 30 例和针刺组 30 例，刮痧组治

疗：背部选取督脉大椎穴至灵台穴段、两侧足太阳膀胱经脾俞至大肠俞段，涂抹刮痧介质金龙康刮

痧润肤油，每侧刮拭 20-30 次，以出痧为度。面部选取包括额区，眶上、下区，颧上、下颌区，下

颌区四个部位，涂抹金龙康刮痧乳后，轻手法刮拭 10-20 次以面色红润为度。点揉印堂、阳白、鱼

腰、太阳、承泣、四白、颧髎、颊车等穴，上肢选取手阳明大肠经曲池穴至手三里穴段；下肢选取

足阳明胃经足三里穴至丰隆穴段；涂抹金龙康刮痧润肤油后，刮拭 10-20 次为宜。每周治疗 2 次，

共治疗 8 次。 

针刺组选穴：阳白、颧髎、合谷、曲池、大椎、肺俞、脾俞、胃俞、三焦俞、内庭、足三里、三阴

交、阴陵泉与阿是穴(皮损直径>1cm)。针具：环球牌一次性针灸针,0,30mmx40mm 毫针。得气后留

针 30min。每周治疗 2 次，共治疗 8 次。 

本研究以皮损变化及 Pillsbury 分级为指标，总体临床疗效为判定标准。统计方法采用 SPSS19.0 软

件进行统计处理。 

结果 1.两组患者 Pillsbury 评分均明显下降，前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疗后的

Pillsbury 评分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刮痧和针刺两种治疗均能明显改善湿热型痤疮患者

的 Pillsbury 评分，但刮痧组治疗疗效优于针刺组疗效。 

2.两组患者总皮损评分均明显下降，前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患者疗后的总皮

损评分无差异(P>0.05)。表明刮痧和针刺两种疗法均能明显改善湿热型痤疮患者的皮损评分，但刮

痧、针刺两种疗法间无差异。 

结论 刮痧疗法与针刺疗法治疗湿热型痤疮患者在痤疮分级程度(Pillsbury 评分)及总皮损积分方面均

可显著改善，刮痧治疗疗效在痤疮分级程度(Pillsbury 评分)方面优于针刺治疗。因此刮痧治疗湿热型

痤疮可以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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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2 

刮痧治疗腰肌劳损的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王亮,杨宪章,季庆洁,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评价刮痧疗法治疗腰肌劳损的疗效和对腰肌劳损症状的改善程度。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腰肌劳损患者分为刮痧组和针刺组，

每组 30 例。刮痧组采用重刺激手法，刮拭腰部（从肾俞、志室到次髎、秩边）、下肢后侧（足太阳

膀胱经：从承扶、殷门过委中至承山），刮拭力度在 4-5 千克，每个部位刮拭 3-5 分钟，以皮肤出

现潮红、出血点痧象等为度；针刺组采用毫针直刺肾俞、委中，施平补平泻手法至得气，留针 30min。

两组连续治疗七次并随访观察一个月后的远期疗效。以腰部疼痛、腰部压痛和 Oswestery 功能障碍

指数为观察指标，记录每次观测时点的 VAS 指数、腰部压痛数值和 ODI 指数。运用 SPSS19.0 软

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VAS 数据：①组内比较显示刮痧组和针刺组均在第一次治疗后（P<0.01），具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两种疗法都有效果，比较均值表明效果逐渐好转。②组间比较显示在第三次治疗后（P<0.05），

两组疗效出现统计学差异，比较均值得出刮痧组的疗效优于针刺组。 

2.腰部压痛数据：①组内比较显示刮痧组在第一次治疗后（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针刺组在

第二次治疗后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刮痧组起效比针刺组快。②组间比较显示每次观测均（P>0.05）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疗效之间没有差异。 

3. ODI数据：①组内比较显示刮痧组和针刺组均在第二次治疗后（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说

明两种疗法都有效果，比较均值表明效果逐渐好转。②组间比较显示，在第四次治疗后（P<0.05），

两组疗效出现统计学差异，比较均值得出刮痧组的疗效优于针刺组。 

4. 刮痧组有效率为 89.74%，针刺组有效率为 64.10%，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说

明刮痧组的总体疗效优于针刺组。 

结论 刮痧疗法对于改善腰肌劳损症状有显著的疗效，与针刺疗法对比，在改善疼痛症状及生活功能

障碍方面，刮痧疗法优于针刺疗法.刮痧疗法治疗腰肌劳损可以在临床推广应用。 

 
 

PU-1773 

埋针结合毫针针刺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刘锋,杨宪章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埋针结合毫针针刺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 

方法 1 治疗方法 

1.1 观察组：在对照组毫针针刺的基础上，选用埋针治疗。取穴为翳风、廉泉，完骨、风池，翳风、

廉泉为一组穴位，完骨、风池为一组穴位，两组穴位交替选用。毫针取针后，将皮肤常规消毒清洁

干燥后，将一次性揿针埋入翳风、廉泉/完骨、风池，以患者无任何得气感为度，嘱患者及家属每 2

小时按揉一次埋针穴位处（夜间入睡时不必按揉），每次按揉 1-2 分钟，至次日毫针针刺时取下。

每日１次，10 次为１疗程，疗程间休息 1 天，治疗３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1.2 对照组：单纯毫针针刺，主穴：廉泉、夹廉泉、翳风，配穴：风池、完骨，舌针：咽后壁。操作：

患者端坐，患者家属固定其头部目视水平向前。①嘱患者张口，用压舌板轻压舌体，选用 0.30ｍｍ

×75ｍｍ一次性针灸针点刺咽后壁，以轻微出血为度，点刺完毕令患者做吞咽动作。②主穴采用双

手夹持进针：翳风向咽后壁方向缓慢进针 50-60ｍｍ；廉泉、夹廉泉向舌根方向缓慢进针 50-60ｍｍ。

③配穴：双侧风池、完骨均向咽后壁方向进针 30ｍｍ。主穴翳风不施手法，进针过程如遇剧烈疼痛

者应立即停止，出针后需按压针孔。廉泉、夹廉泉进针时嘱患者发―啊‖音，目测到舌根部有轻微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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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略退针身。廉泉与夹廉泉（左右夹廉泉交替选用）、同侧风池与同侧完骨，分别用Ｇ6805 脉冲

电针治疗仪正负电极连接，选择连续波，频率 15～20Ｈz，以目测患者舌体轻微跳动和能耐受为度，

留针 30min。每日１次，10 次为１疗程，疗程间休息 1 天，治疗３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2 疗效标准：用洼田饮水试验来判定试验结果。治疗后，吞咽障碍消失，饮水试验评定１级为临床

痊愈；吞咽障碍显著改善，饮水试验评定２级为好转；吞咽障 

碍无明显改善，饮水试验评定３级以上为无效。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洼田饮水试验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与对照组的痊愈率分别为 65.0%(13/20)和 50.0%(10/20),总有效率分别为 85.0%(17/20)和

75.0%(15/20)，组间治愈率与总有效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埋针结合毫针针刺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后吞咽功能。 

 
 

PU-1774 

埋针结合毫针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疗效观察 

 
刘锋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埋针结合毫针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疗效。 

方法 1 治疗方法 

1.1 观察组：发展期只选用埋针治疗，静止期和恢复期在对照组毫针针刺的基础上，选用埋针治疗。

取穴为地仓、颊车，阳白、四白，地仓、颊车为一组穴位，阳白、四白为一组穴位，两组穴位交替

选用。毫针取针后，将皮肤常规消毒清洁干燥后，将一次性揿针埋入地仓、颊车/阳白、四白，以患

者无任何疼痛和得气感为度，嘱患者每 2 小时按揉一次埋针穴位处（夜间入睡时不必按揉），每次

按揉 1-2 分钟，至次日毫针针刺时取下。发展期每组穴位留置 24 小时，交替应用。每日１次，10

次为１疗程，疗程间休息 1 天，治疗３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1.2 对照组：毫针针刺联合红外线治疗，主穴：地仓、颊车、阳白、四白，配穴：攒竹、颧髎、下关、

迎香、翳风、合谷、足三里。发展期浅刺，不接电针；静止期和恢复期常规针刺，地仓与颊车、阳

白与攒竹、下关与颧髎，分别用Ｇ6805 脉冲电针治疗仪正负电极连接，选择连续波，频率 15～20

Ｈz，留针 30min。每日１次，10 次为１疗程，疗程间休息 1 天，治疗３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2 疗效判定标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面瘫的疗效标准。治愈：患侧额纹显现，两侧

额纹及鼻唇沟对称，患眼闭合基本正常，鼓腮、露齿无障碍；有效：患侧额纹出现，但较健侧浅，

患侧眼睑闭合较健侧迟缓，但无流泪或迎风时偶有流泪，闭眼及露齿轻度障碍；无效：症状无好转，

两侧额纹及鼻唇沟较发病时无明显变化。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3.3%(28/30)和 73.3%(22/30)，结果表明观察组效果明显

优于对照组，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埋针结合毫针针刺能有效改善周围性面瘫患者的症状。 

 
 

PU-1775 

埋针结合毫针针刺治疗脑卒中后失语的疗效观察 

 
刘锋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埋针结合毫针针刺治疗脑卒中后失语的疗效。 

方法 1 治疗方法 

1.1 观察组：在对照组毫针针刺的基础上，选用埋针治疗。取穴为风池、廉泉，完骨、夹廉泉，风池、

廉泉为一组穴位，完骨、夹廉泉为一组穴位，两组穴位交替选用。毫针取针后，将皮肤常规消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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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干燥后，将一次性揿针埋入风池、廉泉/完骨、夹廉泉，以患者无任何疼痛和得气感为度，嘱患者

及家属每 2 小时按揉一次埋针穴位处（夜间入睡时不必按揉），每次按揉 1-2 分钟，至次日毫针针

刺时取下。每日１次，10 次为１疗程，疗程间休息 1 天，治疗３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1.2 对照组：单纯毫针针刺，主穴：风池、廉泉，配穴：完骨、夹廉泉，舌针：金津、玉液。操作：

患者端坐，患者家属固定其头部目视水平向前。①用消毒纱布将患者舌体拉出口腔，并使其上翘，

用毫针点刺金津、玉液放血，每穴出血 1-2 滴，每周 2 次。②廉泉、夹廉泉向舌根方向缓慢进针 50-60

ｍｍ，双侧风池、完骨向舌根方向进针 30ｍｍ。廉泉与夹廉泉（左右夹廉泉交替选用）、同侧风池

与同侧完骨，分别用Ｇ6805 脉冲电针治疗仪正负电极连接，选择连续波，频率 15～20Ｈz，以目测

患者舌体轻微跳动和能耐受为度，留针 30min。每日１次，10 次为１疗程，疗程间休息 1 天，治疗

３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2 疗效判定标准：失语症严重程度分级——波士顿失语诊断测验（BDAE）：0-5 级（略）。失语程

度的疗效拟定：治愈：能与人进行一般的交流，达 4 级以上；好转：能表达出自己的意愿，但语言

流利程度欠佳，达 3 级以上；无效：与人交流有困难或治疗后效果不明显者，2 级以下。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86.7%(26/30)和 66.7%(20/30)，结果表明观察组效果明显

优于对照组，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埋针结合毫针针刺能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言语功能。 

 
 

PU-1776 

双语的脑机制与双语失语康复 

 
陈卓铭,李金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 

 

目的 随着双语成为了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因脑疾病导致的双语失语人群也在不断攀升，对双语康

复产生了迫切的需求。但双语失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复杂的临床表现和恢复模式，基于

以往根据临床表现和神经定位的失语分类和康复指导理论已经无法解决目前双语失语的康复问题。

因此本文以双语内在加工机制出发点，对目前双语表征、语言转换的加工机制以及双语失语恢复模

式等进行综述，并初步基于双语内在的加工机制去分析双语失语的恢复模式及康复语种选择模式。 

方法 本文基于双语脑机制的视角，对目前双语恢复模式及康复语种模式进行评述，并思考和简述双

语失语康复的方向。 

结果 目前言语康复工作者也多是从这４个层面选择目标语言，选母语；选病前最熟悉语言；选先恢

复的语言；选环境语言。选好目标语言是双语失语康复必经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过程。

但由于目前关于双语失语恢复模式的复杂性，学者们的选择观点又各执一词，因而在康复语种的选

取上仍无统一的结论。因此笔者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并基于双语加工机制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双语恢复模式尽管分类详细，但对康复指导作用不强；各学者过度关注影响因素而忽略损伤机制定

位；双语失语康复治疗的新视角——基于双语脑加工机制。 

结论 随着双语失语患者的增长，双语治疗模式的选择和方法规范化成为了急需突破的难题，也成为

语言治疗师以后必须掌握的知识。尽管双语失语的影响因素太多，并且相关实证研究成果较为缺乏，

但是我们希望以语言内在加工机制为切入点去分析双语失语的康复治疗，为今后更加系统化、规范

化双语语言康复提供一些可行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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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7 

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汉语普通话声调范畴性知觉研究 

 
易爱文

2,1
,陈卓铭

2
 

1.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东省,广州市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 

 

目的 探讨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声调感知范畴化的特点及具体表现形式，为临床康复治疗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选取 4 岁到 6 岁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 30 例及年龄相仿的正常儿童 30 例，对通过语音分析软

件 Praat 制作的从/bá/到/bà/的 11 个声调连续体语音材料进行声调辨认及区分实验。实验分别通过

E-prime1.1 程序编程在电脑上呈现，根据两组受试者做出的行为判断来对比两组在辨认率及区分率

上各参数值的差异。 

结果 两组儿童在辨认曲线形态上均呈典型―S‖型，说明两组儿童在感知/bá/与/bà/时，均呈现出范畴

化模式，正常儿童范畴边界约在刺激台阶 6、7 之间，而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范畴边界靠前，约在刺

激台阶 5、6 之间，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区分曲线上，两组儿童均呈现出明显的峰

值，且曲线两端的区分率均在 0.5 左右，各峰值所对应的刺激台阶与辨认曲线的交叉中点位置基本

相当；另外，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在辨认曲线绝对值（b1）及区分曲线峰陡峭度（DP）上均小于正

常儿童，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边界宽度（Wcb）明显大于正常儿童，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声调感知范畴化程度与正常同龄儿童存在不对称，他们在声调感知上可能

存在障碍，这有可能是导致发育性语音障碍儿童在发音时发生语音偏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言语训

练过程中需同时进行声调感知训练以提高康复疗效。 

 
 

PU-1778 

步行训练的新方法 

 
赵春华

1
,李永春

1,2
 

1.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2.东软集团 

 

目的 循证医学 A 级推荐，为了改善行走能力，强烈推荐加大与行走相关的训练量，每天追加 30 分

钟下肢行走训练，行走能力将获得大幅改善。 

临床经验表明：行走速度的改善与行走训练时间相关，通过行走训练可改善行走速度，增强行走的

持久性。 

方法 大量动物实验表明，在腰骶部脊髓中存在中心模式发生器 (CPG)。通过减重和步态训练可以

使人的髋关节得到充分的活动，髋关节的充分活动会对 CPG 因子产品影响，从而提升患者的行走能

力。 

减重训练：利用天轨、外骨骼机器人等现代康复治疗器具，对于尚未达到完全自立行走能力的下肢

运动障碍患者实施减重条件下的行走能力训练； 

步态训练：在下肢运行障碍患者具备自立行走能力，FAC 评定 3 级以上的患者，采用步行辅助机器

人，对患者实施步态训练，避免患者形成异常行走模式。步行辅助机器人主要利用角度传感器检测

患者步行中髋关节的屈曲和伸展角度来评估患者的行走姿态，同时通过动力电机为患者的下肢提供

行走辅助力，对患者的行走步态进行调整和引导，从而提升患者患者的正确行走意识，增强主动步

态训练效果。 

结果 1.减重可以对适合的患者进行行走训练，对于没有达到行走能力患者具有促进作用，但可能会

发生异常行走模式； 

2.减重步行训练可改善步幅和步行速度，但不能改变行走姿态和提高步行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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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复不正确的行走姿态，行走速度会发生变化，但肌电图不会发生变化，说明减重训练不能改变

行走姿态； 

4.为了实现步行能力和步行姿态的改变和提高，改善行走姿态十分重要; 

5.步行辅助机器人可检测患者行走过程中髋关节的屈曲和伸展角度，从而实现患者步态评估的可视

化和量化； 

6.通过步行辅助机器人的辅助力量，实现患者步态训练过程中的步态指导和步态调整，强化患者正

确的主动行走意识； 

结论 在下肢运动障碍患者的运动康复治疗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通过引入适合现代智能化的康复器

具，让患者尽早进行行走康复训练，可有效的改善和提高患者的行走能力。 

 
 

PU-1779 

肌内效贴辅助针刺治疗面瘫的疗效观察 

 
杨崭,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研究肌内效贴辅助针刺治疗面瘫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68 例面瘫患者进行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34 例。治疗组采用肌内效贴加常规针

刺治疗，针刺选患侧阳白、攒竹、丝竹空、四白、太阳、下关、地仓、颊车、合谷、足三里(双侧)、

三阴交(双侧)等穴，急性期（1-7 天）采用普通针刺，恢复期（8-30 天）采用电针，10 天为 1 个疗

程，共治疗 3 个疗程，每疗程之间休息 2-3 天。对照组采用单纯针刺治疗。肌内效贴采用由日本日

东公司所制造的，针灸针均采用佳健医疗公司所产，规格为 Ø0.30×40 ㎜毫针进行针刺。穴位的针

刺方向及针刺深度均为常规针刺方法。观察两组治疗前后 House-Brackmann 分级和 Fisch 评分的改

变，治疗时间差异及总体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 House-Brackmann 分级和 Fisch 评分均有改善，均能对面瘫患者的症状起到治疗作

用达到临床治愈，每一疗程对患者进行评估，第一疗程治疗组的优势较对照组不明显，第二疗程始

治疗组的持续疗效渐渐显现，治疗组的改善作用优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的治疗时间优势明

显优于对照组，治疗组总体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针刺治疗的基础上，肌内效贴配合针刺治疗面瘫有很好的临床疗效，治疗过程中持续性

作用占优势，能有效的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其相应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U-1780 

偏振光配合电针治疗肩周炎 60 例临床疗效观察 

 
杨崭,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偏振光配合针刺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60 例面瘫患者进行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组采用偏振光治疗配合常

规针刺治疗，针刺选患侧肩贞、肩髃、肩井、曲池、合谷、阿是穴、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太

冲等穴，针刺治疗采用电针，10 天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每疗程之间休息 2-3 天。对照组

采用单纯电针针刺治疗。偏振光治疗仪型号为龙之杰 红外 LGT-3600B，针灸针均采用佳健医疗公

司所产，规格为 Ø0.30 ㎜×40 ㎜毫针进行针刺。穴位的针刺方向及针刺深度均为常规针刺方法。观

察两组治疗前后关节活动度和 VAS 疼痛评分的改变、总体疗效及停止治疗随访 1 月后的效果观察。 

结果 两组患者关节活动度和 VAS 疼痛评分均有改善，两种治疗方案均能对肩周炎患者的症状起到

治疗作用并达到一定疗效，每一疗程结束对患者进行评估，评估后发现治疗组疼痛缓解程度明显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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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的日常生活活动、关节活动度、总分方面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在常规电针治疗的基础上，偏振光配合电针治疗肩周炎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在治疗过程中对疼

痛缓解的作用上占优势，能有效的减缓患者的疼痛时间，在治疗结束 1 月后的效果观察中均有较好

的维持作用。 

 
 

PU-1781 

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治疗脑性瘫痪语言障碍的临床疗效 

 
邵宪花,鲍利利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观察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治疗脑性瘫痪语言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入院的脑性瘫痪语言障碍患儿 120 例，其中男 97 例，女 23

例；年龄 1.5～7.0 岁；构音障碍 28 例，语言发育迟缓 92 例，随机分为靳三针组（41 例）、语言

训练组（40 例）和综合治疗组（39 例）。靳三针组采用靳三针疗法进行治疗，靳三针包括四神针、

智三针、颞三针、脑三针、舌三针等：百会穴前、后、左、右各旁开 1.5 寸为四神针；神庭穴与左

右本神三穴为智三针；颞三针取耳尖直上、同一水平上前后各 1 寸三穴；脑户、左脑空、右脑空三

针为脑三针；上廉泉、廉泉左、廉泉右为舌三针。采用规格为 0.3 mm×25 mm 的 1 寸针灸针进行针

刺，其中头部采用平刺进针，舌三针由舌根方向直刺，进针 0.8 寸左右，不留针。行针 1 次/d，6 d/

周，针刺 3 个月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语言训练组采用单纯的语言训练治疗，训练时采用

一对一与集体训练相结合的方法，训练 1 次/d，30 min/次，6 d/周，自行训练 1 d，同样以 3 个月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综合治疗组采用靳三针与语言训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疗程及治

疗时间同上。治疗结束后采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拟定的中国版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对各组患儿

的语言发育情况进行评价；采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拟定的构音障碍检查法对患儿的构音障碍情况进

行评价，同时采用 TCD 对所有患儿治疗前后的大脑中动脉(MCA)、大脑前动脉(ACA)、基底动脉(BA)

的收缩期峰值流速（Vs）、平均血流速度（Vm）、血管阻力指数(RI)等指标进行检测，比较治疗效

果。 

结果 靳三针组、语言训练组和综合治疗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80.5%，77.5%，97.4%。综合治疗组疗

效显著优于靳三针组、语言训练组（P＜0.05）。治疗前三组大脑中动脉(MCA)、大脑前动脉(ACA)、

基底动脉(BA)的收缩期峰值流速（Vs）、平均血流速度（Vm）、血管阻力指数(RI)组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靳三针组、综合治疗组治疗后 MCA、ACA、BA 的 Vs、Vm、RI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靳三针组、综合治疗组均显著优于语言训练组（P＜0.05）。 

结论 靳三针治疗可增加脑血流量，有利于脑功能恢复，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可提高疗效。 

 
 

PU-1782 

卒中后鼻咽腔关闭不全致构音、吞咽障碍康复病例报告 1 例 

 
丁明月 

通化市人民医院,吉林省,通化市 

 

目的 脑卒中后构音障碍、吞咽障碍是临床常见问题，鼻咽腔的闭合功能在构音和吞咽过程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常的鼻咽腔闭合过程需要软腭、悬雍垂、咽侧壁、咽后壁相互运动、共同参与。

单纯的鼻咽腔闭合不全患者往往会产生不良的代偿习惯，例如舌体向下、向后使会厌闭合代偿软腭

以阻塞气流进入鼻腔，但脑卒中后往往伴随着舌体、众多咽部肌肉的失神经支配，难以实现代偿，

以至于在吞咽过程中发生鼻反流及呛咳，说话时鼻漏气、鼻音重、发音不清等症状。本文主要针对

卒中后鼻咽腔关闭不全的评价、治疗问题进行简单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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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评价：分为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主观评价分为耳听评价和视觉评价，耳听评价：让患者发音，

例如―好、哥哥、跑‖等吐气性词汇，通过患者发音特点评价患者是否有鼻音过高、鼻漏气、口腔压力

减弱、代偿性发音、面部肌肉异常等。视觉评价:让患者张口发―a‖音，观看软腭上抬程度，包括咽腭

肌、腭帆提肌、悬雍垂肌有无收缩，两侧是否对称。 客观评价：鼻孔阻放实验、吹水泡实验、鼻息

镜检查。治疗：1.练习舌根卷缩、下降，软腭也会协调性的抬高。2.长音―a‖的发声训练 3.声门闭锁

训练 4.冰刺激软腭、腭舌弓、腭咽弓、口咽后壁、舌根。（随时监控血压，防止冰刺激引起迷走神

经兴奋导致血压过低）5.吸管训练 6.吹蜡烛 7.练习缩唇呼吸等引导呼吸气流的呼吸训练 8.锻炼颈部

肌群力量 9.练习―咳咳、哥哥、咔咔‖等需要软腭参与的发音 10.练习打呼噜声可以放松协调软腭。11.

适当地阅读，纠正患者代偿性发音。治疗一段时间后二次评价作对比。 

结果 不同程度的卒中后鼻咽腔关闭不全患者在经过系统康复治疗方法后首先吞咽呛咳问题得到很

大改善，构音清晰度显著提高，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并发症及不良反应，治疗方法和恢复程度被大

多数患者认可。 

结论 重度鼻咽腔关闭不全可以选择佩戴腭托，但卒中后构音障碍患者常伴随着唇舌口腔的运动障碍，

暂时不适合佩戴腭托，影响后续的言语康复。卒中后鼻咽腔关闭不全患者的康复治疗是安全有效的，

并且易于接受，及时的发现、评价、治疗，积极的康复是卒中后鼻咽腔关闭不全患者康复的重要条

件。 

 
 

PU-1783 

ABCLOVE 嗓音训练法治疗功能性发音障碍的回顾性临床观察 

 
唐燕

1
,欧阳来祥

2
,杨海霞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2.Keck Medical Center of USC 

 

目的 回顾应用 ABCLOVE 嗓音训练法治疗嗓音误用、滥用患者功能性发音障碍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 2007 年～2009 年确诊为功能性发音障碍的患者 49 例。所有患者均采用 ABCLOVE 嗓音

训练法进行嗓音康复训练，训练次数 9±5 次。治疗前使用电子纤维喉镜排除器质性障碍。治疗前后

应用嗓音障碍指数量表(VHI)和计算机嗓音分析仪进行主客观嗓音障碍程度评估。以嗓音嘶哑指数

(RAP％)、最长发声时间(MPT)、基础音频范围(Hz)等指标评判治疗效果。 

结果 应用 ABCLOVE 嗓音训练法进行嗓音康复训练后，所有患者发音均有改善，总有效率达 100％。

①治疗后 VHI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②嗓音分析结果提示，嗓音嘶哑指数(RAP)较治疗

前显著下降(P＜0.01)，最长发声时间(MPT)训练后较前显著延长(P＜0.01)，基础音频范围(Hz)较治

疗前明显提高(P＜0.01)。 

结论 ABCLOVE 嗓音训练法可针对因嗓音误用、滥用造成的功能性发音障碍进行有效的个体化治疗，

从而改善发音、提高生活质量。 

 
 

PU-1784 

对比观察头电针和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损伤认知障碍的康复疗效 

 
武效芬,张丽娟,于建波,戚红艳,沈顺姬 

威海市立医院,山东省,威海市 

 

目的 通过对比观察头电针和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血管病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康复效果的研究，

为临床提供治疗认知功能障碍更有效的方法。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90例有认知障碍的脑血管病患者，按训练方式的不同分为头电针组（n=30）、

重复经颅磁刺激组（n=30）和联合组（n=30），头电针组给予头部电针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组给

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联合组给予头电针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时间为 2 个月。在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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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1个月、2个月分别用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成套测验(Loewenstein occupationaltherapy 

cognition assessment battery，LOTCA)测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 LOTCA 测验各项分值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1

个月 rTMS 组在知觉方面无明显改善（P ＞0.05），其他各项均明显改善（P＜0.05），头电针组和

联合组在 LOTCA 各项目均明显改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个月以后效果更

加显著（P＜0.05）。通过组间比较发现，在定向力方面，治疗 1 个月、2 个月后，三组患者评分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在知觉方面，治疗 1 个月时三组患者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2 个月时效果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视运动、注意力、思维方面在

1 个月、2 个月时效果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分在治疗后效果显著，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1 个月 P＜0.05，2 个月 P＜0.01）。 

结论 头电针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改善脑损伤后认知功能障碍效果更为显著。 

 
 

PU-1785 

纯词聋患者 1 例康复疗效报道 

 
武效芬,于建波,沈顺姬 

威海市立医院,山东省,威海市 

 

纯词聋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言语障碍类型，其治疗时方法不能单纯运用言语治疗的方法，应结合

传统中医、现代高科技设备及技术，以及心理治疗，效果更好。 

 
 

PU-1786 

电动步态训练浴槽对脑卒中患者步行的初步研究 

 
范春亮 

北京小汤山医院,北京市,昌平区 

 

目的 电动步态训练浴槽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采集两组脑血管意外患者，每组 20 人，分为常规组和水疗组，常规组进行日常康复训练，水

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利用电动步态训练浴槽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训练，20min/d，5 次/周，

治疗 4 周，治疗前后，利用评定数据，分析两组患者平衡能力、步态能力、水中步行距离和最大步

速的变化。 

结果 经 4 周训练，水疗组患者水中步行距离、最大步速、平衡能力较常规组均有显著提高。 

结论 电动步态训练浴槽可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步行能力。 

 
 

PU-1787 

高龄老人卒中后吞咽障碍康复一例 

 
郑兰娥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高龄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量的减少和结蹄组织弹性下降，导致肌肉的力量、协调性和灵

活性减弱，再加上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发病机会增多，而使高龄患者吞咽障碍的患

病率增加。在美国每年约 50 万新发脑卒中患者中 30%-40%存在吞咽障碍，其中 38%由于环咽肌失

迟缓而发生误吸。误吸是高龄吞咽障碍老人的常见并发症，也是该类人群肺部感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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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脑卒中患者至少有 20%是由于吸入性肺炎或窒息在脑卒中后第一年内死亡，因此，高龄老人卒

中后吞咽障碍的早期康复干预尤为重要。 

方法 1.临床资料 

2.吞咽障碍临床评估 

3.吞咽障碍造影检查 

4.制定训练计划 

5.疗效评价 

6.总结 

结果 1.高龄老人的疾病多为多病共存，临床表现不典型，病程长、康复慢，容易发生并发症或出现

脏器功能衰竭等特点，本例患者符合高龄老人疾病特点，因此，康复治疗不能急于求成，要遵循综

合评估、团队协作、个性目标、循序渐进、安全有效的原则。 

2.高龄老人肌肉量的减少和结蹄组织弹性的下降，会导致运动力量和速度的下降，这些改变，使高

龄老人的吞咽生理过程发生改变，口腔期的改变，可导致摄入的减少和营养不良。咽期的改变，可

发生食团残留误吸气道风险。食管期改变，可发生食管及胃内容物反流风险。本例患者符合高龄老

人吞咽功能生理特点，再加之卒中后所致吞咽功能障碍，因此，早期康复介入应以选择安全有效营

养供给方式，降低吞咽障碍并发症为目标。 

3.本例患者为高龄老人，疾病复杂，虽然吞咽造影（VFSS）检查是吞咽障碍检查的金标准，同时也

是导管球囊扩张术标志性指征，但亦不可急于求成，应在患者精神状态好，生命体征平稳情况下进

行，过程中需严密观察病情变化，适时调整训练计划，加强团队间有效沟通，使患者康复进程安全、

平稳、有效。 

结论 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已突破 2 亿，吞咽功能障碍老年人群数量激增。研究显示：独

居老年人吞咽障碍发生率达 30-40%。接受急症护理的老年人吞咽障碍发生率达 44%。高达 50%的

老年人有进食困难，导致营养不良，体重减轻。因此，对于老人的吞咽问题，需做到早预防、早诊

断、早干预，关心、关爱老人从吃开始。 

 
 

PU-1788 

按揉太冲穴配合运动疗法治疗腰肌筋膜疼痛综合征 

 
麦耿翰,麻广林,伍惠惠,杨艳,杨丹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腰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且有呈低

龄化的趋势，给人类健康和生活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有学者研究针刺足厥阴肝经的太冲

穴可治疗各种腰痛，且治疗效果令人满意。为寻求一种更简、便、廉、效，且无创的治疗手段，本

研究选取按揉太冲穴配合运动疗法治疗腰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本研究旨在观察按揉太冲穴配合运动

疗法治疗腰部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客观评价按揉太冲穴配合运动疗法治疗肌筋膜疼痛综

合征的临床有效性。 

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双脚屈曲并靠拢与床面垂直，嘱患者放松并告知患者的操作方法与目的。医者

先找准双侧太冲穴，用双手从轻到重逐渐按压太冲穴，力度以患者能承受为宜，忌突然暴力按压，

当达到最适力度时，按压力度不变这时在按压的基础上加上揉法，边按揉边嘱患者左右摆动双下肢，

摆动的幅度以患者的最大左右侧摆的限度为宜，摆动的频率不能太快，医者应边按揉边嘱患者跟随

自己的频率摇摆，一般一分钟左右摇摆约 20 次，每按揉 5 分钟嘱患者休息 1 分钟，共 6 个循环，

每日 1 次，1 周 5 次，周末休息，4 周为一个疗程，1 周后评估患者情况。 

结果 治疗一个疗程后，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肌筋膜炎‖制定的疗效评定标准。治

愈：腰痛症状消失，腰部活动自如；好转：腰痛减轻，腰部活动功能基本恢复；无效：症状无改善。

本研究选取 30 例患者进行临床疗效观察，其中治愈 21 例（占 70.0%），好转 7 例（占 23.33%），

无效 2 例（占 6.67%），总有效率约为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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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研究显示，按揉太冲穴配合运动疗法对于治疗腰肌筋膜疼痛综合征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是治

疗腰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一种有效方法，进一步研究需要观察按揉太冲穴与运动疗法对腰肌筋膜疼

痛综合征的远期疗效及与其他疗法进行优效性对比。 

 
 

PU-1789 

肌肉能量技术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 

生存质量的影响 

 
刘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国内外研究表明肌肉能量技术多用于软组织疼痛的治疗，对于颈型颈椎病的治疗研究较少，本

研究旨在探讨肌肉能量技术应用于颈型颈椎病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远期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56 例颈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用牵引及动态干

扰电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再加肌肉能量技术治疗。每组患者所有的治疗每天进行一

次，每周 5 次，持续治疗 4 周。在入组前和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的疼痛、颈椎活动度、生存质量

量表（SF-36）进行评价，并在治疗后 6 个月随访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通过 4 周的治疗，两组患者的疼痛、颈椎活动度及 SF-36 评分相比于治疗之前都出现了明显

的改善（P<0.05），通过对上述指标的观察，发现治疗组的改善更为明显，两者间的对比在统计学

上具有意义（P<0.05）；将治疗后 6 个月随访的 SF-36 评分与治疗前相比较，两组患者都有改善，

且治疗组的改善更为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肉能量技术能有效缓解颈型颈椎病患者的疼痛，改善患者颈椎活动度，并能有效提高患者远

期的生活质量。 

 
 

PU-1790 

郁滞期乳腺炎综合治疗效果观察 

 
关爽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综合疗法治疗郁滞期乳腺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 60 例处于发病早期，尚未化脓的哺

乳期乳腺炎患者为观察对象，给予超声波、手法和健康教育综合治疗。超声波治疗：使用日本伊藤

超短波株式会社生产的 US-750 型超声波治疗仪，选用 L 型探头，直接移动法，输出频率 1MHz，

占控比 50%，病变较浅者功率 0.75W/cm²，病变较深者功率 1W/cm²，使用珂而斯医用超声耦合剂，

探头直接置于病灶及肿块皮肤上，均匀螺旋式移动，每次 15min。手法治疗：①医者洗净双手，患

者用温水清洁乳房，用温热毛巾敷患乳约 8min；②涂少许润滑剂，滑石粉或凡士林等；③患者取正

坐位，充分暴露胸部，医者一手托起乳房，先从患部周围沿着乳房根部向乳头方向用轻柔的大、小

鱼际揉法均匀按摩，有硬块的地方反复揉压数次，按摩时一定要顺着乳腺管的方向施以正压，切忌

用力按压和旋转按压，使乳房变软，把淤积的乳汁逐步推出；④以右手五指着力，拿起患侧乳房部，

沿上向下到乳头呈放射状操作，施以拿捏手法，一拿一松，然后左手轻轻提拉乳头，以扩张乳头部

的输乳管，反复施术 10~15 次左右，尽量将乳房内的淤乳排尽，肿块变小，疼痛减轻为度，每次

15~20min。超声波和手法治疗每日一次，5~7 次为一疗程。健康教育：①产妇应保持乐观情绪，心

情舒畅；②产妇已经发生急性乳腺炎，应清淡饮食，避免过量食用油腻、辛辣、热性之品；③养成

按时哺乳好习惯，保持乳头清洁，每次哺乳后如果尚有积乳，应挤出或吸出，防止乳汁淤积。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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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口腔清洁，不可含乳而睡。④做好乳头防护，如有破损时应积极治疗，停止哺乳，用吸乳器吸

出乳汁。治疗过程中监测症状缓解情况，治疗 1 疗程后对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60 例患者经 1 个疗程治疗后，治愈 47 例，占 78.33%；显效 8 例，占 13.33%；好转 4 例，

占 6.67%；无效 1 例，1.67 占%。总有效率为 98.33%。 

结论 超声波、手法和健康教育综合治疗郁滞期乳腺炎，无痛苦，疗效好，疗程短，无副作用，值得

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PU-1791 

个体化强制性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后偏瘫肢体运动功能的影响 

 
杨永辉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个体化强制性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后偏瘫肢体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包括用药指导、基础护理、心理护理、康复锻炼等。而观察组在对照组

的基础上行个体化强制性运动训练，具体为首先对患者的康复方案进行个体化康复设计，评估患者

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程、合并症、肢体偏瘫情况、体质状况、临床表现等状况[4]，了解家

属对该级别和康复治疗的知晓程度，有针对性地进行个体化康复训练设计，包括一对一指导和强制

性运动训练并对患者和家属进行知识宣教等。两组治疗时间 50mim/次，1 次/日，6 日为一个疗程，

干预共两个疗程，两个疗程后，比较两组运动功能情况，采用  Fugl- Meyer 

结果 两组干预前 Fugl- Meyer 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而干预后观察组 FAM 评分较对照组

显著增高，且 P<0.05。 

-weight:normal;font-s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0.0000pt;" >常规康复，基于此观察组行个体

化强制性运动训练。两组治疗时间 50mim/次，1 次/日，6 日为一个疗程，干预共两个疗程，两个疗

程后，比较两组运动功能情况，采用 Fugl- Meyer 评分。 

结论 脑卒中是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等特点，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命健康。脑卒中后

遗症对患者危害十分严重，不仅会造成患者神经功能障碍，而且对患者肢体功能及生活质量造成严

重影响。即使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抢救水平不断提高，脑梗死患者的死亡率已得到显著

降低，但其致残率仍居高不下，多数患者经治疗后遗留严重的肢体功能障碍[5]。脑卒中患者发病及

治疗后多需要家人的照料与帮助，不仅增加了家庭经济支出而且对患者心理状态造成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康复方案的制定直接影响患者恢复状态，为探讨早期个体化综合康复治疗的临床效果，本研

究采用的个体化强制性运动训练方法是指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后, 制定个体化的康复治疗计划进行

强制性运动训练。结果显示，观察组采用个体化强制性运动训练的效果要优于常规组。 

综上所述，脑卒中患者采用个体化强制性运动训练进行康复治疗能够明显提高患者康复效果，能够

有效提高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值得临床应用。 

 
 

PU-1792 

手功能针刺配合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障碍的影响 

 
杨宪章,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手功能针刺配合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临床 62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31）和治疗组（n=31）。两组患者均接受神经

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如改善脑循环、营养脑细胞，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维持水、电解质、酸碱

平衡等基础治疗。对照组予以常规作业疗法，治疗组在常规作业疗法基础上给以手功能针刺治疗。

手功能针刺法  手功能针刺腧穴处方：曲池、手三里、外关、腕三针、上八邪。连接三组电针，分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 

950 

别是曲池与手三里、外关与腕三针中针、上八邪第一穴与第四穴相连接，选择疏密波，刺激量以患

者耐受力，可见肌肉跳动为度，每次治疗 30min，每日 1 次。两组患者均每周治疗 6d，4 周为一疗

程。治疗前做第 1 次评定，疗程结束后做第 2 次评定。同一患者的 2 次评定均由同一医师进行，该

医师不知分组情况、不参与治疗。疗效评定采用 Fugl-Meyer 肢体运动评分表评定偏瘫手运动能力；

改良的 Barthel 指数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结果 治疗前两组功能评定 FMA 评分与改良的 Barthel 指数评分均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

两组 FMA 评分与改良的 Barthel 指数评分均有改善（P＜0.05），但治疗组好优于对照组。 

结论 针刺结合康复功能训练对脑卒中的康复效果已得到多项临床和基础研究证实[9—10]。本研究显示，

运用手功能针刺配合作业疗法能有效促进脑卒中患者的手功能的提高，帮助患者提升 ADL 指数，改

善患者日常生活质量。针刺治疗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针刺这种特殊的外周感觉输入方式，调整神

经反射环路中各个神经元的兴奋性，使骨骼肌的紧张度增加,改善肌无力症状；促进血脉通畅,恢复血

供,减少脑神经组织的坏死；促进侧支循环式的突触联系的建立,实现大脑皮质的功能重组和功能代偿

而实现的[11—12]。针灸治疗脑卒中偏瘫的机理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本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进一步增

大样本量，进行患者的后期随访，可再深入的观察对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远期影响。 

 
 

PU-1793 

针刺运动疗法治疗急性腰扭伤 89 例 

 
杨宪章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临床针刺运动疗法治疗 89 例急性腰扭伤的疗效，为治疗急性腰扭伤提供更多的临床治疗

参考。 

方法 中医辨证归经，患者腰扭伤疼痛部位脊柱中央疼痛为督脉，两侧疼痛为太阳经。后溪通督脉，

脊柱中央疼痛选取后溪穴向内劳宫方向透刺；同经相求，脊柱两侧疼痛，为足太阳膀胱经，选取手

太阳小肠经养老穴，向上平刺，两穴针刺采取―天地人‖三才针刺法，由浅入深，达到地部，行针候气，

得气后嘱患者行走，3~5 分钟，此为针刺运动疗法。 

结果 依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ZY／T001.1-94》，疗效判定标准，针刺运动疗法施术后，即时

效果 95.5%，显效 78.6%，有效 16.8%,无效 4.5%. 

结论 急性腰扭伤多因腰部筋肉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时,突然受到外力剧烈的牵拉,使经脉血络受阻,致

局部出现不同程度的气血瘀滞,出现腰部筋肌疼痛,肿胀及活动障碍。―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后溪为八

脉交会穴，通督脉；―同经相求‖，养老穴为手太阳小肠经腧穴。取穴,针刺健侧,则疏筋通络,调和气血

的功能更加突出,是经络间留结滞气得通,则腰痛得愈。 

 
 

PU-1794 

针灸并用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宪章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针灸并用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我院康复医学科门诊就诊的颈椎病患者，诊断分型为椎动脉型颈椎病的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针刺百会、风池、颈夹脊穴等,温和灸百会、大椎、肩井等腧

穴;观察组采用单纯针刺治疗,取穴、操作同针刺温灸组中的针刺处方。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临床症

状体征评分及治疗前后行经颅多普勒(TCD)检测椎动脉(VA)、基底动脉(BA)的平均血流速度(Vm)、

血流阻力指数(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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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 3%(28/30),优于针刺组的 73. 3%(22/30)(P< 0. 05)。两组患者临床症状

体征评分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 0. 05)。治疗组治疗后VA、BA的Vm、

RI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对照,针刺组 VA、BA 的 Vm 亦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针刺组 VA、BA 的 Vm、

RI较针刺组改善更加明显(均 P< 0. 05)。 

结论 针刺配合温和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疗效肯定,能提高 VA、BA 的平均血流速度,降低血流阻力

指数。椎动脉型颈椎病是颈椎病中常见的一种类型,属中医―眩晕‖范畴。《难经·二十八难》 谓：―督

脉者，起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论述了眩晕 

、脑与督脉三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现代医学认为是由于颈椎间盘退变，颈椎钩椎关节增生，椎关

节失稳，小关节松动和移位，刺激或压迫椎动脉致椎动脉痉挛、狭窄；随年龄增大，椎动脉弹性减

退，血管相对长度增加，加上椎间盘变性，椎间隙狭窄，颈段高度缩短致椎动脉弯曲、扭转，使血

流缓慢致椎动脉供血不足。通过 TCD 对椎动脉颅内段血流动力学的变化进行量化分析，能实时动

态反映治疗前后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临床观察提示 CSA 的异常主要是椎基底动脉循环流速下降支

持血流动力学因素在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针刺和艾灸可刺激局部的穴位感受器，降低交感神经的

兴奋性，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针刺与艾灸合用，有相互促进作用，能缓解颈部肌肉痉挛而镇痛，促

进血液循环，改善椎基循环血流动力学的异常状态，本研究表明，针灸并用治疗 CSA 有较好的临

床疗效。 

 
 

PU-1795 

针刺结合经颅磁刺激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研究 

 
赵娟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面肌痉挛（Hemifacial spasm，HFS），为阵发性半侧颜面部肌肉不自主抽搐的病症，偶可见

于双侧，多数不伴有疼痛，常因精神紧张、疲劳等加重。近年来，面肌痉挛患病率逐年升高，并呈

现年轻化发展趋势，严重影响患病者的人际交往、工作生活质量及身心健康发展。通过观察针刺结

合经颅磁刺激与常规针刺疗法治疗面肌痉挛后两组相关参数：面肌痉挛频度、面肌痉挛强度的变化，

比较两组治疗疗效并分析针刺结合经颅磁刺激对治疗面肌痉挛的作用机制，旨为临床治疗面肌痉挛

的针刺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本病例均来自山东省立医院康复中心病房及门诊于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就诊的患者。

拟共纳入病例 60 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30 例。 

（一）治疗方法 

（1）治疗组 

①取穴：翳风、攒竹、太阳、颧髎、合谷、太冲。 

②操作方法：面部翳风、攒竹、太阳、颧髎穴采用规格为 0.30×25mm 毫针针刺，合谷、太冲穴采

用 0.30×40mm 毫针针刺，行小幅度提插捻转泻法，操作手法不宜过重，待得气后，留针 30 分钟，

每隔 10 分钟行针 1 次，不宜使用电针。 

经颅磁刺激治疗：病人配戴治疗帽，治疗体分别放置于同侧顶颞前斜线下 2/5、颞前线。弱强度刺激，

20min/次。 

（2）对照组 

取穴、操作方法、选穴标准同治疗组针刺法。 

（二）观察方法 

1 天 1 次，10 天为 1 疗程，疗程间休息 2-3 天，共治疗 3 个疗程。 

（三）观察指标 

从面肌痉挛频度及面肌痉挛强度两方面。 

（四）疗效评价标准 

面肌痉挛疗效评价标准，分治愈、显效、有效、无效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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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效率={（治愈数+显效数+有效数）/总人数}% 

结果 治疗组（针刺结合经颅磁刺激）总有效率为 86.67%；对照组（常规针刺）总有效率为 72.41%。

两组患者治疗后 Peen 指数、Cohen Albert 指数经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

针刺结合经颅磁刺激治疗疗效优于常规针刺。 

结论 针刺结合经颅磁刺激和常规针刺治疗面肌痉挛均能有效改善面肌痉挛频度和面肌痉挛强度，且

针刺结合经颅磁刺激疗法对面肌痉挛的疗效明显优于常规针刺，值得临床推广并深入研究。 

  
 

PU-1796 

“引气归元”法结合传统针灸法治疗产后癃闭（尿潴留） 

 
吴晗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总结产后癃闭（尿潴留）的病因病机，辨证分型；运用腹针―引气归元‖法结合传统选穴、艾灸

治疗气血虚弱、膀胱气化不利型产后癃闭（尿潴留）案例 1 例，疗效显著并予以报导，并初步阐述

运用―引气归元‖法结合传统针刺艾灸法治疗气血虚弱型产后癃闭（尿潴留）的机理，为今后针刺结合

艾灸治疗产后癃闭（尿潴留）的临床运用提供一定的临床依据。 

方法 查阅检索古代现代文献，并予以归纳总结。临床案例以及治疗方法如下：患者 XXX，年龄 28

岁，于 43 天前顺产一女婴，产程顺利，产后 3h 小便点滴不通，遂插尿管。经抗感染、按摩、诱导

排尿等方法均不显效，带尿管出院，曾多次入院导尿、试拔尿管，仍不能自行排尿。该患身体虚弱、

面色苍白、四肢乏力、头晕、动则汗出、心悸失眠，语声低微，舌淡苔薄，脉弱。辨证为气血虚弱

型采用腹针―引气归元‖法选取中脘、下脘、气海、关元‖结合传统针刺选穴尺泽（双）、水道（双）、

中极、阴陵泉（双）、地机（双）、三阴交（双）。其中中极穴采用透刺曲骨方向，针感达到酸麻

胀传感前阴部，并有尿意为度，三阴交针感上传至膝为最佳，其余穴均直刺，平补平泻，留针 30min，

气海用灸法（艾条悬灸 30min ），1 次/日，若气虚明显可加灸足三里（双）。 

结果 病因病机：病位在膀胱，与肾、脾、肝、三焦多个脏腑功能障碍和产后多虚多瘀的病理特点有

关。产后癃闭（尿潴留）辨证分型：肺失通调，肃降失职；气血虚弱，膀胱失司；肝失条达，气机

阻滞；肾气不足，蒸化失司；产伤致瘀瘀血阻滞。给予针刺治疗结合艾灸 5 次尿管拔除，可自行排

尿，尿残余>100ml ,排尿无力，加灸足三里（双），再给予 2 次治疗，残余尿量正常参照癃闭的中

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治愈出院。3 日后随访，小便无异常。 

结论 ―引气归元‖法结合传统针刺艾灸方法治疗气血虚弱型产后癃闭（尿潴留）具有显著的疗效，值

得临床推广。 

 
 

PU-1797 

催产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样大鼠行为学及 MKP-1 表达的影响 

 
邢文龙,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直辖行政单位 

 

目的 探讨催产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样大鼠海马组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磷酸酶-1（MKP-1）

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18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给药组和模型组各 6 只。模型给药组和模型组给予国

际认定的单次延长应激（SPS）方法刺激建立大鼠 PTSD 模型，模型给药组在应激后 8h 内给予催

产素持续 14 d，通过旷场实验和 Morris 水迷宫观察大鼠的行为学变化。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qRT-PCR）和 Western Blot 方法分别检测大鼠海马组织中 MKP-1 mRNA 表达和蛋白表达的变化。 

结果（1）大鼠行为学检测，在旷场实验中，与模型组[（2.5±1.05）次、（22.16±7.14）次]相比，

模型给药组[（5.16±1.17）次、（32.83±5.71）次]与对照组[（6.67±2.16）次、（39.83±4.6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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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的直立次数与进格次数减少（P<0.05）。在水迷宫实验定位航行中，模型组与模型给药组相比，

大鼠的潜伏期延长（P<0.05），在空间探索中，模型组与模型给药组相比，大鼠的潜伏期延长、穿

台次数减少（P<0.05）。（2.）实验室检测中，与模型给药组（1.30±0.03）相比，模型组（4.04±0.46）

大鼠海马组织中的 MKP-1 mRNA 表达明显上调（P<0.05），与模型给药组（1.46±0.27）相比，模

型组（1.95±0.68）大鼠海马组织中的 MKP-1 蛋白表达显著增加（P<0.05）。 

结论 早期给予 PTSD 大鼠进行催产素干预，可通过调控 MKP-1 的表达，来保护大鼠的学习记忆能

力以及减少大鼠应激相关表现。 

 
 

PU-1798 

肌内效贴对治疗脑卒中患者上肢肿胀的疗效观察 

 
柳刚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直辖行政单位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在脑卒中患者上肢水肿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新疆某三甲医院收治的 60 例脑卒中合并上肢肿胀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和肌内效贴组各 30

例。常规组 30 例患者采用运动疗法进行治疗;肌内效贴组 30 例患者在运动疗法的基础上加用肌内效

贴进行治疗。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3d、7d 上肢肿胀消退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14d 及 21d 后，

肌内效贴组患者的上肢肿胀程度较常规组明显减轻(P＜0.05)。 

结论 肌内效贴在脑卒中后患者上肢肿胀的治疗中有效。 

 
 

PU-1799 

创伤暴露者早期叙事治疗干预的相关研究 

 
庞雨婷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直辖行政单位 

 

目的 研究叙事治疗对车祸创伤暴露者进行早期干预的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的 40 例车祸经历者，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

对干预组实施早期叙事治疗的干预手段，并记录两组记忆水平、情绪及应激症状的变化。 

结果  不同时间点测量图片记忆 (F=9.065,p<0.05)、视觉再认(F=114.765 ,p<0.05)、视觉再生

(F=4.578,p<0.05)、联想记忆(F=4.893,p<0.05)、理解记忆(F=16.867,p<0.05)、背数(F=8.042,p<0.05)、

抑郁(F=7.859,p<0.05)、焦虑(F=7.108,p<0.05)及 PTSD 症状(F=6.303,p<0.05)的差异具有统计学差

异，且不同时间点测量与是否加以干预在理解记忆、PTSD 症状上存在交互作用（p<0.05）。 

结论  使用叙述治疗对创伤暴露者进行干预可延缓其记忆水平的下降，降低其抑郁、焦虑及应激症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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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0 

论口腔按摩在语言发育迟缓中的重要性 

 
鲍利利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本文旨在论述口腔按摩疗法在语言发育迟缓临床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引发广大医务工作者对该

疗法的重视。 

方法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是许多疾病或功能失调所表现的症状，其表现为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明显落

后于相应年龄所应达到的标准，包括听力障碍、脑发育迟缓、语言表达障碍、孤独症等，所以语言

发育迟缓可以是发育迟缓的第二表现。国外报道语言迟缓的发生率约为 15%，目前国内尚无同类流

行病学资料统计。祖国医学将本病归为―喑‖、―舌蹇‖等范畴，其病因多是由于患儿先天禀赋不足、肝

肾亏虚，导致小儿出生后发生五迟五软之症，语言发育迟缓即是所指的语迟、口软。其病位在脑，

症状表现在舌、喉、咽、颊。《灵枢·经脉》记载咽、喉、舌、颊与多条经脉和诸多脏腑有密不可分

的联系，其中肝、脾、肾三脏与之关系最为密切。 

结果 临床观察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其构音器官虽无形态异常，但有相当部分患儿构音器官的肌肉瘫

痪或者运动不协调，如口唇控制差，舌的活动范围缩小，张口困难。这些均会影响到患儿的发音、

发声及语言的流畅性、节律性。现代康复医学治疗本病的传统模式以语言训练为主，根据患儿的语

言发育水平制定具体的、个别化训练等，治疗以引发患儿发音器官的主动训练为主，其对口腔肌肉

等的调节力度往往较差。临床中相当一部分患儿其发音器官存在功能障碍，依靠自身力量很难达到

理想水平，这时就需要借助外力助其矫正。例如部分患儿舌不能外伸或外伸只能及唇，我们做舌体

按压，点按廉泉穴、金津、玉液等，即可显著改善舌体的灵活度。 

结论 口腔按摩即是针对上述情况，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以经络学说为根本，采用点、按、推、

揉等手法，穴取督脉、任脉、足阳明胃经等，旨在疏通舌咽经脉气血，改善口舌运动功能，醒神开

窍，去蹇开语。治疗时口腔外可拿揉下颌部、面部、颈部肌肉，口腔内推按面颊内侧肌肉，依次点

按舌肌边、尖、中部，按压牙龈。点按大迎、廉泉、颊车、下关、地仓、承浆、水沟、金津、玉液

等穴位。有研究表明，对口唇、舌、颊部有节律的反复按摩，能够有效地增强口的运动功能的协调

能力。―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口腔按摩穴取足阳明胃经、任脉等，二者均至咽喉，司口之开阖。因

此，融入了经络元素的口腔按摩可以激发口腔经络，提高口腔周围肌肉的强度，使发声器官功能得

到改善，促进语言的发育，对语言发育迟缓起到积极的治疗作用。而且本法操作简便，易于掌握，

患儿不会感觉痛苦，易于接受且见效迅速，对本病有着重要的治疗作用。 

 
 

PU-1801 

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结合徒手淋巴引流治疗对髋关节异位骨化

的临床病例报道 

 
朱俞岚,谢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观察与评估采用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结合淋巴徒手引流治疗的 1 例髋关节异位骨化患者的

康复效果。 

方法 患者，女，29 岁，8 个月前因车祸致颈 6 不完全性损伤，术后卧床制动一月余，致左髋关节

前外侧出现异位骨化。肌骨超声评估异位骨化区域：9.5*5.2cm，股直肌弹性 1.74 m/s。予体外冲击

波治疗，治疗选用 STORZ MEDICIAL MP100 设备, 治疗参数设置为：压力强度 2.5bar，频率 10Hz，

每次治疗冲击量 4000 次。患者仰卧于床， 左髋关节暴露，将耦合剂涂抹于患侧皮肤，然后将冲击

波探头在异位骨化表面皮肤处滑动。随后进行左下肢徒手淋巴引流治疗，激活下肢淋巴及静脉系统

的回流能力。治疗每天 1 次，每周 5 次，治疗 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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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一月后肌骨超声再次评估异位骨化区域：5.5*2.8cm，股直肌弹性 2.62m/s。 

结论 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结合徒手淋巴引流治疗可以有效治疗消减异位骨化组织， 增加肌肉有

效弹性，改善下肢运动功能。长期效果需持续观察中。 

  
 

PU-1802 

盐酸小檗碱联合超声治疗对兔耳增生性瘢痕的影响 

 
刘陵鑫,李响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盐酸小檗碱(berberine hydrochloride)已被证实可以缓解器官纤维化过程，但盐酸小檗碱对增生

性瘢痕作用的研究至今尚无相关报道，本研究拟联合超声治疗观察盐酸小檗碱对兔耳增生性瘢痕组

织成纤维细胞的作用。 

方法 采用环钻打孔的方法建立兔耳增生性瘢痕模型，实验动物分为对照组、盐酸小檗碱组、超声组、

盐酸小檗碱和超声组，兔耳增生性瘢痕模型建立成功后进行盐酸小檗碱注射及超声治疗，通过免疫

组化的方法观察真皮层成纤维细胞中 Bax 及 Bcl-2 的表达，对比研究在兔耳增生性瘢痕实验性治疗

过程中盐酸小檗碱联合超声治疗对成纤维细胞凋亡活性的影响。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盐酸小檗碱和超声联合治疗上调兔耳增生性瘢痕组织成纤维细胞 Bax 蛋白的

表达，而 Bcl-2 表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盐酸小檗碱对兔耳增生性瘢痕组织成纤维细

胞的这种作用，存在明显的剂量依赖性和超声剂量强度依赖性。 

结论 盐酸小檗碱联合超声治疗可能诱导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的凋亡。因此，盐酸小檗碱联合超声

对增生性瘢痕可能一定的临床防治潜力，但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PU-1803 

小儿推拿疗法增强脑性瘫痪患儿体质的临床疗效观察 

 
何英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讨小儿推拿疗法对脑性瘫痪患儿体质的影响 

方法 将 26 例脑性瘫痪患儿随机分成两组，A 组：小儿推拿加现代康复疗法组 14 例，B 组；单纯现

代康复疗法组 12 例，3 个月为一个疗程 

结果 经过 3 个月康复训练，A 组平均体重增加量重于 B 组，而呼吸道感染次数，呕吐或腹泻次数及

因病休疗天数均低于 B 组 

结论 小儿推拿疗法能够增强脑性瘫痪患儿的体质,是现代康复疗法的重要补充. 

 
 

PU-1804 

失语症个案分析 

 
赵旭 

解放军 461 医院 

 

目的  对一个失语症患者的病历进行分析 。 

方法 针对患者失语问题，首先应针对听理解障碍进行促通，患者无法对语义进行理解，我们就先从

具体的常见的名词入手，反复的进行图片-语义的练习 ，进而扩大词汇量，是患者对图片或者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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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产生回应，进行名词语义信号与图片的配对练习，二选一或三选一的配对练习，从而是患者在反

复练习中达到听懂简单指令的目的。 

发音障碍，发音障碍的本质在于患者本体感觉差，对自己的构音器官认识不足，无法在模仿中

找到相对应的器官，我们采用冰刺激和指认训练相结合的方法，让患者在感觉与指令的双重刺激下，

改善其发音障碍的问题。 

刻板语言，我们采用心理学的行为疗法，即代币法（又称奖励强化法），对患者预期的良好表

现给与奖励，进行正性强化，即正常发音无刻板语言。若出现刻板语言给与弱化，从而达到改善刻

板语言的目的。 

复述能力差，我们以模仿入手，通过患者的模仿动作，然后进一步模仿发音，然后模仿词语，

再然后模仿短语，这样环环相扣得连续性训练，患者的复述能力得到了很大改善。 

结果  患者的语言功能得到了很大进步。 

结论 听理解是所有语言训练的基础，模仿是语言训练的基石，大脑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大脑受

损后各语言机制相互作用影响，应以全面视角看问题，进行心理学与语言学、教育学等多学科整合，

有望给提供患者更好的治疗方法。  

 
 

PU-1805 

引导式教育在脑瘫儿童康复中的应用与效果 

 
木光雨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讨引导式教育在脑瘫儿童康复中的应用和干预效果，并将研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差异原因，找出本研究机构治疗方法的不足，指导临床实践。 

方法 以引导式教育模式康复 50 名脑瘫儿童，培训基层 50 名康复治疗师为目标，以全日制引导式

教育为主的模式对脑瘫儿童进行教学引导和康复训练，同时也对家长进行培训。强化康复目标，输

入和建立正确的动作模式，普及基本的生活常识，提高儿童实用能力，实现全面康复。同时合理安

排一对一和集体的康复训练，如：运动功能训练、言语矫正或感知认知训练，感觉统合训练等。治

疗师创作了许多适合儿童康复的教学教材，如自编的脑瘫运动康复操和一些儿童歌谣，以及适合脑

瘫儿童的康复游戏，已形成了引导式教育教学的一大特色，深受儿童和家长的喜爱。 

结果 结果使该项目的实施有了一定的效果和影响。通过对训练 3 个月以上的 30 例脑瘫儿童进行统

计，他们在大运动的坐与立方面都有较大的的进步；在行走、进食、如厕、主动参与等方面也有较

大的进步。 

结论 上述资料表明，引导式教育对脑瘫儿童的康复有着全面康复和快乐康复的效果。此外还根据研

究结果探讨了影响训练疗效的因素：脑瘫儿童的功能水平的高低；脑瘫儿童的年龄；训练的时间、

项目安排；家长的素质与配合程度等。研究结束后就本次实验研究的不足方面进行了讨论：对研究

对象的评估方面；研究过程的控制；实验研究的时间较短，缺少阶段性的评估；研究样本较小；研

究资料收集，家长、引导式教育教学专家、康复科及儿科等专攻儿童生长发育的医生对于几岁的孩

子适合引导式教育存在着争议方面。 最终针对引导式教育在脑瘫儿童康复训练中的应用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和展望，支持医疗机构在脑瘫儿童引导式教育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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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6 

脑瘫儿童的语言训练 

 
王菊花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通过训练诱导患儿说话，并形成有意义的语言，提高脑瘫患儿的生活质量，享受语言带来的快

乐。 

方法 s-s 训练法，构音功能障碍训练，认知训练，指令及模仿能力训练。 

结果 通过大量的努力，脑瘫患儿拥有了简单的沟通能力。 

结论 s-s 训练法和构音功能障碍训练对脑瘫患儿的语言有帮助。 

 
 

PU-1807 

分期针刺介入时间对周围性面瘫治疗效果的影响 

 
李文豪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不同时间介入分期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的临床疗效，探讨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的最佳介入

时机。 

方法 选取周围性面瘫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3 组各 20 例。第 1 组为发病 1~5 天介入治疗者，第 2

组为发病 6-10 天介入治疗者，第 3 组为发病 10 天后介入治疗者。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依据

分期治疗原则分别选用不同的针灸穴位、给予不同的针刺治疗。（1）急性期。主穴:地仓、颊车、

合谷、阳白、太阳、翳风、颧髎、下关、头维。配穴:鼻唇沟变浅加迎香;人中沟歪斜加人中;抬眉困

难加攒竹;颏唇沟歪斜加承浆。面部穴位取健侧，浅刺;合谷取双侧，常规针刺，平补平泻，轻度刺激，

不接电针。（2）静止期。主穴:地仓、颊车、合谷、阳白、太阳、下关、头维、牵正、三阴交。配

穴:同急性期。面部穴位取患侧，地仓、颊车采用透穴法（地仓透颊车、颊车透地仓），其余穴位采

用常规针刺，平补平泻，中度刺激。接电针:疏密波，地仓接颊车，头维接阳白，牵正接承浆，下关

接迎香，双侧三阴交互接。（3）恢复期。在静止期主穴基础上加双侧足三里、阳陵泉。足三里、阳

陵泉采用常规针刺，平补平泻，中度刺激。接电针:疏密波，双侧三阴交互接改为双侧足三里互接，

其余不变。急性期匀速进出针，针刺深度 0.1～0.3 寸，留针 20min，留针过程中不行针;静止期、恢

复期匀速进出针，提插捻转得气后接电针疏密波，留针 30min，出针后按压针孔以防出血。分别于

治疗第 1、2、3 个疗程末统计疗效。 

结果 第 1 疗程末 3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50.0%（10/20）、75.0%（15/20）、40.0%（8/20），第 2

疗程末 3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75.0%（15/20）、90.0 %（18/20）、60.0%（12/20），第 3 疗程末分

别为 85.0%（17/20）、95.0%（19/20）、80.0%（16/20），同一疗程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均为第 2 组最优，第 1 组次之，第 3 组较差。 

结论 面瘫发病后 6-10 天为分期针刺介入治疗的最佳时期。 

 
 

PU-1808 

分期针刺对周围性面瘫治疗效果的影响 

 
李文豪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分期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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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周围性面瘫患者 60 例，分为 3 组各 20 例。第 1 组为发病 1~7 天者，第 2 组为发病 8-14

天者，第 3 组为发病 14 天以后者。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依据分期治疗原则分别选用不同的针

灸穴位、给予不同的针刺治疗。（1）急性期 (发病 1-7 天)。主穴：地仓、颊车、合谷、阳白、太阳、

翳风、颧髎、下关、头维。配穴：鼻唇沟变浅加迎香;人中沟歪斜加人中;抬眉困难加攒竹;颏唇沟歪

斜加承浆。面部穴位取健侧，浅刺;合谷取双侧，常规针刺，平补平泻，轻度刺激，不接电针。（2）

静止期（发病 8-14 天）。主穴：地仓、颊车、合谷、阳白、太阳、下关、头维、牵正、三阴交。配

穴：同急性期。面部穴位取患侧，地仓、颊车采用透穴法（地仓透颊车、颊车透地仓），其余穴位

采用常规针刺，平补平泻，中度刺激。接电针：疏密波，地仓接颊车，头维接阳白，牵正接承浆，

下关接迎香，双侧三阴交互接。（3）恢复期（发病 14 天后）。在静止期主穴基础上加双侧足三里、

阳陵泉。足三里、阳陵泉采用常规针刺，平补平泻，中度刺激。接电针：疏密波，双侧三阴交互接

改为双侧足三里互接，其余不变。急性期匀速进出针，针刺深度 0.1～0.3 寸，留针 20min，留针过

程中不行针;静止期、恢复期匀速进出针，提插捻转得气后接电针疏密波，留针 30min，出针后按压

针孔以防出血。7 天为一疗程。于治疗第 1、2、3 个疗程末统计疗效。 

结果 第 1 疗程末 3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60.0%（12/20）、50.0%（10/20）、40.0%（8/20），第 2

疗程末 3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75.0%（15/20）、65.0 %（13/20）、60.0%（12/20），第 3 疗程末分

别为 90.0%（18/20）、85.0%（17/20）、80.0%（16/20），同一疗程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均为第 1 组最优，第 2 组次之，第 3 组较差。 

结论  周围性面瘫发病后尽早介入分期针刺治疗，以提高疗效。 

 
 

PU-1809 

中医综合疗法对糖尿病足高危因素的影响 

 
李文豪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中医综合疗法缓解糖尿病足高危因素，预防初期糖尿病足加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80 例初期糖尿病足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治疗组在常规降糖治疗基础上，

给予脉络宁口服液、针刺、中药外洗的中医综合疗法治疗。(1)口服脉络宁口服液，每次 20mL，每

天 3 次。(2)针刺治疗:取足三里、阳陵泉、阴陵泉、承山、解溪、太溪、三阴交、血海、肝俞、肾俞，

平补平泻，每天 1 次。(3)外用药熏洗:大黄、苦参、川芎、木香、牛膝、乳香、没药、威灵仙、蛇床

子、五倍子、王不留行、路路通、络石藤，水煎取汁，待温度下降至 38℃～40℃时，足浴 30min，

每天 1 次，每次用药 1 剂。对照组在常规降糖治疗基础上，口服西洛他唑，每次 100mg，每天 2 次。

两组均治疗 3 个月后统计疗效，比较两组血管狭窄度分级、踝肱指数、浅感觉检查、皮肤状况等初

期糖尿病足高危因素的变化。(1)血管狭窄度分级。通过下肢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确定。0 级:无

狭窄;1 级:动脉狭窄 1%～19%;2 级:动脉狭窄 20%～49%;3 级:动脉狭窄 50%～99%;4 级:动脉闭塞。

若存在多处狭窄，仅考虑最严重的部位。(2)踝肱指数。测定足背动脉及肱动脉的收缩压，计算足背

动脉/肱动脉收缩压的比值。(3)触觉检查。①使用 10g 尼龙丝垂直于测试处的皮肤，施压刚好使尼龙

丝弯曲;②暂停 2～3s 后测定下 1 个点;③测定时避开胼胝;④测定部位为大脚趾、中趾、小趾、第 1、

3、5 跖骨头、足跟、足背等处，随机测定 20 个点，患者一侧仅感觉到 8 个或不足 8 个，视为异常。

(4)温度觉检查。使用叩诊锤进行检查，其一端为金属(凉感觉)，另一端是橡胶(温感觉)，分别将两端

接触患者足背皮肤进行检测，不能辨别凉温者为异常。(5)皮肤状况。患者足部和下肢皮肤干燥、毳

毛脱落视为异常。 

结果 两组各高危因素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后高危因素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中医综合治疗与口服西洛他唑治疗均有缓解糖尿病足高危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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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0 

舌三针配合言语训练法治疗中风后运动性失语的临床观察 

 
孙磊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中风后运动性失语具有发病率高、治疗难度大等特点，本课题即基于此，欲通过舌三针配合言

语训练、单纯针刺舌三针和单纯言语训练对中风后运动性失语的患者进行治疗前后的言语比较，观

察三种方法的疗效，旨在探求出治疗本病的更有效的疗法。 

方法 收集符合条件的中风后运动性失语患者 60 例，利用 Excel 软件将符标准的 60 个名额序号随机

分配至舌三针配合言语训练治疗组、单纯言语训练治疗组和单纯针刺舌三针治疗组，每组各 20 例。

三组均为每天治疗一次，针刺组得气后留针 30 分钟。治疗前后均采用北京医科大学汉语失语成套试

验(ABC)和功能性语言沟通能力检查法(CFCP)对患者进行评分比较。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治疗效果。 

结果 2 个疗程结束后，三组患者功能性语言沟通能力检查法(CFCP)评分比较：治疗前，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后，三组均与治疗前组内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1)，治疗后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较对照组改善更显著，治疗前后

差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三组治疗均能改善患者的功能性语言沟通能力，但是

治疗组较两对照组改善更明显。三组患者汉语失语成套试验(ABC)评分比较：干预前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三组患者自发谈话流利性、信息量、听理解、阅读、复述、

命名、书写七项言语功能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评

分及干预前后差值，自发谈话流利性、复述、听理解三项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信息量、命名、阅读、书写四项经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总有效率 86.66%，对照

组总有效率 80%、82%，差异无显著性。说明治疗组在改善患者流利性、复述、听理解三项上，疗

效优于对照组，在总临床疗效上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综上所述，三种治疗方式都能改善患者言语功能，舌三针配合言语训练治疗方案对患者功能性

语言沟通能力及言语流利性、复述、听理解，临床疗效优于单纯舌三针及单纯言语训练。信息量、

命名、阅读、书写四项三组均有改善，但三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治疗中风后失语症言语训练、针

灸均显效，而研究表两种方法结合对运动性失语有一定临床使用价值。 

  
 

PU-1811 

中频脉冲电疗法结合手指点穴对腹部术后腹胀时间的影响 

 
马姣,尚翠侠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讨论中频脉冲电疗法结合手指点穴对腹部术后腹胀时间的影响。 

方法 将 150 例外科腹部术后患者随机分成 3 组，每组 50 例。A 组进行常规术后治疗。B 组在 A 组

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中频电功能性电刺激处方，每次 40min。C 组在 B 组的基础上同时加上手指

点穴（中脘、天枢、大横、足三里、气海、合谷、内关）等穴位进行拇指指腹轻柔点按，记录肠蠕

动恢复情况，第一次排气时间。 

结果 平均肠蠕动恢复时间 A 组为（22.16±2.74）h。B 组为（18.62±2.38）h,（12.15±2.85）h。C

组明显优于 A 组和 B 组。 

结论 中频电结合手指点穴对腹部术后具有操作简单易行、见效快、安全可靠、无任何副作用等优点，

能减轻患者的痛苦，缩短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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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2 

“全面康复”对汶川地震伤员生活的影响——汶川地震 

10 年后的调查研究 

 
罗伦,张燕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汶川地震十年后，―全面康复‖对地震伤员目前生活的影响，以期找到服务需求以及为将来

的灾难康复提供借鉴意义。 

方法 邀请 152 名汶川地震伤员填写我们自行设计的问卷，问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资料（人

口学资料、地震后是否接受全面康复、是否接受社会支持、家里/邻里是否有人伤亡、现在是否有躯

体疼痛、现在是否残疾），第二部分为中文版事件影响量表；第三部分为伤员对地震影响其目前生

活程度的自评分（1-10 分，分数越高代表影响越大）。对基础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 t 检验分

析同一基础资料不同分类间的事件影响量表得分差异；以地震伤员对地震影响生活的自评分为因变

量，基础资料及事件影响量表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 汶川地震 10 年后，地震伤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阳性率为 49.3%；有子女地震伤员事件影响量

表得分显著高于无地震子女伤员（ t=2.163，p=0.049）；伤员对地震影响生活的自评分较高

（5.95±1.22）；回归分析发现，是否进行全面康复及事件影响量表得分能够较好的预测伤员对地震

影响其生活程度的自评分（F=24.082，P=0.000，调整 R2=0.244），回归方程为：地震对其生活影

响的自评分=-0.846*全面康复+0.085*事件影响量表得分+4.559。 

结论 汶川地震 10 年后，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地震伤员仍较多，需要继续进行心理康复，且需

要对有子女的地震伤员给予更多关注；汶川地震对其目前生活影响仍较大；地震后要积极的开展全

面康复，且心理康复非常重要。 

 
 

PU-1813 

偏瘫患者摆动相时患侧下肢内旋屈髋对步态的影响 

 
高磊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增强患者运动能力，改善步态安全性及美观性。 

方法 首先尝试拉伸患者的髋关节外旋的主动肌；其次对髋关节的内旋进行主动抗阻训练，此时可利

用双下肢的联合反应进行髋内旋的肌力诱发；再次可在患者步行过程中在双下肢股骨内侧夹一个抱

枕，嘱患者内收夹住，步长控制在 5 公分以内。 

结果 除病程较长或髋外展代偿的异常模式过于强化之外，其余患者步行摆动相踝关节内翻得到部分

纠正或大部分纠正。 

结论 患者步行中出现摆动相时髋关节内旋可纠正髋关节的外旋屈曲摆动、膝关节屈曲不足、踝关节

跖屈或下垂、踝内翻有较好治疗效果。 

 
 

PU-1814 

偏瘫患者患侧下肢摆动相末期伸膝的重要性 

 
高磊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改善步态，增强步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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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给予患者步态分解训练，患者健侧手扶固定物维持平衡，治疗师上手着于患者膝关节髌骨，

下手着于患者踝关节足跟后方，在患侧下肢摆动相至末期时嘱患者伸膝至完全伸展，然后足跟着地；

2.主动代偿训练，患者站于姿势矫正镜前进行视觉代偿下的步态训练，治疗师可有言语口令提醒。

若患者过度屈髋，治疗师应将手固定于股骨末端施加阻力进行提醒。 

结果 该运动实为患者伸膝的分离运动在步态中的提现，除少数痉挛或本体感觉障碍严重者，其余此

类患者均有改善。 

结论 该运动实为患者伸膝的分离运动在步态中的提现。摆动相末期中伸膝成分在患侧下肢由摆动相

转换为支撑相中是承重转换的主要部分，实现该运动成分有利于改善患者步态的美观度，提高患者

的步行功能。 

 
 

PU-1815 

功能针法对于偏瘫患者手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的研究 

 
杜庆周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究功能针法对于偏瘫患者手功能恢复的影响，并指导临床应用。 

方法 本研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按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功能针法治疗组和对照组 2 组。均治疗

30 天为一疗程，疗程休息 5 天，共进行 2 个疗程治疗。 

（一）两组均针对患者手功能情况制定合理的综合康复训练。 

①常规偏瘫肢体综合训练，每天 1 次，每次 40 分钟。 

②常规的 OT 训练，每天一次，每次 30 分钟。 

③常规的上肢及腕部中频电刺激疗法。 

④行为技巧训练 在规律时间安排患者自主训练。 

（二）分组干预治疗 

对照组：使用传统针刺方法。 

功能针法组：取穴为大陵、内关、 重子 ( 手心朝上，在大指掌骨与食指掌骨之间，虎口下 1 寸)、

重仙( 手心朝上，在大指掌骨与食指掌骨夹缝间，离虎口 2 寸)，二穴均为―董氏奇穴‖；八邪。第 1 

步，速刺大陵。以规格为 0． 35mm ×25mm 一次性毫针朝掌跟方向快速刺入，提插后不留针，或

取内关穴，得气后，反复提插捻转，捻针频率为 60 次 /min，提插时间为 10min，获得深部组织

强针感至手指痉挛即刻缓解后不留针。每次操作需 5min。第 2 步，针刺重子、重仙穴。采用 

0． 35mm ×25mm 毫针，直刺，有酸、麻、胀得气感后，行提插捻转泻法，痉挛屈曲的手指即可

伸直。留针 20min。第 3 步，斜刺八邪，向上斜刺 15mm，得气后留针 20min，留针期间每 5 分

钟施行捻转行针 1 次。每日 1 次，15 次为 1 疗程。  

患者经功能针法治疗过程中，通过针刺大陵穴、重子穴和重仙穴可直接缓解手指屈肌痉挛，间接手

指伸肌腱兴奋伸展，通过反复刺激屈肌腱，以缓解痉挛达到改善手指功能障碍的效果。  

八邪穴下布有骨间背侧肌、骨间掌侧肌(骨间肌支配第 2、3、4 指内收、外展)，蚓状肌( 屈掌指关

节、伸指间关节 ) 、拇收肌 ( 支配拇指内收 ) ，有尺、桡神经手背支分布，多为局部取穴，直接

刺入经筋区域，可濡养筋脉、肢节，直达病所，起到缓解痉挛、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节阴阳的

作用。  

结果 2 个疗程后手运动功能 Fugl －Meyer 评定手功能情况表明，功能针法治疗下患者手功能恢复

效果明显优于传统针刺方法 。 

结论 通过本研究的进展，发现功能针法对偏瘫患者手功能恢复有较好作用，并将该研究应用于指导

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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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6 

定位旋转扳法治疗寰枢关节半脱位的临床研究 

 
杜庆周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究定位旋转扳法治疗寰枢关节半脱位的临床疗效，并指导临床应用。 

方法 （一）分组方法 

本研究收集 60 例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寰枢关节半脱位患者，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两组，

即定位旋转扳法为主治疗 30 例（下称治疗组），坐式牵引治疗组 30 例（下称对照组）。 

（二）治疗方法 

1.治疗组：采用定位旋转扳法 

  治疗原则：理筋，整复 

取穴：阿是、风池、风府、曲池、肩井、天宗、手三里、合谷等 

手法：拿法、捏揉法、按法、点法、弹拨法、扳法 

操作：第 1 步  为点穴理筋。患者坐于方凳上,医者站于其后,用中等力度点揉颈肩部穴位,如风池、天

宗、肩井等穴,每个穴位点揉 2 分钟，在患处及其周围拿揉 6～10 分钟,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

松解粘连的目的。然后医者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分别点按于两侧风池穴,右肘屈曲(扶定患者)至于下颌

处,轻轻向上拨伸,左手拇指食指同时向前上方推,重复 5～6 次,最后在拔伸的基础上,使头部做左右各

旋转 10°,以进一步松解痉挛及粘连的软组织。 

 第 2 步  为定位旋转扳法。患者低坐位,颈部自然放松,医者站于其侧后方,以左半脱位为例,医者用左

手拇指面桡侧顶按住枢椎棘突偏歪侧的后外侧缘,其余四指扶持颈部,患者头部前屈 30°、右旋 15°,

另一手上肢肘部托住患者下颌处,并用上臂与前臂将其头部环抱并夹紧，让头部紧贴医者胸部,缓慢提

起头部,牵引 10s,待其放松后，左手拇指顶推,右手臂用力将其头部沿颈椎垂直轴方向旋转至―扳机点‖

位，然后再做一个瞬间快速的小幅度旋转牵拉动作,同时左手拇指朝相反方向用力推拨棘突，在旋转

过程中可听到―咔哒‖响声,且症状减轻,头部转动自如,即表示整脊复位成功。            

以上治疗每次 30 分钟，隔日 1 次,6 次为一疗程。治疗期间避免过度疲劳,并忌食辛辣及有刺激的食

物。 

 2.对照组：坐式牵引法 

操作：坐式牵引治疗：患者取坐位，采用枕颌带中立位电动牵引治疗，牵引时患者头颈部呈垂直位，

牵引重量 6～10 kg，每次 10～20 min，隔日 1 次.6 次为 1 个疗程。 

结果 两组治疗后总疗效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93.33%;对照组总有效率 76.67%。经 Ridit 分析，

P<0.05，显示两组疗效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经治疗组治疗后患者的改善情况要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通过本研究的进展，发现定位旋转办法治疗寰枢关节半脱位具有较好疗效，并将该研究应用于

临床治疗。 

 
 

PU-1817 

虚拟现实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及 ADL 的影响 

 
扈罗曼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讨虚拟现实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及 ADL 的影响。 

方法 将 4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2 组患者均进行常规的肢体功能

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虚拟现实训练。治疗前后分别对2组患者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测上肢部分(simple Fugl-Meyer Assessment,FMA-UE)、上肢 Brunnstrom 分期量表和

Barthel 指数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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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 4 周后,2 组 FMA-UE 评分、上肢 Brunnstrom 分期量表及 Barthel 指数均较治疗前明显提

高(P＜0.05),观察组上述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提高和 ADL 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是一

种很有效的康复手段，值得临床推广。 

 
 

PU-1818 

早期康复对烧伤患者的重要性 

 
王文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在患者烧伤创面愈合中，常因早期处理不当，加之后期缺乏正确的康复治疗指导等因素，导致

瘢痕增生、关节挛缩、粘连等多种功能障碍。后期需多次实施外科手术重建功能和改善外形，不仅

给患者带来严重的身心创伤，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临床实践表明，康复治疗不仅

是烧伤修复重建的辅助治疗措施，一定情况下还对拟实施手术的可行性及术后外观和功能修复效果

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方法 早期对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指导，如早期保持抗瘢痕挛缩体位（功能位）、早期植皮术后被动活

动肢体、运动疗法、物理疗法、压力疗法等，预防关节挛缩与瘢痕增生。 

结果 烧伤后早期关节活动、伤肢组织水肿的物理消肿治疗等，可有效的防治关节及肌腱等发生僵直

粘连，为后期修复创造了条件和手术机会，限制瘢痕增生、促进瘢痕软化及防止其挛缩畸形的多种

康复治疗措施，均可为许多晚期重建手术的实施提供理想或必备的局部组织条件。 

结论 烧伤后的系统治疗不仅仅需要关注患者的生命、尽早封闭创面，更重要的是要预见患者可能出

现的继发功能障碍、外貌毁损、躯体不适及心理问题等诸多方面，才能将治疗目标由挽救生命过渡

到提高生存质量、回归家庭与社会的高度。早期康复治疗对患者功能障碍进行预防、诊断、评估、

治疗、训练和处理的内容，融入到烧伤早晚期治疗，与临床烧伤救治、护理一起构成烧伤患者系统

实施合理完善治疗的三个重要方面。烧伤临床与康复医学的有机结合必将改变对烧伤患者救治的理

念、方法和疗效，因此促进烧伤救治水平的整体提高。 

 
 

PU-1819 

职业康复在冠心病患者中的应用 

 
王丽娜,赵阳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随着生命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化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式，而职业康复涉及到患者的心理、社会两个层面，本研究将探讨职业康复对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

及生存期的影响。 

方法 分析本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随机数字表将

其分为对照组 60 例和实验组 4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西药治疗,实验组采取常规西药基础上加上职业

康复，随访观察 3 年内两组受试者的社会适应状态及冠心病的复发情况，并对比两组患者的焦虑自

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得分情况，以了解职业康复在冠心病患者治疗中的应用价

值。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心理状态评分（SAS+SDS）、生存期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且实验组患者的冠心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冠心病患者进行职业康复，能够提高药物治疗效果，同时帮助患者加速恢复就业能力和继续

保持工作的能力，有效改善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而延长其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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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0 

心理干预治疗对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患者的临床研究 

 
王丽娜,赵阳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分析心理干预治疗在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患者精神状态以及生活质量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来我院就医的 80 例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按

照随机分组原则将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受试者进行常规护理及基础药物治

疗，实验组受试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心理干预，2 周后对比两组的临床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之间

的差异情况。 

结果 术前两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 SAS )、抑郁自评量表( SDS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经基础药物治疗与常规护理后，两组患者抑郁自评量表（SDS）与焦虑自评量表( SAS )评分明显改

善，且较之对照组，实验组改善效果更优(P<0.05)；而且，与治疗前相比，两组临床症状均明显减

少，同样以实验组减少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两组患者物质生活、

生理功能、身体功能、社会功能等生活质量指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两组患者物质生

活、生理功能、身体功能、社会功能等生活质量指标均明显升高(P<0.05)，且实验组患者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P<0.05)。 

结论 心理干预治疗应用于冠心病支架术后患者中确有较好效果，有助于临床症状的改善，减轻患者

的心理负担，提高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价值，值得推广。  

 
 

PU-1821 

偏瘫肩部疼痛综合治疗疗效分析 

 
张广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偏瘫患者肩部疼痛治疗方法疗效，以便为科学规范诊治偏瘫肩痛提供更好的依据。 

方法 筛选 36 例言语表达清晰无认知障碍且伴有肩部疼痛的偏瘫患者随机分为 A 组和 B 组,A 组给

予患者肩部疼痛 2 种以下干预措施（手法治疗 6 次/周及蜡疗 qd、红外线 qd、脉冲枪 6 次/周、肌內

效贴 3 天/贴、冲击波 3 次、干扰电 qd 中的一种）,B 组给予患者肩部疼痛 6 种（手法治疗 6 次/周及

蜡疗 qd、肌內效贴 3 天/贴、脉冲枪 6 次/周、干扰电 qd、冲击波 3 次）干预措施。物理因子治疗人

员为同一人，手法治疗为关节松动术，治疗人员均经过正规培训，手法操作基本无差异。分别在入

组时(WO)、治疗后后 1 周(W1)、两周(W2)时给予患者肩部疼痛进行评估，量表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及数字分级评分法（NRS）确定治疗效果。 

结果 WO 时两组上述 2 项评分相似,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随着康复治疗时间延长在 W1 及

W2 时两组的同前比较 2 项评分均有变化但 B 组明显好于 A 组(P<0.05)。 

结论 偏瘫患者肩部疼痛原因较多，治疗措施也较为广泛 ，采用综合治疗措施对于缓解患者肩部疼

痛优于单一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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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2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法（PNF）治疗肩周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李世龙,于海龙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法（Proprioception Neuromuscular Facilitation，PNF）与常规物

理治疗方法用于治疗肩周炎的效果对比。 

方法 22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分为 PNF 组（11 例）和对照组（11 例）。PNF 组在治疗基础上加用

PNF 上肢技术，对照组用于常规的物理治疗。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开始前对患者进行疼痛和患侧主

动关节活动度（AROM）的评估和测量。结果：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患侧肩关节 AROM

均得到改善，并且疼痛均减轻；其中 PNF 组患者的 AROM 比对照组改善的更明显。疼痛程度减轻

的也较为显著。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81.82%，PNF 组的总有效率为 90.91%。 

结果 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患侧肩关节 AROM 均得到改善，并且疼痛均减轻；其中

PNF 组患者的 AROM 比对照组改善的更明显。疼痛程度减轻的也较为显著。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81.82%，PNF 组的总有效率为 90.91%。 

结论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法（PNF）与常规物理治疗相结合比单纯的物理治疗更有效的治疗肩周

炎患者的 AROM 和减轻疼痛。 

 
 

PU-1823 

筋膜松解术对膝关节活动障碍的康复疗效观察 

 
叶彩影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分析筋膜松解术对治疗膝关节外伤所致的膝关节活动障碍的康复疗效。 

方法 将 42 例创伤性膝关节活动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20 例，各组记录骨折分类，股

骨远端骨折 DF，胫骨近端骨折 TP，髌骨骨折 PF，治疗组行筋膜松解及关节松动术，对照组行关节

松动术，2 组患者同时配合常规运动疗法及消肿止痛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前后分别对 2 组患者行

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定、膝关节活动度（ROM）评定。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 VAS 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明显下降（P<0.05），而对照组无明显下降；治

疗后 2 组屈曲度、伸直度、屈伸弧度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P<0.05），且治疗组更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筋膜松解手法结合关节松动术对骨折所致的膝关节活动障碍疗效明显，可以很好地减轻疼痛，

提高关节活动度，增强膝关节周围肌群力量，从而改善膝关节功能。 

 
 

PU-1824 

肌效贴扎在治疗外伤后肿胀淤血方面疗效的研究 

 
冯芹芹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肌效贴扎结合传统康复治疗方法在治疗外伤后肿胀淤血疗效与单纯传统康复治疗方法的对比。

自学习肌效贴扎几年来，结合其原理：①肌贴拉起皮肤，扩大皮下间隙。通过产生皱褶使得皮肤和

皮下组织之间产生了间隙，从而使得相应组织的血液淋巴循环更加畅通，损伤部位的渗出液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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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减少了组织间液体潴留，局部压力降低，损伤组织易于重建，从而起到缓解疼痛不适症状和

加速损伤恢复的作用。 

②肌贴对肌肉、韧带、关节等组织起支撑和稳定作用，由于其高弹性而不限制肢体的正常活动，因

而在运动中肌贴起到了较好的保护、支撑和稳定作用。但是客观地讲，其固定作用不如传统运动贴

布效果好，但其不限制运动的特点却又是传统贴布无法比拟的。 

③肌贴的弹力回缩作用对肌肉、筋膜、韧带、关节的正向调整作用。肌贴可以对失衡的肌肉、筋膜、

韧带、关节产生微小刺激的作用，因而机体自身在外界刺激下不断地正向调节而趋于新的平衡，从

而缓解症状。 

④肌贴可以实现对皮肤表面力学机械刺激作用。通过刺激皮肤表面及其受体感受器，起到兴奋或抑

制中枢神经的作用而达到镇痛效果。 

⑤肌贴有调节贴扎部位温度作用。肌贴通过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回流作用可以对粘贴局部起到调节

皮肤恒温作用。 

⑥贴扎部位表面压力变化对机体产生良性刺激作用。当身体某一部位被撞击或其他原因出现疼痛时，

最本能的反应就是用手握（或捂、或压）住疼痛部位以缓解疼痛。肌贴就像一只手一样将疼痛部位

握住，使患者产生安全感、疼痛缓解和有舒适感。结合自己在临床康复治疗、面瘫、肩关节半脱位、

肩手综合征、外伤后肿胀淤血、踝扭伤、骨性关节炎等均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对外伤后肿

胀淤血治疗效果显著，笔者希望通过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及自己在临床工作中的经验分享，让更

多的同行掌握这门技术，让更多的患者受益，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痛苦，使肌效贴扎能在临床康复的

应用中得到更大的推广。 

方法 60 名 20----40 岁因外伤后肿胀淤血的患者   肌效贴扎结合传统康复治疗方法组选取患者 30

人  单纯传统康复治疗方法组 30 人  两组进行对比  采用常规方法测量肌肉围度 2 天一次进行测量肌

围度进行对比，共测量 2 周。 

结果 与单纯传统康复治疗方法组对比肌效贴扎结合传统康复治疗方法组消肿散瘀效果显著，肌围度

明显减小  淤血消散。 

结论  肌效贴扎在治疗外伤后肿胀淤血方面疗效显著。 

 
 

PU-1825 

心理干预对脊髓损伤患者的抑郁情绪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励丛珊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研究心理干预对于脊髓损伤（SCI）患者抑郁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0 例 SCI 患者分为对照组及治疗组，每组 20 例。两组患者均给与常规

康复训练，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增加心理干预，治疗时间为 3 个月，观察疗效。患者抑

郁症评定采用贝克抑郁问卷（BDI）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患者 ADL 能力及独立能力评

定分别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BI）评分表及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 

结果 入选时 2 组 SCI患者 BDI、BI 及 FIM 评分均异于正常水平，分别经 3 个月治疗后，发现 2 组

患者 BDI 及 HAMD 评分均较入选时下降，BI 及 FIM 评分均较入选时提高，并且改善幅度较明显，

与治疗前及对照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CI患者普遍存在抑郁症状，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增加心理干预能明显改善患者的抑郁状况

及 ADL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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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6 

以任务目标为导向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的效果 

 
刘霄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标准，采取个体、环境及任务

导向相结合的理念，着重考虑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

目标及作业治疗方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10 月，我院住院脑卒中偏瘫患者 8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类型、病程、偏瘫侧别等无显著性差异(P>0.05)。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主要为脑血管病二级预防用药以及康复治疗，其中康复治疗为：运

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针灸、推拿、等。两组患者接受的作业治疗不同。对照组采取常规作业治

疗，观察组以 ICF 理论为基础，从身体结构与功能、活动和参与，以及环境因素等方面，对患者的

健康水平和功能状况进行评定（评定量表选用 Brunnstrom 偏瘫运动功能评价、改良 Ashworth 法、

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评定表、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言语功能障碍筛选评定表、

Barthel 指数评分标准），结合患者的个人诉求与实际情况，以任务目标为导向制定康复治疗目标及

个性化的作业治疗方案。患者入组时及治疗结束 40d 时，分别采用 FIM（功能独立性评定）、

Brunnstorm(偏瘫运动功能评价)进行评估。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t 检验。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MBI 各项目评分均显著升高(t>14.86, P<0.001)，观察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t>18.65, P<0.001)。 

结论 以任务目标为导向的作业治疗能更有效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1827 

早期综合康复对脊髓损伤功能恢复与心理状况的疗效观察 

 
胡明瑞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早期综合康复治疗对脊髓损伤患者功能恢复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接受脊髓损伤治疗中

在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期间入院的 60 例患者，根据不同治疗方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进

行常规治疗，研究组 30 例进行早期康复干预，之后进行两组对比分析。 

方法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给予常规的西医治疗方法，依据患者的损伤情况、损伤的程度、损伤的时间与脊柱稳

定情况，为其采用对症治疗方式。 

1.2.2 研究组：于对照组基础之上进行早期康复治疗。早期康复治疗的内容主要有：（1）心理治疗：

主动与患者沟通，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疏通患者内心情况，主要是针对患者因躯体的突然变化而产

生的焦躁、抑郁、恐惧、急躁的情况进行心理治疗。（2）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对患者进行知识指

导，使患者了解脊髓损伤特点，注意事项等，开展相关讲座，提升患者对脊髓损伤认知并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3）物理因子治疗：对患者的疾病情况进行了解之后，对其进行肌群或者是肌肉行电刺

激，以便可以恢复患者的神经功能，避免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4）运动疗法：指导患者家属病人

正确的良肢位摆放，指导患者呼吸训练，对四肢进行被动运动，同时鼓励患者进行主动运动，加强

四肢的肌力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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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组 FIM、改良 Barthel 指数、SAS 量表、ASIA 评分量表。FIM、改良 Barthel 指数、ASIA

评分比对照组更高，功能恢复较对照组更好，SAS 评分比对照组更低，心理状况比对照组更健康。

P＜0.05。 

结论 脊髓损伤患者接受早期康复不仅能提高功能恢复，还能减少并发症，促进心理健康起到积极地

作用。 

 
 

PU-1828 

艾灸隐白穴治疗脾虚型崩漏的临床观察 

 
季庆洁

1
,张宝娟

2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2.济宁市中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通过运用艾条温和灸隐白穴，对脾虚型崩漏的妇女进行治疗，观察中医疗法在崩漏出血期止血

及改善症状方面的作用，探索一套适用于妇女崩漏止血的具有祖国传统医学特色的疗法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试验性研究，采用平行随机对照的方法，筛选病人 50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及

对照组各 25 例，剔除 1 例脱落患者，最终完成治疗的脾虚型崩漏患者共 49 例。对照组 25 例对照

组固冲汤（药方 ：炒白术 30 g，生黄芪 20 g，煅龙骨 20 g，煅牡蛎 20 g，山萸肉 15g，白芍 15 g，

海螵蛸 15 g，茜草 10g，棕榈炭 10g，五倍子 5 g）， 根据患者的病症适量加减，1 剂/d, 用水煎服，

连续服 7 d 为 1 个疗程；治疗组在基础治疗的前提下进行艾条温和灸隐白穴治疗，治疗时间 30 分

钟，观察时间为 24 小时，治疗期间记录患者阴道出血情况及中医临床症状，通过对所得结果进行总

结分析，对比艾条灸疗法与单纯基础治疗对本病的近期止血疗效。 

结果 本研究共完成观察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并排除脱落后的病例共 49 例，其中治疗组 24 例，对

照组 25 例，2 组 24h 内止血疗效情况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末 24h 内出血量分别

与治疗前 24h 内比较，治疗组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治疗后，2 组症状总积分均较治疗

前降低，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患者症状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治疗组治疗后神疲乏力、

月经血块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 

结论 1，艾灸疗法对脾虚型崩漏患者快速止血有较好的临床疗效；2，艾灸疗法对改善崩漏患者精神

状态、月经血块等临床症状亦有较好的效果。 

 
 

PU-1829 

艾灸至阴穴矫正臀位妊娠的临床研究 

 
季庆洁

1
,张宝娟

2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2.济宁市中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艾灸至阴穴矫正臀位妊娠的疗效。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将 60 例臀位妊娠孕妇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 30 例，

治疗组采用艾条温和灸双侧至阴穴，每次 20 分钟，每日 2 次艾灸至阴穴治疗；对照组采用膝胸卧位

法治疗，观察周期为 14 天。 

结果 治疗组治疗有效率为 80.57%。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61.67%,两组有效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的胎位转正率显著较高，治疗组未有孕妇出现因艾条造成的烧伤，5 例孕妇在艾条

灸前感到紧张，有眩晕症状，经休息和治疗知识的健康宣教后继续完成治疗。 

结论 艾灸至阴穴矫正臀位妊娠有效率高于膝胸卧位法。艾条灸至阴穴的效果确切，对孕妇和胎位均

无副作用，孕妇经健康教育后均可顺利完成疗程，是纠正臀位妊娠的较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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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1830 

观察针刺配合五官超短波治疗颞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疗效。 

 
季庆洁

1
,张宝娟

2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2.济宁市中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针刺结合五官超短波治疗颞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寻找治疗颞颌关节紊乱综合征

的最佳方法。 

方法 将 50 例颞颌关节紊乱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25 例和对照组 25 例。治疗组予针刺配合五

官超短波治疗：①五官超短波两电极并置于颞颌关节区，温热量治疗，时间为 20min；②针刺治疗

取穴：颊车、下关、听宫、合谷、足三里。颊车穴斜刺并向下关穴透刺，下关穴直刺；关节后区损

伤者刺听宫穴，嘱患者张口时直刺进针，患侧肌肉萎缩加足三里，因偏咀嚼引起颌面部两侧不对称，

即患侧颌面隆起者重泻合谷穴；伴头痛加太阳、头维、率谷穴；急性期采用泻法了快速进针得气后

给予中强刺激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同时令患者活动患侧颗领关节，留针 20min-30min，行针 l

次,。对照组给予硫酸氨基葡萄糖颗粒口服。连续治疗 10 d 后观察两组疗效。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5%,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5.0%,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5)  

结论 针刺配合五官超短波治疗颞颌关节紊乱综合征有较好疗效。 

 
 

PU-1831 

24 式太极拳对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降压效果及 

血脂水平的临床疗效评价 

 
李梦晓,金荣疆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评估 24 式简化太极拳运动对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HE）的降压效果及对患者血脂水平的影

响，对传统太极拳进行推广。 

方法 采用完全随机临床研究方法 ，将符合课题组纳入标准的 82 例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太极拳组和

对照组。太极拳组按要求每次练习 1 小时，每周 3 次，隔天练习一次，共练习 12 次，总计 36 次。

对照组按要求每次完成 1 小时的常规步行，每周 3 次，隔天步行 1 次，共练习 12 次，总计 36 次。

两组受试者均维持原有药物治疗不变，并在干预前、后均进行血压、血脂的测量。 

结果 两组患者在进行干预后，太极拳组患者的 SBP、DBP 值可以明显降低，且 SBP 的降低值更明

显；太极拳组的 TC、TG、LDL-C、HDL-C 值较入组时均降低。 

结论 太极拳运动可以明显改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血脂情况，减少高血压患者危险因素。 

 
 

PU-1832 

探讨肩关节控制训练对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效果 

 
王旗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肩关节控制训练对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肩关节半脱位患者,均采用肩关节控制训练

治疗,采用肩关节 Neer 评分评估治疗前后的肩关节功能,并对治疗后肩峰与肱骨头间隙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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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 12 个月的随访,治疗后 6 个月患者的 Neer 评分明显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6 个月和 12 个月的 Neer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 月、3 个

月、6 个月、12 个月的肩峰与肱骨头间隙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肩关节半脱位治疗中予以肩关节控制治疗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  

 
 

PU-1833 

针刺鼻三针结合雷火灸治疗常年性过敏性鼻炎  

（肺气虚寒型）的临床研究 

 
刘忠延 

1.敦化市医院,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2.敦化市医院,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目的 本课题通过针刺鼻三针配合雷火灸与抗组胺药氯雷他定片口服对比，对该病的疗效差异性进行

评价，为临床治疗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为针刺鼻三针配合雷火灸治疗过敏性鼻炎提供更加高效、安

全及易于操作的治疗方法。 

方法 选择符合入组标准的常年性过敏性鼻炎（肺气虚寒型）患者 68 例，采用简单随机方法,将 68

例患者按 1:1 比例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采用针刺鼻三针结合雷火灸治疗，对照组采用口服

抗组胺氯雷他定片治疗。治疗期间脱落 3 例，随访期间失访 3 例,剃除 2 例。最后具有完整的疗前、

疗后评价资料者共 60 例，其中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 

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0%，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93.4%，两组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均可以明显改善常年性过敏性鼻炎（肺气虚寒型）的主症与体征；治疗组在治疗结束 3 个月后

主症与体征总积分与治疗结束时总积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在治疗结束 3 个月后主症与体

征总积分与治疗结束时总积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刺鼻三针结合雷火灸为临床治疗常年性过敏性鼻炎（肺气虚寒型）提供了一种高效、安全、

无毒副作用的治疗方法，同时避免了口服西药带来的一系列毒副作用，为临床治疗本病提供了新思

路。 

 
 

PU-1834 

脏腑筋膜手法松解治疗肝郁证 68 例临床报告 

 
黄翠立 

河北省优抚医院 

 

目的 对于肝郁证的治疗，临床多以中药治疗、针灸治疗为主，辅以情志疗法。本文探讨通过细致的

触诊检查后，应用脏腑筋膜松解手法松治疗肝郁证的疗效和机理。  

方法 1 临床资料：患者包括门诊患者和住院患者，共 68 例，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42 例；年龄最

小 12 岁，最大 83 岁。 

2 证候诊断标准：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3.1 触诊检查 

      肝脏通过右三角韧带、左三角韧带、冠状韧带分别与横膈膜相连；通过镰状韧带与前腹壁和横

膈膜相连；肝脏在腹腔内是可以在三个平面自由活动一定的角度：以门静脉为中心的水平面上的内

旋和外旋、以左三角韧带为轴的冠状面上的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以冠状韧带为轴的矢状面上的前

滚和后滚。触诊目的在于分别检查肝脏在这三个平面上的活动性，找到肝脏活动受限的方向。 

一般肝郁证都至少在一个平面上有活动受限。 

3.2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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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到活动受限的平面后，向非受限的方向旋转运动肝脏，到达终点后，手稍稍放松并保持数

秒。再次检查肝脏在此平面的活动度，如果仍有受限，重复治疗。 

每三天治疗一次，三次为一个疗程。 

结果 疗程结束后，治愈 44 例（64.7%），好转 23 例（33.82%），未愈 1 例（1.47%）。总有效

率 98.53%。 

结论 肝郁证临床女性多与男性，多跟情绪有关。中医辨证为肝郁的患者，触诊时都能触到肝脏在腹

腔内三个平面的活动度降低，这与历代医家对肝郁的理解是相符合的。虽然我们中医的―肝‖和解剖学

上的―肝脏‖不是完全对应关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解剖学上分析肝脏的活动：  

肝脏是随着横膈的运动而被动运动的，在冠状面、矢状面和水平面上，以冠状面上的活动度最容易

被触诊到。肝脏是在三个平面上不停地运动者，其中某一个方向的活动受限都会导致肝郁证。通过

细致的触诊，找到肝脏活动受限的具体方向，再使用松解手法松解受限，会使肝脏恢复三个平面上

的良好活动度，患者的肝郁证会应手而解。  

使用脏腑筋膜手法调整肝脏活动受限从而治疗肝郁证，为我们中医肝郁证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路

径，为我们理解肝郁证提供了高贵的经验。  

 
 

PU-1835 

锤状指低温支具保守治疗的疗效观察 

 
徐海东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低温支具对锤状指保守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门诊就诊的锤状指患者 130 例，其中肌腱损伤锤状指 95 例，

骨性损伤锤状指 35 例；选择低温夹板支具将手指固定为近指间关节屈曲位，远指间关节过伸位，并

维持一定时间，使得撕脱的肌腱或骨折片和指骨基底能够保持接触，维持 6 周的夹板固定后，根据

6 周夹板固定的效果选择是否只进行夜间的 2周佩戴，若 6周效果不佳则继续持续佩戴 2周再观察。

固定期间要求患者观察并调整手指在夹板内的姿势，并注意保护手指，避免划伤及过度受压。 

结果 门诊统计的 130 例锤状指患者中，有 90 例得到三个月的随访，腱性锤状指外形得到纠正，骨

性锤状指骨折愈合，外形得到纠正，其中 86 例患者恢复远指间关节关节活动度；4 例疗效不满意，

分析原因，佩戴不合适，佩戴时间短，依从性差有关；2 例改为手术治疗；2 例未再治疗。 

结论 低温支具对肌腱损伤锤状指和骨性损伤锤状指保守治疗有一定的效果，并且患者依从性好。患

者佩戴方法正确，佩戴时间和强度遵循医嘱，均可得到较为满意的效果。 

 
 

PU-1836 

古代针灸防治中风的处方规律研究 

 
刘西通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研究古代针灸防治中风的处方规律。 

方法  文献学方法。 

结果 主要是―七穴方‖和―足三里、绝骨‖方，灸多于针。 

结论 防治中风针灸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应发扬灸法防治中风。艾灸具有疏通经络，温阳补气，温通

经络，消於散结，补中益气等作用，用料简单，操作方便，在预防疾病的发生，病后防复及强身健

体，益寿延年方面比针刺具有更好的疗效。艾灸施之于外，神气应之于中，则有行气和血，息风潜

阳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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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7 

蜡疗在痉挛型小儿脑瘫中改善肌张力和关节活动度的疗效观察 

 
侯晓燕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 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蜡疗在痉挛型小儿脑瘫中改善肌张力和关节活动度的临床观察和疗效。 

方法 将我科 2016 年 7 月---2017 年 5 月选出 8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均符合 2014 第六届中国康复

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小儿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提出的最新定

义及指定的标准及分型，全部为痉挛型脑瘫，将这 80 例脑瘫患儿知情同意后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作

为治疗组给予加蜡疗的康复训练，另一组作为对照组只给予除蜡疗外的综合康复训练。 

结果 特别加强蜡疗的患儿肌张力及关节活动度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蜡疗在痉挛型脑瘫中改善肌张力和关节活动度有着重要的康复意义。 

 
 

PU-1838 

脑卒中早期床边康复治疗效果及意义 

 
谢俊涛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究早期床边康复对脑卒中患者治疗效果及意义。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的脑卒中早期患者（发病 1 个月以内患者）20 例，其中男 11 例，女 9 例；年龄

（65±5.6）岁；脑梗死 7 例，脑出血 13 例，所有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患者住院期间给予营养支持、

抗感染、神经营养、吸痰、口腔护理及关节被动活动或辅助主动运动等。治疗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得分（barthel 指数）平均 13.2 分，最高是 25 分，最低是 5 分；运动功能得分(简化 Fugl-Meyer)

平均 8.3 分，最高得分 20 分，最低 0 分。在我院住院期间对患者进行电子生物反馈刺激、吞咽训练、

患侧关节被活动、床边气压训练、床边下肢主被动训练,膀胱功能中频电刺激等治疗。观察治疗前后

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得分（barthel 指数）、运动功能得分(简化 Fugl-Meyer)。 

结果 结果:治疗 3 个月后患者 barthel 得分≥53.5±8.5 分的患者有 8 人， barthel 评分≥40.3±7.5 分的

患者有个 9，无变化 3 人，效果明显优于治疗前水平（P＜0.5）。简化 Fugl-Meyer 得分≥36.5±6.2

分的患者有 8 人，Fugl-Meyer 得分≥26.5±5.5 分的患者有 9 人，无变化 3 人，均明显优于治疗前水

平（P＜0.05）。 

结论 早期脑卒中患者病情稳定情况下合理运用电子生物反馈刺激疗法、床边气压治疗、徒手治疗、

体位转移等康复手段结合常规康复治疗技术，能更好的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预防患者肌肉萎缩，

改善肢体运动功能。 

 
 

PU-1839 

中医定向药透疗法治疗肩手综合征临床体会 

 
周璇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中医定向药透治疗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4 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科收治的肩手综合征患者 82 例,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均 41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康复,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医

定向药透治疗；两组患者疗程均为 2 周，通过关节功能综合评定指标：主要为疼痛、关节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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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常生活能力三方面的综合评定，常采用百分五级评定法，总分为 100 分，其中疼痛 30 分，关

节活动度 30 分，日常生活能力 40 分。以及疗效标准功能评定：疼痛分级（:0～4 级）：痛严重，

活动受限为 0 级；疼痛中度，可耐受为１级；日常生活疼痛为 2 级；压痛为 3 级；无痛为 4 级。疗

程评定：疼痛消失，肩手功能 4 级正常为治愈；轻微疼痛，关节活动均增加 2 级为显效；疼痛、ROM 

均增加１级为有效；疼痛和肩关节活动无改善为无效。通过上述方法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经常规康复治疗 2 周，治愈 7 例，显效

15 例，有效 16 例，无效 3 例。对照组：经中医定向药透疗法治疗 2 周治愈 15 例，显效 18 例，有

效 7 例，无效１例。 

结论 中医药透疗法操作简便易行，定位准确，安全性高，针对性强，疗效显著，能够改善肩手综合

征患者症状，值得临床应用。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进一步提高中医药透治疗肩手综合征

的临床疗效。 

 
 

PU-1840 

PNF 伸展练习与静力性伸展练习对提高大学生腘绳肌 

伸展性效果的对比研究 

 
任绪艳,刁奇甲,刘华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研究 PNF 伸展练习和静力性伸展练习对提高大学生腘绳肌伸展性效果的差异。 

方法 抽取 20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再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10 人；分别采用 PNF 伸展练习

和静力性伸展练习方法进行为期四周，每周三次的练习；实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均进行坐位体前屈成

绩的采集，并对比分析实验前后的数据。 

结果 两种伸展练习都可以提高肌肉伸展性，并且 PNF 伸展练习效果（p<0.01）优于静力性伸展

(p<0.05)；在规律性周期性的 PNF 伸展练习后，腘绳肌伸展性较差的人群(p<0.01)成绩提高幅度大

于腘绳肌伸展性较好的人群(p<0.05)，在静力性伸展练习中也存在这种现象；静力性伸展练习对那

些肌肉伸展性已经比较好的人提高效果不明显(p>0.05)。 

结论 如果仅从最大幅度地提高肌肉伸展性的角度，更推荐采用 PNF 伸展练习；尤其是针对肌肉伸

展性较差的人群，PNF 伸展练习效果更好；静力性伸展练习虽然效果不如 PNF 伸展练习，但容易

操作，可独立完成，但肌肉伸展性较好的人群采用此种方法进步缓慢，效果不突出。 

 
 

PU-1841 

镜像疗法对偏瘫患者上肢肌张力影响的临床研究 

 
霍飞翔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旨在探究镜像疗法的应用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上肢肌肉的肌张力的影响。 

方法 将 50 例患有脑卒中的单侧偏瘫患者应用随机分配法分为对照组和康复组，每组人数各 25 例。

对照组进行常规康复训练，治疗方法根据中国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2011 完全版）中推荐应用的治

疗内容对患者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康复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新增加入镜像疗法。两组患者均接

受治疗 4 周，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 2 周后、4 周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评定量表和 Barthel( BI) 指数

进行评价。 

结果 康复组治疗前、治疗 2 周、4 周后上肢改良 Ashworth 评分（分）分别为 2．55 ± 0.76、2.23 ± 

0.82、1.70 ±0.67， BI 评分分别为 49.65 ± 13.62、53.28 ± 14.78、62.38 ±13.48，治疗后两组评分

较治疗前以及对照组均有提高，且康复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P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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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一般的康复治疗中加入镜像疗法可更有效地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上肢高肌张力情况，从而

对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和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一定的提高作用。 

 
 

PU-1842 

软组织贴扎技术对肩手综合征的治疗效果 

 
霍飞翔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研究软组织贴扎技术（肌内效贴）结合常规治疗对肩手综合征的治疗效果。验证软组织贴扎结

合常规治疗的康复效果比单纯常规治疗的康复效果好，并将此法应用到肩手综合征的临床治疗。 

方法 选取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住院的 50 例偏瘫患者（并伴

有肩手综合征），将其分为对照组 25 例，实验组 25 例。对照组进行中医透药、蜡疗等常规物理治

疗，实验组在这个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再进行软组织贴扎。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手功能、疼痛、

水肿程度变化。 

结果 两周后，实验组消肿率 30%，对照组消肿率 70%，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对照组对肩手综合征的明显消肿率高，实验组治疗后 FMA 评定比较

(`X±S），对照组治疗前 30.50±7.72，治疗后 40.60±10.58，实验组治疗前 32.50±10.90，治疗后

53.10±4.37，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治疗前、后

VAS 疼痛评定指数，对照组治疗前 8.00±0.77，治疗后 4.00±0.77，实验组治疗前 8.20±0.74，治疗

后 2.00±1.00，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软组织贴扎技术结合常规治疗对于肩手综合征效果高于仅进行常规治疗的效果，它可以改善局

部的血流、促进淋巴回流、消除软组织肿胀及疼痛，增加感觉输入，放松软组织或促进软组织功能

活动可采用肌内效贴，此作用广泛延伸到神经康复领域，对改善患者手功能，减轻疼痛，消除水肿

具有较好效果。推荐应用到肩手综合征临床治疗中。 

 
 

PU-1843 

肺功能训练联合中频电刺激对偏瘫患者体位转移功能 

恢复的疗效分析 

 
宋旭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肺功能训练联合腰背部中频电刺激对早期卧位偏瘫患者体位转移功能恢复的疗效分析。 

方法 早期卧床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分为治疗组(n=30)及对照组(n=30)。两组均予以肺功能训练，

治疗组在再增加腰背部中频电刺激，改善腰背部肌力状况。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1 周、治疗 2 周后

采用表面肌电标记腰部肌群肌力增长率、Holden 步行评定表、Barthel 指数(BI)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初始表面肌电、Holden 评分、Barthel 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2 周，

两组患者表面肌电增长率、Holden 评分、Barthel 评分均比治疗前提高(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肺功能训练联合中频电刺激治疗能有效改善早期卧床偏瘫患者体位转移能力，提高坐位平衡能

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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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4 

探究足趾屈曲对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张晓东,何兰兰,尚清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究足趾屈曲运动对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3—2016.10 对我院收治的 60 例 2 周岁到 6 周岁之间的脑瘫患儿，其中 2 到 4 岁为

28 例，4 到 5 周岁的为 18 例，5 周岁以上有 14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采用常规的

康复训练法，观察组在此基础加用足趾屈曲功能训练。 

结果 通过 2-3 个月的针对性训练，两组运动功能均有明显提高，观察组各项指标改善程度均优于对

照组。 

结论 足趾屈曲功能可以改善患儿下肢足弓发育，并显著提高站立平衡及行走能力，较常规训练更有

优势。 

  
 

PU-1845 

偏瘫肩痛患者康复训练过程中配合简单呼吸训练对 

肩痛的疗效分析研究 

 
郭环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偏瘫肩痛患者康复训练过程中配合简单呼吸训练对肩痛的疗效。 

方法 A 组：以 Bobath 技术为主的神经促进技术进行运动训练。 

B 组：在 A 组基础上训练时配合吸气呼气，注意不要憋气，运动过程中持续吸气或者吐气。具体训

练方法如下(以右侧为患侧)。 

1.肩前屈时吸气，从前屈位伸展时吐气 

2.前锯肌的训练 

1.2.2.3 背肋式呼吸，不同于胸式呼吸，仰卧位呼吸时后背部向床方向扩张，可提高腹直肌上部肌力，

提高躯干稳定性，躯干稳定性提高后降低上下肢的协同运动，从而降低上肢肌张力，减轻肩痛。 

每组康复训练时间为每次 30min，每天 1 次，每周治疗 6d，B 组每次训练时提示患者配合吸气吐气，

训练的强度及运动量根据患者的承受情况而定。 

1.3 评定方法 

在治疗前和治疗结束后，分别于入组时、治疗 4 周末，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简化 Fugl-Meyer

评定上肢功能评分进行评定。 

结果 B 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差值、FMA 评分差值均高于 A 组。 

结论 偏瘫患者呼吸肌半侧瘫痪或者痉挛，使胸廓伸展受限，因此偏瘫患者早期必须进行四肢及躯干

的被动活动和呼吸训练，偏瘫训练时配合吸气呼气可明显改善肩部肌肉疼痛症状，且偏瘫患者比正

常人耐力差，因此训练时要注意改善有氧代谢，增加有氧训练，避免训练时憋气，同时强化整体的

呼吸训练可以降低躯干肌张力，使患者站立及步行时降低肌张力，从而纠正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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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6 

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研究进展 

 
王让让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分析兴趣疗法在脑卒中患者疾病康复过程中的作用和效果。 

方法 1.1 临床资料。选取我院康复科 2017 年 5 月－2018 年 10 月收治的病人，将所有病号随机分

为兴趣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 

1.2 方法。 

1.2.1 常规治疗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包括偏瘫肢体综合训练、关节松动训练、针灸治疗、理疗、

电动起立床训练等。 

1.2.2 兴趣治疗组采用兴趣干预疗法。兴趣治疗组由康复治疗师每次常规康复训练中插入兴趣项目：

（1）针对患者发病前的兴趣爱好状况，康复治疗项目中尽可能的插入患者病前爱好的事物及活动，

配合偏瘫肢体综合训练等；（2）鼓励家人参与到康复治疗中来，配合患者关系较好的朋友结合治疗

师进行康复治疗；（3）护理人员可以为患者播放患者病前爱听的音乐，把病房布置成患者喜欢的环

境，提高患者的兴趣，从而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1.3 对比两组患者的康复训练依从性以及康复效果。 

疗效判定分三个级别。有效：患者经过康复治疗后达到预期治疗效果，治疗有效。好转：通过康复

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初步达到治疗效果。无效：康复治疗后，患者无明显改善。治疗总有效率

＝（有效例数＋好转例数）／治疗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17.5 统计软件包对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好转率以及治疗依从性等数

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Ｘ
２

检验，Ｐ＜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兴趣治疗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65.45％、好转率为 31.61％，总有效

率为 97.55％，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的治疗有效率 54.11%、好转率 25.30％以及总有效率 81.54％

（Ｐ＜0.05）。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依从性。兴趣治疗组的护理依从性为 94.67％，明显高于常规

治疗组的 83.63％（Ｐ＜0.05）。 

结论 兴趣疗法在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提高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治疗依从

性，值得临床推广 

 
 

PU-1847 

补阳还五汤加味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梗死患者运动 

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刘素,徐存理,李营营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补阳还五汤加味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梗死的有效性。 

方法 将 160 例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80 例。对照组采用基础结合康复治疗,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中药。 

结果 临床观察表明两组治疗均能够提高脑梗死患者的运动功能,改善神经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总有

效率达 92.5%。 

结论 本研究证明补阳还五汤加味结合康复训练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治疗方法,它能够改善脑梗死患者

的神经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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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8 

口吃治疗技术在 1 例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患者合并 

言语障碍 的疗效研究 

 
邱丽芳,赖靖慧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口吃治疗技术在进行性核上性麻痹患者合并言语障碍的疗效观察。 

方法 对 1 例 76 岁，男性，诊断为进行性核上性麻痹患者合并严重的音节、单词甚至短句重复进行

口吃治疗技术（流利塑造疗法与口吃改变疗法）干预。其中流利塑造疗法主要应用减慢语速（slow 

speech rate）和软起音（gentle voice onset）两种策略，口吃改变疗法主要应用齐读策略。治疗 4

周（每周 5 次，每次 60 分钟）后，患者音节、单词与短句的重复频率均明显降低，语音清晰度明显

提高。 

结果 口吃治疗技术（减慢语速、软起音、齐读）降低 PSP 合并音节、单词、短句重复的频率、提

高言语启动速度，其改善的潜在机制还需进一步讨论。 

结论 PSP 患者的言语障碍除了从呼吸、共鸣、构音、发声系统进行训练外，当患者出现语音的口

吃样改变，如语音的重复，语速不断增快等表现时，应该考虑应用口吃治疗策略，通过改善患者的

言语流畅性，从而提高患者的言语清晰度，促进患者更有效的功能化交流。 

 
 

PU-1849 

早期进行系统康复治疗对股骨干骨折术后患者 

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 

 
王海涛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研究早期进行系统康复治疗对股骨干骨折术后患者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在我院行手术治疗的股骨干骨折患者 2 组，每组 25 名,Ⅰ组患者从术后第二天起即给

予早期康复治疗，疗程 1 月,Ⅱ组患者自行康复锻炼，自行训练 1 月后，随访患者肢体功能恢复情况，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的关节功能恢复情况，通过对比患者患肢肌力、关节活动度、肌维度、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来对比优劣。 

结果 Ⅰ 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肌力均有较大程度改善，肌维度较前下降不明显，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改善明显；Ⅱ组患者肌力、关节活动度改善不明显，部分患者膝关节出现不同程度僵硬，肌肉萎

缩明显，日常生活能力较差，大部分患者有再次入院进行康复训练意愿，且效果较慢，疗程较长，

给患者带来较大经济压力，两组关节功能的恢复效果相比存在显著差异 P<0.01。 

结论 早期的康复治疗对于骨折患者有促进肿胀消退减轻疼痛防止肌肉萎缩促进骨折愈合防止关节

粘连、软化疤痕防止废用综合征，不进行早期的康复治疗会关节活动受限肌肉萎缩，肌力减退步态

异常，日常生活能力差。可见适时适度的康复治疗，不但可使损伤尽快愈合，还可使功能尽快恢复，

减少伤残，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早期的康复干预可促进新陈代谢，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等严重并发症，

加强营养代吸收，减少骨质疏松，同时亦可降低医院平均住院日，缓解医院压力。 

  
  
 
 

https://www.haodf.com/jibing/guzhe.htm
https://www.haodf.com/jibing/guzhe.htm
https://www.haodf.com/jibing/guanjiesunshang.htm
https://www.haodf.com/jibing/guanjiesunsha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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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50 

悬吊运动疗法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的疗效分析 

 
张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目的  观察悬吊运动疗法对于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的治疗效果和优势。 

方法 将 42 例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分别 21 例，两组患者均符

合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诊断标准，在年龄、性别、病程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

组运用常规运动治疗，包括腰背肌肌力训练、Bobath 球核心稳定性训练；治疗组采用悬吊运动疗法，

包括中性区摆放，在仰卧位、侧卧位和俯卧位下弱连测试及弱连的强化训练。治疗每周三次，连续

治疗四周。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及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DI），分别在治疗前以及

治疗后 1 个月对两组患者进行疼痛和功能障碍评估。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疼痛和功能障碍较治疗前均有改善，但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两种运动疗法都可以有效改善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的疼痛和功能障碍，但悬吊运动疗法的

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常规运动疗法。 

 
 

PU-1851 

传统功法“六字诀”对缺血性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肺功能 

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运峰,李响,杨帅,邵士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观察―六字诀‖对缺血性脑卒中后恢复期患者的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缺血性脑卒中后恢复期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例，以上患者给予常规康复科护理，根据患者肢体功能障碍有针对性训练，比如偏瘫肢体综合训练

等，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呼吸训练（腹式呼吸、缩唇呼吸等呼吸肌训练），1 天 1 次，每次 30min.1

周 5 次。观察组给予患者传统功法―六字诀‖（嘘、呵、呼、呬、吹、嘻）锻炼，―嘘‖字睁开双眼，吸

气时轻轻闭合。―呵‖字双手轮流单举托天，吸气时放下。―呼‖字做吹口哨的动作，吸气时口形还原。

―呬‖字双手托天，吸气时放下。―吹‖字双手抱膝，吸气时双手松开。―嘻‖字则配以侧卧放松的姿势(也

可平坐或站立)。六字诀训练，早晚各一次，一次 15min，一周五次。治疗前和治疗 1 周、4 周和 8

周后采用意大利科时迈（COSMED）多功能肺测试仪评估患者肺功能，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l)、

一秒率(FEVl/FVC)、用力肺活量(FVC)、最大通气量(MVV)、深吸气量 (IC)和肺总量 (TLC)。用生

存质量量表 (WHOQOL-BREF)评价患者生存质量水平。 

结果 (1)肺功能变化情况：两组治疗后 1 周，与治疗前相比,两组略有增加，但是，FEVl 和 FEVl/FVC

值对照组优于观察组(P<0.05)，MVV、IC 和 TLC 差异不显著（P＞0.05）。4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

两组肺功能指标均显著性上升(P<0.05),两组FEVl、FEVl/FVC、FVC和MVV差异不显著（P＞0.05）。

8 周随访，两组肺功能均有多回升，但两组较治疗前仍降低（P<0.05），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

(2)生活质量评分变化情况：两组患者治疗 1 周后,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无明显改善；4 周后,

两组生活质量均有所改善(P<0.05),对照组组改善较观察更好(P<0.05)。而 8 周时,两组生活质量出现

下降,,但观察组仍优于对照组组(P<0.05)。 

结论 ―六字诀‖训练能较长久的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肺功能，并能提高患者长期生存质量，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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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52 

吞咽造影数字化分析评估针刺治疗脑干卒中后 

吞咽障碍疗效的作用 

 
单昕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使用吞咽造影(VFSS)数字化分析方法观察针刺治疗对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食道上括约肌

(UES)和舌骨移动功能的影响,定量评价脑干卒中后吞咽功能变化。 

方法 30 例脑干卒中后经吞咽造影确诊为咽期吞咽障碍的患者,分为针刺治疗组与吞咽常规治疗组,

每组各 15 例。 

1.2.1 吞咽常规治疗组仅给予常规吞咽康复训练,2 次/d,每次 30min;两组治疗均为 5 次/周。 

1.2.2 针刺治疗组给予常规吞咽康复治疗,同时接受针灸治疗，取廉泉、翳风、脑户、风府、哑门等

穴施针，并配合补泻手法、温和灸、电针等。每日各 1 次,每次 30min; 

1.3 对比两组患者的康复训练效果。分别在治疗前、拔除鼻饲管或治疗已达 3 周后,进行功能性经口

摄食量表(FOIS)、吞咽造影评估并进行数字化测量分析。数字化分析测量的指标包括舌骨位移距

离,UES 最大开放前后径宽度。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设 P<0.05 有显著性意义，采用双侧检验。

由于本组资料方差不齐，使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分析参数间相关性，对患者吞咽稀流质、浓流质

及糊状食物时舌骨位移、UES 最大开放幅度等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

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Ｘ２检验，Ｐ＜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针刺治疗组 8 例患者拔除了鼻饲管,吞咽稀流质、浓流质及糊状食物时舌骨位移距离,UES 最大

开放幅度治疗前后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常规治疗组仅有 2 例拔除了鼻饲管,治疗后吞咽稀流

质、浓流质及糊状食物时舌骨位移距离,UES 最大开放幅度治疗前后差异没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采用吞咽造影数字化分析量化评价脑干卒中患者针刺治疗前后舌骨位移及食道上括约肌最大

开放幅度的变化，发现针刺治疗后，患者吞咽不同性状的食团时，舌骨的位移及 UES 的开放均有明

显改善。表明针刺治疗后对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明显有效。相较其他吞咽障碍功能评估，吞咽造影

数字化分析能够有效地量化吞咽功能,可用于分析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治疗前后的变化。 

  
 

PU-1853 

早期重症康复在重症 ICU 脑卒中患者早期长期卧床 

并发症预防中的作用 

 
杜广东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早期重症康复在重症 ICU 脑卒中患者早期长期卧床并发症预防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重症 ICU 脑卒中患者 5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及试验组各 2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临床

护理治疗方法，试验组在常规治疗方法基础上增加早期重症康复治疗。 

结果 试验组患者早期长期卧床并发症出现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 

结论 早期重症康复能有效预防重症 ICU 脑卒中患者早期长期卧床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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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54 

直腿抬高训练对重症患者预防下肢血栓的效果 

 
孙慧敏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探讨直腿抬高训练对早期重症患者预防下肢血栓的效果。 

方法 1.1 选取我院重症医学科 2018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康复训练病人 70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35 例）和观察组（35 例），对照组 35 例，其中男 16 例，女 19 例，年龄 44 一 68 岁，平

均年龄(57.10 士 2.15 岁)，观察组 35 例，其中男 18 例，女 17 例，年龄 43 一 66 岁，平均年龄(55.50

士 3.20)岁，两组患者治疗前均无下肢静脉血栓。两组患者均给予早期康复训练，对照组给予常规康

复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患者直腿抬高训练。两组治疗均为 5 次/周，两周为一疗程。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运动康复训练，包括四肢各关节被动活动训练，利用 Rood 技术进行相关运动

肌肉刷擦刺激感觉输入训练，翻身叩背训练，拍打刺激训练。治疗每天一次，每次 30min。 

1.2.2 观察组在常规运动康复训练基础上，给予患者双下肢直腿抬高训练，每个 5s，10 个/组，共 3

组。治疗每天一次，每次 30min。 

1.3 对比两组患者康复训练后预防下肢血栓的效果。 

治疗 2 周后进行下肢静脉彩超检查，统计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17.5 统计软件包对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好转率以及治疗依从性等数

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Ｘ
２

检验，Ｐ＜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者治疗周期结束后下肢静脉彩超检查结果分析比较，观察组患者无下肢静脉血栓

发生，对照组中出现 4 例(8.3%)，两组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直腿抬高训练可有效减少重症患者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减少患者在早期卧床制动阶段肢体并

发症的发生，利于患者及早进行功能性康复训练，利于提高患者康复依从性及康复信心，具有较好

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PU-1855 

脑瘫病的新康复与治疗 

 
孟阳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本文主要介绍了脑瘫病的定义、分型、病因及发病机制、病理、临床表现、临床诊断，以及一

套结合中医、西医、中华武术及脑瘫病人的特点治疗脑瘫病的特效康复方法。 

目前，国内外对脑瘫病的治疗是以康复为主，所采用的康复疗法也几乎相同。如对患处进行按摩、

针灸、功能训练及采用一些营养神经细胞药物等等。多年来一直应用的这些方法极少产生显著效果，

致使对脑瘫病的治疗处于无特效治疗状态。本文将介绍一套以结合中医、西医、中华武术及脑瘫病

人的特点治疗脑瘫病的特效康复方法。这种方法能在较短时间内使病人各项的功能得到很快的改善

和提高．达到康复，改变了脑瘫治疗中的无特效状态，具有手术及其他目前常规疗法不能有的神奇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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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56 

中药泡洗结合向心性压迫缠绕法治疗脑卒中后肩 

手综合征的疗效探析 

 
马永庆,邢畅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观察温阳化瘀方中药泡洗结合向心性压迫缠绕法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Ⅰ期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 30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 (15 例) 和对照组 (15 例) ，对照组予以常规基础对

症治疗及功能锻炼方法，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泡洗法结合向心性压迫缠绕法，14 天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析。 

结果 2 个疗程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的 FMA、VAS 评分方面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且治疗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关节活动度及肿胀情况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应用温阳化瘀方中药泡洗结合向心性压迫缠绕法对卒中后肩手综合征可显著改善患肩上肢与

手的疼痛、肿胀，进而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降低致残率、提高生存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PU-1857 

无轨迹康复训练改善偏瘫患者手功能的机理分析 

 
王晓丽,马光慧,李奎,谭英,杨俊生 

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对陕西省人民医院杨俊生主任医师提出的一种新作业疗法——无轨迹康复训练改善偏瘫患者

手功能的机理分析总结。 

方法 查阅文献，基于国内外学者对手功能康复机理的研究，将近几年的文献进行整理，归纳与无轨

迹康复训练治疗机理相关的文献，将行之有效的主要理论形成综述。其机理主要有：1.现代医学解

剖理论；2.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3.现代医学康复治疗技术对手功能恢复机制的研究。 

结果 无轨迹弹子康复训练改善偏瘫患者手功能的机理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根据现代医学解剖理论，大脑可支配手的功能，相反手的运动可反作用于大脑，从而证明无轨迹

康复训练可改善手功能；根据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理论，弹子无轨迹的运动是通过反射与随意运动结

合，促进运动反射的出现；通过弹子重复的、无轨迹的训练，降低此通路中的突触阻力，避免大脑

的储存、记忆，使随意运动更加精细协调。 

2.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可塑性：通过无轨迹康复训练，可促进大脑结构的重组和功能的重建；诱导患

手反复被动活动，相当于强制性运动疗法，在外周防止出现健手代偿性使用而造成患手废用性萎缩

的发生,在中枢使脑功能重建，从而达到改善偏瘫患者手功能的目的。 

3.现代医学康复治疗技术对手功能恢复机制的研究：已有研究通过各种手功能的康复训练在 fMRI图

像中相应区域产生激活现象，从而推断无轨迹康复训练亦可在相应区域产生大脑激活；促进局部的

血液循环，刺激末梢神经，解除肌肉的痉挛；促进患手触觉的改善。 

结论 无轨迹康复训练作为一种被动的康复治疗方法，早期应用可以降低肌张力，解除肌痉挛，促进

大脑皮层结构重组、功能重建，为恢复期进行其他的康复训练奠定了基础。它改善偏瘫患者手功能

障碍虽有独特的优势，在临床康复治疗中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由于研究此方法的学者很少，其机

制目前仍为推断，仍需进一步的探究，本文为其进一步在临床推广提供一种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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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58 

心理护理干预联合生物反馈电刺激对产后盆底肌肌力恢复  

的临床疗效观察 

 
潘思安 

株洲市第一医院,湖南省,株洲市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干预联合生物反馈电刺激对产后盆底肌力恢复的疗效观察 。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表将 2015 年 5 月—2016 年 12月在本院收集的 96 例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产妇分

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各 4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治疗组于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采

用心理护理干预。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盆底表面肌电分析仪测定治疗前、后两组盆底肌力，焦虑评

分和抑郁评分，统计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结果 治疗后，两组产妇的Ⅰ类肌纤维、Ⅱ类肌纤维、静态盆底肌张力、焦虑、抑郁状况均较治疗前

明显改善,P<0.05；治疗组产妇Ⅰ类肌纤维、Ⅱ类肌纤维、静态盆底肌张力、焦虑、抑郁状况较对照

组产妇比较，改善情况更加明显,P<0.05。 

结论 采用心理护理联合生物反馈电刺激对产后盆底肌力恢复疗效显著且安全。 

 
 

PU-1859 

中医康复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张俊勇,徐战争,王珊 

郑州大学 

 

目的 中医康复学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是对我国中医药发展的重大考验。目前中医康复学的

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临床应用方法，但是由于中西医结合的特

点和具有现代化手段的康复理论体系和康复临床方法相结合，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发展中医康复学

教育和人才培养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伴随社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医康复医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

越来越重要，而康复人才也开始表现出了相对缺乏，大力推进中医康复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可以促进中西医结合体系的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改善社会伤残率、满足社会对康复人才

的需求，为中医康复学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提供实践策略。 

方法 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和 SWOT 分析法，通过对中医康复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优势和劣

势进行分析，同时针对中医康复学的理论体系的进行分析，实现加强中医康复学人才培养的预期效

果，为中医康复学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依据。 

结果 中医康复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存在很大的优势。伴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医康复学在运

用运用中医理论体系的同时也逐渐和西方康复学相结合，不仅加强了中西医的融合交流，也改变了

人们对于传统康复学的认识。中医康复学作为一门中西医结合的新兴学科，极大地推动着现代康复

医学的发展与建设。中医康复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存在很大的优势，主要是因为中医康复学包括

未病先防与已病防变两种阶段、中医独具特色的治疗思想和手段、中医的治疗方法简洁。 

结论 中医康复学学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中医康复学学科的建设，中医康复学科建设应该做到以下几

点：1.构建科学的学科课程和合理的专业结构体系；2.制定新颖的教学理念和管理理念；3.加大中医

康复学师资力量建设的投入；4.提高中医药院校教育的各项教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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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0 

华仁汉钢总医院社区康复项目发展战略研究 

 
杨唐柱,张威,曹敏 

华润武钢总医院 

 

目的 运用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研究工具对华仁汉钢总医院医院社区康复项目进行发展战略研究。 

方法 本文运用 SWOT 方法分析华仁汉钢总医院社区康复项目内外部环境，通过 SWOT 矩阵分析得

出 SO 战略、WO 战略、ST 战略、WT 战略，并做出战略选择。 

结果 本文运用 SWOT 方法分析华仁汉钢总医院社区康复项目内外部环境，得出宏观经济及国家政

策支持康复医疗发展，康复医疗产业处于发展上升期，大规模医疗集团更有竞争力等机会；医改进

入攻坚期，医疗竞争加剧，康复医疗自身发展存在诸多问题等挑战；华仁润集团重视医疗发展且实

力强劲，开展社区康复项目有一定竞争实力等优势；学科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且项目早期支持薄

弱并缺乏项目运营经验等劣势。通过 SWOT 矩阵分析得出 SO 战略、WO 战略、ST 战略、WT 战

略，并做出战略选择。 

结论 在社区康复项目早期，以 ST 战略为主，混合使用 WT 战略，要点如下：加强康复医学科学科

建设；效仿集团内快捷诊所项目；争取集团高层支持，利用集团优势，自建康复医疗分级诊疗体系，

培育社区康复技术人才；谨慎选取早期试点社区。在社区康复项目中后期，以 SO 战略为主，要点

为借助集团优势进行全国多点连锁复制。 

 
 

PU-1861 

一站式个体化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在痉挛状态患者中的 

临床应用研究 

 
朱俞岚,张海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探究建立和推广关于对痉挛状态专病应用康复医学科、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及骨科组成多学科

联合诊疗模式的临床应用。 

方法 2016 年 6 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立了全国首个由康复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神经

内科四大国内顶级学科组成的针对痉挛状态患者（包括：脑瘫、痉挛性截瘫、卒中后遗症、脑外伤

后遗症、脊髓损伤等）一站式联合诊疗团队。回顾 2016 年 6 月—2018 年 5 月，医院对痉挛状态

MDT 诊疗模式建立和推广过程，就诊患者 160 例进行电话随访、满意度测评，对比专病联合诊疗实

施前后各科临床医生对痉挛状态疾病的了解与诊治，统计专病诊疗带来的问题及成效。 

结果 以病人为中心的多学科联合诊治，通过立体化康复评估模式，用阶梯式连续性的最优诊疗方案

使患者得到全方位的诊治，从而获得解决或改进痉挛状态的良好机会。这套诊疗方案包括规范化的

康复评估、步态分析、影像学评估、精准的神经疾病鉴别诊断，药物选择干预、个体化的神经电生

理监测下的神经外科手术、骨科矫形手术、肉毒毒素注射、以及术后的康复全程监管。实践证明其

对痉挛状态的患者在运动功能、疼痛管理、生活自理能力及被照顾者管理等方面效果斐然。患者及

家属满意度达 100%。 

结论 康复医学科、骨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多学科联合参与的一站式个体化诊疗模式是痉挛状态

诊疗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提升各学科医疗技术水平及患者康复效果均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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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2 

基于 WSRS 视角下对康复患者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研究 

 
王文帅 

吉林体育学院 

 

目的 建立康复患者满意度评价康复医院提供定量指标，促进我国医疗卫生康复事业稳定发展。 

方法 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德尔菲法；运用层次分析法。 

结果 康复患者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运用 WSR 视角分析下，阐述了康复患者满意度是康

复医疗水平、康复医疗费用、医院建设、康复流程、服务态度和医德医风、六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

果，其中康复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是影响康复患者满意度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对康复患者满意

度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康复医疗机构的康复技术整体水平不高，那么提高其他服务的质量也无法

增加患者医院整体的满意度。在保证康复技术水平达标的前提下，提升医德医风、服务态度、医院

建设可以提升患者对医院整体满意度。康复流程体现患者康复的便捷性，优化的康复流程可以降低

患者医疗的时间成本，是医院提髙患者满意度的基础。降低或者取消患者所需要支付的额外费用，

比如材料费、工具使用费、停车费等等，可以降低患者看病的成本。所以康复医疗技术是前提，医

院建设、康复流程、服务态度、医德医风、康复医疗费用是基础，医疗服务质量是这六个影响因素

共同决定的，共同形成了患者对康复医疗机构整体满意度的感知程度 

结论 康复患者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国家推进医疗改革发展、完善医疗体系正确举措。康

复患者满意度评价指标的形成，有利于加快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推进，通过康复患者满意度的调查，

可以使医院管理者听到患者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医院领导科学管理运营医院。评价结果不仅能反

映出康复机构发展状况，还能为医疗卫生部门工作的合理开展提供参考，使政策的调整能够从患者

需求出发，找出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康复机构新方案。同时也可以直观的反映出一个康复季候管理

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漏洞，也能提高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通过不断改进探寻更高阶段的发展目标，

逐步完善康复患者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PU-1863 

浅谈整合医学视域下的康复医学 

 
王碧轩 

西安医学院 

 

目的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一些疾病的日益年轻化,人们健康观念的改变和生活需要的提高，生

存质量作为一个新的健康指标被引入了医学界，康复医学作为提高人类生存质量必需的医学学科也

逐渐受到重视。现代康复医学八十年代后期才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冠心

病、肺心病、脑血管疾病等发病率明显增多，许多疾病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由单一病因引起的。同时，

由于近几年大健康理念的提出和全社会健康观念的日益提升，人们更关心的是怎样在基础治疗完成

后有质量的继续生活，以提高现有生活质量。本文旨在改变现代医学以疾病防治为主的理念，力求

构建新型整合康复医学体系以切实实现对人类健康的全周期维护。 

方法 本文将以康复医学作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目前全社会健康理念的转变和全社会的大环境，随后

对―整合医学‖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进行分析，对康复科在患者、医疗、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立足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和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内容，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指

导，尝试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整合康复医学的发展提出看法。 

结果 在康复医学的临床实践中，患者、医疗、政策方面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比如患者及亲属往

往只重视对伤病的治疗，而忽视对整体功能的康复；越来越多的患者面临长期康复的问题；康复医

疗技术普及程度不高、学科建设有待完善；政策法规的缺失和执行不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无疑

向广大医务工作者释放出一个信号——如今单纯的以医学手段去对待健康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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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状亟需改变，―整合医学‖随即被正式提出。它的提出不仅仅是对传统医学的变革，而是在波浪式

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中使现代医学的发展上升到新阶段。整合医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现代医

学从专科化向整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医学专科机械式的合并，而是将许多专业

学科融入到具体的临床实践和诊疗过程中。康复医学始终都在强调多学科合作与整合，天生就带有

―整合‖的理念，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集各家之所长，通过―越界‖来完成这场复杂环境下维护全民健康的

―使命召唤‖。 

结论 加强整合康复医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来树立整合医学思维，构建整合康复医学，

力求构建新型整合康复医学体系以切实实现对人类健康的全周期维护。 

 
 

PU-1864 

基层医院建设康复医学科的经验分享 

 
余星谋 

瓮安县人民医院,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目的 1.响应国家在基层医院建设康复医学科的要求。 

2.二级医院晋升三级医院建设，不断完善医院科室配置。 

3.不断满足老百姓对现代康复治疗的需求。 

方法 1. 不断完善科室硬件设施，促进科室的稳步发展。 

2.补充科室人力资源，扩大康复治疗队伍，健全科室人才梯队。 

3.提高康复诊疗技术水平，借助江苏、广东”等地先进技术力量发展。 

4.不断补充康复设备，提高康复治疗效果，降低员工劳动强度。 

5.借助电视台、微信等媒体宣传康复知识，让康复知识深入老百姓心中。 

6.大力开展义诊工作。 

7.加强医护人员康复知识培训，提高院内转诊率，不断满足床旁康复治疗需求。 

8.转变医护人员服务观念，树立“病人至上、服务至上”的服务观点。 

9.不断完善科室管理，完善科室绩效考核，精简康复诊疗流程。 

10.不断完善科室针灸室、中医科、疼痛室、高压氧室的建设。 

11.加强与社保及新农合部门的沟通，补充诊疗项目，提高收费安全。 

12.对因病致穷或特殊病人进行慈善补助，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13.积极响应政府工作，扎根百姓脱贫攻坚服务。 

14.加强与残疾人联合会的联系，开展慈善活动，如成立脑瘫、自闭症的定点康复医院，对特殊教育

学校挂牌定点康复指导学校等。 

结果 1. 经过 3 年的发展，门诊人数从 590 人到 7990 人，住院病人从 57 人到 695 人，科室总收

入从 24 万元到 570 万元等。 

2.康复治疗得到患者的认可，收到各种表扬信及锦旗 30 多面。 

3.康复治疗的效果得到了瓮安县广播电视台等地方传媒的广泛关注和专题报道。 

4.2017 年 1 月 17 日，由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和健康报社联合举办的 2016 年度“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典型经验宣传推广会，在会上瓮安县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被评为“2016 改善医疗

服务优质服务岗”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杯。 

5.2018 年，在贵州日报社上刊登的《医者仁心护卫群众健康》中用大幅度报道瓮安县人民医院康复

医学科在近年来对地方老百姓的健康所付出的努力。 

结论  1. 基层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建设远远不能满足老百姓对现代康复治疗的需求，需要医院对康复

医学科设备、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较多的投入。 

2.整合外力，借力外界保持联系，更快的发展自身。 

3.加强科室管理，提高医护治人员服务意识。 

4.加强康复医学宣传，积极开展义诊活动以及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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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必要的康复医学组织，有利于基层医院对康复医学科的规范化建立和发展，加强基层医院对

康复医学的交流与合作。 

 
 

PU-1865 

科室团队查房在康复医学科的作用 

 
余星谋 

瓮安县人民医院,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目的 1.进一步有效提高康复医学科科室管理。 

2.提高科室康复医疗质量管理安全。 

3.提高患者康复效果等。 

方法 1.按照医院核心制度要求，完善所有住院病人的病例书写。 

2.所有住院康复医学科的患者都要进行科室团队查房，制定统一的康复治疗方案。 

3.科室团队查房务必科室的康复医师、治疗师、护士都要参加，管床康复医师汇报病史，各组治疗

师汇报康复治疗中的问题，护士汇报护理中问题，治疗师长、护士长以及科主任总结并统一康复治

疗方案。 

4.必要时再组织科室团队查房，进一步重新制定康复治疗方案。 

结果 1.通过医护治团队查房，拟定统一康复治疗方案，提高康复治疗效果。 

2.建立统一的治疗思想，通过康复治疗安全。 

3.有利于科室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4.有利于科室对临床路径等的开发和管理。 

结论 康复医学科科室团队查房，有利于康复医学科的规范化发展，提高医疗安全，有利于科室管理。 

 
 

PU-1866 

“学科建设”视角下的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 

创新能力培养的几点思考 

 
宫健伟 

滨州医学院 

 

目的 探讨如何保障和推动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学位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创建高等医学

院校培养高层次、实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的新发展。 

方法 在做好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基础上，在改革课程体系、打

造科研平台、实施科研学分制度、创新学位论文选题等方面着手，提高该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创

新能力，进而提升专业的学科建设水平。 

结果 对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学位学科建设提出新的思路，搭建新的发展平台，保障和推动了该医

学专业学位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结论 我们基于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在做好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的基础上，在改革课程体系、打造科研平台、实施科研学分制度、创新学位论文选题等方面着

手，提高该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专业的学科建设水平，对医学专业学位学科

建设提出新的思路，搭建新的发展平台，以保障和推动医学专业学位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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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7 

县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专业人员结构探讨 

 
杨全兴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州省,遵义市 

 

目的 了解县级综合医院康复的建设情况。 

方法 实地调查研究。 

结果 20 家县医院康复医学科医生 121 人，临床执业类别占 7&。康复执业类别 0%，中医和中西医

类别 93%，学科带头人全为中医或中西医类别；治疗师 80 人，中医和针灸执业类别占 45%，康复

治疗技术占 65%，其中具有执业证者占 30%。 

结论 1.县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无康复执业类别医生，学科带头人全为中医或中西医执业类别，需

要加强康复医生的培训和转岗；2.治疗师短缺，无证上岗比例高，县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建设刚

起步，需要加强康复治疗师的培训；3.省级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和康复医学质控中心需要加强对

县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建设指导。 

 
 

PU-1868 

住院患者康复筛查率和康复治疗参与率探讨 

 
毛世刚 

青岛市立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探索提高住院患者康复需求筛查普及率和康复治疗的落实的有效体系。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8 年 4 月的住院患者，通过 1、建立康复病人的标准化入院程序。建立

完善的康复筛查制度，覆盖每一个住院病人；建立标准化的康复流程。2、保证康复病人住院期间获

得持续性康复治疗。3、建立康复医学科患者评估制度。4、建立康复医学科患者和家属的权利制度。

5、建立康复医学科患者的出院、转诊和随访制度。 

结果 全院患者的康复筛查普及率大幅度提高，达到 75%；有康复需求患者的数量增加了 56%，康

复治疗落实率 90%。康复治疗患者的满意度调查 100%. 

结论 规范化的康复体系可提高住院患者康复需求筛查普及率和康复治疗的落实率，增加治疗效果的

满意度。 

 
 

PU-1869 

关于社区脑卒中的康复需求和论理思考 

 
鲍勇

1,2
,宫廷

2
,戴月珍

2
,谢青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2.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目的 随着医学的发展，脑卒中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但存活患者中有近 75%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

碍，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也带来新的医学伦理的困境。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瑞金二路街道万人居民慢病调查问卷的研究，结合脑卒中患者的主要功能障碍，

从社会、医院、家庭三方面探讨了新医保形式下的康复医学的服务需求及伦理思考。 

结果 分析本次调查，社区脑卒中患者的男女比例有差异，同时在各症状和各种功能障碍存在在男女

性别差异，教育程度差异，家庭支持差异等。所以在康复需求方便亦有差异，进一步引发深度的引

发的康复医学的伦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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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社区康复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伦理学思考，可以从社会、医院、家庭三方面进一步细化和探

讨。 

 
 

PU-1870 

河北省康复医疗资源调查报告 

 
尹昱,赵振彪,闫彦宁,孙增鑫 

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河北省现有的康复医疗资源现状进行调研，为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调查表的方式调研，各单位在完成《河北省康复医疗资源调查表》填写后需加盖单位公章

确认。 

结果 本研究共调查了河北省 168 个医疗机构的康复资源配置情况，其中 152 家(90.5%)设有康复医

学科，99 家(58.9%)设有康复病床，各康复专业设置包括运动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矫形器

制备、康复评定、针灸推拿及理疗等，共有康复医师 1124 人，康复治疗师 819 人，康复护士 767

人。 

结论 河北省医疗机构开设康复医学病区尚不足，康复医学专业从业人员数量及质量均落后于发达国

家及国内一线城市平均水平，且各地区康复医学专业服务发展不平衡。 

 
 

PU-1871 

SOP 思维下小儿脑瘫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的管理 

 
杨艳丽 

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目的 探讨在儿童康复医学科以标准作业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思维进行神

经肌肉电刺激疗法（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NMES）的治疗方法及管理。 

方法 对纳入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治疗的 748 名脑瘫患儿进行跟踪记录及回顾分析，对 NMES 宣教

效果 、治疗方案及疗程和疗效观察记录、 合并临床下放电脑瘫患儿治疗记录进行长程病例管理。 制

定并细化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的治疗规范化操作流程及步骤 ，进行部门工作流程化及制度性管理。

对治疗患儿进行 NMES 标准化操作培训及考核，跟踪记录及不定期观察考核操作流程，对 NMES 宣

教效果 、治疗满意度、治疗处方记录及疗效观察记录、 对部门设备和人员工作流程化制定管理制

度。 

结果 以 SOP 思维进行脑瘫患儿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的管理， 患儿 NMES 治疗依从性良好，患儿

家长治疗满意度达 99.34%，皮肤灼伤发生率为 0.2%，治疗期间未因 NMES 发生癫痫抽搐发作， 患

儿肌力增强，初次疗程肌容积增量明显 ，Peabody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Peabody pevelopmental 

motor scale，PDMS-2)评分提升明显。 

结论 综合性儿童康复医学科以 SOP 思维形式对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的管理，使 NMES 疗效及安

全性提高，部门人员培训及管理流程标准化、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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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2 

3D 打印在脑卒中偏瘫上肢抗痉挛支具制作中的应用研究 

 
李江,孟萍萍,张永祥,柏广涛,韩超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3D 打印在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抗痉挛支具制作中的可行性，并通过优化解剖学、生物力

学及运动力学等设计最大限度地降低打印成本，便于在临床推广应用。 

方法 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易出现屈曲痉挛模式，特别在步行过程中的上肢屈曲联合反应，通过

与矫形器制作师、专业程序设计师等专业人士合作，采用专用立体扫描仪扫描脑卒中患者偏瘫侧上

肢，利用相应软件进行立体光刻文件（STL）的表面处理。通过专业分解软件将 STL 文件转换成生

成树协议（STP）文件。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对患者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

以及掌指关节进行有限元分析。利用专业软件对上肢模型的细节结构优化，去除多余的结构，添加

具有伸缩功能的结构。最后通过 3D 打印机打印制作成量身订做、因人而异、轻便耐用、美观舒适

的上肢抗痉挛支具。 

结果 针对不同患者不同时期上肢肌张力的不同进行设计、测量、扫描、分析，详细展示 3D 打印上

肢抗痉挛支具的具体流程，采用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上肢抗痉挛支具的关键在于肩关节和腕关节

的，此二部位需要与关节贴服良好、透气性能好、特别是腕关节需承受相应的应力、肩关节处能有

效地固定，有了上下两点的支撑，中间的肘关节不需要太多的应力支持，可适当减少材料的使用，

经结构优化后 3D 打印出抗痉挛支具的重量较常规有较大下降，选择强度适宜、轻便、多色的打印

材料，打印成厚薄不均，形状各异的成品支具，也显著降低了成本。 

结论 本研究较成功地展示了 3D 打印偏瘫上肢抗痉挛支具的设计、打印及临床应用流程，降低打印

成本使其更具有个体、个性化设计和应用，利于临床推广。 

 
 

PU-1873 

经颅磁刺激联合物理治疗方案进行重度周围性面瘫康复 1 例报告 

 
陈玉辉,毛也然,顾春雅,聂志余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海市,普陀区 

 

目的 报告 1 例经颅磁刺激（TMS）联合物理治疗方案进行重度周围性面瘫的康复效果，探索 TMS

在面瘫康复治疗中的新方案。 

方法 患者，女性，65 岁。主诉：口角左歪伴右面部活动不利 3 月。现病史：缘于 3 月前受凉后患

者出现口角左歪，刷牙漏水，吹口哨漏风，伴右眼睑闭合不全，右面部咀嚼无力，伴枕部疼痛，无

头晕、耳鸣、肢体麻木，微笑及鼓腮时口角左歪明显，咀嚼时右面部乏力，右侧额纹消失，患者行

泼尼松、甲钴胺等药物治疗。2 月前，面部症状未见好转，且因右眼睑闭合不全导致右眼结膜炎，

遂于外院中医针灸治疗，但口角仍向左偏，未见好转，头颅 MRI 无特殊，诊断：右侧周围性面瘫。

经过综合评估后，予以经颅磁刺激联合物理治疗方案进行康复治疗。采用 TMS 外周神经肌肉刺激联

合中枢刺激方案。rTMS 治疗方案：神经肌肉预热：Amplitude 28%,10pps,10 pulse in train, 20 

number train 2.0sec 刺激点：面神经总出口如下图红点所示 时间：10min。 神经刺激：Amplitude 

38%,20pps,10 pulse in train, 20 number train 2.0sec 刺激点：面神经总出口，时间：10min。.经颅

磁刺激：Amplitude 37%,60pps,15 pulse in train, 3 number train 30.0sec  刺激点：如图脑电图 F4、

F6、FC4、FC6 蓝点所示。 PT 手法治疗+面部运动疗法：针对面部肌肉 时间：40MIN。 

结果 治疗疗效：TMS 治疗之前：口角左歪，刷牙漏水，吹口哨漏风，伴右眼睑闭合不能，右面部

咀嚼无力，伴枕部疼痛，无头晕、耳鸣、肢体麻木，微笑及鼓腮时口角左歪明显，咀嚼时右面部乏

力，右侧额纹消失，因右眼睑闭合不全导致右眼结膜炎。行肌电图检查提示右侧面神经重度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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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面神经支配肌肉无任何自主活动。治疗 4 周后，患者右侧额纹及左侧鼻唇沟显现，仍比左侧浅，

右眼闭合露白 5mm。肌电图复查右侧面神经损伤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结论 TMS 外周神经肌肉刺激加中枢刺激方案联合物理治疗进行重度周围性面瘫的康复效果可靠，

可以尝试进一步推广。 

 
 

PU-1874 

体外冲击波治疗慢性髌腱炎的临床观察 

 
刘亚丽,于观潇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对慢性髌腱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使用体外放散性冲击波治疗 50 例慢性髌腱炎患者，5 天一次，共 3 次。分别在每次的治疗前

及疗程结束后的 2 周，进行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疗程结束后比治疗前疼痛程度显著降低（P＜0.01） 

结论   体外放散性冲击波疗法对慢性髌腱炎疗效显著。 

 
 

PU-1875 

CT 定位技术与脊柱微创手术 

 
关家文 

武警山东总队医院 

 

目的 介绍 CT 定位方法及在脊柱微创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CT 定位技术主要包括：规划、量化手术入路和术中直接通过 CT 适时扫描监测、采取分段穿

刺技术完成定位针穿刺；将其应用于脊柱骨折、脊柱退行性变、脊柱感染等领域的微创手术，共计

6000 余例。 

结果  穿刺成功率高、并发症低。 

结论 CT 定位精准安全，具有独到的应用空间。对医生来说，手术的难度也大大降低，能以最简单

安全的个性化入路完成手术。 

 
 

PU-1876 

一种可刺激腧穴的颈椎病按摩器的研究 

 
李虎

1
,杨爽

2
 

1.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2.泰山医学院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目的 本研究为科技发明制作类项目，旨在为一般的颈椎病患者肌肉放松配合刺激腧穴的早期治疗，

并且有效的放松肌肉，缓解肌肉僵硬。 

方法 通过对泰山医学院 10 名本科生进行实验调查，其中：人均平均年龄（21+0.6）岁。利用本仪

器对 10 名考研学生进行颈椎部位的腧穴刺激的肌肉放松的实验并记录他们的感觉，分析数据。 

结果 两种方法采用本治疗仪器和一般的颈椎病的治疗仪器对 10 名考研的人群进行对照实验记录他

们对于两种仪器作用在颈椎部位的感受，其中在 10 名学生中有 8 人感觉仪器的使用舒适有针刺震动

感，肌肉感到暖流，痒痒的，并有缓解情绪消除紧张感的作用，对于睡眠质量自我感觉稍有缓解，

本仪器由于有磁铁的作用，使用者觉得在磁铁循环圈的治疗作用效果更加良好。另外，10 人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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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觉得本仪器的作用疗效并不是很大，感觉除去磁铁循环圈的作用更好，使用一般的颈椎病的治

疗仪器效果更好。对于资料数据统计，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p<0.05，提示两者有显著性

差异。 

结论 两种颈椎病的仪器治疗方法，存在差异且差异显著。第一种的仪器治疗方法效果更加适于青少

年的肌肉僵硬的缓解以及颈椎病的早期治疗预防。 

 
 

PU-1877 

烧伤粘贴手术巾在烧伤手术中的应用 

 
张丹丹,吴巍巍,迟茗云,张芜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烧伤粘贴手术巾应用于烧伤手术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我院 40 例烧伤手术患者，根据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未使用粘贴手术巾及应用粘贴手术巾，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切口愈合情况、术

后切口感染程度，以及患者愈合时间、耗材节省费用及护理人员对劳动强度自评分。 

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切口一期愈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二期愈合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切口感染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并且 I 级切口感染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愈合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耗材节省费用及护理

人员对劳动强度自评分值高于对照组。 

结论 手术切口保护是为了给患者术区营造无菌环境，有效减少细菌对切口的污染。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切口感染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并且 I 级切口感染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充分证实烧伤粘贴手术巾应用于烧伤手术中，手术巾覆盖术野，可以完全保护皮肤及

皮下组织，避免空气中及皮肤排出的细菌对切口的污染，还能避免切口内细菌污染切口，使得整个

手术操作及术后护理更为干净，有效预防术区及术后切口感染的发生。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术后切口一期愈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二期愈合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愈

合时间低于对照组，耗材节省费用及护理人员对劳动强度自评分值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充分证实烧伤粘贴手术巾应用于烧伤手术中，能够直观、准确地评估术中出血量及渗

出液的量，更好地做好患者的病情观察，从而为补液、输血等后续治疗提供更为安全、可靠的参考，

很大程度上弥补目测及查对纱布数量估测补液量的主观性，从而有效避免了术中失血、失液过多现

象的发生，另外，该粘贴手术巾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拆分容易，引流液及术中出血可以用引流袋

收集，从而减少了无菌纱布的使用量，从而大幅节省了医疗耗材，也不用冲洗盘，从而节省了人力、

物力，从而很好地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及满意度，具有较强的临床实用性。 

总而言之，烧伤粘贴手术巾应用于烧伤手术中，粘贴手术巾有效避免浸湿敷料，不存在感染风险，

有利于患者术后恢复，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PU-1878 

神经传导测定技术对预测偏瘫肢体功能预后的临床价值 

 
徐士军 

唐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传导测定技术对偏瘫肢体功能预后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唐山市人民医院因脑血管病所致单侧偏瘫患者 76 例为研

究对象，健侧肢体作为对照组，患侧肢体作为观察组，于发病 1 年后行神经传导测定技术检查，比

较两组患者的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测定指标、不同偏瘫程度患者患侧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测定指标、

灵敏度与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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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的感觉神经传导速度、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明显慢于对照组[（42.8±4.0） m/s 比（53.7±5.8） 

m/s，（49.2±5.0） m/s 比（61.5±6.7） m/s]；感觉神经潜伏期、运动神经潜伏期明显长于对照组

[（3.6±0.9） ms 比（2.3±0.6） ms，（4.7±1.1） ms 比（2.8±0.7） ms]；感觉神经动作电位波

幅、运动神经动作电位波幅明显低于对照组[（14.3±1.8） mV 比（22.4±3.9） mV，（11.2±0.6） mV

比（18.5±1.4） m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侧偏瘫程度越严重，感觉神经传导速

度与运动神经传导速度越慢，感觉神经潜伏期与运动神经潜伏期越长，感觉神经动作电位波幅与运

动神经动作电位波幅越低。 

结论 神经传导测定技术测定结果可用于偏瘫肢体功能判定，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U-1879 

经颅磁电抑郁症治疗仪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 

 
邹伟

1
,唐强

2
,孙作东

1
,李康

4
,孙五一

5
,王文华

5
,于学平

1
,邢艳丽

2
,滕秀英

1
,张立

2
,侯艳

4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3.黑龙江省亚欧脑科学研究院 

4.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5.哈尔滨奥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目的 评价经颅磁电抑郁症（失眠）治疗仪（商品名：奥博百忧度）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对 80 例轻、中度抑郁症患者进行了双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4 周临床试验,其中治疗

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治疗组使用经颅磁电抑郁症（失眠）治疗仪进行治疗，对照组使用经颅磁电抑

郁症（失眠）治疗仪模拟治疗（音频安慰），疗程 4 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 项版)评

价其疗效，并进行安全性评价。 

结果 治疗 4 周后对照组的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5.00%（2/40）和 35.00%（14/40），治

疗组的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65.00%（26/40）和 80.00%（32/40）；两组总有效率和总显

效率的优效性检验 P<0.0001，且治疗组高于对照组，说明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两组均无不良反应。 

结论 经颅磁电抑郁症（失眠）治疗仪（商品名：奥博百忧度）治疗抑郁症使用安全，疗效确切，尤

其在―抑郁、有罪感、睡眠障碍、工作和兴趣、迟缓、激惹、焦虑‖等主要症状方面得到明显改善。 

 
 

PU-1880 

TMS 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对脑卒中患者肩痛的治疗作用 

 
陆萍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 TMS 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治疗脑卒中患者肩痛的疗效。 

方法 选择 36 例脑卒中后肩痛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8 例。2 组患者均采用常规康复治疗（20min/次，1 次.d-1,每周 5d）和肌内效贴扎技术（每次治疗

后以自然拉力，X 型、散形贴于痛点）。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观察组患者给予 TMS 治疗，对照组

给予体外假性 TMS 治疗。2 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 2 周分别采用简化的上肢 Fugl-Meyer 评分法

（FMA）、改良的 Barthel 指数（MBI）和 VAS 评分对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2 周后 2 组患者 VAS 评分明显降低（P<0.05）,FMA 和 MBI评分明显升

高（P<0.05）。 

结论 TMS 联合肌内效贴扎技术治疗可有效改善脑卒中后肩痛的，且疗效显著优于单一肌内效贴扎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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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81 

体外膈肌起搏治疗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刘文静,李鑫龙,杨洪友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将体外膈肌起搏治疗应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证明该治疗对患者运动功能的提高有积极

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新方法，缓解病人症状，减轻痛苦，缩短住院时间，改善病人生活质量，

提高病人满意度。 

方法 随机选取 2017 年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诊于泰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的住院病人 56 例，其

中男性 35 人，女性 21 人，年龄分布于 45-88 岁。将该 56 名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8 人。对照组进行祛痰、雾化等常规药物治疗以及每天大于 12 小时低浓度（小于 3L∕min）吸氧治

疗，以达到缓解患者临床症状的目的。试验组患者除以上常规症状治疗外，外加体外膈肌起搏治疗，

每天 2 次，每次 20 分钟，参数设置：起搏次数 8—10 次∕分，脉冲频率为 40Hz，刺激强度为患者所

耐受的最大强度。治疗时间为 2 个月。治疗前、治疗 1 个月、治疗 2 个月时，分别对患者血氧饱和

度，肺功能检测以及呼气峰流速值 PEF，6 分钟步行实验距离测量，以及咳嗽胸闷喘息等临床症状

记录对比 

结果 经过 2 个月的治疗后发现：1.试验组的患者 6 分钟步行实验的距离有较大提高，有临床统计学

意义。且患者相应的咳嗽胸闷喘息等症状得到改善。2.对照组患者 6 分钟步行实验距离提高，但小

于试验组，且无统计学意义。3.选取的 56 名患者肺功能检测以及呼气峰流速值 PEF 没有较大改变。 

结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 COPD，是一种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疾病。体外膈肌起搏治疗，利用

低频电刺激膈神经，使膈肌进行有规律的收缩，从而达到治疗目。可以明显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者 6 分钟步行实验距离，使患者运动功能、临床症状得到改善，但没有改变气流受限的根本。 

 
 

PU-1882 

便携式足底压力测试系统的研发及其临床应用 

 
李攀

1
,向超

1
,罗伦

1
,王红

2
,蒋敏

1
,何月

1
,苏文渊

1
 

1.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2.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目的 人体足底压力分布能反应足部的结构、功能和整体的姿势控制情况，了解足底压力分布情况对

于明确某些肌骨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旨在研发出一款便携式足底压力测试

系统，用于下肢及足部疾病康复的足底压力检测，为准确制定个性化的临床康复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依据。 

方法 在国内外现有压力测试系统基础上进行改良、优化，设计出一款体积较小、易于临床使用、且

成本较低的足底压力测试系统，并通过对 110 例健康青年志愿者进行足底压力检测，测试该系统的

评估信度和效度。 

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本研究所研发的足底压力测试系统所测得的健康青年志愿者足底不同部位压力

分布趋势为：足跟>第三跖骨>第一跖骨>第五跖骨，左右两侧足底压力的平均值分布相似，男性与

女性志愿者的足底分布趋势基本相同。不同性别的志愿者中，男性志愿者第一跖骨压力分布左、右

两侧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其余第三、第五跖骨及足跟部位压力两侧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

女性志愿者足跟部位压力两侧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其余部位两侧比较有差异（p<0.01）。对同一志

愿者在不同时间重复测量三次的结果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不同时间进行

的测量具有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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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研发的便携式足底压力测试系统能准确反映出不同性别志愿者足部不同部位的压力值

差异，且该系统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鉴于该系统的便携性、易用性和较低的叫个，在经过临床验

证后可进行推广应用，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883 

干扰电在膝关节多重角度下对其疼痛的干预疗效观察 

 
赵航琨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干扰电疗法针对膝关节在不同角度下其疼痛及相关功能的疗效。 

方法 将我科 2017 年 10 月到 2018 年 4 月的 34 例患有膝关节疼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

字表法将其分成 2 组，a 组 22 例，a 组 21 例，进行为期 3 周的治疗，每周 6 天，每天 1 次，a 组

屈膝 90 度下进行干扰电治疗及常规理疗和运动训练，b 组伸膝状态下进行干扰电治疗进行常规理疗

和运动训练，干扰电选取 0~100Hz 的两路等幅中频，常规理疗包括热磁，超短波，微波等，运动训

练包括惯关节松动，肌力训练等，通过 VAS 疼痛评分，徒手肌力评估，fugl_meyer 平衡量表观察

并分析三组患者的疗效。 

结果 在伸膝状态下进行干扰电治疗效果优于屈膝 90 度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伸膝状态下进行干扰电疗法疗效优于屈膝 90 度，治疗效果不仅仅是缓解了患者的疼痛问题，

并对患者的平衡功能、肌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PU-1884 

应用 PHYSIO TOUCH 治疗仪促进乳腺癌术后上肢 

淋巴水肿康复的临床观察 

 
孙以琳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据国内外文献调查研究显示，乳腺癌已成为我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乳腺癌外科

切除和放化疗等会带来一系列并发症，上肢淋巴水肿是乳腺癌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主要的

发病机制是乳腺癌手术破坏了局部微细淋巴管，破坏了上肢回流至腋窝的淋巴通路，导致上肢淋巴

回流受阻，引起上肢水肿，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康复和生活质量。目前最常见的干预技术包括物理

治疗、药物疗法、手术疗法。 

本研究旨在利用 PHYSIO TOUCH 治疗仪，寻找一种简单易行、安全有效，能更好促进上肢淋巴回

流康复的技术方法。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院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患者 36 例，随机分实验组 18

例，对照组 18 例。 

研究方法：实验组应用 PHYSIO TOUCH 配合徒手按摩治疗仪。 对照组应用徒手按摩。 

疗效判定标准：观察测量患者治疗前后双上臂肘横纹上 10cm 处周径变化，并观察治疗前后肢体肿

胀感、皮肤硬度、疼痛及活动度。 

1、治愈：患者水肿消失，临床症状消失。 

2、明显减轻：临床症状明显减轻，患肢水肿明显减轻，临床症状明显减轻，患者臂围比治疗前减小

3~6cm 属显效。 

3、无效：无明显变化，患肢臂围治疗变化小于 1cm。 

结果 实验组：治愈 10 例；明显减轻 7 例；无明显变化 1 例。 

对照组：治愈 7 例；明显减轻 9 例；无明显减轻 2 例。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可见，观察组治疗效果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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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 PHYSIO TOUCH 治疗仪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简单易行，见效性快，无不良反应，

适合治疗中推广。 

 
 

PU-1885 

等速肌力训练在脑卒中患者伸屈肌当中的应用 

 
倪传涛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通过对脑卒中患者应用传统治疗方法与等速肌力训练相对照。验证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患者

伸屈肌的治疗作用，并且根据运动过程中患者肌力的大小，通过机器匹配相应的阻力，使整个关节

按照预先设定的速度进行一种训练的方法，为康复临床训练计划拓展新方法，有效缩短患者康复治

疗进程，更好的回归社会与家庭。 

方法 选取 2018 年在我院脑卒中患者 120 例，按随机数字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60 例，试验组

在应用传统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理疗，中医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添加等速肌力训练，对照组则完

全按照传统治疗方法，徒手肌力训练，进行康复训练，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肢体运动功能评分，平

衡评分以及伸屈肌群 PT 峰力矩。 

结果 1.经过 2 个月的训练治疗试验组下肢运动功能评分，平衡功能评分及伸肌屈肌改善情况明显高

于对照组。2.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治疗，试验组在后期康复中，伸屈肌肌力的张力和收缩力的平衡，

能够更好的使肌肉充分收缩，并较好的增强肌力，并且使肌肉在整个活动范围内始终承受最大阻力，

从而提高训练效率。3.试验组在训练中不会增加痉挛，联合运动，协同收缩或被动运动的阻力。 

结论 在脑卒中患者伸屈肌康复训练中更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可有效改善下肢功能，具有更好的

准确性和敏感性，能够较好的增强偏瘫患者的肌力，却不影响其痉挛程度，由此可以更好的提高患

者的步速、移行和其他日常生活能力，并且更快的促进其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PU-1886 

悬吊系统 SET 训练对共济失调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张文学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悬吊系统训练(SET)对共济失调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选自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4 月共 24 例来我院就诊的共济失调患者，分为观察组和治疗组

各 12 例，治疗组采用常规运动疗法进行治疗(肌力训练 耐力训练 协调控制训练)，观察组除了采用

常规治疗方法外再加上 SET 悬吊系统训练进行训练。主要采用俯卧位腹部核心肌激活(腹部收紧 10″/

组 4 组/次) 仰卧位骨盆上抬(腹部收紧 10″/组 4 组/次) 侧卧位拱桥这三种方法，每次 30 分钟，20

天后做对比。2 组 Berg 平衡量表(BIBS)评分及简式 Fugl-Meyer(FMA)中专门针对平衡功能的评分

均较治疗前 明显提高 (P<O．05)，且观察组 BBS 评分更 高于治疗组 (P<O．05)，但 FMA 评分

治疗后 2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两组对比协调控制能力无明显差异，治疗后 SET 悬吊系统训练的患者平衡协调控制能

力要优于常规治疗患者。 

结论 悬吊系统训练（SET）对共济失调患者的平衡协调能力控制是有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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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助行康复训练机器人训练为主的综合训练对脑卒中后偏侧忽

略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病例报道 

 
华艳,陆蓉蓉,李策,解二康,杨青,陈婵,王瑜元,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通过智能助行康复训练机器人训练结合偏侧注意提醒的康复治疗，观察 1 例右侧半球脑梗死后

左侧忽略患者的偏侧忽略恢复情况及下肢功能改善情况。 

方法 采用智能助行康复训练机器人训练为主的综合训练（即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偏侧注意提醒+

常规康复治疗），共干预 3 周，每周 5 次。在干预前后分别通过删除字母试验、星星删除试验、Albert

线段划消试验、高声朗读试验、Schenkenberg 二等分线段测验、绘图试验评价患者的视觉空间忽

略症状，通过听觉测试及触觉测试评价患者的听觉和触觉忽略症状。通过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

(FMA)评价患者的下肢运动功能，Berg平衡量表(BBS)评价患者的平衡功能，功能性步行分级（FAC）

评价患者的步行功能。Barthel 指数评价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结果 1、治疗前，患者的删除字母试验、星星删除试验、Albert 线段划消试验评定中左侧划消数量

明显少于右侧；Schenkenberg 二等分线段测验评定中的中点明显偏于右侧；高声朗读试验评定中

左侧文字朗读数量明显少于右侧；听觉及触觉测试评定中左侧听觉及触觉的探查能力明显弱于右侧。

2、治疗前，患者的下肢 FMA 评分为 20 分，BBS 评分为 14 分，FAC 评分为 1 分，Barthel 指数为

60 分。3、经过 3 周的治疗，患者的删除字母试验、Albert 线段划消试验评定中左侧划消数量较治

疗前明显增多，Schenkenberg 二等分线段测验评定中的中点偏移率较前明显降低；高声朗读试验

评定中左侧文字朗读数量较前增加，绘图试验评定中左侧图形完整性较前亦有好转；听觉及触觉测

试评定中左侧听觉及触觉的探查能力较前明显好转。4、经过 3 周的治疗，患者的下肢 FMA 评分为

24 分、BBS 评分为 22 分、FAC 评分为 3 分、Barthel 指数为 65 分。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通过智能助行康复训练机器人结合偏侧注意提醒治疗后，患者的下

肢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较前明显好转，患者偏侧忽略症状亦得到缓解。但本文仅属个例

报道，干预时间较短，更高质量的临床数据还需进一步开展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PU-1888 

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前异常肌反应波形形态研究 

 
康治臣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进行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前异常肌反应（AMR）波形形态的分类研究，分析其对微血管减

压术前诊断的参照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6 例面肌痉挛院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行微血管减压术 56 例。术前进行 AMR 检

查，通过刺激面神经分支引起该分支支配的肌肉收缩 (即 AMR)，记录诱发电位波形，分析不同波形

形态，与健侧对照，判断面神经受压情况。  

结果 56 例病人均在微血管减压术后确诊为面肌痉挛，术后面肌痉挛消失或减轻。 

结论 术前 AMR 检查有助于诊断微血管压迫后面肌痉挛，其形态具有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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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腔内电极的信度研究 

 
李婉萁,兰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咽腔内电极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用于记录咽腔内肌肉电活动信号的工具，吸引了许多科研学者

的兴趣并已被应用于临床科研当中。国外学者主要通过监测显示器，当吞咽时电极记录到一个高频

的收缩信号来判定电极到位，然而这种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仍然未知。食管测压法是评估食管运

动功能的金标准。高分辨率咽腔测压采用密集分布的压力传感器同步采集整个食管的压力数据，从

而完整地描述整个食管运动功能，并可准确测量出鼻尖至食道各解剖部位的距离长度。因此本研究

主要通过高分辨率固态咽腔测压来验证通过观察吞咽时产生的高频收缩信号来判断腔内电极到位的

方法的可靠性。 

方法 实验招募 11 名健康受试者（其中 3 名男性，8 名女性，平均年龄 21.4 岁）。实验时，受试者

端坐在靠背椅上，术者先将腔内电极经一侧鼻孔插入受试者咽部，并同时嘱受试者吞咽并保持头部

不动，当观察到短暂的高频收缩信号时记录腔内电极插入的深度 L1，拔除电极后经同侧鼻孔插入高

分辨率咽腔测压导管，用 ManoView 分析软件计算出受试者咽部至鼻尖的距离 L2。用配对 t 检验的

统计方法分析前后两次分别用腔内电极记录的长度和高分辨率咽腔测压测量计算到的长度的差异。 

结果 前后两次分别用腔内电极记录的长度和高分辨率咽腔测压测量计算到的长度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可认为用腔内电极记录的长度和高分辨率咽腔测压计算出的长度大致相同。 

结论 通过观察吞咽时产生的高频收缩信号来判断咽腔内电极到位的方法准确可行，克服了传统皮肤

表面电极记录不精确、受干扰大的缺点，为临床的科学研究和评估提供了更精准的方法。 

 
 

PU-1890 

自制膝关节训练器在临床的应用 

 
张增磊

1
,王丹

1
,胡文清

1
,张增磊

1
,王丹

1
,胡文清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2.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膝关节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步行、步态、日常生活和工作，早期介入康复治疗的患者能很好地掌

握康复方式和技巧，较快地恢复功能。对于介入康复时间较晚，如手术 3 后月前来康复科就诊者，

恢复需很长时间。治疗师费时费力、患者身心疲惫。为了寻找省时省力，性介比较高的治疗方法，

我科自行研制出了主要用于后期康复的膝关节屈、伸双向活动器，为了探讨其使用效果进行临床观

察。  

方法 选择徒手关节松动术、股四头肌训练椅牵伸治疗两周，效果不佳的膝关节功能障碍者 20 例，

其中髌骨骨折术后 3 例，股骨下段骨折 4 例，膝关节置换术后 3 例，前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 3 例，

胫骨平台骨折术后 3 例，后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 2 例，前后交叉韧带损伤、内侧韧带损伤术后 2

例。病程 3—4 个月。关节屈伸活动障碍。1、给与蜡疗 40min。2、膝关节活动器持续牵伸至能耐

受后 20min。3、治疗师实施关节松动术，髌腘关节松动，胫骨前后向、后前向滑移、胫骨内外旋。

各 3—5min。手法轻柔缓慢牵伸行被动关节活动。3、肌力训练，股四头肌、腘绳肌根据肌力行抗阻

训练。4、完成治疗后后冰敷 15min。疗程 30 天。  

结果 20例患者关节活动度治疗前膝关节屈350±150，伸150±50 ，治疗30天后膝关节屈600±100，

伸 100±50 有效率 100%，显效率 62%。患者感觉膝关节活动器比股四头肌椅等设备牵伸容易接受。  

结论 自制膝关节活动器用于膝关节被动屈曲、伸展牵伸效果显著、患者易于接受，治疗师可根据患

者具体情况实施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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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节运动学原理动态定量评估膝关节运动功能新方法 

 
田斐

1,2
,王少白

1
 

1.上海体育学院 

2.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目的 基于关节运动学原理和红外立体运动捕捉技术，在步行等功能性活动中实现动态定量评估膝关

节运动功能，为制定康复方案及评估疗效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膝关节在步行等功能性运动中，胫骨相对股骨在三维平面发生转动和滑动原理，应用

Opti_Knee ®数字导航系统动态客观定量评估膝关节在功能性活动中的三维六自由度运动学，主要

原理为红外光立体定位运动捕捉，应用于步行的步骤为 1.大腿、小腿分别绑缚带有红外反光定位标

记的刚体；2.手持探针定位股骨胫骨主要解剖标志作为特征点，通过软件系统建立特征点与定位标

记点之间的空间向量关系，获得胫骨相对股骨运动的三维立体坐标系；3.患者在跑步机上步行,由一

立体双目红外摄像机追踪拍摄，一台高速摄像机同步记录整个步行过程，完成 10 个步态周期以上的

运动数据采集。 

结果 1.步态基本参数，如步长、步频等；2.步态周期中胫骨相对股骨 6 自由度运动学数据，包括屈

-伸、内-外翻、内-外旋、前-后位移、上-下位移、内-外位移,形成胫骨相对股骨的 6 自由度运动学曲

线；3.结合运动学曲线、步行过程回放及三维胫骨、股骨模型动态视频，可详细分析膝关节运动模

式。 

结论 1.该方法基于膝关节运动学原理，结合红外光立体运动捕捉技术，实现在体动态定量评估膝关

节在步行等功能性活动中的运动学表现，较传统膝关节评估方法有以下优势：①动态实时采集数据

可作为静态影像学检查的重要补充，且无辐射无创伤；②在步行等功能性活动过程中监测，较非负

重位静态评估更符合日常生活功能状态；③较目前临床常用的手法检查或肉眼观察更客观、微观、

准确；④较目前主流步态分析系统，具有便携、操作简便、高精等优点；⑤所采集运动学数据更完

善。2.该评估方法可应用于康复医学中各种原因所致膝关节功能障碍而影响步行等日常功能的患者，

为针对性制定康复方案、观察康复疗效提供理论依据。 

 
 

PU-1892 

反重力跑台对于膝骨关节炎临床应用方案和治疗效果的 

三维步态分析探讨 

 
杨金玉,罗志伟,林强,郭明远,赖耀铭,叶依露,欧海宁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目的 探讨骨关节炎患者反重力跑台的治疗方案及应用效果 

方法  65 岁老年女性患者 1 例（BMI=26，轻度肥胖），以―双侧膝关节骨关节炎 7 年余加重 1 月‖

于我院康复门诊治疗。门诊疼痛评分 7/10，且右膝关节活动明显受限， 需手持拐杖步行，坐站转

移困难。2018 年 4 月 8 日行 MR 提示 ― 右侧膝关节股骨内侧髁及髌骨后方局部透明软骨磨损，伴

内侧半月板移位，外侧半月板前后角变性，膝关节积液‖。患者的首要康复诉求为尽快恢复独立社区

步行，及改善右膝关节僵硬疼痛。结合临床及患者自身保守治疗的诉求，门诊治疗主要采用美国

AlterG 反重力减重跑台进行 2 周减重步行训练，方案设定为每日以 65%的体重，最大速度 2mph，

坡度为 0 的 20 分钟反重力跑台步行训练（包括 5 分钟 1-1.5mph 的热身，10 分钟 2mph 的训练及 5

分钟 2-1mph 减速训练）。治疗中结合前面及左右同步视频反馈以帮助患者纠正膝关节外旋及足偏

角，并于治疗前后进行三维步态分析检测以客观评价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前后三维步态分析对比发现，右侧步态特征评分增大（8.1±0.3°；7.1±0.3），双侧支撑相%

减少（12.53±1.16），右侧步速%增大（ 40.39±1.73；42.6±5.05），GVS 冠状面膝关节活动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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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10.7±2.3°；11±0.9°），足偏角降低（16.7±1.7°；13.9±0.9°）。患者视觉疼痛评分降至 4/10，

可基本实现脱离拐杖社区行走。 

结论 反重力跑台对于骨性关节炎改善膝关节活动度及整体步行能力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且需要进

一步随机对照试验的深入研究。 

 
 

PU-1893 

弹道式冲击波结合超短波治疗屈指肌腱腱鞘的效果观察 

 
张京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探讨弹道式冲击波结合超短波治疗屈指肌腱腱鞘炎效果。 

方法 选择屈指肌腱腱鞘炎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对照组 20 例患者采用超短波治

疗；治疗组 20 例，采用弹道式冲击波+超短波治疗。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 scale,VAS)

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的疼痛强度。 

结果 治疗 2 周后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1)，但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弹道式冲击波治疗屈指肌腱腱鞘的，可迅速有效缓解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无

创、简单、疗效显著等优势，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疗效优于单纯超短波治疗。 

 
 

PU-1894 

基于腕踝针理论的便携穿戴式电刺激仪对肩袖损伤患者疼痛与 

功能的康复效应：一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宋文娟,方凡夫,周继深,于熙义,曹成兵,栾晓维,顾伟 

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评估一种基于腕踝针理论的便携穿戴式电刺激仪，用于肩袖损伤患者控制疼痛和提高肩关节功

能的疗效。 

方法 以确诊为轻、中度肩袖损伤的患者为试验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两组均进行常

规康复治疗方案，包括干扰电疗法、运动疗法、关节松动术及自我康复训练。试验组在此基础上接

受腕部行针区经皮神经电刺激,电极位置根据传统腕踝针理论设置。电刺激在接受关节松动术和运动

疗法治疗的过程中进行，共持续 30min。观察周期为 4-5 周，每周进行 2-3 次康复治疗。以 VAS 疼

痛评分、肩关节活动度、Constant-Murley 评分为观察指标，分别记录第 1 次治疗前与后、第 5 次、

第 10 次治疗后的各项指标。统计学分析比较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各项指标差异。 

结果 ①两组患者第 10 次治疗后、第 5 次治疗后、第 1 次治疗后 VAS 评分均较前 1 次改善，第 1

次治疗后及第 5 次治疗后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试验组优于对照组。第 10 次治疗后组

间未见明显差异（P＞0.05）。②两组患者第 10 次治疗后、第 5 次治疗后、第 1 次治疗后前屈、后

伸、外展、内收、内旋、外旋活动度均较前 1 次改善，组间比较试验组较对照组改善趋势，统计学

未见明显差异（P＞0.05）。③两组患者 Constant-Murley 评分表中疼痛、日常生活能力、活动度、

肌力及总分组间比较试验组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但统计学上未见明显差异（P＞0.05）。④治疗

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不良事件。 

结论 1. 腕部针刺区 TENS 结合基础康复治疗对比单纯基础康复治疗有效改善肩袖损伤患者即时疼

痛和长期疼痛。2. 短时间腕部针刺区 TENS 对于改善肩袖损伤患者患者即时、远期肩关节活动度及

肩功能的疗效尚不明确。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2%8C%E8%85%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2%8C%E8%85%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2%8C%E8%8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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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5 

体外冲击波治疗在偏瘫患者肩痛中的应用 

 
曾添雄一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观察将偏瘫患者康复期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肩痛以肌骨原因造成的肩周疼痛为参考，通过体外冲

击波治疗缓解疼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的偏瘫后三个月左右发生肩痛的患者，随机分为 A，B

两组。A 组根据各个患者情况以传统手法治疗，B 组根据各个患者情况以传统手法治疗的同时结合

聚焦式体外冲击波治疗。以每周为单位对两组患者进行疼痛程度评定，观察两组患者康复疗效的差

异。 

结果 疼痛程度评定显示 A 组 15%患者疼痛明显缓解，40%患者疼痛有所缓解；B 组患者 40%患者

疼痛明显缓解，80%患者疼痛有所缓解。 

结论 根据肌骨原因造成的肩痛为参考应用体外冲击波治疗偏瘫患者各种原因造成的肩痛安全、有效，

可以为偏瘫患者的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 

 
 

PU-1896 

等速肌力训练系统对膝关节损伤的恢复 

 
蒋涛 

贵州医科附属白云医院 

 

目的 观察膝关节损伤施以手术后，通过等速肌力训练系统对膝关节功能恢复及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

影响。 

方法 采用 Isomed2000 型等速肌力训练测试系统对 50 例膝关节损伤患者的患侧膝屈伸肌进行等速

肌力训练测试及训练，选用在不同测试速度（60°/s,  80°/s  ,180 °/s）时的屈伸肌峰力矩、单次最大

做功量和平均功率等指标对训练结果进行评定。a. 增强膝关节屈曲的活动范围：采用连续运动程序

（CPM）角度为 30°-45°/S，在患者耐受的前提下逐渐提高角度。运动范围为患者最大屈曲终点角

度以内的 30°范围，运动时间为 20min，重复活动中缓慢增加最大屈曲角度约 1°/3-5 次，5min 后

CPM 程序结束时一般可增加 10°左右，每次屈曲最大角度是持续牵伸 5-10s。 

b.增强膝关节屈伸肌肌力：采用多点间歇等长训练方法，内容包括：准备活动、多点间歇等长练习

和放松按摩。多点间歇等长练习的方法是：在膝关节 10°、30°、60°、90°进行 7 组屈伸膝间歇等长

练习，每组屈伸抗阻各 10 次，每次 10s：收缩间歇 5-8s,每组间歇 1min。根据患者情况决定练习强

度。通常前 8 次用 50﹪的力量，后 12 次用全力，但尽量避免乏力动作。患者可通过荧屏来观察自

己的力矩曲线来调整肌肉收缩。 

c.放松：CPM 程序：角速度为 30°/s，运动范围为膝屈曲全范围，重复 10 次 

结果 经过等速训练后，膝关节运动范围加大，训练前患者的最大屈曲角度为 90°±0°，训练后患者

膝的最大屈曲角度为 110°±0°，经过训练膝屈伸肌均发生良好的改变。康复手段的治疗效果及膝关

节功能产生的良好影响。 

结论 等速肌力训练系统能有效增加膝关节运动范围，对维持膝关节周围肌力和正常关节过多的具有

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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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7 

体外膈肌起搏对脊髓损伤相关性肺功能通气障碍的效用 

 
彭程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通过对脊髓损伤相关性肺功能通气障碍的患者应用传统治疗方法与体外膈肌起搏治疗对照，验

证体外膈肌起搏对脊髓损伤相关性肺功能通气障碍患者的治疗作用，为临床提供新的有效治疗方法，

缩短康复进程，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选取 2018年就诊于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 50 例患有脊髓损伤患者，年龄分布 40—60 岁，

其中男性 28 人，女性 22 人，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5 人。对照组根据症状，相应选

择应用运动治疗、中医等治疗药物及长时间低浓度吸氧治疗，浓度 1—3L∕min，保证患者保持正常

血氧饱和度范围。试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体外膈肌起搏治疗，每日一次，每次 30 分钟，起搏次

数 9—11 次∕分，脉冲频率为 50Hz，刺激强度依据患者耐受程度而定。观察患者的肺功能参数（肺

活量(VC)、最大呼气中期流速(MMEF)、峰流速(PEF)、第 1 秒用力呼气率(FEV1)、补呼气量(ERV)、

深吸气量(IC)、补呼气量(ERV)及肺总量(TLC)、功能残气量(FRC)）等客观指标，并观察患者的肺功

能变化趋势。 

结果 1、试验组患者通气障碍症状更早缓解，患者的 MEP、 ERV，最大呼气流速等相关指标均有

显著改善。2、试验组患者脊髓损伤平面以上水肿、炎症消退均更明显，呼吸肌力量增强更显著。3、

治疗两个月后，试验组患者呼吸频率降低，通气障碍症状明显改善。4、治疗 3 个月后，试验组患者

通气改善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在未吸氧状态下，试验组患者的血氧饱和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脊髓损伤相关性肺功能通气障碍是脊髓损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且极大增加疾病致死率、致

残率，影响了患者康复进程和生活质量，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体外膈肌起搏通过贴于胸锁乳

突肌外缘的电极片，对膈神经进行功能性电刺激，进而发生膈肌收缩，产生相应的治疗作用。膈肌

是最重要的呼吸动力肌。体外膈肌起搏加强膈肌收缩，提高膈肌肌力，改善患者呼吸能力。首先，

增加咳嗽效力，加强痰液清除能力，减少了继发性感染可能性。其次，对氧的摄取能力的增加，改

善患者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为其他康复治疗奠定基础。因此，体外膈肌起搏能对脊髓损伤所引起

的相关性肺功能通气障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PU-1898 

EVM（局部振动仪）对于脑卒中后上肢屈肌痉挛疗效观察 

 
曲超 

泰安市中心医院,山东省,泰安市 

 

目的 分析 EVM 疗法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对卒中后上肢屈肌痉挛的疗效。人体肌肉是一个黏性体，当

收到具有一定振幅的振动刺激时，由于关节角度的微小变化，势必引起关节力矩和感受器的变化，

进而影响到肌肉长度和肌张力的变化，从而产生肌肉的被动收缩与舒张。肌梭是广泛存在与肌纤维

中的重要感受器，是一种感受肌肉长度变化或感受牵拉刺激的的特殊的梭形感受装置，属于本体感

受器。振动刺激作为一种外界刺激，能够激活肌梭特别是初级 Ia 传入纤维的兴奋性，反射性地引起

梭外肌收缩，在肌肉主动收缩的前提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募集运动单位参与活动对肌肉连续刺激，

使肌肉内几乎所有的运动单位都被同时激活，运动神经传到骨骼肌的振动兴奋冲动快速且连续，骨

骼肌完全强直收缩，能够提高机体肌肉爆发力，增强肌肉耐力。肌梭神经元的局部振动的作用是众

所周知的。因为这些神经受体对延伸敏感，这种类型的振动可强迫肌肉伸长和缩短至少 0.5 毫米，

在 80-120Hz 的频率时，可达 1-2 毫米。振动刺激的感知主要归于帕奇尼小体，帕奇尼小体的振动

频率最高可达 100Hz，接收范围幅度从 90 到 600Hz。EVM 局部空气振动的优势：局部振动直接作

用于患处，不会对身体其他部位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不同于普通的机械振动，空气振动更加柔和（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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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适用于急性康复期的患者）且振动频率和幅度可调。同时 80 到 120Hz 的频率可以刺激肌梭

神经元，有利于肌肉放松。利用特定范围频率振动刺激本体感受器，可以增加本体感觉输入，实现

运动功能区的重建。 

方法 将 3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n=15)和对照组(n=15)。两组均给予常规肢体功能康

复训练,治疗组加 EVM 振动治疗，采用肱二头肌肌腹处放振动罩，频率 90Hz，振幅 2，时间 15min，

每日两次，治疗时间持续四周。 

结果 治疗前和治疗四周后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进行评估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组肱二头肌

肌张力较对照组有显著改善 

结论 EVM 局部振动治疗结合常规治疗卒中后上肢屈肌痉挛患者,能更有效的改善卒中患者上肢的肌

张力。 

 
 

PU-1899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三维步态的研究 

 
宋沙沙,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利用三维步态分析系统定量分析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步行特征, 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

床诊疗、制定康复训练计划、评定康复疗效提供客观依据。 

 
 

PU-1900 

下肢运动控制训练结合悬吊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卒中 

偏瘫患者下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刘宇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观察基于虚拟游戏的下肢运动控制训练联合悬吊核心稳定性训练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

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6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患者给

予常规康复训练练及核心稳定性训练，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辅以基于虚拟游戏的下肢运动控制训

练。于治疗前、治疗 10 周后分别采用下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MA)、Berg 平衡量表(BBS)、

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功能性步行分级(FAC)及 10 m 最大步行速度(MWS)对 2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

定。 

结果 治疗前2组患者FMA、BBS、MBI评分、MWS及FAC分级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分别经 10 周治疗后，发现观察组患者 FMA 评分[(26．81 4±4．52)分]、BBS 评分[(48．08 4-5．05)

分]、MBI评分[(71．64 4±15．15)分]、MWS[(46．33 4±12．27)m／min]及 FAC 分级(评级达 4—5

级者共有 25 例，占 83．3％)均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明显改善(P<0．05)。 

结论 基于虚拟游戏的下肢运动控制训练联合悬吊核心稳定性训练能更有效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下

肢运动功能，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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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1 

中频脉冲电治疗仪对脑卒中恢复期便秘的治疗应用 

 
蔡晴军 

普定县人民医院,贵州省,安顺市 

 

目的 探讨中频脉冲电对脑卒中恢复期便秘情况的治疗作用。 

方法 对 42 例已经 3 天不能自主排大便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用中频脉冲电治疗仪便秘治疗处方进行

治疗，记录治疗后多少时间排便，记录时间段分别以治疗结束后 1-10 分钟、11-20 分钟、21-30 分

钟、31-40 分钟、41-50 分钟、51-60 分钟。超过 60 分钟及以上为治疗无效。 

结果 在中频脉冲电治疗结束后自主排便患者中：1-10 分钟 1 例，占总治疗的 2.38%，11-20 分钟 6

例，占总治疗的 14.29%，21-30 分钟 17 例，占总治疗的 40.48%，31-40 分钟 13 例，占总治疗的

30.95%，41-50 分钟 3 例，占总治疗的 7.14%，51-60 分钟 1 例，占总治疗的 2.38%，超过 60 分

钟 1 例，占总治疗的 2.38%。 

结论 根据结果显示，中频脉冲电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不能自主排大便的治疗是有效的。当脑卒中恢

复期患者不能自主排便时，不盲目使用润肠通便类药物（如开塞露等）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PU-1902 

CPM 技术在基层医院骨科术后早期康复的应用 

 
孔习相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膝关节周围骨折及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应用 CPM 技术在基层医院骨科术后早期康复的临

床疗效。 

方法 分析2016 年 2 月～ 2017年 2月我院骨科诊治的 32 例膝关节周围骨折患者，并随机分为 CPM 

组 16 例和对照组 16 例。CPM 组患者每日锻炼 2 次，每次 30min，起始角度为 30°，至术后 2 周，

逐渐增加至 90°，同时自术后第 1 天起进行主动功能锻炼; 对照组患者进行同 CPM 组相同的主动

功能锻炼，等张收缩、等长收缩。出院后两组患者行相同的功能训练，分别比较两组患者在术后 1，

2，6 周及 3，6 个月的膝关节屈曲角度及术后 3，6 个月膝关节 AKS 评分。结果: 术后第 1，2，6

周及 3 个月患者的膝关节屈曲角度 CPM 组优于对照组( P ＜ 0． 05) ，而术后 6 个月时膝关节屈

曲度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AKS 膝关节评分比较，术后 3 个月 CPM 组优于

对照组( P ＜ 0． 05) ; 术后 6 个月，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结果 该技术目前在国内临床上已经成为一种术后，尤其是下肢术后广受推崇的技术，由于在基层医

院骨科医师对康复医学不是很了解，还延续应用传统理念对骨折术后患者的制动恢复，忽略了骨折

术后功能康复的重要性，导致患者关节活动度受限、肌力下降、肌肉萎缩、关节僵硬、肿胀及疼痛，

最终患者错过了最佳康复黄金时期。在此次研究中，我们更多的与骨科医生及膝关节术后患者进行

多方面的沟通，严密观察了膝关节周围骨折及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于术后早期应用 CPM 技术的临

床效果，并对临床康复治疗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结果表明 CPM 技术具有改善关节活动度、促

进消肿、缓解疼痛、提高康复疗效等作用，有效消除关节粘连及坏死关节成活、伤口愈合和消肿、

促进关节软骨损坏的自身修复。 

结论 通过此研究，改变了基层医院骨科医师及患者对骨折术后的传统观念认识，在临床应用上具有

安全性、实用性、无痛苦、病人乐于接受、有效防止关节僵硬，加快恢复膝关节活动度，改善关节

功能，对膝关节更好、更快恢复、对基层医院推广康复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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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3 

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 

治疗失眠的临床观察 

 
崔晓,王德强,谭树颖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滨州市 

 

目的 研究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治疗失眠的短期疗效。 

方法 将符合标准的 32 例失眠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体感

振动音乐疗法，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配合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治疗，疗程为 20 天。 

结果 治疗组有效率为 93.75%，对照组为 81.2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体感振动音乐疗法联合超激光照射星状神经节治疗失眠取得了较满意的治疗效果，具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 

 
 

PU-1904 

振动起立床训练在缩短脑卒中患者卧床时间的应用研究 

 
张强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济宁市 

 

目的 本文研究利用 Galileo（起立床版）振动训练系统对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40 名脑卒中住院患者

进行为期 4 周的不同角度不同频率的下肢振动训练,以探讨振动训练在脑卒中患者早期应用 Galileo

（起立床版）振动训练系统缩短卧床时间的应用研究。 

方法 将符合诊断标准的脑卒中早期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 Ａ组和Ｂ组各 20 例，均采用物理、运动、

作业、语言、传统中医等疗法，并配合电动起立床的应用等治疗。Ｂ组在患者早期无站立禁忌的情

况下加上 Galileo（起立床版）振动训练系统，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频率提高患者站立能力。所

有患者训练至少持续 4 周，每周至少 6 天。每天评定 2 组患者的 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定得分；

并将患者达到 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定量表 10 分所用天数的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定得分较治疗前都有明显的提高，Ｂ组患者

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定量表得分较 A 组显著提高，并且 B 组患者 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定得分

达到 10 分所用的天数明显短于 A 组患者(P<0.05)。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加上 Galileo（起立床版）振动训练系统，可显著提高脑卒中患者平衡能

力，进一步缩短患者卧床时间，减少患者因卧床而引发的并发症带来的影响，提高住院患者康复效

率。 

 
 

PU-1905 

多通道功能性电刺激结合悬吊疗法对脑卒中患者 

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董延广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 

 

目的 探讨多通道功能性电刺激结合悬吊疗法对脑卒中下肢运动功能的临床疗效。 

方法 3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15 例）和对照组（1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及悬

吊疗法，治疗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及悬吊治疗的基础上加每日 1 次多通道功能性电刺激治疗，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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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in。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3 周后评定下肢运动及步行功能，包括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

（FMA）, 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 ,Berg 平衡量表（BBS）。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上述各项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经 3 周治疗后，

2 组患者的 FMA、Holden、BBS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疗效

更为显著（P<0.05）。 

结论 多通道功能性电刺激结合悬吊疗法可以更好地促进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恢复。 

 
 

PU-1906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颅脑损伤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王芮,陈晓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颅脑损伤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筛选颅脑损伤后认知障碍的患者 1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治疗组，每组患者

8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的综合康复治疗，包括运动疗法、平衡控制练习、协调能力、步行和步

态训练、作业疗法、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认知功能训练。在此基础上，治疗组给予 4 周 rTMS 真刺

激治疗，治疗时，探头放置于左前额叶背外侧，频率 10Hz，刺激 14 分 56 秒，间歇 20 秒，共 1200

个脉冲，治疗强度 90%MT。观察组给予 4 周 rTMS 伪刺激治疗，并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

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评估认知功能。 

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 MMSE、Moca 评分分别为（9.88±3.05）（7.38±1.98）。治疗组患者

MMSE、Moca 评分分别为（9.75±4.12）（7.38±1.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

后，观察组患者 MMSE、Moca 评分分别为（14.5±2.99）（10±1.58）。治疗组患者 MMSE、Moca

评分分别为（10.25±2.86）（8±1.22）。治疗前，治疗组患者各项指标均较组内治疗前明显改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能够改善颅脑损伤后的认知功能 

 
 

PU-1907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步态特征的研究 

 
宋沙沙,张杨,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利用三维步态分析系统定量分析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步行特征, 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

临床诊疗、制定康复训练计划、评定康复疗效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分别纳入 16 名身体健康志愿者和 16 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受试者的骶骨、双侧髂前上

棘、双侧股骨大转子、双侧股骨下端、双侧腓骨小头、双侧外踝、双侧第五跖趾关节外侧、双侧足

跟、双侧股骨大转子与双侧股骨下端连线的中点和双侧腓骨小头与双侧外踝连线的中点共 19 处分别

粘贴红外线标示点，受试者在平地上规定的路线内行走，每次行走距离为 5 米，共行走 4 次。利用

三维步态分析系统采集这 32 名受试者的运动学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组的平均步长（35.87±4.33cm vs 43.02±4.76cm），跨步长

（59.78±8.11cm vs 71.71±8.82cm）和步频（0.62±0.02 步/s vs 0.67±0.04 步/s）明显小于健康组

(P<0.05)；2.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组存在髋后退步态，步行过程总髋后退 49.9±2.78mm，明显多于

健康组髋后退 31.6±1.94mm（P<0.01）；3.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走过程中支持相存在膝关节过度

屈曲，无膝伸直过程。 

结论 三维步态分析系统能定量地评价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步态情况，与健康人群相比，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步行过程中的运动变化主要表现为：步长、跨步长均减小，步频减慢，髋后退明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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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存在膝关节过度屈曲，无膝伸直过程。明确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协

助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诊疗和康复指导。 

 
 

PU-1908 

利用平衡半球训练小腿肌肉离心收缩改善偏瘫患者足下垂内翻 

 
刘姣姣 

山东省中医院 

 

目的 平衡半球在健身、运动训练、康复治疗等领域被广泛接受，但在康复治疗使用上应用比较单一，

很多治疗师只在患者后期功能较好时用来训练平衡能力，现在和大家分享一种可以用于偏瘫患者多

个时期的一种训练足踝功能的方法。 

中枢神经损伤后引起的足下垂内翻在偏瘫患者中及其常见，严重制约了患者的步态和行走能力，增

加力患者跌倒受伤风险，对患者行走、上下楼梯及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利。在临床上有很多康复治

疗方法但由于目前治疗师每天的治疗时间相对有限，想用治疗师较短的时间来获得较理想的治疗效

果确实很难，所以有效利于各种训练器械尤其重要。利用平衡半球训练小腿肌肉的离心收缩，改善

肌小腿部肉痉挛同时提升肌肉力量从而改善足下垂内翻的症状，改善步态和行走能力，使患者解除

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方法 平衡半球圆弧面朝向地面，平板面朝向上方，患者足放置于平板面上，足的位置可以根据患者

足踝功能状态适当调整。针对足下垂和足内翻分成两种训练方式： 

1、足跟足跟放置于平板面中心点后侧，用力登足后跟使平板向后倾斜（及向患者方向倾斜），动作

达到最大后持续两秒钟，放松使平板放回（根据患者情况可以适当跖曲用力将平板压回前倾位置），

反复训练。建议训练强度，一天三次训练，一次 20 分钟，10 次动作为一组中间休息十秒钟。（可

根据病人情况设定训练强度）。 

2、足跟足跟放置于平板面中心内侧（及足心侧），足内侧缘用力下压使平板向内侧倾斜，提示患者

感受拇指掌趾关节处的用力，动作达到最大后持续两秒钟，放松使平板放回，反复训练。建议训练

强度，一天三次训练，一次 20 分钟，10 次动作为一组中间休息十秒钟。可根据病人情况设定训练

强度。 

结果 训练一个月后，测量足被动背曲角度和/或者主动背曲角度，足内翻角度；测试足背曲内翻肌

力；测试足踝肌张力；测试步行速度。 

踝关节活动度有所增加，肌力增加，张力减轻，步行速度提高。 

结论 利用平衡半球进行小腿肌肉的离心收缩训练可有效减轻偏瘫患者足踝肌肉痉挛程度，提升肌肉

力量，从而有效改善足下垂足内翻的症状，改善患者步态和行走能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1909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主观性耳鸣的有效性 

 
朱晓丽,刘英震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康复中心 

 

目的 探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主观性耳鸣的有效性。 

方法 筛选听力正常的主观性耳鸣患者 89 例，其中颅鸣患者 36 例（26~65 岁）,耳鸣患者 53 例（31~66

岁）；采用 1Hz 低频脉冲刺激患者同侧颞顶部，每次一次性给与 1800 次脉冲刺激，脉冲刺激时间

间隔为 1s，5 次/周，连续刺激 4 周。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均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analogue 

scale,VAS）评估耳鸣的严重程度。 

结果 治疗后，26 例颅鸣减轻或消失，总有效率为 72.22%(26/36),其中 3 例患者自觉颅鸣完全消失

（8.33%，3/36）,23 例患者自觉颅鸣响度减轻（63.89%，23/36）,治疗前 VAS 平均分为 5.0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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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治疗后降为 3.06±1.77 分。53 例耳鸣患者中，30 例耳鸣减轻或消失，总有效率为（56.60%，

30/53），其中 1 例耳鸣完全消失（1.89%，1/53），29 例耳鸣减轻(54.71%,29/53);治疗前 VAS 评

分为 5.68±1.51 分，治疗后降为 3.75±2.11 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纯音听阈无明显变化，且无一例

出现头痛、头晕、头皮灼痛、癫痫发作、耳鸣加重等不良反应。 

结论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主观性耳鸣安全有效。其中颅鸣患者效果更佳。 

 
 

PU-1910 

舌针联合舌功能训练对鼻咽癌放疗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周惠嫦,张盘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佛山市 

 

目的 探讨舌针联合舌功能训练对鼻咽癌患者放疗后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36例鼻咽癌放射治疗后出现吞咽障碍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发将其分为舌肌组（n=12）、

舌针组（n=12）和综合组（n=12），舌肌组患者给予舌功能训练，舌针组患者给予舌针治疗，综合

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辅以舌针治疗。每天 1 次，每周 6 天，共治疗 3 周。具体操作如下。舌功

能训练：①舌后根训练：冰刺激抗阻训练舌根部；②舌上抬训练：冰刺激舌前 1/3 带动舌上抬运动；

③舌左右训练：冰刺激舌前 1/3 分别从左侧或右侧带动舌体左右抗阻；④舌腭弓、咽腭弓-软腭刺激：

冰刺激从舌根向舌腭弓、咽腭弓达到软腭；⑤舌牵拉训练：用平展的纱布包裹舌体，先作轻柔的按

摩，然后带动患者后缩、左右、上下自主或抗阻运动，拉舌训练不超过 5min，注意避免下颌代偿运

动。舌针治疗：嘱患者用纱布固定舌体于口外，操作者取 25mm 毫针，选取舌背中部结节部位，45~60°

快速斜刺进针约 1 寸，进行轻插重提，捻转泻法，不留针，缓慢出针，放少量血，再行按压止血。

每次 5min。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疗 3 周后（治疗后）进行 X 线吞咽造影检查（VFSS），记录

患者舌骨运动时间、上抬、前移幅度和误吸情况。 

结果 训练前，3 组患者舌骨运动时间、上抬、前移幅度和误吸程度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3 组患者的舌骨运动时间、舌骨前移、舌骨上抬、误吸分级均较治疗前改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治疗后综合组舌骨上抬（9.46±1.84）mm 分别与舌肌组（7.58±2.15）

mm、舌针组（7.71±2.27）mm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0.05），综合组舌骨运动时间（2.21±0.43）

s 与舌肌组（2.65±0.59）s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综合组误吸程度与舌肌组、舌针组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Ｐ＜0.05）。 

结论 舌针联合常规舌功能训练，能更好地改善鼻咽癌患者舌骨运动能力和误吸情况，提高鼻咽癌患

者的吞咽功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911 

胶质瘤术后化疗联合高压氧治疗颅内残余肿瘤快速长大一例报道 

 
刘敏,张秀桃,何湘娥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报道一例脑恶性胶质瘤术后化疗联合高压氧治疗颅内残余肿瘤快速长大的罕见病例。 

方法 41 岁男性患者，因胶质瘤术后并发功能障碍及颅内残余肿瘤，采用替莫唑胺化疗（共两期，

每期 5 天）及高压氧治疗（两疗程，每天一次，共 20 次）以期杀灭残余肿瘤并促进功能恢复。 

结果 治疗后患者功能障碍有改善，但残余肿瘤却异常快速长大。 

结论 ①对胶质瘤术后并发功能障碍及颅内残余肿瘤患者采用化疗联合高压氧治疗时，二者治疗时间

一定要同期，以增强癌细胞对化疗的敏感性；②胶质瘤术后病情允许情况下尽可能采用化疗加放疗，

以增强对肿瘤的杀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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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12 

重症监护病房获得性肌无力康复治疗及疗效一例报道 

 
孙晓培

1
,潘惠娟

1
,包兴骅

1
,徐依敏

1
,谢青

2,1
 

1.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重症监护病房获得性肌无力(intensive care unit-acquiredweakness，ICU-AW)是危重病患者因

感染、创伤、手术和烧伤等因素引发的严重和长期的并发症。本文通过报告我科收治的一例 ICU-AW

患者的康复诊疗过程及康复疗效，结合文献检索，综合分析该类疾病的康复诊疗特点。 

方法 对我科收治的一例 ICU-AW 患者进行康复评定（包括病情评估，康复锻炼评估：关节活动度、

肌力、肌张力与肌肉耐力、日常生活能力）后进行康复治疗（包括原发病治疗、健康教育、运动治

疗、物理因子治疗），并进行康复治疗后再次康复评定，评估康复治疗疗效。 

结果 患者入院时 MMT 双肩前屈外展肌肌力 3 级，双肱二头肌肌力 3+级，双肱三头肌肌力 3 级，

双腕背伸肌肌力 3+级，双手握力左 3+级/右 4 级，双侧小指展肌肌力 3 级；双髂腰肌肌力 1+级，双

股四头肌肌力 2-级，大腿内收肌肌力左 3 级/右 2+级；腘绳肌肌力左 2+级/右 2-级；双胫前肌肌力

2+级，双腓肠肌肌力 2+级。双下肢肌张力略低，双上肢肌张力正常。坐位平衡 2 级，尚不能独站，

ADL：40 分。经 5 周综合康复治疗后 MMT 双肩前屈外展肌肌力 4+级，双肱二头肌肌力 4+级，双

肱三头肌肌力 4+级，双腕背伸肌肌力 4+级，双手握力左 4 级/右 4+级，双侧小指展肌肌力 3+级；

双髂腰肌肌力 3+级，双股四头肌肌力 3+级，大腿内收肌肌力左 3+级/右 3 级；腘绳肌肌力左 3+级/

右 3 级；双胫前肌肌力 4+级，双腓肠肌肌力 4+级。双下肢肌张力正常，双上肢肌张力正常。坐位

平衡 3 级，站立平衡 2 级，ADL：70 分。疗后运动功能改善，运动耐力改善，日常生活能力提高，

肺功能改善，予出院，回归家庭生活。 

结论 ICU-AW 是危害危重患者较为长期及严重的并发症，患者病情稳定后早期合理的康复治疗可改

善患者运动功能，提高运动耐力，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PU-1913 

nCPAP 治疗对合并重度 OSAHS 的脑出血患者血肿、周围水肿及

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潘瑞春 

包头市中心医院,内蒙古自治区, 

 

目的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病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

引起的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是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许多脑出血患者合并 OSAHS，两者具有

高度相关性，可相互影响，并形成恶性循环。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nCPAP）是目前治疗

OSAHS 疗效最为确切、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目前被认为是中、重度 OSAHS 患者首选的治疗方法。

本研究观察脑出血合并重度 OSAHS 患者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前后血肿、周围水肿及神经功

能恢复的变化。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0 月就诊于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脑出血患者 85 例，年

龄 42～75（53.96±7.62)岁,体重指数 23.70～34.60（28.97±2.83）kg/m2，合并重度 OSAHS 的脑

出血患者 40 例，对照组 45 例。头颅 CT 显示脑叶出血。OSAHS 的诊断依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睡眠呼吸疾病学组制定的诊断标准，入院第 10-12 天行多导睡眠监测（PSG）提示 AHI＞30 次

/小时。应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进行评分评判神经功能恢复情况。排除标准：

⑴脑动脉瘤或血管畸形破裂出血者，⑵外伤性血肿，（3）脑肿瘤卒中，（4）深昏迷（格拉斯哥昏

迷量表评分<5 分）者，（5）患有急慢性感染性疾病、风湿免疫性疾病、肿瘤、凝血功能障碍、肝

肾疾病等重要脏器疾病，（6）严重的呼吸性疾病：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及由陈-施氏呼吸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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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吸暂停和低通气，（7）接受外科手术。根据ＣＴ图像计算脑血肿及血肿周围水肿体积。分别于

发病２４ｈ内、7 天、15 天及３０天后行头颅 ＣＴ检查。PSG 提示重度 OSAHS 后开始使用经鼻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 

结果 24 小时内血肿及周围水肿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 天时血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周围水肿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15 天、30 天时血肿及周围水肿体积有明显统计学差异，经 nCPAP 治疗后血肿、

周围水肿体积较前降低有统计学差异。发病 7 天、15 天、30 天时两组间 NIHSS 评分有统计学差异，

经 nCPAP 治疗后 NIHSS 评分较前降低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合并重度 OSAHS 的脑出血患者脑血肿、周围水肿较只有脑出血的患者重，神经功能的恢复也

较为缓慢，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可明显改善以上指标，建议合并重度 OSAHS 的脑出血患者

应尽早使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 

 
 

PU-1914 

早期康复介入对重症患者的恢复与预后的影响 

 
马小霞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1.协助解决影响重症监护病人康复的主要因素：神经肌肉、呼吸及心理状态 

2.为机械通气患者制定实施早期活动的系统化的方法 

3.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重症监护室机械通气患者并发症 

4.减轻患者痛苦及护士的护理强度 

方法 对病人进行评估，病情非常严重，不能自主运动的患者给予电刺激，关节活动度训练，有效预

防排痰训练，呼吸训练，电动起立床训练，吞咽训练 

结果 有效预防重症患者，尤其是气切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有效预防了深静脉血栓的形成。防止由于

长期卧床造成的肌肉萎缩，肌腱挛缩，关节僵硬等。有效预防了吞咽肌群的废用性萎缩。 

结论 早期康复介入对改善患者预后和保证生活质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PU-1915 

下肢矫形器联合早期康复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 

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李腾霖,董安琴,解益,宁超,时丽娜,潘斌斌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目的  探究下肢矫形器的早期介入联合床边康复治疗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 46 例，年龄 6~18 个月，平均年龄 11.50±6.37 岁。采用

随机数表法将患儿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3 例，两组患儿均接受早期床边康复与常规临床治

疗 4 周，观察组患儿同时穿戴量身定制的下肢矫形器以预防与矫正姿势异常。研究者于治疗前、治

疗后立即、治疗后 6 个月随访，采用 Peabody 评估患儿的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运动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立即与治疗后 6 个月组内

比较，两组患儿的 Peabody 得分均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立即组间比

较，观察组患儿 Peabody 得分优于对照组 P<0.05）；治疗后 6 个月随访，两组患儿 Peabody 得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早期床边康复治疗联合下肢矫形器可以有效促进患儿的运动功能恢复，该

研究为脑炎患儿重症监护期间矫形器的应用提供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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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16 

早期康复治疗干预对 ICU 重症脑卒中患者胃肠功能的影响 

 
杜志伟,潘翠环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早期康复治疗对重症监护室（ICU）重症脑卒中患者胃肠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68 例重症脑卒中合并胃肠功能障碍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将 68 名患者分为 2 组，参

照组 34 例和试验组 34 例。参照组进行常规护理以及西医疗法进行治疗，试验组在参照组的基础上

实施早期康复锻炼，包括：按摩，体位管理，翻身训练，核心区主动训练等。对两组患者患者的胃

肠道并发症发生情况、胃肠道功能改善情况及各症状缓解时间进行观察和比较。 

结果 试验组肠麻痹、胃黏膜出血、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发生率低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腹胀缓解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及排气、排便时间、呕吐和呃逆消失

时间均较参照组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患者 ICU 住院时间对比，试验组明

显低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康复治疗干预有利于保护 ICU 重症脑卒中患者胃肠功能，防止胃肠道并发症，缓解肠胃

不适症状，缩短住院时间，能进一步提高患者康复的速度。 

  
 

PU-1917 

心脏搭桥术后重症患者早期康复 10 例观察 

 
尚士强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评估心脏搭桥术后重症患者早期康复的意义。 

方法 患者康复治疗评估改善率。科室自制患者康复治疗评估量表，单个患者超过一周，每周评估一

次；不足一周，评估前后对比。 

结果 患者康复治疗评估改善率，存在显著差异，治疗后整体症状逐步改善中，多 1-4 周后转入普通

病房，开始常规康复，1 人发生严重房颤 1 周后再次返回心外 ICU。 

结论  心脏搭桥术后重症患者早期康复意义重大。 

 
 

PU-1918 

三甲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引入气管切开患者 MDT 的管理 

对降低患者风险的应用价值 

 
何佳,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我科自 2015 年以来建立重症康复小组，探索 MDT 多学科团队管理对三甲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中

的气管切开术后患者的价值，期望显著减少气切术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缩短气切患者的拔管时间

和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回顾 2016 年-2017 年来我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气管切开患者 121 例，比较 MDT 团队管理患者组

（45 例）与单学科团队管理患者组（76 例）的留管时间、肺部感染、意外拔管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从入院到患者自主进食的时间、住院时间，出院时患者的 ADL评分。 

结果 MDT 团队管理患者的留管时间（47.8 天）、从入院到患者自主进食的时间（62.2 天）及住院

时间（134.5 天）均短于单学科团队管理患者（59.8 天，87.1 天，156.2 天））（P＜0.01）；M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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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管理患者的肺部感染发生率（36.2%）及意外拔管发生率（10.2%）少于单学科团队管理患者组

（38.4%，19.5%）（P＜0.05，P＜0.01）；MDT 团队管理患者组出院时的 Barthel 指数评分（26.7

分）显著高于单学科团队管理患者组（16.3分）（P＜0.05，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MDT管理可以缩短重症监护病房的气管切开患者的住院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降低住院费

用，提高患者的生活治疗。但我院的 MDT 团队仍在摸索更成熟的模式和规范流程，希望在将来能够

获得更多的实践 MDT，推动将 MDT管理纳入到气切术后患者的诊疗指南，使得更多的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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