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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8 表面肌电在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 武文娟,毕霞 96 

OR-059 单侧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双侧颏下肌群表面肌电分析 ------------------------ 郭钢花 96 

OR-060 60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康复训练疗效观察 -------------------- 王济红 97 

OR-061 TBS 对健康受试者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的影响研究 ---- 林拓,徐光青,江力生等 98 

OR-062 表面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致吞咽障碍及其 

 机制 ------------------------------------------------------------------------- 陈小云, 陈卓铭,王红等 99 

OR-063 肌电生物反馈在治疗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研究进展 -------------------- 张天阳,李长君 99 

OR-064 吞咽专科护理结合吞咽训练模式的临床应用---------------------------------------------- 丁莉 100 

OR-065 项五针联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吞咽障碍的临床研究 ------- 秦合伟,李彦杰,李鸿章等 100 

OR-066 协同护理在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应用 -------------------------------------- 肖群,刘睿,宋艳等 101 

OR-067 颈前部表面电刺激对食管上括约肌功能的即时影响 --------------------------------- 招少枫 102 

OR-068 发散式体外冲击波与肌筋膜放松手法治疗跟痛症的临床疗效对比鲍珊珊,张健,王楚怀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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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9 基于有限元分析技术的踝足矫形器 3D 打印研究 ----------------- 刘震,黄国志,谢亿民等 103 

OR-070 脉冲性脊柱机械加载治疗骨质疏松的机制研究 ------------------------- 李杰,李心乐,张平 104 

OR-071 肩胛带肌训练对高位脊髓损伤患者转移能力的影响 ---------- 蔡可书,许光旭,钱开林等 104 

OR-072 幻肢痛的物理治疗 ----------------------------------------------------------------- 丛芳,耿波,林歆 105 

OR-073 超早期规范化物理治疗技术在缩短 TKA 平均住院日的研究 ------ 吴鸣,崔俊才,张阳等 106 

OR-074 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效果观察及机制初探 -------------- 李冰冰,许涛 107 

OR-075 麦肯基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表面肌电信号分析 ---------------- 陈静,宋文博,郭琦 108 

OR-076 《脊髓损伤护理相关 ICF 组合》活动和参与成份的 Rasch 

 分析 -------------------------------------------------------------------------- 李琨,燕铁斌,尤黎明等 108 

OR-07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症患者的下肢生物力学分析 ----------------------- 韩秀兰,王楚怀 109 

OR-078 非手术脊柱减压系统对 LDH 患者腰椎旁肌表面肌电信号的影响 ------- 孙一津,王楚怀 109 

OR-079 脑卒中患者步行转向机制与跌倒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 张韬,白定群,林海丹等 110 

OR-080 坐、立位平衡评分例入跌倒评分的重用意义------------------------------------------- 沙彬秀 111 

OR-081 情志护理对脊髓损伤术后康复期患者情绪和治疗依从性的 

 影响 ----------------------------------------------------------------------- 程晓婕, 相洁 ,刘晓霞等 111 

OR-082 循经按摩配合系统功能康复在肢体肿瘤保肢康复中的应用及效果 

 评价 ----------------------------------------------------------------------- 徐文红,宋建民,马文娟等 112 

OR-083 湿性愈合理论在压疮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 王微晶 113 

OR-084 基于负压技术的综合消肿治疗继发性淋巴水肿的临床研究 ------- 潘钰,孙小花,徐泉等 113 

OR-085 小儿扳机指保守治疗中支具疗法和非支具疗法的比较 ---------------- 陈楠,杜青,周璇等 114 

OR-086 基于表面肌电评价渐进抗阻训练对单膝关节置换术后膝关节运动功能的 

 影响 ---------------------------------------------------------------------------- 李琳,林坚,刘晓林 等 115 

OR-087 探讨早期康复介入对膝半月板移植术后膝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 -------- 田贵华,白定群 115 

OR-088 不同参数下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状态的疗效 

 观察 ----------------------------------------------------------------------- 段好阳,李贞兰,刘福迁等 116 

OR-089 核心稳定训练结合整脊术治疗运动员脊柱源慢性腰痛的研究 ------------------------ 金晨 117 

OR-090 自我管理模式在肩袖损伤修复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 田贵华,白定群 117 

OR-091 超声引导下药物精准注射对肩袖损伤的疗效研究 ------------------- 梁英,曾波,陈晓青等 118 

OR-092 臭氧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 王愉乐,虞乐华 118 

OR-093 PC 肌训练对男女性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与探究-------------------------------- 杨忠国 119 

OR-094 手法牵伸及肌内效贴联合治疗婴幼儿先天性肌性斜颈的疗效分析杨晓颜,杜青,周璇等 120 

OR-095 脊髓损伤后大脑结构萎缩对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 侯景明,颜如冰,刘宏亮 120 

OR-096 脑卒中患者延续康复医疗模式构建与成效的研究 ------------- 肖玉华,卢红建,沈晓明等 121 

OR-097 综合性医院向康复医院转型的探索 ---------------------------------------------------------- 沈毅 121 

OR-098 “重建生活为本”康复模式理念在作业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 吴丽君 ,周顺林 ,李凯霞 122 

OR-099 流水线式康复训练流程初探 ---------------------------------------------------------------- 郑锐锋 123 

OR-100 医院-社区-家庭护理干预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 张秀英 124 

OR-101 三级康复临床路径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影响的多中心、单盲、随机 

 对照研究 -------------------------------------------------------------------- 王红星,任彩丽,夏楠等 124 

OR-102 护理干预对中风偏瘫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探究 ------------------------ 葛贝贝 125 

OR-103 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三级康复的临床分析------------------------------------ 梁莉丹,陈翔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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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4 PDM-2 及其运动训练方案在脑瘫高危儿家庭康复中的应用 

 研究 -------------------------------------------------------------------------- 杨亚丽,吴丽,任麦青等 126 

OR-105 普通针刺联合综合康复治疗对精神发育迟缓的效果观察 ------- 段佳丽,宋立新,高超等 127 

OR-106 鼠神经生长因子穴位注射配合核心稳定训练治疗脑性瘫痪 ---------- 权弋,尚清,马彩云 127 

OR-107 物理治疗师胜任特征研究 ----------------------------------------------- 萧敦武,王詠,伊丽奇等 128 

OR-108 以三甲评审要求促进康复科全面质量管理---------------------------------------------- 张盘德 129 

OR-109 康复治疗师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于涛 130 

OR-110 现代学徒制在康复治疗人才培养中的实践和探索 -------------------------- 颜益红,余尚昆 131 

OR-111 综合医院康复治疗师的基本技能和综合能力分析 -------------------------- 何维春,王凯斌 131 

OR-112 基于 CARF 理念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健康教育单的设计 ----------------- 李艳芳,朋海平 132 

OR-113 绘本阅读教学提高聋儿认知水平的研究 ------------------------------------------------- 梁彩凤 133 

OR-114 案例库及综合式教学法在研究生康复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 曲福玲,刘忠良,康治臣等 133 

OR-115 183 名婴幼儿高压氧治疗家长的健康教育需要调查分析 ------------------------------- 张雁 134 

OR-116 留学生《康复医学》课程的学习效果问卷调查 ----------------------------- 何任红,范建中 134 

PO-001 个性化 3D 矫正体操对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影响 -------------- 袁望舒,陈丽霞,沈建雄 135 

PO-002 脑卒中偏瘫患者足底压力特征 ------------------------------------------------------------- 何娟文 135 

PO-003 孤立性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心肺运动试验 3 例分析 -------------------------- 丛卉,陈丽霞 136 

PO-004 表面肌电图在膝股疼痛症候群中的临床应用------------------------------------------- 郝道剑 136 

PO-005 运动机能贴扎对产妇腹直肌分离的治疗效果观察 ------------- 朱红梅,卢红建,沈晓明等 137 

PO-006 压疮的个体化治疗趋势 ------------------------------------------------------------------------- 刘琳 138 

PO-007 我院康复科患者手卫生依从性的调查分析---------------------------------------------- 岳泓玲 139 

PO-008 中国社区老年人身体活动能力与睡眠时长的相关性研究 -------------------- 傅丽媛,郭琪 139 

PO-009 徒手淋巴引流技术对乳腺癌术后手臂淋巴水肿患者消肿治疗与外周血性激素水平关系

的探索 ---------------------------------------------------------------------------------------------- 吴婧 140 

PO-010 Abnorm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Acute Low Back Pain Revealed by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 Zhang Shan-shan,Wu Wen,Yang Jian-ming etc. 141 

PO-011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male senescence-accelerated-prone  

 mouse 8 (SAMP8) ----------------------------------------------------- ma jiang,wang mingwei 142 

PO-012 Preoperative Physical Therapy fo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in Henan 

Provincal People’s Hospital ------------------------------------------------------------ LIN Song 143 

PO-013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mass index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in elderly ------------------------------------- Dong Renwei,Guo Qi,Wang Jiazhong 143 

PO-014 Immediate effects of one session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on elasticty of 

tendon among athletes with patellar  

  tendinopathy -------------------------------------------- Zhang Zhi jie,Ng GYF,Lee WC  etc. 144 

PO-015 早期康复结合间歇导尿术对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王玉昌,郭学军,吴月等 145 

PO-016 多学科协作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功能的影响 --------------------------------------- 彭全成 146 

PO-017 手法复位配合运动与牙合垫治疗急性颞下颌关节盘不可复性前移的近期疗效评价范帅,

蔡斌,刘丽琨等 ------------------------------------------------------------------------------------- 146 

PO-018 动态站立架训练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躯体控制和日常功能的疗效 

 观察 -------------------------------------------------------------------------- 彭辰,徐建忠,马建强等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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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 减重支持系统训练在脑血管患者步行障碍中的效果观察 --------------------------- 王海龙 147 

PO-020 关节镜下 ACL 重建术后早期规范化运动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 孙亚运 148 

PO-021 用小组形式开展作业疗法治疗学龄前脑瘫儿童的疗效探讨 --------------------------- 海洋 148 

PO-022 臂丛阻滞下手法松解配合康复治疗冻结肩疗效观察 ---------- 千怀兴,陈兵辉,张高炯等 149 

PO-023 羽毛球运动员等速躯干旋转力量对称性的比较 -------------------------------- 李男,檀志宗 150 

PO-024 STS——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初步研究 -------------------------------------- Won Sang Hee 150 

PO-025 吞咽训练四联疗法对运动元病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影响 ------------- 周顺林,李新,张沙 151 

PO-026 冰药刺激治疗脑卒中假性球麻痹患者吞咽困难的疗效观察 ---- 李红霞,周顺林,李龙易 152 

PO-027 远程医疗（远程康复）在脑卒中后运动康复中的便利性、安全性和疗效 

 验证 -------------------------------------------------------------------------------- 屈云,都天慧,孟琳 152 

PO-028 早产儿“超早期康复处置”的理论构想与实践----------------------------------------------- 刘芸 153 

PO-029 脑损伤综合征患儿脑干听觉诱发电位临床特点分析 --------------------------------- 刘春明 153 

PO-030 DMS 联合冲击波对足底筋膜炎的治疗效果 -------------------------------------------- 袁鸿儒 154 

PO-031 脑卒中患者心肺运动功能评估临床研究 -------------------------------- 潘钰,徐泉,张啸飞等 154 

PO-032 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康复的疗效研究 ---------- 陈慧娟,丛双,程国强等 155 

PO-033 放射式冲击波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短期疗效观察 ------- 谭志梅,何予工,冯娟娟等 155 

PO-034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 Kai Wang,何予工 156 

PO-035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自传体记忆损害情况观察 ------------- 陆可可,薛晨霞,董原君等 156 

PO-036 低频点刺激对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 李婷 157 

PO-037 多点多轴悬吊训练系统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能力及综合功能恢复的 

 临床疗效 ---------------------------------------------------------------------------------------- 董庆君 158 

PO-038 急危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治疗 ------------------------------------------------------------- 李红玲 158 

PO-039 对侧控制型功能电刺激对偏瘫上肢功能的影响 ----------------------------- 黄吉莉,马跃文 159 

PO-040 腹式呼吸训练对早期脑卒中患者坐位平衡能力的影响 --------------------------------- 叶林 160 

PO-041 肌筋膜松弛技术结合关节松动术对膝关节僵硬患者的疗效 --------------------------- 胡旭 161 

PO-042 CARF 理念下个性化康复指导对颈型颈椎病效果随访观察 ------------------------ 段周瑛 161 

PU-001 约束手臂摆动对健康青年人步态时空参数的影响 ------------------- 孟殿怀,金怡,张文通 162 

PU-002 60 例脑性瘫痪患儿智力水平及智力结构分析 ---------------------------------- 梁莉丹,陈翔 162 

PU-003 超声观察吞咽过程中颏舌骨肌运动的研究---------------------------------------------- 杨文裕 163 

PU-004 认知功能评估表的选择 ------------------------------------------------------------------------- 冯虹 164 

PU-005 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下肢软组织损伤后的肌电图评价 ------------------------------ 李伟 164 

PU-006 “F 波逆转”在腕管综合征诊断中的价值 --------------------------------- 纵亚,谢青,崔立军等 165 

PU-00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颈椎矢状面曲度与生活质量相关性初步研究梁菊萍,杜青,周璇等165 

PU-008 非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六分钟步行试验初步研究 ------------- 梁菊萍,杜青,孙锟等 166 

PU-009 表面肌电图 RMS 对痉挛型脑瘫肌张力评定分析的应用 ----- 谢鸿翔,章峰冰  ,邬刚燕 167 

PU-010 偏瘫上肢七级功能测试在物理治疗中的应用-------------------------- 吴丹,由霈,王保叶等 167 

PU-011 成都市 1-12 岁脑性瘫痪儿童流行病学调查 ------------------------------ 马丹,王秋,罗蓉等 168 

PU-012 小儿脑性瘫痪患儿手功能分级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调查分析 -------------- 王秋,罗蓉 169 

PU-013 Local neurosensory and skin temperature alteration of the pain area with herpetic 

 neuralgia -------------------------------------------------------------------------------- 许纲,唐维桢 170 

PU-014 Mppa-PDT 对博来霉素诱导人肺成纤维细胞纤维化的影响 ---- 彭晓华,潘黎,何娟文等 170 

PU-015 α 波音乐对脑卒中后认知损害患者认知功能及 ADL 的影响 --------------------------- 黄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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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 平衡训练影响踝关节功能稳定性的研究 ------------------------------------------ 李羚,翟大为 172 

PU-017 内源性一氧化氮在跑步锻炼对大鼠学习记忆及大脑皮质毛血管生成影响中的调控 

 作用 ----------------------------------------------------------------------- 王三荣,虞乐华,黄荣忠等 173 

PU-018 磁刺激诱导下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对星形胶质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 李哲,范家宏 174 

PU-019 外侧缰核损毁对帕金森病模型大鼠相关脑区神经元电活动及神经递质含量的 

 影响 ----------------------------------------------------------------------------------- 谭会会,张巧俊* 174 

PU-020 不同强度跑台运动对大鼠软骨下骨三维结构的影响 --------------------------------- 倪国新 175 

PU-021 全身振动训练中小腿部绑带对大腿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表面肌电信号的 

 影响 ------------------------------------------------------------------------------------ 房栋栋,李向明 176 

PU-022 改良式多方向伸展测试应用于老年人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 苏盼盼 176 

PU-023 不同压力高压氧对脑出血大鼠 Bcl-2 与 Bax 蛋白表达的影响 ---- 李红玲,陈玉燕,赵龙 177 

PU-024 中国社区老年人刷牙和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联系 -------------------------- 贾丽晔,郭琪 178 

PU-025 不同吸氧时间高压氧治疗对脑出血大鼠血肿周围 AQP4 和 SOD 表达的 

 影响 --------------------------------------------------------------------------------------- 李红玲,赵龙 178 

PU-026 慢病毒干扰抑制 MAPK1 对大鼠背根神经节神经元 TRPV4 表达的影响----------- 贾磊 179 

PU-027 运动想象训练对不同人群心率变异性的影响----------------------------- 李洋,刘华,张立荣 180 

PU-028 成对关联刺激对脑梗死大鼠功能恢复和 GAP-43、MAP-2 表达的 

 影响 ----------------------------------------------------------------------------- 胡艳,鲁银山,郭铁成 181 

PU-029 三七总皂苷对大鼠骨骼肌急性钝挫伤 MHC-emb 和 Vimentin mRNA 表达的 

 影响 -------------------------------------------------------------------------- 崔琳,王广兰,沈亚南等 181 

PU-030 不同跑台训练对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骨骼肌中神经生长因子表达的 

 影响 ------------------------------------------------------------------------------------ 张海娜,郭学军 182 

PU-031 颈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骶髓重塑性研究 ------------------- 朱红军,戴慧,张大伟等 183 

PU-032 聊城大学网球运动损伤状况调查与分析 ------------------------------------------------- 徐苗苗 183 

PU-033 运动机能贴布应用于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与重建术后的早期疗效 

 观察 ----------------------------------------------------------------------- 朱红梅,卢红建,沈晓明等 184 

PU-034 早期康复训练对产褥期妇女人体成分的影响-------------------- 朱红梅,卢红建,沈晓明等 185 

PU-035 下肢运动控制系统在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中的 

 应用 ------------------------------------------------------------------------------------------------- 陶亮 186 

PU-036 浅析游戏干预对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的影响---------------------------------------------- 孙杭 186 

PU-037 PEMFs 对去卵巢大鼠 Wnt/β-catenin 通路中 GSK-3β、sFRP 的影响 ---------- 何红晨 187 

PU-038 单侧电针刺激对人脑运动皮质半球间联系适应性影响的研究 ----------- 朱秀华,黄力平 188 

PU-039 低能量激光照射对大鼠视神经不完全损伤的治疗机制研究 ------------------------ 王传杰 189 

PU-040 减重步行训练对不完全脊髓损伤大鼠巨细胞网状核的可塑性影响 --------------- 冯杰扬 189 

PU-041 针刺脊髓损伤患者胫骨前肌运动点对脑功能磁共振影响的 

 初探 ----------------------------------------------------------------------------- 王倩,张珊珊,江玥等 190 

PU-042 脉冲电磁场对大鼠不同阶段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的 

 影响 -------------------------------------------------------------------------- 阳筱甜,何红晨,周园等 191 

PU-043 不同强度脉冲电磁场对大鼠膝骨关节炎软骨和软骨下骨的影响阳筱甜,姜俊良,何成奇 191 

PU-044 脉冲电磁场对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成骨分化 和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 

 影响 ----------------------------------------------------------------------- 周予婧,朱思忆,王田田等 192 

PU-045 不同的运动模式—非自主运动、主动运动及强制运动对脑缺血大鼠认知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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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DAR1-pGluR1-pCaMKII 通路的机制研究 ------------------ 林阳阳,董军涛,燕铁斌等 193 

PU-046 局部振动治疗对脊髓损伤患者下肢内收肌群痉挛的疗效分析 --------------------- 黄亚琴 194 

PU-047 中文版运动觉-视觉想象问卷的信度 ----------------------------------------------- 程钰琦,刘华 194 

PU-048 浅谈自闭症儿童的语言的训练方法 ---------------------------------------------------------- 周荧 195 

PU-049 低频电磁场对间充质干细胞线粒体 DNA 含量的影响 --------- 李新平,刘晓涵,李伟坤等 195 

PU-050 低频电磁场促进表皮干细胞分化诱导形成毛囊的实验 

 研究 ----------------------------------------------------------------------- 张鸣生,刘晓涵,李新平等 196 

PU-051 大鼠腓肠肌和比目鱼肌纤维组成及分布特点--------------------------------- 喇高燕,周谋望 196 

PU-052 P38α 在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所致机械性异常疼痛中的作用 张晓,怀娟,岳寿伟等 197 

PU-053 探讨普通话轻声语音特征对听障儿童学习轻声训练的重要性 --------------------- 竺海璐 198 

PU-05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联合超短波对大鼠脊髓损伤后早期 AQP-4 和 GAP-43 的 

 影响 -------------------------------------------------------------------------- 孙师,万峪岑,赵利娜等 198 

PU-055 经颅磁刺激对健康志愿者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影响的 fMRI 

 研究 -------------------------------------------------------------------------------- 江力生,林拓,兰月 199 

PU-056 脑卒中偏瘫患者健侧上肢运动功能的生物力学研究 --------------------------------- 靳婷婷 199 

PU-057 步行训练对脊髓损伤大鼠步行 CPG 内兴奋性中间神经元可塑性的影响 ------- 陈杨葭 200 

PU-058 学习动机培养对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的重要性 --------------------------------------- 王蕾蕾 201 

PU-059 浅谈腹压带对脑瘫患儿腹直肌肌群的影响---------------------------------------------- 杨西卡 202 

PU-060 Cross-education 对单侧肢体下肢力量训练前后的影响 ----------------------------- 阚梦瑶 202 

PU-061 康复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患者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及 D-二聚体含量的 

 影响 ------------------------------------------------------------------------------------------ 常利,张松 203 

PU-062 丰富环境对卒中后认知障碍小鼠认知功能和突触可塑性的 

 影响 -------------------------------------------------------------------------- 王鑫,孟兆祥,孙彩花等 204 

PU-063 不同运动方式干预下鼠早期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 HIF-2α 表达的 

 差异 ----------------------------------------------------------------------- 段文秀,汪宗保,靳帅峰等 204 

PU-064 慢跑中递增式唱数训练法对听障儿童呼吸支持不足矫治的个案研究 ------------ 郑建芬 205 

PU-065 高压氧预处理对持续脑缺血大鼠脑组织含水量的影响 --------------------------------- 于敏 205 

PU-066 膝关节控制训练对脑卒中后膝过伸步态的影响 --------------------------------------- 陈震宇 206 

PU-067 他达那非治疗脊髓损伤男性性功能障碍疗效观察 ------------------------------------ 杨小鑫 206 

PU-068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 of proficient Mandarin-Cantonese and 

Cantonese-Mandarin bilingual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study ----------------------------------------------------------------------------------- 易爱文,陈卓铭 207 

PU-069 特殊儿童亲子教育康复训练正影响浅析 ------------------------------------------------- 赵晓芸 207 

PU-070 光谱成像下小鼠皮层静息态功能联系的优化方案研究 ----------------------- 谢鸿宇,吴毅 208 

PU-071 白质卒中小鼠大脑皮层区域性功能重塑的时效性研究 ----------------------- 谢鸿宇,吴毅 209 

PU-072 太极拳马步蹲裆下肢表面肌电研究 --------------------------------------------- 金兵站,郝道剑 209 

PU-073 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对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缺损及缺血区皮层 NgR、

LINGO-1 表达的影响 -------------------------------------------------------------------- 张阳,唐巍 210 

PU-074 常规培养对亲子活动课的影响 ------------------------------------------------------------- 雷梦莹 211 

PU-075 浅谈特殊教育训练与智力障碍儿童 ------------------------------------------------------- 王小梅 212 

PU-076 "形神共养"对脑缺血大鼠行为学恢复及 NF、SYN 表达的 

 影响 ----------------------------------------------------------------------------- 薛丽,廖维靖,蔺俊斌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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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 创伤性脑损伤后趋化因子 CXCL1、CCL2 的 表达及作用研究 -- 沈光宇,刘苏,孙李颖 213 

PU-078 补肾益气中药对运动训练大鼠肾近球小管 Na+,K+-ATPase 活性及 iNOS 的影响崔伟 214 

PU-079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对局部肌肉强度-时间曲线的影响 ---------- 许玉冰,张志强,梁维娣 215 

PU-080 人胶质瘤细胞 A172 对 Mppa-PDT 耐受的相关研究 ------------------------------------ 潘黎 215 

PU-081 HDAC6 后对小鼠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的自噬功能调控和神经功能恢复的 

 影响 ----------------------------------------------------------------------------- 计樱莹,席佳韵,苏敏 216 

PU-082 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学研究 ------------------------------------------------------ 何维春,杨彩军 217 

PU-083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联合高压氧治疗对 大鼠脊髓损伤后功能恢复及轴突再生微环境

的影响 ------------------------------------------------------------------------------------------- 赵利娜 217 

PU-084 中老年与青年静态站立平衡的特点 -------------------------------- 元香南,李涵婷,李晓婷等 218 

PU-085 早期跟腱术后的康复护理干预对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 张朝阳,黄莹 ,刘承梅 等 219 

PU-086 循证护理预防长期卧床中风患者压疮的临床疗效研究 --------------------------------- 王芳 219 

PU-087 探讨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功能的影响 --------------------------------- 李志静 219 

PU-088 经后路开放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分阶段康复护理疗效分析 --------------- 寇娟 220 

PU-089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护理的研究进展 ---------------------------------------------------- 门薇 221 

PU-090 分析早期康复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 ------------------------ 朱叶琳 221 

PU-091 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护理研究------------------------------------ 李娜,葛亚博 221 

PU-092 研究 88 例骨科患者的疼痛护理效果 ----------------------------------------------------- 胡冰冰 222 

PU-093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的康复与护理 ------------------------------------------------- 张莉莉 222 

PU-094 早期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及尿路感染的影响 ------ 张玉洁 223 

PU-095 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及护理对策 --------------------------------- 赵瑞环 223 

PU-096 分析外伤性脊髓损伤治疗的研究进展 ---------------------------------------------------- 崔静静 224 

PU-097 康复治疗学专业开展“早期接触康复”教学必要性的探讨 --------------------- 陈颖,符彩萍 224 

PU-098 良肢位摆放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的影响---------------------------------------------- 张焕玲 225 

PU-099 基于量化评估策略下的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肠道功能与生活质量 

 的影响 ------------------------------------------------------------------------------------------- 张艳艳 226 

PU-100 清洁间歇导尿的护理体会 ------------------------------------------------------------------- 董晓瑜 226 

PU-101 游戏结合传统康复治疗小儿脑瘫流涎症状的疗效观察 ------------------------------ 何晓霞 227 

PU-102 加强皮肤管理对脊髓损伤患者的重要性 ------------------------------------------------- 孙雪梅 227 

PU-103 120 例住院脑卒中患者医护治一体化康复方案效果评价 ------------------ 王凤英,刘祚燕 228 

PU-104 简易膀胱容量和压力测定在神经源性尿失禁中的应用 ------------------------------ 刘红英 229 

PU-105 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遗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 李青,蒋玮,陈婧 229 

PU-106 精细化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恢复期便秘患者的影响 ------------- 周燕,蒋玮,李晓玲等 230 

PU-107 穴位注射配合音乐治疗痉挛性脑瘫伴智力低下 252 例 ---------- 娄元俊,成亚斐,单海军 231 

PU-108 脑血管病患者家属心理状态对患者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研究 --------------------- 于萌萌 231 

PU-109 医-护-治一体化肺康复管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 ----------------------------------------------------------------------------- 蒲树英,蒋玮,郑兵等 232 

PU-110 环咽肌球囊扩张术导尿管插入深度的探讨------------------------------------------- 司徒雪梅 233 

PU-111 1 例气管切开患者高压氧治疗的陪舱护理体会 ---------------------------------------- 朋海平 233 

PU-112 浅谈脑卒中患者康复的体位护理 ------------------------------------------------------------- 俞钗 234 

PU-113 40 例老年人脑卒中合并高血压的特点及康复护理 ----------------------------------- 廖艳艳 234 

PU-114 截瘫患者的心理护理 ------------------------------------------------------------------------- 刘芳芳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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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 截瘫患者住院期间的安全管理与预防措施---------------------------------------------- 王艳玲 235 

PU-116 颈髓损伤气管切开患者预防吸入性肺炎的护理研究 ------------------------------------ 杨帆 235 

PU-117 康复治疗中癫痫发生情况的处理及分析 ------------------------------------------------- 甘永梅 236 

PU-118 行为康复训练提高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的生活质量 ---------------------- 梁艳,杨薇,龙霏等 236 

PU-119 后组脑神经损伤致吞咽障碍的康复护理 ----------------------------------- 杨薇,龙霏,梁艳等 237 

PU-120 授权管理在小儿康复病房一级质控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 ----------------------------------------------------------------------------- 娄欣霞,尚清,马彩云 237 

PU-121 脑卒中患者延续护理方案的探索 ---------------------------------------------------------- 张欢欢 237 

PU-122 康复治疗士手卫生依从性现状调查及对策---------------------------------------------- 俞蕾莹 238 

PU-123 重症小儿手足口病恢复期的康复护理体会-------------------------------- 龙霏,杨薇,梁艳等 239 

PU-124 饮食管理在颅脑外伤后气管切开患者并发肺部感染中的应用 ------------------------ 李娟 239 

PU-125 浅谈不同家庭康复态度对孤独症儿童的影响------------------------------------------- 曹志敏 240 

PU-126 谈话法在听障儿童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运用---------------------------------------------- 冯丽佳 240 

PU-127 1 例高位截瘫患者压疮治疗无效的原因分析 ------------------------------------ 石含英,余翔 241 

PU-128 112 例康复科患者外周静脉留置针的观察与护理 ------------------------------ 胡青,叶玉玲 241 

PU-129 22 例唇运动障碍的儿童康复效果的研究 -------------------------------------------------- 余英 242 

PU-130 论截瘫患者的心理护理 ------------------------------------------------------------------------- 杜霞 243 

PU-131 正确运用非语言沟通技巧，有效提高智力发育迟缓儿童的康复效果 ------------ 屠恒飞 243 

PU-132 康复护理对改善气管切开病人肺部感染的效果观察 --------------------------------- 张丹凤 244 

PU-133 品管圈活动对降低儿科住院患儿口服药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探讨 ----------- 娄欣霞,尚清 244 

PU-134 浅谈情景式区域活动对听障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 屈晓颖 245 

PU-135 脑卒中气管切开患者的临床与康复护理 ------------------------------------------------- 张丽君 245 

PU-136 健康教育在老年脑卒中患者康复护理中的作用 --------------------------------------- 刘丽霞 245 

PU-137 风险管理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压疮护理中的应用有效性探究 ------------------------ 韩香平 246 

PU-138 脊髓损伤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及护理---------------------------------------------- 牛丹 246 

PU-139 探讨家庭护理关怀对脑瘫患儿生活能力的影响 -------------------------------- 李巧秀,王丹 247 

PU-140 心理干预对脑瘫患儿家长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分析影响 ------------------------------ 李巧秀 247 

PU-141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出院后康复效果的临床分析 --------------------------- 李巧秀 248 

PU-142 脑瘫患儿父母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常艳玲,王雪芳 248 

PU-143 新确诊脑瘫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调查 ------------------------------------------ 常艳玲,李巧秀 249 

PU-144 小儿脑瘫家庭康复护理的要点探讨 ------------------------------------------------------- 常艳玲 249 

PU-145 脑瘫患儿家庭康复护理的实施及效果观察---------------------------------------------- 常艳玲 249 

PU-146 脑瘫患儿个体化康复护理方式及效果研究---------------------------------------------- 常艳玲 250 

PU-147 小儿脑瘫早期护理康复护理干预的应用研究------------------------------------------- 常艳玲 250 

PU-148 间歇性导尿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的影响 ------------------------------------ 张艳荣 251 

PU-149 浅谈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 

 作用 ----------------------------------------------------------------------- 张沙 ,樊利敏 ,王苗苗等 251 

PU-150 植物油加冷疗法配合药物治疗手部湿疹有奇效 --------------------------------------- 白海霞 252 

PU-151 音乐治疗对智障儿童的发展影响 ---------------------------------------------------------- 王丹妮 252 

PU-152 高职高专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调查分析---------------------------------------------- 黄高贵 252 

PU-153 残疾儿童家庭困境的访谈调查及对策初探---------------------------------------------- 林丽梅 253 

PU-154 良肢位摆放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 惠琳娜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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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 护理观察表在高位脊髓损伤自主神经反射异常患者的应用研究 -------- 戴宏乐,周谋望 254 

PU-156 紫外线治疗静脉炎临床效果观察 ---------------------------------------------------------- 张文华 255 

PU-157 微信公众平台在儿童康复科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 李盼 255 

PU-158 漫谈智障儿童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 ------------------------------------------------------- 陈川帆 256 

PU-159 浅析智障儿童认知能力的干预方法 ------------------------------------------------------- 陈川帆 256 

PU-160 间歇导尿与留置导尿对脊髓损伤患者尿路感染的影响 --------------------------------- 高影 257 

PU-161 直肠控制训练对脊髓损伤后肠道功能障碍影响的临床观察 ------------------------ 刘承梅 257 

PU-162 脑卒中康复期住院患者跌倒的预防及护理措施 ------------------------------------------ 刘雁 258 

PU-163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流动力学检查的护理 ----------------------------- 刘雁,王晓丹 258 

PU-164 脊髓损伤后疼痛和感觉异常的护理 ---------------------------------------------------------- 刘雁 258 

PU-165 脊髓损伤后抑郁症的治疗及护理干预 ---------------------------------------------------- 赵瑞环 259 

PU-166 脊髓损伤患者并发自主神经过反射康复护理------------------------------------------- 兰晓燕 259 

PU-167 压疮干性愈合与湿性愈合疗效的临床观察---------------------------------------------- 兰晓燕 260 

PU-168 艾灸联合系统护理干预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疗效分析 ------------------------------ 苏晓娇 260 

PU-169 骨创伤患者术后康复功能锻炼及护理 ------------------------------------------------------- 王静 261 

PU-170 合并压疮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 朱叶琳 261 

PU-171 脊髓损伤患者康复心理护理模式的探讨 ------------------------------------------ 寇娟,张裴景 262 

PU-172 康乐保产品治疗脑卒中患者Ⅱ期压疮的临床效果观察 -------------------- 鲍颂杨,苏晓娇 262 

PU-173 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康复护理体会 ------------------------------------------------------- 王芳 262 

PU-174 家属赋能模式对老年缺血性卒中患者 ADL 的影响观察 --------- 李强,沈亚萍,朱晓梅等 263 

PU-175 自我效能对康复治疗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的影响 ---------------------- 王剑雄,杨敏,汪丽 263 

PU-176 肉毒毒素治疗逼尿肌尿道外括约肌协同失调患者的护理与配合 ----------- 蔡萍,冯晓燕 264 

PU-177 对老年脑卒中患者进行奥马哈跌倒二级预防的效果 

 评价 -------------------------------------------------------------------- 方小群,周玉妹 ,汪秋艳 等 265 

PU-178 体位护理在脑卒中卧床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樊利敏,韩丽欣,苗静等 265 

PU-179 标准化管理在使用便携式膀胱扫描仪测定 SCI 患者残余尿量中应用 ----- 胡翠琴,纪婕 266 

PU-180 集束化护理在 A 型肉毒素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中的影响 ----------------- 纪婕,胡翠琴 266 

PU-181 以“重建生活为本”理念的康复护理模式对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 --------------------------------------------------------------------------------- 刘梅霞  ,王苗苗 267 

PU-182 脊髓损伤术后深静脉血栓危象多因素分析及预防 ----------------------------- 焦淼,戴珍玲 268 

PU-183 临床路径结合 SOAP 评估在临床康复教学中的应用 ------------- 周朝生,唐维桢,徐刚等 268 

PU-184 Trunk asymmetry in school-age children of 7-14 years old ------------ zhang qianying 269 

PU-185 A screening tool with five risk factors was developed for fall-risk prediction in Chines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individuals ---------------------------------------- kang li,Guo qi 270 

PU-186 Transla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andibular Function 

Impairment Questionnaire ------------------------------------------------------------------- xu lili 270 

PU-187 Muscle Strength Rather Than Muscle Mass is Associated With Osteoporosis In Older 

Chinese Adult ------------------------------------------------------------------ Ma Yixuan,Guo Qi 271 

PU-188 Mobility and Muscle Strength Together Are Mor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Falls in 

Suburb-Dwelling Older Chinese ---------------------------------------- wang xiuyang,guo qi 272 

PU-189 Effect of Group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ADL for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following stroke ----------------------------------------- Ma Jiang,Han zhenping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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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 Oral Hygiene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China 

Suburb-Dwelling Elderly Populations ---------------------------------------- Jia Liye,Guo qi 274 

PU-191 Effects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on spasticity of pronator teres muscle in patients 

poststroke ------------------------------------------ Liu XunCan,Duan HaoYang,Li ZhenLan 274 

PU-192 Influence of Mirror Therapy Early Intervention on Function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Hemiparesis after Ischemic Stroke --------- Peng Juan,Yang   shibing,Chen Bo etc. 275 

PU-193 Effectiveness of attention training on language function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aphasia  ------------------------------------------------------Zhang Hong,Li He ,Li Ruojin etc. 276 

PU-194 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 wang kai 277 

PU-195 Effect of paired associative stimulation on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the expression of 

GAP-43,MAP-2 in r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  

 injury ------------------------------------------------------- Hu Yan,Lu  Yinshan,Guo Tiecheng 278 

PU-196 Low-magnitude different-frequency whole body vibration on remodel of subchondral 

trabecular bone microarchitecture and cartilage degradation, bone/cartilage turnover 

and joint pain in rabbi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 Wang Zhuo,Wang Junbo,Liu Sijia etc. 279 

PU-197 Relevant Areas of Functioning in patients with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Coding System: from 

patients’ perspective----------------------------------- Yang Fu,Yu Jiadan,Zhang Jiaqi etc. 281 

PU-198 Evidence for SCI Attenuatebrain Cognitive Function in Adult Rats Luo Zeruxin,Tan Botao,Jiang Long etc. 282 

PU-199 The effect of dual-task balance and mobility training in people with sub-acute stroke: a 

case study --------------------------------------------------- He Ying,Zhou Jing,Yang Lei etc. 283 

PU-200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Study of of 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 in High Risk Infants Wang Cui,Xi Yucheng,Li Yifang etc. 284 

PU-201 Focusing on improving gait speed may contribute to rehabilation of sarcopenia 

patit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 Han  Peipei,Guo Qi 285 

PU-202 Three-dimensional Ultrasound Assessments of  Lateral Curvature and Vertebral 

Rotation in Patients with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 WANG Qian,Lou Edmond,He Chengqi etc. 286 

PU-203 Movement coordination impairments during single-leg deceleration  following ankle 

sprains in elite adolescence soccer players-------------------------------------------- Li Wei 287 

PU-204 Effects of Dual-Task Balance and Gait training in people with stroke: A Systematic 

Review ----------------------------------------------------- zhou jing,HE  Ying,YANG Lei etc. 288 

PU-205 Synergy-based NMES Intervention Accelerated Rehabilitation of Post-stroke 

Hemiparesis: a Pilot Study----------------------- Niu Chuanxin,Zhuang Cheng,Li Si etc. 289 

PU-20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dual-task assessments in people with chronic  

 stroke ----------------------------------------- Yang Lei,Pang Marco Yiu Chung,He Chengqi 290 

PU-207 Language functional training of patients with Broca aphasia after Stroke -------- lu lu 292 

PU-208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electro acupuncture  

 and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 Zhao Jingpu,Liu Huihua,Yan Tiebin 293 

PU-209 The application of whole body vibration in the clinical diseases from 2009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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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implication for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 Liao Lingyi,Wang Pu 294 

PU-210 Effects of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on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in Healthy 

Subjects -------------------------------------------- lin tuo,Xu Guangqing,Jiang Lisheng etc. 295 

PU-211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ladder pressure-capacity monitoring in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bladder of spinal cord injury ------ Sun Xiaopei,Xie Qing,Yang Shuai etc. 296 

PU-212 Quality of Life of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A Comparison 

between Mother and Grandmother Caregivers in Anhui Province of  

 China -------------------------------------------- Wu Jianxianx,Zhang Jinniu,Hong Yongfeng 297 

PU-213 Ketogenic diet results in early improvements in functional and histological outcome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in rats ------------------- Xing Huayi,Zhou Mouwang,Liu Jie etc. 298 

PU-214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old therapy used at ankle joint sprain and 

thermotherapy used at the thigh root of wounded side ---------- Song Lin,Zhang Chi 299 

PU-215 The tracking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apacitance-resistance electric transfer system 

cooperate with manual therapy on shoulder periarthritis  

 Research  ---------------------------------------------- Song Lin,Ye Jingjing,Yang Jiaoyang 300 

PU-216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TENS) combined with ultrasound NAIDS 

drug penetration and microwave treatment in in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 I 

following strok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ao tingting 302 

PU-217 推拿治疗脑瘫控制头不良（Chinese traditional massage treats motion dysfunction of 

head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 li yaxi 303 

PU-218 Rasch Analysis of the Berg Balance Scale and the Balance Evaluation  

 Systems Test ---------------------------------------- Chen Han,Liu Hongliang,Susan Smith 303 

PU-219 Finglimod influences neural stem cells’ biological behavior  

 in vitro -------------------------------------------------------------- Yin Ying,Tan Bo-tao,Yue Yan 305 

PU-220 Observation of interscalene injections by ultrasound-guided for cervical pain on 

cervical vertigo ------------------------------------------------------------------------- WANG JUN 306 

PU-221 Electroacupuncture Ameliorates Learning and Memory and Improves Synaptic 

Plasticity via Activation of the PKA/CREB Signaling Pathway in Cerebral  

 Hypoperfusion --------------------------------- Zheng Caixia,Han Xiaohua,Huang Xiaolin 307 

PU-222 Survey of therapist’s perspective on RTW factors after musculoskeletal work  

 injuries ----------------------------------------------------- Zhao Jing,Liu Na,Geng Hongli etc. 308 

PU-223 Clinical efficacy of Virtual Reality exercises on upper limb function of patients after 

stroke --------------------------------------------------------------------------------------- Xiong Hao 309 

PU-224 Effects of the dopaminergic agent Amantadine on the recovery of consciousness and 

cerebral glucose metabolism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study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CT） --------------------------------------------------- LI Ruojin,LI Zhenlan 309 

PU-225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tanding rehabilitation systems for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in different phase patients with  

 stroke ----------------------------------- Feng Hongyu,Zhang Pande,Rong Xiaochuan etc. 311 

PU-226 Evaluation of Balance on Static and Dynamic Postural Stability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Patients -------------------------- Xu Jiang,Xie Lingfeng,Xu Tao etc. 312 

PU-227 The study of motor performance in congenital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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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ease ------------------------------------------------------------------ liang juping,du qing,sun kun 313 

PU-228 社区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康复治疗效果观察 --------------------------------------- 卢峰 314 

PU-229 社区延伸康复训练对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效果的研究 ------- 张伟明,杨帅,何鑫等 314 

PU-230 PDMS-2 及其运动训练方案在脑瘫高危儿精细运动的应用 ------- 班会会,马艳丽,吴丽 315 

PU-231 移动医疗 APP 在髋关节置换术后社区康复训练的作用 --------- 杨帅,于哲一,计海彪等 315 

PU-232 核心力量锻炼改善肥胖男性中年人身体成分的干预效果 --------------------------- 赵振彪 316 

PU-233 低负荷运动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高建红,郑洁皎 316 

PU-234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大鼠海马区神经元凋亡及 Tau/p-Tau 蛋白表达 

  变化 -------------------------------------------------------------------------- 王军,程萍萍,袁俊英等 317 

PU-235 逆灸关元、命门穴力竭大鼠 SOD、NOS 酶活性影响的比较 

 研究 ----------------------------------------------------------------------- 谭莉华,孙志芳,李凯歌等 318 

PU-236 康复机器人辅助步行训练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能力的 

 影响 ----------------------------------------------------------------------------- 林海丹,张韬,陈青等 319 

PU-237 核心肌群训练与脑卒中偏瘫患者跌倒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 詹菁 320 

PU-238 脊髓损伤患者压疮发生率和营养状况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 董燕,胡晓华 320 

PU-239 矫形器配合康复训练对截瘫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的影响 -------- 牛雪飞 321 

PU-240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介入的无痛康复训练 -------------------------- 褚世滨,李春雨 321 

PU-241 超声引导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婴幼儿脑瘫腓肠肌痉挛的前瞻性 

 研究 -------------------------------------------------------------------------- 王明梅,朱登纳,安爽等 322 

PU-242 TOMATIS 音频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执行功能的康复效果 ------------------- 陈长香,张晶晶 323 

PU-243 手指游戏在脑瘫儿童手功能训练中的作用--------------------------------------- 周大勇,杜丽 324 

PU-244 星状神经节阻滞联合手法治疗在急性颞下颌关节紊乱病中的疗效 

 观察 -------------------------------------------------------------------------- 王留根,王健,周宣宣等 325 

PU-245 体表神经电刺激结合间歇导尿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尿路感染的 

 影响 -------------------------------------------------------------- 蔡西国,钱宝延 , 曹留拴    等 326 

PU-246 运动想象对脑卒中患者运动想象能力和手功能康复的影响 ---- 刘华,荣湘江,史清钊等 326 

PU-247 脑卒中跌倒降损动作管理训练对步行能力的影响 ---------------- 张韬,林海丹,白定群等 327 

PU-248 平乐正骨“筋滞骨错”理论 --------------------------------------------------- 赵明宇,廉杰,赵启等 327 

PU-249 序次疗法治疗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吴玉彬,夏俊博 328 

PU-250 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膝骨关节炎临床疗效观察 ------------------------- 蔡琛,杨宁,王艳等 328 

PU-251 虚拟现实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的影响 ------------- 韩晓晓,柯将琼,蒋松鹤等 329 

PU-252 星状神经节治疗顽固性面瘫的临床观察 -------------------------------- 郭现军,张平,潘更毅 330 

PU-253 骨刺消痛液热敷联合中频电及运动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痛疗效观察 ------------ 郭静华 330 

PU-254 急性期康复治疗对手足口病合并弛缓性瘫痪患儿运动功能的 

 影响 ----------------------------------------------------------------------- 陈小聪,苏秋园,王耀申等 331 

PU-255 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康复的影响---------------------------------------------- 胡敏敏 331 

PU-256 早期规范三级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功能结局的影响研究 --------------------------- 扬倩 332 

PU-257 脑卒中患者合并下肢急性深静脉血栓早期康复策略探讨 ------- 蔡华安,王婷,邓景贵等 332 

PU-258 “踝关节抗阻桥式运动”改善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疗效观察 ------------------------- 郑栋华 333 

PU-259 电针治疗轻中度腕管综合征患者的疗效观察------------------------------------------- 寿依群 334 

PU-260 血友病儿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关节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研究 ----------------------------------------------------------------------------- 刘颖,赵宏,杜晓娟等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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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1 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研究进展 -------------------------------------- 李永云,杨少峰,刘海虹 335 

PU-262 前列地尔联用半导体激光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苏琦,丁宇玲 336 

PU-263 体外冲击波治疗急性期肩周炎的疗效观察------------------------------------------------- 李顺 336 

PU-264 颈椎牵引加手法复位治疗眩晕头痛 ------------------------------------------------------- 王志峰 337 

PU-265 随访及康复指导对可能发生脑瘫的高位儿转归的影响 ------- 陈小聪,黄燕霞,刘黎礼等 338 

PU-266 重复经颅磁刺激在脑卒中患者肌痉挛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 杨阳 338 

PU-267 平衡促进训练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下肢步行功能的 

 影响 ----------------------------------------------------------------------- 胡永林,卢红建,肖玉华等 339 

PU-268 低强度激光结合肩部控制训练治疗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 肩痛的疗效 

 观察 ----------------------------------------------------------------------- 胡永林,卢红建,肖玉华等 339 

PU-269 针刺联合核心肌力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障碍的影响 ------------------ 樊振勇 340 

PU-270 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中血管再生因子表达规律研究 ---------- 刘晓光,肖卫华,赵淋淋等 341 

PU-271 西南地区高湿环境下作业人员生存质量调查-------------------- 王文春,卢家春,孙年怡等 342 

PU-272 经颅超声治疗对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的 

 影响 ----------------------------------------------------------------------- 赵晓科,杜森杰,李红英等 342 

PU-273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床边智能康复训练系统对 ICU 获得性肌无力患者焦虑情绪、睡眠障

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李宁,袁华,牟翔 343 

PU-274 基于 Bobath 理念的强化膝关节控制训练在痉挛性偏瘫患者康复中的 

 应用 ------------------------------------------------------------------------------------ 樊留博,刘宝华 344 

PU-275 八段锦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疼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陈燕,熊兴娟,刘浩等 344 

PU-276 多学科协作干预对老年性耳聋佩戴助听器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 ----------------------------------------------------------------------- 卢红建,肖玉华,沈晓明等 345 

PU-277 不同频率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有癫痫发作史的颅脑损伤患者认知功能的 

 影响 ---------------------------------------------------------------------------------------------- 关晨霞 345 

PU-278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脑卒中后中枢性面瘫的临床疗效观察 ---------- 肖文武,黄肖群,李伟 346 

PU-279 导管球囊扩张术治疗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魏新侠 347 

PU-280 等速肌力训练对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成先柄,冯祥勇,严川等 348 

PU-281 星状神经节照射联合低频脉冲电穴位刺激对脑卒中吞咽障碍的疗效 

 观察 ----------------------------------------------------------------------- 成先柄,冯祥勇,任蕾蕾等 349 

PU-282 呼吸功能训练对气管切开术后患者拔管时间的影响 ------------------------------------ 宋丁 349 

PU-283 平衡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康复的影响------------------------------------ 张谦,张继荣 350 

PU-284 中药酊剂蜡疗治疗痉挛型脑瘫的临床研究---------------------------------------------- 李恩耀 350 

PU-285 运动功能训练在高危脑瘫患儿中的效果分析------------------------------------------- 李恩耀 351 

PU-286 低频重复经颅磁激联合以任务为导向作业疗法对脑卒中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 

 影响 ----------------------------------------------------------------------------- 王宏斌,袁华,惠楠等 352 

PU-287 靠墙静蹲练习对乌干达截瘫患者肌力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 潘雷,刘路明,石云等 352 

PU-288 动作观察疗法对脑卒中患者脑功能重组的影响 --------------------------------------- 庄卫生 353 

PU-289 心源性卒中患者静脉溶栓后对血管再通与组织再灌注及临床结局的 

 影响 ------------------------------------------------------------------------------------------ 纪红,楼敏 354 

PU-290 重症康复病房脑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 刘玉林,范建中,何任红 354 

PU-291 早期正规强化治疗小儿脑损伤综合症的临床疗效分析 ------------------------------ 赵鹏举 355 

PU-292 脑性瘫痪儿童言语障碍疗效与治疗年龄的相关性研究 ------------------------------ 赵鹏举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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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3 坐位平衡能力训练在脑瘫患儿作业治疗中的临床分析 ------------------------------ 赵鹏举 356 

PU-294 针灸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研究 ------------------------------------------------------------- 徐翠香 357 

PU-295 中医辨证结合穴位注射治疗自闭症的临床观察 --------------------------------------- 徐翠香 358 

PU-296 针灸和西医治疗脑瘫患儿肌力低的疗效对比------------------------------------------- 汤新晶 358 

PU-297 自闭症中医精神、行为异常特征探讨 ------------------------------------------------- 刘唱弘乐 359 

PU-298 悬吊技术对提高偏瘫型脑性瘫痪患儿下肢肌力的疗效研究 --------------------------- 凌昕 359 

PU-299 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小儿脑瘫的作用研究  ------------------------------------------ 李恩耀 360 

PU-300 运动疗法结合针灸用于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的临床效果分析 ------------------ 李恩耀 361 

PU-301 推拿结合运动疗法治疗小儿痉挛型脑瘫的疗效研究 ------------------------------------ 范霞 361 

PU-302 265 例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患者手法复位治疗 ----------------------- 程立,朱瑞雪,张亮 362 

PU-303 脊髓损伤患者心理创伤的初探 ---------------------------------------------------------------- 黄刚 363 

PU-304 镜像疗法的早期介入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的影响 - 彭娟,杨仕彬,陈波等 363 

PU-305 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联合 Imoove 三维运动平台对卒中患者大脑皮层兴奋性及平衡、

步行功能的影响 -------------------------------------------------------------------- 段强,牟翔,袁华 364 

PU-306 MOTOmed 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及步行能力的 

 影响 -------------------------------------------------------------------------- 肖文武,黄肖群,韦春霞 365 

PU-307 神经促通技术结合透刺法治疗偏瘫后足内翻的临床观察 -------------------- 董连喜,徐尧 365 

PU-308 本体感觉训练结合康复踏车对高龄老人下肢运动功能及平衡能力的影响 --------- 李清 366 

PU-309 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定位检查及综合康复---------------------------------------------- 郭学军 367 

PU-310 浅谈危重症患者康复治疗 --------------------------------------------------------- 穆景颂,倪朝民 367 

PU-311 严重脑损伤后意识障碍康复模式的探讨 -------------------------- 谢秋幼,倪啸晓,何艳斌等 369 

PU-312 一种气管切开封堵器 ----------------------------------------------------- 曾林芳,倪朝民,陈进等 370 

PU-313 康复干预对强化军事训练腰痛的影响 ----------------------------------- 徐丽,郑光新,王亮等 371 

PU-314 运动疗法结合生物反馈治疗腓总神经损伤的临床疗效观察 ------------------------ 吴礼勇 372 

PU-315 探讨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脑电图及肢体功能的 

 影响 ------------------------------------------------------------------------ 冯枫,牟翔 袁华 王冰水 372 

PU-316 阳极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 郑婵娟 373 

PU-317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 

 影响 -------------------------------------------------------------------------- 夏文广,郑婵娟,王娟等 374 

PU-318 强化本体感觉输入联合视觉反馈训练对脑卒中 Pusher 综合征的作用 张家瑜,怀志刚 375 

PU-319 强化肌肉链中前表线与后表线的训练对小脑出血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的 

 疗效 -------------------------------------------------------------------------- 怀志刚,孔繁时,张家瑜 375 

PU-320 颈围佩戴时间对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术后的影响 --------------------------------- 崔高亮 376 

PU-321 腰椎神经根病感觉阈值测定的临床观察 -------------------------------- 陈海萍,李璇,张威等 377 

PU-322 肌肉能量技术配合物理疗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沈杰,席军府,吴立华等 377 

PU-323 高压氧及康复治疗脑梗死认知障碍的临床观察 ------------------------------------------ 唐敏 378 

PU-324 中药腊疗结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 周顺林,胡秋生,李永建 378 

PU-325 解郁除烦胶囊结合作业疗法对工伤后抑郁症的疗效观察 ---------- 李庆军,申园,周顺林 379 

PU-326 早期呼吸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康复的临床 

 观察 ----------------------------------------------------------------------------- 屈彦,曹娜,牟春英等 379 

PU-327 胫骨骨折患者康复锻炼依从性质性研究 ---------------------------------------------------- 陈彦 380 

PU-328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慢性脑卒中患者下肢步行能力的影响 ----------- 林巧景,李庆雯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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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 推拿手法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足外翻的疗效研究 --------------------------------- 岑泽丰 382 

PU-330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患手精细功能的影响------------------------------------------- 朱逸溪 382 

PU-331 艾灸联合中药对脑瘫患儿免疫功能的研究------------------------------------------------- 唐英 383 

PU-332 毫针排刺法配合康复训练治疗髌骨软化症疗效观察 ----------------------- 连林立,靳翔愚 383 

PU-333 踝关节 CPM 在有尖足问题的患儿康复中的应用 -------------------- 王琳,尚清,马彩云等 384 

PU-334 母亲性格与精神发育迟滞儿童的内在关系研究 ---------------------- 王静,马彩云,梅雪蕊 384 

PU-335 皮肤针叩刺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小儿痉挛型脑性瘫痪 临床疗效 ------ 娄普,尚清,耿香菊 385 

PU-336 改良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对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上肢使用能力的效力 

 分析 -------------------------------------------------------------------------- 李贺,李贞兰,徐国兴等 385 

PU-337 58 例脑瘫患儿康复综合训练疗效分析 ----------------------------------------------------- 卢哲 386 

PU-338 小剂量神经节苷酯联合综合疗法治疗进展性脑梗死的临床效果研究 ------------ 张芳权 386 

PU-339 CPM 仪对手外伤皮肤软组织缺损植皮术后功能的恢复的影响 -------------------- 金道红 387 

PU-340 Nec-1 通过抑制慢性缺血性卒中小鼠炎症反应提高认知能力的 

 研究 ----------------------------------------------------------------------- 张社红,王玉阳,李大可等 387 

PU-341 中药熏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关节活动度的影响 ------------------- 陈白云,尚清,朱敏杰等 388 

PU-342 中药熏蒸治疗精神发育迟滞的临床观察 ----------------------------- 董纪强,马彩云,王静等 388 

PU-343 中药玉屏风颗粒对脑瘫患儿免疫功能的研究----------------------------- 唐英,马彩云,尚清 389 

PU-344 半导体激光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 余和平,李小宏,王焕萍 389 

PU-345 保和丸治疗脑梗死患儿便秘的临床研究 ----------------------------- 陈白云,段佳丽,高超等 390 

PU-346 探讨中医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小儿脑瘫的作用 ---------------------- 陈白云,尚清,高超 390 

PU-347 小儿健脾化积口服液在脑瘫患儿便秘中的疗效观察 ------------------- 石立业,尚清,高超 391 

PU-348 吞咽功能障碍治疗仪在手足口病恢复期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 朱敏杰,耿香菊,张会春等 391 

PU-349 匹多莫德防治脑瘫患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分析 -------------------------------------------------------------------------- 吴值荣,马彩云,尚清等 391 

PU-350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张晓翠,高蕾,徐社娟等 392 

PU-351 Pedretti 作业活动分析法治疗吉兰巴雷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观察 ------------------- 井于玲 393 

PU-352 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对 OSAS 合并 高血压患者的疗效观察 ------- 白金 393 

PU-353 治疗师参与康复评定对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康复疗效的观察 - 曹梦颖,吴丽,任麦青等 394 

PU-354 Gait watch 简易三维步态测试系统用于评估步态效度与信度分析 ------------------ 王楠 394 

PU-355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改善脊髓损伤患者肢体功能的临床观察 - 彭彦孟,熊明峰,余洪俊等 395 

PU-356 普鲁卡因对促进脑卒中肌力恢复临床观察----------------------------- 范天君,周新,武继祥 396 

PU-357 振动疗法对提高脑梗死患者患侧肢体运动功能的临床观察 ---- 谢倩芸,王璞,刘青山等 396 

PU-358 中国版脑卒中 ICF 简表在脑卒中患者社区康复中的应用 ------------- 周璇,杜青,陈楠等 397 

PU-359 头穴丛刺结合跑台训练对坐骨神经损伤大鼠小腿三头肌萎缩的影响王艳,赵玖玫,郭子楠398 

PU-360 站立桌训练在脑梗塞偏瘫患者上肢功能训练中的应用 ------- 宋振华,林夏妃,随燕芳等 399 

PU-361 重复经颅磁刺激与神经肌肉电刺激对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比较 ----------------------------------------------------------------------------- 顾琳,高怡,查丽偲等 399 

PU-362 超声电导经皮给药联合手法治疗腰 3 横突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 郭志峰 400 

PU-363 调节性 T 细胞通过 IL-10 调控小鼠室管膜下区神经干细胞增殖 ------------------- 王继先 401 

PU-364 脑卒中后食管狭窄球囊扩张术 在临床中的应用及疗效 ----------------------------- 张明月 402 

PU-365 脑卒中患者的家庭康复效果观察分析 ---------------------------------------------------- 刘涛杰 402 

PU-366 生理盐水灌肠配合电针治疗脊髓损伤后 便秘的疗效观察 -------------------------- 郭相宽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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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 生物反馈结合 MOTOmed 等速训练治疗中枢 神经及周围神经损伤脑 

 功能重塑的 ------------------------------------------------------------------------------------- 张明月 404 

PU-368 针刺“五泉穴”配合运动康复训练治疗 脑卒中后肢体瘫痪的临床研究 --------------- 张磊 405 

PU-369 针刺联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 不完全性脊髓损伤的疗效观察 -------------------- 王渝博 405 

PU-370 中西医结合治疗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 ------------------------------------------------- 温金亚 406 

PU-371 缺血性脑卒中早期康复临床路径的随机对照研究 ---------------- 任彩丽,王红星,夏楠等 407 

PU-372 格林巴利综合症电生理分型 ------------------------------------------------------ 刘洪波,魏慧珍 408 

PU-373 重症肌无力并与不并胸腺瘤的特点分析 --------------------------------------- 刘洪波,刘营营 409 

PU-374 利用脊柱力学治疗颈腰椎病疗效观察 ---------------------------------------------------- 李伟东 410 

PU-375 一种“扦“针在慢性疼痛中的应用观察 ----------------------------------------------------- 李伟东 410 

PU-376 整脊为主综合方法治疗五例难治型颞颌关节功能障碍 --------------------------------- 张璞 411 

PU-377 肌肉能量技术改善强直性脊柱炎急性期的功能障碍的疗效个案 

 分析 -------------------------------------------------------------------------- 沈龙彬,欧阳辉,何雪常 412 

PU-378 一种新颖的高血压物理康复疗法 ---------------------------------------------------------- 郭嘉露 413 

PU-379 探讨物理治疗对重症面神经炎急性期的疗效-------------------- 何雪常,欧阳辉,林珍萍等 413 

PU-380 孤独症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共同注意力特点分析 ---------- 陈玉美,陈卓铭,林珍萍等 414 

PU-381 神经肌肉活性在运动训练促进 SCI 大鼠功能康复的 

 作用 -------------------------------------------------------- 吴勤峰,王彤（通讯作者）,曹雅娜等 415 

PU-382 虚拟现实联合悬吊系统对帕金森患者中晚期步行功能改善的疗效 

 观察 ------------------------------------------------------------------- 杨伟   ,王红   ,牟志伟 等 416 

PU-383 吞咽治疗仪联合手法对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康复疗效观察 ------------------------------ 鲍文 416 

PU-384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性瘫痪患儿粗大运动改善的影响 ---------------- 林波,谢鸿翔,刘楠 417 

PU-385 探讨脑瘫患儿照料者的管理分析其影响因素--------------------------------- 吴建贤,张金牛 417 

PU-386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梗死恢复期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影响的研究 --------------- 王虹 418 

PU-387 智障儿童感知能力训练方法初探 ---------------------------------------------------------- 陈川帆 419 

PU-388 悬吊技术对脑瘫患儿骨盆后倾训练的疗效观察 ---------------------- 徐晓,刘砚杰,尚清等 419 

PU-389 PDMS-2 家庭训练方案在 54 例脑瘫高危儿家庭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 马艳丽 420 

PU-390 反复发作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综合康复治疗与手术疗效的对照 

 研究 -------------------------------------------------------------------------- 叶超群,王崇伟,李放等 420 

PU-391 高压氧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疗效分析 ---------------------------------------------------- 何松照 421 

PU-392 肌内效贴技术结合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对髌骨软化症的临床疗效研究 --------- 苑家敏 421 

PU-393 经颅磁刺激联合高压氧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疗效分析 --------------- 何松照 422 

PU-394 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 何松照 423 

PU-395 外伤性颈髓损伤后双下肢神经传导的变化---------------------------------------------- 方诚冰 423 

PU-396 早期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的影响------------------------------------------- 何松照 424 

PU-397 运动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对外伤性脊髓损伤后骨质疏松疗效的 

 观察 --------------------------------------------------------------------------------------- 王鑫,赵晨光 424 

PU-398 脑卒中后感觉障碍的康复训练对疗效的探讨--------------------------------- 蔡笃龙,李长君 425 

PU-399 针灸督脉经穴对脑缺血神经再生抑制因子 MAG 和 OMgp 蛋白表达的 

 影响 ----------------------------------------------------------------------------- 张高迎,张阳,徐华等 425 

PU-400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肩手综合征 ----------------------------------------- 郭现军,张平,潘更毅 426 

PU-401 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 范存林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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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2 COPD 患者股四头肌易疲劳性改变 --------------------------------------------------------- 张雷 428 

PU-403 不同程度脊髓损伤患者早期介入康复对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 程士欢,李贞兰 429 

PU-404 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 邹丽丽 429 

PU-405 悬吊训练联合头针丛刺长留针治疗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临床 

 研究 ---------------------------------------------------------------------- 彭俊峰, 李彦杰,秦合伟等 430 

PU-406 肩四针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研究 -------------------------------- 原筝,张志鑫 431 

PU-407 电针治疗中风后尿失禁临床疗效观察 ----------------------------- 李鸿章,赵晶  ,邢若星等 432 

PU-408 步态训练矫正仪结合运动疗法治疗脑卒中患者偏瘫步态 136 例 --------------------- 任锟 432 

PU-409 冲击波疗法对脑卒中上肢肌张力过高的疗效观察 -------------------------- 郝又国,施海燕 433 

PU-410 外伤性胸腰椎脊柱脊髓损伤的康复治疗 -------------------------------- 闫金玉,李剑锋,张旭 433 

PU-411 偏振光治疗放疗后皮肤损伤的疗效观察 ---------------------------------------------------- 靳阳 434 

PU-412 体外冲击波结合蒙医拔罐放血治疗肩周炎的疗效观察 ------------- 闫金玉,李剑锋,刘颖 435 

PU-413 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期泌尿道感染的危险因素及病原菌分析 ----------------- 白定群,田思 436 

PU-414 腰椎间盘突出症合并马尾神经损伤的探讨-------------------------- 闫金玉,李剑锋,赵小娟 436 

PU-415 筋针针刺扳机点下本体感觉反射疗法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分析 - 姚芬芬,罗军,刘娇等 437 

PU-416 作业治疗结合虚拟环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疗效 

 观察 -------------------------------------------------------------------------- 孙年怡,何宇,王文春等 438 

PU-417 头皮针结合任务导向性训练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手功能恢复的 

 影响 ----------------------------------------------------------------------- 饶美林,肖洪波,朱宗俊等 438 

PU-418 医养结合急慢分治原则对老年患者医疗结局的影响分析 ------- 陈大为,白定群,李小宏 439 

PU-419 特殊病例全身大面积严重烧伤后期综合康复 Team 模式 

 治疗----附一例报告 ------------------------------------------------- 潘彩华,靳仲夏 ,王惠芳 等 439 

PU-420 下肢绳带缠绕法对脑瘫髋内旋步态的疗效观察 ----------------------------- 陈方川,谢鸿翔 440 

PU-421 微型传感器运动捕获系统评估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够物功能 ------- 罗春,谢斌,黄真等 441 

PU-422 非手术脊椎减压系统治疗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徐筱潇,王楚怀 441 

PU-423 对卒中后偏瘫患者躯干异常姿势的分析 ------------------------------------------ 王宝军,尹璇 442 

PU-424 脑卒中规范化康复治疗在一例高龄、重度偏瘫患者治疗中的 

 应用 -------------------------------------------------------------------------------- 张妮,张启帆,李晶 442 

PU-425 早期运动训练对脑瘫粗大运动的影响 ---------------------------------------------------- 杨丽娟 443 

PU-426 温针合超激光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 张喜鱼,王建峰 443 

PU-427 中医推拿手法结合神经生理疗法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的 

 疗效 ----------------------------------------------------------------------- 李永建,王晶 , 周顺林等 444 

PU-428 冰按摩配合神经系统电刺激治疗面神经麻痹的效果观察 -------------------- 李红蕾,牟翔 445 

PU-429 艾灸针刺治疗不完全脊髓损伤尿潴留临床疗效观察 ------------- 王晶,周顺林,刘春茹等 445 

PU-430 rTMS 对脑梗死偏瘫恢复期患者上肢痉挛程度及运动功能的影响李江,李如一,张永祥 等446 

PU-431 一例股骨下端合并髁间骨折裂丝板内固定断裂术后 再次行倒拉绞索钉内固定术后康复

治疗对比的探讨 ------------------------------------------------------------------ HaoCuiWei,沈毅 447 

PU-432 传统康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足底压力分布的影响 ------------------------------ 曹晓光 447 

PU-433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动态平衡和步行功能间的相关性研究 --------------------------- 曹晓光 448 

PU-434 超声波治疗踝关节软组织损伤临床疗效研究---------------------------------------------- 金旭 449 

PU-435 体外冲击波与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治疗膝关节炎的疗效对比 -------------- 李慧,靳翔愚 449 

PU-436 中药熏蒸汽浴疗法早期干预对痉挛脑瘫的疗效观察 -------------------------- 刘砚杰,张岩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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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7 脑损伤婴幼儿脑电图特点分析 ------------------------------------------------------------- 张杨萍 450 

PU-438 脑干出血患者恢复期康复治疗 1 例 ------------------------------------------------------ 彭婧越 451 

PU-439 中医药疗法配合物理治疗在脑卒中后偏瘫肢体痉挛的疗效观察 ------------------ 陈国强 451 

PU-440 肌肉生长抑制素在骨骼肌退行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研究 -------------------------------------------------------------------------- 赵淋淋,刘晓光,肖卫华 452 

PU-441 神经生理学疗法配合运动想象在脑卒中手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 陈国强 453 

PU-442 手法联合早期运动在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 张守光 453 

PU-443 言语治疗配合针刺及经颅超声治疗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的疗效观察 ------------ 陈国强 454 

PU-444 运动疗法配合太极拳对帕金森病运动障碍和平衡能力的影响 --------------------- 陈国强 454 

PU-445 超声波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 魏艳霞 455 

PU-446 关节松动术治疗肩周炎的综合评定 ------------------------------------------------------- 刘珊珊 455 

PU-447 手指气压加康复训练治疗手指功能障碍 18 例 -------------------------------------------- 周珂 456 

PU-448 运动康复结合药物治疗对中枢神经元损伤性痉挛的治疗效果观察 ----- 李帅旗,魏艳霞 456 

PU-449 中频电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 ------------------------------ 沈珊 456 

PU-450 脑卒中患者倾斜综合征的表现及治疗 ------------------------------------------------------- 陈熹 457 

PU-451 系列石膏配合康复训练在脑瘫患儿马蹄足畸形的疗效观察 -------------------- 王秋,罗蓉 458 

PU-452 脑外伤后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的康复评定与康复治疗 ---------- 沈雪彦,刘罡,吴军发等 458 

PU-453 从三元论看特殊儿童语言的延续康复 -------------------------------- 陈卓铭,彭少灵,严嘉健 459 

PU-454 穴位注射治疗精神发育迟缓伴语言障碍 80 例 ----------------------------------------- 高永强 459 

PU-455 小儿颅脑外伤临床特点及治疗分析 ------------------------------------------------------- 高永强 460 

PU-456 应用运动疗法路径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早期规范训练的效果观察 -------- 杨信才,谢瑞娟 460 

PU-457 针灸联合低频电刺激对神经源性膀胱康复的疗效观察 ------------------------------ 宋建霞 461 

PU-458 老年慢性病继发肺部真菌感染的预防对策分析 ------------------- 杨信才,李小雷,陈露等 461 

PU-459 新疆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卒中后抑郁患病因素影响研究 - 祁鸣,谢觐,张桂青等 462 

PU-460 经颅重复磁刺激治疗刺激脑卒中患者患侧臂丛神经对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改善的临床疗

效观察 ------------------------------------------------------------------------------------------- 陈春燕 463 

PU-461 肩胛带稳定性对脑瘫患儿精细运动的影响分析 ----------------------------- 邵舒霞,林晓涵 463 

PU-462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症状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关系 ------------- 薛晨霞,张志强,祁鸣等 464 

PU-463 老年创伤性腰痛康复治疗 ------------------------------------------------------------------- 张锦明 464 

PU-464 rTMS 治疗帕金森病改善运动功能一例 --------------------------------------- 高天昊,白玉龙 465 

PU-465 儿童持续性植物状态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袁俊英 465 

PU-466 弥漫性轴索损伤后痉挛状态的康复治疗 ----------------------------- 王瑜元,黄崧华,陈婵等 466 

PU-467 基于游戏的运动反馈疗法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临床研究 --------------- 朱宁 467 

PU-468 Mppa 介导光动力疗法可能通过上调自噬来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 

 反应 -------------------------------------------------------------------------------- 苟慧,田思,朱江等 467 

PU-469 虚拟现实技术结合活动平板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态时空参数及步态对称比的影响黄臻468 

PU-470 Monitored Rehab Systems 训练对退行性脊柱侧弯老年人慢性腰背疼痛的 

 治疗作用 -------------------------------------------------------------------------- 庄鑫,陈运,杨小亮 469 

PU-471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抑郁模型大鼠治疗效果的研究 ---- 崔立玲,朱志中,程元元等 469 

PU-472 球囊扩张配合冰刺激治疗延髓背外侧综合症引起的吞咽困难 --------------------- 朱瑞雪 470 

PU-473 超早期康复训练对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影响 ---------------------- 罗珣,吴睿,许梦雅等 470 

PU-474 盐酸美金刚联合谷红注射液对脑外伤后认知障碍患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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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 李飞翔,焦红军,张晓晓等 471 

PU-475 平呃散配合针灸、穴位注射治疗脑卒中后呃逆疗效观察 --------------------------- 朱瑞雪 471 

PU-476 悬吊运动训练对不完全截瘫患者平衡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 尹正录 472 

PU-477 下肢康复机器人步行训练对脊髓损伤继发骨质疏松患者骨密度和骨代谢的 

 影响 -------------------------------------------------------------------------- 庞日朝,王文春,王倩等 472 

PU-478 神经干细胞脑实质内移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动物的 meta 分析黄海龙,毛志娟,彭姣姣等473 

PU-479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联合运动想象疗法在卒中偏瘫上肢功能训练的疗效 

 观察 ----------------------------------------------------------------------- 饶高峰,张文福,宋社更等 474 

PU-480 电针联合腺苷钴胺治疗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疗效 --------------------------- 赵若谷 474 

PU-481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结合普拉提训练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中的应用 

 探讨 ----------------------------------------------------------------------------- 李莉,孙俊英,王维等 475 

PU-482 苏南地区缺血性脑卒中三级康复临床路径研究 ---------------- 范隽韵,励建安,王红星等 476 

PU-483 心理干预结合针刺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康复的影响 ------------ 李志君,杨丽萍 ,杨彩军 476 

PU-484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联合康复训练对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及功能独立

性的影响 ----------------------------------------------------------------- 胡可慧,常有军,杨廷彦等 477 

PU-485 G-EO 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与平衡功能的 

 影响 -------------------------------------------------------------------------- 董新春,梁成盼,毛杉杉 478 

PU-486 靳三针结合运动再学习疗法对脑卒中患者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生存质量影响 

 研究 ------------------------------------------------------------------------------------------------- 卢哲 479 

PU-487 经皮电刺激“鼻三针”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对照研究 ------------------------------- 何金芝 479 

PU-488 臀大肌肌力训练对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疗效-------------------------- 毛利,金铭亮,薛白洁 480 

PU-489 臭氧+神经阻滞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疗效观察 -------------------------------------------- 张高炯 481 

PU-490 偏瘫患者肩痛训练方法及效果 ------------------------------------------------------------- 曲小雨 481 

PU-491 音乐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恢复期的运动功能、步行能力及心理的 

 影响 ----------------------------------------------------------------------------- 赵秋云,林强,程凯等 482 

PU-492 经颅直流电刺激刺激左前额叶背外侧皮层对脑卒中后抑郁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研究 ---------------------------------------------------------------------------------------------- 朱昌娥 482 

PU-493 神经生长因子通过反射途径改善脑功能的可能机制 -------------------------- 张成静,李素 483 

PU-494  下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与普通电动起立床对急性期和恢复期脑卒中患者血压脉搏的 

  影响 ----------------------------------------------------------------------- 封虹宇,张盘德,容小川等 484 

PU-495 自制中药热透入对增生性膝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 王红梅,王龙虎,淮小芸等 485 

PU-496 农村脑卒中患者住所障碍及其与日常生活活动关系研究 ------- 张莉芳,燕铁斌,尤黎明 485 

PU-497 针刺联合依帕司他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研究   -------------- 王丽倩,徐亚林 486 

PU-498 A 型肉毒毒素治疗对小儿脑瘫粗大运动能力和神经肌肉功能的影响 ---------------- 李娜 487 

PU-499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所致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治疗体会 ---------- 怀娟,石润琇,岳寿伟 488 

PU-500 呼吸肌训练对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 ----------------------- 俞长君,李雪萍 488 

PU-501 脉冲电磁场对去卵巢大鼠 Runx2 表达的影响 --------------------------- 肖登,何红晨,周文 489 

PU-502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电针对上肢周围神经损伤的疗效观察 -------------------- 熊高华,田野 489 

PU-503 微创介入手术联合针刀整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 戴江华 490 

PU-504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及营养状况

的影响 -------------------------------------------------------------------------- 田野,熊高华,张逸等 491 

PU-505 膀胱容量与压力测定对留置尿管夹管时间的指导意义 ---------- 沙彬秀,濮益琴,周莉等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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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6 项针联合运动训练对延髓背外侧综合征所致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王留根,王健,曾超等 492 

PU-507 体外冲击波对脑卒中踝跖屈肌痉挛的疗效观察 ---------------------- 李若金,李贺,李贞兰 493 

PU-508 球囊扩张术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抑郁、焦虑的影响 ------- 冯娟娟,何予工,李幼辉 493 

PU-509 音乐治疗在意识障碍康复中的作用 -------------------------------------- 凌泽莎,李蓓,董超等 494 

PU-510 经皮学位电刺激防止术后镇痛致尿潴留的疗效评价 --------------------------------- 党宇生 494 

PU-511 内脏松动术治疗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的疗效观察 -------------------------- 杨国法,宋云锋 495 

PU-512 体外冲击波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性脑病后骶尾部压疮的疗效观察段好阳,徐国兴,刘训灿等495 

PU-513 球囊扩张对脑卒中引起环咽肌失迟缓患者吞咽障碍的影响 程立     ,朱瑞雪,李高威 496 

PU-514 肌内效贴用于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 程立 497 

PU-515 A 型肉毒毒素治疗脑损伤后足趾屈曲痉挛的疗效观察 -------- 程立  ,段青松  ,朱瑞雪 498 

PU-516 A 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脑卒中患者下肢痉挛疗效观察 -------- 程立  , 朱瑞雪   ,杨荣 499 

PU-517 体外冲击波联合巴氯芬治疗脑卒中小腿三头肌痉挛的疗效 

 观察 ----------------------------------------------------------------------------- 李若金,李贞兰,张红 499 

PU-518 温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 苏彩霞,王红星 500 

PU-519 星状神经节激光照射对脑卒中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 田永峰 501 

PU-520 刃针治疗颈源性头痛疗效观察与研究 ------------------------------------------------------- 杨洸 501 

PU-521 穴位埋线治疗脊髓损伤患者便秘的疗效观察----------------------- 胡启龙,胡丹,郁侃迪等 502 

PU-522 膀胱尿压视觉反馈训练在脊髓损伤后尿潴留患者中的应用 ---- 黄小亮,郭玉红,李蔚等 503 

PU-523 美国肠道管理指南在脊髓损伤神经源肠道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研究 -------------------------------------------------------------------------- 蒋玮,谭波涛,虞乐华等 503 

PU-524 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 卢哲 504 

PU-525 一例声门闭合不全的嗓音障碍的治疗体会---------------------------------------------- 黄丽虹 504 

PU-526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患者上肢痉挛的临床研究 ------------- 孙玮,王虹,牟翔 504 

PU-527 颅脑损伤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临床分析 -------------------------- 颜如冰,武继祥 505 

PU-528 超声波药物导入疗法治疗小儿乳突肌痉挛的临床研究 --------------------------------- 王薇 506 

PU-529 痛风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诊疗现状分析 ------------------------------- 欧阳辉,何雪常,周 毅等 506 

PU-530 磁场刺激仪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疗效分析 ------------- 李鹏飞,任俊华,马立章等 507 

PU-531 增生疗法（prolotherapy）应用介绍 ------------------------------------ 冉希,李长君,寇志雄 507 

PU-532 小剂量巴氯芬联合蜡疗治疗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的临床观察 ------------- 刘晓鹏, 郑锐锋 507 

PU-533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评估与治疗 ------------------------------------------------ 陈俏俏,李长君 508 

PU-534 不同导尿管在脊髓损伤间歇导尿中的临床研究 ---------------------- 陈俊彦,鲍勇,龚藴珍 508 

PU-535 肌电生物反馈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临床疗效 

 观察 -------------------------------------------------------------------- 乔鸿飞,张巧俊 ,袁海峰 等 509 

PU-536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假性球麻痹的疗效观察------------------------------------------- 潘更毅 509 

PU-537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康复临床进展 -------------------------------- 鲍勇,杨帅,陈俊彦等 510 

PU-538 吞咽功能训练结合 Physiomed 吞咽仪治疗对神经源性吞咽功能障碍疗效的 

 影响 ----------------------------------------------------------------------------- 张娟,李贞兰,程士欢 510 

PU-539 电针配合功能性磁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 20 例 ---------------- 徐尧,董连喜 511 

PU-540 热敏灸配合吞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 洪邵华,严达刚 512 

PU-541 电刺激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疗效的 Meta 分析 -------------------- 周云,朱得婷,冯小军等 512 

PU-542 早期认知训练对脑梗死后康复训练效果的疗效观察 ----------------------- 孙丽楠,姜贵云 513 

PU-543 有氧训练联合认知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早期患者认知能力的影响 -------------- 戴军,王梅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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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4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与静态平衡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 凌康,夏清 514 

PU-545 富血小板血浆与玻璃酸钠对骨关节炎的应用比较研究 ------------------------------ 何红晨 515 

PU-546 小针刀治疗肌筋膜炎疗效观察 ----------------------------------------------- 苏振珠,李斌,刘通 515 

PU-547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康复疗效的观察 ------------------------- 王丽 516 

PU-548 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脊髓损伤后痉挛及皮层兴奋性的影响 ----------- 琚芬,牟翔 516 

PU-549 按摩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脑瘫流涎症的疗效观察 ----------------------------- 曹彩红,娄元俊 517 

PU-550 头针同步运动疗法在中风后痉挛性偏瘫治疗中的应用观察 ------------------------ 张海燕 518 

PU-551 浅谈肩手综合征的康复治疗 ------------------------------------------------------------------- 黄炎 518 

PU-552 推拿治疗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 76 例疗效观察 ----------------------------------------- 汝玉江 519 

PU-553 黛力新联合小剂量阿普唑仑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疗效分析 --------------------------- 许雷雷 519 

PU-554 经筋排除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的临床研究 ----------- 刘兰兰,徐亚林 520 

PU-555 从手法的作用原理出发分析腰痛患者传统手法治疗与症状学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 ---------------------------------------------------------------------------------------------- 谷广军 520 

PU-556 眼针联合认知训练对脑卒中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 廖亮华,江兴妹,滕新等 521 

PU-557 张力平衡针法结合牵张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肌痉挛的临床疗效 

 观察 ----------------------------------------------------------------------------- 王宇,沈毅,李德岩等 522 

PU-558 穴位刺激对脊髓损伤患者尿流动力学的影响------------------- 张颖,苏严慧 ,金书晓  等 522 

PU-559 低功率 He-Ne 激光对带状疱疹治疗的效果 -------------------------------------------- 林小东 523 

PU-560 Local Injection of Methylcobalamin Combined with Lidocaine for Acute Herpetic 

Neuralgia ------------------------------------------------------------------------------------------ 许纲 523 

PU-561 关元穴灸法结合间歇导尿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临床疗效观 

 察 ----------------------------------------------------------------------------- 林瑞珠,许建峰,朱宁等 524 

PU-562 间歇导尿联合点揉与中频治疗对神经源性膀胱康复的影响 ---- 相洁,程晓婕  ,孙银娣 525 

PU-563 患者及家属共同参与慢性腰背痛的疼痛管理临床研究 ---- 黄玉英, 程晓婕 ,刘晓霞等 525 

PU-564 热敏灸联合中药内服治疗肩周炎 30 例的报告 ------------------------------------- 袁涛,刘理 526 

PU-565 物理因子+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疗效观察 ----------------------------------------- 毕世庆 527 

PU-566 原汁犬肉汤加紫外光针治疗带状疱疹临床研究 ----------------------------- 梁建军,苗慧群 527 

PU-567 太极拳“云手”在脑卒中偏瘫早期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 王梅梅,戴馨 528 

PU-568 比较逆灸关元、命门穴对力竭运动大鼠糖原、乳酸的影响 ---- 李凯歌,孙志芳,王洋等 529 

PU-569 中风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治疗疗效观察------------------------------------------------- 曲红 529 

PU-570 巨刺法针灸联合中药联合治疗脑卒中后感觉异常临床观察 ----------------- 白智鹏,魏芳 530 

PU-571 调制中频电流疗法治疗脑卒中后遗症校正异常步态 40 例临床观察-------------- 董艳芳 531 

PU-572 闹脊索瘤术后吞咽功能障碍治疗个案报道---------------------------------------------- 么洪茹 532 

PU-573 整复推拿治疗偏瘫肩痛的疗效观察 ---------------------------------------------------------- 姜舰 533 

PU-574 针灸结合穴位注射治疗腱鞘炎的总结 --------------------------------------------- 胡斌,韩雄波 534 

PU-575 右侧半球损伤致言语失用 1 例报道 ---------------------------------- 吴炳杰,李玲玲,杜雪峰 535 

PU-576 针刺配合手法治疗周围性面神经炎 40 例疗效观察 ---------------------------- 梅杰民,李婧 535 

PU-577 心理康复对纤维肌痛综合症的疗效评价 -------------------------- 党长林,郭学军,张海娜等 536 

PU-578 蒙医白脉温针联合经直肠盆底肌电刺激治疗颈脊髓损伤肌肉痉挛疗效 

 分析 ----------------------------------------------------------------------- 李剑锋,闫金玉,夏润福等 536 

PU-579 冲击波治疗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效果---------------------------------------------- 谷玉静 537 

PU-580 改良铺灸对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效观察 ---- 宋琳琳,徐志伟,陈新旺等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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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81 温针灸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疗效研究 -------------------------- 王莉娜,冯晓东,刘承梅等 538 

PU-582 手指点穴对改善中风患者上肢痉挛的临床观察 ---------------------- 王静,赵敏 ,张铭 等 539 

PU-583 艾灸联合康复训练在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的应用 ----------------------- 鲍颂扬,苏晓娇 539 

PU-584 浅谈理疗的临床应用 ---------------------------------------------------------------------------- 寇娟 540 

PU-585 放血疗法治疗中风后肢体痉挛患者 54 例临床观察 --------------- 刘雁,冯晓东,任彬彬等 540 

PU-586 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活动能力影响的研究朱叶琳,鲍颂杨541 

PU-587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脑卒中上肢功能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 朱琳,冯晓东 ,刘承梅 等 541 

PU-588 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吞咽功能训练在脑卒中后吞咽功能的恢复 ------ 兰晓燕 542 

PU-589 探讨康复治疗对改善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的效果 --------------------------------------- 黄莹 542 

PU-590 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苏晓娇,朱叶琳 543 

PU-591 运动训练维持颞下颌关节盘手法复位后的盘-髁关系 --------------- 姜鑫,刘丽琨,蔡斌等 543 

PU-592 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塌车对脑卒中早期患者下肢主动运动的影响 -- 李哲,范家宏 544 

PU-593 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踏车对脑卒中早期患者下肢主动运动的影响 -- 李哲,范家宏 544 

PU-594 电针夹廉泉穴为主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疗效观察 ---------- 毛立亚,毛忠南,张晓凌等 545 

PU-595 心理治疗在低龄脑卒中患者临床护理中的作用 --------------------------------------- 郑海霞 545 

PU-596 运动想象疗法结合肌电生物反馈对脑梗塞康复后期患者腕背伸功能恢复的疗效 

 观察 -------------------------------------------------------------------------- 解希曦,刘福谦,孙丽媛 546 

PU-597 镜像疗法结合穴位埋线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 张锡萍,彭辰 547 

PU-598 MOT0-med 下肢智能运动训练结合运动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临床康复中的 

 应用 ---------------------------------------------------------------------------------------------- 巴艳朋 547 

PU-599 黄芪桂枝五物合四物汤加减对外伤性周围神经损伤康复的影响研究 ------------ 李万辉 548 

PU-600 关于股九针结合肌内效贴治疗膝骨关节炎的思考 ---------------- 曹楠,郭学军,周国赢等 549 

PU-601 脉冲矫正技术配合物理治疗腰肌劳损的临床疗效观察 ---------- 朱美兰,杨勇明,张晨昱 549 

PU-602 针刺结合低频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 熊杰,刘佳 550 

PU-603 超短波治疗对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脊柱及髋关节功能改善的临床研究 ------------ 刘慧琳 550 

PU-604 针刀治疗脑卒中手功能障碍的对照研究 ------------------------------------------------- 苟成钢 551 

PU-605 核心肌群渐进式训练模式对膝骨关节炎患者功能改善的临床 

 观察 ----------------------------------------------------------------------- 黄彬洋,张安仁,王文春等 551 

PU-606 发散式冲击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 陈晓琳 552 

PU-607 颈部脉冲磁疗治疗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李茜,田有粮,张昕等 553 

PU-608 难愈合创口的物理治疗体会 ----------------------------------------------- 李茜,张昕,韩焕萍等 553 

PU-609 中药酊剂蜡疗结合循经推拿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的坐位能力影响的临床 

 研究 ------------------------------------- 娄元俊，赵继辉，杨志杰，张璞,赵继辉 ,杨志杰等 554 

PU-610 无痛物理治疗技术在 TKA 术后超早期快速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 吴鸣,崔俊才 554 

PU-611 认知障碍诊治系统 ZM3.1 训练系统对卒中后认知障碍的疗效 

 观察 -------------------------------------------------------------------------- 姜荣荣,陈艳,罗丽娟等 555 

PU-612 推拿配合西药治疗小儿外感高热 ------------------------------------------------ 张晓丽,伏慧琴 556 

PU-613 盆底功能性磁刺激治疗的初步观察 ----------------------------------- 李茜,胡菲菲,王启春等 556 

PU-614 气压治疗仪配合针刺对早期康复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 杜俊卫,郑锐锋,李万辉等 557 

PU-615 经颅磁刺激改善电休克治疗后抑郁症患者近事记忆的临床研究 ------------------ 李小宏 557 

PU-616  视觉反馈结合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平衡以及步行能力的疗效 

  观察 ----------------------------------------------------------------------------- 周琪,王岩,王蓓蓓等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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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7 应用引导式教育提高脑瘫患儿语言表达能力的疗效观察 --------------------------- 王学敏 558 

PU-618 脑血管疾病患者恢复期的康复治疗 ------------------------------------------------------- 杨秉上 559 

PU-619 推拿疗法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潘建芳 559 

PU-620 减重步态训练配合 PB-K5 深度呼吸训练器 对老年病患者心肺功能的疗效 

 观察 -------------------------------------------------------------------------- 张凯,王建伟,张占伟等 560 

PU-621 物理治疗配合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100 例分析 ------------------------------------ 李超 561 

PU-622 依降钙素联合运动处方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分析 --------------------- 范蕊 562 

PU-623 吹气笛治疗应用于脑卒中后口唇闭合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 吴玲 563 

PU-624 吞咽训练对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疗效的影响---------------------------------------------- 陈晶 563 

PU-625 探讨运动疗法对纠正婴幼儿韧带松弛导致的髋关节半脱位的疗效 

 观察 ----------------------------------------------------------------------------- 万凯,尚清,马彩云等 564 

PU-626 早期作业疗法介入对儿童脑功能损伤后促醒的疗效观察 ---------- 曾娇峰,岳草,尚清等 564 

PU-627 作业疗法在小儿脑性瘫痪中的作用 ----------------------------------------- 谷露,尚清,马彩云 565 

PU-628 电针拮抗肌治疗脑卒中痉挛状态的临床观察-------------------- 钱宝延,曹留拴,马玉娟等 565 

PU-629 针刺肩髃穴对降低脑卒中所致上肢肌张力增高的临床疗效观察 -------------- 李钊,张健 566 

PU-630 经穴点按结合激光疗法对颈肩肌筋膜疼痛综合征干预的研究 ----------- 白震民,陈南君 567 

PU-631 研究抑制健侧踝机制对脑卒中后下肢出现运动性失用患者平衡的 

 影响 -------------------------------------------------------------------------- 孔繁时,怀志刚,杨忠国 568 

PU-632 上肢智能训练反馈对脑卒中中期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 郭能峰 568 

PU-633 针灸配合康复训练对脑梗死偏瘫患者功能康复的积极影响分析 -------------- 李钊,张健 569 

PU-634 肌筋膜手法治疗慢性颈部疼痛的效果研究------------------------------------ 吴少鹏,周贤丽 570 

PU-635 早期康复治疗对急性脑卒中运动功能恢复的作用分析 --------------------------------- 王昊 571 

PU-636 TSB 接受腔对下肢截肢后残肢萎缩速度的影响研究 ---------------- 陈东,武继祥,李磊等 571 

PU-637 腹针疗法结合普通针刺对中风后遗症患者手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 赵渊超 572 

PU-638 8 例内耳畸形聋儿人工耳蜗术后听觉康复效果研究 ---------------------------------- 张青青 573 

PU-639 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联合引导式教育对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郑梦瑶 573 

PU-640 A型肉毒毒素注射联合改良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对脑卒中偏瘫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陈晓伟,李贺,李贞兰 ------------------------------------------------------------------------------ 574 

PU-641 NJF 技术对脑卒中后伴肩痛患侧上肢的疗效观察 ----------------------------- 马双,李志东 575 

PU-642 早期拇指内收干预配合互动游戏对脑瘫患儿精细运动发展的疗效观察 --------- 邬刚燕 575 

PU-643 磁振热联合电脑中频治疗脑卒中后便秘的临床疗效观察 ----------------- 孙丽媛,闫兆红 576 

PU-644 脑卒中患者早期控球训练对改善上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 葛飞飞 577 

PU-645 电脑辅助认知训练结合心理语言系统治疗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的疗效 

 观察 ----------------------------------------------------------------------------------- 高怡,鲍勇,谢青 577 

PU-646 机械加载促进骨质疏松大鼠种植体骨结合的实验研究 ------------- 张云龙,王健,陈刚等 579 

PU-647 脑卒中后感觉障碍的康复训练在作业疗法中的疗效探究 --------------------------- 张春林 580 

PU-648 核心肌群的自我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 张微峰,马跃文 580 

PU-649 肌内效贴布对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疼痛肿胀疗效观察 ----------------- 田贵华,程崇源 581 

PU-650 小剂量腰椎牵引配合腰部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 昝明 581 

PU-651 踝关节扭伤后冷疗患部热疗患肢的疗效研究--------------------------------------- 宋琳,张弛 582 

PU-652 基于“督脉通于脑”理论针刺干预脑卒中后抑郁症临床疗效观察 --------- 姚丽君,胡春蓉 583 

PU-653 运用小儿推拿手法防治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应性咳嗽 60 例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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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 李春成,李贞兰,刘福谦等 583 

PU-654 小儿推拿手法防治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应性咳嗽 60 例临床 

 观察 ----------------------------------------------------------------------- 李春成,李贞兰,刘福谦等 584 

PU-655 运用小儿推拿绿色手法防治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应性咳嗽 60 例临床 

 观察 ----------------------------------------------------------------------- 李春成,李贞兰,刘福谦等 584 

PU-656 力学平衡推拿治疗大学生急性踝关节扭伤的疗效观察 ------ 钱文中,邹佐强   ,彭晓涛 585 

PU-657 针刺联合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对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 白亚平,刘二军,张伟玲等 585 

PU-658 DMS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治疗对比 ------------------------------- 孙永秒,靳翔愚 586 

PU-659 探讨枕骨下肌、头夹肌、颈夹肌放松对改善婴幼儿角弓反张的疗效 

 观察 -------------------------------------------------------------------------------- 万凯,马彩云,尚清 586 

PU-660 运动疗法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疗效分析 ----------------------------------- 张朝石,马彩云,万凯 587 

PU-661 推拿疗法对脑瘫患儿坐位障碍的疗效观察------------------------------------------------- 朱元 587 

PU-662 关节松动术治疗粘连期肩周炎的松动顺序研究 ------------------------------------------ 李标 587 

PU-663 心理因素对下背痛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观察------------------------------------ 范飞,姜贵云 588 

PU-664 透刺外关、悬钟及四关穴治疗颅脑损伤昏迷患者的临床观察 --------------------- 苏玉伟 589 

PU-665 小儿推拿”十三大手法“临床应用及手法操作演示 -------------- 李春成,李贞兰,刘福谦等 590 

PU-666 综合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王永丽 590 

PU-667 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经皮神经电刺激联合 NAIDS 药物超声导入及微波治疗对偏瘫患者

上肢 I 型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 李彤,曹婷婷 591 

PU-668 作业疗法结合中药贴敷对手外伤患者手功能的临床观察 ---- 李亚文,胡秋生,周顺林等 592 

PU-669 电容电阻靶向治疗配合手法对肩周炎治疗效果的追踪研究 ------- 叶菁菁,宋琳,杨骄阳 592 

PU-670 早期床旁介入 ADL 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恢复的疗效 

 观察 ----------------------------------------------------------------- 李凯霞,吴丽君  ,周顺林  等 593 

PU-671 麦肯基疗法配合整脊疗法治疗腰痛的临床观察 --------- 梁国君 ,胡秋生  ,周顺林  等 594 

PU-672 气压治疗仪对偏瘫后上下肢水肿的临床应用效果 --------------------------------------- 陈格 595 

PU-673 安徽省成年残疾人辅具适配总体现状调查-------------------------- 洪永锋,吴建贤,丁毅等 595 

PU-674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对正常人下肢深静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 凌康,夏清 596 

PU-675 双重认知任务干预对青年人足底压力分布的影响 -------------------------------- 凌康,夏清 597 

PU-676 探究 30 例健康大学生腹式呼吸对立位平衡的影响 --------------- 董超,金荣疆,刘建华等 598 

PU-677 72 例慢性疲劳综合征的针刺经穴及安慰针刺治疗随机对照研究 -------------------- 董超 598 

PU-678 运动想象疗法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侯奕慧, 599 

PU-679 最小音位对比训练对提高听障儿童语音清晰度的效果研究 ------------------------ 贺花兰 599 

PU-680 针刺结合放血疗法治疗小儿脑炎后遗症临床观察 ------------------------------------ 吴海鸥 600 

PU-681 智能踝关节被动训练仪结合推拿疗法治疗脑瘫尖足的疗效观察 ------- 王亮,陈镇,蔡俊 600 

PU-682 功能性电刺激脚踏车训练对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作用 --------- 薛白洁 601 

PU-683 舌针配合言语训练治疗中风后失语症的临床研究 ----------------------------- 李斌,苏振珠 601 

PU-684 活血止痛散配合推拿对急性踝关节扭伤的疗效观察 --------------------------------- 王学锋 602 

PU-685 利用三维运动平台(IMOOVE 多功能康复治疗仪)治疗偏瘫后平衡功能障碍疗效 

 观察 -------------------------------------------------------------------------- 郑兵,赵春梅,杨德英等 603 

PU-686 痉挛肌治疗仪对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疗效的临床观察 --------------------------------- 卢中奇 603 

PU-687 SET 训练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临床疗效观察 ------------------- 张健,李彪,王楚怀 604 

PU-688 震动疗法配合常规牵伸促进脑卒中患者分离运动观察 ----------------------- 刘通,苏振珠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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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89 神经肌肉电刺激可改善脑瘫患儿肢体功能---------------------------------------------- 李松林 605 

PU-690 反排木鼓舞对苗族中老年人心肺耐力和肌肉力量耐力的影响 --------------------- 张培珍 605 

PU-691 热敏灸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疗效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 --------- 张阳,唐巍 606 

PU-692 高压氧联合针刺加耳穴贴压综合治疗耳鸣耳聋 80 例 ------------ 何斌,滕进忠  ,何忠丽 607 

PU-693 脑磁治疗对脑卒中患者伴睡眠障碍的疗效观察 ------------------- 李树强,许梦雅,崔永刚 608 

PU-694 Brunnstrom 疗法配合针刺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偏瘫患者的疗效 

 观察 -------------------------------------------------------------------------- 崔永刚,李树强,许梦雅 608 

PU-695 中低频电刺激联合普瑞巴林治疗中枢性疼痛: 一个随机、对照研究 --------- 王芳,吴睿 609 

PU-696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治疗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 

 观察 -------------------------------------------------------------------------- 许梦雅,吴睿,崔永刚等 609 

PU-697 体外冲击波联合肌内效贴对肱骨外上髁炎疗效的观察 ------------------------------ 韦宝珠 610 

PU-698 虚拟现实技术对小脑卒中患者静态平衡功能及稳定极限范围的影响 --------------- 彭涛 610 

PU-699 足穴与平承山穴药物注射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尖足疗效观察 --------------------- 苏春娅 611 

PU-700 针刺肩三针结合超短波治疗肩关节病的临床观察 ------------------------------------ 杜丽芳 612 

PU-701 经皮穴位电刺激对小儿脑瘫运动功能的作用: 初步研究 -------- 张备,朱俞岚,姜从玉等 612 

PU-702 不同小腿假肢接受腔对小腿截肢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 何霞 613 

PU-703 微波治疗作用于胸小肌综合征的疗效 ---------------------------------------------------- 王淑雅 614 

PU-704 梅花针叩刺治疗头面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临床观察 --------------------------------- 陈晓锋 614 

PU-705 脉冲整脊技术对颈椎病的临床观察 ------------------------------------------------------- 刘笑宇 615 

PU-706 PNF 牵伸对膝关节骨折术后功能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 金铭亮 615 

PU-707 水中核心稳定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 张明,周敬杰,张玉明 616 

PU-708 实物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及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 

 影响  ------------------------------------------------------------------------ 周顺林,胡秋生,吴丽君 616 

PU-709 作业疗法结合体感游戏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 吴丽君,周顺林 617 

PU-710 循经取穴干扰波联合艾灸治疗颈背肌筋膜炎的疗效观察 ---------- 刘晓霞,孙引娣,相洁 618 

PU-711 局部浴槽水疗结合作业疗法对脑卒中上肢功能的影响 ------------- 周海梅,张韬,白定群 618 

PU-712 百笑灸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 -------------- 焦淼,相洁 619 

PU-713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功能疗效观察 ----------------------- 周惠嫦,张盘德 620 

PU-714 Thera-Band 训练对肩关节功能障碍的康复的影响 --------------------- 刘晓霞,刘娜,王军 620 

PU-715 气囊扩张术在重症脑损伤合併肺部感染治疗中的应用 ------- 吴红瑛,周君桂,邓水娟等 621 

PU-716 不同负荷运动对衰老小鼠大脑 P16、P53 基因表达的影响 ------------------------ 王志红 622 

PU-717 合肥市康复医学现状调查与分析 ------------------------------------------------------ 夏清,袁海 623 

PU-718 提高综合医院康复服务能力，加强康复专业人才建设 ----------------------- 张芳,程晓荣 623 

PU-719 认真防范理疗纠纷 ---------------------------------------------------------------------------- 白海霞 624 

PU-720 康复医疗服务的前移及操作要点 ---------------------------------------------------------- 唐卫东 624 

PU-721 风险管理在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的应用----------------------------- 孙银娣,张平安,相洁 624 

PU-722 穿戴式头穴治疗设备的设计与实现 ------------------------------------------------ 朱路文,唐强 625 

PU-723 浅析肌骨超声在康复医学科的应用价值 -------------------------- 宋利娜,郭学军,周国赢等 625 

PU-724 经颅直流电联合运动疗法治疗口颜面失用临床疗效观察 --------------------------- 黄丽虹 626 

PU-725 生物反馈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尿失禁的临床观察 --------------------------------------- 何松照 626 

PU-726 Lokomat 下肢机器人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 --------------------------------------- 彭广卫 627 

PU-727 一种基于 B/S 结构与 Android 平台的脊髓损伤综合康复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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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 ----------------------------------------------------------------------------- 崔尧,李建军,丛芳等 628 

PU-728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不完全性脊髓损伤的疗效分析 ------------- 邵岚,白定群 628 

PU-729 ICB 矫形鞋垫对青壮年女性足部疾病足底压力系统参数调节的即时效应 

 观察 -------------------------------------------------------------------------- 许轶,韩秀兰,王楚怀等 629 

PU-730 间歇 Theta 节律刺激联合 1Hz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康复的 

 疗效 -------------------------------------------------------------------------------- 孟莹,张带,马跃文 630 

LT-001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住院脑瘫患儿坠床发生率中的应用体会 ------------------------ 常艳玲 631 

LT-002 认知功能障碍对偏瘫患者康复的影响 ---------------------------------------------------- 韩振萍 631 

LT-003 脑卒中患者认知康复治疗的试行效果初评---------------------------------------------- 王艳华 631 

LT-004 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早期康复护理的效果观察 --------------------------------- 刘庆冉 632 

LT-005 职业能力评估与早期返岗相关关系分析 ------------------------------------------------- 仲荣洲 632 

LT-006 浅谈智障儿童认知能力的干预方法 ------------------------------------------------------- 陈川帆 632 

LT-007 脑卒中 Broca 失语患者的早期语言功能训练 --------------------------------------------- 卢璐 633 

LT-008 作业疗法应用多彩画笔在小儿痉挛型脑瘫康复中的作用分析 --------------------- 孙榛誉 633 

LT-009 经口球囊扩张治疗环咽肌失弛缓 1 例个案报道 --------------------------------------- 黄丽虹 634 

LT-010 言语与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方法 ------------------------------------------------ 秦红霞,李长君 634 

LT-011 偏瘫步态的表现及训练方法 ------------------------------------------------------ 林晶晶,李长君 634 

LT-012 山东小儿推拿三大流派简介及流派特色 -------------------------- 李春成,李贞兰,刘福谦等 634 

LT-013 高压氧结合康复治疗对脑出血运动功能的影响 ------------------------------------------ 刘雪 635 

LT-014 对脑卒中康复治疗患者家属焦虑的心理干预---------------------------------------------- 张明 635 

LT-015 耳穴放血、贴压法治疗失眠症疗效观察 ------------------------------------------------- 苏晓娇 635 

LT-016 对持续植物状态针刺治疗组方的一些建议----------------------- 陈俊琦,陈绮倩,徐敏鹏等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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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1 

Challenge of Neurorehabilitation in 21st Century 

 

李常威 

香港东华医院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it has bee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how rehabilitation 

induces neuroplasticity to improve functional outcome after brain damaged and provided newer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to enhance functional recovery. However, this means training and 

credentialing would be needed to ensure the standard of practice will be optimal. At the same time, 

sharing of skills among disciplines within a multidisciplinary would be challenging. To smooth out 

the clinical practice in Neurorehabilitation with its rapid development, a structural training and 

credentialing would b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oming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interventional modalities in Neurorehabilitation, it would be a 

challenging tasks for clinician to integrate the new treatment to provide a cost-effective guideline in 

clinical settings. Yet such guideline wouldneed more research and efforts before it could be 

materialized. 

With aging population, disability from neurological diseases are increasing globally. Resource 

allocation has been shown mismatched in many countries that most were given to the acute 

service. Study showed that it has been a tendency for people going to live longer but living with 

disabilities. Rehabilit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functional aspects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which are common in the elderly is going to b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health funding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beyond. 

 

PL-02 

构建脑卒中康复评定与康复治疗的精准医疗体系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中国是脑卒中的高发地区之一，国人患脑卒中的风险比白种人高 21%。更为严峻的是，我国脑

卒中发病率正以每年 9%的速率上升，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如不加以防控，到 2020 年我国脑卒中

患者将超过 3000 万人，居亚太地区之首，这将为社会经济和医疗资源造成巨大的负担。 

更为严峻的是，全球由于传统的经验医学导致医疗资源浪费问题日渐突显。据统计，美国医疗系统

每年因不必要的治疗和没有效果的治疗造成的浪费高达 7500 亿美元，相当于医疗总开支的 30%。

而我国也出现了巨大的医疗资源浪费现象。为了更为有效地将脑卒中康复落实并帮助到需要的患者，

需要逐步建立起脑卒中康复的精准医疗体系。 

精准医疗是一种基于患者―定制‖的医疗模式，借助基因测序、蛋白质组学技术，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

据科学交叉应用，实现比传统方式更加精准的治疗。而脑卒中的精准康复需要有自己的特色。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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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康复训练（外因）是需要通过患者自身的神经可塑潜能（内因）来发挥作用的。康复治疗的作用

是最大程度地发挥患者自身的恢复潜能，加速其功能重塑过程。因此，如何精确地评定和判断其可

塑潜能是―个体化‖精准治疗的前提。 

要完成精准康复评定与康复治疗的医疗体系，首先需要建立有序的三站式数据库：包括患者生物信

息数据库（包括基因，性别，基础身体状况等），患者病情信息数据库（功能评定信息，影像学信息，

脑卒中后心理精神信息等），脑卒中康复治疗数据库（各种康复治疗方案和辅具使用指南）。在此基

础上对三个数据库进行分析和整合，最后找到患者生物信息-病情信息-康复训练方案三者的最佳匹配

点。通过病情信息数据库来判断脑卒中患者发病的性质和程度；通过生物信息数据库评定患者自身

的恢复潜能，将两个数据库联合起来分析患者的预后；最后再加入康复治疗数据库的信息，就可以

得出与之相应的最佳康复方案。要完成三组数据库的建立，需要实现两点：1.建立家庭实时信息采

集系统：家庭康复是未来脑卒中康复的主体，需要普及便携的、智能的患者生物和病情信息采集和

传输装置，使患者的―个体‖康复情况一直保持在专业康复机构的监控和指导中进行；2.建立生物医疗

大数据的云平台：在技术的保障下，通过这种云平台将大型康复中心、社区康复机构、家庭，这三

级康复体系整合起来，实现患者信息的及时共享，以及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在建立脑卒中康复评定与康复治疗的精准医疗体系初期，也存在一些道德、患者个人信息保密工作

和法律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 由于大量―透明化‖的健康数据的存在，个人健康信息的保密工作变得至关重要； 

2. 在大数据库的建立和整合过程中，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因而精准康复医疗体系的建

设可能会出现地域性差异； 

3. 数据采集的标准化制定：由于大数据共享，需要制定规范的采集标准，避免不真实数据的录入。 

生物医学分析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出现，以及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的革新，都为推动我

国建立脑卒中康复评定与康复治疗精准医疗体系的发展，创造了成熟的时机。脑卒中康复的发展需

要抓住这个契机，结合康复医学自身的特点，建立因人因病而异的个体化康复体系，为脑卒中患者

量身打造最佳的康复治疗方案，以实现治疗效果最大化和康复资源浪费的最小化，达到全面康复、

回归社会的目的。 

 

PL-03 

骨关节肌肉系统疾病康复新观点 

 

顾新 

卫生部北京医院 100730 

 

全球疾病负担 2010 年报告总结了 1990 年至 2010 年 20 年间近 300 种疾病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的

影响，从中可以看出骨关节肌肉系统疾病患病人数众多，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影响巨大，需要我们在

骨关节肌肉系统疾病的康复方面创新思路。 

通过学习与总结，对比传统的观点，讲者提出以下六个新观点：功能观、质量观、区域依存观、整

体观、软件观和科学观，并分别对应传统观点进行分析讲述，希望对从事骨关节肌肉系统疾病康复

同行的临床实践有所启迪。 

六个新观点简述如下： 功能观是针对以往注重结构、注重止痛提出的，讲者认为应以功能为导向设

定合理乐观的康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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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观是针对以往功能评定偏重数字提出的，讲者认为在错误的运动模式下的数量改变是没有意义

的，运动功能的提高是质量优先，质量包含数量；区域依存观的提出是提醒临床工作者关注人体相

邻结构的关系，临床干预能更准确地针对靶向问题点； 

l  整体观一方面是指骨关节肌肉系统是一个整体，另一方面骨关节肌肉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

神经系统、感觉系统密切配合才能完成正确的人体运动，还需兼顾呼吸、营养、心理、环境等各个

方面； 

l  软件观是借用计算机语言阐述人体运动中运动控制的重要性，并说明重获正确运动模式的方法； 

科学观是针对经验论，生物力学实验室的研究结果为合理选取运动康复方法提供了科学依据。 

 

PL-04 

肠道微生菌与儿童自闭症康复 

 

汤有才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 a group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consist of delayed 

or impaired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difficult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very high degree 

of phenotypic heterogeneity in ASD originate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and susceptible genetic loci, leading to epigenetic 

DNA methylation. Advances in system biology are becoming strategic for 

implementing knowledge on the ASD aetiology and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after birth. 

1. Advanced progression regarding mammalian-microbial metabolites 

in ASD; 

2.  Changes in microbiotas between ASD and neurotypical siblings; 

3. Potential improvement of ASD in children by gut microbiotas. 

3.1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ladaptive behavior an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with ASD; 

3.2 the possible role of probiotics in modulating some neurological symptoms.  

3.3 Probiotics can be useful to attenuate immunological abnormalities in children with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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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5 

肠道菌群康复，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方向 

 

覃俊杰 

深圳市谱元基因研究院及深圳谱元科技有限公司 

 

肠道菌群，作为一个被―遗忘‖的功能器官，近年来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

人们逐渐发现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炎性肠病、结肠癌、自免疫病、精神类疾病等多种疾病

都与肠道菌群相关。其中，有些疾病被证实是由于肠道菌群改变而发生发展；还有些疾病的治疗会

受到肠道菌群影响。目前，已知不少方法能有效地改变肠道菌群，例如饮食、运动、益生菌、益生

元，以及最新发展的粪菌移植技术。正是因为这种可塑性，肠道菌群康复有可能成为一个值得关注

的新方向，在疾病康复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PL-06 

康复医疗的营养问题--现状、挑战与对策 

 

励建安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无 

 

PL-07 

基于 ICF 的腰痛评估与治疗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013384 

 

腰痛（low back pain）的分类方法很多，根据时间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腰痛；根据疾病的性质

分为特异性与非特异性腰痛，根据病理生理分为：先天性腰痛、损伤性腰痛、退变性腰痛、炎症性

腰痛和肿瘤性腰痛，不同的分类有不同的临床思维模式，康复方法也各有侧重。国际功能分类、功

能障碍与健康损害分类（ICF）定义的腰痛类别为背痛和躯体疼痛，后者特指臀部、腹股沟、大腿的

疼痛。把腰痛分为：急性或亚急性下背痛伴随活动受限；急性、亚急性或慢性下腰痛伴协调性运动

障碍；急性、慢性的下腰痛伴发相关（牵涉性）下肢疼痛；急性或亚急性下腰痛伴随相关感觉障碍；

慢性下腰痛伴随有相关的广泛性疼痛等。以此分类为基础，采用病史和体格检查将患者分为 4 个单

独的治疗亚型，其标志为松动术、特定训练、制动和牵拉。该类分型治疗策略更加注重患者机体功

能的改善和患者参与受限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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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8 

烧伤康复的策略与思考—天津 812 爆炸伤烧伤康复巡视报告 

 

刘宏亮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一、一般情况介绍： 

 受国家卫计委和解放军总后卫生部指派，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科刘宏亮教授和解放军 310

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科李玲教授组成国家卫计委康复巡视组，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赴

天津巡视 6 家医院（武警天津医院、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天津第四医院、天津第五中心医院、天津

第三中心医院、天津医科大学天津总医院），对烧伤、重症患者及部分骨骼软组织损伤患者进行了床

旁查体、病情评估、康复方案制定及后续问题指导，共巡视伤者 35 例，其中烧伤 23 例（重症烧伤

5 例）。重症患者的巡视工作是康复专家组和国家卫计委 ICU 专家组联合进行。 

本次巡视所查的患者 35 例（烧伤 23 例），均有不同程度功能障碍，需要康复治疗。康复巡视工作

形成了巡视报、制定了个性化康复方案、提出了后续烧伤患者康复工作建议方案。 

二、烧伤病人康复处置策略： 

全流程的康复处置应该包括：康复评定、创面物理治疗、重症康复、早期关节功能康复、后期

康复、后遗症处理。 

1、康复评定：对所有烧伤患者进行：烧伤面积及深度评定、肌力评定、关节度评定、肢体活动能力

评定、日常生活能力评定等。 

2、烧伤创面的物理治疗：对不需要手术及包扎覆盖、可以暴露的创面可以进行物理治疗，如红外线、

激光、超短波、紫外线等。 

3、重症康复：重症康复的原则：1）―即刻康复‖：不干扰专科治疗、不加重病情前提下的即刻康复；

不是在病情稳定 24 小时或 48 小时后开始的早期康复，而是在危重病发生，即抢救生命的同时就展

开的康复。2）重症的预防性康复：预防并发症、减少功能障碍发生。前瞻性地预判可能发生影响循

环、呼吸、消化、神经与精神、肌肉骨等的并发症与功能障碍，全面康复介入，干预一切可能导致

患者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过程，及时阻断病情的发展，避免机体的二次损伤，把康复治疗作为重症

救治组成部分。 

4、早期关节功能障碍的预防：1）卧床病人的体位摆放；2）保持关节活动范围的运动。 

5、后期康复的运动与作业治疗：皮肤愈合及移植后往往关节活动范围会有一定的影响，应积极开展

运动及作业治疗，包括被动的关节牵引及支具应用。 

6、后遗症的预防与治疗： 最常见影响功能和容貌的是关节挛缩、肥厚性瘢痕增生，可以应用物理

因子治疗、手法牵伸、支具牵伸与功能位保持、压力衣（套）治疗等。 

三、烧伤康复的关键点： 

1、早期与全面康复的讨论：早期：什么时间节点？全面：包括那些内容？ 

2、影响烧伤康复功能与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创面；关节功能；瘢痕；搔痒；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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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9 

地震创伤康复的基本模式与技术--基于 5:12 汶川大地震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骨折、脊髓损伤、挤压伤、截肢、周围神经损伤及颅脑外伤是地震最常见的 6 种损伤，而这些损

伤无一例外会导致功能障碍，一旦出现功能障碍将影响伤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消耗大量的医疗、

福利和经济资源。所以，早期救治结束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针对伤员功能障碍实施综合康复，以

促进伤员最大限度的生活独立和回归社会。本研究推动了我国地震康复技术水平和地震伤员康复治

疗的管理水平进步，为未来地震、战争等大规模的伤员康复需求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指南和应用

模式。 

 

PL-10 

创新脑机接口及主被动协同康复机器人应用 

 

徐光华 

西安交通大学 

 

本报告在脑机接口技术概念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稳态运动视觉诱发电位等创新脑电范式和信号处

理方法；针对脑中风的神经回路康复的需求，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双向直接通讯能力，提出脑中枢

主被动协同康复的理念，结合脑机接口稳态运动视觉诱发电位与机器人等最新技术发展，介绍脑控

中风康复机器人的发展与应用。 

 

PL-11 

脊髓损伤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易被忽视的急重症  

 

周谋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脊髓损伤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主要包括：脊髓损伤后自主神经反射异常（Autonomic dysreflexia，

AD）及体位性低血压。是目前容易忽视的急重症，处理不当会引起血压升高，严重者出现脑出血甚

至危及生命。脊髓损伤后自主神经反射异常是对损伤平面以下有害或无害刺激的反应出现的一系列

症状和（或）体征。主要包括收缩压升高（较基础血压升高＞20 mmHg）；出现下列症状：头痛，

损伤平面以上潮红、竖毛、鼻塞和出汗，损伤平面以下血管收缩，以及心律失常。可以发生于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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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任何阶段。作者将就脊髓损伤后自主神经反射异常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危险因素、诊断、

鉴别诊断及防治做全面介绍并分享国外学者及作者的病例。体位性低血压（Orthostatic hypotension）

是指当体位由仰卧位转换成直立位时患者收缩压下降>20mmHg和/或舒张压下降>10mmHg 的病症。

作者将就其发病机制、临床表现、鉴别诊断及治疗做全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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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 

颈椎管狭窄与四肢瘫 

 

王兴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复医学中心  王兴林  skin301@163.com 

摘要：患者受到外伤后，没有出现颈椎滑脱及骨折的情况下颈椎管狭窄与四肢瘫的病理生理及生物

力学关系。颈椎管狭窄的 Muhle 分期:0 期：椎管宽度正常，蛛网膜前后下隙没有变窄；1 期：蛛网

膜前下隙或后下隙，或两部分腔隙变窄；2 期：蛛网膜前下隙或后下隙，或两部分腔隙完全消失；3

期：脊髓前缘或后缘，或两侧缘均受压（镊子作用）。创伤引起颈髓病变的主要受力因素：⑪椎管狭

窄--压迫力；⑫颈髓的两侧牵拉力。颈椎过屈或过伸，颈髓受压点压力增加—颈髓挤压力，产生颈髓

挤压伤，颈髓挤压伤及缺血性坏死—外伤性脊髓空洞。颈髓灰质更易损伤的原因：⑪灰质血供是白

质血供 4-5 倍；⑫供应灰质的血管为末梢血管，易于受压引起闭塞；⑬灰质位于脊髓中部，受力作

用最大。颈髓损伤治疗目的：预防损伤加重，最大程度促进恢复，注意防治颈髓损伤的并发症。四

肢瘫的预后：⑪取决于脊髓坏死的大小及位置；⑫康复治疗；⑬体能恢复及防治衰退。康复治疗中

注意 Chiari 畸形。 

 

S-002 

猕猴双侧嗅神经离断模型与抑郁症相关性研究 

 

尹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建立猕猴双侧嗅球切除模型，观察其行为学指标，探索猕猴双侧嗅 

球切除后对其早期抑郁相关行为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成年健康雄性猕猴 4 只（6-10 岁），体重 9-11kg。随机分为 2 组，实验组（OB 组）

和对照组,每组 2 只。实验组行双侧嗅球切除手术（即双侧嗅束离断术），对照组给予假手术即

只进行双侧嗅球暴露但不予切除。所有 4 只猕猴分别于手术前 2 周及手术急性期后 2 周进行

糖水消耗实验观测；在手术前及手术急性期后分别进行为期 2 周的行为录像，每只猕猴录像

时间不少于 14 小时，使用行为抑郁量表分析其行为；分别于手术前及手术后 1 周行头颅磁共

振扫描，观察其嗅束是否愈合， 

判断手术成功与否。 

结果 1.糖水消耗实验：实验过程中，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间及各自组内手术 

前后猕猴对糖水饮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行为学变化：实验过程中，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间及各自组内手术前后猕猴蜷缩行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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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行为、自主活动量、对刺激活动量、刻板行 

为、自理毛行为等抑郁症相关行为出现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核磁共振成像（MRI）扫描：实验组术前检查结果显示嗅球相关神经结构正常，术后显示嗅

束断裂且未有愈合；对照组手术前后均显示未见 

明显异常。 

结论 1.猕猴双侧嗅球切除后早期猕猴未表现出类似人类的欣快感减低、情绪 

低落、兴趣及活动性减少、焦虑样行为等抑郁样症状； 

2.猕猴双侧嗅球切除后早期未对其与人类抑郁症状相对应的猕猴行为 

有明显影响。 

关键词 嗅球切除；嗅觉丧失；抑郁症；糖水消耗实验；抑郁相关行 

为 

  

S-003 

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康复与进展 

 

胡昔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613000 

 

血管性认知障碍（VCI）的定义、概述，诊断及其分度、分型，康复评定，治疗策略与相关措

施，治疗进展包括 TMS、tDCS 在 VCI 康复中的应用。 

 

S-004 

意识障碍的多学科治疗方法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意识障碍是指多种致病因素（颅脑损伤、缺血缺氧性疾病、急慢性脑血管性、退行性、代谢性疾病、

先天性发育畸形等）导致脑功能损害，引起患者意识水平下降和意识内容改变的临床表现。 

  

在简单介绍常用量表评估基础上，重点介绍电生理评估方法。 

一、意识障碍早期评定量表 

 1.格拉斯哥量表( GlasgowComa Scale，GCS) ；2.整体分级量表  

   (Full Outline of UnResponsiveness，FOUR)；3. Reaction level scale（RLS85） ；4. Innsb

ruck coma scale（ICS）  

二、意识障碍恢复期评定量表 

1.昏迷恢复量表(Coma Recovery Scale-Revised CR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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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IM 量表(Wessex Head Injury Matrix) 

3.SMART( Sensory Modality Assess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echnique) 量表  

4. Western neurosensory stimulation profile (WNSSP) 

5.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scale (DOCS) 

6. NCS 量表（ Coma near coma scale ）  

7.Rancho Los Amigos level of cognitive functioning(RLA) 

8. Sensory stimulation assessment measure (SSAM)  

三、意识障碍结局量表 

1.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2.Disability rating scale (DRS)：  

3.Barthel Index (BI)   4.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 (FIM)  

四、神经电生理评定 

  临床上意识障碍多见植物状态（PVS）和微小意识障碍。但仅凭量表 PVS 的误诊率可高达 41％。

 而 EEG、SEPs、BAEP 及 ERPs 等神经电生理技术不仅是评估 PVS 患者病情的一种可靠方法，

而且在鉴别 PVS 与其他类型的意识障碍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  

 意识障碍是神经康复常见的棘手问题，如何在全面、客观评估基础上进行早期、合理的康复治疗，

将会影响到患者的预后。在提倡多学科合作诊疗模式的今天，我们应该了解、并配合神经内外科、

急诊科、麻醉术后重症室等，在不同时期应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以促进患者意识恢复，改善其预后。

本人由于工作关系（作为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脑复苏学组组员和神经康复专家，多次参与意

识障碍高峰论坛和专题讲座）了解到不少跨学科内容，认为有必要告诉康复界的同行。因此，在简

单介绍常规康复护理；营养保障；药物治疗；中医中药；针灸；亚低温等治疗基础上，重点介绍不

同学科对意识障碍进行治疗的方法： 

 1. 高压氧医学：意识障碍的早期高压氧治疗方法及疗效介绍； 

 2. 康复医学：康复治疗方法及疗效，如经颅直流电刺激；正中神经电刺激、床边四肢电刺激、上下

肢主被动运动；吞咽障碍的冰刺激、电刺激；小脑顶核电刺激；环境刺激；良肢位摆放；体位引流、

肺康复等。 

 3. 神经外科学：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和高颈髓后索电刺激（SCS） 的治

疗方法及疗效。 

   各种治疗方法介绍均配有图片，病例介绍，尤其是外科有创的神经刺激手术方法展示。 

 

S-005 

建立中国脑卒中康复的精准医疗体系 

 

吴毅 谢鸿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中国是脑卒中的高发地区之一，国人患脑卒中的风险比白种人高 21%。更为严峻的是，我国脑

卒中发病率正以每年 9%的速率上升，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如不加以防控，到 2020 年我国脑卒中

患者将超过 3000 万人，居亚太地区之首，这将为社会经济和医疗资源造成巨大的负担。更为严峻

的是，全球由于传统的经验医学导致医疗资源浪费问题日渐突显。为了更为有效地将脑卒中康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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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帮助到需要的患者，需要逐步建立起脑卒中康复的精准医疗体系。 

精准医疗是一种基于患者―定制‖的医疗模式，借助基因测序、蛋白质组学技术，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

据科学交叉应用，实现比传统方式更加精准的治疗。而脑卒中的精准康复需要有自己的特色。脑卒

中康复训练（外因）是需要通过患者自身的神经可塑潜能（内因）来发挥作用的。康复治疗的作用

是最大程度地发挥患者自身的恢复潜能，加速其功能重塑过程。因此，如何精确地评定和判断其可

塑潜能是―个体化‖精准治疗的前提。 

      要完成精准康复医疗体系，首先需要建立有序的三站式数据库：包括患者生物信息数据库（包

括基因，性别，年龄，基础身体状况等），患者病情信息数据库（功能评定信息，影像学信息，卒中

后心理精神信息等），脑卒中康复治疗数据库（各种康复治疗方案和辅具使用指南）。在此基础上对

三个数据库进行分析和整合，最后找到患者生物信息-病情信息-康复训练方案三者的最佳匹配点。通

过病情信息数据库来判断脑卒中患者发病的性质和程度；通过生物信息数据库评定患者自身的恢复

潜能，将两个数据库联合起来分析患者的预后；最后再加入康复治疗数据库的信息，就可以得出与

之相应的最佳康复方案。 

      要完成三组数据库的建立，需要实现两点：1.建立家庭实时信息采集系统：家庭康复是未来脑

卒中康复的主体，需要普及便携的、智能的患者生物和病情信息采集和传输装置，使患者的―个体‖

康复情况一直保持在专业康复机构的监控和指导中进行；2.建立生物医疗大数据的云平台：在技术

的保障下，通过这种云平台将大型康复中心、社区康复机构、家庭，这三级康复体系整合起来，实

现患者信息的及时共享，以及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在精准医疗计划建立初期，也存在一些道德、社交和法律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 由于大量―透

明化‖的健康数据的存在，个人健康信息的保密工作变得至关重要； 2. 在大数据库的建立和整合过

程中，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因而精准康复医疗体系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地域性差异； 3. 

数据采集的标准化制定：由于大数据共享，需要制定规范的采集标准，避免不真实数据的录入。 生

物医学分析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出现，以及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的革新，都为推动精准

医疗的发展，创造了成熟的时机。脑卒中康复的发展需要抓住这个契机，结合康复医学自身的特点，

建立因人因病而异的个体化康复体系，为脑卒中患者量身打造最佳的康复治疗方案，以达到治疗效

果最大化和康复资源浪费的最小化。 

 

S-006 

ASD 的康复与教育——以 AAC 为例 

 

何侃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康复科学学院 

 

目的 据美国最新 DSM-5 的界定，ASD 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临床表现为社会交流障碍、刻板重复

的兴趣行为及感觉器官异常，其核心障碍会导致其全面的生长发育问题。由于 ASD 病因学和生化异

常改变未完全阐明，目前对 ASD 的干预模式较多体现在教育训练的层面，未能对 ASD 采取循理与

循证的多维视角厘清 ASD 的有效干预模式。 

方法 基于 ICF 分类系统的原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学理探讨，以 ASD 的沟通干预为例，探讨―医

教结合‖的 ASD 干预理念、技术和策略及其运用，在教育课程中渗透康复训练，在康复训练中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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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元素。 

结果 发现多元整合的技术和策略——引发学习兴趣与动机、运用视觉提示的学习、注重类化与学习

迁移、平衡安排不同康复活动，以及运用辅助技术（AAC，如纵横码信息技术）等，对 3-6 岁、7-

14 岁 ASD 的干预均有显著成效。 

结论 需要确立―以儿童为本‖的理念，针对 ASD 的发展需求，提供跨专业整合的技术服务。ASD 的

医教结合亟需落实在多学科、多层次、多靶点，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结构与功能、生理与病

理、预防与治疗、人文与科学的交叉融合。 

 

S-007 

三元论康复体系在语言认知障碍的应用体会 

 

陈卓铭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0630 

 

三元论康复理论体系是由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科陈卓铭及其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总结了

二十多年的临床从医经历，逐渐摸索出来的。本讲座希望以语言认知障碍为例阐述该理论。较之与

以往的康复理论，该理论构建希望引导多层次康复体系的建立，全方位为残疾及康复对象服务。要

想使患者的康复效果最大化，就必须整合这些不同的角度，从这些不同学科间获得启示，而不仅仅

是从医学的角度看待患者。患者离开医院不是治疗的结束，刚好相反，治疗才真正开始。 

 

S-008 

失语症与言语工作记忆康复 

 

胡荣亮 

江门市中心医院 529030 

 

1. 工作记忆模型在康复医学的应用 

2. 言语工作记忆障碍与失语症发病机制 

3. 言语工作记忆的康复机制 

4. 脑调控技术在言语工作记忆康复的研究及应用进展 

5. 计算机辅助训练技术在言语工作记忆康复的研究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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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9 

失语症治疗新技术进展 

 

江钟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通过分析舒尔刺激疗法、强制诱导训练、交流促进法、认知加工法等言语治疗方法的特点和不

足，结合现代脑刺激疗法的进展，重点介绍神经调节技术如 TMS、tDCS 和脑网络技术在失语症临

床治疗中的应用进展，为今后在临床开展失语症的精准治疗提供一些思路。 

 

S-010 

磁刺激在脑卒康复中的研究进展和应用体会 

 

张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介绍重复经颅磁刺激的治疗机制，以及在脑卒中的运动、吞咽、认知及言语等的应用进展。我科

对脑卒中运动功能康复应用中的体会。选取脑卒中患者分为对照组（基础治疗），单侧磁刺激组（健

侧低频），双侧磁刺激组（健侧低频+患侧高频），观察各组上肢、下肢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情况。 

 

S-011 

康复治疗师如何提高论文写作能力 

 

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1.加强专业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的储备。学会主动发现工作实际问题，确定选题。 

2.科学设计临床研究方案，合理组织实施研究计划。 

3.医学论文前言的基本要求。 

4.临床资料的主要内容和易忽略的问题。 

5.结果的表达方式。 

6.讨论的写作要点。 

7.参考文献的基本要求。 

8.论文摘要的基本格式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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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2 

机器人训练在康复中的应用 

 

周凤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康复机器人（rehabilitation robots）作为一种新型机器人，它贯穿了康复医学、生物力学、机械学、

电子学、材料学、计算机科学及机器人等众多领域，是一种自动化程度很高又有效的康复训练。康

复机器人分为康复训练机器人和辅助型康复机器人。康复训练机器人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患者完成各

种运动功能的恢复训练，如行走功能训练、手臂运动训练、脊椎运动训练、颈部运动训练等；辅助

型康复机器人主要用来帮助肢体运动有困难的患者完成各种动作，如机器人轮椅、导盲手杖、机器

人假肢、机器人护士等。 

康复训练机器人具备许多人工所无法比拟的优点，例如长期、稳定地重复训练，精确、客观地测定

训练与运动参数，提供实时反馈，远程训练等。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康复机器人，能使机器人治疗更

好地应用于临床；根据患者的运动能力不断地调整治疗参数，在患者主动能力不足时提供更大的辅

助治疗，在有能力完成动作时，适当减小辅助，以便充分发挥患者残存的功能，使患者在精确控制

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主运动能力，获得最佳的运动训练效果。 

 

S-013 

高压氧在重度脑损伤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高压氧疗法是指机体处于高气压（大于一个标准大气压）环境中呼吸与环境等压的高压纯氧或高压

混合氧（97%O2+>3%CO2）以达到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也叫高压氧治疗。 

   首先介绍高压氧的治疗过程、作用机制，然后重点介绍高压氧在重度一氧化碳中毒、脑卒中、颅

脑损伤、脑炎、脑复苏等病损中的具体治疗方法、注意事项、疗效（展示大量实例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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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4 

腰痛的分类与治疗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013384 

 

 

腰痛（low back pain，LBP）是以背部疼痛为代表的一组症侯群或症状综合征，目前对腰痛的命名

有些争议，但本病发病率高，功能障碍明显，是学界所公认的。近 10 年多将 LBP 分为特异性（约

占 10%）和非特异性 LBP。非特异性 LBP 按照疼痛部位分为下背痛和坐骨神经痛，按照疼痛时间

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急性腰痛和慢性腰痛的治疗方法有所差异。引起腰痛的原因很多，为方

便分类治疗临床多以病因分类：软组织损伤、退行性变腰痛、先天性椎管狭窄、炎症性腰痛如肌纤

维 

疼痛综合征等、腰骶部发育异常等，病因不同的腰痛各有其临床表现及康复策略。 

 

S-015 

复合性局域性疼痛综合征(CRPS)诊疗进展 

 

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病例分享  

肩手综合征、手术后、狗咬伤 

发展概要 

从 1800s, 法国医生第一次确定了与交感神经有关疼痛综合症-CRPS 

流行病学 

发病率  5.46 /100.000 ,患病率 20.57 / 100.000  

女性多于男性 38-46 ，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 10 岁以下儿童少见。 

CRPS 有家族遗传易感性，具有 HLA 某个类型的家族， CRPS 高发。 

复合性区域疼痛综合症定义 

―指继发于意外损伤、医源性损伤、神经损伤或全身性疾病之后（有时找不到具体的诱发事件），出

现的局域性神经病理性疼痛,以自发性、严重、顽固性烧灼样和或深部的疼痛，同时伴有温度异常，

泌汗分泌异常，皮肤颜色改变和水肿，营养不良等自主神经功能和运动功能障碍、与原发事件不成

比例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 

‖ ―复合性‖指与痛伴随的临床症状多种多样——如感觉、运动和自主神经功能异常。 

临床分型 

CRPS-Ⅰ：反射性交感神经萎缩症（re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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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athetic dystrophy RSD），常见病变是骨折，挫伤/扭伤以及手术等 

CRPS-Ⅱ：灼烧性神经痛（causalgia），常继发于神经损伤之后。 

临床表现 

感觉功能障碍：持续疼痛、异常疼痛和痛觉过敏。 

运动功能障碍：运动范围的减小，出现震颤、肌张力、肌肉的萎缩等 

神经功能障碍： 

营养不良性改变 

心理障碍： 

发病机制 

诊断依据 

治疗原则（药物和康复治疗） 

小结 

 

S-016 

颈椎病的诊疗策略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颈椎病临床表现复杂，治疗棘手，容易漏诊或误诊。本讲座在介绍颈椎病临床诊断与鉴别诊断的基

础上，重点探讨颈椎病发病机制及其针对性的治疗策略。颈椎病的致病机制中，颈椎退行性改变是

颈椎病发病的病理基础，生物力学失衡是颈椎病的主要成因，而颈椎节段性不稳及相关肌群薄弱是

导致生物力学失衡主要原因。只有力学治疗才能有效地调整颈椎生物力学失衡及节段排列紊乱，只

有主动运动与功能训练才能强化肌力、调整生物力学，进而稳定颈椎。因此，生物力学调整与主动

运动康复相结合是颈椎病康复治疗防治并重的更合适手段，是颈椎病康复治疗的新理念，新趋势。 

无论哪一类型颈椎病，其治疗均应遵循先康复治疗，无效而又符合手术适应证时再考虑手术这一基

本原则。在安排康复治疗时，应明确引起患者症状的主要因素是机械因素即力学因素还是化学因素

即炎症因素，而力学因素中是以机械压迫为主还是以力学不良、节段不稳为主。颈椎病早期炎症明

显时，不宜采用力学疗法，以免加重炎症，应选用以消除炎症为主的治疗，如药物治疗、物理因子

治疗及中西医结合方法等。炎症减轻后，如症状主要由机械压迫因素引起为主，就应选用能减压的

力学调整疗法，如颈椎牵引、颈椎减压治疗。如症状主要由颈椎排列不良所致，就应选用能调整脊

椎排列的疗法如手法复位、整脊手法等方法。如因肌肉机能下降所致脊椎不稳，则应使用以主动运

动治疗为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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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7 

肩痛的诊治策略 

 

罗军 姚芬芬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随着对肩部疾病的认识，发现引起肩痛的疾病种类复杂，老百姓有了肩部疼痛和活动受限就自认为

患了肩―肩周炎‖，甚至部分医生也常常用―肩周炎‖笼统地诊断肩痛。国内外最新版本的教科书中已将

取消了―肩周炎‖这一疾病名称！由于诊断模糊不清，造成了许多漏诊、误诊和误治，加重病情，延误

治疗，导致最终手术治疗。只有找准肩痛的罪魁祸首，才能制定正确的诊治策略。下面分别从肩痛

的病因因素、临床症状及试验、致病机理、影像学表现简要介绍了肩关节疼痛常见疾病的鉴别诊断，

达到精准治疗。 

 

S-018 

国内外心脏康复模式概览 

 

刘遂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欧美心脏康复体系已有五十年发展，经历了由否定、质疑到普遍接受的过程，现已成为一个蓬

勃发展的学科。冠心病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得益于心脏康复。我国心脏康复处于起步阶段，近 3 年

发展明显加速。2012 年前在我国开展心脏康复的医院不足 10 家，现迅速增加至 200 多家，心脏康

复在我国发展的速度超出了预期。目前我国开展心脏康复的主要模式有：综合医院心血管内科、心

血管病专科医院、老年医学科、中医院以及康复科，以上各种模式均有优势和劣势。本讲座将对国

内外目前心脏康复的现状及开展模式进行详细的介绍。 

 

S-019 

心脏康复运动训练前的评估 

 

谢康玲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心脏康复前的医学评估是心脏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康复计划的依据，也有

助于判断预后和制定康复目标；包括一般医学评估与体适能评估。一般医学评估是心脏康复开始前

的必需程序，主要侧重于评估患者病情，体适能评估则侧重功能评价、反映总体身体状况，两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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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心脏康复方案制定、治疗效果评价提供重要参考指标，而且正确、全面的评估是保障康复治疗

安全的重要前提。 

 

S-020 

CCU 早期心肺康复的应用 

 

廖碧红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心肺康复在 ccu 患者早期应用的重要性。心肺康复介入的时机选择以及深圳市人民医院 ccu 患者心

肺康复治疗经验的分享。 

 

S-021 

如何在老年医院开展心脏康复 

 

季鹏 

江苏省老年医院 

 

从老年医院病人特点谈心脏康复的必要性、迫切性，并简述江苏省老年医院在心脏康复开展过程中

的一些基本经验、流程及心脏康复患者管理模式的一些探索。 

 

S-022 

物理治疗在胸外科快速康复中的作用 

 

陆晓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胸外科术后快速康复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合作。康复治疗贯穿胸外科术前、术后。术前肺功能较

差的患者如何通过康复治疗提高肺功能以减少术后并发症，术后康复治疗早期介入的适应症，时机，

作用以及江苏省人民医院术前、术后康复治疗程序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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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3 

体外反搏与心血管康复：循证与实践 

 

伍贵富 

中山医科大学医院深圳市 4 院 - 

 

   体外反搏疗法自诞生至今已经约 40 年，是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心血管辅助循环特色技术。研

究证实，体外反搏治疗能明显提高心输出量，改善血液循环系统。此外，体外反搏治疗产生的双脉

动血流以及血流切应力的提高是其独特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对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肥

胖、少运动、酗酒等危险因素导致的血管内皮细胞结构与功能损害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体外反搏治

疗驱动血液形成双脉冲血流灌注于全身，加快血流速度，明显提高脉动剪切应力，直接作用于血管

内壁，促进血管内皮合成并分泌一系列生物活性物质，调动血管内皮细胞形态与功能的改善与修复。

体外反搏相继被纳入欧美和中国的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的治疗（美国心脏病学会 2002, 2012；欧

洲心脏病学会 2006,2013；中国心血管学会 2006）。近 10 来年，基于体外反搏保护血管的最新研究

成果，在国内外专家的共同推动下，体外反搏疗法被纳入慢性心血管疾病的康复治疗体系（中华内

科杂志 2014 年第 7 期），并成为心血管康复基地建设的必备培训项目。根据中国的实践，体外反搏

主要应用于心、脑、肾等器官缺血性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正成为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优势技术，

并将在重要脏器缺血性疾病的治疗和康复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S-024 

再生康复医学研究的新进展 

 

陈红 

武汉同济医院 430030 

 

再生医学属于科研与临床交叉学科,是以恢复功能缺损为目标,来促进细胞,组织器官的修复,替代和再

生的医学.康复医学,以研究病伤,残者功能障碍的预防,评定和治疗为主要任务,以改善躯体功能,提高

生活自理能力,改善生存质量为目的的学科.两者终极目标相同,如何将两者完美结合是再生康复医学

的主要任务. 本讲座讲述再生康复医学概念及该领域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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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5 

早期康复治疗的风险管理 

 

冯晓东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本讲座主要从吞咽造影窒息、下肢静脉血栓、癫痫等康复治疗中几个常见急症的预防和治疗入

手，强调急症医学的学习和医疗安全在康复治疗中的重要性。 

 

S-026 

青年卒中病因分型及康复治疗新进展 

 

杜晓霞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100068 

 

1.青年卒中的定义:18~45 岁之间发生的脑血管疾病 

最新定义青年卒中年龄≤35 岁 

2.卒中常见的病因:四大病因，病因及危险因素复杂 

3.青年卒中的诊断思路: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 

4.青年卒中的康复治疗:康复治疗情况、功能变化、回归社会情况 

 

 

S-027 

经颅磁刺激临床治疗策略的优化 

 

袁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随着对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及修复机制的认识逐渐深入，以及经颅磁刺激在临床应用经验的逐步

积累，经颅磁刺激应用于以脑卒中为代表的脑损伤的康复治疗方案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应用。

但是，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复杂性，导致同样的经颅磁刺激方案对不同的患者可能产生的疗效并不

相同。因此，为了更充分地应用经颅磁刺激，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从患者的病程、部位、皮层状

态等情况出发，给出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就尤为重要。该讲座重点讲述了经颅磁刺激临床应用策略

的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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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8 

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现状及思考——海南省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

现状调查 

 

陈颖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570102 

 

精神疾病是以思维紊乱、行为异常、情感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疾病，精神病患者往往存在认

知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损害，病情易复发，给个人、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与心理负担。目前，由

于工作及社会等方面的压力增加，患精神疾病的患者增加，而康复治疗是治疗精神病的重要环节。

为了解海南省精神科医护人员对精神疾病康复治疗的认识程度以及康复治疗的现状，特对海南省 4

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安宁医院、平山医院、儋州农垦那大医院、文昌市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病

情稳定的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和社会人员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对比省外、国外，海南省的精

神病康复治疗处于非常薄弱阶段。严格意义上讲，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治疗处于空白区。医护人员、

患者家属以及社会人员对于稳定期的精神病患者认为有必要进行康复治疗回归社会，但是，现实中，

没有相关的机构及技术人员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康复治疗服务。查看文献，对照国外、和国内开展康

复治疗的省市，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治疗相比较神经康复、骨科康复、儿童康复等，均存在较大

的差距。呼吁社会关爱精神病患者，为他们提供康复治疗及职业指导，让他们能够真正重返社会。 

 

S-029 

精准康复医疗与康复评定 

 

恽晓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00068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因此每一位患者都需要接受个性化的康复治疗和个性化的关注。精准

康复医疗即个性化康复治疗方案的制定，而如何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对患者进行精准的康复评定

就成为关键。康复评定是临床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康复评定，尤其是定量康复评定，康复

医师和治疗师得以准确地掌握障碍的性质、种类、部位、程度。因此，正确、准确的康复评定是制

定正确康复治疗原则、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的前提和基础。在临床工作中，康复医师和治疗师应建

立精准康复医学思维，提高对康复评定的认识，改变重治疗、轻评定的工作模式，以提高康复医学

内涵和诊疗水平。 

 

 

S-030 

电诊断学评定与精准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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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铁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电诊断学评定包括肌电图(nEMG 和 sEMG)、神经传导检查、迟发反应、诱发电位等技术，在康

复医学诊疗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电诊断学评定可协助一些神经肌肉疾病的精准定位诊断及其功能

障碍机制的精准判断，可以指导康复治疗方案的制定，监测治疗效果和揭示部分疗效机制。本讲座

将结合脑卒中运动功能障碍机制的电生理学研究等阐述电诊断学评估在精准康复中的应用。 

  

S-031 

意识障碍的评定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意识障碍是指多种致病因素（颅脑损伤、缺血缺氧性疾病、急慢性脑血管性、退行性、代谢性疾病、

先天性发育畸形等）导致脑功能损害，引起患者意识水平下降和意识内容改变的临床表现。  

在简单介绍常用量表评估基础上，重点介绍电生理评估方法。 

一、意识障碍早期评定量表 

 1.格拉斯哥量表( GlasgowComa Scale，GCS) ；2.整体分级量表  

   (Full Outline of UnResponsiveness，FOUR)；3. Reaction level scale（RLS85） ；4. Innsb

ruck coma scale（ICS）  

二、意识障碍恢复期评定量表 

1.昏迷恢复量表(Coma Recovery Scale-Revised CRS-R）  

2. WHIM 量表(Wessex Head Injury Matrix) 

3.SMART( Sensory Modality Assess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echnique) 量表  

4. Western neurosensory stimulation profile (WNSSP) 

5.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scale (DOCS) 

6. NCS 量表（ Coma near coma scale ）  

7.Rancho Los Amigos level of cognitive functioning(RLA) 

8. Sensory stimulation assessment measure (SSAM)  

三、意识障碍结局量表 

1.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2.Disability rating scale (DRS)：  

3.Barthel Index (BI)   4.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 (FIM)  

四、神经电生理评定 

  临床上意识障碍多见植物状态（PVS）和微小意识障碍。但仅凭量表 PVS 的误诊率可高达 41％。

 而 EEG、SEPs、BAEP 及 ERPs 等神经电生理技术不仅是评估 PVS 患者病情的一种可靠方法，

而且在鉴别 PVS 与其他类型的意识障碍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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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32 

脑外伤认知功能评定的循证实践范例 

 

何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1、循证医学的定义 

2、为什么需要循证实践 

3、范例 

（1）    选择该题目的原因 

（2）    病例 

吴某，女，47 岁。因“脑外伤后昏迷、步行不能 2+月”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2+月车祸伤后昏迷，

当地医院 CT 提示“颅内出血”，急诊行去骨板减压术，给予降颅内压、抗感染、抗癫痫等对症治疗。

近 5 日患者对言语等刺激有反应，仍步行不能，为求进一步康复治疗，转入我科。 

（3）入院时主要的康复问题 

（4）提出问题 

脑外伤后记忆障碍的评定方法 

康复评定的安全性、经济性； 

该患者的个性评定方案。  

（5）解决问题 检索证据 评价证据 应用证据 

 

S-033 

软组织贴扎技术的临床应用 

 

陈文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贴扎技术是一种根据肌肉、关节特征将贴布贴在皮肤上以达到保护肌肉骨骼系统、改善运动功能的

非侵入性治疗，尤以―肌内效贴‖最为风行，在运动损伤的防治及运动功能障碍的辅助治疗中作用显著。 

1.肌内效贴的形状、拉力、方向、作用等介绍。 

2.贴扎技术在运动损伤、中枢神经损伤后运动障碍等康复中的应用。 

3.病例举偶与经验分享。 

4.我们正在做的： 

（1）课题：―贴扎技术在中枢神经损伤患者运动功能障碍中的规范化应用及推广研究‖（2016 上海市

科委）；―改良肌内效贴应用于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临床疗效研究‖（2015 上海市卫计委中西医结合专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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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稿及文章：《软组织贴扎技术临床应用精要》（2012，大陆第一本肌内效贴专业书籍）；第二

版书稿正在最后审稿中，即将出版。科室近年发表相关核心论文十数篇。 

 

S-034 

现代 Bobath 概念在偏瘫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常冬梅 

北京博爱医院 

 

1． 简述 Bobath 概念的历史变迁 

20 世纪 40 年代, Bobath 夫妇根据他们的临床经验不断总结和发展，创立了一种针对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进行治疗的康复技术。1984 年成立的国际 Bobath 讲师（指导者）培训协会（IBITA），1991 年

夫妇二人去世后，以协会的力量随着科学的发展持续探索更新更好的治疗可能性。现在它不用技术

或方法一词局限自己的改进和发展，而是思想、见解和思考，IBITA 将治疗目标放在通过促通改善姿

势控制和选择性运动，最大限度的诱导出患者的潜能上。 

2． 介绍现今 Bobath 概念的理论基础 

现在的 Bobath 概念吸收当今最新研究成果，以运动控制系统模型、   可塑性概念、运动学习的原

则与理解，以及人体功能性的运动适应（正常运动）作为理论基础，在临床推理的过程中进行评定

和治疗。重视各种感觉输入，为获得更有效的功能性运动学习能力，现在的 Bobath 治疗面向患者的

个性化问题考虑全人治疗以姿势控制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帮助患者恢复步行能力和上肢、手的功能

（Reach and grasp）。  

3． 结合病例介绍 Bobath 概念的临床应用 

  

S-035 

吞骨喉复合体运动学及神经肌肉电刺激的作用 

 

王强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在咽缩肌收缩前，舌骨喉复合体发生位移，关闭呼吸道，打开食道。舌骨喉复合体垂直向上及向前

移动下降导致气道闭合不全，引起误吸。舌骨向前移动下降导致环咽肌失弛缓，引起梨状隐窝食物

残留。咽期中舌骨喉复合体上抬机是双悬吊机制：舌骨上肌群组成了前部肌肉吊索；长咽肌群组成

了后部肌肉吊索。舌骨运动收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食团的粘度及体积、年龄、性别等。 

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使用有两个目的：引起肌肉收缩及刺激感觉通路。NMES 对于吞咽障碍

的疗效有争议，但多数研究是有效的。NMES 与常规吞咽障碍训练结合可以增加疗效。喉部区域放

置电极进行电刺激由于刺激胸骨舌骨肌及肩胛舌骨肌，导致舌骨喉复合体下降，从而不利于吞咽功

能的恢复。一般情况下，进行 NMDS 时电极要放在舌骨上面。下列两种情况下电极可放置在舌骨下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5 
 

喉部区域：①只进行感觉神经电刺激，不进行运动神经电刺激；②在电刺激的同时进行用力吞咽，

创造一种抗阻训练模式。 

 

S-036 

经颅直流电刺激在认知障碍中的应用进展 

 

吴东宇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是一种非侵袭性、利用微弱电

流(1-2 mA)调节大脑皮质神经细胞活动的技术。认知功能障碍是卒中、脑外伤后非常常见的一种功

能障碍，是脑组织局部病变或受损而产生的对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功能的损害。本讲座简单地

介绍了 tDCS 的基本原理及其在脑损伤后认知障碍的应用情况，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做一介绍。 

 

S-037 

舌功能训练荟萃及应用研究 

 

窦祖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本讲座从舌的作用开始，系统的简介了舌的运动与感觉功能，及其神经调控，围绕舌在吞咽障碍中

的作用，分别介绍了作者所领导的团队开展的舌压抗阻反馈训练、舌肌主被动康复训练、电刺激训

练、Masako 训练、感觉刺激（味、本体、温度）等训练方法，欧美等国在此领域进行的相关研究，

旨在拓宽国内同道在此领域的临床应用研究思路。 

 

S-038 

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在失语症康复中的应用 

 

陆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1.卒中后失语与失语症康复的神经基础 

2. tDCS 的特性及效应 

3、tDCS 在失语症康复中应用的国内外文献分享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S-039 

筋膜手法治疗 

 

元香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筋膜构成了连续的遍布全身的力学网络，包被并联接每一个器官、每一块肌肉、甚至每一条

神经或细小的肌纤维。在被严重忽视了几十年之后，这一无所不在的组织已从―骨科学的灰姑娘‖转变

为医学研究界的超级明星。Stecco 等通过大量的解剖研究表明，在真实的人体中，肌肉不像教科书

插图通常展示的那样，直接把力量通过韧带传递给骨骼。实际上通过肌肉纤维延伸附着到筋膜的特

定结构，它们把部分收缩或张力分散到筋膜层上，再由筋膜层把这些力同时传送给协同肌和拮抗肌。

同时，筋膜在协调及本体感觉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筋膜网络中（协调中心、感知中心、融合

中心）的特定分布，他们提出了神经-筋膜调节新模型。节段性的协调中心（CCs）连成了肌筋膜序

列或肌肉运动链。同样的，融合中心位点（CFs）联合形成了肌筋膜对角斜线及螺旋线。在治疗思

路上，根据筋膜组成的连续性及功能上的完整性，需要通过完整的病史采集，获得目前疼痛或功能

障碍可能的根源节段，进而通过运动验证及进一步的触诊验证来获得需要进行治疗的目标节段及位

点。因而，筋膜治疗是一个整体思路，而并非针对疼痛部位进行局部治疗。这恰恰也是康复治疗的

总体思路。 

 

S-040 

筋膜运动控制与力线 

 

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继人体解剖列车的概念推出后，人体筋膜的整体解剖结构，分布及生理功能也开始引起了学者的重

视。 

 从人体发育学的角度，人体运动学角度以及运动控制学及人体力线之间的关系出发，如何理解和认

识相互之间的联系？ 

 讲者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S-041 

静态进展性牵伸技术在创伤性关节挛缩中的应用 

 

蔡斌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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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伸技术是临床上常用的增加软组织长度的技术，可以经由治疗师手法、牵伸支具、或牵伸器械来

实施。根据软组织粘弹性理论，软组织在外力作用下会产生弹性形变和塑性形变。临床治疗关节挛

缩的目标是通过获得软组织永久性的塑性延长从而达到增加关节活动度(rang of motoin,ROM)。蠕

变和应力松弛机制是软组织获得塑性延长的两大常用方法。应力松弛相比蠕变在获得塑性延长方面

具有更高的效率。静态进展性牵伸(static progressive stretching,SPS)是反复应用应力松弛机制逐

渐增加软组织长度的一种牵伸技术。 

创伤性关节挛缩的病理机制是因为创伤、手术和/或制动等因素形成了关节内外的纤维粘连和挛缩，

从而导致关节附属运动和 ROM 下降。牵伸技术是创伤性关节挛缩康复治疗技术中的重要一环，它

主要针对关节外软组织挛缩，临床常用 SPS 支具。以骨折为例，纤维粘连或关节挛缩的发生和发展

通常经历 4 期，急性肿胀期（损伤/手术后 2 周）、炎症期（损伤/术后 2-6 周）、纤维化期（损伤/术

后 6-12 周）、晚期/成熟期（损伤/术后 3-6 月）。每一期疤痕的生物力学特性不一样，决定了其对牵

伸治疗的反应各异。炎症期牵伸介入是获得 ROM 最有效的手段，决定最终结果，但同时要警惕发

生再损伤的风险；纤维化期这个阶段是对疤痕组织进行重新塑形的绝佳窗口期，同时风险大大降低，

应强调长时间规律的佩戴牵伸支具。进入成熟期，牵伸治疗的作用大大减弱。牵伸支具在创伤性关

节挛缩的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S-043 

应用影像学评估脑卒中预后的研究进展 

 

张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影像学-弥散张量成像评估是非常客观的，尤其对白质和灰质的区别以及白质纤维的走行有很好

的成像效果，从而了解脑的病变造成的白质纤维束-皮质脊髓束等受压移位、浸润与破坏情况，并对

康复治疗预后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S-042 

如何利用肌电图实现骨科疾病的靶向康复治疗 

 

谢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一、在决定骨科疾病的诊断或治疗方案时，为什么需要借助肌电图？ 

1. 扩展治疗思路及方案 

2. 帮助协调他科矛盾——EMG 检查评价预后、确定治疗目的 

3. 明确是费用性肌无力还是神经损伤，协助制定康复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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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帮助医生与患者决定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 

5. EMG 与 MRI 的吻合协助诊断，并提供进一步检查的依据 

6. 肩袖修补术后恢复不良，为改变治疗思路提供依据 

7. 帮助决定手术部位——先做颈椎手术还是肩关节 

8. 协助明确并发症原因 

9. 疗效随访的客观指标 

 二、康复科科研及设备研发中的应用 

 

S-044 

关节与软组织功能的超声评定 

 

杨卫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应用超声评估关节、神经、血管、肌腱、韧带及肌肉等组织的功能状况，并引导微创治疗。 

 

S-045 

Mckenzie 力学诊断治疗技术在下腰痛中的评估应用 

 

梁英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030032 

 

下腰痛的简介流行病学 

腰痛与结缔组织特性 

力学诊断的分类和术语定义 

临床症状的评估 

 

S-046 

浅谈脊髓损伤神经再生研究进展 

 

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脊髓损伤是我国青壮年人群最常见的致残原因之一，至今没有很好的治疗手段。脊髓损伤的基本的

病理改变乃是上下行神经传导束的断裂，大脑失去与脊髓间的信息传递能力，从而出现肢体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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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便障碍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有效的促进断裂神经传导束（轴突）的再生，恢复大脑与脊髓之间

的信息联系是决定患者恢复与否的根本措施。我们已经知道，中枢神经再生能力受到内源性和局部

微环境因素的调节。其中，PTEN/mTOR 信号通路、JAK/STAT 信号通路以及年龄、种属等是内源

性因素中的重要调控成分；而胶质瘢痕（glia scar）、炎症、髓鞘相关抑制因子（myelin associate

d 

inhibitors, MAI）、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则是神经纤维（轴突）再生的主要外源

性抑制因素。研究证实，干细胞移植也能通过多种机制促进神经再生，部分干细胞临床试验取得了

较好疗效。另外，康复治疗在脊髓损伤神经再生和重塑过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回顾了

最新的有关神经再生的基础和部分临床研究，为今后脊髓损伤的治疗提供参考！ 

 

S-047 

ACL 术后关节粘连无痛康复 

 

蔡斌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ACL 重建术后关节粘连发生率国外文献报道在 1%左右，国内由于围手术康复的不普及，其发生率

应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而且目前关节粘连的康复现状是多数患者接受了疼痛难忍的―暴力牵伸‖。 

回顾分析了 2014-2015 康复门诊收治的 86 例 ACL 重建术后患者，其中术后病程超过 4w 有 73 例

（84.9%），其中 38 例（53%）存在关节粘连（膝关节屈曲角度小于 90°），多数患者既往有暴力牵

伸史。仅有 26 例（68.4%）患者接受了疗程大于 4w 的 

"No pain, more gain."康复治疗，平均治疗时间 9w，膝关节屈曲角度由开始的平均角度 65°增加至

治疗结束时的 98°。4 例（约 20%）最终接受了麻醉下手法/手术松解。 

ACL 术后保守的康复治疗效果不够理想是由 ACL 术后粘连的病理决定的。ACL 术后粘连的病理可

以分为局限性关节内粘连和弥漫性全关节粘连，又可以分为引起伸直受限的病变和引起屈曲受限的

病变。对于关节源性的粘连，如前间隙、髌骨支持带、髌上囊、内外侧囊、髁间窝，这些部位的深

层次粘连和疤痕填塞，保守治疗往往难以奏效。对于康复一个月主动 ROM 无进展、术后 6 月屈膝

小于 90°，屈膝挛缩大于 10°建议手术松解。 

认清关节粘连的病理基础是制定有效的康复计划的前提，人性化理念、科学化技术方能  ―No pain, 

more gain！‖ 

 

S-048 

“光”芒万丈：光疗法的进展 

 

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32 

 

一、 概述 

二、 红外线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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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见光疗法 

四、 紫外线疗法 

五、 激光疗法 

 

S-049 

脊髓损伤后运动控制训练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第一部分：脊髓损伤患者存在的问题及不同治疗阶段的治疗目标 

第二部分：运动控制的理论及应用  反射理论  等级理论 运动程序理论 系统理论 动态动作理论 

生态学理论，应用：任务导向性训练 

第三部分：脊髓损伤的运动控制训练，姿势控制与平衡训练，移动功能训练（翻身、起床、从坐到

站、步行等），上肢功能训练：够物、抓握和操作 

第四部分：运动控制训练新技术：康复机器人，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 

 

S-050 

骨科康复临床路径研究 

 

周谋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制定临床路径的目的是：规范临床诊疗行为；保证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维护患者健康权益；控制医疗费用。 

   讲题将介绍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骨科常见疾病术后康复模式和临床路径研究。课题由北京市九

家三甲医院的骨科与康复医学科共同参与，为多中心大样本的队列研究。 

研究包括腰椎退行性疾病术后 ；膝关节周围骨折内固定手术后；肘关节周围骨折内固定手术后 三

个骨科康复临床路径的研究。 

研究发现：腰椎退行性疾病术后 12 周功能恢复的独立影响因素为性别、BMI、手术是否顺利、术前

功能；男性、BMI＜30 ㎏/㎡、手术过程顺利、术前功能好的患者在术后 12 周功能更优 。术后 24

周功能恢复的独立影响因素为术后是否一体化康复、 手术顺利与否；术后进行一体化康复、手术过

程顺利的患 者在术后 24 周功能更优  

骨科康复一体化模式及临床路径可有效改善腰椎退行性疾病术后患者的疼痛及功能评分； 适合作为

腰椎术后康复模式及临床路径推广。 

膝关节及肘关节骨折术后临床路径及分级康复方案可执行，且能降低骨折术后患者的疼痛，并能够

更好地改善骨折术后患者功能指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患者尽早返回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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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1 

肌腱病的诊断与康复治疗 

 

黄澎 

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214151 

 

 病因 

 病理 

 流行病学 

 临床表现 

 诊断标准 

 康复治疗方法 

 运动训练方法 

  

S-052 

关节软骨损伤的物理治疗：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物理治疗对软骨损伤修复中的疗效在临床研究中得到较多高质量可靠证据的支持。国际骨关节炎研

究学会（OARSI）2014 年度及美国风湿病协会 2012 年度骨关节炎治疗指南中均将物理因子与运动

疗法为组合的物理治疗作为核心推荐。与此同时，多份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进一

步推荐将标准化的物理治疗作为软骨修复一线治疗方式。并且，物理治疗疗效的可能的生物学机制

被逐步得到阐述。多种物理因子如脉冲电磁场、超声治疗、激光、微波、体外冲击波及全身振动等

与运动疗法如持续被动训练、有氧训练及太极等均在基础研究中被证实具有促进软骨下骨骨微环境

的生物应力集中，上调促进软骨细胞外基质合成的细胞因子间接或直接促进细胞外基质与软骨细胞

的合成代谢，从而促进软骨细胞增殖与在力学刺激下的定向位移，同时，有效下调软骨周围滑膜及

炎症因子与促关节腔内软骨周围分解代谢的细胞因子释放，从而抑制软骨凋亡与软骨层退变，维持

功能完整的软骨形态。未来，基于物理治疗完整且准确生物学机制被阐述，最终，患者可通过精准

个性化的物理治疗显著提升因软骨受损而下降的关节运动功能，从而提升生活质量。物理治疗对软

骨损伤修复中的疗效在临床研究中得到较多高质量可靠证据的支持。国际骨关节炎研究学会（OAR

SI）2014 年度及美国风湿病协会 2012 年度骨关节炎治疗指南中均将物理因子与运动疗法为组合的

物理治疗作为核心推荐。与此同时，多份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进一步推荐将标准

化的物理治疗作为软骨修复一线治疗方式。并且，物理治疗疗效的可能的生物学机制被逐步得到阐

述。多种物理因子如脉冲电磁场、超声治疗、激光、微波、体外冲击波及全身振动等与运动疗法如

持续被动训练、有氧训练及太极等均在基础研究中被证实具有促进软骨下骨骨微环境的生物应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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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调促进软骨细胞外基质合成的细胞因子间接或直接促进细胞外基质与软骨细胞的合成代谢，

从而促进软骨细胞增殖与在力学刺激下的定向位移，同时，有效下调软骨周围滑膜及炎症因子与促

关节腔内软骨周围分解代谢的细胞因子释放，从而抑制软骨凋亡与软骨层退变，维持功能完整的软

骨形态。未来，基于物理治疗完整且准确生物学机制被阐述，最终，患者可通过精准个性化的物理

治疗显著提升因软骨受损而下降的关节运动功能，从而提升生活质量。 

 

S-053 

膝骨关节炎的运动疗法与作用机制 

 

倪国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运动与骨性关节炎（OA）关系密切，运动不仅可能―致‖OA 发生，也可以―治‖已发生的 OA。大量的

证据显示运动疗法对 OA 的有效性，被绝大多数临床指南所推荐。本讲座介绍了 OA 相关运动疗法

的种类（牵伸运动、力量训练、有氧训练、专项训练），并着重从神经肌肉、关节周围、关节内、心

理社会及全身整体健康等 5 个方面探讨了运动疗法对膝 OA 治疗的作用机制，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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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4 

医养融合——困惑与对策 

 

林建强 

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 310007 

 

一、医养融合的基本概念 

二、我国目前医养融合项目的政策分析 

三、医养机构的盈利模式探讨 

 

S-055 

老年肌力训练 

 

林坚 

浙江医院 310013 

 

介绍老年骨骼肌变化特征，老年肌力训练的要点及训练方法，强调了老年肌力训练的安全保障。 

 

S-056 

中等有氧运动时间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 

 

沈振海 

江苏省太湖干部疗养院 214086 

 

有氧运动通过提高骨骼肌脂蛋白脂酶（LPL）的含量和活性，加速脂质的运转、分解和排泄，从而

发挥降低甘油三酯（TG）和增加高密度载脂蛋白（HDL-C）的作用。 

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AIP=log(TG/HDL-C)]是反映低密度脂蛋白（LDL）颗粒直径的一个间接指标，

然而 LDL 中小而密 LDL（sdLDL）是动脉硬化（AS）发生的强危险因素，是预测心血管疾病突发事

件更敏感的预测指标。 

本研究通过分析 27827 例中年男性中等有氧运动时间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AIP）的关系，研究

结果显示，有氧运动＜1 

min/W 组、1~89 min/W 组和≥90 

min/W 组的 AIP 均数分别为（0.1166±0.3448）、（0.1167±0.3264）和（0.0765±0.3287）；多因素线

性回归分析在调整了年龄、体重指数、舒张压、空腹血糖及尿酸对 AIP 的影响后，有氧运动仍能显

著降低 AIP 水平。结论：有氧运动时间与 AIP 密切相关，每周中等有氧运动时间≥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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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即可获得心血管健康效益，降低动脉硬化风险。 

 

S-057 

儿童下肢发育异常及其康复策略 

 

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儿童发育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应看成是成人的缩影。从婴儿到成熟有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个体之

间也是有所差异。儿童下肢发育对其整体的综合能力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先天性儿童骨

科疾病都是由早期胚胎发育中的问题直接造成。 

下肢承担着支持人体体重、直立行走和跑跳等功能，其形态结构与功能相适应。儿童骨科常见下肢

发育异常疾病主要包括：髋关节发育不良、膝内/外翻、扁平足、先天性垂直距骨、高弓足、关节松

弛、成骨不全。临床诊疗过程中，临床医师需要明确鉴别常见疾病中正常的生理现象还是病理现象，

或者是遗传疾病、罕见病。当转化为病理问题时，需要根据患儿年龄不同，考虑手术治疗时机、方

法及其预后因素，并根据患儿年龄并及早介入康复干预，康复治疗师不仅需要对患儿在术前、术后

给予积极康复治疗策略和家庭康复指导，对只需要观察随访的疾病也应给到相应的康复指导，帮助

促进正常的生长发育。儿童下肢发育异常需要多学科团队合作，骨科医师、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

共同为患儿开展全面康复，康复医学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 

 

S-058 

婴幼儿运动障碍评估与康复 

 

尚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婴幼儿运动障碍，主要是指婴幼儿运动功能水平与其相应年龄阶段不符，存在运动功能落后或异常

运动。根据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存在身体功能、结构异常，活动、参与受限。如脑瘫、

脑炎后遗症等。 

婴幼儿运动障碍可以分为进行性、非进行性；中枢性、周围性；从神经肌肉活动的特征分为痉挛型、

松软无力型、不稳定型、不随意运动型、混合型；从姿势和运动的异常形态分为无法维持稳定的姿

势、无法控制主动运动、运动受限、运动功能不足。 

   对于存在运动障碍的婴幼儿来说，精准的康复评定及早期、科学的康复治疗非常重要。康复评定

可以帮助医生及治疗师找到患儿的问题所在，进而制定合理有效的康复方案；早期干预不仅能够促

进大脑的分化和发育，帮助患儿正确的完成功能活动，也可以避免异常姿势导致的骨骼、肌肉等继

发性损害。 

本次课件除为大家介绍一些临床常用的康复评定方法外，主要是与大家分享近几年我们从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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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运动康复治疗学专家郁孟德教授引进的运动学分析方法，并以头控、翻身、坐位为例详细分析

如何利用运动学分析方法来对婴幼儿运动障碍进行评定及康复训练。 

运动学分析是以神经发育学、运动解剖学为基础，找出障碍所在。任何功能活动都是由若干个运动

元素组成。运动元素是构成每一种正常运动的运动单位，包括骨骼、关节、韧带、肌肉、筋膜、运

动顺序等。 

   运动学分析的方法要求我们熟练掌握儿童运动功能发育的时序性，从运动元素下手，根据障碍所

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俗讲就是处在哪个发育阶段的哪个运动元素存在问题。  

   以头部控制为例，那么，参与头控的肌肉有哪些？又是如何各司其职，相互协作。肩带的稳定和

头控之间又是如何联系的？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出哪些运动元素缺失和异常导致头部控制障碍，结

合个体、任务、环境等综合因素进而制定出相对应的治疗策略。如何以游戏结合调动患儿的动机和

欲望，引导和提高患儿主动参与的能力，都是我们所倡导的康复新理念。 

 

S-059 

儿童康复与成人康复的个性与共性 

 

励建安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S-060 

脑瘫康复理念、原则和技术的最新进展 

 

唐久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脑瘫康复理念和原则主要包括：人权康复、平等共处、人文关怀，提高脑瘫儿童生活质量和家庭幸

福指数。重视儿童发育特点，通过游戏，激发患儿积极主动参与训练。多学科协作、综合治疗，合

理使用辅具，促进良好运动模式，建立有效功能。集中康复与社区、家庭康复相结合，家长参与康

复计划。循证医学为依据、生活需求为决策、训练与日常生活活动相结合，融入社会为目标。选择

少而精康复治疗技术，力求简单易达，规范化治疗。让儿童在不承受痛苦和欢乐的情况下完成训练。

  

 

       IONA NOVAK 采用红、绿灯法系统评价脑瘫康复效果，表明绿灯（有效）16%、黄灯（可能

有效 58%，可能无效 20%）78%、红灯（无效）6%。70%干预措施的证据是低级别的。 

 干预措施中 30%-40%没有临床证据，令人惊讶的是约 20%的干预措施是无效的、没有必要的、甚

至是有害的。 

脑瘫康复新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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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认为有效的新方法有：主动观察训练、工作记忆力训练、限制性诱导疗法、双手协调加强疗法、

运动再学习、运动想象疗法与镜像疗法、引导式教育、全方位密集运动训练治疗法、悬吊运动疗法、

全身振动训练)、康复机器人和深部脑刺激术（DBS）等。ICF-CY 框架下的精准康复是未来康复发

展方向。   

  

S-061 

我国儿童康复的未来与发展 

 

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随着我国康复事业的发展，儿童康复工作将会由原来相对侠义的―脑瘫康复‖发展成更早介入临床重症、

更多学科交叉补充的―大康复‖医学。请必将带来康复队伍组成的变化，康复技术的更新和丰富，康复

理念的发展。 

作为儿童康复工作者必须尽快适应和主动迎合新趋势的到来。 

 

S-062 

儿童康复中的家庭训练 

 

黄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随着对人类―使用依赖性‖可塑机制以及儿童动态系统发育理论等相关的现代科学的新理解，在充满鼓

励和挑战的环境中，形成探索性驱动、自主目标性或任务导向性活动的训练方法，更加关注功能性

运动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已成为儿童康复策略的新理念。在此指引下，由专业人员指导的家庭康复

训练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不仅可以大大增加训练量，更主要的是将技能训练更贴近生活，更符

合技能获取（学习）的内在机制，也是实现康复医学核心目标（具备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的有效

途径。 

家庭康复训练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沟通技巧的挑战。训练任务的设计应具

备内容的科学性和操作的易行性。针对患儿个体化的目标和内容，与家长达成共识是重要的保障。

同时，除了指导家长家庭训练的技巧外，给家长心理方面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在与家长沟通中通常

包含以下内容：1、告知临床诊断需要综合分析，有时需要多次动态监测，是否异常取决于临床表现，

而非病史和影像学诊断；2、早期干预或康复治疗针对的是功能发育或障碍，不一定非要等到明确诊

断之后，否则可能会延误最佳时机；3、解释每种检查结果的意义，检查结果异常不等于疾病诊断；

 4、发育期儿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功能提高的潜力很大；5、引导和辅助孩子在自然环境中，进行

有趣的、目标性的主动活动是最好的康复训练；6、做独立、快乐的人远比治疗病损更重要；7、作

为家长理性面对、正确参与、营造良好氛围，才能使患儿最大获益。总之，由专业人员提供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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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康复治疗，与定期指导家长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的间接性康复训练应紧密结合。 

 

S-063 

共患脑瘫的癫痫临床和治疗特点 

 

王家勤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453003 

 

脑瘫是小儿神经系统的常见疾病，可以共患智力低下，癫痫，认知和行为障碍，视力，听力，语言

障碍等等。本次讲座从共患脑瘫的癫痫临床特点和治疗特点进行具体讲解，如共患癫痫的发病年龄

小，不同类型脑瘫发病率不同，癫痫常为难治，用药控制难度较大，常需要多药合用，并对临床下

放电是不是干预，什么情况下进行干预进行讨论。 

 

S-064 

S-E-T 悬吊治疗系统在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马丙祥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悬吊运动训练(sling exercise therapy,简称 SET)是以持久改善肌肉骨骼疾病为目的，应用主动治疗

和康复训练的一个总的概念集合。主要是利用绳索把人体某些部位悬吊起来，或用橡胶软垫、软球

等，使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下进行体能训练来促进人体躯干核心肌肉收缩而产生训练效果的方法。

具有：放松、缓解；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开放和闭合运动链、移动训练；本体感觉训练（平衡功能

训练）；力量和耐力练习；稳定性训练等作用。是核心稳定性训练的重要方法，可以用于儿童早期干

预及康复治疗。如何应用悬吊治疗系统的不同装置，可以产生不同的治疗作用。悬吊治疗系统是治

疗师创新的平台，更好的掌握其使用方法，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可以广泛的应用并取得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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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65 

我国康复技术人员培训的现状与未来 

 

敖丽娟 

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本专题讲述了中国康复专业人才教育的现状，包括学历教育和毕业后教育，尤其强调了专业人员的

需求以及医生、护士、治疗师教育存在的问题 。最后阐述了中国康复专科医生、护士及治疗师教育

发展的策略 。 

 

S-066 

中国康复治疗教育现状与趋势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通过比较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与国内康复治疗学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及博士教育

在学位、学制、课程设置、教学理念、教材、培养要求等方面的的现状与趋势，研讨中国的本科教

育、硕士教育及博士教育的未来趋势。 

 

S-067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教育 

 

黄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传统的医学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如 1、注重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而全人成长教育薄弱；2、以灌输

性教学方式为主，而对内容价值的理解不足；3、学生的职业―感受性‖不强；3、容易理论化、过度

专科化；4、在思想方法和宏观知识构架方面强调不足；5、预防和康复的意识薄弱；6、综合能力培

养效果不佳（如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2010 年著名的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国际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 21 世纪医学教育展望报告‖，开启了医学

教育改革的新里程。报告强调了医学教学因有机整合相关学科，使其符合未来临床实践的逻辑思维；

强调了医学专业人员培养的思路和模式应以未来岗位的胜任力为目标，将人文素质教育全方位融于

专业知识传授中，充分体现医学教育的属性：科学属性（知识和技能）和人文属性（胜任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于 2012 年全方位启动了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教育改革，包括：继续完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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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年开始的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课程教学模式，以及讲授核心课程和 PBL、CBL 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选择加拿大皇家学院提出的加拿大医学教育指南，即胜任力导向概念框架（Canadian 

Medical Education Directives for Specialists, CanMEDS）作为 胜任力培养指南。CanMEDS 所

指的胜任力有六个方面，即医学专家（Medical 

Expert）应是一位职业者（Professional）、学者（Scholar）、沟通者（Communicator）、合作者（C

ollaborator）、领导者（Leader）、健康促进者（Health 

Advocate）。与 CanMEDS 相匹配的评价体系是确保胜任力培养有效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

以反馈为主的形成性评价，如：Mini-CEX、DOPS、360 度素质评价、SOAP 等等；理论性考核以

情景再现的 A2 型题为主；终结性考核以 OSCE+面试为主，全面反映多维度能力。另外，配合情景

式教学、模拟式教学、以结果为导向的目标管理机制，实现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教育。 

 

S-068 

同济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国际化办学模式探索 

 

翟华 

上海阳光康复中心 

 

康复医学专门人才的缺乏是当前康复医学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因此加强康复治疗学专业建设受到

各地高校的高度关注。同济大学作为全国重点高校，在康复教育领域也开展了积极的探索，2014 年

经教育部审批开设康复治疗学本科专业。鉴于我国的康复医学教育起步较晚，高水平的专业师资缺

乏，因此，如何与国际康复医学标准接轨，把我国康复治疗学专业建设成为国际认可的专业是当前

的热点，也是我国康复治疗学走向国际，跟上国际发展步伐的关键点。 

基于此，同济大学积极探索康复治疗学专业国际化办学的模式，以提升专业建设水平，与国际标准

接轨。包含了从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培养模式等方面入手架构办学模式，课程体系根据世界物理

治疗联盟（WCPT）的专业教育认证标准进行设置，主干及核心课程全程引进国际师资，建立与港

澳及国外高校的学生交流项目，最终为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端康复人才目标服务，力争使同济大

学康复治疗学专业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S-069 

提升康复评定学教学水准的思考 

 

刘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康复评定学》是康复治疗专业的重要的基础课程，是培养学生运用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对结构和功能、活动和参与能力进行评估的一门学科。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康复评定的基

本理论、基本技能和临床思维方法，学会采集、归纳、综合分析主观及客观资料，提出符合障碍本

质的结论，为预防和治疗功能障碍提出依据，也是康复治疗实施的基础。为提高《康复评定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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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水平，根据不同的办学定位，应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教材选用、教学方式及考核办法等方

面进行充分考量。 

 

S-070 

脑卒中患者步态分析与康复策略 

 

陆晓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及步态的恢复是患者关心的主要问题，针对卒中后患者的步态异常如何早期防

范，出现步态异常后如何进行分析并作针对性处理。并对具体病例作分析及经验分享 

 

S-071 

骨科术后快速康复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第一部分：介绍术后快速康复（ERAS）的历史，概念 

第二部分：我院骨科快速康复（ERAS）的情况 

     骨科 ERAS 参与团队，骨科 ERAS 流程，我科参与骨科 ERAS 的经验分享，良好的合作模式，

骨科术后康复的安全性 

第三部分：病例分析 

 

S-072 

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与康复策略 

 

江山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48 

 

第一部分：介绍骨质疏松的定义、诊断标准级分类  

第二部分：骨质疏松的诊断方法 

第三部分：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方法 

第四部分：骨质疏松的康复治疗方法 

第五部分：病例分析 

 

S-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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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腿疼的下肢生物力学分析 

 

李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450052 

 

本讲座首先回顾足部解剖结构特点，然后对下肢及足部生物力学进行分析，从而针对常见的足部

生物力学异常，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并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 

 

S-074 

康复医学领导力的成长 

 

励建安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领导力的定义 

领导力的基本法则 

康复医学领导力成长的要素和建议 

 

S-075 

经颅磁刺激促进脑卒中上肢功能恢复 

 

袁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脑卒中是引起患者长期运动功能障碍的常见病因，尤其是有上肢功能障碍的卒中患者恢复较差，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重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无创的脑刺激技术，能调节皮质的兴奋性，引起皮

质的神经可塑性的改变。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高频经颅磁刺激作用于患侧皮质、低频经颅磁刺激以

及这两种刺激联合、经颅磁刺激与其他传统疗法联合等应用策略对处于不同病程的具有上肢运动功

能障碍的卒中患者均表现出促进功能恢复的效应。本讲座系统综述经颅磁刺激对卒中患者上肢运动

功能障碍的近、远期疗效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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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76 

脑卒中的心肺康复 

 

万春晓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脑卒中患者进行心肺康复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以及脑卒中心肺康复的具体方法、疗效展示以及安

全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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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1 

Effects of paired associative stimulation on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in r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Zhang Xiangyu,Hu Yan,Guo Tiecheng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PAS on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of r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Thirty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 

sham operation group, a model group, a PAS group with 10 rats in each. All the rats underwent a 

surgical operation for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 on the right side to model 

focal cerebral ischemia, with those in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left without real occlusion. PAS 

treatment was given to the PAS group 24h after MCAO model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while 

no special intervention was given to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and model group. Before and at 1, 

7, 14 and 28d after operation, the resting motor threshold (RMT) and amplitude of motor evoked 

potentials (MEP) elicited by TMS of the right hemisphere were recorded from all the rats, the 

behavioral performance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ale (NSS). 

Results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①RMT wa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over time in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and model group. At 7d, RMT was the lowest in PAS group. At 28d, RMT in mode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ham operation group (P＜0.05). At 14 and 28d, RMT in PA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model group (P＜0.05). PAS treatment did not cause 

significant change in RMT. ②MEP amplitude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change over time in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but decreased to the lowest at 7d in model group, and increased to 

the highest at 14d in PAS group. At 14d, MEP amplitude of mode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ham operation group (P＜0.05). At 14 and 28d, MEP amplitude of PA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odel group (P＜0.01). At 1, 7 and 14d, the MEP amplitudes in 

PA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ame group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ores: NSSs of model group and PA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ham operation group (P＜0.05). 

At 14d and 28d, NSSs of PAS group were lower than model group (P＜0.05), and NSS of PAS 

group was at the lowest at 14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anges of MEP amplitude, RMT and NSS: the changes of MEP 

amplitude from the ipsilesional hemisphere and that of RMT between 14d and 1d after operation 

were neg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r=－0.679, P＜0.01). The change of MEP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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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28d and 1d after operation was also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at of NSSs (r=－0.397, 

P＜0.05). There reveal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 of MEP amplitude and that of 

RMT (r=－0.588,P＜0.01). 

Conclusion  PAS can regulate the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and help regain the TCI balance 

between hemispheres, and improve the function after MCAO. The change in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s with functional recovery. 

 

Y-02 

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pinal cord 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Zhao Chenguang,Mou Xiang,Yuan Hua,Wang Bingshui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2 

 

Background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is a technique to repeatedly 

induce electric currents in a small area of the neural system non-invasively. It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treatment of several neural system disorders, such as ischemic stroke and spinal cord injury, 

but the exact mechanisms remain unclear. Recen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rTMS could 

facilitat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rtical and hippocampal neural stem cells (NSCs), 

but the role of rTMS for spinal cord derived NSCs regulation has however not previously been 

evaluated.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effects of rTMS on NSCs from spinal cord in 

rats. 

Methods   NSCs were harvested from spinal cord of Fisher 344 rat and cultured for 7 days. The 

rTMS group (20-Hz) and sham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7 or 14 consecutive days. The proliferation,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tiation capacity was evalu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sham stimulation, after one week of rTMS treatment, the mean 

neurosphere diameter was no different while this measu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2 weeks 

(P<0.05). rTMS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roliferation and neur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harvested NSCs at both 1and 2 weeks (P<0.05). 

Conclus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20-Hz rTMS treatment would increase spinal cord derived NSCs 

proliferation, neuronal differentiation. 

 

Y-03 

Involuntary, Forced and Voluntary Exercises Eq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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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uate Neurocognitive Deficits in Vascular Dementia by 

the NMDAR1-pGluR1-pCaMKII gMediated Pathway 

 

Lin Yangyang
1
,Dong Juntao

2
,He Xiaokuo

3
,Yan Tiebin

2
,Zheng Xiuyuan

2
 

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Shiyan Taihe Hospital 

 

This study used a rat vascular dementia (VaD)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voluntary 

exercise induced by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ES), forced and voluntary exercise 

interventions on cognitive function recover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he Sham, VaD, involuntary exercise (I-EX), forced exercise of wheel 

running (F-EX) and voluntary exercise of wheel running (V-EX) groups. In I-EX group, involuntary 

gait-like running exercise was induced by FES. The Morris water maze and hippocampal long term 

potentiation (LTP) in from the pyramidal layer of the CA1 region was assessed using 

electrophysiology method after these three patterns of exercise intervene.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ith DCX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in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and Nissl 

staining was applied for visualization of the viable neuron loss in the DG sector. In addition, 

NMDAR1, GluR1, pGluR1 and pCaMKII in the hippocampus was assessed by Western blotting. 

Moreover, neuronal apoptosis in hippocampus was detected. We found I-EX, F-EX and V-EX 

equally reversed VaD induced cognitive deficits. All these three exercise groups showed recovery 

of cognitive performances in Morris water maze and attenuated the suppression of LTP in vascular 

damnation rats. The three exercise groups equal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DCX 

immunopositive cells and reduced losses of intact-appearing neurons in the hippocampal DG 

zones compared with VaD group (p<0.05), but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exercise regimens.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F-EX and V-EX, I-EX equally increased protein 

levels of NMDAR1 and pGluR1 (p<0.05), while I-EX resulted more pCaMKII than in the F-EX and 

V-EX groups (p<0.05). Moreover, I-EX, F-EX and V-EX equally showed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n 

neuronal apoptosis by increasing the Bcl-2/Bax ratio.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EX induced by 

FES may have comparable beneficial effects for VaD induced cognitive defic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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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4 

Intrathecal delivery of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ttenuates pain hypersensitivity temporarily in 

a rat model of neuropathic pain 

 

滕永波 岳寿伟 张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医学科 250012 

 

Backg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pathic pain involves not only neuronal pathways, 

but also the intrinsic immune cells (microglia) in the spinal cord. Immunosuppression and 

blockade of the reciprocal signaling pathways between neuronal and non-neuronal cells offer new 

opportunities for disease modification and more successful managements of pai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have been shown to modulating the immune system and attenuate 

tissue damage caused by excessive inflammation.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intrathecal delivery of MSCs on neuropathic pain-related behaviourand associated microglial or 

neuronal processes in a rat model of neuropathic pain.  

Methods  A chronic compression of dorsal root ganglion (CCD) model was used to 

induce neuropathic pain. About 1 million MSCs were transplanted into the spinal cord 

by intrathecal delivery at 4 and 5 days post surgery repeatedly. Mechanical allodynia were carried 

out for 21days after CCD. In-vivo fluorescent imaging and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were used to 

monitor the mobilization and relocalization of injected MSCs. Western Blot analysis was then 

performed.  

Results  We show that Intrathecal delivery of BMSCs attenuated CCD-induced mechanical 

allodynia (1day after the last MSCs injection) only for a short term (< 2days). Although, in vivo 

fluorescent imaging, fluorescence signals could be detected around the lumbar enlargement, we 

have no found any intact MSCs in the slices of spinal cord and DGR. The expressions of P2X4R in 

the spinal cord were upregulated ipsilaterally after CCD surgery, and MSCs attenuated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P2X4R, but had no effect on BDNF, the downstream of P2X4R. Intrathecal 

delivery of MSCs had also no influence on the upregulation of TRPV4 in the DRG neurons,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CD-induced mechanical allodynia.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show that MSCs temporarily alters neuropatihc 

pain-related behaviour in neuropathic pain rats, which might depend on the modulation of a 

specific microglia response phenotype characterized by the P2X4R in the spinal 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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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5 

The Effect of 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on the 

Neurogenesis in Cerebral Cortex of Rats with Cerebral 

Ischemia 

 

li ce,Bai YuLong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straint -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CIMT）on the 

survival of newborn nerve cell and expression of JNK/p-JNK  and FIH in cerebral cortex of rats 

with cerebral ischemia.  

Method   TwentY-seven male adult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IMT group, 

control group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Rats in the CIMT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subjected to 

left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tMCAO），ensuring the decrease in blood flow by at 

least 70% to 80% through dynamically monitored by Laser Doppler Flowmetry. CIMT was 

performed 8 days after tMCAO and lasted for 14 days. Western blot and double -label 

fluorescence method were respectively used to detect the p –JNK/ JNK expression and newborn 

nerve cells proliferation.  

Results  There were no BrdU + / NeuN + cells in the sham group, and more BrdU + / NeuN + 

cells appeared in the CIMT group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p-JNK express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0.05），the neural function 

recovered well （P＜0.05） in CIMT group. 

Conclusion  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could obviously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nerve cells in hippocampus and the recovery of neural function in rats with cerebral ischemia may 

through inhibiting the p-JNK and FIH expression levels. 

   

Y-06 

The Influence of the Increase of Upper Limb Muscle Tension 

Induced by Associative Reaction Due to the In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on Stroke Patients 

 

XIN WEI,LIU ZHAOHUI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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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oke is a common frequently encountered disease in our country, and its incidence,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were very high. The respiratory muscle‘s motor function of stroke patients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motor and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The disability of 

inspiratory muscles and abnormal breathing pattern in pose-stroke produce joint reaction between 

inspiratory muscles and affected upper limb , which can increase affected upper limb muscle 

tension and become one of the obstacles in upper limb functional recovery.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limb muscle tension with breath training which through the correct breathing 

patterns and training breath muscles‘ strength to separate associative rea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Methods  Choosing 40 cases of cerebral apoplexy patients since July 2015 to May 2016 in our 

hospital ,which were in the stage of Brunnstrom II - IV.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randomization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20 cases using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such as sport therapy, nervous promotional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 

therapy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20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ded with 

inspiratory muscles‘ training. Before the treatments and 1 month after treatments , patients 

evaluated with Fugl - Meyer (FMA -U) of upper limb movement function, the level of Ashworth, 

methods of sMEG measured affected upper limb muscle tension.Using Power breathe for patients 

to evaluated the inhale peak velocity and inspiratory muscles strength.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inhale peak velocit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inspiratory muscles strength also increased sharply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 of 

Ashworth of affected upper limb muscle reduced , the value of sMEG became lower (P < 0.05),the 

score of FMA -U is higher. 

Conclusion  Breathing exercises can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of inspiratory muscles, so that it 

can improve the associative reaction between upper limb and inspiratory muscles of stroke 

patients ,because of the abnormal pattern of breath which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limb muscle 

tension. 

 

Y-07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viscosity bolus on swallowing 

process of dysphagia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fter radiotherapy. 

 

CHEN LISHAN,zhou huichang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Foshan 528000 

 

Object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viscosity bolus on swallowing process of dysphagia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fter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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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Dysphagia Diet Standardisation Initiative (IDDSI), choose 

viscosity of extremely thick, moderately thick, slightly thick. Add or do not add thickener and make 

6 different viscosity bolus. Let 98 dysphagia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fter 

radiotherapy swallow, observe their swallowing functions. They swallow under Video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VFSS). Variables including Rosenbek penetration aspiration scale, height of 

larynx elevation, invalid numbers of swallowing,  Pharyngeal delay time , swallowing difficulty 

degree.  

 Results  With the addition of viscosity, swallowing the same volume bolus will reduce the 

aspiration degree of NPC(P<0.05). But the numbers of invalid swallowing and residue in 

pharyngeal cavity increase(P<0.05). In and under the 3rd degree of viscosity, when swallow the 

bolus with volume smaller than 2ml, swallowing difficulty degree, beginning and ending time of 

swallowing and numbers of invalid swallowing increase; when swallow the bolus with volume 

larger than 7ml, the degree of aspiration increases. In and above the 4th degree of viscosity, when 

swallow the bolus with volume smaller than 2ml, numbers of invalid swallowing increases(P<0.05); 

when swallow the bolus with volume larger than 7ml, swallowing difficulty degree and numbers of 

invalid swallowing increase. The risk of aspiration(P<0.05) increase with longer swallowing 

time(>20-30min).  

 Conclusions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bigger bolus viscosity needs more 

muscle recruitment and leads to wrong swallowing pattern easier; too small bolus viscosity will 

make swallowing difficult and lead to wrong swallowing pattern easier to patients of lower soft 

palate feeling. We suggest that the patients should swallow bolus of fixed viscosity and small 

resistance. Keep the mouthful of water between 3-4ml and the mouthful of extremely thick bolus 

between 6-7ml.  

   

Y-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in communitY-dwelling adults 

 

Fu Liyuan 

天津医科大学 300070 

 

Background  Physical performance is an important healthy factor in elder people. Good living 

habits, which include sleep, can maintain physical strength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Few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conduct a crosS-sectional study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otal sleep duration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Methods  Our study population comprised residents of the township central hospital of Chadian, 

in the suburban Hangu of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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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e measured physical performance by grip strength, 4-m walk test and TUGT. We divided 

sleep duration into four groups <7h, 7-8h, >8-9h, >9h. We also get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y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  

Results  A total 898 participants (392 men and 506 women) aged 60 to 93 had complete data in 

2013-15 (the baseline of the present study) and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In man, adjusted 

sleep dur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grip strength in >9h group, 0.43(0.41-0.45). Adjusted 

skeletal muscle mass was significant in <7h group in men, mean 8.02(7.91-8.24) higher than 7-8h 

group. In women, 4-m walk speed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7h, >8-9h, >9h group, 

and it presents an inverse U-shaped with sleep duration, by 0.91(0.85-0.96), 0.99(0.97-1.02), 

0.96(0.93-0.98), 0.89(0.86-0.93). Adjusted sleep dur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 TUGT in >9h 

group, 11.24(10.70-11.78).  

Conclusion  Lower grip strength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 sleep duration in men. Walk speed 

presented a U-shaped relation with sleep duration, and lower balance was associated longer 

sleep duration in women. 

 

Y-09 

The application of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ased wrist 

robotic therapy in a stroke patient 

 

LU RONGRONG,GAO TIANHAO,HUANG SONGHUA,BAI YULONG,WU YI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Aim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is a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that translates neuronal 

activities into user commands. It provides a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channel between the brain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the brain‘s normal output pathways of 

peripheral nerves and muscles so that it offers effective help for those with motor disabilities. BCIs 

are of great value to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in which the use of 

prosthetics, robots, and other devices fully controllable by mental intentions have become a 

reality.Recent research ha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feasibility of motor imagery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MI-BCI)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especially in stroke rehabilitation. In 

this study, we want observe the effect of BCI therapy. 

Method  In this experiment, we used a wrist-robotic based BCI in a stroke patient. This patient 

suffered from a large area of stroke. The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was blocked. He had a server 

motor impairment. After rehabilitation, he could control his shoulder and elbow. But he could not 

make his wrist and fingers extend. So we decided to give him the BCI therapy to see whether this 

can help. His EEG control before the therapy 

was 60%. In the BCI therapy, the patients should imagine the movement of his wrist. He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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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extending his wrist and flexing his wrist. The arrow on the screen gave him the imagine 

hint. After the patient saw the arrow on the screen, he did the motor imaginary according to the 

hint he got. Then the computer would judge whether he had the right imagine or the wrong 

imagine. The patient totally had 20 times of 

therapy. Every therapy include one supervise test and four sessions of therapy. In the supervise 

test the computer will judge the current imagine state of the patient. If the EEG control rate was 

above 50%, then the patient could continue today‘s therapy. Each session contain 10 minutes of 

therapy. So each day, the patient have 40 minutes‘ therapy. 

Results  After the therapy, he could extend his wrist. And if we helped him to relax his flexors of 

the arm, he had the potential to extend his fingers in a small range of motion. And his control of the 

EEG also improved. So we think he benefit from this BCI therapy. The patient was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BCI therapy. 

Conclusion  But this is only one case of the BCI therapy. And it might not have the enough power 

to demonstrate that this new therapy could help. So we want to use it in the stroke patients to 

prove the efficacy of this therapy. Since the BCI therapy is a promising therapy, we hope more 

patients could benefit from it. 

 

Y-10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for functional 

recovery of Yushu and Lushan earthquake victims 

 

Liu Huifang
1,2

,Liu Chuan
1,3

,Yang Xiao-Tian
1,3

,Fu Xin-Yu
1,3

,Lu Chun-Lan
1,3

,Ji Qiao-Dan
1,3

,Yang Zhou-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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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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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Hu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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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Cheng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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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West Chinese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Chengd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Rehabilitation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West Chinese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West Chinese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West Chin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ckground  Earthquake is one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natural disaster worldwide and China is a 

contry vulnerable to it. Al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and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has 

already been raised, existing evidence were most referred to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the 

most investigated early rehabilitation began three months later post-earthquake. In the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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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to Yushu and Lushan earthquake, a large number of victims were sent to West China 

Hospital, and we had tried out best to offer early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s to them.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for the fucntional recovery of Yushu and 

Lushan earthquake victims, providing evid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in 

medical response to earthquakes.  

Methods. Data referring to demographics, medical histories, treatments,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s, clinical recoveray indexes and functional status of Yushu and Lushan earthquake 

victims were extensively collected. Raw data were convert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Classical 

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 were applied to fit the change pattern of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that improved over time. We used Z score test as the coefficient test and obtained the critical point 

of Yushu and Lushan earthquake victims, which fit from fast to slow in curvature of the curve, 

respectively. Then survival analyses and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ime it takes to get to the critical value and the effects 

of early and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in these processes.  

Results  The obtained fitted model of MBI values that change over time for Yushu and Lushan 

earthquake victims were Y = 62.52715 + 7.62074 ln (t + 1) and Y = 26.7185 + 11.68784 ln (t + 1), 

respectively. The critical MBI value that fitted from fast to slow in curvature of the curve for the 

model of Yushu and Lushan were 77 and 46, respectively. By survival analyses and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es, we found that the less time from injury to receciv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he faster Yushu earthquake victims functionally recovery.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relative ratio of getting to the critical point, that is 77 of MBI value specifically, 

of those who received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s one day earlier were 1.004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ho did not. While for Lushan earthquake victims, the more applied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s, the faster they would functionally recovery.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relative 

ratio of getting to the critical point, that is 46 of MBI value specifically, of those who received one 

more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were 1.083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ho did not.   

Conclusions  Early and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s could effectively promote 

early functional recovery. Specifically, the sooner it took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the quicker 

early functional recovery of Yushu earthquake victims; while the more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s, the quicker early functional recovery of Lushan earthquake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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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digital analysis for 

videofluoroscopy swallowing studies (VFSS) in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of different etiologies 

 

Dai Meng,Dou Zulin,Wang Yujue,Wan Guifa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000 

 

Objectives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digital analysis for videofluoroscopy swallowing 

studies (VFSS) in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of different etiologies, using high resolution manometry 

(HRM). 

Methods   25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dysphagia of different etiologies accepted VFSS and HRM 

tests, in which every participant was requested to complete six swallows (3 ml and 5 ml of thin 

liquid, thick liquid and paste). A standard protocol was used to complete the digital analysis of 

VFSS. Two independent experienced raters evaluated the same videos twice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and intra-rater reliabilities of kinematic and temporal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and the validity was assessed against corresponding manometric parameters. 

Results   High inter-rater reliability was found for oral transit time (OTT), soft palate elevation time 

(SET), hyoid bone movement time (HMT), 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 (UES) opening time (UOT), 

laryngeal closure time (LCT), anterior hyoid displacement (AHD), superior hyoid displacement 

(SHD), and UES opening diameter (UOD); however. The SET and UOT were found to b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manometric parameters. Pharyngeal constriction rate (PCR)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haryngeal contraction pressure and duration.All correlations were 

significant. 

Conclusion  By applying unified protocol, the measures of reliability were found to be sound but 

to vary among different VFSS parameters. Most parameters showed acceptable reliability, except 

for hyoid bone movement. The validity of some VFSS parameters was high when compared with 

HRM results. The two tests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depending on the clinical requirements or 

research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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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2 

Comprehensive Swallowing Exercises to Treat Complicated 

Dysphagia Caused by Esophageal Replacement with Colon: A 

Case Report 

 

Wang Yujue,Jiang Li,Li Na,Dou Zulin 

The thir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63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ew treatment strategy for a case with complicated dysphagia 

caused by esophageal replacement with colon.  

Methods Clinical dysphagia evaluations, Functional Oral Intake Scale (FOIS), 

video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 as well as high-resolution 

manometry (HRM)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wallowing function of the patie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The treatments employed included the protective airway maneuver, tongue pressure 

resistance feedback exercise, Masake Maneuver swallowing exercise, and the effortful swallowing 

exercise.  

Results The FOIS score increased from Level 1 to Level 7. The videofluoroscopy digit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harynx constriction rate was 23% and 50%,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 data from the HRM displayed that: 1) the value of the 

velopharyngeal pressure peak was 82.8 mmHg before treatment and 156.9 mmHg after treatment; 

2) the velopharyngeal contraction duration time was 310 ms before treatment and 525 ms after 

treatment; 3) the value of the hypopharynx pressure peak was 53.7 mmHg before treatment and 

103.2 mmHg after treatment; and 4) the hypopharynx contraction duration time was 390 ms before 

treatment and 1030 ms after treatment. The swallowing visualization illustrated that a bolus could 

normally pass through the anastomotic stoma, and that the bolus leakage was no longer present. 

The patient was able to eat various consistencies of food independently, and we were able to 

remove the jejuno-stoma tube before discharging the patient.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caused by anastomotic stricture following esophageal 

replacement with colon, the swallowing function can be improved by enhancing the pharyngeal 

impetus when treatment using esophageal dilation is in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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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3 

Cytotoxic Effects of Nonionic Iodinated Contrast Agents on 

Human Adipose-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u Tao
1,2

,Nie Hai
3
,Li Jianhua

1
,Qu Wenchun

2
,Smith Jay

2
,Van Wijnen Andre J.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Mayo Clinic 

3.四川省中医院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cytotoxicity of iodinated CM (iohexol, Omnipaque300) to human 

AMSC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s well as exposure and recovery times in vitro. 

METHODS   To simulatethe physiological dilution of CM once injected into degenerative tissues, 

CM (iohexol, Omnipaque300) was reduced to 12.5%, 25%, 50% and 100% of the stock solution 

and incubated with AMSCs for 30 minutes, 4 hours and 48 hours. We also used 12.5%, 25%, 50% 

and 100% of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as control group.   Cell counts, mitochondrial 

activity, and quantitative real time reverse-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of 

related genes were analyzed immediately after exposure(day 0) and after two days of exposure 

(day 2). 

RESULTS  Human AMSCs exhibit a time- and concentration-dependent cytotoxic response to 

iodinated CM. A brief 30min exposure did not affect AMSCs function and viability. However, 

extended treatment with iohexol for 4 hours and stronger than 50% dilutio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viability and gene expression in AMSCs. 

CONCLUSIONS   Contrast media (Omnipaque300) is cytotoxic to AMSCs in a time-and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Hence, the concentration of CM that accompanies MSC 

injectionsshould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during mesenchymal stem cell therapy for disc 

degenerativ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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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 

小脑蚓叶的神经调制作用 

 

吴军发
1
 吴毅

1
 路微波

2
 李放

1
 朱玉连

1
 华逢春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 

2.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小脑蚓叶的神经调节作用，为小脑蚓叶损伤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报道 7 例小脑蚓叶损伤患者的临床表现特征及康复治疗过程，结合 1 例脑卒中后迟发性单侧

肢体姿势性震颤的 PET(单光子)检查结果，综合分析上述结果。 

结果  7 例小脑蚓叶损伤患者中 5 例在病程过程中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缄默不语、肢体运动共济失调

等症状，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及药物治疗，患者的缄默不语和肢体运动功能有明显的恢复。另

1 例脑卒中迟发性单侧肢体自实行震颤患者的 PET 检查提示对侧辅助运动区、丘脑及同侧小脑蚓叶

明显激活。 

结论  小脑蚓叶在肢体运动的启动和激发方面可能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 

 

OR-002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脊髓损伤后痉挛及大脑皮层、脊髓兴奋性的影

响 

 

琚芬 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对脊髓损伤后下

肢痉挛的治疗效果及其对脊髓损伤后大脑皮层、脊髓兴奋性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取在我科住院治疗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伴下肢痉挛的患者共 31 例，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 31 例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n=15） 

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及右侧大脑 M1 区下肢投射区 rTMS 治疗，对照组（n=16）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及

右侧大脑 M1 区下肢投射区假刺激。两组治疗均为每天 1 次，每周 6 天，连续治疗 4 周。于治疗前、

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进行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定（Modified Ashworth Scale ，MAS），10 米步

行试验测定，并对右侧大脑半球的静息运动阈值（Resting motor threshold，RMT）、运动诱发电位

（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H 反射进行测试及分析。 

结果 治疗 4 周后，实验组 MAS 评分降低，RMT 波幅降低、MEP 波幅增高，H 反射波幅增大，与

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rTMS 能有效控制脊髓损伤后下肢痉挛，其机制可能与大脑皮层、脊髓兴奋性改变相关。 

OR-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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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态异常可以预测老年小鼠认知障碍的发生 

 

王鑫
1
 孟兆祥

2
 施伟

1
 任素伟

2
 

1.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神经康复科 

2.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异常的步态是否是一个预测老年小鼠认知障碍发生的指标。 

方法  用水迷宫的方法，筛选出 100 只 12 月龄的老年雄性小鼠，它们水迷宫的测试成绩与 2 月龄的

青年雄性小鼠无统计学差异。用墨迹法定量测试 12 月龄老年小鼠和 2 月龄青年小鼠的步态。步态异

常的界定为：老年小鼠所测试的步态参数指标与 20 只 2 月龄青年小鼠平均值相比，相差 2 个标准

差以上即为异常。步态测试的参数包括：前肢的跨步长、前肢跨步长的变异系数、前肢足间距、步

频、平均步速。根据测试的结果，12 月龄的老年小鼠被分为步态异常组和步态正常组。经过 9 个月

常规饲养后，所有的老年鼠再次进行水迷宫测试，测试结果与另外 20 只刚满 2 月龄的雄性小鼠进行

比较，筛选出水迷宫成绩有显著性差异即有认知障碍的老年小鼠。老年小鼠中步态异常组和步态正

常组的认知障碍率利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步态测试指标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用诊断试验进行检验。 

结果  在基线时（9 个月前），100 只老年小鼠中有 25 只小鼠的步态参数有异常，其中包括 10 只前

肢跨步长异常，19 只前肢跨步长变异系数异常，8 只前肢足间距异常，12 只步频异常，13 只平均

步速异常（一只小鼠可有多项指标异常）。因此，步态异常组 25 只，步态正常组 75 只。9 个月后，

步态异常组死亡 2 只，步态正常组死亡 3 只。23 只步态异常组中有 17 只小鼠水迷宫结果异常，具

体为跨步长异常的 6 只，跨步长变异系数异常的 15 只，足间距异常的 2 只，步频异常的 5 只，平

均步速异常的 6 只（一只小鼠可有多项指标异常）。72 只步态正常组中仅有 15 只小鼠水迷宫结果异

常。经卡方检验步态，异常组认知障碍率高于步态正常组(x=21.986, P<0.001)。经诊断试验检验，5

个步态测试参数均具有预测老年小鼠认知障碍的价值(P < 0.01)，但它们彼此间预测价值的敏感性无

统计学差异。 

结论  步态异常可以预测老年小鼠认知障碍的发生，前肢的跨步长、前肢跨步长的变异系数、前肢

足间距、步频、平均步速均可作为预测的测试指标。 

 

OR-004 

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自我间歇性导尿发生尿路感染的原因分析及改

善措施 

 

周莉 

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210029 

 

目的  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自我间歇性导尿发生尿路感染的案例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提出改进措

施。 

方法  选择 2014 年我科共收治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120 人次，运用品管圈的方法分析查找尿路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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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制定出改进措施。 

结果  通过全科护理人员展开头脑风暴，从护理、患者、环境、管理四方面展开讨论，现场查找真

因，找出:护士操作不规范、患者操作不规范、饮水计划不到位、宣教不到位这 4 个真因并分析原因

制定出针对性措施。 

结论  对在院的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自我间歇性导尿发生尿路感染的案例进行分析，找出存

在问题的原因。通过规范的间歇性导尿操作质量标准及规律的个性化的饮水计划，制定宣教内容规

范，确定宣教主题日，加强对自我间歇性导尿的患者/家属指导及监督，培养其良好的自我管理的意

识，从而降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自我间歇性导尿的尿路感染率。 

 

OR-005 

肢体远隔缺血后处理对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的神经保护作用及内源

性神经干细胞增值分化的研究 

 

黄丹
1,2,3

 刘洪红
1,2,3

 屈云
1,3,3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科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系 

3.四川省康复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肢体远隔缺血后处理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大脑结构与功能可塑性的影响。 

方法  将 54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sham）组、模型（con）组及缺血后处理(NLIP)

组，以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60min 建立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模型。手术期间，激光多普勒血

流监测仪（LDF）实时监测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域的血流情况。术后采用改良神经损伤程度评分（mNSS）

和转棒试验（rotarod test）综合评估各时点脑缺血大鼠的感觉、运动、协调和反射功能；术后 3d

运用 HE 染色及 TTC 染色（n=6）观察皮质炎症反应及脑梗死体积；应用免疫荧光及免疫组化观察

各组大鼠 7d 和 14d（n=6）右侧海马 DG 区及皮质区域的 BrdU+、DCX+及 DG 区 BrdU+/nestin+

阳性表达情况。 

结果  LDF 的实时监测可提高 MCAO 造模成功率。Con 组和 NLIP 组大鼠术后出现明显的神经功能

缺损，mNSS 评分分别为（9.03±1.90）、（8.94±1.71），3d 出现明显的炎症反应和脑梗死灶。但是

脑缺血再灌注即刻给予肢体缺血后处理（3 次 10min/10min）后，较 con 组可明显减轻炎症反应和

降低脑梗死体积；NLIP 组在 2d, 3d, 7d, 14d 较 con 组 mNSS 评分明显降低，大鼠在转棒上的停留

时间延长；缺血侧海马 DG 区及皮质区域 BrdU 和 DCX 的表达较 con 组明显增多（P<0.05），DG

区 BrdU+/nestin+双标细胞增多（P<0.05）。 

结论  肢体缺血后处理可通过降低脑梗死体积，激活缺血侧海马 DG 区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增值和

促进其分化为神经元，来改善脑缺血后大鼠的神经行为学功能，为脑梗死后的治疗提供了可能的治

疗方向。 

 

OR-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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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对于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疗效研

究 

 

刘璐
1,1

 许涛
1,2

 

1.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脊髓损伤后疼痛时影响患者功能康复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其中神经病理性疼痛即占 40%

以上。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脑部刺激技术，尽管已有一些证据显示 tDCS 可

以对大脑多个功能区进行调节，但其针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治疗的研究并不多。我们的研

究针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介入 tDCS 治疗，观察其疗效，以找到一种能有效辅助脊

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方法，指导临床治疗及相关研究.  

方法  研究分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纳入和排除标准相同。实验组予以常规药物治疗及 tDCS 治疗，

对照组仅予以常规药物治疗，并对治疗处理前后两组间及实验组内的治疗情况进行比较。具体纳入

排除标准及处理方法如下： 

入选标准:?LANSS 评价确定为神经病理性疼痛 ? 创伤性脊髓损伤 ?VAS 评分>=4 

排除标准:?严重抑郁  ?癫痫病史 ?合并其他神经系统相关疾病 ?怀孕、精神异常、认知功能低下  ?

严重的心脏疾病，如心脏起搏器植入 

实验组研究分两个阶段  1.基线评估阶段:患者于出现神经病理性疼痛后到介入治疗前设定 1~2 周的

观察期，以观察疼痛的稳定基线水平  2.治疗处理期:5 天连续的 tDCS 治疗/常规药物治疗和后续 2

周随访观察期 

tDCS 处理方法  

1.电极放置位置：阳极—M1 区 阴极—对侧眶上区  2.刺激强度及时间：2mA，20min，连续 5 天（期

间对照组基于常规的药物治疗） 

实验组和对照组均予以以下评价 ①ASIA、BDI、MMSE 治疗前基线评估阶段 ② VAS、BPI、LANSS

治疗前、每天治疗结束后、随访观察期结束后 

结果  1.治疗后患者疼痛 VAS 评分较治疗前有所缓解，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随访结束后虽然 VAS 评分较治疗后有所回升，但仍较治疗前有所缓解，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治疗后患者睡眠情绪改善较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p<0.05）； 

4.治疗后疼痛对患者日常生活影响较治疗前有所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5.第四次治疗后，VAS 评分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并一直持续到治疗疗程结束后； 

6.实验组治疗前后 VAS 差值大于对照组，切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7.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疼痛对日常生活影响降低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DCS 能够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的疼痛评分 

tDCS 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于日常生活影响与药物治疗相比无明显优势 

tDCS 治疗停止后治疗效果有所反弹，但效果仍可持续一段时间 

tDCS 第四次治疗后，VAS 评分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并一直持续到治疗疗程结束后 

 

OR-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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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频率振动训练对普通大学生动静态平衡能力和核心稳定性的

影响 

 

王广兰
1
 刘悦

2
 

1.武汉体育学院 

2.上海体育职业学院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无运动训练经历的普通大学生分组进行 Power Plate 振动训练仪不同频率的

振动训练，并测试其平衡能力和核心稳定性的变化，研究振动训练对无运动训练经历的普通大学生

平衡能力及核心稳定性的影响，并找到最佳振动训练频率，为日后 Power Plate 振动训练仪应用于

普通人群提供训练的建议和理论支持。 

研究方法 本实验以无运动训练经历的普通大学生为受试对象，42 人随机分为 I（30Hz 振动训练组)，

Ⅱ（40Hz 振动训练组)，Ⅲ（50Hz 振动训练组)三组，振幅均设置为 4 毫米，周期为 8 周。实验前，

实验 4 周和实验 8 周后分别进行 Biodex balance system 测试、星形偏移平衡测试、一分钟仰卧起

坐和侧桥测试，对比三次测试的组内，组间的变化情况。 

研究结果  1.8 周振动训练后，三组受试者的动态和静态的稳定极限、单脚稳定度、姿势稳定度均有

提高。2.8 周振动训练后，三组受试者的星形偏移平衡测试都有提高。3.8 周振动训练后，三组受试

者的一分钟仰卧起坐，双侧侧桥时间都显著提高。4.三组间相比，无论动态、静态平衡能力，还是

核心稳定性，50Hz 组都比 30Hz 组和 40Hz 组训练效果明显。 

结论  1.8 周振动训练能有效提高人体动态和静态平衡能力，在安全振动训练计划下，Power 

Plate50Hz 振动比 30Hz 和 40Hz 振动训练效果更佳。2.8 周振动训练能通过提高核心肌群肌肉力量

和改善神经控制能力，有效增强人体核心稳定性。在安全振动训练计划下，Power Plate50Hz 振动

比 30Hz 和 40Hz 振动训练效果更佳。3.每周 3 次的振动训练对无训练经历的普通锻炼人群有明显的

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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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8 

丰富环境促进血管性痴呆大鼠认知功能恢复 

 

牛陵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本研究是为了证实丰富环境是否对血管性痴呆的认知功能的恢复有促进作用，以及其内在的

可能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方法  我们将 40 只大鼠随机分成四个组，分别为正常组、假手术组、血管性痴呆自然恢复组（SE）

和血管性痴呆丰富环境组(EE)，每个组 10 只。血管性痴呆模型的构建采用双侧颈总动脉结扎（2-VO）

的方法，在模型构建完成之后把 SE 组的大鼠置于标准的饲养笼子中饲养一个月，而 EE 组的大鼠则

置于丰富环境的笼子中饲养一个月。干预结束后，我们采用水迷宫检测各组大鼠认知功能的变化。

同时，我们采用 TUNEL 和 Nissl 染色的方法检测大鼠海马 CA1 区细胞的凋亡情况。最后我们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两个蛋白 p-GSK-3β 和 β-catenin 在各组大鼠海马

细胞中的表达水平。 

结果  水迷宫检测发现 EE 组的大鼠在第 2-5 天的逃避潜伏期均明显短于 SE 组的大鼠（P<0.05），

而第 6-7 天的目标象限停留时间明显长于 SE 组大鼠（P<0.05）。TUNEL 和 Nissl 染色的结果提示与

EE 组大鼠相比，SE 组大鼠的凋亡细胞明显增多，存活细胞数明显减少（P<0.05）。Western blot

的结果提示与 SE 组相比，EE 组的大鼠的 p-GSK-3β 和 β-catenin 的蛋白水平明显上升。（P<0.05） 

结论  丰富环境可以促进血管性痴呆发生后认知功能的恢复，其机制可能涉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

路的激活。 

 

OR-009 

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及 fMRI 的评价 

 

周青 何予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通过 rS-fMRI 技术探

讨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默认网络系统的影响，以进一步探讨其改善认知功能的

可能机制，为临床上推动形成具有疗效的脑卒中认知康复方案提供客观的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脑梗死后认知功能损害但未达痴呆诊断标准的患者 45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22 例)和对照组(23 例)。2 组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认知功能训练，

刺激组：磁刺激患侧半球前额叶背外侧区，刺激参数：10Hz，80-120％RMT，15min(总计 660 脉

冲)，线圈与头皮相切。伪刺激组：刺激位置及参数同治疗组，线圈与头皮相切。每天 1 次，每周 5

天。分别在治疗前、第 10 次、第 20 次治疗后及治疗结束后 2 周、1 个月进行 Fugl-Meyer 运动功能

评分(Fugl-MeyerAssessment，FMA)、MMSE、MoCA 评定认知功能及 rs—fMRI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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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2 组患者治疗前 MoCA、MMSE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在干预结束后，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FMA、MMSE、MoCA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O．05)。(3)治疗后，刺激组 MoCA、MMSE 评分改善程度优于伪刺激组，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O．05)。(4)治疗后，脑卒中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静息状态下，默认网络系统中关键脑区，

(如额叶、颞叶、海马等)之间的功能连接有所增强,刺激组更为显著。 

结论  1、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常规康复治疗能更进一步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有助于脑卒中认知功

能障碍患者的认知康复。2、重复经颅磁刺激改善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的机制之一可能是增强默认网

络系统中关键脑区，(如额叶、颞叶、海马等)之间的功能连接。 

 

OR-010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康复训练对非痴呆性血管性认知障碍患者认

知功能的影响研究 

 

朱其秀
1
 扈罗曼

1
 刘云霞

2,2
 汤乃苏

1
 

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青岛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联合康复训练对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VCIND）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VCIND 患者 6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治疗组（rTMS+康复训练）和对照组（康

复训练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治疗（不予以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康复训练，治疗

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经颅磁刺激治疗，采用武汉 YRD CCY-I 型经颅刺激仪，刺激部位为左侧前额叶背

外侧，刺激频率为 10Hz，刺激强度为患者 100%运动阈值水平，每日给予 3000 个脉冲刺激，5 天

为一个疗程，每个疗程间隔 2 天，共 4 疗程。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行 P300 检测，采用简易精神

状态量表（MMSE）、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 P300 潜伏期、波幅和神经评估量表 MMSE、MoCA 评分及 BI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 组患者 P300 潜伏期较治疗前显著缩短，波幅显著增高

（P<0.05）。治疗组 P300 潜伏期较对照组 P300 潜伏期短，治疗组 P300 波幅较对照组 P300 波幅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 MMSE、MoCA 量表评分、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改

善（P<0.05），但抽象概括、定向评分 2 组患者较前改善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治疗组 MoCA 量表、MMSE、BI 评分较对照组提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抽

象概括、定向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rTMS 联合康复训练比单纯康复训练，能更好改善 VCIND 患者的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 

 

OR-011 

注意功能训练对偏侧忽略康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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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军 穆燕芳 沈玲玲 鲍文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滨湖医院 230061 

 

目的  偏侧忽略是右侧半球损伤常出现的一组特征性的临床症状，其典型的症状表现为对来自于病

灶对侧的各种刺激失去注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注意障碍。分析探讨注意功能训练系统对于右侧大

脑损伤后存在偏侧忽略患者康复训练的应用疗效。 

方法  以我院住院部收治的确诊为右侧大脑半球损伤病存在偏侧忽略的患者 40 例为研究对象，将全

部患者随机分配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2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康复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由经

过专门培训的专业治疗师给予认知障碍诊治仪（ZM3.2）并结合颈部肌肉震动技术进行训练及治疗。

包括 10 个训练项目: ① 注意力专门训练; ② 注意力集中与大脑抑制功能训练; ③ 注意力与反应

速度训练 ; ④注意力与手眼协调训练; ⑤注意力与动作控制训练; ⑥手眼协调专门训练; ⑦ 注意力

与逻辑思维训练; ⑧ 注意力与心理旋转训练; ⑨ 注意力与操作训练; ⑩ 注意力与观察力训练。采

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北京版（MoCA），改良的巴氏指数评分（MBI）和 HKU-AHMU 神经心理学注

意功能量表系列（包括数字广度测验，气球叉掉测验，数字颜色连线测验及 Stroop 测验）评估疗效。

在实验前，根据患者认知障碍的严重程度和类别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采用计算机灵活组合训练。

例如，同时存在视知觉、空间知觉、注意力、思维能力障碍的患者，可利用计算机中的素材图片级

动画，先进行小范围听读训练和方位辨认训练，再逐渐扩大到大范围的推理训练。 

结果  经过四周的治疗，两组患者在训练前，HKU-AHMU 神经心理学注意功能量表系列各项功能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 HKU-AHMU 神经心理学注意功能

量表系列各项功能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患者在训练前 MoCA 和 MBI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2 组患者的三组评分均有改善(P<0．05)，且实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本研究采用香港大学心理所注意认知训练内容，属于适合中国人使用的改良系统。其难度适

当, 客观、准确、有效、便捷。由于集趣味性和专业性于一体，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注意力，患者易

于坚持训练 。临床上，认知注意功能训练能有效提高存在脑卒中注意功能障碍患者的认知康复。 

 

OR-012 

模拟购物对轻中度颅脑损伤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赵琳 郭明月 吴丽君 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评估模拟购物训练对轻中度颅脑损伤患者的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轻中度颅脑损伤（有明确的外伤史；伤后昏迷时间 12 小时以内；

Glasgow-GCS>9 分）4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对患者和家属进行常规认知康复训练，观察

组在原有的常规认知训练的基础上加入模拟购物的训练。治疗师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任

务卡，任务卡的内容具有针对性、连续性，训练程度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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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治疗师组织进行训练，每日 1 次，每次 30 分钟。②2 人一组，角色互换，一名患者根据任务卡，

选购所需的商品后，根据标价计算价钱，并使用真实的货币到另一患者处结账。  

③该患者负责核对商品的数量及种类进行结算。④治疗师负责监督及指导。以上两组均治疗 3 个月

后进行评估，根据 Rivermend 行为记忆量表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IADL）进行评分，得分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记忆力情况及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均优于对照组。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颅脑损伤是临床常见的疾病，认知功能属于大脑大脑皮层的高级活动范畴，当颅脑损伤时，

患者首先出现认识障碍，其中的记忆障碍则是常见的症状之一。记忆作为人脑一种重要的认知功能

和智力构成的基本要素，对于维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极为重要。颅脑损伤后的患者对于适应社

会和生活能力均有下降，认知行为是大脑对外界刺激或内在动机的注意、分辨及计划作出有意义反

应的能力。认知康复对颅脑损伤患者减轻症状及延缓症状的进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对观察组

患者在常规认知康复训练上增加了模拟购物训练。①模拟购物训练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认知能力，通

过模拟购物训练可对言语、执行能力、命名、注意力、计算力，尤其是记忆力进行综合练习。②模

拟购物训练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通过模拟购物训练有针对性地进行情景训

练，锻炼了患者的反应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处理事物的能力，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综上所

述，在常规的认知训练中加入模拟购物训练，形式比较新颖，更加贴近患者生活，增加患者的成就

感及提高独立生活的能力，减少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使患者最终能重返家庭及社会，此方法简单易

行，值得推广。 

 

OR-013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步态生物力学的影响 

 

朱玉连
1,2,3

 刘宇
3
 吴毅

1,2
 周朝生

3
 刘珏

1,2
 金佳然

3
 杜亮

3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康复医学系 

3.上海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将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运用到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能力恢复的训练中，探索

其对患者下肢步行能力及步态生物力学特性的影响及临床有效性。 

方法  选取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患者 4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 20 例为常

规训练组（年龄 59.1±7.99）和实验组 20 例为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训练组（年龄 59.05±6.01，文中

简称 mCIMT 组）。两组患者均接受前期研究后在临床推广的规范化综合性脑卒中的康复治疗方案的

训练项目，mCIMT 组增加下肢的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每周 5 天治疗，每天 2 小时的训练，研究周

期 8 周），对照组则在纳入研究后增加在 3 次评估时进行的基于规范化综合性脑卒中康复治疗方案的

康复指导，教予患者在家属及陪护人员监督下每天自行完成 2 小时的活动。 

结果  40 例患者在入选时、4 周后及 8 周后进行临床步行能力评估；其中 2 组患者中知情同意参加

步态测试的患者各 11 例，在入选时和 4 周后进行三维步态测试。2 组患者 TUG 干预前后，mCIMT

组干预 8 周后与入选时组内出现统计学上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组内干预前后无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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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P>0.05）；两组组间比较在 8 周后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10 米步行速度测试结果提示，

经过 8 周的干预，mCIMT 组患者的步行速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统计学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Berg 平衡量表干预前后结果显示，mCIMT 组和对照组的患者的平衡能力均得到明显提升，且在 8

周后组间比较差异出现统计学意义（P<0.05）。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过程中身体 COM 位置的研究显示，

mCIMT 组在经过四周的强制性运动疗法后患侧支撑相时 COM 的高度峰值由 91.04cm 增大到

92.38cm 出现统计学上显著性差异（P<0.05），COM 在额状轴上摆动区间最大值由 10.15cm 减小

到 7.83cm 出现统计学上非常显著性差异同时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上显著性差异。  

结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下肢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经过 8 周的干预对其 BBS 平衡功能、站起行

走计时测试以及 10 米步行改善明显，提示此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促进患者平衡能力、行走的协调

性以及行走的速度的临床有效性；改善骨盆左右倾斜以及身体质心位置，使步行姿势稳定性得到提

高，动态平衡能力改善。对发病后 2-4 个月的脑卒中偏瘫患者增加每天 2 小时持续 8 周的改良强制

性运动疗法的训练是安全的，有效的，值得临床推广。 

 

OR-014 

电针对脑缺血大鼠海马突触可塑性及 PKA-CREB 信号通路的影响 

 

韩肖华 郑彩霞 黄晓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科 430030 

 

目的  p250GAP 是 Rho 家族的 GTP 酶活化蛋白的成员之一，miR132-p250GAP 参与了成熟神经元

的可塑性调节。本研究旨在探讨电针对慢性脑缺血大鼠海马突触可塑性的影响及可能的内在机制。 

方法  雄性SD 大鼠 60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电针组、电针+H89 组和电针+生理盐水（NS）

组（n=12）。永久性结扎双侧颈总动脉（2-vessel occlusion, 2VO）造成大鼠慢性脑缺血，于百会（GV20）

和大椎（GV14）给予电针治疗：20Hz，20min /d,连续治疗 7d。运用免疫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

观测大鼠海马 pCREB 和 p250GAP 蛋白表达，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大鼠海马

miR132 的含量。 

结果  与假手术对照组比较，造模后模型组大鼠海马 pCREB 蛋白和 miR132 的表达均明显降低；

给予 7d 电针治疗后，电针组大鼠海马 pCREB 和 miR132 的表达均明显增加，同时电针组大鼠海马

的 p250GAP 蛋白含量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或 p< 0.01）。与电针+NS 组比较，

EA+H89 组大鼠海马 pCREB 蛋白和 miR132 的表达均明显降低，而 p250GAP 蛋白的表达明显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电针可上调 2VO 模型大鼠海马 miR132 的表达，从而调控其靶基因转录，进而抑制 p250GAP

蛋白的表达，改善海马突触的可塑性。给予 PKA 阻滞剂 H89 后电针的以上作用被抑制，说明电针

通过抑制慢性脑缺血大鼠海马 p250GAP 蛋白表达，改善海马突触可塑性作用的内在机制可能与激

活 PKA-CREB 信号通路相关。 

 

OR-015 

虚拟情景互动训练在偏瘫患者上肢功能障碍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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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红兵 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研究虚拟情节景互动训练系统改善早期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有效性。 

方法  50 例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25 例。应用我院新引进仪器 Biomaster

虚拟情景互动评估与训练系统。训练前后各给予患者一次评定，并由同一个人进行。具体的评价指

标为：①Fugl-Meyer Assessment（FMA）的评定量表的上肢部分，共 33 项，总分 66 分：②Brunnstrom

评定量表的上肢部分，记录患者治疗前后评定的 Brunnstrom 分期情况。两组患者上肢常规康复治疗：

①作业治疗；②手功能训练；③蜡疗；④功能性电刺激等物理因子疗法；⑤采用 PNF 技术，促进分

离运动出现；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训练。以上训练每次 40min，每日两次，上下午各一次，每

周 7 天，共 8 周。实验组患者除进行上述日常的康复治疗外，还需参与 Biomaster 虚拟情景互动训

练，训练安排于上述康复治疗后进行，训练时间为 20min，每天行两次治疗，上下午各一次，每周

7 天，共 8 周。 

结果  对照组未参与 Biomaster 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的患者，运动功能得到了改善。Brunnstrom 分期

中，对照组患者中出现了大部分的存在共同运动的患者，但是没能引出患者的分离运动，停留在

BrunnstromⅢ期，患者康复进步有限且不明显。而实验组在参与了 Biomaster 虚拟互动训练的患者

小部分停留在共同运动未能引导出分离运动，其余患者均出现分离运动，部分患者出现手指的联合

伸展及对指功能，患者手功能明显改善，对于治疗更加主动积极。训练后对照组与实验组 Brunnstrom

分期，FMA 运动功能评分都有显著提高（P<0.01），且实验组改善更明显。 

结论  对于偏瘫患者，早期运用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系统进行上肢功能训练能够更好的帮助患者改善

上肢运动功能。 

 

OR-016 

镜像疗法结合对侧控制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朱志中 姚宏 王利群 

天津市环湖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镜像疗法结合对侧控制电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患肢上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38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成镜像治疗组 19 例和联合治疗组 19 例, 两组均常规进行神

经内科药物治疗和作业疗法, 镜像治疗组采用镜像视觉反馈治疗。联合组采用镜像治疗结合对侧控

制电刺激治疗。对侧控制电刺激是利用健侧的肌电信号去控制患侧肢体进行运动，刺激强度为

0-100mA，刺激频率为 2-100Hz，强度根据患者实际耐受程度设定。2 组患者共接受每周 5 次、每

次 45 分钟，共 4 周的康复训练。在每例患者在治疗开始前、治疗结束后和治疗后 1 个月，分别测

定简式 Fugl-Meyer 量表上肢部分（Fugl-Meyer assessment upper extremity，FMA-UE）和上肢动

作研究测试（ARAT）对患侧上肢功能进行评定，Barthel 指数(BI)评定量表评价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结果  治疗后镜像治疗组和联合治疗组 FMA-UE、ARAT 以及 BI 评定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67 
 

意义(P＜0.05)。，联合治疗组 FMA-UE、ARAT、BI 评分治疗前后差值高于镜像治疗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镜像疗法结合对侧控制电刺激治疗有助于改善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疗效优于单独应用镜像治

疗。 

 

OR-017 

fMRI 观察低频组穴治疗脑梗死的脑功能重组情况：一个临床预实

验研究 

 

周凯欣
1
 欧海宁

2
 

1.广东省中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目的  针刺治疗脑梗死后偏瘫的临床疗效是有目共睹的。但其神经机制目前局限在研究单个穴位或

一个组穴的功能磁共振研究。本研究尝试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并在我院临床的偏瘫针刺联合低

频电针治疗基底节-放射冠脑梗死患者的大脑功能重组情况。 

方法  纳入 12 名 MRI 提示病灶为基底节和（或）放射冠区的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治疗

组，治疗组接受针刺疗法 2 周，对照组进行非经非穴治疗。对所有患者进行治疗前后进行 fMRI 检查

并分析脑功能重组情况，及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定、Bathel 指数评分评估临床疗效。 

结果  2 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的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定、Bathel 指数评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组间 FM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athel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运用 fMRI 观察到低频组穴组治疗前后

与左侧初级运动皮层（-43，-28，53）有显著功能连接改变的脑区包含有左侧小脑 6 区（-30，-36，

-36）、左侧小脑 8 区（-24，-48，-48）和右侧岛叶（36，21，6）；而在对照组治疗前后图像对比没

有观察到任何有显著功能连接变化的脑区。 

结论  运用 fMRI 检查可直观中医针刺组穴的特殊的神经机制；本预实验可看到在认知功能完好的基

础上，低频组穴治疗增强了初级运动皮层与同侧小脑、对侧岛叶的功能连接，其机制可能为低频组

穴治疗偏瘫患者通过调整与运动相关的认知网络，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OR-018 

3D 椭圆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王一君 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探讨使用 IMOOVE 3D 运动平台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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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2015年3月—2015年11月在我院康复理疗科住院治疗脑卒中患者 40 例，均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确诊。随机化配对，分为治疗组（n=20）、对照组（n=20）。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治

疗前偏瘫肢体功能和平衡功能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P ＞0. 05)。纳入标准：①病情

稳定。②无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能遵循简单的指令。③能够在有或者无辅助装置下睁眼状态下维持

静止站立至少 1min。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平衡训练，即可利用平衡垫、平衡板或是在平衡杠内，依据

支撑面从大到小，从稳定到不稳定，从硬到软，平衡控制范围从小到大，从静态平衡-自动态平衡-

他动态平衡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训练平衡功能，治疗师可用触觉、言语及平面镜提供的视觉反馈训练

重心转移和姿势控制。1 次/日，30 分钟/次,5 次/周，共 4 周。治疗组：采用 IMOOVE 3D 运动平台

训练，包括①静态平衡训练：站在三维平台上训练，可针对视觉、本体感觉和前庭觉分别进行不同

的训练。对于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平衡能力较差的患者，可缓慢增加平台旋转速度和幅度，通

过干扰本体感觉和视觉的输入来训练平衡功能。②动态平衡训练：在平台上，练习包括重心前-后，

左-右转移及患侧下肢的负重能力的训练，可缓慢增加平台旋转速度和幅度。1 次/日，20 分钟/次,5

次/周，共 4 周。两组受试对象均应随着平衡功能的改善而调整训练方案，均接受除平衡功能训练以

外的各项康复治疗，包括力量训练、耐力训练、作业治疗、物理因子治疗和针灸等常规的康复训练

方法。训练前及训练 4 周后对两组患者采用简化 Fugl －Meyer 运动功能评价量表(FMA) 、Berg 平

衡量表(BBS) 对患者进行肢体运动功能、平衡功能进行评价。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 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的 Fugl－Meyer 评分为［20.18±2.12 分］，对照组为［19.43±2.36 分］；治疗

组 Breg 评分为［39.70±5.64 分］，对照组为［38.87±4.56 分］。治疗 4 周后，治疗组的 Fugl－Meyer

评分［26.37±2.19 分］较对照组［22.54±2.64 分］显著增加（P＜0. 05 )，Breg 评分［46.65±4.22

分］较对照组［40.32±4.46 分］显著增加（P＜0. 05 )，两组患者治疗后偏瘫肢体的运动功能、平

衡功能评分均有高于治疗前( P＜0. 05) ，且治疗组患者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使用 IMOOVE 3D 运动平台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进行平衡功能训练比传统训练方法能更有效

地改善患者的平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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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9 

偏瘫患者上肢位置对坐站转移姿势稳定性的影响 

 

穆景颂 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康复医学科 230001 

 

目的：探讨偏瘫患者不同的上肢位置对坐站转移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实验组（脑卒中偏瘫患者）和对照组（正常人）各 30 例，两组均在两种上肢位置下完成坐站

转移，对受试者完成坐站转移的时间、下肢负重、人体重心点的摆动幅度进行比较。 

结果：实验组受试者上肢的体位对坐站转移的稳定性影响显著（P<0.05），双手叉握下完成坐站转

移的稳定性要明显优于双手自然放于身体两侧（P<0.05）。 

结论：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位置影响坐站转移的稳定性，当双手叉握时，完成坐站转移的稳定性较

好。 

 

OR-020 

经颅磁刺激通过 PEA-15 对星形胶质细胞迁移的影响 

 

赵玉敏 韩伟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研究 1Hz，60%最大刺激强度的经颅磁刺激通过调控星形胶质细胞磷酸化蛋白 PEA-15 对星形

胶质细胞迁移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取第 3-4 代体外分离培养的大鼠星形胶质细胞，分为对照组、转染组、磁刺激组及转染组+磁刺

激组。转染组应用化学合成的 SiRNA 进行脂质体瞬时转染，干扰 PEA-15 的蛋白表达；磁刺激组的

星形胶质细胞在铺板 24h 后接受经颅磁刺激。用细胞划痕试验检测星形胶质细胞的迁移程度，用免

疫印迹试验检测 PEA-15 的蛋白表达和磷酸化水平变化。 

结果①PEA-15Si-RNA 的转染效果明显，Western Blot 检测同阴性对照组比较 PEA-15 的蛋白表达

明显降低。②体外划痕实验中转染组（B 组）、磁刺激组（C 组）、磁刺激+转染组（D 组）的划痕面

积分别为：B 组：335.7±41.8；C 组：314.05±50.4；D 组：361.7±40.0，同对照组（A 组）的划痕

面积（A 组:248.7±78.9）相比，星形胶质细胞迁移程度更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③同对照组相比，磁刺激组的 PEA-15 磷酸化明显增加。 

结论磁刺激可促进星形胶质细胞的迁移，干扰 PEA-15 表达后可促进星形胶质细胞迁移。磁刺激可

通过增强 PEA-15 磷酸化促进星形胶质细胞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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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1 

腰背痛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比率低频振幅的研究 

 

张珊珊
1,2

 吴文
2
 王楚怀

1
 杨建明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和比率低频振幅（fALFF） 

方法  探讨静息状态下腰背痛脑功能变化的特点。方法：采用 3.0T 磁共振成像仪采集 12 例健康志

愿者（7 男 5 女，23.8 ± 3.6 岁）正常状态与腰背痛状态（肌肉注射 5%高渗盐水）的静息态 fMRI

数据。采用 DPARSF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预处理和 fALFF 分析、SPM8 进行配对 t 检验比较两种状

态下脑比率低频振幅的差异，并将疼痛状态的图像与疼痛强度 VAS 评分作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与正常状态相比，腰背痛 fALFF 值增高的脑区包括双侧额下回、双侧小脑扁桃体、右海马旁

回，fALFF 值降低的脑区包括右额上回、右后扣带回、左初级躯体感觉皮层（S1）、双侧枕叶（P＜

0.001，体素 K≥10）。腰背痛状态右额下回 fALFF 值与 VAS 评分呈正相关，左 S1、左枕叶 fALFF

值与 VAS 评分呈负相关（P＜0.005，K≥10）。 

结论  静息状态下腰背痛受试者部分脑区存在脑功能活动异常，这可能与疼痛刺激引起认知、情绪

功能改变有关。 

 

OR-022 

5000 例慢性腰痛治疗经验 

 

郭险峰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35 

 

目的  总结慢性腰痛诊断及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总结 5000 例慢性腰痛的诊断、治疗过程，总结一般性规律。  

结果  综合使用悬吊训练技术、健康教育技术、炎症控制技术等治疗慢性腰痛患者获得较好疗效。  

结论  北京积水潭医院康复科 10 年诊治慢性腰痛患者 5000 例，治疗效果较好，总结诊断治疗经验

如下。慢性腰痛常见原因：稳定肌群的失活和萎缩（多裂肌、腹横肌等），运动肌群的过度激活（竖

脊肌、腰大肌、梨状肌等）；关节突关节及周围组织的损伤、炎症，关节的僵硬、失稳及半脱位；椎

间盘的损伤、退变、突出；椎体的炎症、畸形、病理性骨折等；神经功能异常（受到机械性压迫、

硬脊膜粘连、脊髓敏化、病毒感染、肿瘤等）；骶髂关节损伤；与其他结构的相互影响（平足、高弓

足、骨盆过度前倾、胸椎僵硬等）；腰椎手术失败综合征等。通过询问病史，细致查体，阅读影像学

及化验室资料，明确导致腰痛的具体组织，构建清楚的病理模型，以生物力学和组织病理学理论解

释患者的临床表现，可以据此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综合使用运动训练技术（稳定性肌群功能强化、

过度激活的肌群予以抑制）、炎症控制技术、矫形器技术、健康教育技术等可以获得较好的疗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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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误诊的类型包括：梨状肌紧张综合征按照腰椎间盘突出症进行治疗甚至手术；关节突关节损伤及

炎症进行―燕子飞‖训练加重病情；忽视足部疾病、胸椎僵硬等对腰部的影响；漏诊病理性骨折、带状

疱疹、硬脊膜粘连、脊柱结核、骶髂关节损伤等。 

 

OR-023 

MAPK 通路参与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病理性神经痛机制 

 

曲玉娟 贾磊 张晓 魏慧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中心 250012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MAPK 通路是否参与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病理性神经痛的形成与

发展机制。 

方法  我们采用电子式机械刺激仪检测鞘内注射 p38、ERK 及 JNK 通道抑制剂前后 CCD 大鼠机械

刺激缩爪反应阈值(PWMT)的变化。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鞘内注射 p38、ERK 及 JNK 通道抑制

剂前后 CCD 大鼠背根神经节内 p38、ERK、JNK 蛋白表达变化及其磷酸化水平变化；同时采用

RT-PCR 及免疫荧光方法检测 p38、ERK、JNK 在基因水平的改变及蛋白分布变化。 

结果  CCD 术后 4 天大鼠术侧机械刺激缩爪反应阈值明显降低，CCD 诱导的机械痛敏可被抑制剂

SB203580, SP00125 或 UO126 缓解。CCD 术后，大鼠背根神经节内 p38、erk 及 jnk 蛋白表达及

磷酸化水平显著增高，CCD诱导的MAPKs蛋白表达及磷酸化水平增高可被相应的抑制剂抑制。CCD

术后大鼠背根神经节内 p38, JNK 和 ERK 基因表达上调，且 CCD 诱导的 MAPK 基因水平上调可被

其特异性抑制剂抑制。在背根神经节神经元细胞质及细胞核内 p38, JNK 和 ERK 均有表达，与对照

组相比，CCD 术后，NF200 标记的大、中神经元细胞数目明显增加。SB203580, SP600125 或 U0126 

鞘内注射后，NF200 阳性细胞数目明显减少。NF200 阴性的小体积神经元细胞数目无明显变化。 

结论  MAPK 通路参与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病理性神经痛机制，抑制 MAPK 通路可缓解 CCD

诱导的病理性神经痛。 

 

OR-024 

度洛西汀在骨关节炎导致慢性疼痛的中国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 

 

王国春
1
 岳丽

2
 王嘉宁

2
 Hector Duenas

3
 Vladimir Skljarevski

4
 Madelaine Wohlreich

4
 

1.中日友好医院，北京，100029，中国 

2.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200021，中国 

3.Eli Lilly de Mexico，Mexico City，03900，Mexico 

4.Eli Lilly and Company，Indianapolis，Indiana，46285，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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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目前用于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导致的疼痛的治疗方案疗效有限和、或存在安全性问题，

导致对于其他替代性治疗方案的需求增加。度洛西汀已在多个国家被批准用于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性疼痛、纤维肌痛和慢性肌肉骨骼疼痛。本研究在 OA 导致慢性疼痛的中国患者中评估了 13 周

治疗期内度洛西汀(60 mg,每日一次)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本项 3 期、多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的主要疗效指标是疼痛严重程

度的降低。疼痛严重程度通过简明疼痛量表(Brief Pain Inventory，BPI)24小时平均疼痛评分来评估。

符合 OA 的临床和影像学诊断标准、BPI 24 小时平均疼痛评分≥4 分且年龄≥40 岁的男性或女性门诊

患者被纳入研究。使用重复测量混合效应模型和协方差分析对疗效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  在 407 例随机分组患者中(度洛西汀：n=205；安慰剂：n=202),度洛西汀治疗组和安慰剂治疗

组分别有 166(81.0%)例患者和 176(87.1%)例患者完成了 13周治疗期。大多数患者为女性(76.4%)；

平均(标准差)年龄为 60.5(8.31)岁。度洛西汀治疗组患者在 13 周治疗期内 BPI 24 小时平均疼痛评分

显著降低，且减分值大于安慰剂治疗组（终点时变化的最小二乘均值：度洛西汀组-2.23；安慰剂组

-1.73；p=0.001）。此外，度洛西汀治疗组患者大多数次要疗效指标的改善幅度也大于安慰剂治疗组

患者：30%应答率(63.4%和 49.7%；p=0.008),患者总体印象－改善量表(2.73 和 3.09；p<0.001),

西安大略大学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总评分(-13.58 和-10.09；p=0.001)和临床总体印象－

严重度量表(-0.81 和?0.53；p<0.001)。两治疗组均未报告任何死亡或自杀相关事件。度洛西汀组和

安慰剂组中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的总体发生率分别为 60.8%和 41.9%(p<0.001)。对于在≥10%

患者中发生的不良事件，与安慰剂治疗组相比，度洛西汀治疗组以下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更高：口干

(15.6%和 5.6%；p=0.002),嗜睡(14.1%和 5.1%；p=0.003),恶心(12.1%和 2.5%；p<0.001)和便秘(10.6%

和 2.5%；p=0.002)。 

结论  本研究通过多项指标验证了度洛西汀在 OA 导致慢性疼痛的中国患者中的疗效。本研究中度

洛西汀的安全性与既往度洛西汀研究中的安全性相当。 

 

OR-025 

关键点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观察 

 

靳翔愚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15 

 

目的  观察关键点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 

方法  本组 230 例，均为本院 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门诊及住院患者，年龄最大 65 岁，

最小 20 岁。病程最长 15 年，最短 6 天。完全随机分为治疗组 115 例，对照组 115 例，进行疗效观

察。其中治疗组 115 例，男 51 例，女 64 例；对照组 115 例，男 48 例，女 67 例。两组患者一般情

况、发病时间、病情严重程度等经统计学( 

检验)处理差异无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组对 115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进行关键点治

疗，对照组对 115 例患者进行推拿治疗，15 天后进行疗效评定。 

治疗方法：―关键点治疗‖手法：手型：指间关节屈曲，拇指按压于第二近节指骨关节，腕关节桡屈，

腕关节保持固定。着力点：指尖和偏峰。操作要领：一压二分三摆动。压：按压在治疗点，稍用力。

分：沿肌肉纵行逐渐加力，深入至治疗部位。摆动：肘关节摆动幅度 3-5°，摆动频率 80-12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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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点治疗时间 1-3s。 

12 个点及操作方法： 

1.第 7 颈椎横突：第 7 颈椎横突体表投影前缘，将斜方肌中束牵拉向后，拇指沿四指向内滑入至横

突，上下滑动按压三次；2.斜方肌肌腹：第七颈椎棘突与肩峰连线中点；3.肩胛提肌止点：位于肩胛

骨内侧角和脊柱缘的上部；4.冈下肌：肩胛冈下 3cm 肌腹中点处按压到条索状，沿冈下肌走向按压

分离；5.枕大神经出口处；6.枕小神经出口；双侧共计 12 个点。 

5 条线： 

1.颈椎棘突连线，后正中线；2.关节突连线，正中线旁开 1.5cm；3.横突连线，正中线旁开 2.5cm。

按压方法：由第 7 颈椎从下向上分离按压至第 1 颈椎。双侧共计 5 条线。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97.2%和 84.1%，两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镇痛起

效时间比较，治疗组、对照组治疗方法起效时间的中位数分别为 3 天、7 天。 

结论  关键点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疗效好、易于操作、安全性高的优点，通过两天的学习，

半月的实习，即可基本掌握该疗法，是适合在各级医院开展的治疗方法。 

 

OR-026 

超声引导肌间沟注射治疗疼痛相关性颈性眩晕的临床研究 

 

王俊 杨万章 

广东医学院附属南山医院康复医学科 518052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肌间沟注射治疗颈部疼痛相关性眩晕的临床疗效，探讨颈部疼痛在眩晕发病机

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0 例颈性眩晕患者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2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包

括改善后循环药物、心理治疗；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超声引导肌间沟注射治疗。于治疗前、

治疗 2 周后采用颈交感神经症状评分表(CSSEQ)对 2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同时记录治疗组超声引

导肌间沟注射治疗主观感受评价、眩晕改善起效时间、眩晕消失时间。 

结果  2 组间治疗前 CSSEQ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后治疗组 CSSEQ

评分 （5.26±2.47）分、对照组颈交感神经症状 CSSEQ 评分（12.84±3.71）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

低改善（P＜0.05），且治疗组较对照组评分降低更为明显（P＜0.05）；治疗组注射后 0.5h 内所有

患者治疗侧颈肩部胀、热，上肢麻木、乏力，18 例患者自觉头清目明、视物清晰。治疗组眩晕改善

起效时间平均为注射后 4.0±1.5h，眩晕消失时间平均为 5.0±1.5d。 

结论  定位精准的超声引导肌间沟注射治疗颈部疼痛相关性眩晕有效，消除颈部疼痛是治疗颈性眩

晕的关键。 

 

 

OR-027 

麦肯基疗法联合颈椎关节松动技术对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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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观察麦肯基疗法联合关节松动技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20 例新发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三组，治疗组、对照一组、对照二组，每组各 40

例。治疗组采用物理治疗、麦肯基疗法、颈椎关节松动技术治疗，对照一组仅采用物理治疗，对照

二组采用物理治疗联合麦肯基疗法治疗，每日治疗 1 次，各治疗 10 日。比较各组治疗前及治疗后的

VAS（视觉模拟评分法）疼痛评分和 NDI（颈椎功能障碍指数）评分，评估疗效。  

结果  各组治疗前 VAS 和 NDI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治疗 10 次后的 VAS

和 ND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 治疗 10 次后治疗组 VAS 和 ND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一

组、对照二组(P<0.05)。治疗 10 次后对照二组 VAS 和 NDI 评分亦明显低于对照一组 (P<0.05)。  

结论  物理治疗、麦肯基疗法及关节松动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有效。且麦肯基疗法联合关节松

动技术、物理治疗组的疗效优于麦肯基疗法联合关节松动术组，且两组疗效均优于单纯颈椎牵引组。 

 

OR-028 

接触性热痛诱发电位在持续性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患者中的应用研

究 

 

白新刚
1,2

 郑重
2
 金荣疆

3
 董超

1
 王倩

1
 王文春

1
 庞日朝

1
 张安仁

1
 刘建成

1
 王岚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生物检测中心 

3..成都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学院 

 

目的  分析持续性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患者接触性热痛诱发电位的特点，从而探讨持续性躯体形式疼

痛障碍（PTSD）患者可能的疼痛发病机制。 

方法  运用 24 项 HAMD 量表、14 项 HAMA 量表及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对 64 例 PSPD

患者进行评定；采用 CHEPS-Pathway 疼痛和感觉评估系统（以色列 Medoc 公司）通过触发端口连

接 MEB-9200 肌电图/诱发电位仪(日本 Nihon Kohden 公司)检测受试者的痛觉相关电位（PREP），

并与 60 名健康对照的 PREP 进行比较，最后将 PSPD 患者 PREP 各成分波潜伏期分别与 HAMD

评分、HAMA 评分以及 VAS 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PSPD 患者 HAMD 评分为 38.69±12.61，HAMA 评分为 24.36±6.42，VAS 评分为 7.12±1.47；

PSPD 患者与正常人上下肢 PREP 各成分波（P1、N1、P2、N2、P3、N3、P4、N4、P5、N5、

P6、N6）潜伏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正常受试者相比，PSPD 患者除 P6 波以外，

PREP 各成分波潜伏期较正常受试者均显著提前（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成分波波幅离散

度较大，无统计学意义；进行相关性分析，除 P6 波外，PREP 各成分波潜伏期均与 HAMD 成负相

关，除 P6、N6 波外，PREP 各成分波潜伏期均与 HAMA 成负相关，PREP 各成分波潜伏期均与 VAS

成负相关关系。 

结论  （1）PSPD 患者痛觉信息的传递速度加快，PREP 早期成分均与抑郁、焦虑情绪有关，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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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情绪越重，其早期成分潜伏期就越短。疼痛程度越严重，PREP 各成分波潜伏期就越短。（2）

CHEPs 可作为病理性疼痛临床检测、疗效评估和治疗机理研究的客观技术手段。 

 

OR-029 

住院期康复治疗对心脏外科手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的影

响 

 

刘华
1
 刘遂心

2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探讨住院期心脏康复对心脏外科手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方法 纳入符合标准的心脏瓣膜病、冠心病患者 42 名，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康复组（22 例）和对照

组（20 例）。对照组在常规临床治疗的基础上，予以术前教育和术前呼吸指导；康复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行住院期心脏康复治疗。两组干预前后均行简明健康调查问卷 SF-36 评估和综合医院焦虑

抑郁量表（HADS）评估。  

结果  干预后，康复组 SF-36 评分在 PF、BP、GH、VT、MH 五个维度上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在 RP、 SF,、RE 三个维度上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ADS 焦虑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抑郁评分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住院期心脏康复可以明显改善心脏外科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 

 

OR-030 

一体化肺康复对矽肺患者肺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范雪梅 

1.同煤集团总医院 

2.同煤集团职业病防治所 

 

目的  探讨一体化肺康复对矽肺患者肺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200 名矽肺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体化肺康复训练组和对照组各 100 人，一体化肺康复训

练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肺康复训练 8 周，每周 5 天，每天 40 分钟；一体化肺康复的内

容包括：胸廓松动训练、吸气肌训练（PowerbrathK5 呼吸训练器）和四肢肌肉力量训练（芬兰 HUR

气动阻力训练器），对照组只进行常规药物治疗。 

测定两组患者 8 周前后吸气指数、肺功能指标（VC、FVC、FEV1）及 6 分钟步行试验，前后进行

比较。探索一体化肺康复训练对矽肺患者肺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结果  对照组内前后比较，吸气指数(50.3±18.4、54.3±16.8)，肺功能指标(VC4.2±0.71、 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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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C4.3±0.84、 4.5±0.82,  FEV1  2.7±0.66、 2.9±0.63）(L)及 6 分钟步行试验（294.3±56.65、 

303.3±60.8）(米）无显著性差异； 

肺康复组内前后比较，吸气指数（50.9±16.6、72.2±17.4）  肺功能指标（VC 4.2±0.70、

6.1±1.0，  FVC4.2±0.74、5.7±1.42  

FEV1  2.7±0.55、3.5±0.75）(L)及 6 分钟步行试验（297.2±57.65、375.3±60.8）(米)，组内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肺康复组与对照组间比较，治疗前各项指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对照组，吸气指数（54.3±16.8），

肺功能指标（VC 

4.4±1.1， FVC4.5±0.82， FEV1  

2.9±0.63）(L)，6 分钟步行试验（303.3±60.8）(米),肺康复组吸气指数（72.2±17.4），  

肺功能指标（VC6.1±1.0， FVC5.7±1.42， FEV1  3.5±0.75）(L)及 6 分钟步行试验（ 375.3±60.8）

(m)经肺康复治疗后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一体化肺康复可以提高矽肺患者的肺功能和运动能力。 

 

OR-031 

中文版杜克活动状况指数的研制及用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信效度

研究 

 

彭一念 殷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引进杜克活动状况指数（Duke Activity Status Index, DASI）进行翻译和跨文化调试，分析中

文版 DASI 用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信效度，为临床心脏康复患者使用 DASI 作为体力活动替代评估工

具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跨文化编译流程对原量表进行初译、翻译整合、回译和专家组跨文化调试，形成中文版

DASI 的预测验版本。纳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0 名心血管疾病患者进行量表的预测验，根

据结果对预测验版本进行调试，形成中文版 DASI 终稿。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67 名心血管

疾病患者进行前后三次中文版 DASI 调查、一次运动平板试验以及一般情况采集。采用组内相关系

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进行观察者间信度和重测信度评价，Chronbach‘s α 系

数进行内在信度评价，Spearman 相关系数检验内容效度、效标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考察结构

效度。 

结果  原量表大部分条目可用中文精确表达，专家组主要针对条目 9、11、12 进行了跨文化调试。

中文版 DASI 预测验版本的内容可接受性、理解性均较好。专家组根据预测验结果，对填写说明及

条目 8、11、12 的部分内容进行增减。中文版 DASI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重测信度和调查者间信度

的组内相关系数分别为0.980和0.969，前后三次量表调查的Ch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3，0.762，

0.764。各条目与总量表间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0.353~0.806，量表得分与摄氧量峰值（peak 

oxygen uptake, VO2peak）呈显著正相关（r = 0.739，P < 0.01），通过因子分析共提取 2 个公因子，

累积贡献率达 61.279%，与原量表结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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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文版 DASI 简便易操作，在重庆地区的心血管患者样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心脏

康复患者评估有氧运动能力的补充，或作为基层、社区医院进行体力活动状况评估的替代工具。 

 

OR-032 

减重步态训练配合 PB-K5 深度呼吸训练器 对老年病患者心肺功

能的疗效研究 

 

张凯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目的  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我国国民人均寿命显著延长，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群体基础疾病

（例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慢阻等）的累积，心血管系统及呼吸系统功能的下降，

大大降低了运动功能，极大影响着日常的活动能力以及生存质量。 

本研究方法采用传统减重步行训练配合深度呼吸训练器的治疗策略，旨在观察探讨老年病患者心肺

功能的疗效进展，国内相关文献报道并不多见，故有研究价值。  

方法  30 例均为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来我院就诊的老年患者，常年患有慢性心力衰竭、高血

压、糖尿病、慢阻等基础疾病，心肺功能较差，符合研究标准。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采用减重步行训练，每次 15 分钟，每日两次，30 天为一疗

程；治疗组在减重步行训练的同时配合 PB-K5 深度呼吸训练器，医务人员负责操作软件，并指导提

示患者步行训练同时经口使用 PB-K5 进行快吸慢呼的方法，进行吸气肌的肌力、耐力、协调性训练。 

结果  经过 30 天治疗，两组患者 6min 步行实验、美国心脏学会功能分级、吸气肌量化指数（负荷、

流速、功率）较治疗前均改善；治疗组上述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老年病患者长期制动导致心功能降低，基础心率加快，舒张期的缩短，将减少冠状动脉血流

灌注，最大摄氧量（VO2max）随之下降下降。同时呼吸肌肌力下降，肺的顺应性变小，肺活量明

显下降。通气/血流比值失调，气管纤毛的功能下降，分泌物黏附于支气管壁，排痰困难，易诱发呼

吸道感染。 

传统步行训练旨在改善运动功能，对平衡能力及下肢肌力、负重能力效果显著；但针对呼吸系统，

缺乏有效量化的训练指标。PB-K5 深度呼吸训练器是主动吸气肌训练，快吸慢呼是最佳训练方式。

快吸气时膈肌迅速扩张，慢呼有助于将大中小肺泡中的气体残气量降到最低，同时改善吸气肌的肌

力、耐力及协调性，从而增强肺通气功能、增加了肺泡的顺应性，血氧饱和度，促进组织换气。 

综上所述，减重步行训练结合深度呼吸训练疗法，操作简单、效果显著，非常适合综合医院康复中

心以及专科康复医院开展。目前我们仍需进一步研究，明确其机制和作用规律，以保障长期疗效。 

 

OR-033 

老年人群身体质量指数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之间存在非线性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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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仁卫
1
 郭琪

2
 王家仲

2
 

1.天津中医药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为了探究老年人群身体质量指数（BMI）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发病风险之间的关性。 

方法   受试对象为天津市汉沽区茶店镇老年人（男性 n=499，女性 n=613，年龄≥60 岁），进行一年

的跟踪随访。数据收集包括一般的体格检查、生化指标和调查问卷。受试者患有以下 3 种疾病中的

1 种及 1 种以上即定义为患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糖尿病、高血压及血脂异常。按照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的亚洲人群 BMI 分类标准，将受试者分为低体重（BMI<18.5 kg/m2），体重正常

(18.5≤BMI≤22.9 kg/m2)，超重(23≤ BMI≤24.9 kg/m2)，肥胖 I 级(25≤ BMI≤29.9 kg/m2)和肥胖 II 级

(≥30 kg/m2)。 

结果  在老年人群中，男女性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发病率分别为 62.8%和 72.9%。Logistic 回归分析

发现,在调整年龄、BMI、吸烟、饮酒、运动锻炼、疾病史混杂因素后，与正常体重者相比，低体重

者患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发病风险 OR 值为 1.57（95%CI=1.09-2.26），超重、肥胖 I 级及肥胖 II 级

者患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发病风险OR值分别为1.49（95%CI=1.01-2.22），3.21（95% CI=2.28-4.52），

4.12（95%CI=2.23-7.60）。 

结论  老年人群 BMI 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发病风险之间存在一种―U‖形关系。因此，在老年人群中，

过度的强调降低或者干预体重是不合适的。另外，老年人群不同程度肥胖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也

是不同的，对老年人群肥胖程度进行分级是有必要的。 

 

OR-034 

美国卒中协会（AHA/ASA）首部脑卒中康复指南的几点解读 

 

鲍勇 王继先 牛传欣 谢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对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卒中协会（AHA/ASA）的首部成人脑卒中康复指南进行解读，旨在抛砖

引玉，给大家带来临床启发或科研思路。 

方法  在通读这个 72 页指南的基础上，对照目前康复临床现状和以往的其他康复指南，分析比较他

们之间的不同，归纳总结该指南的特点。 

结果  该指南总结了近 20 余年同行评议的 944 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指南大致涵盖 5 个方面：1）

如何组织卒中康复方案，2）卒中预防和合并症管理，3）康复评估，4）感觉障碍和运动障碍的治疗，

5）转诊和社区康复。此外，本指南提出一种二维临床证据评价体系，对如何正确评价康复临床研究

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方法。 

结论  美国 AHA/ASA 首部卒中康复指南，引用了大量康复医学及康复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甚至

专科指南，对脑卒中的康复治疗给出了很多指导的具体意见，对今后的脑卒中康复临床及科研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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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5 

脑卒中患者本体感觉及平衡功能在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中的效果

观察 

 

王大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400016 

 

目的  脑卒中不但损害患者肢体运动功能，而且偏瘫侧肢体的本体感觉及平衡功能也降低。下肢康

复机器人是近年来国内外发展起来的步态训练新技术，该治疗通过提供减重支持，在平板上强化给

予持续性、对称性下肢运动轨迹，从而改善了肢体运动功能，但对偏瘫侧膝关节本体感觉的影响，

目前未见相关文献报道。本研究观察下肢康复机器人辅助步态训练与常规物理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偏

瘫侧膝关节本体感觉影响的差异性。 

方法 选取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 29 例，按随机数字表达法随机分为下肢康复机器人治疗组（15 例）

和对照组（14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物理治疗，治疗组在常规物理治疗的基础上增加下肢康复机器

人训练。2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及治疗 3周后应用被动定位被动复位（Passive Reproduction of Passive 

Positioning Protocol, PRPP）、运动变化阈值（Threshold to Detect Passive Motion, TDPM）的方

法测量偏瘫侧膝关节本体感觉位置觉、运动觉，以及站立位前伸试验（Standing Forward Reach Test, 

SFRT）、躯干平衡量表测试(Trunk Impairment Scale, TIS)，并比较。 

结果  2 组患者经不同治疗后，发现机器人治疗组偏瘫侧膝关节 45°目标 PRPP[7.5 1.08]°、15°目标

PRPP[14.9 2.71]°，伸膝 TDPM [5.4 1.98]°、屈膝 TDPM[4.3 1.25]°，SFRT[11.1 1.72]cm，TIS 动

态坐位平衡[8.4 0.21]分、协调性[3.4 0.32]分、总分[17.1 1.81]分。机器人治疗组较治疗前及对照组

均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患者 75°目标 PRPP 及 TIS 静态坐位平衡无

显著差异（p>0.05）。 

结论 下肢康复机器人辅助步态训练能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偏瘫侧膝关节本体感觉及平衡功能，对改

善肢体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OR-036 

基于中风偏瘫下肢电针治疗频率时效的超声分析 

 

杨万章
1
 王乔，王碧涵

2
 陈昕

3
 

1.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康复医学科 

2.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3.深圳大学医学部 

 

目的 通过超声影像分析不同频率、时间电针刺激后足下垂患者的胫骨前肌肌肉结构参数，探讨不同

频率、时间电针刺激对胫骨前肌肌肉形态和结构的影响，并结合临床评估明确最佳持续治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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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脑卒中后足下垂患者 24 名，随机分成 4 组，每组给予常规康复和电针治疗，A 组：连续

波 2Hz，10min；B 组：连续波 2Hz，20min；C 组：连续波 10Hz，10min；D 组：连续波 10Hz，

20min。每组针刺足三里、阳陵泉，得气后使用电针治疗仪连接足三里-阳陵泉一组穴位电极，以足

三里为刺激电极，阳陵泉为参考电极，电流强度选取患者达到感觉阈及痛阈之间 4/5 刺激强度。四

组患者连续治疗 2 周，应用 B 型超声每隔一天采集患者足下垂侧静息及最大等长收缩时胫骨前肌肌

肉的横截面积（CrosS-Sectional Area）、羽状角（Pennation Angle）、肌纤维长度（Fascicle Length），

同时对治疗前和治疗 2 周后进行临床评估（踝背伸 AROM 测量、下肢简化 Fugl-Meyer 评分量表），

比较各组之间治疗效果。 

结果 各组临床评估结果（Fugl-Meyer 评分、AROM）均在治疗后存在不同程度的增加，且治疗效

果与时间有关，10min 优于 20min，但与频率关系不大；各组患者的最大等长收缩时的肌纤维长度

在治疗 2 周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缩短同时羽状角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增加，且治疗效果与时间有关，

10min 优于 20min，但与频率关系不大，静息状态下的肌纤维长度及羽状角在治疗 2 周后与第 1 天

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各组最大等长收缩时肌纤维长度及羽状角较静息状态时有统计学差

异（P＜0.05）；各组患者患侧最大等长收缩时胫前肌横截面积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呈现出先上升，后

下降或者趋于水平的规律，2HZ 10min 组最大等长收缩时胫骨前肌横截面积达到最大值的时间约开

始治疗后的 8.22-10.01 天内；2HZ 20min 组在 9.40-11.90 天内；10HZ 10min 组在 8.10-9.77 天内；

10HZ 20min 组在 9.96-11.88 天内。 

结论 电针治疗可提高中风后足下垂患者的运动功能，改善关节活动能力，治疗效果与电针频率关系

不密切，与时间有关，且 10min 优于 20min。最大等长收缩时胫骨前肌的肌肉结构参数（羽状角、

肌纤维长度、横截面积）均较静息时改变，且肌肉结构参数的改变与治疗天数有关。 

关键词：脑卒中；足下垂；胫骨前肌；电针；超声影像；治疗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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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7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改善阿尔茨海默病认知功能的临床研究 

 

张凤霞
1
 覃媛媛

2
 张旻

3
 黄晓琳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科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影像医学科 

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  认知功能下降和脑功能连接的变化是临床阿尔茨海默病的常见症状和磁共振变现，本研究旨

在观察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阿尔茨海默病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及对脑功能连接的影响。 

研究方法   根据美国国立神经病、语言交流障碍和卒中研究所—老年性痴呆及相关疾病学会

（NINCDS-ADRDA）标准选择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0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n=10）。

在确诊后两组均行药物治疗 3 个月以上，随后试验组在此基础上予以导航下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

刺激部位为左侧前额叶背外侧和左侧颞叶，刺激参数为频率 10HZ、刺激强度 90%RMT（静息运动

阈值）、刺激时间 5s、间歇时间 25s、1000 个脉冲，两个脑区刺激参数相同；对照组予以无效刺激

（置于顶叶），总的刺激时间约为 20min。每天一次，每周 5 次，治疗时间为一个月。治疗前、后进

行认知评估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阿尔茨海默病评价量表-认知分量表（ADAS-cog）、

Addenbrooke 认知评估量表（ACE—Ⅲ）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检查。 

研究结果  试验数据采用 SPSS21.0 进行 t 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试验组认知评估较对照组明显提高，

具有统计学意义，即 ADAS-cog（P=0.008），MMSE（p=0.018）,ACE—Ⅲ(p=0.014)；并且静息态

磁共振显示能增强脑功能连接，包括左侧前额叶与右侧小脑连接增强和左侧额下回连接，而左侧颞

叶未发现与其它区域连接增强。 

结论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能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功能，其可能的机制是磁刺激可提高左

侧前额叶与其它认知相关的脑功能连接。 

 

OR-038 

A 型肉毒毒素干预后脊髓损伤大鼠小腿肌群病理特征的基础研究 

 

姜丽 卫小梅 王巧缘 张耀文 窦祖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不同时间点进行 A 型肉毒毒素（BoNT-A）干预后，痉挛大鼠小腿肌病理特征的动态变化。

为 BoNT-A 干预痉挛的最佳时间点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本实验部分设置正常对照组（Normal-Contrl）、SCI 模型对照组（12w-Contrl），SCI 模型生理

盐水（NS）干预组和 SCI 模型 BoNT-A(BT)干预组共 4 组。按造模后注射药物时间不同将各干预组

又分设 3 个亚组：2w 注射组、4w 注射组、8w 注射组。12w-Contrl 大鼠不予注射干预；BT 干预组，

按时间点（2w、4w、8w）分别予适量 BoNT-A 注射大鼠右腓肠肌（GM）；NS 干预组，按时间点（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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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8w）分别予生理盐水注射大鼠右 GM，注射容积与 BT 干预组大鼠相同。使用 BoNT-A（衡力，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配制浓度：100u/2ml，注射剂量 0.6u/100g）；在超声图像引导下将 BoNT-A

或者生理盐水注射至大鼠右 GM，注射时间点分别为 SCI 造模后 2w，4w 及 8w。所有实验大鼠均在

造模后 12w 时取材 GM 和比目鱼肌（Sol）行病理分析。主要分析指标包括体重、肌重、电泳分析

各亚组间 MyHC 各亚型占比。 

结果  与 Normal-Contrl 组相比，12W-Contrl 组和干预组大鼠 GM 肌重均明显下降(P≤0.05)；与

12W-Contrl 组相比，BT 干预组 GM 肌重明显下降(P≤0.05)，NS 干预组 GM 肌重无明显改变。Sol

结果与 GM 相似。电泳分析结果显示：12W-Contrl 组及干预组大鼠的 MyHCⅠ型占比均较

Normal-Contrl 明显下降（P≤0.05）。8W-12W-BT 亚组的 MyHCⅠ占比较 12W-Contrl 明显增加。与

Normal-及 12W-Contrl 组相比，4W-12W-BT 亚组的 MyHCⅡa 占比最高（P≤0.05）；与 Normal-Contrl

及 12W-Contrl 对比，BT 各亚组 MyHCⅡx 的占比均明显升高（P≤0.05）；12W-Contrl 组 GM 的 MyHC

Ⅱx 占比较正常对照明显升高（P≤0.05）。BT 各干预亚组的 MyHCⅡb 占比水平低于 Normal-Contrl

（P≤0.05）。与 12W-Contrl 组相似，各 NS 亚组 MyHCⅠ占比较正常对照明显下降（P≤0.05）。

12W-Contrl 和干预组 Sol 的 MyHCⅡa 占比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4W-和 8W-12W-BT 亚组

的占比高于 12W-Contrl 组。2W-和 8W-12W-BT 亚组大鼠 MyHCⅡx 占比较 12W-Contrl 组明显增高

（P≤0.05）；2W-和 8W-12W-BT 亚组 MyHCⅡb 占比明显大于 12W-Contrl 组（P≤0.05）。 

结论  BoNT-A 注射不仅会引起同侧 GM 及 Sol 的病理改变，也会致对侧 GM 发生病理改变；早期

BoNT-A 注射干预对 GM 及 Sol 的 MyHC 亚型转变影响显著。 

 

OR-039 

CARF 理念在国内康复护理中的运用分析 

 

金娟 

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210029 

 

背景  CARF（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rehabilitation facilities）是康复机构认证委员会的简

称，是国际公认的、先进的、针对康复机构的标准体系。 

目的  应用 CARF 标准建立康复医学科的同质化管理，不断改进、提升我们的康复护理质量和管理

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方法  我病区自 2015 年 1 月至 5 月开始运用 CARF 的理念指导临床康

复护理工作，并从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着手，加强了团队之间的沟通，建立了协调员机制，提供无

障碍的环境、可及性的服务，优化了康复服务的流程，强化了员工的技能培训、患者安全与健康教

育，运用绩效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自我检查、改进和完善，从而提高了我们的康复护理质量和

管理水平。并收集治疗效果、患者及家属对健康宣教的满意度、患者和家属满意度等方面进行问卷

调查、电话随访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治疗效果、患者及家属对健康宣教的满意度、患者和家属满意度均较 1 月份显著提高。结论：

CARF 认证可以作为中国康复机构质量控制的抓手，提高康复机构的服务品质和价值，使患者生活

品质得到显著提高。康复护理也需要通过 CARF 理念指导我们的护理思路和策略，来实现提升护理

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和满意度，确保患者安全优质的护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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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0 

丰富环境促进 MCAO 大鼠健侧扣带及其周围灰质血管新生的作用

研究 

 

沈雪彦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 200040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 MCAO 术后大鼠进行丰富环境干预及神经行为学评分，对于大鼠缺血灶对侧大

脑采用皮层免疫蛋白印迹分析、免疫组化等方法，探究丰富环境对 MCAO 大鼠缺血灶对侧皮层血管

及神经新生、MCAO 大鼠健侧扣带及其周围灰质血管新生的促进作用。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健

侧皮层的功能重建对患者的功能缺损起一定代偿作用。丰富环境可以改善 MCAO 术后大鼠健侧半球

灌注而非缺血侧。结合―神经-血管单元‖理论，我们假设丰富环境可以促进 MCAO 大鼠缺血灶对侧皮

层血管及神经新生。而在研究中发现，扣带及其周围灰质部位的 VEGF 表达在双侧扣带回都较为明

显。故本研究拟选取扣带及其周围灰质作为代表区域，研究丰富环境对于卒中后健侧脑血管新生的

影响。 

方法  我们首先通过神经行为学评分验证了丰富环境对于 MCAO 术后大鼠的功能恢复作用，然后通

过免疫印迹从 VEGF 和 HGF 两个血管新生通路验证 EE 对于血管新生的作用。同时我们检测了突触

和新生神经元的特异性蛋白，检验血管及神经新生情况。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免疫荧光及组

化从VEGF和HIF两个血管新生相关通路验证EE对于大鼠双侧扣带及其周围灰质血管新生的作用。 

结果  研究发现，丰富环境干预组大鼠神经行为学评分下降比标准环境组快，丰富环境组缺血灶对

侧皮层 VEGF 和 HIF 两条血管新生通路均未见显著上调，突触抗体、巢蛋白表达也未见明显上调。

CD34、VEGFR2 和 eNOS 在大鼠扣带及其周围灰质存在共表达，同时 VEGF 和 HIF-1α 大鼠扣带

及其周围灰质存在共表达。EE 干预后，MCAO 术后大鼠双侧扣带及其周围灰质均出现血管增加及

eNOS 的显著上调。VEGF 表达的上调仅在健侧扣带及其周围灰质出现，而双侧 VEGFR2 的表达均

没有明显上调。 

结论  实验表明，丰富环境对于 MCAO 术后大鼠有促进功能康复的作用，但对于 MCAO 术后大鼠

健侧皮层整体上的血管、神经、突触新生没有检测到明显作用。EE 可以促进 MCAO 术后大鼠双侧

扣带及其周围灰质血管新生，此种作用与增加扣带及其周围灰质 eNOS 表达相关。在健侧，扣带及

其周围皮质的血管新生伴随 VEGF 表达增加，此种现象可能预示着 VEGF 在健侧半球功能重塑中的

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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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1 

A 型肉毒毒素在不同模式肌痉挛中的作用研究 

 

吴永涛 汪琴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研究 A 型肉毒毒素在缓解不同类型的中枢神经损伤所致肌痉挛的治疗作用。 

方法  1.一般资料：脑出血、脊髓损伤的住院患者 6 例（其中脑出血 4 例、颈髓损伤 1 例、胸髓损

伤 1 例）；性别：5 男，1 女；年龄：12-60 岁；病程 2 月余-1 年余。脑出血患者 Brunnstrom 分级

Ⅱ-Ⅳ级；脊髓损伤 ASIA 分级 C-D 级；肌张力评定：Ⅰ+-Ⅲ级（修订的 Ashworth 分级）。该 6 位患

者注射前均已口服降肌张力药物治疗（巴氯芬片 30-60mg/日），效果欠佳，注射后均行针对性康复

治疗。2.肉毒毒素注射：根据不同痉挛肌，确定注射部位及剂量，肌电引导下肌肉注射。3.评估治疗

效果：选取注射前及注射后 3 天、5 天、7 天、14 天、30 天、60 天，反复评估靶肌的肌张力。 

结果  1.脑卒中致患肢肌张力增高的治疗效果观察：脑卒中患者肉毒素注射后 3-7 天左右均开始出现

肌张力不同程度较前降低，结合注射后康复训练，患肢肌张力逐步较前降低 1-2 个级别（修订的

Ashworth 分级）。部分患者在注射 4-5 个月后出现患肌张力逐渐升高，但仍较注射前好转。2.脊髓

损伤致患肢肌张力增高的治疗效果观察：颈髓损伤患者在注射后 7 天双侧内收肌肌张力较前明显降

低，行走步态较前明显改善，追踪观察至半年，效果仍较好。本研究中截瘫患者病程较久，靶肌注

射后仍可见肌张力较前缓解，但患者部分肌群存在一定程度挛缩，肉毒素注射效果欠佳。 

结论  脑卒中患者多以上肢屈肌、下肢伸肌肌痉挛为主，部分影响下肢屈肌，导致上肢功能及行走

步态的恢复受限，肉毒毒素注射并结合药物及康复治疗，可明显缓解肌痉挛，改善上肢功能及纠正

足内翻、下垂的偏瘫步态。本研究中四肢瘫及截瘫患者均为部分性脊髓损伤，有一定的步行功能，

但因双下肢内收肌、屈肌肌张力高，影响行走功能的恢复，故通过局部注射靶肌改善其行走功能。

采用 A 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治疗，经持续疗效观察，A 型肉毒毒素在缓解肌痉挛中有明确效果，注

射后结合充分的康复治疗，患者肢体功能得到明显改善。 

 

OR-042 

脑卒中患者上肢表面肌电分析：以完成喝水动作为例 

 

刘慧华 燕铁斌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运用生物力学综合采集分析系统分析脑卒中患者完成日常喝水动作的运动模式，对比健侧与

患侧上肢完成运动模式的差异，为康复训练提出指导意见。 

方法  选用 Noraxon 生物力学综合采集分析系统中 MyoMuscle 表面肌电分析系统，分别在患侧及健

侧上肢三角肌前、中、后部，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内外侧头，桡侧腕屈肌，尺侧腕屈肌，桡侧腕伸

肌，尺侧腕伸肌，拇长伸肌定位并固定表面记录电极，按伸手拿杯子→举起杯子碰到嘴边→把杯子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85 
 

放到原处→手放回原处 4 个连贯动作完成 5 次喝水过程，据此分 4 段进行表面肌电信号分析，观察

指标包括反映肌肉活动状态的均方根值 (RMS)和判断肌肉疲劳程度的中位频率 (MF)。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包，配对 t 检验比较脑卒中患者健侧与患侧完成喝水动作过程中肌电信号差异，

设定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伸手拿杯子过程中：三角肌中部、后部、肱二头肌，尺侧腕伸肌，拇长伸肌 RMS 与健侧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测试肌群 MF 与健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举起

杯子碰到嘴边过程中：三角肌中部、后部，肱二头肌，尺侧腕伸肌，拇长伸肌 RMS 与健侧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角肌中部，肱二头肌，桡侧腕屈肌，尺侧腕屈肌，拇长伸肌 MF 与

健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杯子放到原处过程中：三角肌前部、中部、后部，肱二头

肌，尺侧腕伸肌，拇长伸肌 RMS 与健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角肌中部，肱二头

肌，尺侧腕屈肌，尺侧腕伸肌，拇长伸肌 MF 与健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手放回原

处过程中：三角肌中部、后部，肱二头肌，桡侧腕屈肌，桡侧腕伸肌，尺侧腕伸肌，拇长伸肌 RMS

与健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角肌中部、后部，肱三头肌外侧头，桡侧腕屈肌，桡

侧腕伸肌，尺侧腕伸肌，拇长伸肌 MF 与健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患侧完成喝水动作时以更大程度激活近端肌群为主，远端收缩力达不到正常水平，消耗能量

较大，患侧各肌群在完成喝水动作过程中更容易疲劳。 

 

OR-043 

呼吸肌神经肌肉电刺激对 COPD 患者运动腹肌疲劳的影响 

 

张鸣生 刘亚康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背景与目的  呼吸肌功能障碍是 COPD 患者呼吸困难和运动耐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腹肌先于膈肌发

生疲劳可能是导致运动受限更重要的因素。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可以增强骨骼肌功能，呼吸

肌 NMES 可以维持甚至提高危重症患者呼吸功能。呼吸肌作为重要的骨骼肌，虽然理论上 NMES

可以提高其收缩能力，但是呼吸肌 NMES 在 COPD 中的应用鲜有报道。目前，能有效反映腹肌收

缩情况的检测手段有表面肌电（sEMG）和腹肌超声。两者均具有零辐射、操作简便的优点。前者

反映肌肉纤维募集和疲劳情况，后者可以直观地反映肌肉收缩情况。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呼吸肌

NMES 干预前后运动状态下 COPD 患者腹横肌表面肌电（sEMGTA）和超声，研究呼吸肌 NMES

对 COPD 患者运动中腹肌疲劳和运动耐力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42 名稳定期 COPD 患者随机分配进行 12 周单纯的日常肺康复宣教（UR 组，20 例，

平均年龄 62.8±10.3 岁，FEV1%预计值 29.1±10.4%）和在 UR 的基础上进行呼吸肌 NMES 项目训

练（UR+NMES 组，22 例，平均年龄 65.7±11.3 岁，FEV1%预计值 31.1±9.8%）。干预前后，两组

均进行常规肺功能检查、最大努力吸气及呼气动作的呼吸肌力、恒定功率下（递增负荷功率自行车

运动 80%最大运动量的功率）踏车运动等运动时间点的 sEMGTA 和厚度，以及运动受限时间（Tlim）。 

结果  所有的受试者均可以完成 12 周的干预。干预后，UR+NMES 组最大吸气压（MIP）和最大呼

气压（MEP）（62.5±8.2cmH2O, 77.8±10.8 cmH2O）均大于 UR 组（51.4±9.3 cmH2O, 66.5±11.2 

cmH2O），有统计学差异；静息状态下，UR+NMES 组和 UR 组 sEMGTA 均方根值（RMST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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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频率（MF）和腹横肌增厚率（TFTA，呼吸厚度差与呼气末厚度的比值）无明显差异（5.68±1.22uV 

vs 5.78±1.27uV；67.4±4.2Hz vs 66.8±5.5Hz；18±9% vs 17±10%）；恒定功率运动等运动时间点时，

UR+NMES 组 RMSTA（9.77±1.17uV）、MF（74.2±8.7Hz）和 TFTA（35±11%）均大于 UR 组（分

别为 7.56±1.52uV，45.7±4.7Hz，24±9%，P 均<0.05）。UR+NMES 组 Tlim 较 UR 组长（320.2±100.3s 

vs 472.2±147.9s，P<0.01）。 

结论  呼吸肌 NMES 可以增强 COPD 患者运动中的腹肌收缩能力、降低腹肌疲劳，以及提高运动耐

量。呼吸肌 NMES 可以作为常规的肺康复项目之一。 

 

OR-044 

智能手功能训练评估系统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的影响 

 

鲍勇
1
 吉洁

1
 陆佳敏

1
 张洁

1
 谢青

2,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观察手功能训练评估系统的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改善程度。 

方法  15 例病人随机分成 2 组，对照组给予常规训练和康复治疗，强化训练组在对照组的常规康复

训练的基础上，每天用智能手功能训练评估系统对每位患者进行瘫痪侧手指的伸、握、对捏、侧捏

及指间夹训练，每个动作每天训练 100 次，每周训练 5 天，连续 3 周。在干预前及 3 周后评定一次

上述各组每例患者的上述各组动作的时产生的握力、捏力和夹指压力；  

用 Fugl-meyer 测试患手的功能，同时比较 MBI（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 

结果  对照组和治疗组在手的肌力和 Fugl -meyer，MBI 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 ） 

结论  智能手功能训练评估系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脑卒中手握力和功能，有一定的推广前景。 

 

OR-045 

肌电生物反馈功能性电刺激治疗后的偏瘫患者步态分析 

 

李晓婷 元香南 张志强 张立新 李菡婷 刘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采用 Foot-Scan 足底压力分析，观察肌电生物反馈功能性电刺激(FES)治疗后的偏瘫患者步态参数

的变化情况。 

选择 34 例病程≥3 周，独立或在他人监护下步行 10m 以上，且患侧下肢能够产生部分分离运动的脑

卒中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肌电生物反馈功能性电刺激组和空白对照组，每组 17 例。均给予常规药

物治疗及基本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在此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肌电生物反馈功能性电刺激治疗，根据

踝关节背屈、内翻程度调节刺激电极片位置及具体适宜的刺激量，20min/天，每周 5 次，共 4 周。

对照组在治疗期间不给于任何电刺激。在治疗前后分别对 34 例患者进行 Foot-Scan 足底压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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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步行速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步行速度均较前

提高（P<0.05），且 FES 组较对照组提高更为明显（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患侧步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患侧步幅均较前提高（P<0.05），且 FES 组较对照

组提高更为明显（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患侧双支撑相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患侧双支撑相时间均较前缩短（P <0.05），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双侧单支撑相时间差值均较前缩短（P<0.05），但两组间单支撑相

时间差值改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患侧足跟内、外侧初始触

地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患侧足跟内、外侧初始触地时间均较前

缩短（P<0.05），但两组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FES 组患者的患侧初始着

地期（足跟开始触地至全足跟触地的时间）、患侧步长较前延长，患侧步宽以及步长时间差值均较前

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FES 组患者患侧足中部冲量以及接触面积均较治疗

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肌电生物反馈功能性电刺激能有效提高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步行速度以及步幅；能促使偏瘫侧足跟

的初始触地时间提前、初始着地期延长；能促使偏瘫侧的时空参数与健侧更对称；双支撑相以及步

宽的缩短说明了步行时患侧负重能力以及平衡能力的提高。在本研究条件下，肌电生物反馈功能性

电刺激组患者的步行能力的改善程度要优于对照组。 

 

OR-046 

ICF 功能障碍组合在神经科住院患者临床疗效评估中的应用 

 

王文宗 乔鸿飞 张巧俊*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718000 

 

目的  探讨 ICF 功能障碍组合（ICF Disability Set）30 个类目在神经科住院患者临床疗效评估中的

应用。 

方法  80 例神经科住院患者，于治疗前、治疗后，采用中国版 ICF 功能障碍组合、Barthel 指数(BI)、

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WHO Disability Assessment Schedule, WHODASⅡ)、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中文（英文全称，Moca）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进行评定，分析

ICF 功能障碍组合量表与 BI、WHODAS Ⅱ、NIHSS、MoCA 和 SDS 评分的相关性及一致性。 

结果  ICF 功能障碍组合身体功能与活动和参与两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34,0.926；与

BI、WHODAS Ⅱ、NIHSS、MoCA 和 SDS 量表显著相关（r=0.316～0.745, P<0.05 或 P<0.01)。

80 例患者 ICF 功能障碍组合量表 30 个类目中除 b280 痛觉、b640 性功能和 b620 排尿功能没有差

异外（P>0.05），d850 有报酬的就业不适用，其余均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ICF 功能障碍组合能准确描述患者的功能障碍和反映其疗效评估，是有效的临床评定工具，

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使用。 

 

OR-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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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与其家属对该疾病后遗症问题的识别：

靶向性结果测量法（Target Outcome Approach)在识别最严重问

题方面的价值和应用 

 

陈越 冯丹玲 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本研究是通过靶向性测量法（Target Outcome Approach)调查创伤性颅脑损伤后遗症对中国

患者与其家属分别造成的最大困扰问题，对比出患者与家属在认定的问题内容和问题困扰程度方面

是否存在差异，为临床康复治疗提供新的导向。 

方法 研究中对 85 位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及其一位重要的家庭成员通过面谈的方式展开调查。与标

准化评估测量方法不同的是，此研究中对患者及其家属采用靶向性结果测量方法，通过开放式问卷

得出三个他们分别认为存在的最大问题，并且根据李克特式量表（Likert-scaled）来评估研究对象所

遇到问题的困难等级，最后研究人员对问题内容进行编码分类统计。 

结果  经过编码分类后的统计结果显示，家属认定所遇到的创伤性颅脑损伤后遗症的问题困难等级

是患者的两倍。另外，患者和家属对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的内容的认定也存在明显差异。患者

认定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认知能力下降（P＜0.01）和躯体功能障碍（P＜0.01），而家属认定

患者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情绪（P＜0.01）和人际交流（P＜0.01）障碍。 

结论  研究通过对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最大困扰问题的开放式问卷调查得出了一个新的结果，也得

出了患者与患者家庭成员之间对创伤性颅脑损伤后遗症感受的差异。另外，此次研究虽然使用的是

靶向性结果测量法，但同样适用于临床，为以后创伤性颅脑损伤的临床评估及治疗提供了新的工具

和方向。与标准化的功能分级量表相比，靶向性结果测量方法更加的简洁，同时也能够反映创伤性

颅脑损伤患者存在的更多细微问题，以及对其家庭成员的影响。对于解决患者及其家属最关心的问

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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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8 

功能性电刺激与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足下垂内翻的疗效

评价 

 

赵娟
1
 白玉龙

1
 张备

1
 王凡

2
 孙长慧

2
 李莹莹

1
 刘培乐

1
 朱秉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上海市第三康复医院 

 

目的  功能性电刺激与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足下垂内翻的疗效评价。 

方法  选取 41 例符合入组标准的脑卒中后足下垂、内翻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24 例）和对照组

（17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试验组穿戴功能性电刺激仪进行辅助步行训练，对照组

使用生物反馈电刺激进行训练。分别于入组时、治疗 2 周及治疗 4 周后进行 10 米步速测量、简化

Fugl-Meyer 下肢评定（FM）及功能性步行分级（Functional Ambulation Category, FAC）评定。最

后通过统计学分析，考察两种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 

结果  FM 分项中 FM3（伸肌协同运动）治疗 2 周后组间有统计学差异；FM 总分及各分项在治疗 2

周和 4 周后试验组较对照组均有增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AC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组内前后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10 米舒适步速测试结果显

示治疗 4 周后，试验组较对照组步速改善更明显，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功能性电刺激和生物反馈电刺激均有助于改善脑卒中后足下垂内翻以及步行能力，功能性电

刺激可能具有优于生物反馈电刺激的趋势。 

 

OR-049 

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 ADL 分级康复管理效果分析 

 

白国芳
1
 郭丹

2
 赵丽霞

1
 李利红

1
 

1.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2.日本植草学园大学保健医疗学部 

 

目的  探讨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在 ADL 分级护理基础上的分级康复管理方法，及其对康复效果的

影响。 

方法  （1）根据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分结果进行脑卒中能力障碍程度分级。（2）制

定不同级别脑卒中康复管理内容，开展护理者康复护理培训，按照 ADL 不同级别确定出院去向与随

访计划等管理措施。（3）比较管理前 78 例与管理后 101 例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住院康复治疗费

用、患者 ADL 评分变化、患者及护理者生活质量评分变化。 

结果   ADL 分级康复管理前后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有显著差异（P＜0.05），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

质量变化有显著差异（P＜0.05），护理者生活质量两组有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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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在 ADL 分级护理的基础上，实施 ADL 分级康复管理，康复治疗团队按

照患者不同级别给予相应的康复管理措施，能够有效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降低了患者平均

住院时间、改善了患者及其护理者的生活质量。 

 

OR-050 

悬吊训练对改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效果研究 

 

唐鹏 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本文通过相关实验，探究悬吊训练对改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效果研究。 

方法  选取符合标准的脑卒中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除了常规的康复治疗外，每周 5

次，为期 4 周的悬吊训练）和对照组（实验期间只进行常规的康复治疗）。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治

疗前偏瘫肢体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纳入标准：①病情稳定；②无严重

认知功能障碍，能遵循简单的指令；③下肢 Brunnstrom 功能评定Ⅲ级。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的康

复治疗（Bobath 和运动再学习技术为主），如桥式训练、平衡训练、上下楼梯训练以及减重步行训

练等。实验组除常规康复治疗外，采用悬吊训练：动作一: 背桥 ：患者仰卧位，将身体放平，悬吊

带置于患者膝关节处，让患者抱臂挺起腰背，通过调整力臂，逐渐增加难度，要求患者保持腰背部

同一水平面，每组 30 秒，共 4 组；动作二: 单腿外展：患者仰卧位，患侧单腿悬吊，另一侧下肢水

平外展，每次外展 10 次，共 3 组；动作三: 侧桥：患者患侧卧位，悬吊带置于膝关节处，让患者将

髋部抬离床面，保持腰部与髋部处于同一水平面，每组 30 秒，共 4 组；动作四: 腹桥：患者俯卧位，

将悬吊带分别置于胸部、膝部，使身体离开床面，要求患者头部、上背部、臀部保持同一水平面，

每组 20 秒，共 3 组。可依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可以在实验早期或实验后期对悬吊动作的难度进行适

当的降低或增加，并且注意训练前的热身及组间的休息，1 次/天，30 分钟/次，5 次/周，共 4 周。

训练前及训练后 4 周对两组患者均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 、Holden 步行功能评分，对患平衡功

能，步行能力进行评价。并且接受 GaitWatch 三维步态（12m 步行测试）分析系统测试，采集其步

行周期、支撑相、单足支撑相（偏瘫侧），通过比较治疗前、后步行参数做出实验分析，进行评价。

计量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Berg 评分、Holden 评分、步行周期、支撑相、单足支撑相（偏瘫侧）无

显著差异（P＞0. 05 )；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 Berg 评分、Holden 评分、步行周期、支撑相、单足

支撑相（偏瘫侧）均得到显著提高，治疗前后各量表的评分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 05 )，且实验

组患者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根据实验结果进行结论分析，悬吊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在步行功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与

常规康复治疗相比，悬吊训练可以通过提供不稳定的训练平面，有利于提高患者躯干及下肢的稳定

性，改善患者在步行过程中患侧的支撑时间以及平衡功能。 

 

OR-051 

康复治疗及康复介入时机对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植物状态患儿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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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生理及预后影响的研究 

 

崔伟丽 马彩云 尚清 张继华 李靖婕 刘冬芝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及康复介入时机对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植物状态患儿脑电生理及预后的影响作

用。 

方法  选择在我院康复医学科治疗的 78 例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植物状态患儿为研究对象，依据患儿

来院康复治疗时间分为早期介入组和对照组，均给予综合促醒和康复治疗 3 月，对比康复治疗前、

治疗 1 月、治疗 3 月时患儿 EEG、BAEP 检查结果，将检查结果量化分级评分，治疗 3 月后采用

GMFM 对患儿运功功能进行评估，采用韦氏智力测试对患儿认知水平进行评估。出院后每月对两组

患儿进行例行家庭随访，随访 9 月时再次对两组患儿进行 GFMF 运动评估及韦氏智测评估，对患儿

治疗前、后的 EEG、BAEP 评分及运动功能、认知评分进行 t 检验，分析康复治疗及不同康复介入

时机对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植物状态患儿脑电生理结果及预后的影响。 

结果  早期介入组、对照组患儿在康复治疗 1 月后意识恢复分别为 29 例（72.5%）、12 例（31.6%），

3 月意识恢复 40 例（100%）、31 例（81.6%）,早期介入组、对照组治疗 1 月后与康复治疗前对比

EEG、BAEP 结果评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月后，对照组治疗前与早期介入组

EEG、BAEP 结果评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月后，早期介入组与对照组 EEG、

BAEP 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月后早期介入组 GMFM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并分析 9 月后两组患儿 GFMF 运动评估及韦氏智测评估，两组

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促醒及康复治疗有助于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植物状态患儿意识状态及运动认知功能的恢

复，早期康复介入对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植物状态患儿的预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OR-052 

悬吊训练对运动障碍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研究 

 

吕楠 尚清 马彩云 万凯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悬吊训练对运动障碍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 

方法  将运动障碍患儿 60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30)给予常规康复训练治疗，治疗组(n=30)给

予常规康复训练和悬吊训练治疗。两组治疗 1 个月。在康复治疗前后，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

表、表面肌电分析评估系统、徒手肌力检查及 Peabody 粗大运动发育量表评估患儿肌张力、肌力及

粗大运动功能。 

结果  两组治疗后肌张力、肌力及粗大运动功能均优于治疗前(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悬吊训练有利于运动障碍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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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3 

康复机器人在脑性瘫痪患儿康复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朱敏杰 尚清 耿香菊 李文霞 陈白云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康复机器人在脑性瘫痪患儿康复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收集脑瘫患儿 36 例，采用抽签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

的康复治疗，观察组则加用康复机器人辅助步行训练。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站立区(D 区)和走、跑、跳

区(E 区)的粗大运动功能变化。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D 区、E 区的 GMFM-88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康复机器人辅助步行训练能有效的改善脑瘫患儿的步行能力，其操作简单、重复性、持续性

好，值得临床借鉴推广。 

 

OR-054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脊髓损伤后遗留神经病理性疼痛疗效观察 

 

洪传盛 周贤丽 王 艺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脊髓损伤后遗留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的疗效。 

方法  40 例ASIA B~C 级 T11~L1 节段脊髓损伤患者（病程 1个月以上，均遗留有神经病理性疼痛），

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选用 CCY-l 型磁刺激仪，使用―8‖字形线圈，治疗时，所

有患者均全身放松，仰卧于治疗床上，治疗疼痛部位对应神经根时患者取俯卧位，1 次/d，连续 5d，

休息 2d，每 7d 为 1 周期，共治疗 2 个周期。（1）实验组  20HzM1 区联合 1Hz 疼痛部位对应神经

根：①20HzM1 区：―8‖字形线圈，中心点正对 M1（原始运动皮质）区，刺激频率 20Hz、刺激时间

1s、刺激个数 20 个、间歇 15s，刺激 56 个序列，共 1120 个脉冲；②1Hz 疼痛部位对应神经根，―8‖

字形线圈，中点正对一侧疼痛部位对应神经根，刺激频率 1Hz、刺激时间 10s、间歇 2s，刺激 75

个序列，共 750 个脉冲。（2）对照组  20HzM1 区：―8‖字形线圈，中心点正对 M1（原始运动皮质）

区，刺激频率 20Hz、刺激时间 1s、刺激个数 20 个、间歇 15s，刺激 56 个序列，共 1120 个脉冲。

两组患者均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5d 后、治疗结束和治疗结束后 1 个月进行疼痛评估。疼痛评估方

法为简易疼痛评估量表包括:疼痛分级指数（PRI）、目测类比定级法（VAS）、现有疼痛强度(PPI)。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5d 后、治疗结束和治疗结束后 1 个月疼痛评分。 

结果  治疗前和治疗 5d 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疼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结束后，实验组和

对照组疼痛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 1 个月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疼痛评分有显著

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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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0HzM1 区联合 1Hz 疼痛部位对应神经根治疗对脊髓损伤患者遗留的神经病理性疼痛疗效优

于 20HzM1 区治疗。 

 

OR-055 

呼吸肌群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因联合反应诱发上肢肌张力增高的影

响 

 

辛蔚 刘朝晖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分析呼吸肌群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因呼吸肌运动模式异常导致联合反应诱发上肢肌张力增高的

影响。 

方法  选自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院康复理疗科病房收治的 40 例脑卒中 Brunnstrom 分期

为 II-IV 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符合第五届全国脑血管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经颅脑 CT 和 MRI

证实，患者为首发脑卒中，年龄在 18-70 岁之间，病程少于 3 个月，无知功能障碍，改良 Ashworth

痉挛量表评分 1-3 级，其中脑梗死恢复期 28 例，脑出血恢复期 12 例。按照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20 例病例采用营养神经药物治疗、运动疗法、神经促进技术疗法和作业治

疗等常规治疗方法。观察组 20 例患者在采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呼吸肌群的训练，如呼吸模式调整

训练（吸呼比 1:2）、腹式呼吸抗阻训练、Power breathe® 呼吸训练器进行吸气肌阻力训练（30 个

/组，2 次/d）、配合正确呼吸模式做健侧力量训练（30min/次，2 次/d），强化呼吸肌群控制能力，抑

制患侧上肢运动过程中呼吸肌群代偿，纠正运动过程中憋气现象。2 组患者的病程及肢体瘫痪程度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1 个月对患者进行 Fugl-Meyer（FMA-U）评价上肢运动功能，

采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量表评分、表面肌电图测定上肢的肌张力，使用 Power breathe®对患者的

吸气峰流速和呼吸肌肌力指数进行评估。 

结果  观察组较对照组在吸气峰流速明显升高，呼吸肌肌力指数明显增大的同时，患侧上肢改良

Ashworth痉挛量表评分降低（P<0.05）、表面肌电图数值降低（P<0.05）、FMA-U评分较高（P<0.05）。 

结论  呼吸训练可以提高呼吸肌群运动功能，增强呼吸过程中呼吸肌的控制能力，改善脑卒中患者

因呼吸肌运动模式异常、呼吸肌代偿导致的患侧上肢的联合反应引起的肌张力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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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6 

VNS 治疗大脑中动脉栓塞大鼠梗死急性期作用机制的研究 

 

录欣欣
1,2

 金冬梅
1
 燕铁斌

1
 耿登峰

1
 谭智

3
 刘慧华

1
 蔡传萍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中山大学生理教研室 

 

目的 近年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电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能减小脑梗死急性期大鼠

的脑梗死体积达 50%以上，但其确切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实验探讨 VNS 是

否通过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 a7 亚基(the a7 Subunit of the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a7nAChR)/JAK 胆碱能抗炎通路治疗梗死急性期的永久性大脑中动脉栓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模型大鼠，研究 a7nAChR 是否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方法  选用 250-300g 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六组，分别为 MCAO-sham 组（N 组）、MCAO 组

（M 组）、MCAO+VNS 组（V 组）、a7nAChR 阻滞剂侧脑室注射+MCAO+VNS 组（Z 组）、安慰剂

侧脑室注射+MCAO+VNS 组（NZ 组）、MCAO+a7nAChR 激动剂腹腔注射组（G 组）。其中，脑梗

死造模使用的是永久性 MCAO 术，使用线栓栓塞左侧大脑中动脉后不拔出。左侧 VNS 治疗参数：

频率 20Hz，电流 0.5mA，脉宽 0.5ms，每次刺激时间 30s，间歇 5min，治疗 1h。a7nAChR 特异

性阻滞剂为a银环蛇毒素，a7nAChR特异性激动剂为PHA-543613。各组大鼠又随机分为两个亚组，

一组在 MCAO-sham 或 MCAO 术 24h 后进行 Garcia 评分评定神经功能，TTC 染色计算大鼠脑梗死

体积；一组取缺血半影区皮质进行 western blot 检测其中的 a7nAChR、p-JAK2 和 p-STAT3 的蛋白

表达。实验数据通过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设置 p<0.05 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1、V 组和 G 组的 Garcia 评分较 M 组高，Z 组较 V 组低，NZ 组较 Z 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各组大鼠脑梗死体积相比，V 组和 G 组的较 M 组小，Z 组较 V 组大，NZ 组较 Z

组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a7nAChR、p-JAK2 和 p-STAT3 的蛋白表达，V 组均较

M 组高，Z 组均较 V 组低，NZ 组均较 Z 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7nAChR 和 p-JAK2

的蛋白表达，G 组均高于 M 组（p<0.05），G 组与 V 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p-STAT3 的蛋

白表达，G 组均低于 M 组（p<0.05），G 组较 V 组也低（p<0.05）。       

结论  VNS 促进梗死急性期的永久性 MCAO 模型大鼠缺血半影区的 a7nAChR、p-JAK2、p-STAT3

蛋白表达，提示 a7nAChR/JAK 胆碱能抗炎通路是 VNS 治疗梗死急性期的永久性 MCAO 模型大鼠

的作用机制之一，研究还提示 a7nAChR 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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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7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皮层血供重塑模式的研究 

 

谢鸿宇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脑血供是脑的实际血流灌注量，是对全脑灌注血管的密度及其生理功能的最终反映，是脑卒

中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其恢复的关键。我们通过丰富环境的干预手段，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大

鼠的促血管生长因子，血管再生现象和血供重塑模式进行检测。以期探寻脑缺血损伤后血供重塑的

特点，以及丰富环境对这种重塑作用的影响。  

方法  将 72 只成年 Sprague-Dawley 雄性大鼠行大脑中动脉梗塞/再灌注手术后随机分为 3 组：假手

术对照组（Sham），标准环境组（SC），丰富环境组（EE）。分别在丰富环境笼舍（EE 组）或标准

笼里（SC 组和 Sham 组）饲养 28 天，其间每组各取 6 只大鼠在缺血再灌注前 1 天和缺血后第 7，

14，21，28 天分别进行神经行为学评分（错步实验）。随后每组各取 6 只大鼠，在缺血再灌注后第

15 天通过 ELLISA 检测其血浆内 HGF 的含量，并且通过 western-blot 检测其梗死灶周围 HGF 的表

达丰度，然后每组另取 6 只大鼠通过免疫组化染色进行脑血管密度情况分析，通过甲酚紫染色对其

脑组织萎缩程度进行检测。在脑缺血后 1 小时和 28 天，通过激光散斑对各组大鼠进行皮层血流速度

和血供变化的检测。  

结果  1. EE 组大鼠的自主活动量比 SC 组大鼠高出 20 倍以上（P<0.05），确保了本次丰富环境实验

的效果。2. 两组大鼠在缺血前 1 天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异（P>0.05），EE 组大鼠在缺血后 7，21 和

28 天（P<0.01）中的表现明显好于 SC 组大鼠。3. 在缺血对侧（健侧半球），三组大鼠在脑缺血 15

天后没有明显的脑体积差异（P>0.05）。而在缺血半球，与 sham 组相比，SC 组大鼠的体积明显减

少（P<0.001）；而 EE 组大鼠的患侧半球目标区域的体积与 SC 组大鼠相比明显增加（P<0.01）。

4. 与 SC 组相比，EE 组大鼠血清（P<0.05）和脑组织（P<0.05）的 HGF 含量均明显增加。5. 与

SC 相比较，EE 组大鼠梗死周边皮层血管面积明显增加（P<0.05）。6. 在缺血 1 小时后，与 sham

组相比，SC 组和 EE 组大鼠的双侧皮层血流均出现下降（P<0.05）。而在缺血 28 天后，sham 组大

鼠双侧血流仍然保持稳定；与 sham 组相比，SC 组大鼠的健侧皮层血流仍然较少（P<0.05），而其

患侧血流却已基本恢复（P>0.05），EE 组大鼠的双侧皮层血流均已基本恢复（P>0.05）且均明显高

于 SC 组大鼠（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脑缺血后的血管新生在分子，结构，以及功能层面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并

首次发现了脑缺血后双侧皮层血供出现持续性减低现象的血供分布规律。并且说明了丰富环境对血

供恢复的促进作用和重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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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8 

表面肌电在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武文娟
1,2

 毕霞
1
 

1.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2.宁夏医科大学 

 

目 的 ： 利 用 洼 田 饮 水 试 验 （ the kubota drinking water test ）、 视 频 吞 咽 造 影 检 查

(video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VFSS)和表面肌电技术（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EMG）

评估脑卒中后口咽期吞咽障碍患者，探讨表面肌电技术评估吞咽障碍的有效性。 

方法：选取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2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80 例，

行洼田饮水试验评估和吞咽造影检查（VFSS），分析洼田饮水试验和 VFSS 筛查吞咽障碍的一致性

有无差异；利用表面肌电技术评估 VFSS 确诊后的 55 例口咽期吞咽障碍患者，在静息状态、干吞

咽、吞咽 5ml 水和吞咽 5ml 浓流质时记录患侧与健侧咬肌、口轮匝肌、颏下肌群和舌骨下肌群的吞

咽时限（S）、平均振幅(uV)和最大振幅(uV)，分析患侧与健侧四组肌群各表面肌电信号值的差异性

以及不同吞咽模式对相关肌群吞咽时限（S）、平均振幅(uV)和最大振幅(uV)的影响。 

结果：评估后，洼田饮水试验与 VFSS 评估吞咽障碍的 x
2值为 2.278,Kappa 值为 0.159，认为这两

种方法筛查吞咽障碍一致性极低，无统计学意义（P>0.05）。55 例经 VFSS 确诊为口咽期吞咽障碍

的患者患侧咬肌、口轮匝肌、颏下肌群和舌骨下肌群分别在静息状态、干吞咽、吞咽 5ml 水及吞咽

5ml 浓流质时的吞咽时限均较健侧延长，平均振幅及最大振幅均低于健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吞咽模式下，与静息状态相比，患侧与健侧四组肌群在干吞咽、吞咽 5ml 水和吞

咽 5ml 浓流质时的平均振幅、最大振幅均显著增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吞咽

5ml 浓流质时增加最明显；与干吞咽比较，吞咽 5ml 水时所有肌群的吞咽时限、平均振幅、最大振

幅均无明显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吞咽 5ml 浓流质时患侧与健侧各指标值均明显

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吞咽 5ml 水相比，吞咽 5ml 浓流质时患侧与健侧吞咽时

限、平均振幅、最大振幅均明显高于吞咽 5ml 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表面肌电技术可量化评估脑卒中后口咽期吞咽障碍患者，揭示吞咽相关肌群的神经肌肉电活

动，为表面肌电技术的临床应用提供可靠依据。 

 

OR-059 

单侧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双侧颏下肌群表面肌电分析 

 

郭钢花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单侧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时双侧颏下肌群表面肌电图特点，并探讨吞咽障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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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制。 

方法  选取左侧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8 名，右侧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7 名，正常对照者 10

例。采用表面肌电图记录上述对象吞咽 5 ml 温水时颏下肌群表面肌电振幅及时程。 

结果  左侧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左侧颏下肌群表面肌电振幅[(46.22±16.18)μV]明显高于右侧

[(42.95±13.78)μV],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侧吞咽时程[（1430.42±303.70）ms]与右侧

吞咽时程[（1407.09±282.85）ms]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右侧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

者右侧颏下肌群表面肌电振幅[(47.70±15.59)μV]明显高于左侧[（40.09±9.58）μV]，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左侧吞咽时程[（1548.10±290.75）ms]与右侧吞咽时程[（1564.29±295.84）ms]

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正常人吞咽时其左右两侧颏下肌群表面肌电振幅[（30.94±2.53），

(30.53±3.22) μV]及时程[(1288.00±221.93),(1290.00±217.59) ms]间均无明显差异（P>0.05）。与正

常人比较，左侧脑干卒中患者左侧颏下肌群 [(46.22±16.18)μV]及右侧脑干卒中患者右颏下肌群

[(47.70±15.59)μV]振幅均显著增强（P<0.05），左侧时程[(1430.42±303.70）)]及[(1564.29±295.84）

ms]均较正常人明显延长（P<0.05）。与正常人比较，左侧脑干卒中患者右侧颏下肌群[(42.95±13.78) 

μV]及右侧脑干卒中患者左侧颏下肌群 [（40.09±9.58）μV]振幅均显著增强（P<0.05），时程

[(1407.09±282.85),(1548.10±290.75) ms]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单侧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双侧颏下肌群吞咽功能均受损，且病灶侧受损程度较对侧严重。 

 

OR-060 

60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康复训练疗效观察 

 

王济红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吞咽障碍合并认知功能障碍康复训练的方法及疗效。 

方法  2013年10月～2015年12月在我科院住院的60例脑卒中吞咽障碍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

均经 CT 或 MRI 检查确诊，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脑梗塞 37 例，脑出血 23 例；男性 4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33～66，平均（50.61±14.22）岁；患者均意识清楚，生命体征平稳，能理解治疗人员

的指令；存在不同程度的吞咽障碍和认知功能障碍。对照组给予吞咽功能训练并行针灸治疗；治疗

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法基础上进行认知功能的评定、训练和心理疏导。(1)早期吞咽功能康复训练方法:

颜面部的运动训练和感觉刺激，主要有口唇闭合的运动、下颌运动，另外持续咽部冷刺激：冰块刺

激每日 3 次，每次 10～20 min。(2)针刺治疗：以利窍醒脑、疏经活络、通关利咽喉为治疗原则，选

取额三针、舌针，可配合翳风、风府点刺、口角歪斜加刺地仓等，根据远端取穴原则可选用内关、

合谷、劳宫等穴位。各穴得气后留针，隔 15 min 行针一次，留针 30 

min，每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3）认知—心理—行为治疗：认知治疗措施包括指导患者拼图

案等；训练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提高日常生活思维能力。心理疏导通过了解患者的性格、

文化程度和家庭情况，有针对性与其沟通，取得患者的信任；向患者讲解脑卒中及并发症的预防措

施和治疗方法，使患者了解疾病知识和应达到的目的；与治疗效果好的病人进行交流，树立康复的

信心；让家属一起参与患者的训练，明确预期目标及注意事项；在摄食训练过程中，家属配合调整

食物的性质、形态等；对患者进行吞咽功能评定，让患者了解自己的进步，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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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配合治疗。 

结果  治疗组经认知功能训练后 MMSE 评分有显著提高（P<0.01），治疗后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于脑卒中吞咽障碍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同时，积极进行认知功能的

训练和心理疏导，更有利于吞咽功能障碍的恢复。 

 

OR-061 

TBS 对健康受试者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的影响研究 

 

林拓
1
 徐光青

2
 江力生

1
 刘丰

1
 兰月

1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舌骨-喉复合体向前向上运动幅度下降，是造成误吸及吸入性肺炎反复发

生的主要原因，而舌骨上肌群对舌骨-喉复合体向前向上运动具有重要作用。舌骨上肌群受双侧半球

运动皮质的直接支配。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可改

变单侧半球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相关皮质的兴奋性，促进吞咽功能的恢复。θ 爆发式刺激

（theta-burst stimulation, TBS）包括持续 θ 爆发式刺激（continuous TBS, cTBS）和间隔 θ 爆发式

刺激(intermittent TBS, iTBS)两个刺激模式，已被证实是调节皮质兴奋性的高效刺激模式。但目前

TBS 对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影响的研究报道甚少。因此，该实验的目的是研究 TBS 对健康受

试者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的影响。  

方法  用三个不同的 TBS 刺激方案，对 35 个健康受试者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区进行刺激。刺激前

及刺激后 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记录双侧舌骨上肌群的运动诱发电位。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

法分析刺激前后双侧舌骨上肌群运动诱发电位（motOR-evoked potential, MEP）潜伏期及波幅的变

化。 

结果  cTBS 刺激左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区后，右侧舌骨上肌群MEP 波幅明显减小（P<0.01）

而左侧舌骨上肌群 MEP 波幅明显增大（P<0.01）。iTBS 刺激左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区后，

右侧舌骨上肌群 MEP 波幅明显增大（P<0.01）而左侧舌骨上肌群 MEP 波幅无明显改变（P>0.05）。

cTBS 刺激左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区后紧接着用 iTBS 刺激右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区，

刺激后左侧舌骨上肌群 MEP 波幅明显增大（P<0.01），且右侧舌骨上肌群 MEP 波幅也明显增大

（P<0.05）。各 TBS 方案刺激后，双侧舌骨上肌群 MEP 潜伏期均无明显改变（P>0.05）。 

结论  TBS 可以有效调节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一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受到抑

制，会导致对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进一步激活。iTBS 可以逆转 cTBS 对对侧舌骨上肌

群运动皮质兴奋性的抑制作用，使双侧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趋于新的平衡状态。明确 TBS 对健康受

试者双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的影响，将为 TBS 应用于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研究及

康复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OR-062 

表面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致吞咽障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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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陈小云 陈卓铭 王红 向聪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应用表面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致吞咽障碍, 探讨其吞咽障碍恢复的可

能潜在机制。  

方法  分析 3 例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致吞咽障碍的患者应用表面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前后的吞咽

功能分级、VFSS（吞咽造影检查）及相关吞咽肌群的 sEMG（表面肌电检测）。  

结果  3 例患者经 8 周表面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后, 才藤吞咽功能评定由 1-2 级恢复到 5-6 级。VFSS

评分由 2-3 分提高到 6-9 分，在 sEMG 检测中吞咽阶段各肌群的吞咽时程缩短、募集最大振幅提高。  

结论  采用表面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能改善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患者的吞咽功能;其恢复机制可能是增

强了感觉刺激的传入, 促进脑干吞咽中枢受损侧残留的前运动神经元与对侧中枢建立起新的连系, 

开始承担起受损区的功能, 并促进了皮质核束的神经再生和重组，进而使脑功能重新组织和再建。  

 

OR-063 

肌电生物反馈在治疗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研究进展 

 

张天阳 李长君 

三亚市中医院 572000 

 

吞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理活动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脑卒中的高发，导致神经损伤后吞咽障

碍患者逐年增加。肌电生物反馈作为一项日臻完善的行为疗法，也在治疗吞咽障碍上取得了明显的

疗效，本文通过研读国内外关于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新进展，说明随着在此领域

的深入研究，肌电生物反馈将会在治疗吞咽障碍中逐渐展现出其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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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4 

吞咽专科护理结合吞咽训练模式的临床应用 

 

丁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目的  吞咽专科护理结合吞咽训练模式的临床应用，定期评测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肺部感染等

并发症发生率，计划内留置胃管拔管率等，探讨吞咽专科护理对巩固和提高吞咽训练效果影响，探

索吞咽障碍患者康复治疗的新模式。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2016 年 2 月在瑞金卢湾分院康复科治疗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20 例。

随机分为 A 组（实验组）、B 组（对照组）2 组，每组各 10 例。所有患者均在明确诊断为脑卒中后

吞咽障碍后进行常规吞咽康复训练，由医生、言语治疗师与康复责任护士共同制定针对性的吞咽康

复训练方案，包括间接吞咽训练(基础训练)、直接吞咽训练(摄食训练)等，每次 20～40 分钟，每周

5 次。除每周 5 次的常规康复训练之外，针对 A 组（实验组）患者，责任康复护士在病房内承担病

人的康复指导及监督的角色，参与指导患者进食，及时给予针对性的训练，介入患者的日常进食，

变相延长吞咽训练时间，在旁对患者进行实时的康复训练指导，每一次的进食即为一次完整的康复

训练，使得患者再次熟悉摄食、咀嚼、吞咽等一系列的吞咽动作，当场找出患者主要的障碍点，并

及时与治疗师、医生沟通后调整康复治疗方案；而 B 组患者则在指导下由家属监督患者完成日常进

食、饮水等活动（指导来源包括医生、康复治疗师、护士口头及临床指导、宣传图册等）。 

结果  每三周 A（实验组）、B（对照组）患者通过洼田试验、反复唾液吞咽测试进行吞咽功能的评

估，可发现 A 组（实验组）患者较 B 组（对照组）患者发生呛咳的情况明显减少，计划内鼻饲患者

的拔管率提高了。 

结论  吞咽专科护理结合吞咽训练的临床应用，吞咽康复护士的―贴身‖参与，可最大限度地促进患者

的吞咽功能恢复，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疗效，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率，提高留置胃管患者的拔管率，患者生存质量和疾病的康复进程 

 

OR-065 

项五针联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吞咽障碍的临床研究 

 

秦合伟 李彦杰 李鸿章 张志鑫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脑卒中吞咽障碍的病因病机在于痰浊、瘀血互结，上扰髓海，元神受扰，风火痰瘀闭阻咽关，

气机闭塞不通，病位本在大脑、标在舌咽部。治以调理髓海、通经活络、开关启闭为法则，我科在

高氏―项针‖技术及邵氏―三穴五针法‖学术思想基础上，择优选出廉泉、人迎、供血三穴五针，配合辨

证选穴，用于治疗脑卒中吞咽障碍，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本研究旨在观察项五针联合吞咽训练

治疗脑卒中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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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90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5 例。两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病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两组患者根据病情采用抗血小板聚集、改善脑

循环、控制血压、调节血糖等脑卒中常规基础治疗。其中对照组采用吞咽训练（包括冰刺激、呼吸

训练、口部运动训练、咀嚼肌训练、吞咽反射训练、摄食训练），观察组采用项五针（廉泉、人迎、

供血三穴五针）联合吞咽训练，4 周为一个疗程。治疗后采用电视荧光吞咽功能研究 (the 

videofluoroscophic swallowing study，VFSS)评分量表、洼田饮水试验评价患者治疗前后吞咽障碍

的改善程度，以 VFSS 作为临床疗效标准，比较两组的疗效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VFSS 评分中的总分、口腔期分值、咽期分值、误咽分值及洼田饮水试验

量表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VFSS 评分中的总分、口腔期分值、

咽期分值、误咽分值及洼田饮水试验量表评分均优于治疗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并且观察组 VFSS 评分中的总分、口腔期分值、咽期分值、误咽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7.52±2.47 vs 

4.27±1.26；2.50±0.51 vs 2.12±0.48；1.94±0.76 vs 1.54±0.66；3.65±0.71 vs 3.35±0.41；P 均<0.05)；

观察组洼田饮水试验吞咽能力级别显著低于对照组(2.08±0.51 vs 4.59±0.31，P<0.05)；观察组吞咽

能力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98.46% vs 89.58%，P<0.05)。  

结论  采用项五针联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吞咽障碍，能够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恢复患

者的吞咽能力，优于单用吞咽训练。  

 

OR-066 

协同护理在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应用 

 

肖群 刘睿 宋艳 杨敏 刘朝晖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协同护理对脑卒中引起的吞咽障碍患者康复的影响。 

方法  将 72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36 例，两组均接受常规康复护理，实验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协同护理(CCM)干预，成员包 括医师、康复治疗师、心理咨询师、针灸师、

护士、营养师、陪护者等。针对患者病情制定出个性化的康复运动处方，以 CCM 协作方式对患者

进行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在护理后吞咽障碍均有所改善，且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协同护理模式有效改善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提高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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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7 

颈前部表面电刺激对食管上括约肌功能的即时影响 

 

招少枫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5006 

 

目的  颈前部表面神经肌肉电刺激（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NMES）方法已经在吞咽障碍的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其对于吞咽生理功

能的影响仍不明确。本研究通过高分辨率固态测压方法观察健康人颈前部不同部位组合的电刺激模

式对食管上括约肌功能的瞬时效应，并探讨其生物力学机制。 

方法  招募 17 名健康受试者，每位受试者依次接受假刺激（SS）、颈前部舌骨上下同时刺激（SIHS）、

舌骨上刺激（SHS）和舌骨下刺激（IHS）四种刺激形式，刺激参数为 80Hz，强度为最大可耐受的

强度。借助高分辨率固态测压系统（High-resolution 

manometry, HRM）采集四种不同刺激状态下吞咽时和非吞咽时食管上括约肌（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 UES）功能的瞬时变化。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  与假刺激相比，电刺激后 UES 松弛持续时间缩短（SIHS 

P=0.036；SHS P=0.023；IHS 

P=0.0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颈前部三个部位的电刺激后 UES 松弛残余压均有上升趋势，尤

其在 HIS（P=0.065），但与假刺激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假刺激相比，颈前部舌骨上下同

时电刺激时 UES 静息压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9），而单独舌骨上或者舌骨下电刺激使

UES 静息压稍有上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HS, 

P=0.220，HIS, P=0.233）。 

结论  正常人颈前部 NMES 可以影响食管上括约肌的功能状态，最大可耐受强度的 NMES 反而缩短

吞咽时 UES 开放持续时间，并未降低 UES 松弛残余压，不利于 UES 开放，因而我们可以用感觉阈

的颈前部电刺激，这将为今后 NMES 做吞咽障碍治疗和机制研究提供依据和线索。 

 

OR-068 

发散式体外冲击波与肌筋膜放松手法治疗跟痛症的临床疗效对比 

 

鲍珊珊 张健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700 

 

目的  比较发散式体外冲击波、肌筋膜放松手法以及二者联合治疗在跟痛症疗效上的差异。 

方法  选择跟痛症患者 45 例。纳入标准为：1、隐匿性发病，负重时产生疼痛，痛点主要为足跟，

伴/不伴前足疼痛；2、单侧足跟痛，早晨起床后或者长时间坐卧位后站立行走第一步最痛；3、低强

度步行或运动后，跟痛症状会有所缓解，但长时间步行或运动后症状加重；4、足跟痛超过 6 个月，

且其他治疗无效者。将患者随机分为 ABC 三组，每组 15 例。A 组采用冲击波治疗，B 组采用肌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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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放松手法治疗，C 组采用冲击波治疗联合肌筋膜放松手法治疗。治疗方案为 2 次/周，连续 3 周，

共治疗 6 次。治疗期间不进行其他药物和物理治疗。采用足部功能指数评分（FFI）的疼痛亚量表（pain 

subscale）以视觉模拟评分（VAS）的形式对每组治疗前（T0）、治疗方案完成后（T1）、以及治疗

方案完成之后 1 周（T2）、4 周（T3）与 12 周（T4）的随访中的疼痛程度和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价。 

结果  采用 SPSS13.0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在治疗方案完成后、以及其后 1 周、4 周以及

12 周随访中，A、B、C 三组的治疗都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足部疼痛与功能障碍（p＜0.05）。在完成治

疗方案后以及随后 1 周随访中，C 组改善情况（89%，76%）高于 A 组（56%，46%）和 B 组（23%，

32%），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A 组在治疗后呈现治疗效果逐渐下降的趋势，B 组在治疗

后呈现效果逐渐上升，峰值效果出现在治疗后 4 周，后又呈现下降趋势。C 组联合治疗效果呈逐渐

下降趋势，但都优于 A 组和 B 组的治疗效果。 

结论  1、发散式体外冲击波对跟痛症的治疗有效，与肌筋膜手法相比，见效快且疗效更好，但持久

性较差；2、肌筋膜手法对跟痛症的治疗有效，与冲击波相比，见效较慢且疗效略差；3、冲击波治

疗联合肌筋膜手法对跟痛症有效，与冲击波及筋膜手法相比，见效更快、疗效更好且效果更持久。 

 

OR-069 

基于有限元分析技术的踝足矫形器 3D 打印研究 

 

刘震
1
 黄国志

2
 谢亿民

3
 张盘德

1
 

1.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3.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目的  存在足下垂及足内翻的脑卒中患者，配置踝足矫形器（AFO）可以改善偏瘫步态，改善步行

功能，但传统方法制作的 AFO 往往不能匹配患足、笨重、不美观。本文基于有限元分析技术进行

AFO 的 3D 打印研究，实现 AFO 个性化、精准化、轻量化地定制。 

方法  选取一例 43 岁的右侧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存在足下垂及足内翻。步骤一，利用三维扫描仪

扫描患侧小腿和足部，输出 STL 格式文件；步骤二，利用 3DMax、studio 等软件处理 AFO 表面，

利用 Instep 软件将 STL 格式文件转化成 STP 格式；步骤三，利用 Abaqus 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

设定合理的边界条件和荷载工况，对 AFO 进行一系列的有限元结构分析，根据结构分析结果，进行

结构拓扑优化，设计合理的 AFO；步骤四，通过 3D 打印机打印制作出所需的矫形器，观察使用效

果，包括穿戴矫形器的舒适度、承重点是否正确、运动时的稳定性、纠正步态效果及外观、患者依

从性等。 

结果  采用有限元分析技术并进行结构拓扑优化，成功地设计 3D 打印出个性化、轻量的新型 AFO，

其重量较最初模型减轻了 17%，并且所承受最大拉伸应力强度为 28MPa，远远低于打印材料的

4828MPa。 

结论  改变 AFO 的传统制作方式，基于有限元分析技术，进行 AFO 的 3D 打印研究，实现 AFO 个

性化、精准化、轻量化地定制，有着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OR-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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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性脊柱机械加载治疗骨质疏松的机制研究 

 

李杰 李心乐 张平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300070 

 

目的  绝经期妇女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全身骨量、骨矿物质和骨基质的减少为特征的疾病，且病理

骨折危险性增高。我们的前期工作表明，脉冲性关节机械加载可以显著改善骨质疏松小鼠的骨量丢

失，然而，我们的原创性脉冲性脊柱机械加载治疗骨质疏松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使用绝经后骨质

疏松动物模型卵巢切除（OVX）小鼠，我们将验证以下假设：脊柱机械加载通过降低 NFATc1、RANKL、

Cathepsin K 和 TNF-α 的表达抑制破骨细胞的发育，同时增加 Wnt3a 的表达促进成骨细胞的分化来

治疗绝经妇女骨质疏松。 

方法  36 只 C57BL/6 雌性小鼠（14 周龄）随机分为 3 组（n=12）：假手术组，OVX 对照组和脊柱

机械加载组。小鼠施行卵巢切除术，术后 1 周进行腰椎机械加载（1N，10Hz，5min/d，5d/week）

2 周，加载台面积 12 x 5 mm2。实验后取股骨组织做石蜡切片，应用免疫组化检测 NFATc1 和 Wnt3a

的表达（n=6）。提取小鼠双侧股骨的蛋白样本，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有关破骨细胞发育和成骨细

胞分化的蛋白的表达（n=6）。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小鼠相比，OVX 显著增加破骨细胞中 NFATc1 的表达

（p<0.001）。与 OVX 组相比，治疗组 Wnt3a 阳性细胞占总细胞的百分比显著增加（p<0.001）。此

外，Western Blot 分子生物学结果显示 OVX 组 NFATc1、RANKL、Cathepsin K 和 TNF-α 灰度值比

假手术组明显增高，加载后明显抑制破骨细胞相关蛋白的表达（p<0.01）。并且 Wnt3a 与免疫组化

结果一致。 

结论  本研究表明，脊柱加载通过降低 NFATc1、RANKL、Cathepsin K 和 TNF-α 的表达抑制了破

骨细胞的发育，同时改善 Wnt3a 的表达促进了成骨细胞的发育。OVX 小鼠破骨细胞活跃，成骨细

胞分化受到抑制，导致骨量丢失。脊柱加载一方面通过调节 RANKL 等蛋白的表达减少破骨细胞的

发育和分化，纠正骨质疏松小鼠的骨量丢失；另一方面通过促进 Wnt3a 刺激成骨细胞的分化促进骨

重建。我们还需深入探索其分子机制。脊柱机械加载可成为治疗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的一个有效方法。 

 

OR-071 

肩胛带肌训练对高位脊髓损伤患者转移能力的影响 

 

蔡可书
1,2,3

 许光旭
1,2

 钱开林
1,2

 胡思学
2
 秦义婷

2
 陈艳茹

2
 

1.江苏省人民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栖霞康复院区 

3.南京市栖霞区医院 

 

目的  高位脊髓损伤患者下肢功能障碍或丧失严重，未来的生活活动主要依赖上肢进行。为了鼓励

患者积极融入康复训练，积极面对生活，加快康复进程，提高社会生活融入程度，我们改变既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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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控制下肢张力和保障骨折愈合的康复策略，鼓励患者积极进行肩带力量训练。观察肩胛带肌力量

训练对高位脊髓损伤患者转移能力的影响，以及对日常生活独立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各病区住院治疗的脊髓损

伤患者 25 例。其中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8 例，年龄 14~56 岁。不管损伤平面高低，所有患者

的转移能力和日常活动能力均明显不足。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13 人）和对照组（12 人）。观察组

13 例患者进行双侧肩带肌肌力进行重点训练并结合实际生活活动训练。干预方法：对这些患者进行

训练的主要肌群是胸大肌、背阔肌、肩胛下肌、前锯肌、大圆肌、小圆肌、三角肌，以及上肢屈伸

肌，另外包括腹肌、下腰部肌力等。训练方法：（1）仰卧拉起：患者仰卧躺在床上，双手拉住网架

上垂下的绳子（部分患者手功能不好，可用绷带辅助握持），把自己躯干向上拉起，距离越高越好；

（2）肩关节内收肌锻炼：患者仰卧位，双肘抵抗弹力带向躯干靠拢；（3）仰卧推举或俯卧撑：手握

持能力好的患者可仰卧推举哑铃或沙袋能重物，手握持能力较差的患者可进行俯卧撑训练，力量不

足者可趴在巴氏球或枕头上，以减轻难度，都有困难者，可辅助下完成；（4）床上坐位支撑或轮椅

上支撑训练：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训练，直接针对坐位支撑进行练习。所有训练都遵循肌力训练原则，

每组 10 次，间隔少于 1 分钟再进行下一组，一共做 10 组，一天两个力量训练课程。实际训练可根

据患者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对照组 12 例患者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对比分析患者的转移能力和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的改善情况，分别用转移平面高度差和 Barthel 指数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水平转移平面的高度差分别是：观察组 2.87±0.68cm，对照组 3.19±0.35cm；

Barthel 指数为：观察组 38.44±8.75，对照组 36.82±12.39.两组对照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者均经过 3 周的康复训练后，大部分患者实现了独立床椅转移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的目标，

但转移平面之间的高度差有差异，观察组患者为 6.29±1.87cm，对照组患者为 4.14±2.08cm。Barthel

指数观察组为 68.35±8.92，对照组为 55.61±11.28，两组数据对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肩胛带肌力量训练可快速改善高位脊髓损伤患者的转移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在不影响外伤

性脊柱骨折愈合和脊柱稳定性的情况下，早日进行肩带和上肢肌力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预后有积极

的意义。 

 

OR-072 

幻肢痛的物理治疗 

 

丛芳
1
 耿波

2
 林歆

1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2.丹麦奥尔堡大学医学院 

 

      幻肢痛是指主观感觉已被切除的肢体仍然存在，并伴有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疼痛，是截肢后

常见并发症，多在截肢后 3 周内出现。临床上可表现为麻痛、跳痛、刺痛、挤压痛、灼痛、拧痛、

冷痛、痉挛等，多出现在断肢远端，肘上截肢多见。截肢后 70%以上的患者会出现幻肢感和残肢痛，

其中出现幻肢痛的概率约为 50%- 80%；并常伴有抑郁、焦虑、失眠、自怜等症状。 

      康复评定方法：疼痛评分量表，心理评价量表（抑郁、焦虑），神经电生理学检查（体感诱发电

位等）；功能核磁（fMRI）研究等。 

      物理治疗方法包括：经颅磁刺激治疗，经皮神经电刺激、干扰电疗法、高频电疗法，半导体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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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射治疗，生物反馈疗法，传导热疗法，聚焦超声波治疗，水疗、按摩等。 

      物理治疗部位：相关皮层体表投影区的经颅磁刺激治疗，患肢残端的电疗、光疗、超声等治疗，

患肢残余肌群力量训练、患肢关节活动度训练、耐力训练、放松训练等。 

      镜像疗法(mirror therapy,MT)，又称镜像视觉反馈疗法(mirror visual feedback,MVF)，1995 年

由 Ramachandran 等学者首次提出，并应用在幻肢痛患者的疼痛治疗中。近年来，在虚拟现实平台

基础上进行的多模态感觉反馈治疗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是指利用平面镜成像原理，将健侧活动的

画面复制到患侧，让患者想象患侧运动，通过视错觉、视觉反馈以及虚拟现实，结合康复训练项目

而成的治疗手段。通过给患者提供多模态的感觉反馈，协同幻肢运动，克服运动意图与受损感觉反

馈的冲突，控制幻肢的运动，从而抑制幻肢痛。 

 

OR-073 

超早期规范化物理治疗技术在缩短 TKA 平均住院日的研究 

 

吴鸣
1
 崔俊才

1,1
 张阳

1,1
 尚希福

2,2
 

1.安徽省立医院康复科 

2.安徽省立医院骨科 

 

目的  观察超早期规范化物理治疗技术对 TKA 患者平均住院日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 月，在安徽省立医院骨二科关节中心行首次单膝 TKA 手术的

119 例患者，符合研究条件的有 85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50 例）和对照组（35 例），试验组给予超

早期规范化物理治疗，术前康复宣教、术后规范化物理治疗技术及每小时康复管理等综合康复措。

对照组为拒绝超早期规范化物理治疗治疗，分别比较两组单次住院平均住院日及手术后住院时间，

术后第1至第4天两组手术侧膝关节关节活动范围、行―起立-行走试验‖测试时间观察患者步行能力，

以及手术后住院时间与关节活动范围和步行时间的―起立-行走试验‖测试的相关性。 

结果  术后试验组总体平均住院日 9.92 天，明显少于对照组的 12.97 天(P<0.01)，术后总体平均住

院日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术前膝关节主动活动范围两组间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是术后第 1 天、第 2 天、第 3 天及第 4 天试验组主动关节活动范围为 78.90、89.67、

95.37、97.84，标准差在 12.96-19.91 之间，明显优于对照组 56.60、64.94、71.14、78.24，标准

差在 16.73-22.42 之间的主动活动范围，组内和两组间比较同样有显著差异(P<0.01)。术前两组测

试―起立-行走试验‖，在测试时间上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没有显著的差异(P<0.05)，术后第 1 天和第 2

天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从术后第三天起，实验组的―起立-行走试验‖ 测试

时间与对照组之间出现明显差异，两组内比较同样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平均住

院日与术后第 4 天试验组―起立-行走试验‖ 测试时间呈正相关 (P<0.05)。 

结论  超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能有效的缩短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从而缩短整体平均住院日，与步行

时间间具有相关性。 

 

OR-074 

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效果观察及机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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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冰
1
 许涛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科 

2.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效果并探索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成年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a?ve；N 组）、假手术组（Sham；S 组）

及手术组。手术组采用经典的坐骨神经慢性压迫性损伤模型（CCI），S 组仅分离坐骨神经，不结扎。

分别于术前 1 天，术后 3、5、7、10、14 天利用 Von Frey、hot-plate 进行大鼠机械痛及热痛测试，

并观察其行为学变化。术后 14 天，手术组造模成功的大鼠随机分为手术治疗组（CCI+Treatment；

CT 组）及手术假治疗组（CCI+Sham treatment；CS 组）。CT 组给予连续 8 天的经颅直流电刺激

（0.5mA 20min/d），CS 组予以假刺激（每次治疗电流仅持续 30s）。N 组、S 组未予任何干预。治

疗 8 天后利用 Von Frey、hot-plate 测试各组大鼠机械痛及热痛变化。每组随机抽取大鼠各 5 只，提

取其脊髓腰膨大组织。利用 Westernblot 蛋白定量分析技术，分别检测 NR2B-NMDA、GABA 受体，

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特异性标记蛋白 GFAP 和 Iba-1 在大鼠脊髓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行为学观察：CT 组、CS 组大鼠术后出现左后足畸形，跛行、垂足步态，自发性舔足，无

任何自残现象。N 组、S 组大鼠术后无行为学变化，各足趾可正常展开负重。2. CT 组、CS 组大鼠

术后 3-5d 开始出现 50%MWT、WTL 的降低，并趋于稳定至术后 10-14d。3. CT 组大鼠治疗后

50%MWT、WTL 上升值比 CS 组大（P<0.05）。4. CT 组、N 组治疗后 50%MWT 差值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两组 WTL 值比较无差别（p>0.05）。5.Westernblot 蛋白定量分析检测结果显示：

（1）CS 组 NR2B-NMDA 受体、GFAP 及 Iba-1 蛋白在大鼠脊髓中的表达均较 N 组、S 组增高，

而 GABAa、GABAb 受体的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CT 组 NR2B-NMDA 受

体、GFAP、及 Iba-1 蛋白在大鼠脊髓中的表达均较 CS 组降低，而 GABAa 受体的表达增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3）CT组GABAb受体的在大鼠脊髓中的表达与CS组无差异（P＜0.05）。 

结论  1. 经颅直流电刺激可有效改善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反应，并且对热痛的改善优于机械痛。2. 

经颅直流电刺激发挥镇痛效果的机制可能是下调 NR2B-NMDA 受体及 GFAP、 Iba-1 蛋白至正常水

平，并部分上调 GABAa 受体。也就是说，经颅直流电刺激可抑制神经病理性疼痛时的中枢敏化及

胶质细胞活化，并部分恢复脊髓背角神经元的去抑制现象。 

 

 

OR-075 

麦肯基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表面肌电信号分析 

 

陈静 宋文博 郭琦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150056 

 

目的  探讨麦肯基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过程中的表面肌电信号变化。 

方法  病例收集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病人 43 例，均接受麦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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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治疗 4 周，治疗前后均进行视觉疼痛模拟量表（VAS)、功能障碍调查表（Roland-Morris Disability 

Qustionnaire,RMDQ）、表面肌电信号（sEMG）分析。并进行中位频率斜率（median frequency of 

slope，MFs）与 VAS、Roland-Morris 相关分析。 

结果  患者治疗前后的 VAS、MRDQ、MFs 有显著性差异（P<0.05)。MFs 具有较好的内部结构效

度、平行效度均较好（P<0.05）。 

结论  表面肌电图是一种评价麦肯基疗法的有效指标。 

 

OR-076 

《脊髓损伤护理相关 ICF 组合》活动和参与成份的 Rasch 分析 

 

李琨
1
 燕铁斌

2
 尤黎明

1
 谢粟梅

3
 李云

4
 唐洁

5
 王颖敏

2
 

1.中山大学护理学院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康复医学科 

3.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脊髓损伤康复科 

4.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5.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脊髓损伤康复科 

 

目的  应用《脊髓损伤护理相关 ICF 组合》（ICF set for spinal cord injury nursing，ICF-SCIN）的―活

动和参与‖成份来评定 SCI 患者的活动和参与情况，并通过 Rasch 分析验证其作为评定工具的可行

性。 

方法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评定者采用 ICF-SCIN 的―活动和参与‖成份对 4 个研究中心的

140 例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评定。应用 RUMM2030 软件对评定结果进行 Rasch 分析。 

结果  经过一系列修订（包括重新计分、合并部分类目及删除不拟合类目），ICF-SCIN―活动和参与‖

成份最终与 Rasch 模型拟合（χ2=39.92，p=0.1587），项目拟合与个人拟合残差均值（标准差）分

别为-0.51(1.16)和-0.35(1.04)，各类目之间无局部依赖性，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病因等个人

因素方面为表现出项目功能差异，个人分离指数为 0.95。 

结论  修订后的 ICF-SCIN―活动和参与‖成份与 Rasch 模型拟合，该成份可作为评定工具检验 SCI

患者的活动和参与情况，但是某些 ICF 类目的语义和 ICF 限定值的量化标准应更加明确。 

 

OR-07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症患者的下肢生物力学分析 

 

韩秀兰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 510700 

 

目的  分析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症患者的下肢生物力学指标，探讨下肢生物力学异常与青少年特

发性脊柱侧凸症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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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取成组设计的病例对照研究，对特发性脊柱侧凸症患者（病例组）和健康青少年（对照组）

各 116 例进行胫骨扭转角、前后足平面夹角、髋关节旋转范围、双下肢长度差、踝关节旋转范围等

下肢生物力学指标的分析。 

结果 双下肢长度差：患者组为 5.94±6.07mm，对照组为 0.74±2.20mm，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1）。前后足平面夹角：患者组为 0.17±4.72°，对照组为-0.46±3.60°，有统计学意义（P＜0.01）。

踝关节旋转范围：侧凸组左、右踝关节旋转范围差值为-1.27°，差值标准差为 3.28，经过符号秩和

检验，Z 值为-4.83， P＜0.01，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双下肢长度差和双前后足平

面夹角差是患脊柱侧凸的风险因素。 

结论  双下肢的长度差与双前后足平面夹角差值等与特发性脊柱侧凸症的发生有联系，因此应该重

视青少年下肢生物力学指标检查，并及时纠正。 

 

OR-078 

非手术脊柱减压系统对 LDH 患者腰椎旁肌表面肌电信号的影响 

 

孙一津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700 

 

目的  通过表面肌电图（Surface electromyography，sEMG）检测在 SDS 治疗过程中肌肉活化和

放松的状态，并与普通腰牵作对比，给医生提供反馈信息来对患者进行治疗指导及效果评价、促进

治疗效果，避免肌肉疼痛现象，缩短治疗周期，为患者创建更好的治疗体验。 

方法  本实验通过问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选取了 20 例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共分两

部分进行： 

（1）20 例患者首次行 SDS 减压治疗前、中、后分别记录腰椎旁肌表面肌电信号，将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 

（2）12 例患者随机分为 SDS 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6 人，分别行 SDS 治疗及腰牵治疗，将两组数

据进行对比。 

结果 1、LDH 患者减压前右侧竖脊肌、多裂肌的 MF、MPF 值较左侧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右

侧竖脊肌、多裂肌牵引中、牵引后的 MF、MPF 值均较牵引前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左侧竖

脊肌 MF、MPF 值牵引后较牵引前增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左侧多裂肌 MF、MPF 值牵引后较

牵引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左侧竖脊肌、多裂肌 MF、MPF 值牵引中较牵引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治疗前 SDS 组较对照组 AEMG 值均明显降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中与治疗后 SDS 组

较对照组右侧椎旁肌 AEMG 值均降低，且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左侧椎旁肌 AEMG 值有降低趋

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LDH 患者双侧椎旁肌收缩不平衡，SDS 治疗能改善腰椎旁肌疲劳度，使肌肉抗疲劳能力增

加。 

2、与普通腰牵相比，SDS 治疗全过程中，患者腰椎旁肌的紧张度明显下降。 

非手术脊柱减压系统，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旁肌，表面肌电图 

 

OR-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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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步行转向机制与跌倒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张韬 白定群 林海丹 冯垚娟 李宏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400016 

 

目的  探讨脑卒中患者步行过程中的转向机制与其跌倒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脑卒中患者中，随机选取 30 例可独立完成步

行转向及 12m 直行的患者，在三维步态分析系统的监测下分别进行 90°/135°/180°患侧转向及健侧

转向、12m 直行等测试，并使用 FMA-L（Fugl-Meyer 简式下肢运动功能量表）、BBS（Berg 平衡量

表）和 MFES（修订版跌倒效能量表）等评估量表及三维步态分析对 30 例脑卒中患者的步行能力及

跌倒风险进行评价，应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方法对 30 例脑卒中患者的步行转向机制与 FMA-L 评

分、BBS 评分、MFES 评分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30 例脑卒中患者的步行转向机制测试结果中，患者完成健侧转向时倾向以跨步转向机制（Step 

turn）为主、交叉转向机制次之，转向角度越大时发生轴移转向机制（Ipsilateral pivot turn）的占比

越高；反之患者完成患侧转向时倾向以旋转转向机制（Spin turn）为主、转向角度越大时，同样发

生轴移转向机制（Ipsilateral pivot turn）的占比越高;Pearson 相关性系数分析结果显示，脑卒中患

者的转向机制与 FMA-L 评分和 BBS 评分与 MFES 分别呈中度正相关（r=0.762，P＜0.01）、高度

正相关（r=0.846，P＜0.01）和高度正相关（r=0.813，P＜0.01）； 

结论  脑卒中患者完成步行转向时所选择的转向机制与其步行能力及跌倒风险存在较大的相关性，

步行转向机制的研究及训练有利于强化患者的独立步行能力及降低其跌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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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0 

坐、立位平衡评分例入跌倒评分的重用意义 

 

沙彬秀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将坐、立位平衡评分列入跌倒评分重要内容，采取针对性的防跌倒措施，减少患者跌倒的风

险。 

方法  选择 15 例有跌倒史的偏瘫患者，对其进行跌倒因素分析，采取现有的跌倒评分量表、进行对

应的防跌倒措施，患者仍然跌倒；2016 年 3 月~4 月新入院的病例中选取与 15 例同病种患者，在原

有的评分基础上加入坐、立位平衡评分作为跌倒评分的一项指标、采取相应的防跌倒措施：坐、立

位平衡 1 级的患者，单独坐或单独站时必须有陪护无间隙保护、或采取固定支架；坐、立位平衡 2

级的患者，单独坐或单独站时，可以单独坐、站，但不能独自或借助辅助用具单独行走；坐、立位

平衡 3 级的患者，单独坐或单独站时，可以在无监护下单独坐站；继续跟踪上述有跌倒史的患者，

采取与坐、立位平衡相对应防跌倒措施。 

结果  新 15 例患者仅有 1 例跌倒，有跌倒史的 15 例患者未再发生跌倒。 

结论  坐、立位平衡评分作为跌倒评分项目，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对减少跌倒的发生具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 

 

OR-081 

情志护理对脊髓损伤术后康复期患者情绪和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程晓婕 相洁 刘晓霞 赵亚丽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710061 

 

目的  探讨情志护理对脊髓损伤术后康复期患者不良情绪和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1 年 4 月至 2015 年 10 收治的脊髓损伤术后康复期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

照组，各组 32 例。两组患者均给于康复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常规护理，治疗组实施情志护

理，其方法有以情胜情法、言语开导法、顺情从欲法、释疑解惑法、移情易性法、疏导法、暗示疗

法等，10 天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随访 3 个月。治疗结束后对患者治疗前与治疗的后第 10 天、

第 20 天、第 30 天及 3 个月后进行不良情绪变化（SAS、SDS）和治疗依从性情况对比。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SAS、SDS 与治疗依从无明显差异(P>0.05);实施情志护理后治疗组 SAS、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治疗组治疗依从性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情志护理应用于脊髓损伤术后康复期患者效果显著，能够显著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治疗

依从性，值得临床推广。 

OR-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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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经按摩配合系统功能康复在肢体肿瘤保肢康复中的应用及效果

评价 

 

徐文红 宋建民 马文娟 潘东升 王锐 李晶 付来华 霍静茹 

甘肃省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 730050 

 

目的   评价循经按摩配合系统功能训练对肢体骨肿瘤保肢康复的实施效果，以期为临床康复护理的

实践方法和途径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将 40 例采用人工假体置换保肢治疗的肢体骨肿瘤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常规手术治疗

基础上，对干预组实施联合康复，对照组按常规康复护理。干预方法：1、循经按摩选取的特定经穴：

在大量文献查阅、专家咨询、临床预试验的基础上按中医经络学，根据患者的证属，选取针对性的

经络和穴位进行按摩。2、 循经按摩在骨肿瘤保肢康复中的应用原理：骨肿瘤在中医又称骨―骨疽‖―骨

瘤‖等，自《黄帝内经》首次记载本病后，历代医家认为本病的发生是由肾气不足、阴阳失调、脏腑

功能紊乱有关，而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耗则骨骼病变；肝气衰，气血不和，经络阻塞，致成骨

瘤；脾胃失和，则生湿生痰，积聚成瘤。因此补肝肾、健脾胃，可强筋骨，通经络、调查脾胃。本

研究中引用的经穴以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为主，配合系统功能训练

在患者康复全程贯穿，目的是通过循经按摩，经络传导，调节气血运行，促进功能恢复。3、干预方

法分为①术前宣告：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循经按摩的原理、治疗的意义和穴位选取的具体方法、

揉按时间、强度等；②术日：给予良肢位摆放，镇痛经穴按摩及―踝泵训练‖等；③术后 2～5 日：选

取、任脉、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腹部和下肢经穴揉按和推拿，指导

患者做股四头肌、肱二头肌等等长收缩训练和膝、肘关节的主、被动运动；④术后 6～30 日：在以

上训练基础上，循经按摩配合 CPM 被动运动，屈伸髋、膝关节、直腿抬高等主动运动，转移重心

练习，辅助步行器站立，步态训练及患侧上肢系统训练，如腕、肘关节的主动运动、借助握力器等

辅助强化训练，手的精细活动训练等；⑤出院指导：全面评估康复效果，对存在问题重点指导，向

患者发放专门编制的图文并茂的经穴按摩和功能康复指导手册，建立随访档案，定期做好电话、门

诊随访，并通过短信平台定时发放联合康复锻炼具体方法，便于患者坚持实施。 

结果   1、干预后 10 日干预组较对照组疼痛缓解程度明显提高（P＜0.05）；2、干预后 2 月干预组

较对照组肢体功能恢复有显著改善（P＜0.05），干预后 6 月干预组较对照组肢体功能恢复无统计学

差异(P﹥0.05)；3、干预后 2 月干预组较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6 月

干预组较对照组生活质量有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干预组术后住院天数总数

较对照组缩短，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循经按摩可缓解患者肢体的疼痛，提高患者对手术的情感接受程度，通过患者和家属的积极

配合，分阶段系统功能训练的前移介入，可加速患者的肢体功能恢复，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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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3 

湿性愈合理论在压疮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王微晶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压疮是脊髓损伤患者的严重并发症。近几年在湿性愈合理论的指导下，我科进行压疮创面的

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汇报如下。 

方法  1.临床资料：本组 26 例，为 2015 年全年脊髓损伤患者门诊带入压疮。压疮分期为：Ⅰ期压

疮 13 例，Ⅱ期压疮 9 例，Ⅲ期压疮 4 例。骶尾部 16 例，髋部 7 例，内踝 1 例，外踝 2 例。面积为

1cm×2cm-7cm×9cm；压疮持续时间 14-90 天。Braden scale 评分为 10-14 分，均为压疮高风险患

者。2.换药方法：在对患者进行全身营养支持、解除压力的情况下，按压疮不同分期进行换药。Ⅰ

期压疮 处理原则是避免局部皮肤再受压，增加皮肤营养。用温水清洁皮肤，喷涂赛肤润 1-2 滴，轻

柔环形涂抹，每日 3-4 次。作用是显著改善皮肤微循环，加速表皮细胞更新。Ⅱ期压疮：处理原则

是促进上皮生长，避免感染。生理盐水清洗擦干创面后，贴水胶体或水凝胶，此敷料含有亲水性的

高分子颗粒，为创面提供湿润密闭愈合环境。Ⅲ期压疮 覆盖黑色或黄色的坏死组织，渗出多，可伴

有感染。处理原则是清除坏死组织，促进上皮爬行，消除感染因素。采用外科清创术分次剪除坏死

组织，局部涂抹自溶性清创水凝胶，覆盖泡沫敷料。当渗液较多时，覆盖藻酸盐管理渗液后再覆盖

泡沫敷料；当伤口存在感染时，选择磺胺嘧啶银离子抗菌敷料覆盖创面，外层无菌纱布或敷料半封

闭包扎。每日更换 1 次或每周更换 2 次敷料。 

结果  经过综合护理，加强全身营养，解除压力因素。13 例Ⅰ期压疮治疗 2-5 天后红斑消退。9 例

Ⅱ期压疮治疗 10-23 天后，全部无痂性愈合。4 例Ⅲ期压疮治疗 12-40 天，3 例治愈或好转；1 例治

疗无效，转烧伤科行 VSD 及手术治疗。 

结论  湿性疗法的优点在于提供适度的湿润环境，加速伤口愈合；防止结痂和瘢痕形成；减少换药

次数，提高了压疮的治愈率，但需要多学科合作，同时要取得医师的理解及信任，在压疮治疗过程

中医护配合。湿性愈合作为压疮治疗理念的更新，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推广。 

 

OR-084 

基于负压技术的综合消肿治疗继发性淋巴水肿的临床研究 

 

潘钰 孙小花 徐泉 邹丽丽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目的  观察基于负压技术的综合消肿治疗（complex decongestive therapy，CDT）对继发性淋巴水

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12 名继发性淋巴水肿患者 (下肢 5 名和上肢 7 名，下肢为妇科肿瘤术后，上肢为乳腺癌

术后)，平均年龄 50.75±12.46 岁，患病时间 33.50±25.64 月，国际淋巴水肿协会分期 1-2 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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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touch 负压治疗仪进行 CDT 治疗 4 周，每天 1 次，每次 60-90min，同时给予日常护理和运动

康复指导。治疗前后比较患侧肢体与健侧肢体周径平均差值百分比，同时记录患肢僵硬度、紧张度、

沉重感、SF-36 评分。 

结果  4 周治疗后患肢与健肢周径平均差值百分比显著下降(9.98%±6.17 VS 15.2%±7.48%，

p=0.002),患肢僵硬度（6.53±1.37 VS 4.08±1.38，p<0.001）、沉重感（8.33±1.43 VS 5.00±1.35，

p<0.001）、紧张度（8.16±1.27 VS 4.58±1.83，p<0.001）、SF-36 评分（109.91±10.51 VS 100.75±9.26，

p<0.001）均显著改善。 

结论  基于负压技术的 CDT 治疗能有效改善继发性淋巴水肿患者的肢体围度，降低肢体僵硬度和沉

重感，提高患者满意度和生活质量，需进一步观察该治疗的远期疗效，以明确治疗疗程和治疗周期。  

 

OR-085 

小儿扳机指保守治疗中支具疗法和非支具疗法的比较 

 

陈楠 杜青 周璇 毛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虽有研究已经证实小儿扳机指保守治疗的有效性。然而，不同的保守治疗效果对比研究尚不

多见。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小儿扳机指保守治疗中，支具的使用与否对疗效所产生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2 月至 2014 年 5 月期间在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进行康复治疗的 120 例患儿作

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试验组给予康复治疗及佩戴支具至少 3 小时。试验组共 70 指，其

中 50 例为单侧，10 例为双侧，21 指拇指关节呈屈曲状，主被动伸直都受限掌指关节处可扣及质硬

结节状包块，并随指间关节屈伸而下上移动；30 指有拇指关节呈屈曲状，主动伸直受限，可被动伸

直，伸直时有弹响感，掌指关节可触及硬结节状包块；19 指有拇指关节关节呈屈曲状，可主动伸直

但有弹响感，掌指关节可触及小结节。对照组患儿只给予康复治疗，对照组共 69 指，其中 51 例为

单侧，9 例为双侧。对两组研究对象随访一年半。矫正标准为拇指屈曲畸形消失，拇指各关节可正

常主动活动，没有弹响，掌指关节部硬结消失。统计学分析采用四格表资料的卡方 X
2检验（spss 19.0），

显著水平设为 0.05。 

结果  试验组中 60 例研究对象 70 指中有 65 指经过综合康复治疗均获得痊愈，有效率达 93%。对

照组中 60 例研究对象的 69 指中有 63 指痊愈，有效率为 91.3%。两组的治疗有效率相似，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在治疗疗程上使用支具明显优于非使用支具。 

结论  小儿扳机指的治疗，是否使用支具不影响疗效，但使用支具可以更快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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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6 

基于表面肌电评价渐进抗阻训练对单膝关节置换术后膝关节运动

功能的影响 

 

李琳 林坚 刘晓林 俞李羚 

浙江医院 310013 

 

目的  应用表面肌电技术评估渐进抗阻训练（Progressiveresistance training，PRT）对 TKA 术后患

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5 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分为渐进抗阻训练组（A 组）和等张肌力训练组（B 组），

分别与研究开始（T0）、6 周后(T1)、12 周后(T2)采集患者伸膝最大等长自主收缩，患肢股外侧肌、

股二头肌表面肌电信号，VAS、6MWT。 

结果  经过 12 周的 PRT 训练，A 组患者 NMVIC、6MWT 均明显增加(P<0.05)，VAS、CCI 明显降

低(P<0.05)；且与训练 6 周后相比，12 周后 NMVIC 明显增加(P<0.05)，VAS 明显降低(P<0.05)。

经过12周的等张肌力训练，B组患者NMVIC、6MWT明显增加(P<0.05)，VAS、CCI明显降低(P<0.05)；

且患者 12 周后的 NMVIC 较 6 周后明显增加(P<0.05)。与等张肌力训练组相比，PRT 组患者 12 周

后 CCI 及 VAS 降低更明显(P<0.05)。  

结论  抗阻肌力训练可有效缓解疼痛，改善 TKA 患者下肢肌力、CCI 及步行功能, 

与等张肌力训练相比，渐进抗阻训练能更有效的降低 CCI，缓解疼痛。 

 

OR-087 

探讨早期康复介入对膝半月板移植术后膝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 

 

田贵华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介入对膝半月板移植术后患者膝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择符合条件的 22 例膝关节半月板异体移植术后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 11 例、对照组 11 例，

实验组患者由康复治疗师实施系统、早期康复训练，包括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步行训练等，

对照组则采用由患者和家属在医生指导下自行实施常规康复训练。比较两组膝关节关节活动度、肌

力和 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  

结果  术后 4 周、8 周、12 周，实验组患者膝关节关节活动度大、肌力评分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术后 12 周 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比较，实验组膝关节功能恢复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早期康复介入能够有效促进膝半月板移植术后患者的膝关节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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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8 

不同参数下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状态的疗效

观察 

 

段好阳 李贞兰 刘福迁 闫兆红 徐国兴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不同参数下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状态的疗效，为临床应用体外冲击

波治疗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状态提供参数依据。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状态患者 62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A 组(连续治疗组)和

B 组(间隔治疗组)，每组患者 31 例。2 组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均接受体外冲击波治疗，A

组患者治疗参数设置为冲击频率为 8Hz，压强为 2.0～3.0bar，冲击次数为 2000 次，1 次/日，连续

3 日，每周共 3 次，共 4 周；B 组患者治疗参数设置为冲击频率为 8Hz，压强为 2.0～3.0bar，冲击

次数为 2000 次，隔日 1 次，每周 3 次，共 4 周。于治疗前、治疗后 2 周和 4 周采用关节被动活动

度(PROM)、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和简化的 Fugl—Meyer 评分法(FMA)分别评定 2 组患者患侧

踝关节被动背伸角度、小腿三头肌痉挛状态和下肢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前 2组患者PROM值、MAS评分和FMA评分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2 周后，A 组和 B 组患者踝关节 PROM 分别为(3.84±2.02)度和(2.35±1.91)度，小腿三头肌 MAS

评分分别为(1.76±0.42)分和(2.07±0.49)分、FMA 评分分别为(18.65±8.23)分和(14.41±7.49)分，均

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行组间比较，A 组改善较 B 组明显，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 4 周后，A 组和 B 组患者踝关节 PROM 分别为(4.23±3.16)度和(4.35±2.81)度，

小腿三头肌 MAS 评分分别为(1.58±0.78)分和(1.56±0. 69)分、FMA 评分分别为(24.39±9.62)分和

(23.88±8.57)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能显著改善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的痉挛状态，连续治疗方案的短期疗效优于间隔

治疗方案，而两种治疗方案的长期疗效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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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9 

核心稳定训练结合整脊术治疗运动员脊柱源慢性腰痛的研究 

 

金晨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体能康复中心 100061 

 

目的  慢性腰痛一直是困扰运动员的高发病之一，其中以脊柱区源慢性腰痛占多数。本文通过采用

综合治疗方式与单纯物理因子治疗方式进行对比，评估其疗效，探讨以脊柱稳定系统作为理论基础

治疗运动员脊柱源慢性腰痛的可行性，为更好的治疗评估运动员慢性腰痛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根据本研究前期统计的 290 名病例中最后纳入 49 名样本，通过医学影像学诊断为非特异性脊

柱源慢性腰痛。将其随机分入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采用基于脊柱稳定系统理论的整脊术、核心

稳定训练与物理因子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物理因子治疗，实验共计 12 周。使用简式 McGill 疼痛

量表评分来评价运动员腰痛的缓解程度，用指地距离评价运动员腰椎关节活动度，用压力感应生物

反馈测试评价运动员腰部肌肉力量。治疗前和第 4、8、12 周末进行康复评估，并用 SPSS 17.0 for 

Windows 进行数据分析，用 One-Sample Kolmogorov-Smirnov Test 行正态分布检验，用

Paired-Samples T Test 进行组内比较，用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1.所测数据均呈正态分布 (P>0.05)。2.实验组量表评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P<0.05)，对照组量表评分组内比较在治疗结束时与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组间比

较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P=0.541)治疗后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00)。3.实验组指地距离组内比较

均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对照组指地距离组内比较除后伸外(P<0.01)其它 3 组改善程度均

不理想(其中前屈与左侧弯治疗结束时与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 P>0.05，右侧弯在 4 次测量中均无显

著性差异 P>0.05)，组间比较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均呈现高度显著性差异。4.实验组腰背肌

力组内比较均呈现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对照组腰背肌力在治疗结束时与治疗前比较无显著性

差异(P>0.05)，组间比较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P=0.420)，治疗后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00)。  

结论  1.基于脊柱稳定系统的评估方法可以较位准确反映运动员脊柱源慢性腰痛的程度。2.综合康复

治疗方法在治疗运动员脊柱源慢性腰痛上优于单纯物理因子治疗。 

 

OR-090 

自我管理模式在肩袖损伤修复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田贵华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自我管理模式在关节镜下肩袖损伤修复术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符合条件的在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术后患者 42 名，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21 名。两

组住院期间均予常规康复宣教和早期康复训练，出院后，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宣教模式指导患者进

行康复训练，实验组采用指导患者实施自我管理模式进行康复训练。采用美国 UCLA 肩关节评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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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疼痛 VAS 评分对两组患者术后 1 月、3 月时的肩关节功能进行比较。  

结果  实验组术后 1 月、术后 3 月的肩关节 UCLA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术后 1 月、

术后 3 月的肩关节疼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自我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肩袖损伤修复术后患者的康复效果，有利于肩关节功能的恢复，缓

解肩关节疼痛有一定的作用。 

 

OR-091 

超声引导下药物精准注射对肩袖损伤的疗效研究 

 

梁英
1
 曾波

2
 陈晓青

1
 赵立飞

1
 

1.山西大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大医院 

 

目的  研究肌骨超声引导下复方倍他米松精准注射对肩袖损伤的疗效。  

方法  于山西大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患者中选取 30 例经核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

且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给予肌骨超声引导下复方倍他米松精准注射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即刻、治疗后 1周、治疗后 2周及治疗后 4周评定患侧肩的VAS评分、主动前屈关节活动度（AFROM）

及外展关节活动（AAROM）。 

结果  通过注射治疗前后比较，发现患者于注射后即刻、注射后 1 周、注射后 2 周及注射后 4 周患

侧肩的 VAS 评分均明显降低，尤其是注射后即刻 VAS 评分降低最为明显；肩的主动前屈、外展关

节活动度均有显著增加，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1.肩袖损伤肩痛的主要原因是肩峰下滑囊积液。  

         2.肩袖损伤以冈上肌损伤最为多见。 

         3.肌骨超声引导下精准注射复方倍他米松可缓解肩袖损伤的肩痛，增加肩关节活动度，提高肩

关节功能。 

 

OR-092 

臭氧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王愉乐 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观察臭氧关节腔注射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临床有效性。 

方法  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0 例患者，对照组行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联合体外冲击波

治疗，观察组给予臭氧关节腔注射联合冲击波治疗。每周 1 次，5 次为一疗程。治疗前及治疗后 1

周行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估患者疼痛变化，用 WOMAC 评分评估患者功能改变。 

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年龄、性别、病程、VAS、WOMAC 等）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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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两组患者疗程结束后 VAS、WOMAC 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P<0.05），

两组间比较差异不显著。但治疗 1 周时，观察组 VAS 评分较对照组改善显著（P<0.05）。 

结论  臭氧联合体外反搏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起效更快，安全有效。 

 

OR-093 

PC 肌训练对男女性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与探究 

 

杨忠国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 PC 肌（pubis coccyx 耻骨尾骨肌）训练对男女性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0 名已婚身心健康年龄在 30~40 岁的 20 男 20 女，分为男性调查组（对照组 n=10，实

验组 n=10）和女性调查组（对照组 n=10，实验组 n=10），对男性组和女性组分别给予男性亚利桑

那性体验量表（Arizona Sexual Experience Scale ASEX 满分 30 分，≥19 分视为男性性功能障碍，

包括性冲动，性唤起，阴经勃起，性高潮，性满足感）和女性性功能指数（female sexual function index 

FSFI 满分 36 分，≤26.55 分视为女性性功能障碍，包括性冲动，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

足感，性交痛）评估，评估后得出四组数据记为对照数据。之后给予男性实验组和女性实验组成员

制定每日 30min 左右 PC 肌训练，包括 1，括约肌收缩法：采取坐位，有意识地收缩尿道、阴道、

直肠括约肌，然后放松。如此反复 50 -100 次，每日 2 ~ 3 遍；2，排尿止尿法：在排尿过程中，

有意识地收缩会阴部，中止排尿，然后放松会阴部肌肉，继续排尿。如此反复，直至将尿排空，每

日 2-3 次；3，床上训练法：仰卧床上，以头部和两足跟作为支点，抬高臀部，同时收缩会阴部肌

肉，然后放下臀部，放松会阴部肌肉。如此反复 20 次，每日早晚各 1 遍。持续一个月，再次对该

40 名人员进行 ASEX 和 FSFI 进行评估，评估后得出四组数据记为实验数据。通过方差分析分别观

察男女各四组数据的相关性。  

结果  训练前，男性对照组 ASEX 评分（10.5±3.21）与实验组（10.6±3.16）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PC 肌训练后，男性实验组（9.1±2.86），与组内训练前比较，ASEX 分数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前，女性对照组 FSFI 评分（29.7±2.89）与实验组（30.3±2.63）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C 肌训练后，女性实验组（32.2±2.12），与组内训练前比较，

FSFI 分数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C 肌训练可提高男女性功能及性生活质量，可尝试用于性功能障碍患者性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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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94 

手法牵伸及肌内效贴联合治疗婴幼儿先天性肌性斜颈的疗效分析 

 

杨晓颜 杜青 周璇 于虹 毛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0217789 

 

目的  分析传统手法牵伸联合肌内效贴治疗婴幼儿先天性肌性斜颈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8 例 CMT 患儿分为两组，组 1：手法牵伸组 15 例，组 2：手法牵伸联合肌内效贴治疗

组 13 例。组 1 平均年龄 106.7±11.5 天，组 2 年龄 111.8±15.7 天。治疗前进行超声、颈部旋转被动

活动度、侧屈被动活动度、直立位颈部姿势评估，治疗 1 月、3 月、6 月时分别进行复评。 

结果  治疗前组 1、组 2 两组的颈部包块大小、颈部旋转及侧屈被动活动度、直立位颈部姿势均无显

著差异。两组治疗 1 月、3 月、6 月后颈部包块均较治疗前缩小，颈部旋转及侧屈被动活动度均较治

疗前显著改善，但组 1、组 2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直立位颈部姿势均较治疗前改善，治疗后 6 月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 2 效果优于组 1。 

结论  手法牵伸联合肌内效贴治疗婴幼儿先天性肌性斜颈在姿势改善方面效果更显著。 

 

OR-095 

脊髓损伤后大脑结构萎缩对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侯景明 颜如冰 刘宏亮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对于脊髓损伤的治疗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在

于我们过去对于脊髓损伤的治疗主要把研究焦点集中在脊髓损伤局部，而忽略了损伤后大脑的变化。

本研究旨在探讨脊髓损伤后大脑的结构改变情况，并进一步探讨脊髓损伤后大脑的结构改变对患者

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5 例脊髓损伤患者完整随访资料，根据随访 6 个月后的运动功能恢复情况分为恢

复较好组（共 10 例，其中 ASIA 分级 A 级 1 例，B 级 4 例，C 级 3 例，D 级 2 例）和恢复一般组（共

15 例，其中 ASIA 分级 A 级 7 例，B 级 3 例，C 级 3 例，D 级 2 例），同时选取 25 名年龄、性别相

匹配的健康人对照作为对照组。恢复较好组男 6 例，女 4 例，年龄 37.9±13.9 岁；恢复一般组男 8

例，女 7 例，年龄 35.8±11.5 岁；对照组男 15 名，女 10 名，年龄 36.5±9.3 岁。采用结构磁共振扫

描技术，运用 CIVET 软件以及 DtiStudio 软件对比分析三组间大脑灰质和白质萎缩的区域。运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探讨脑皮层萎缩与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脊髓损伤恢复较好组和恢复一般组均存在双侧初级运动皮层的灰质萎缩，

但恢复一般组的萎缩程度更广泛和严重，同时还出现了右侧辅助运动区和运动前区的灰质萎缩。恢

复较好组未见明显的脑内皮质脊髓束萎缩，而恢复一般组脑内皮质脊髓束初级运动皮层区域以及内

囊区域均出现了白质萎缩。此外，脊髓损伤患者辅助运动区的灰质体积以及初级运动皮层的白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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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与患者 6 个月后的运动恢复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结论  在脊髓损伤早期，脊髓损伤患者大脑运动中枢相关区域即可出现明显的结构萎缩，同时这种

萎缩对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存在不利影响。脊髓损伤后患者大脑萎缩越严重，患者后期运动功能恢

复越差；大脑结构越完整，患者后期运动功能恢复就越好。未来对于脊髓损伤神经功能的修复，我

们应该密切注意大脑的这种结构性萎缩，通过一些手段预防或逆转大脑的这种结构性萎缩，或许是

今后治疗脊髓损伤的一个新方向。 

 

OR-096 

脑卒中患者延续康复医疗模式构建与成效的研究 

 

肖玉华 卢红建 沈晓明 胡永林 朱红梅 宋新建 

江苏省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002 

 

目的  构建―神经内科-康复科-社区-家庭(或护理院)‖延续康复医疗模式，探讨其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

能及 ADL 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65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干预组 34 例、对照组 31 例，两组均接受神经内科常规诊治和护理。

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神经内科-康复科-社区-家庭(或护理院)‖延续康复医疗。干预方法：①成立延

续康复医疗团队,包括神经内科医师及康复医师各 2 名、康复治疗师 4 名、护士 4 名，并对上述人员

进行延续康复模式相关内容的培训②早期康复，主要在神经内科病房进行治疗。主要包括良肢摆放、

关节的主被动活动、翻身及体位转换、进食、穿衣等床上 ADL 训练③ 

恢复期康复，由神经科病房转入康复病房进行全面康复训练。内容包括：转移训练、起坐训练、站

立平衡训练、下肢负重训练、步行训练和上下阶梯训练、以日常生活活动动作为核心的作业训练④

恢复后期康复，指患者在家中、社区或护理院进行的康复训练。主要由康复治疗师定期上门指导，

帮助患者进行必要的康复训练，教会患者自我训练的方法，指导进行家居环境的改造，鼓励独立完

成日常生活活动并逐渐适应家庭生活环境等。干预时间为一年。分别于 1 个月末、6 个月末、12 个

月末比较两组肢体运动功能和 ADL 能力恢复情况；并于 12 个月末比较两组肩部并发症的发生率以

及患者对康复服务的满意度。结果  入组时、1 个月末两组肢体运动功能 Fugl-meyer 评分和 ADL 评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经过系统全面的延续康复后，6 个月末、12 个月末

Fugl-meyer 评分和 ADL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12 个月末且肩部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P<0.05）、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 

结论  延续康复治疗能促进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改善 ADL 能力、减少并发症，提高患

者的满意度。 

 

OR-097 

综合性医院向康复医院转型的探索 

 

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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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南康复医院 241000 

 

我院根据卫计委的改革精神，决定在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康复医学科，向三级

康复医院转型。在市卫计委的帮助下，经安徽省卫计委康复专家组的检查验收通过，在 2013 年 5

月 28 日（原省卫生厅批文）成为省三级专科医院即安徽省皖南康复医院。我们将依靠临床各个科室

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探索一条利于康复医学快速发展的新思。在医改新形势下，康复医疗服务体

系建设被视为公立医院改革的突破口。我院经过转型后的康复医院，成为我市及周边城市三甲综合

性医院接受需要康复的病人提供良好的康复场所，是符合当前的医改的形势需要。院部提出在医院

内部强化康复理念，经过三年多的实践，临床科室逐渐接受了康复理念，接受康复病人的治疗。 

在现有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基础上，向康复医院模式转移，重点发展康复医学科，从人才引进、

设备投入、规模扩大、全方位支持康复医学科；把康复前移工作要渗透到每个临床科室，有条件的

病区要让康复治疗早期介入，几年来，我们康复治疗已经延伸到：急诊科、心内科、呼吸科、神经

内科、神经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ICU 病房、妇产科等临床科室。我院将现有 210 张康

复床位（占总床位数的 1/3），按照亚专科分别设置了 7 个康复单元：骨折术后康复单元、脊髓损伤

康复单元、神经康复单元、疼痛康复单元、产后康复、中医传统康复单元、儿童康复单元；一个治

疗部，下设运动大厅、作业大厅（包括社会职业培训）、理疗大厅、中药熏蒸、推拿大厅、言语治疗

室、吞咽治疗室、认知治疗室，高压氧室，儿童康复大厅等相应设施；采取这些专业分工，精细管

理大大提高了医疗质量，沉淀了品牌效应。不断提高康复专业技术水平，按照脑卒中、骨折术后、

脊髓损伤、儿童脑瘫产后等疾病的特点分专业组进修提高医疗质量；治疗师也是按照不同治疗组进

修专业对口进修学习；我院康复治疗部分成：偏瘫组、骨折组、脊髓损伤组、儿童组，根据病情不

同分配治疗任务；护士进修康复专业的护理技术，总体上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建设康复专业技术队

伍；通过 3 年的转型，我院已经成安徽省首家皖南三级康复医院，连续保持良性循环，取得了较好

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OR-098 

“重建生活为本”康复模式理念在作业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吴丽君 周顺林 李凯霞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 050091 

 

目的  探讨「重建生活为本」康复模式理念在作业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康复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观察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两组均采用神经促通技术和运动再学习理论为主的功能训练，

配合针灸理疗等传统的康复治疗，包括上肢功能训练和手功能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融入「重

建生活为本」康复理念及治疗模式，包括床旁自理、家务活动、生活技能、休闲娱乐、社区生活、

社会融入等。治疗前后分别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SES）评定患者的自信心和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能

力、偏瘫上肢七级功能测试、改良 Barthel 指数 MBI 评定患者的上肢功能和 ADL 能力、生存质量评

定。 

结果  治疗前脑卒中患者一般资料无差异性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及治疗后 4 周、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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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分别进行评定，两组 SES 、MBI 和 WHOQOL-100 均有不同程度提高（P＜0.05），组间比较

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P＜0.01）， 

结论 「重建生活为本」康复模式理念是由香港职业治疗学院梁国辉先生于 2015 年在―国际作业治疗

研讨会暨全国作业治疗论坛‖正式提出。此理念建基于康复医学的原始精神，与―生物-心理-社会‖现代

医学模式完全吻合，是一种新的康复作业治疗服务模式。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作业治疗活

动，协助患者把现有的功能及资源转化为新的生活能力；引导患者重新适应，以参与有趣有用的日

常活动，重建生活意志、生活能力和生活方式（三元合一），最终达致幸福愉悦及有意义的生活，提

高其生存质量。其康复训练计划是―以患者需求为中心，根据患者现有的肢体功能状况、兴趣爱好等

设计个体化的作业治疗活动，融入有意义有价值的康复元素，采用正确的活动模式引导患者主动参

与，并反复强化训练，这不仅仅可以促进大脑侧支循环的建立，提高神经网络的重组或代偿能力，

加快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进而提升其生存质量，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患者的―全人‖康复。

「重建生活为本」康复模式在作业治疗中以其前瞻性、整体性和朴素性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和价值。 

 

OR-099 

流水线式康复训练流程初探 

 

郑锐锋 

洛阳中心医院 471009 

 

目的  探索一种可行高效的康复训练流程，使康复评定及康复训练紧密结合起来，让患者得到最大

程度的康复疗效。 

方法  采用流水线式的康复训练管理方法，将康复大厅设计设立各个功能分区如康复评定区，关节

松动训练区，肌力耐力训练区，平衡功能训练区，翻身起坐转移区，行走步态训练区，作业疗法区，

手功能训练区，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区，偏瘫截瘫综合训练区等，各个分区包括各自的训练器械，由

专人进行本区域的康复训练任务，康复项目的安排包括收费器材使用均由评定医师及临床医师决定，

下达康复医嘱，康复治疗师仅仅执行自己区域内的康复训练任务，一个患者的康复可能要同时接受

几个治疗师不同内容的康复训练任务，改变了过去一个治疗师从患者入院一直到出院由一个人负责

治疗的局面。 

结果  采用流水线式康复训练管理流程，患者的康复效果明显增加，患者的满意度增加，日常生活

能力提高明显。   

结论  采用流水线式康复训练管理流程，改变了过去一个治疗师从患者入院一直到出院由一个人负

责治疗的局面，使康复评定与康复训练治疗紧密结合在一起，康复计划及康复目标更加明确，康复

效果显著，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康复训练管理模式。 

 

OR-100 

医院-社区-家庭护理干预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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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医院-社区-家庭护理干预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效果，为医院-社区-家庭护理干预模

式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3 年 2 月-2016 年 2 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72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并将

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 36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和护理，观察组患者采用医

院-社区-家庭护理干预模式，分析两组患者平衡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评分情况，分析两组患者并发症

发生率情况。 

结果  两组在干预前平衡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评分情况差异不明显（P＞0.05）。观察组在干预后平

衡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评分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中肺部感染、褥疮、泌尿系统感染、肩关节脱位、肩手综合征、肌肉萎缩和异常运动等并发

症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医院-社区-家庭护理干预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显著，有效的减轻了患者的病状

和功能障碍，提高了生活质量。 

 

OR-101 

三级康复临床路径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影响的多中心、

单盲、随机对照研究 

 

王红星
1
 任彩丽

2
 夏楠

3
 付娟娟

4
 蔡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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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

5
 潘化平

6
 苏敏

7
 项洁

8
 王德强

9
 万春晓

10
 冯玲

11
 沈光宇

12
 吴

传军
13

 刘守国
1
 伊文超

1
 励建安

1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3.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滨州医学院 

5.徐州市中心医院 

6.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7.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9.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0.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1.绍兴市人民医院 

12.南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3.南京市大厂医院 

 

目的  明确三级康复临床路径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生活质量以及医

疗费用的影响，以从临床功能和卫生经济学角度评价三级康复临床路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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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随机、单盲、平行对照、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符合纳排标准的病程 7-14 天的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 286 例，随机分为临床路径组和常规康复组。临床路径组进入三级康复临床路径并执行标

准的康复治疗方案，即 3 周急性期康复（一级，三级医院）、6 周亚急性期康复（二级，二级医院或

康复医院）和 8 周恢复期康复（社区或家庭康复），康复临床路径包括临床处理路径、康复护理路径

和康复治疗路径；常规康复组采用一般康复治疗。在各级临床康复路径进入和结束时评价改良

Barthel 指数、脑卒中 ICF 核心分类组合简版、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脑卒中生活质

量量表。 

结果  1）临床路径组和常规康复组的改良 Barthel 指数在一级和二级康复后均较康复前明显改善，

临床路径组较常规康复组改善更为显著（P<0.05），但在社区或家庭康复阶段，两组间改良 Barthel

指数无显著性变化（P>0.05）；2）临床路径组 ICF 组合总分在一级康复阶段显著高于常规康复组

（P<0.05），而在二级和三级康复阶段，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3）临床路径组 Fugl-Meyer 评分在

一级和二级康复阶段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在第三级康复阶段无显著性差异（P>0.05）；4）

两组患者在三级康复结束后生活质量均有显著改善，但两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异；5）临床路径组各级

康复医疗费用显著低于常规康复组，改良 Barthel 指数每提高 1 分，其住院费用和康复费用均低于

常规康复组（P<0.05）。 

结论  三级康复临床路径可有效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并提

高医疗成本-效益比。 

 

OR-102 

护理干预对中风偏瘫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探究 

 

葛贝贝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护理干预对中风偏瘫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40 例中风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

分析法，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对照组主要采用常规护理，治疗组主要采用个性化综合

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等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  护理前：对照组的运动量表评分（30.34 士 4. 27）分，生活质量评分（37. 13 士 3. 48）分，

治疗组的运动量表评分（31. 11 士 4.95）分，生活质量评分（38. 23 士 4. 21）分；护理后：对照组

的运动量表评分（ 62. 13 士 7. 48）分，生活质量评分（39. 13 士 3. 23）分，治疗组的运动量表评

分（41. 76 士 4. 65）分，生活质量评分（65. 76 士 5.56）分；通过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运动量

表评分比较，治疗组的治疗后的效果明显要比对照组显著，两组患者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中风偏瘫患者进行个性化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的提高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使

患者快速康复。 

 

OR-103 

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三级康复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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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莉丹 陈翔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规范化的三级康复治疗对减轻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神经功能缺损，对运动功能恢复及生

存质量改善的临床疗效，为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的康复制定最佳方案。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化的方法，将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分为三级康复治疗组和一级康复对照组。

两组患儿都进行综合医院一级康复治疗，三级康复治疗组经一级康复治疗后到基层医院康复中心延

续二级康复治疗，而后在社区或家庭继续行三级康复治疗。一级康复对照组因家庭经济原因中断二

级及三级康复治疗。两组均通过 12 个月系统的治疗，对两组患儿康复治疗前后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

（BSID）评定结果的智力发展指数（MDI）及精神运动发展指数（PDI）的平均值和平均增长值进

行比较。 

结果 治疗 1 年后，两组 MDI 及 PDI 均有增长（P<0.05），三级康复治疗组平均增长值优于一级康

复对照组（P<0.05）。 

结论 经过一年的研究，目前已初步在温州地区建立了从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到基层医院康复中心再

到社区或家庭层面的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的三级康复治疗网。并已初步证明，规范化的三级康复

治疗是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康复治疗不可缺少的过程，在改善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生存质量方

面有重要意义，值得推广应用。     

 

OR-104 

PDM-2 及其运动训练方案在脑瘫高危儿家庭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杨亚丽 吴丽 任麦青 景淑真 

郑州市中心医院 450007 

 

目的  明确 PDMS-2 量表及其配套的运动训练方案对家庭康复的指导意义，强调家庭康复在脑瘫高

危儿早期治疗中的优越性，探索―全员、全程‖参与的康复治疗模式。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设计方法，将符合脑瘫高危儿的 78 例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在常

规康复治疗的同时给予 PDMS-2 量表配套的运动治疗方案对脑瘫高危儿进行―全员、全程‖参与的家庭

康复指导，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案。观察 Peabody 粗大运动发育商及粗大运动评估量表总百

分比分值治疗前后变化。 

结果  两组患儿康复治疗后 Peabody 粗大运动发育商均不同程度提高，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37%，对照组为 97.22%，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

异(P>0.05)，提示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相当，但治疗组显效 37 例（97.37%）高于对照组显效 28

例（77.78%）。 

结论  PDMS-2 评估方法对脑瘫高危儿运动发育水平有很好的评估作用，其配套的运动治疗方案对脑

瘫高危儿运动技能的提高有很好的价值，强调了在 PDMS-2 配套运动方案指导下―全员、全程‖参与家

庭康复指导的康复治疗模式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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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5 

普通针刺联合综合康复治疗对精神发育迟缓的效果观察 

 

段佳丽 宋立新 高超 尚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普通针刺联合综合康复治疗对精神发育迟缓（mental retardation，MR）的临床疗效。 

方法  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4 年 06 月～2015 年 08 月收治的 72 例精神发育迟缓患儿，随机分为对

照组（36 例）与观察组（36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综合康复训练及药物穴位注射；观察组同时给予

普通针刺。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分别使用中国-韦氏幼儿智力量表（Chinese-Wechsler  Young Children 

Scale of Intelligence，C-WYCSI）对患者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全智商进行评估，观察两组治疗效

果。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语言智商VIQ、操作智商PIQ、全智商评分FIQ[（58.42±12.23）、（68.54±12.49）、

（58.93±13.42）]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较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普通针刺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 MR 患儿可获得良好效果，能有

效提高患儿智力水平。 

 

OR-106 

鼠神经生长因子穴位注射配合核心稳定训练治疗脑性瘫痪 

 

权弋 尚清 马彩云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鼠神经生长因子穴位注射配合核心稳定训练治疗脑性瘫痪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0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神经发育运动疗法；观察组

采用鼠神经生长因子穴位注射治疗，配合核心稳定训练治疗。治疗前后采用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GMFM-88)进行运动功能的评定及 Gesell 发育量表进行发育商评

定，判断综合疗效。 

结果  两组患儿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GMFM-88及Gesell发育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P<0.05)，

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鼠神经生长因子穴位注射配合核心稳定训练治疗脑性瘫痪有很好的临床疗效。  

 

OR-107 

物理治疗师胜任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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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敦武
1,2,3

 王詠
3
 伊丽奇

3
 邱卓英

1,2
 朱平

1
 丛芳

1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目前我国有着数量庞大的残疾人群体，这些残疾人有着巨大的康复需求。物理治疗作为康复的措

施之一，目前国内从业人员——物理治疗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其整体服务的质量、服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尚需提高。本研究试图探索物理治疗师的胜任特征，为物理治疗师的选拔、教育培训等提供借

鉴，从而为提高物理治疗的服务质量、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参考。  

 

本研究第一步为收集要素并初步建立模型。通过检索收集国内外物理治疗师胜任特征有关的文献，

整理汇总文献中的胜任特征要素，共得到 57 项物理治疗师胜任特征要素；参考行为事件访谈对 6

名专家开展访谈，通过编码分析，共得到 51 项物理治疗师胜任特征要素；将文献分析和访谈法的胜

任特征要素汇总整理，共得到 73 项物理治疗师胜任特征要素，并初步构建了物理治疗师胜任特征模

型，该模型包括四个领域，九个维度。  

 

本研究第二步为编制问卷、采集数据、分析验证模型。我们根据得到的 73 项胜任特征要素编制了《物

理治疗师胜任特征他评调查问卷》，并使用问卷调查康复从业人员，根据得到的数据，对问卷进行项

目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最终保留 63 道行为描述题，4 道测谎题；同时调整了第一步研究构建的

模型。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调整后的物理治疗师胜任特征模型。  

 

最终确定的物理治疗师胜任特征模型，包括知识、技能、能力、特质或动机四个领域，其中知识领

域包括医学知识、政策与规范两个维度；技能领域包括评价技能、干预技能两个维度；能力领域包

括教育能力、管理能力、职业发展能力、咨询与合作能力四个维度；特质或动机领域为单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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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8 

以三甲评审要求促进康复科全面质量管理 

 

张盘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 528000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院于 1881 年，25 年前为广东省第一家获得三级甲等资格的医院，2015 年

又成为广东省第一家通过三甲复审的医院。我科在三甲复审中取得了优异成绩，2 年来在医院的季

度医疗质量检查中一直名列非术科片的前 3 位，多次名列第一。 

等级医院评审制度是一项提升医院医疗质量与安全的重要抓手，对医院全面质量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卫计委在评审方式上进行改进，在大数据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等方法提取更多客观指标，

减少主观评价指标，让复审工作更加符合现在的发展趋势。 

   医疗质量就是医疗效果，即医疗服务的优劣程度，广义医疗质量不仅涵盖诊疗质量的内容，还强

调病人的满意度、医疗工作效率、医疗技术经济效果以及医疗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质量与安全是医

院管理工作永恒的主题。质量管理方法有：全面质量管理、三级质量管理体系、PDCA 循环、质量

控制圈等。 

   康复科的质量管理，科主任是组织者、领导者、第一负责人，要全员参与，QC 小组是主体、是

推动医院质量管理前进的主力军，应用 PDCA 循环、各种管理工具使质量持续改进，举办品管圈大

赛，极参加各级各类活动交流，每月分析医疗质量（门诊人次、出院人次，平均住院日，康复治疗

人次，床位使用率，处方合格率，药占比，抗菌素使用情况，院感率，不良反应发生数、病人满意

度、医疗投诉及纠纷，病历质控情况，康复设备情况，临床路径等等）。每个员工个人必须严格执行

核心制度，认真书写医疗文书，配合科室各质控小组工作，自我控制与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汇报、

改正，具有慎独精神。 

   康复科的医务人员除了要掌握全院通用的知识（如三基知识，诊疗常规，核心医疗制度，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医院的相关制度等）外，还应掌握康复治疗计划（方案）制定与实施的规范与程序、

康复治疗人员理论与技能现场考核、康复医疗文书书写规范和质控标准、康复意外紧急处置预案和

流程、康复治疗训练记录规范、诊断标准与流程、康复患者家属满意度评价制度与流程，定期康复

治疗与训练效果评定标准与程序、康复医学科质量与安全培训计划、核心制度、岗位职责、康复科

诊疗规定技术操作规范等。 

   我科在首次病程记录中除了常规的检查计划、药物治疗计划外，增加了与康复相关的功能评估、

康复治疗计划、病情评估和知情告知。康复医师、治疗师、护士、患者共同制定康复治疗方案，康

复治疗计划与知情沟通书有医、康、护、患四方签名确认。2012 年开始所有康复科住院病人有康复

治疗师的康复训练记录，内容包括康复治疗内容、治疗后反应等。有定期的康复治疗与训练效果评

定标准与程序，目前实现了电子病历记录和电子签名。对每一个患者都进行定期系统的效果评定，

对特殊病例通过病例讨论进行康复训练效果的评价。每月抽取 10 例病历，统计 ADL、手机能、步

行功能、坐位平衡、站位平衡等，评价全科的康复疗效。加强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持续改进。实

施临床路径。 

 

OR-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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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师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于涛 

天津医科大学 300070 

 

目的  康复相关机构迫切需要一批具备岗位胜任能力的康复治疗师，康复治疗师岗位胜任力指标体

系的构建不仅为当前康复治疗师的考核和选拔、评价提供标准，也为康复治疗本科教育改革和人才

培养提供参考。 

方法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德尔菲法（Delphi），在胜任力模型理论基础上，根据康复治疗师的性质和

特点，初步拟定康复治疗师岗位胜任能力指标内容调查问卷，对康复治疗领域的 18 位临床专家进行

两轮函询调查。第一轮专家函询通过邮寄、电子邮件以及面呈等方式发放调查问卷，专家对康复治

疗师岗位胜任能力各级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赋值认定，并提出修改意见。将重要性低于 70%的指

标项目，如一级指标―自我概念特征‖中的―学历‖删除。将修改后的指标内容、各级指标权重进行汇总

与反馈，经第二轮专家函询最终确定康复治疗师岗位胜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2 轮函询问卷调查的

有效回收率均为 100%。 

结果  通过专家问卷调查最终确定康复治疗师岗位胜任能力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 4 个，包括职

业与认知特征、康复技能特征、人际与发展特征和自我概念特征和二级指标 34 项。职业与认知特征

维度，权重为 0.1693，含有 6 个二级指标。―康复评定基本理论与知识、运动疗法基本理论与知识、

作业疗法基本理论与知识、理疗基本理论与知识、言语疗法基本理论与知识和传统康复‖等理论与知

识是一名康复治疗师需具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康复技能特征维度权重为 0.2781，含有 8个二级指标，

注重考查康复治疗师的―康复技术水平、解决问题能力、应急处理和预见能力、病情观察与陈述能力、

信息与管理能力、服务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能力‖。人际与发展特征维度权重为 0.2790，

在 4 个一级指标特征中所占权重最大，说明这一指标对于一名康复治疗师能否胜任该岗位尤为重要。

其中包括 9 个二级指标，分别为―评判性能力与灵活性、尊重与保护患者利益、终身学习能力、科研

（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经历与经验、人际关系、团队合作、沟通能力‖。自我概念特征维度权重

为 0.2736，含有 11 个二级指标，注重考查康复治疗师的―责任心、专业热爱、敬业精神、自信心、

爱心‖等。康复治疗师具有良好的自我概念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增强自我实现能力。 

结论  康复治疗师岗位胜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4 项一级指标和 34 项二级指标。所构建的康复治

疗师岗位胜任能力体系可作为各级康复机构选拔康复治疗师的参考依据；该评价体系有利于康复治

疗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管理；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康复治疗师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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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10 

现代学徒制在康复治疗人才培养中的实践和探索 

 

颜益红 余尚昆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4100110 

 

目的  探索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以适应现代康复行

业的发展。 

方法  依托学校和湘雅博爱医院两个育人主体，采取校企双元育人，校企―双交替‖教学，双导师负责

制、技能与素质培养双线并进的现代学徒制培养人才。 

结果  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参与三方，实现共赢. 

结论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适合高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提高了康复治疗人才的

培养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高等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new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training model, 

training high quality skilled expertis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habilitation industry.  

Methods  Relying on School and the Hospital of Xiangya two main education, take the dual 

educatio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double alternating" teaching mentor 

doubl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dhere to the skills and two-pronged quality training modern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of personnel.  

Results  Modern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Mode, the tripartite participation and achieve win-win 

situation. Conclusi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mode for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specialty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rehabilitation professionals,  is 

worth promoting.  

【 Key words 】   Modern Apprenticeship ；  Rehabilitation therapy specialty;  vocational 

education;training model; 

 

OR-111 

综合医院康复治疗师的基本技能和综合能力分析 

 

何维春 王凯斌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1、引言 

近年来，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和等级医院的建设等，康复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当今的潮流。近

几年年来卫计委先后制定的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建设的基本标准出台后，对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的

建设有着严格的标准，包括床位、医生、护士、治疗师、病房、治疗室、设备等有了明确的规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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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治疗师的配置却成了最大的空缺，将不能满足医疗的正常运行，在综合医院现有的康复资源

中，有大部分的康复治疗师都是非康复治疗专业，且这部分人员已成为该专业的主要骨干，承担着

该学科的医疗、教学、科研等。而治疗师的基本技能和综合能力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我结合我院

将综合医院康复治疗师的基本技能和综合能力进行分析。 

 

OR-112 

基于 CARF 理念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健康教育单的设计 

 

李艳芳 朋海平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CARF 是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Rehabilitation Facilities 的简称，是国际最高标准

的康复医疗机构的认证体系， 1966 年成立于美国，是国际公认的、唯一的养老、康复机构质量认

证体系，把促进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和获得最佳结局作为其使命，致力于持续改进机构管理和服务

提供，强调患者的参与度。我院为康复专科医院，于 2015 年 10 月引进 CARF 管理，着手 CARF

认证前的准备工作。针对我院的主要病种之一的脑卒中患者，健康教育是脑卒中患者住院护理的重

要内容之一【1，】，为融合 CARF 理念，促进患者的康复，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参与能力与生活质

量，以获得最佳结局，这就需要一套科学有效的健康教育单。而我国目前使用的健康教育单多侧重

于单向宣教，尚未体现患者的意愿与实际的知识技能应用能力，本研究旨在构建基于 CARF 理念的

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健康教育单。 

方法  通过文献分析，病史回顾，融入脑卒中康复护理专科技能，结合 CARF 理念，形成脑卒中恢

复期患者健康教育单的框架，成立健康教育小组收集各科室意见，组织讨论，征求 CARF 认证辅导

专家的意见。并编制表单宣教程序、方法、记录、频率等使用说明。 

结果  形成了基于 CARF 理念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健康教育单形成，教育项目为一级条目 4 个即：

常规宣教、临床护理知识、康复护理技能、出院家庭康复护理指导。二级条目 22 个即：常规宣教——A

介绍病房环境、设施以及科主任、主管医生、护士长、责任护士等。B、陪护管理制度、院感防控知

识。C、常规检查前的准备。D、体位摆放、体位转换、体位垫的使用 E、陪护责任及道德宣教、安

全及风险教育（1 防跌、2 防误吸、3 防走失、4 防压疮（ICU） 5 防烫伤）、安全用电、防火。F、

用药和饮食指导。G、管道相关宣教和护理（1 鼻饲管、2 导尿管、3 PICC 、4 气管套管、5 造瘘

口）。临床护理知识——H、康复治疗前后的注意事项。I、患者的心理、情绪护理。J、基础疾病宣

教（高血压、糖尿病）。K、脑卒中复发表现及预防措施。康复护理技能——L、安全转移、轮椅等

辅具使用的宣教。M、二便护理（1 肠道护理，2 膀胱护理））N、预防并发症（1 肩手综合征、2 肩

关节半脱位、3 DVT）。O、指导 ADL 训练（1 洗漱、2 穿衣、3 吃饭、4 入厕、5 修饰等）,逐步实

现自我护理。P、呼吸、咳嗽训练。Q、吞咽障碍训练指导 R、单侧忽略护理指导。S、语言康复锻

炼指导。出院家庭康复护理指导 T、出院饮食、用药、血压血糖监测指导 U、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

家庭康复训练方法 V、告知复诊时间、地点及我院将电话回访。 

结论  基于 CARF 理念的脑卒中患者健康教育单适用于养老、康复机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对护患

双方融合尊重、参与、知情、系统等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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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13 

绘本阅读教学提高聋儿认知水平的研究 

 

梁彩凤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315040 

 

目的  研究绘本阅读教育对于提升聋儿认知水平的影响。 

方法  将从本中心随机抽取的 16 名聋儿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年龄、性别、接受培训的时间、听力

受损状况比配，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8 人。对对照组的聋儿开展绘本阅读教育，对观察组的

聋儿则不开展绘本阅读教育。研究周期 1 年。 

结果  绘本阅读教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对照组与观察组发生明显差异。 

结论  1.接受绘本阅读教育的聋儿，其认知水平明显高于没有接受绘本阅读教育的聋儿，家长和教师

共同对聋儿进行绘本阅读教育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2.绘本阅读教育能够使我们深入了解聋儿的内

心世界，并因人而异的激发聋儿的潜力。3.绘本阅读教育更有利于锻炼聋儿的全面思考的能力，提

升其综合能力，从而提高其认知水平。 

 

OR-114 

案例库及综合式教学法在研究生康复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曲福玲
1
 刘忠良

1
 康治臣

1
 张海那

1
 王欢

1
 段晓琴

1
 郭丽新

1
 王月英

2
 刘泰源

3
 张军

1
 

1.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3.大连医科大学 

 

目的  寻求及总结适合康复医学研究生的实习教学方法。 

方法  针对康复人群以功能障碍为主、康复科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同时面临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

在研究生康复实习教学中，近两年采用了综合式教学法，即从我科建立的案例库中选取资料全面的

案例，并结合了同伴主导的小组学习及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法。基本的教学思路是：提出问题—学生

查找资料—分组讨论—教师总结。 

结果  案例库为基础的综合式教学从学生的角度评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尤其是在提高自学能力

及解决问题能力、加强同学之间团结协作等方面，但因这种教学方法课上知识含量有限，师资需求

较高，所以目前我科主要用于实习教学，课堂基础教学仍以传统课堂教学法进行，课堂中引入简要

案例，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注意力。 

结论 这种实习教学，相对教师直接灌输式教学方法，具有多方面的优点，如教学过程更加立体、生

动，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诊疗实践中去，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培养了学生的临床

思维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技能，拓宽了与康复相关的学科知识，增强了科研创新和团结合作的能

力，提高了学生文献资料查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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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15 

183 名婴幼儿高压氧治疗家长的健康教育需要调查分析 

 

张雁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调查了解婴幼儿高压氧治疗患儿及家长对健康教育内容、形式、方法等知识的需求，更好开展

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对 183 例行高压氧治疗患儿家长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 

结果 183 例高压氧治疗患儿家长对健康教育内容最关注的前三位是高压氧治疗的有效性（16%）、

怎样配合医生才能使疗效更好（16%）和高压氧治疗期间如何预防宝宝再生其他病（12%），形式

上要求的前三位是提供书面宣传资料（43%）、讲座（36%）和一对一讲解（19%），在时间安排

上希望每月安排 1 次（62%）和时间 30 分钟（41%）最多。 

结论 高压氧治疗患儿家长对高压氧治疗健康教育内容最为关注疗效，形式上要求书面资料和讲座为

主，故护理人员应根据患儿及家长需求特点、高压氧治疗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教育及

管理以提高治疗依从性，保障患儿安全，提高治疗效果。 

 

OR-116 

留学生《康复医学》课程的学习效果问卷调查 

 

何任红 范建中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康复理疗科 510515 

 

背景  随着我国整体实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来我国医学院校就读，其中《康复医学》

课程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必修课，对于留学生也需必修此门课程，然而国内目前尚未有相关规范，

去指导留学生如何学习《康复医学》课程，结合我校多年对留学生《康复医学》这门课程的带教情

况，现做一个问卷调查，阐述留学生《康复医学》课程我们的带教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目的  调查我校留学生《康复医学》课程的学习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方法  在《康复医学》所有课程授课结束后，通过发放纸质问卷 112 份，调查我校留学生《康复医

学》课程的学习效果，问卷内容包括留学生的国籍、年龄、学习层次、母语等一般资料，同时问卷

内容还有课程设置是否合理，是否需要统编教材，老师的讲授水平，学习到的内容及通过此课程对

康复认识的提高程度等。 

结果  收回有效问卷 91 份，留学生以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为主，大部分留学生的母语非英

语，有些老师英文授课水平不足，91%的留学生要求要有统编教材，课程设置较为合理，通过此次

课程学习所有留学生均极大地加深了对康复的认识，均认为学习《康复医学》非常必要，有利于他

们今后的行医生涯。 

结论  为了满足留学生对《康复医学》的学习要求，需要统编一本《康复医学》英文教材，合理设

置课程内容，规范课堂带教，提高教师的带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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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个性化 3D 矫正体操对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影响 

 

袁望舒 陈丽霞 沈建雄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研究个性化 3D 矫正体操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影响,为临床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凸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对 11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进行为期 6 个月的个性化 3D 矫正体操训练。训练前后对

其 Cobb 角度、躯干旋转角度、SRS-22 问卷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 Cobb 角度较治疗前 Cobb 角度有所减小，且其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

躯干旋转角度较治疗前躯干旋转角度有所减少，且其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满意度

较治疗前有所增加，且其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为期 6个月的个性化 3D矫正体操能够减少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Cobb 角度及躯干旋

转角度。患者对治疗效果表示满意。 

 

PO-002 

脑卒中偏瘫患者足底压力特征 

 

何娟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了解脑卒中偏瘫患者足底压力分布情况。 

方法  研究对象： 

2015年1月-2015年12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的12例脑卒中偏瘫患者，

男性 7 例，女性 5 例，平均年龄（47.1±5.6）岁。 

纳入标准：脑血管疾病首次发病，病程小于 12 月；诊断符合脑血管疾病诊断标准；单侧肢体活动障

碍，患侧下肢 Brunnstrom 分期 为Ⅳ-V 期； 

排除标准：认知功能障碍；不合作者；合并其他影响步行及站立疾病者；严重心肺疾病者。 

对照：同年龄同性别的健康人 12 例配对。 

仪器：足底压力测试系统采用 韩国 Duke 公司生产的足底压力测试系统。可测量动态及静态足底压

力分布。 

方法：患者接受康复治疗之前进行测试。正式测试前预测试 2 次。受试者以自然舒适的状态走过测

试台，每人测试两次，中间休息 10 分钟，取 2 次平均值为最终结果。 

测试内容：静态足底压力分布及步态行走时足底压力分布（起始着地期、站立相中期、站立相后期）。 

统计学处理：应用 SPSS 1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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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最大压力:患者健侧跖骨区域、中足及足跟、第 2-5 趾的压力较患侧大，亦大于正常人相应足

底压力(P<0.05)。 

2．正常人足底压力峰值呈现为两个高峰和一个低谷，偏瘫患者无明显的两个高峰和一个低谷（P<0.

05）。 

3.脑卒中偏瘫患者足底压力中心轨迹较正常人长（P<0.05）。 

结论 慢性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健侧足底压力高于患侧足底压力，与正常人相比，偏瘫患者健侧、患者

足底压力中心轨迹存在异常。 

 

PO-003 

孤立性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心肺运动试验 3 例分析 

 

丛卉 陈丽霞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评价孤立性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病例的心肺运动功能。  

方法  3 例孤立性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为一家系，2 女 1 男，年龄 47~58（52±5.6）岁，均采

用功率自行车进行心肺运动试验。  

结果  1 例峰值摄氧量仅占预计值的 61%，余 2 例超过预计值的 90%；3 例通气量峰值均未达到预

计值的 80%；3 例心率峰值均达到预计值的 80%。  

结论  孤立性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是一种罕见的心肌病，随着疾病进展会出现心肺运动耐力下降，

适当进行运动干预可能使患者获益。 

 

PO-004 

表面肌电图在膝股疼痛症候群中的临床应用 

 

郝道剑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笔者曾对本病区内的 37 例膝关节疼痛患者进行表面肌电图评定，膝关节附着的股内侧肌与股

外侧肌运动不协调，即股内侧肌强、股外侧肌弱的现象，进一步了解股内侧肌与股外侧肌的在静息

状态和运动状态下，其运动协调性。  

方法  用表面肌电图进行监测股内侧肌与股外侧肌的动静态变化，在坐位、站立位、健侧单腿支撑

位及患侧单腿支撑位，四种体位下进行测试，测试说明：坐位、以健侧为支撑，患侧置于 10cm 高

的台阶上两种方式进行静息状态的评估，然后在站立位和模拟上楼梯的姿势（患侧用力，伸直下肢，

使健肢与患者达同一高度）两种方式进行动态评估；  

结果  所评估的 37 例，在静态的两种状态下，互为拮抗的肌肉，RMS 数据均小于 5V，动态模式下，

往往存在股内侧肌与股外侧肌肌力失衡的状态，表现为内弱外强的 sEMG 表现，即在运动中表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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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肌的兴奋性大于股内侧肌。  

讨论  表面肌电图由于具有无创、可重复性、灵活性强等特点，既可以评估股外侧肌与股内侧肌的

动态变化，还可以对两个互为拮抗的肌肉进行训练指导，设定合理的训练动作，已达到康复训练的

目的，最后再用表面肌电图再对康复效果的评定，了解设计的动作，通过功能训练是否对互为拮抗

肌肉的协调性是否有无疗效评定等，具有其他设配不可替代的作用。 

 

PO-005 

运动机能贴扎对产妇腹直肌分离的治疗效果观察 

 

朱红梅 卢红建 沈晓明 肖玉华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002 

 

目的  观察运动机能贴扎对产妇腹直肌分离的治疗效果，为产妇康复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将自然分娩的健康产妇 6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分对照组和贴扎组各 30 例。对照组在产褥早期

（产后第２～4 天）接受产科常规护理和产褥期保健知识健康教育，和产后早期康复操训练，贴扎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配合使用运动机能贴扎。两组分别于产后第 4 天、产褥期满 (产后 42 天) 

和产后 6 个月超声进行对比评定腹直肌肌腹距离腹白线的距离（H）。 

早期康复训练操是从产后第 2 天开始做康复训练。先作简单的腹肌运动，仰卧，两臂上举，深吸气

时，腹肌收缩，使腹壁下陷、腹腔内脏器上提，呼气时两臂慢慢复原，2 次/天，10-15min/次。随着

产妇体力的恢复，即可进行脚踩踏板运动、交替踢腿运动、并腿伸展运动、桥式运动、缩肛运动、

仰卧起做运动。均为 3 次/天，10-15min/次。 

腹部运动机能贴扎以比腰围长 4 倍的运动贴布，从肚脐上方开始，循顺时针方向开始绕，从肚脐周

围贴成同心圆。 

结果   产褥期满 42 天与产后 4 天相比，H 值贴扎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产

后 6 个月与产褥期 42 天相比，H 值贴扎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女性在怀孕后，腹部原本平行连接的左右两束腹直肌逐渐分离，其交叉纤维不断的被拉长，

以容纳不断增大的子宫。随着婴儿逐渐增大，使腹壁变薄，逐渐形成腹直肌分裂。早期康复训练操,

可以有效地锻炼到腹直肌以及其他核心部位的肌肉群，配合使用运动机能贴扎的方法可以更好地使

腹直肌分离得到改善，提高肌肉功能，并发展产褥期妇女的核心力量肌肉群，促进产妇的形体恢复，

提高产妇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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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6 

压疮的个体化治疗趋势 

 

刘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压疮即是皮肤损伤的一种,多由皮肤卡压后压力、摩擦、剪切力、湿度改变造成，临床波及面广，

护理棘手。随着医疗细化及个体化医疗的日渐成熟，对于这个临床常见病有了更新的认识，同时也

促使临床护理治疗快速更新。形成了关于个体化压疮治疗的新趋势。 首先是预防，治未患之病为上

策。1.面对病人应进行初步疾病的识别及发病可能性的评估。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状态、自身营养

及吸收、相关基础疾病识别及发病过程、病情延伸造成的并发症风险及预后、必要相关科室参与可

能等均应有大体判断。做到消除病患不良情绪，正确面对存在问题，结合自身情况学习相关知识以

提早预防或促进病情恢复。2.此类病人多活动受限、甚至意识障碍，家属护理知识不足，因此对陪

人的个体化培训起到相当积极作用。包括翻身、摆体位、生活起居、饮食管理、创面保护、及时记

录病情变化等均与临床预后有极大的相关性。3.个体化的辅助用品已经被大家广泛接受，例如多功

能病床、支具、护具的选择。品种较多、功能各异，应结合临床病情及护理要求均可制定个体化预

防方案，在疾病的预防作用上不可小视。 其次，面对已发病者，细致的观察和资料收集对预测恢复

是十分必要的：1.外部特征：发病部位、分期、大小、形状、纵深、颜色、皮温、湿度、气味、周

边血运、压痛、淋巴系统回流、是否瘢痕体质。2.并发症需要多科室协作识别。制定护理方案应从

之前存在，目前出现，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入手。常见如：a.疼痛最为多见，可造成烦躁失眠重者出

现焦虑。b.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感染,可检验科协助病原培养确定。c.糖尿病患者小血管破坏，需

内科严格降糖同时治疗。专业基础疾病治疗下调整护理方案十分必要。d.患者营养缺乏、蛋白丢失、

合成不良的患者恢复较慢。e.不良生活习惯，如清洁卫生。f.尿失禁护理不当，湿度太大长使临床治

疗前功尽弃。g.其他各类组织水肿、意识不清、感觉障碍、老年人、代谢病等并发症。因人而异，

所以必须加强个体化护理。 最后谈谈此类病人的个体化治疗：正常行动不受限的人，意识上稍加注

意无需特殊治疗，往往可以自愈。症状较轻者：多以预防加重为主。原则上积极治疗基础疾病，加

强营养，消除诱因。可局部碘伏消毒，创面保护妥当。中度患者：给予以上基础治疗后，应给予局

部清创,浓盐水冲洗，紫外线照射杀菌，银离子或生物制剂抑菌，表皮生长因子制剂促进组织再生，

高蛋白补充营养保持肉芽生长，并保持干燥。烦躁明显的病人可行镇静，疼痛敏感的病人可以局部

麻药。胆小的患者及时心理疏导。较重患者：制定个体化清创方案，如双氧水杀菌，超声刀完全清

创，留坏死组织及分泌物培养确诊，窦道置引流条，配合物理治疗，银离子或生物胶抑菌，表皮生

长因子外喷，并辅以优质高蛋白。依据恢复情况增加换药频率是关键，避免病情反复，病程延长。

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个体化治疗是现代医学的总趋势，压疮的精准化治疗有利于护理质量的提升，

必将对临床各专业的医疗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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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7 

我院康复科患者手卫生依从性的调查分析 

 

岳泓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00 

 

目的 手卫生是预防医院感染，尤其是预防接触传播疾病最重要，简便，经济和有效的方法。手卫生

执行不严，易造成感染<1>，导致康复时间延长，康复效果缓慢.。其常见的可造成白细胞数量减少<

2>。白细胞减少易引起手术切口、呼吸道、消化道及泌尿生殖道感染，严重的可造成败血症、脓毒

血症或感染性休克。康复中患者的手卫生依从性差，可能导致病情反复。提高患者手卫生依从性，

可有效降低患者在康复过程中的各种感染的发生率，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方法 我科住院康复科病人，随机抽取病人 60 例。60 例患者意识清醒，无沟通障碍。其中男性 36

例，女性 24 例，年龄 34-78 岁。文化层次：小学及以下 20 人，中学 22 人，大学及以上 18 人。向

患者发放调查问卷，发放 60 份，收回 60 份。调查问卷包括患者的文化程度及每日洗手次数，并统

计成表。调查问卷还包括患者对医院洗手设施的满意度和护士平时有无做手卫生相关的卫生指导，

及对患者手卫生重要性的调查。 

结果 不同文化层次患者手卫生依从性  在不同层次患者者中，每日洗手次数在五次以上的是大学及

以上文化层次患者（89%），其次为中学层次患者（50%），小学及以下为（25%），各层次差异

有显著性（P<0.05） 

结论 从以上内容可见：影响患者手卫生依从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文化程度的影响最大。患者的手

卫生的依从性是一项长期的、持续的宣传教育和提高认识的过程。进行手卫生的宣教及督促，提高

患者手卫生依从性，可有效的降低了医院感染的风险。这需要医院完善相关设施，改善就医环境。

更需要医护人员加强患者手卫生的宣教，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带动患者养成一个良好的洗手习惯。

这对患者自身的康复和医院的感染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PO-008 

中国社区老年人身体活动能力与睡眠时长的相关性研究 

 

傅丽媛
1,2
 郭琪

1,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市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背景（目的） 身体活动能力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健康因素。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睡眠，

可以维持老年人的体能体力。之前很少有研究探索睡眠时长与身体活动能力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

究目的是通过一个横断面的研究明确老年人中总睡眠时长与身体活动能力的关系。 

方法  我们的研究人群来自于中国天津部分郊县老年人群，收集老年人的基础社会生理学数据，以

及活动量（IPAQ)，压力症状（GDS）。我们通过测量握力，4 米步行速度，TUGT 来评估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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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活动能力。定义睡眠时长分为四组<7h, 7-8h, >8-9h 和>9h。 

结果  总计 898 名受试者（392 名男性和 506 名女性）纳入研究，年龄范围在 60-93 岁。在男性中,

调整后较低的握力与>9h 组的睡眠相关，0.43(0.41-0.45)。 在女性中，4 米步行速度在睡眠各组间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并与睡眠呈 U 型相关，0.91(0.85-0.96), 0.99(0.97-1.02), 0.96(0.93-0.98), 0.

89(0.86-0.93)。 调整后的 TUGT 与睡眠在>9h 组显著相关，11.24(10.70-11.78)。 

结论 在男性中，较低的握力与长时间睡眠相关。在女性中，步行速度与睡眠呈 U 型相关，且较低

的平衡能力与长时间睡眠相关。 

 

PO-009 

徒手淋巴引流技术对乳腺癌术后手臂淋巴水肿患者消肿治疗与外

周血性激素水平关系的探索 

 

吴婧 

天津体育学院 30038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应用徒手淋巴引流技术，连续干预 12 周是否可以对乳腺癌术后手臂淋巴

性水肿患者起到消肿作用，并探讨外周血性激素结果与消肿治疗的关系，同时为乳腺癌术后手臂淋

巴水肿患者的消肿治疗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12 名受试者，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6 人。实验组为传统康复治疗结合徒手淋巴引流技术

治疗组；对照组为传统康复治疗组。两组受试者分别进行为期 12 周的干预。第一阶段，每周 2 次，

持续两周后，每周 4~5 次，持续 4 周；第二阶段，降至每周 2 次，其余时间教导实验组受试者及家

属在家中继续执行自主淋巴引流治疗，持续 6 周。每次治疗时间 40 分钟。在干预前后分别测量受试

者患侧手臂最肿部位的周径及对侧手臂同一部位的周径；所有受试者均于早晨空腹抽取静脉血，进

行外周血性激素，雌二醇（E2）及孕酮（P）的检测。 

研究结果  干预 12 周后，实验组受试者的两侧手臂的周径差值较干预前有显著减小（P<0.01）；干

预前后受试者两侧手臂周径差值的均值分别为 6.20cm 和 5.55cm。对照组受试者的两侧手臂周径差

值较干预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干预前后受试者两侧手臂周径差值的均值分别为 4.45cm 和 4.

62cm。实验组受试者干预前后外周血性激素 E2 和 P 呈现显著性差异，其中雌二醇显著降低（P<0.

01），孕酮显著增加（P<0.05）。对照组受试者在干预前后外周血性激素 E2 和 P 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后续的工作，我们将对更多的受试者进行研究。 

研究结论及建议  1.徒手淋巴引流技术干预 12 周可以对乳腺癌术后手臂淋巴性水肿患者起到消肿作

用，这对于该类人群的生活质量及上肢功能的恢复是至关重要的。 2.外周血性激素 E2 与 P 都是评

价乳腺癌术后患者复发和转移危险因素的指标，其中 E2 与乳腺癌的相关度最高，本研究干预 12 周

使得 E2 平均值下降，提示徒手淋巴引流技术的干预不会增加乳腺癌复发和转移的风险。 本研究将

进一步增加受试人群和案例，为徒手淋巴引流技术使乳腺癌术后手臂淋巴性水肿患者消肿及安全性

研究提供更充分的证据，使之在该类患者康复的应用言之有据。 

 

PO-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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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Acute Low Back Pa

in Revealed by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Zhang Shan-shan
1,2
,Wu Wen

2
,Yang Jian-ming

2
,Wang Chu-huai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Background  Neuroimaging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low back pain (LBP) affects normal

 brain activity and alters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the 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BO

LD) signal in response to persistent noxious stimulus. However, the BOLD signal change of

 the regional spontaneous activity in LBP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of various brain regions in acute LBP using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and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

on (ALFF). Methods  Twelve healthy subjects (mean age 23.8 ± 3.5 years) underwent two

 separate resting-state fMRI scans at health status as baseline and after intramuscular inje

ction of hypertonic saline (0.5ml, 5%) into the back muscles to induce acute LBP.  

Results   Compared with baseline, acute LBP showed decreased ALFF in the right posterio

r cingulate cortex/precuneus and left 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S1), but increased ALF

F in the righ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bilateral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bilateral insula,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and left cerebellum. I

n addition,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visual analogue scale s

cores and ALFF of the bilateral mPFC,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S1, right ACC, and lef

t middle temporal gyrus (P < 0.05, cluster size ≥ 10).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bnormally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involving

 some brain reg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sensory,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which m

ay be implicated in the underlying pathophysiology of acute LBP.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PO-011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male senescence-accele

rated-prone mouse 8 (SAMP8) 

 

ma jiang
1
,wang mingwei

2
 

1.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Objective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is a noninvasive method to i

ncrease the excitability of neurons, and improve symptoms related to neurodegenerative dis

eases, including cognitive ability.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rTMS on c

ognitive impairment in the senescence-accelerated 

-prone mouse 8 (SAMP8) model. 

Methods  Male 6-month-old SAMP8 and SAMR1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rTMS groups (P8-rTMS group) and sham-rTMS control group(P8-sham group), SAMR1 as 

sham-rTMS group（R1-sham group）(n=16 mice/group). The P8-rTMS group were treated d

aily with 5Hz rTMS for 14 consecutive days, and the P8-sham group and R1-sham group 

were handled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at of the rTMS group but without TMS stimulation. 

Morris water maze (MWM) experiment were performed after rTMS treatment in order to as

sess the effect of rTMS on cognitive function.  

Results  Morris water maze experiment showed the mean escape latency of both the P8 r

TMS treatmen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compared with P8 sham group (P<0.05;P8

 rTMS vs. P8 sham, P=0.022,). But, the latency on these days were markedly reduced in 

R1 sham treated mice compared with the P8 rTMS group and P8 sham group(P <0.001; 

R1 sham vs. P8 rTMS, P=0.000, R1 sham vs. P8sham, P = 0.000). The last day, escape 

latency of P8 rTMS treatmen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P8 sham group (P<0.0

5;P8 rTMS vs. P8 sham, P = 0.019,). Otherwise, the latency on last day were markedly re

duced in R1 sham treated mice compared with the P8 rTMS group and P8 sham group(P 

<0.001; R1 sham vs. P8 rTMS, P = 0.000, R1 sham vs. P8sham, P = 0.000). Platform cr

ossings of P8 rTMS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P < 0.01; P8 rTMS vs. P8 sham, P=0.001,)

 higher than P8 sham group.  

Conclus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rTMS enhance cognition in the SAMP8 mice, es

pecially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As well 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am magnetic stimula

tion have no effect on the overall spatial cognition capacity. This study will be possibly pro

vide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treatment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thus delaying dementia. 

PO-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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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perative Physical Therapy fo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in Henan Provincal People’s Hospital 

 

LIN Song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Introduction  Prevention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is att

ended a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pulmo

nary rehabilitation before surgery for reducing the risk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after surg

ery. 

Methods   I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46 patients undergoing heart surgery were randoml

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and B. Chest physiotherapy was performed before surgery on g

roup A patients however no intervention on group B‘s beside conventional care after surger

y. Effects of preoperat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usin

g spirometry and arterial blood gas (ABG). 

Results  Twenty nine males (63%) and seventeen females (37%) with mean age of 68.10 

± 9.56 were analyzed. The mean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predicted force

d vital capacity (FVC) (CI 95%:1.2 to 8.6) and Predicted Peak Flow indices (PEF) (CI 95%:

 1.8 to 9.2) of spirometry indicator, PCO2 index (of ABG parameter) (CI 95%: 1.5 to 8.8) a

nd mean oxygen saturation (mean Spo2) (CI 95%: 0.7 to 1.8) of ABG index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performance of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 before surgery is recom

mended, as it may result in the reduction of complications of heart surgery. 

 

PO-013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mass index and c

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in elderly 

 

Dong Renwei
1
,Guo Qi

2
,Wang Jiazhong

2
 

1.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s  In ord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body mass index (BMI) and cardiovas

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in elderly 

Methods  Subjects (N = 1140, age 60 years, 54% female) were assessed at baseline and 

one year follow-up visits for demographic,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biochemic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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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Hangu area of Tianjin, China. A patient when they had 1 of 3 CVD risk factors, su

ch as hypertension, dyslipidemia, and diabetes mellitus. we adopted the BMI categoriza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Asian populations, classifying patients into underweigh

t, normal, overweight, obese I, and obese II groups (<18.5 kg/m2, 18.5-22.9 kg/m2, 23-24.9

 kg/m2, 25-29.9 kg/m2, and ≥30 kg/m2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prevalences with at least one risk factor for men and women were 62.8% an

d 73.9%, respectivel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gen

der, smoking, drinking, exercise and disease history,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BMI group, 

the underweight, overweight, obese I, and obese II groups had a higher risk of cardiovascul

ar disease risk factors (underweight OR: 1.57; 95% CI: 1.09 to 2.26; overweight OR: 1.49;9

5% CI: 1.01 to 2.22; obese I group OR: 3.21; 95% CI: 2.28 to 4.52; obese II group OR: 4.

12; 95% CI: 2.23 to 7.60). 

Conclusion  The associations of BMI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in the elderly 

are represented by U-shaped curves, suggesting unilateral promotions or interventions in we

ight reduction in the elderly may be inappropriate. The associations of BMI with cardiovascu

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in the elderly are represented by U-shaped curves, suggesting unilat

eral promotions or interventions in weight reduction in the elderly may be inappropriate. Het

erogeneous effects of obese I and obese II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were obs

erved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different levels of obesity. 

 

PO-014 

Immediate effects of one session extracorporeal shock wa

ve therapy on elasticty of tendon among athletes with pa

tellar tendinopathy 

 

Zhang Zhi jie
1
,Ng GYF

2
,Lee WC 

2
,Fu SN

1
 

1.Henan Provincial Rehabilition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China. 

 

Background  Patellar tendinopathy (PT)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sport injuries in jumpi

ng athletes. Changes  in the tendon elasticity stiffness have been detected in athletes with 

PTpatellar tendinopathy (PT). 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therapy (ESWT) was is used to re

duce pain among athletes with PT. However,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reduction in pain

 induced by ESW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modulation of the tendon elasticitystiffness.  

Purposes  To examine the immediate effects of ESWT on the elasticity of the patellar tend

on; 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tendon resilienc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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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ical properties induced by 1-session of ESWT and the intensity of activitY-related pai

n.   

Study design  A singlesingle-blin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Methods: ThirtY-six male ath

letes aged between 18 and 32 with PT for more than 3 months were recruited from local 

basketball and volleyball teams. The Ssubjects were randomized into ESWT and sham gro

ups. ESWT was delivered at an intensity of maximum tolerable pain in the ESWT group.in

 the ESWT group received one session of ESWT at their maximum tolerable pain Superso

nic Shearwave Imaging (SSI) was used to measure tendon elasticity shear modulus. Intensi

ty of pain during single-legged declined-squat were acquired at pre- and immediately post-i

ntervention 

Results  Significantly greater reduction in the tendon shear elastic modulus was detected in

 the ESWT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by 24.7% and 8.0% in the ESWT and 

sham groups, respectively; p<0.05)). The patellar tendon shear elastic modulus was signific

antly reduced by 24.7% and 8.0 % in the ESWT and sham groups, respectively. In the ES

WT group, the change in the tendon shear elastic modulus was related to the change in t

he intensity of squatting pain and the composite change in the knee range and squatting p

ain (r= 0.52, and 0.59, respectively; all p<0.05).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ssibl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hanges in the 

change of tendon elasticity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activitY-related pain induced by 1-ses

sion of ESWT in jumping athletes with patellar tendinopathy. Changes in tendon mechanica

l properties may be one of the treatment mechanisms induced by ESWT in reducing the p

ain associated with PT athletes with patellar tendinopathy.  

 

PO-015 

早期康复结合间歇导尿术对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玉昌 郭学军 吴月 宋利娜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结合间歇导尿术对脊髓损伤患者膀胱功能恢复的效果及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我科收治的 50 例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25 例，对

照组 25 例。两组患者均于伤后 1 周指导其行排尿训练和膀胱括约肌控制力训练及采用中频电子脉

冲治疗仪等早期康复内容，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行间歇导尿术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留置导尿术进行

治疗。 1 个月后对两组患者自主排尿恢复情况、自主排尿恢复时间、尿道感染率、生活质量评价量

表 SF-36（short form 36 questionnaire，SF-36）得分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组患者恢复自主排尿有 21 例（占 84.0％ ），对照组有 10 例（占 40％）；治疗组自主

排尿恢复时间平均为（17．19± 5．20）d ，对照组为（ 21．48± 5．16 ）d ，两组比较， t ＝

 －3．101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组尿道感染率 20%，观察组尿道感染率 60%；

治疗组 SF-36 得分 95 分，对照组 SF-36 得分 5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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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多样化康复结合间歇导尿术可促进脊髓损伤患者膀胱功能的恢复，降低尿道感染率，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 

 

PO-016 

多学科协作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功能的影响 

 

彭全成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医院 431600 

 

目的  观察多学科协作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腰椎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来我院就诊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60 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观察组采用多学科协作模式诊疗，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康复治疗方法。于治疗前、后分别采用视觉模

拟评分法（VAS）、日本骨科学会（JOA）下腰痛功能评定表评分及 2 组患者 6 个月的复发率进行评

定比较。 

结果 2 组患者分别经相应治疗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疼痛改善程度、腰椎功能及复发率等均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采用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进行管理，可以很快的缓解症状，改善腰椎功

能，防止复发，此模式值得推广。 

 

PO-017 

手法复位配合运动与牙合垫治疗急性颞下颌关节盘不可复性前移

的近期疗效评价 

 

范帅 蔡斌 刘丽琨 方仲毅 徐丽丽 姜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38 

 

目的  探讨手法复位关节盘继以运动与牙合垫治疗对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急性不可复性盘前移患者的

短期疗效；通过 MRI 评价复位后短期内颞下颌关节盘-髁关系。 

方法  选取 44 例患者急性开口受限（病程在 2 个月以内）且经 MRI 证实颞下颌关节盘不可复性关

节盘前移的患者（男 7 侧，女 37 侧），施予软组织放松技术，随后行手法复位关节盘。复位后指导

患者进行为期 2 周下颌的运动轨迹训练、关节稳定性训练和软管盘复位训练。白天自我维持下颌休

息位，夜间配戴硬质热塑再定位牙合垫，以保持良好盘-髁关系。评价指标：分别在治疗前后评估患

者的最大主动开口度（mm），视觉类比评分（visual analogue score，VAS）（0～10 分），在治疗

结束后 1~3 个月内行 MRI 复查盘-髁关系。采用 SPSS17.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 t 检验。 

结果  经 2 周治疗后，患者开口度明显改善，由治疗前的(22.6±6.1)mm 增加到(43.9±3.3)mm，疼痛

明显缓解，由治疗前的 3.6±1.5 下降到 0.7±0.25。44 例患者在治疗结束后平均 4.6±4.7 周经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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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显示：20 例（占 46%）为正常盘-髁关系； 16 例（占 36%）为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 8 例（占

18%）仍为不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 

结论  关节盘手法复位后继以运动治疗及佩戴牙合垫对急性盘前移的颞下颌关节紊乱的患者疗能够

恢复开口度，缓解疼痛，对维持正常盘-髁关系有一定疗效。 

 

PO-018 

动态站立架训练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躯体控制和日常功能的疗效

观察 

 

彭辰 徐建忠 马建强 贾玉玉 朱肖肖 

桐乡市康复医院 314500 

 

目的  探讨动态站立架训练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的躯体控制和日常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标准的 60 例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只给予

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和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 BALANCE-TRAINER 瘫痪站

立架进行训练。治疗前后均采用脊髓独立性评定（SCIM-Spinal Cord Independence Measure）第

3 版和 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 

结果  训练周期结束时，两组的各项评定数据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且两组数据观察组改善的

程度大于对照组（两组脊髓独立性、BBS t=7.81,2.82,8.88，P=0.00,0.01<0.05）； 

结论  动态站立架训练对改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躯体控制和日常功能有积极意义。 

 

PO-019 

减重支持系统训练在脑血管患者步行障碍中的效果观察 

 

王海龙 

洛阳市中心医院 471009 

 

目的 观察对 33 例脑血管患者采用减重支持系统训练之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医学科于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收治的符合全国第四次脑血管学术会议的

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并经头部 CT 或 MIR 证实脑卒中并有步行障碍的患者 66 例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3 例。前者采取常规的药物治疗、运动疗法加传统的步态训

练方法，对照组除上述方法外还配合减重支持系统训练。 

结果 对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神经功能评分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治疗 60d 之

后，Berg 平衡量表评,ADL 评分及 10m 步行速度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明显提高，观察组步行能力明显

高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结论，减重支持系统训练对脑血管患者步行能力有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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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0 

关节镜下 ACL 重建术后早期规范化运动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孙亚运 

成都体育学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关节镜下行前叉韧带重建术后，进行早期规范化的运动康复训练及其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本次试验从我院选取 2015 年 1 月-2015 年 8 月收治的 20 例 ACL 撕裂患者，临床表现为：伤

后膝关节乏力、明显肿痛，lachman 试验、前抽屉试验及 pivot shift 试验阳性，MRI 均提示：ACL

断裂。年龄 16-40 岁，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8 例。排除合并多韧带损伤及术后不配合康复者。

术前对患者进行 Lymsholm 评分为 47-56 分，平均 51 分，经前路进行 ACL 单股重建术，术后早期

开始规范化运动康复，功能锻炼以主动锻炼为主，被动锻炼为辅，术后支具保护 3 个月，术后第 2

天行患肢股四头肌等长肌力锻炼和踝关节主动屈伸活动，术后 3 天视情况佩戴支具伸直位扶拐不负

重下地，术后 3 周膝关节可屈曲活动锻炼，每天增加 10°，三个月屈曲角度不超过 120°，同时加强

应激性及协调性训练，三个月后复查，视耐受情况可去除患肢支具，去除支具后膝关节屈曲角度可

逐步增加 10-30 度，可行慢跑，6 个月可参加体育锻炼，1 年后可参加对抗性体育锻炼。 

结果  前叉韧带重建术后即开始早期规范化的运动康复治疗，对 20 例患者作了 6-12 月随访，术后 6

月及 12 月，患者术前症状完全消失，稳定性明显改善，活动度好，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活和工作。L

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分别为 91±3.4 及 90.6±4.2，关节活动度分别为 105°-138°及 112°-140°，按

Lysholm 标准，优良率达到 95%和 95％。 

结论  前叉韧带重建术后早期系统规范化的运动康复训练可有效缩短患肢功能恢复时间，防止并发

症发生，是手术临床效果的保证。 

 

PO-021 

用小组形式开展作业疗法治疗学龄前脑瘫儿童的疗效探讨 

 

海洋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探讨用小组形式开展作业疗法治疗学龄前脑瘫儿童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30 例学龄前脑瘫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即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1

5 例。所有患者均实施理疗、运动疗法和作业疗法。对照组在进行作业疗法时采用一对一的形式，

即由一名专业的作业治疗师指导一名脑瘫患儿进行操作能力训练、握紧能力训练、上肢活动能力训

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和手眼协调性训练等。观察组在进行作业疗法时则采用小组的形式，即两名

患儿作为一组，由一名专业的作业治疗师对其进行训练。作业治疗师可在设计作业活动的时候将康

复训练的内容融入其中，保证活动的趣味性，让两名患儿通过相互学习、相互游戏而获得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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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每次开展作业疗法的时间均为 30 分钟，1 次/天，5 次/周，连续治疗三个月。观察组则采用小

组形式开展，分别采用 ADL 和 FMFM 对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以及精细运动功能进行

评价。 

结果  经过治疗，两组患儿的 ADL、FMFM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但是两组患儿的 ADL、FM

FM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一对一和小组形式的作业疗法均能提高学龄前脑瘫儿童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精细运动能力。 

 

PO-022 

臂丛阻滞下手法松解配合康复治疗冻结肩疗效观察 

 

千怀兴 陈兵辉 张高炯 陈晓峰 张萌萌 

郑州市 153 中心医院 450042 

 

目的   探讨单独臂丛神经阻滞下手法松解与臂丛神经阻滞下手法松解后配合康复治疗治疗冻结肩

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收集的 240 例临床确诊为冻结肩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两组，每组 120 例。治疗组

为臂丛神经阻滞下手法松解并配合物理治疗（患肩超短波治疗和电磁治疗）、关节松动术、功能锻炼

等康复治疗；乙组为单独臂丛神经阻滞下手法松解。 

结果   治疗组患者治愈：102 例（85%），显效 14 例（11.67%），有效 4 例（3.33%），无效 0 例；

对照组患者治愈：75 例（62.5%），显效 24 例（20%），有效 21 例（17.5%），无效 0 例。两组总

有效率均 100%。治疗组治愈率、显效率以上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臂丛神经阻滞下手法松解后配合康复治疗，可明显提高冻结肩患者治愈率以及显效率以上患

者例数，值得临床借鉴应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PO-023 

羽毛球运动员等速躯干旋转力量对称性的比较 

 

李男 檀志宗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 200472 

 

目的  腰部伤病一直是困扰羽毛球运动员的常见问题。羽毛球运动是不对称性的运动，导致身体不

均衡现象十分严重，这可能会同伤病发生存在一定的关联。目前尚无关于羽毛球运动员躯干旋转力

量对程性的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羽毛球运动员与普通人群的躯干等速旋转肌力和平均功率是否对

称。 

方法  19 名羽毛球运动员（7 名男子运动员，12 名女子运动员），12 名健康对照组（6 名男性，6

名女性）参与到本研究中。受试者进行等速躯干旋转力量的测试，测试通过 Isomed2000 等速测试

训练系统完成，测试严格按照仪器操作流程，速度选择 60°/s。羽毛球运动员如果为左手持拍运动员，

将左、右两侧结果进行对调。统计通过 spss17.0 进行，所有结果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结果  男子运动员左右旋转的峰力矩、女子运动员左右旋转峰力矩、女子运动员左右旋转平均功率

存在显著性差异（178.14±14.27& 188.42±13.22， 115.58±18.79& 130.17±20.89, 49.59±7.13& 

54.67±7.14,p<0.05），而男子运动员左右旋转平均功率、男性对照组左右旋转的峰力矩和平均功率

以及女性对照组左右旋转的峰力矩和平均功率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85.29±15.31&90.85±17.20，1

41.83±21.86&136.67±19.10，63.83±18.20&62.00±13.50，72.83±15.96&74.00±18.30，22.5±3.51

&25.50±3.14,P>0.05）。 

结论  男女羽毛球运动员均存在躯干等速力量不对称性，而女子运动员在左右旋转的平均功率也存

在不对称性。 

 

PO-024 

STS——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初步研究 

 

Won Sang Hee 

上海市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心 200127 

 

背景  脊柱侧弯是一种肌肉骨骼疾病，可引起脊柱异常的侧向弯曲，会导致呼吸功能减退、修饰问

题以及身体上的畸形，如肋骨隆起、双下肢长度差异、肩关节不对称和骨盆水平高低。基于临床最

佳的决策方案，更多的研究应聚焦于探索适合的治疗计划和方案来管理脊柱侧弯的特有症状。 

目的  本研究验证 STS 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有效性。 

方法  本研究采取前后对照研究法，6 名自愿参与此研究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4 名女性 2

名男性）。测量指标为 Cobb 角度、脊柱 T1-S1 长度、胸围（腋窝水平及平乳头水平）和 FVC（用

力肺活量）。利用 STS 进行干预，主要包括联合使用脊柱推拿和矫正练习来使脊柱再次回到正确的

力线位置，另外在结合体位放松技术放松脊柱关节和周围的软组织。治疗每次 60 分钟，每周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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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行 4 周训练（共 12 训练课时），Cobb 角度和 FVC 治疗前后进行测定，其余指标每次治疗前后

进行测量。 

结果  治疗前后对比 Cobb 角度明显减小（中位数 四分位范围）28.50° [19.00-31.25] 至 21.00° [1

4.00-22.50]) ，脊柱垂直长度治疗前后对比(42.50cm [40.00-51.00] 至 45.50cm [42.88-54.50])(P

<0.05)。胸围：平腋窝水平 80.00cm [76.25-82.75] 至 75.00cm [70.00-81.75]，平乳头水平 73.00

cm [72.75-79.75] 至 69.50cm [67.75-77.75]。FVC（用力肺活量）79.50% [62.25-89.75] 至 85.

50% [73.25-97.00]，以上结果前后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以上结果均显示 STS 是一种新的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特有症状有效的治疗方法。更多的研究

将会证实其有效性。 

 

PO-025 

吞咽训练四联疗法对运动元病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影响 

 

周顺林 李新 张沙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吞咽训练四联疗法对运动神经元病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 

方法  观察了运动神经元病患者 21 例，其中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11 例，进行性脊髓萎缩症 7 例，进

行性延髓麻痹 3 例；治疗方法采用：（1）基础训练（即吞咽器官训练）：①冰刺激：促进吞咽器官及

其周围肌肉的感觉和运动，②手法:强化面肌、颈肌、吞咽肌的感觉及运动训练③舌肌感觉及运动：

冰刺激、舌钳牵伸、吸舌器辅助运动。（2）呼吸训练：口鼻呼吸、缩唇呼吸、耸肩呼吸、甩头呼吸

等辅助呼吸方式促进呼吸功能，通过唱歌、数数、绕口令等训练气量及气息的控制。（3）言语训练：

所有汉语拼音字母，如：a、o、e、g、k、h、ao、ou、iu、ang、eng、ing、ong 等，通过发音口

型训练促进口腔器官运动功能，同时通过发音解决鼻漏音问题。双音语言复述如: 妈妈、爸爸促进

口腔器官运动的灵活性等。（4）吞咽电刺激治疗（型号），促进吞咽反射速度和力度。每日 1 次，每

周 6 次，4 周为 1 个疗程。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1 个月采用洼田氏饮水试验对患者进行吞咽功能评估，

与治疗前进行对比，吞咽功能提升 2 级及以上者为显效，吞咽功能提升 1 级者为有效，与治疗相比

吞咽功能提升不到 1 级、无变化或级别降低者为无效。 

结果  治疗前洼田氏饮水试验评估，吞咽功能 3 级者 6 例，4 级者 13 例，5 级者 2 例；治疗后 1 个

月，吞咽功能达到 1 级者 3 例，2 级者 11 例，3 级者 5 例，4 级者 1 例，5 级者 1 例，其中显效 13

例（61.90%），有效 6 例（28.57%），总有效率达 90.48%，显示出较好的临床效果。 

结论  吞咽功能障碍是运动神经元病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不仅影响了运动神经元病患者吞咽功能，

更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吞咽康复训练四联疗法可明显改善运动神经元病患者的

吞咽功能，保障了饮食营养的摄入，减少了因误吸而造成吸入性肺炎的发生，同时对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PO-026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冰药刺激治疗脑卒中假性球麻痹患者吞咽困难的疗效观察 

 

李红霞 周顺林 李龙易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验证冰药刺激代替常规冰刺激康复治疗脑卒中假性球麻痹患者吞咽困难的疗效。 

方法  选取脑卒中假性球麻痹吞咽困难患者 6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

均常规康复训练及针刺治疗，对照组用冰刺激，用冰棉棒在软鳄及咽后壁快速摩擦，以刺激软鳄、

舌根及咽后壁，然后嘱患者做空吞咽动作，作用为提高软鳄和咽部的敏感度，促进咽部肌肉收缩，

增加吞咽反射。治疗组用冰药刺激，冰药棒制作：基础方:威灵仙 旋复花 代赭石 杏仁 旱莲草，根

据患者的寒热虚实选择药物，其中属寒的加用干姜 生姜 姜黄 麝香，偏热的加用冰片。常规煎熬药

汁制做冰药棒，据中医辩证选择不同的冰药棒常规刺激局部，嘱患者做空吞咽动作，同时循经刺激

心、肝、肺、脾、肾经咽喉部位。2 周为一个疗程，连续治疗两个疗程。选择饮水试验和口、咽腔

残留量评价作为客观评定标准，通过两组治疗前后的疗效观察，及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查，评价冰

药刺激治疗脑卒中假性球麻痹患者吞咽困难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 

结果  治疗组治愈 15 例，显效 9 例，有效 4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3.3%;对照组治愈 11 例，显

效 8 例，有效 5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80%。经 Ridit 检验，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冰药刺激配合针刺治疗脑卒中假性球麻痹吞咽障碍效果显著，可以明显改善患者吞咽呛咳、

进食困难等症状，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  

 

PO-027 

远程医疗（远程康复）在脑卒中后运动康复中的便利性、安全性

和疗效验证 

 

屈云 都天慧 孟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00 

 

目的 探索远程康复治疗脑卒中后患者运动障碍的安全性、便利性和疗效。 

方法 将 88 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两组均接受常规治疗，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远程康复干预，30

min-45min/d，疗程为 3 周。分别在治疗前后，测量血压、心率、呼吸，并记录不良事件，同时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MA-UE）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等评估治疗的疗效。  

结果 血压、心率、呼吸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与治疗前相比试验组收缩压治疗后有下降（P＜0.05），

两组均无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 远程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患者是安全的，并且有助于加快运动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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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 

早产儿“超早期康复处置”的理论构想与实践 

 

刘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在讨论与总结早产儿早期干预的基础上，探索全身运动质量评估结果作为制定早产儿超早期康

复处置方案依据的科学性。 

方法 对国内外早产儿早期干预讨论与总结的基础，首次提出采用全身运动质量评估的结果进行分 3

级进行康复处置的理论，通过对 93 名早产儿根据全身运动质量评估的结果分 3 级进行―超早期康复‖

处置，随访至 1 岁半早产儿神经发育结局对处置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进行分析。 

结果 93 例早产儿中 GMs 评估：扭动运动阶段异常者 36 例，其中，痉挛-同步性 GMs11 例，不安

运动阶段异常者期 13 例，其中，不安运动缺乏 9 例；超早期康复处置方案：以痉挛-同步性 GMs（ c

ramped-synchronised， CS）或/和不安运动缺乏（absence of fidget movements， AFMs）列为 A

级病例，全面开展综合性康复治疗 12 例，1 岁半时随访结局为神经发育异常 9 例（CP8 例，CDD1

例）；以扭动运动阶段或/不安运动期出现的其他异常为 B 级病例：进行选择性康复治疗和家庭康复

指导 24 例，1 岁半时随访结局为神经发育异常 0 例；以扭动运动阶段或/不安运动期的未发现异常

为 C 级病例：开展家庭康复指导和定期高危儿随访 57 例，1 岁半时随访结局为神经发育异常 1 例

（CDD1 例），在 8 月随访发现异常时及时开展干预，按 B 级病例进行选择性康复治疗和家庭康复

指导。随访至 1 岁时（纠正胎龄后计），所有神经发育异常者均已接受了康复处置，接受康复治疗

4.50～11.77 个月，平均（9.81±2.09）个月。 

结论 GMs 质量评估结果可作为早产儿制定早产儿康复处置方案依据，分级康复处置方案具有实践

指导性，值得推广。 

 

PO-029 

脑损伤综合征患儿脑干听觉诱发电位临床特点分析 

 

刘春明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了解脑损伤综合征患儿的听力特点及影响因素，为早期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 月到我科就诊的脑损伤综合征患儿 233 例，所有患儿除完善头颅

MRI、脑电图、发育评估等检查外，均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查，分析不同高危因素患儿的听力受

损情况。 

结果  检测 233 例共 466 耳，95 耳异常，异常率 20.4%，其中核黄疸组听力异常检出率最高，为 5

3.8%，其次为<31 周早产儿（37.5%），合并 2 种以上高危因素组患儿听力异常率较单一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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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明显增高。所检查 466 耳中，听力受损者共有 95 耳，其中轻度听力受损 46 耳（48.4%），中度

听力受损 36 耳（37.9%），重度以上听力受损 13 耳（13.7%）。 

结论  脑损伤综合征患儿，特别是核黄疸、早产低体重、缺氧患儿容易发生听力损伤，脑干听觉诱

发电位检查对听力障碍高危儿的早期诊断、干预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价值。 

 

PO-030 

DMS 联合冲击波对足底筋膜炎的治疗效果 

 

袁鸿儒 

西京医院 710000 

 

目的  DMS 联合冲击波对足底筋膜炎的治疗效果观察。  

方法  足底筋膜炎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20）和治疗组（n=20），对照组患者进行冲击波治

疗后冷疗，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 DMS 治疗，持续 4 周。治疗前后均采用 VAS 疼痛评分进行

评估。  

结果  4 周后治疗组患者较对照组疼痛明显减轻（p<0.05）。  

结论  DMS 结合冲击波对足底筋膜炎的疼痛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PO-031 

脑卒中患者心肺运动功能评估临床研究 

 

潘钰 徐泉 张啸飞 杨晓辉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目的  评估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心肺运动功能，了解偏瘫患者心肺功能储备能力，探寻脑卒中偏瘫患

者有氧运动康复方案。 

方法  选取 11 名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实验组)和 11 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进行心肺运动实验测试，比

较两组受试对象心肺运动实验各指标差异。 

结果  两组受试对象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等基础指标无统计学差异。实验组峰值摄氧量（peak o

xygen uptake ，VO2peak，13.1 ±3.2 vs 22.3 ±6.6 ml/kg/min）、无氧阈(anaerobic threshold，A

T, 11.2 ±2.9 vs 15.5 ±3.6 ml/kg/min)、能量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 of energy，MET, 

3.7 ±0.9 vs 6.4 ±1.9）、峰值氧脉搏（peak oxygen pulse,VO2/HR, 7.7 ±2.0 vs 11.2 ±2.5ml）、

峰值呼吸交换率（peak respiratory rate of exchange ,RER=VCO2/VO2, 0.98 ±0.08 vs 1.15 ±0.

11）、峰值分钟通气量（minute ventilation，VE, 30.9 ±8.5 vs 55.7 ±17.7 L/min）、峰值功率（p

eak power ,WRpeak, 72.5 ±18.8 vs 118.8 ±46.8w）与最大心率(peak heart rate ,HRpeak, 11

7.9 ±14.7 vs 135.1 ±20.4bpm)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静息心率（resting heart rate,HRres

t, 81.6 ±11.5 vs 72.5±4.9 bpm）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静息血压与峰值血压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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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心肺运动功能明显低于健康人，心肺储备功能下降，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

过程中有必要给予一定强度的有氧运动，以改善心肺运动功能，预防卒中再发和提高运动功能。 

 

PO-032 

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康复的疗效研究 

 

陈慧娟 丛双 程国强 董博 唐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研究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治疗中对认知功能和日常

生活能力的影响，为早期认知康复治疗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择住院脑卒中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磁刺激组 15 例和对照组 15 例。磁刺激组（研究组） ：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及计算机认知康复训练 ；对照组 ：计算机认知康复训练，所有患者

疗程 20 天。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定认知功能，B

arthel 指数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life，ADL）。分析认知康复对脑卒中患者认知

功能及 ADL 的影响。治疗前后采用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表（LOTCA）客观评价其疗效。 

结果  磁刺激组（rTMS）与对照组治疗前后 MMSE 分值比较差异显著，P ＜0.001 ；磁刺激组（r

TMS）治疗后 LOTCA 定向、知觉、视运动、思维和语言能力各认知项目均有提高，P 均＜ 0.05 ；

与对照组比较提高明显，P 均＜ 0.05；磁刺激组（rTMS）与对照组治疗前后 Barthel 指数比较差

异显著，P ＜ 0.001，磁刺激组（rTMS）生活活动能力改善显著。 

结论  （rTMS）联合计算机认知康复训练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优于单纯

计算机认知康复训练，早期介入磁刺激（rTMS）对患者认知康复功能状态的良好转归非常重要。 

 

PO-033 

放射式冲击波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短期疗效观察 

 

谭志梅 何予工 冯娟娟 刘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450000 

 

目的  观察放射式冲击波对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短期临床疗效。  

方法  将 30 例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n=15）和对照组（n=15）。2 组常规康复治

疗相同，治疗组给予放射式冲击波治疗，1 次/周，治疗 2 周，共 3 次。在治疗前后采用疼痛视觉模

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和汉化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分别对疼痛和功能进行评定。   

结果  2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2 周后，2 组患者的 VAS 评分和 ODI 较前均

有明显改善，治疗组分别为（2.6±0.8）、（39.8±5.4），对照组分别为（3.7±0.5）、（48.7±7.6），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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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组间比较显示：治疗组的 VAS 评分和 ODI 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放射式冲击波可有效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短期疗效显著。 

 

PO-034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Kai Wang 何予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对脑卒中后认知

功能障碍（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PSCI）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 4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真刺激组和伪刺激组，每组 2

0 例，2 组均给予常规基础和认知功能训练，真刺激组给予 rTMS 治疗，刺激部位：左侧背外侧前额

叶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频率 10Hz，刺激强度为 80 %运动阈值（moter t

hreshold,MT），刺激时间：2s，间隔时间：20s，治疗时值间：20min。每天一次，每周 5d，共治

疗 8 周。伪刺激组将刺激线圈与患者颅骨表面垂直，只产生振动和声音，但不会产生治疗效应，rT

MS 治疗参数同真刺激组。2 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

eal cognitiveassessment scale，MoCA）、行为记忆量表(Rivermead Behaviour Memory Test, R

BMT)，改良的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等指标评定 PSCI 患者认知功能的恢复情

况。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前，MoCA 评分、RBMT 评分和 MBI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经 8 周治疗，组内比较显示，2 组 MoCA 评分、RBMT 评分和 MBI 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有

所提高(P＜0.05)；组间比较显示，真刺激组较伪刺激组提高更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rTMS 可以有效改善 PSCI 患者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执行能力等认知功能，提高患者的日常生

活能力，而且安全性高，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PO-035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自传体记忆损害情况观察 

 

陆可可 薛晨霞 董原君 张跃奇 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8 

 

目的  探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的自传体记忆损害情况。 

方法  选取 PTSD20 例（PTSD 组），经历创伤后未发生 PTSD 20 例（非 PTSD 组），及正常对照

组 20 例（对照组），所有被测试人群均接受自传体记忆（AMT）、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平民版（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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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艾森克人格测验（EPQ）。 

结果  PTSD 组与对照组在 PTSD 症状量表中各症状群、自传体记忆总分、积极线索词、消极线索

词方面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 PTSD 组与对照组在 PTSD 症状量表中各症状群、

自传体记忆总分、积极线索词、消极线索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TSD 组与非 PT

SD 组在对照组在 PTSD 症状量表中各症状群、自传体记忆总分、积极线索词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消极线索词记忆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41）；PTSD 患者自传体记忆总

分与 PTSD 症状呈负相关（麻木与回避 r=-0.772，再体验 r=-0.723，警觉性增高 r=-0.741，PCL-C

总分 r=-0.801）。 

结论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对自传体记忆的提取减少，而与非 PTSD 患者相比对消极线索词方面的

自传体记忆的提取无明显差异，且 PTSD 的症状越严重，则对自传体记忆的提取越少。 

 

PO-036 

低频点刺激对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李婷 

西京医院 710000 

 

目的  观察低频点刺激对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40 例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0）和治疗组（n=20），对照组患者

进行常规的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穴位低频点刺激治疗，持续 8 周。记录治

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膀胱容量和残余尿量。  

结果  8 周后治疗组患者较对照组膀胱容量明显增加（p<0.05)，残余尿量明显减少（p＜0.05）。  

结论  低频点刺激穴位治疗能促进脊髓损伤患者的自主排尿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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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 

多点多轴悬吊训练系统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能力及综合功

能恢复的临床疗效 

 

董庆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130041 

 

目的  观察多点多轴悬吊训练系统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能力及综合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胸 11(T11)～腰 4(L4)节段脊髓损伤患者 2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4 例。对

照组采用常规运动疗法，每天训练 40min，5 次/周，共 3 周。治疗组在对照组训练计划的基础上加

用多点多轴悬吊训练系统训练，包括俯卧位躯干后伸训练、仰卧位骨盆上抬、侧卧位拱桥、俯卧位

平板支撑及支撑下上肢伸肌肌力训练五种治疗方式，每天治疗 40min，5 次/周，共 3 周。在治疗前

和治疗 3 周后，对 2 组患者分别采用综合功能评定量表(FCA)进行综合功能评分(FCA 评分)，采用改

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ADL)能力，采用 ASIA 评分量表中的运动项目评分法

进行下肢运动功能评分，采用 FCA 中的行走项评分法进行患者步行能力(WA)评分，并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患者的 FCA、MBI、ASIA 和 WA 评定评分分别为(40.18±8.92)、(26.13±14.

51)、(9.52±10.83)和(2.10±0.60)分，对照组上述各项评分分别为(42.97±10.53)、(28.09±13.02)、(1

0.13±11.66)和(2.36±0.53)分，各项评分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3 周后，治疗组上述各项

评分分别为(83.27±7.93)、(74.21±8.16)、(16.89±15.63)和(7.52±2.65)分，对照组则分别为(75.37±

9.54)、(68.10±9.23)、(14.52±11.93)和(4.82±1.59)分。2 组各项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有显著提高(P

<0.05)，且治疗组治疗后各项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多点多轴悬吊训练系统能显著提高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的步行能力，且能显著地促进其综合

功能恢复。 

 

PO-038 

急危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治疗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介绍急危重症患者早期康复的治疗方法及疗效。 

方法  随着重症医学的发展，危重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调查发现虽然大部分患

者能够存活，但常会遗留躯体功能及认知障碍情况，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部分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出现 ICU 获得性衰弱（ICU－AW）、谵妄等，导致患者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延长，病死率

增高，增加了患者及社会经济负担。研究表明早期康复治疗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ICU－AW）、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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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等，改善患者预后，对重症患者的康复具有重要意义。早期康复治疗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重视，

在美国康复治疗已成为 ICU 患者管理中的常规治疗手段，在西欧 2000 年的一项 

460 个 ICU 调查显示，75％受访者所在的 ICU 有一个专门的康复治疗师。在国内早期康复治疗的

开展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还比较滞后，需要对早期康复治疗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科针对我院

收治的急危重症患者，如一氧化碳中毒、硫化氢中毒、氨气中毒、甲醇中毒、酒精中毒、有机磷中

毒、术后、颅脑损伤术后、脑出血、脑梗死、脑炎、重度颅脑损伤等伴有不同程度意识障碍的患者

等，生命体征一旦稳定，尽早进行康复治疗（最早发病 2 小时，最迟病后 1 周）。具体治疗方法依患

者病情需要进行选择和实施。如，对各种急性中毒或心肺复苏术后的患者一般先进行急诊高压氧治

疗（三舱 7 门的 22 人空气加压舱，治疗压力 1.6~2.5ATA，加压、减压时间各 25 分钟、稳压吸氧 3

0min*2，中间吸空气 5min），每天 1 次，每周 6 天，10 天一个疗程，依病情需要治疗 1-6 个疗程不

等，疗程间隔 3~7 天。然后根据对患者的功能障碍评估结果再加用相应疗程的康复治疗（小脑顶核

电刺激、低中频电疗、吞咽治疗、下肢主被动训练仪、经颅直流电刺激、经颅磁刺激、正中神经电

刺激、手法治疗、红外线、紫外线等）。对其他非急诊患者则深入各科 ICU，如急诊、神经内科、神

经外科、骨科、儿科、心外科、急诊外科、呼吸内科等在床边实施各种康复治疗措施（方法如上），

待脱离呼吸机或支持生命体征的药物停用后再加用高压氧治疗。评价方法包括：意识障碍采用 GCS

评分和中国植物状态功能评分，认知功能采用 MMSE 评分，肌张力采用改良的 Ashworth 评分，肌

力采用 MMT 或 Brunnstrom 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采用 BartheI 指数，电生理评测包括脑电图（E

EG）、诱发电位（EP）等。 

结果  各项评价指标都有不同程度改善。 

结论  高压氧结合康复治疗在急危重症患者早期康复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PO-039 

对侧控制型功能电刺激对偏瘫上肢功能的影响 

 

黄吉莉 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页 110001 

 

目的  观察对侧控制型功能性电刺激（CCFES）对急性期及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

的影响。 

方法  将 48 例初次发病的急性期及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神经肌肉电刺激（neuro

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NMES）和实验组对侧控制型功能性电刺激（contralaterally cont

rolled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CCFES），每组 24 例。两组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和常规康

复训练（包括良肢位摆放、运动疗法、作业疗法）。治疗 4 周，6 天/周，所有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和治

疗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ugl-Meyer activity scale，FMA）、Wolf 运动功能测试

量表（Wolf Motor Function Test，WMFT）、 腕关节背伸的主动关节活动度评测（wrist extensio

n activity range of motion，WEAROM）和改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tel index,MBI)进行

评定,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比较其疗效。 

结果  治疗前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各测评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 4 周后

组内比较 FMA、WMFT、WEAROM 和 MBI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 FMA、WMF

T 和 WEAROM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MBI 测评值有近似统计学差异（P=0.058)；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根据年龄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进行分层分析，两组在每个年龄段治疗前后各评测值都有统计学差

异（P＜0.05），实验组三个年龄段各指标评测值的组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86），对照组三个

年龄段各指标评测值的组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53）。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各年龄段比较各评测

值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对侧控制型功能性电刺激能有效地改善脑卒中急性及亚急性期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且对

各年龄段患者都有效。 

 

PO-040 

腹式呼吸训练对早期脑卒中患者坐位平衡能力的影响 

 

叶林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20 

 

目的  探讨脑卒中患者早期床边腹式呼吸训练对病人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恢复的影响。 

方法  8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对照组各４０例。两组病人均接受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同

时进行常规康复训练。所有患者均在生命体征平稳４8ｈ （入选时）及康复系统训练 60ｄ （转到

康复科时）及转至康复科 60ｄ给予神经功能评测，即采用简式 Ｆｕｇｌ— Ｍｅｙｅｒ评测法中的

平衡评定及改良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 ＭＢＩ ）以评定患者的运动功能及 ＡＤＬ评分。 

结果  两组患者在康复系统训练６０ｄ后，患者的平衡功能及ＡＤＬ评分均有明显改善，实验组的

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间治疗后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在脑卒中病人生命体征稳定后，及早开展早期腹式呼吸训练，对患者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能

力的恢复有重要意义。脑卒中是多种脑血管疾病的严重表现形式，具有极高的致残率和较高的致死

率，是当今世界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之一。脑卒中患者的功能恢复情况与康复介入时间

有关，早期康复至关重要。常规的康复训练方法主要强调肢体的功能锻炼，而腹式呼吸训练能使腰

腹部核心区域的原动肌以及局部稳定肌通过训练得到发展和提高。如何正确的开展早期腹式呼吸训

练,帮助患者提高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是我院床边康复组近年来所做的一项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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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1 

肌筋膜松弛技术结合关节松动术对膝关节僵硬患者的疗效 

 

胡旭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肌筋膜松弛技术对膝关节僵硬患者关节活动范围、膝关

节功能评分的影响。 

方法  4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两组均接受相同常规治疗（蜡疗、肌力训练、

固定自行车训练、持续静态牵伸），对照组在此基础上接受每日一次、每次 20 分钟的单一关节松动，

松动技术采用 Kalterborn 持续关节内平移技术，治疗组接受肌筋膜松弛技术与关节松动技术相结合

的手法治疗，每日一次、每次 20 分钟。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对患者进行主动、被动关节活动范围测

量，以及膝关节 Lysholm 评分。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的关节活动范围均明显改善、Lysholm 评分均明显提高，治疗组患

者改善较对照组更优。 

结论  结合肌筋膜松弛技术的关节松动术对膝关节僵硬患者功能改善更显著。 

 

PO-042 

CARF 理念下个性化康复指导对颈型颈椎病效果随访观察 

 

段周瑛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探讨 CARF（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Rehabilitation Facilities 国际康复机构质量认证

委员会）理念下个性化康复指导对颈型颈椎病患者治疗结束后康复疗效随访结果的影响。 

方法 采集 2014 年 9 月-2015 年 8 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中心康复科门诊以疼痛为主要症状的

颈型颈椎病病例 80 例。随机分为个性化组和对照组 2 组，每组 40 人。个性化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

础上，给予 CARF 理念下个性化指导；对照组仅常规康复治疗。以 VAS（Visual Analogue Scale, 疼

痛视觉模拟评分）≤2 分作为治疗终点，记录治疗时间，在治疗结束 2 周后进行随访。 

结果 对照组和个性化组最终各有 32 例和 33 例患者进入结果分析。患者在治疗开始时的年龄、性

别、受教育程度、疼痛程度无明显差异（P＞0.05）。为达到同样的治疗终点，个性化组所需时间较

对照组更短（P<0.05）。在随访中，个性化组相比对照组在疼痛、心理、学习或工作能力、家庭及

工作环境、总体感觉的改善均在显示出较优水平，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融入

学习/工作能力的改善尤为显著（P<0.01）。 

结论 CARF 理念下的个性化康复指导对颈型颈椎病患者治疗效果的维持及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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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 

约束手臂摆动对健康青年人步态时空参数的影响 

 

孟殿怀
1
 金怡

2
 张文通

3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苏盛泽医院 

 

目的  明确约束手臂摆动对健康青年人步态时空参数的影响，探讨手臂摆动在步行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健康青年人 36 名，其中男性 18 名，女性 18 名，平均年龄（22.72+3.54）岁，平均身高

（167.35+9.15）cm，平均体重（63.62+16.29）kg。利用 GaitWatch 三维步态分析系统采集受试

者在自然步态、双臂体侧、双臂体前、双臂体后、左臂体侧、左臂体前、左臂体后、右臂体侧、右

臂体前、右臂体后共 10 种状态下的步态时空参数。不同约束状态均随机进行测试。分析不同约束手

臂状态下步态时空参数同自然步态之间的差异。 

结果  不同手臂约束摆动状态下，步态周期、步频、步幅、步速、左步长、右步长、双支撑相同自

然步态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左臂体侧、左臂体前、左臂体后三种约束条件下左支撑

相、左摆动相同自然步态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臂体后、右臂体侧、右臂体前、右

臂体后四种手臂约束条件下右支撑相、右摆动相与自然步态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约束手臂摆动后同侧下肢支撑相时间缩短，摆动相时间延长。 

 

PU-002 

60 例脑性瘫痪患儿智力水平及智力结构分析 

 

梁莉丹 陈翔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了解脑性瘫痪患儿的智力水平及智力结构情况，并观察其运动障碍严重程度对智力结构 影响，

对患儿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方法   采用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修订版的韦克斯勒儿童智能量表(WISC－CR)对60例脑性瘫痪患儿进

行测试，对测查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智商及智力结构间的差异。 

结果   60 例脑性瘫痪患儿的平均智商为 70．01±18．35，较正常人群偏低；语言智商(79．71±18．5

6)与操作智商(64．35±18．37)进行比较，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严重程度的脑

性瘫痪患儿智商及智力结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脑性瘫痪患儿智力水平滞后，其智力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现象，而且其运动

功能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儿的智力水平及智力结构。依据韦克斯勒儿童智能量表(WISC－C

R)测试结果，对家长进行正确的指导，淡化 IQ 结果，根据智力的不同结构强调发挥每个个体的潜能，

让患儿有针对性的接受特殊教育。评估结果可为脑性瘫痪患儿的针对性训练提供依据。 

 

PU-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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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观察吞咽过程中颏舌骨肌运动的研究 

 

杨文裕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超声因具有操作简单、无创伤、可床边重复测量等优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用于观察

吞咽过程中结构的运动。目前国外有关于超声观察吞咽过程中舌、舌骨、咽侧壁、喉上抬、颏舌骨

肌运动的报道，关于颏舌骨肌的报道目前仅限于国外健康人，未有关于国内健康人及吞咽障碍患者

颏舌骨肌运动的报道。本文的目的是应用超声观察国内健康人及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过程中

颏舌骨肌的运动，并观察吞咽治疗过程中颏舌骨肌运动的变化，探讨超声测量颏舌骨肌运动在吞咽

评估及治疗过程中的应用。 

      选取 60-79 岁健康志愿者 30 名（15 男 15 女）为对照组，选取经吞咽造影及洼田饮水试验证实

存在吞咽障碍、并经康复治疗洼田饮水试验在 3 个月内恢复正常的年龄在 60-79 岁脑卒中患者 30

名为病例组，分别应用超声测量对照组，病例组治疗前、治疗 1 天、治疗 2 周、治愈后四个时间点

吞咽 5ml 矿物质水过程中颏舌骨肌的运动，运动参数包括运动范围、时间及速度。 

      对健康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男性颏舌骨肌运动参数均大于女性，运动范围、时间之间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运动速度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病例组治疗前数据与对照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治疗前颏舌骨肌运动范围、速度均小于对照组，运动时间大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将

病例组痊愈后数据与对照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痊愈后颏舌骨肌运动范围、速度仍小于对照组，运动

时间仍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治疗过程中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颏舌骨肌运动范围、速

度均随治疗次数的增加而增加，运动时间随治疗次数的增加而减少，整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

一步两两分析发现仅运动范围在治疗一天后与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 

      本研究可以得出，健康人吞咽过程中颏舌骨肌的运动存在性别差异。超声可以定量观察健康人

及吞咽障碍患者吞咽过程中颏舌骨肌的运动变化，可以应用于吞咽功能的评估、吞咽治疗过程中及

治疗后效果的评价。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PU-004 

认知功能评估表的选择 

 

冯虹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康复医学科 230001 

 

认知障碍是康复科常见的功能障碍之一，广义的认知障碍涉及精神、心理、智力等多方面因素。

根据患者意识状态的不同，可将临床上常用的认知功能评估量表分为以下两类——其一是伴有意识

障碍的患者，首选格拉斯哥昏迷评分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来反映病人的昏迷指数，

另可选择认知功能分级表（Rancho Los Amigos,RLA ）区分患者的认知障碍水平。二是对于意识

尚清者，言语功能保留时，多可进行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inimum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评估，或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及洛文斯

顿神经心理学检查（Loewenstein Occupational Therapy Cognitive Assessment,LOTCA），并可

配合 RLA 综合反应认知功能状况。相较而言，MOCA 评估表的敏感度较高，LOTCA 常用于作业疗

法的认知评估。患者合并失语症时，失语量表如西方失语症成套测验（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等必不可少，亦可根据患者情况进行瑞文测验（Combined Raven Test CRT,CRT）。伴有

明显心理问题的患者，多可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或汉密顿焦虑

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除上述量表之外，患者依照以上评估结果时常需要进一步对

注意力、记忆力、失用症等更为具体的评估。日常生活能力评估应贯穿始终，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回归家庭及社会也是认知功能康复的最终目标。 

 

PU-005 

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下肢软组织损伤后的肌电图评价 

 

李伟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100061 

 

目的  比较健康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和下肢损伤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单腿跳支撑期，所选下肢

肌肉的协同收缩模式、着地时肌肉激活时间和激活程度。 

方法  22 名 16 岁以下男子国家足球队队员作为受试者，分为损伤组（IG，N=7）），踝关节扭伤 5

人，大腿肌肉拉伤 2 人，均准备重返赛场；对照组（CG，N=15），健康运动员。受试者均自愿参加

本实验，选取特定的单足跳动作中表面肌电图（sEMG）测试的肌肉发力次序和贡献率作为研究指

标。 

结果  相比对照组，损伤组肌肉激活明显较慢的包括胫骨前肌(P = 0.0001)、股二头肌长头(P = 0.

01)、股四头肌内侧头(P = 0.0001)、股四头肌外侧头(P = 0.001)、腓骨长肌(P = 0.0001)、胫骨

后肌(P = 0.0001)和半腱肌(P = 0.01)，明显较快的肌肉为股直肌(P = 0.024)。自足跟着地到脚趾

离地的着地期间，损伤组股二头肌长头的贡献率显著大于对照组(P = 0.016)，其它受试肌肉贡献率

无显著性差异 (P> 0.05)。 

结论  单足跳落地支撑期，健康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下肢肌肉激活有其一致的次序，踝关节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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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肌群、股四头肌和腘绳肌协同稳定膝关节，然后腓骨长肌、胫骨后肌和腓肠肌协同稳定踝关节；

下肢软组织损伤准备重返赛场的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股直肌激活明显提前，以代偿腘绳肌做功增

加，其它肌肉激活明显延迟；特定动作中的肌肉激活次序和贡献率可用于评价针对性康复训练计划

的效果。 

 

PU-006 

“F 波逆转”在腕管综合征诊断中的价值 

 

纵亚 谢青 崔立军 牛传欣 梁裕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 F 波逆转在腕管综合征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观察组选择 171 例腕管综合征患者，对照组选择 48 例电生理检查未见异常者。分析其正中神

经与同侧尺神经 F 波平均潜伏期及其差值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侧正中神经 F 波平均潜伏期 27.61±2.62ms，对照组 24.84±1.83ms，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7.93，P<0.01）；同侧尺神经 F 波平均潜伏期观察组 25.39±1.96ms，对照组 25.68±2.

00ms，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1，P>0.05）；同侧尺神经与正中神经 F 波潜伏期差值:观察组

-2.22±2.37ms，对照组 0.83±1.03ms，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10，P<0.01）；正中神经出现

F-INV 肢体数:观察组 182 个，对照组 12 个，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cNemar 检验：χ2=5.03， 

P<0.05；Kappa=0.64）。 

结论  正中神经 F 波逆转可以作为腕管综合征诊断依据之一。 

 

PU-00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颈椎矢状面曲度与生活质量相关性初步研

究 

 

梁菊萍
1
 杜青

1
 周璇

1
 续彦兵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体育学院 

 

目的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是指发生于青少年时期、一

种不明原因的三维脊柱畸形，可表现为冠状面侧方弯曲、矢状面生理弧度减小、消失和反曲、水平

面椎体旋转。研究显示，侧凸严重的 AIS 患者的颈椎矢状面异常，并可能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

目前针对轻、中度 AIS 的颈椎矢状面曲度研究及其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轻、中

度 AIS 患者颈椎矢状面曲度（颈椎矢状面形态、颈椎角），探讨轻、中度 AIS 患者颈椎矢状面曲度

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 2 月-2016 年 4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室就诊并符合

入选标准的轻、中度（Cobb 角 10°~40°）AIS 患者 61 例（男 15 例、女 46 例）。所有患者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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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侧位 X 线摄片。在侧位 X 线片上评估颈椎矢状面形态，颈椎矢状面形态分为：前凸、变直、S

型、反曲，同时测量并记录颈椎角。采用脊柱侧凸研究会患者问卷 SRS-22 问卷调查 AIS 患者生活

质量，计算 SRS-22 问卷的功能活动、疼痛、心理健康、自我形象四个维度的得分。两两比较，分

析不同颈椎矢状面形态、不同颈椎角与 AIS 患者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结果  61 例 AIS 患者中，颈椎矢状面前凸 12 例，占 20%，颈椎矢状面异常 49 例，占 80%，其中

变直 8 例、S 型 11 例、后凸 30 例，颈椎矢状面后凸异常占异常总数的 61%。所有 AIS 患者颈椎角

为 16.8±12.3°，颈椎矢状面前凸、变直、S 型、反曲的 AIS 患者的颈椎角分别为 32.7±12.3°、16.3

±10.1°、14.7±9.3°、11.4±8°。AIS 患者 SRS-22 问卷的功能活动、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四个

维度得分分别为 4.33±0.39、4.71±0.46、3.74±0.66、4.27±0.66。不同颈椎矢状面形态 AIS 患者的

功能活动、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四个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IS 患者颈椎

角与功能活动、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四个维度得分无显著相关性（r1=0.03；r2= 0.1；r3=0；

r4= 0.2）。 

结论  轻、中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容易出现颈椎矢状面曲度异常，后凸是主要的形态异常。

轻、中度青少年特发性侧凸患者颈椎矢状面曲度可能不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在重度、术后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中，需关注颈椎矢状面曲度和生活质量状况。   

 

PU-008 

非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六分钟步行试验初步研究 

 

梁菊萍
1
 杜青

1
 孙锟

2
 周璇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血管科 

 

目的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是临床较为常见的先天性发育缺陷，其发病率为 7‰～8‰。非

紫绀型先心病占先心病总数的 70~80%。先心病可能会限制儿童的运动发育，紫绀型先心病可能会

降低患儿症状限制性心肺运动耐力。但针对非紫绀型先心病儿童这类简单型先心病儿童的运动耐量

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通过六分钟步行试验了解非紫绀型先心病儿童心肺耐力状况，及其与

健康儿童的差异。 

方法  招募 2015 年 2 月-8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血管科门诊就诊的非紫绀

型先心病儿童 31 例，设为先心病组，其中 20 例（男 7 例，女 13 例），年龄 5 岁 2 月~7 岁 9 月。

选取上海某幼儿园健康儿童 15 例，设为对照组，男 9 例，女 6 例，年龄 5 岁 7 月~6 岁 2 月。对两

组儿童进行六分钟步行试验，测试前、后分别进行心率、呼吸频率、血压指标采集。计算两组儿童

的六分钟步行试验距离，记录测试前后的心率、血压、呼吸三个心肺指标变化。 

结果  先心病组六分钟步行距离为 522.75±75.33 米，对照组为 575.40±51.18 米。步行试验前，先

心病组的心率、呼吸频率、血压分别为 92.40±12.26 次/分、23.55±3.19 次/分、97.80±8.31/67.85±

7.21mmHg mmHg，对照组为 88.27±6.47 次/分、23.07±1.94 次/分、99.00±17.44/70.33±8.55 m

mHg。六分钟步行试验后，先心病组心率、呼吸频率、血压分别为 116.55±17.32 次/分、28.70±4.

86 次/分、107.95±10.02/73.30±7.25 mmHg，对照组为 112.27±9.25 次/分、26.13±1.85 次/分、 9

5.67±5.30/70.00±1.89mmHg。先心病组与对照组步行距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前

两组心率、呼吸频率、血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67 
 

试验后先心病组的心率、呼吸频率、血压均高于对照组，但心率、血压的舒张压两个指标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呼吸频率、血压的收缩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非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心肺耐力落后于健康儿童，提示这类儿童的心肺耐力较差。建

议在康复医生指导下，非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可以增加适当的运动量，这种适当的运动量增加

是安全、有效的，可提高患儿心肺耐力，改善身体健康。6 分钟步行试验是一种安全高效、简单易

行的心肺运动试验，且适用于 5 岁以上低龄儿童，可作为临床上监测低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心肺耐

力的有效评估手段之一。 

 

PU-009 

表面肌电图 RMS 对痉挛型脑瘫肌张力评定分析的应用 

 

谢鸿翔 章峰冰 邬刚燕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表面肌电图（sEMG）在痉挛型脑瘫患儿评定分析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59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进行治疗前、后采取表面肌电仪记录患儿双侧颈后肌群（斜方肌、颈

夹肌、头夹肌）、双侧脊柱旁肌（L4）、双侧腓肠肌的 RMS 肌电信号，同时进行改良 Ashworth 量

表（MAS）临床评估并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59 例脑瘫儿童治疗前后均进行了 RMS、MAS 检测，表明两种方法对肌张力的检测均有意义

（P<0.05）。对 59 例脑瘫儿童 RMS 与 MAS 的相关度比较，结果是相关系数<0.5,P>0.05,说明 MA

S 与 RMS 呈正相关。 

结论  表面肌电仪可以作为评估痊孪型脑瘫患儿肌张力的客观评估方法。  

 

PU-010 

偏瘫上肢七级功能测试在物理治疗中的应用 

 

吴丹 由霈 王保叶 周顺林 吴丽君 

河北医科大学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 56例脑卒中后早期患者在物理康复治疗过程中分别用偏瘫上肢七级功能测试和 Fugl-Me

yer 评定量表进行上肢和手部功能的康复治疗后恢复效果的评定，最终通过 FIM 评分来分析两者间

的差异，为脑卒中后早期患者上肢运动能力训练方案的优化提供借鉴。 

方法  选取以岭医院康复科收治的上肢功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 56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均为 28 例。对照组使用 Fugl-Meyer 评定量表评估并进行治疗，观察组使用偏瘫上

肢七级功能测试方法并进行治疗。治疗疗程为 8 周，治疗期间每位患者以 2 周为一阶段进行一次评

定，并记录上肢功能评定的结果。同时进行一次 FIM 评定，记录其评定结果。每位患者治疗方案具

有针对性，但整体要根据并遵循患者所使用的功能评定量表的理念和方法而制定。Fugl-Meyer 由诱

发—利用—加强联带运动模式，逐步过渡到抑制联带运动，诱发分离运动，直至达到独立完成的随

意运动。偏瘫上肢七级功能测试运用神经发育技巧及运动再学习理论，选择并设计患者易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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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动作，增强上肢肢体和手部肌肉的控制及能力。整个疗程两组患者均需记录详细、完整的上

肢功能量表评分和 FIM 评分，确定信度和效度最终分别绘制成表格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上肢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提高速度、水平有所差异。使用上肢功能七级评定的观察组

患者其不同阶段的 FIM 平均评分高于使用 Fugl-Meyer 评定的对照度患者的 FIM 平均分，偏瘫上肢

七级功能测试的患者上肢功能改善明显优于 Fugl-Meyer 评定的患者。 

结论  评定量表在物理治疗中，不仅是一种评定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指导康复治疗的方向。通过实

验得出的 FIM 评分对比得出，都是有 Brunnstrom 衍生而来的两个量表，在物理治疗中使用 Fugl-M

eyer 评定量表更多的是注重功能上的恢复，而上肢功能七级评定量表更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

肢体能力，达到更好的康复效果，减轻家庭负担，提升生存质量。 

 

PU-011 

成都市 1-12 岁脑性瘫痪儿童流行病学调查 

 

马丹 王秋 罗蓉 李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成都市登记在册脑性瘫痪儿童的临床特征和干预状况，为进一步规范脑性瘫痪儿童的防

治、康复、救助等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为脑性瘫痪儿童的分级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并制定出

符合我国国情的乡/镇、区/县的脑性瘫痪儿童早期筛查、诊断、转诊、干预、随访的流程，利于早期

干预和制定康复治疗计划，以提高脑性瘫痪儿童的生存质量。 

方法  研究对象为成都市行政管辖范围内残联登记在册的 1~12 岁脑性瘫痪儿童。问卷填表方式初筛

出可疑阳性患儿，由专业医生按全国统一诊断标准逐个查体，明确诊断，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共调查脑性瘫痪患儿 348 例，（1）患儿基本情况：男性 184 例，女性 164 例，性别比例（男

/女）为 1.12:1，平均年龄为 6.58 岁（6.58±2.98）。（2）出生情况：母亲生育年龄：20 岁以下 18

例（5.2%），20~24 岁 153 例（44.0%），25~34 岁 129 例（37.1%），≥35 岁 33 例（9.5%），不

详 15 例（4.3%）；分娩方式：自然产 210 例（60.3%），破宫产 138 例（39.7%），胎吸 2 例（1.1%）；

出生孕周< 37 周 184 例（52.9%），37 周～42 周 141 例（40.5%），> 42 周 2 例（0.5%）不详 21

例（6.0%）；出生体重< 2500g 132 例（37.9%），其中 1000-1499g 19 例，2500~ 3999g 174 例

（50%），≥4000g 11 例，不详 12 例（3.4%）（3）临床特点：痉挛型 242 例，不随意运动型 37 例，

共济失调型 12 例，肌张力低下型 10 例，混合型 47 例；瘫痪部位以双瘫为主 131 例、其次是四肢

瘫为 62 例、偏瘫 40 例、单瘫 7 例、三肢瘫 2 例；合并症中，以认知障碍检出率最高，为 57.5%（2

00 例），其次是交流障碍 41.7%（145 例）、吞咽障碍 35.3%（123 例）、视觉障碍 28.7%（100 例）、

癫痫 24.7%（86 例）、继发性肌肉骨骼问题 18.4%（64 例）、听觉障碍 2.0%（7 例）；粗大运动功

能分级结果Ⅰ级 54 例、Ⅱ级 101 例、Ⅲ级 85 例、Ⅳ级 49 例、Ⅴ级 59 例。（4）康复干预情况：

医院首次干预的年龄范围从 1 月～12 岁，其中≤12 月占 23.9%（83 例），>12 月占 36.8%（128 例），

干预的平均年龄为 29.12 月；残联干预年龄范围从 6 月～14 岁，≤12 月 6.3%（22 例），>12 月 60.

6%（211 例），干预的平均年龄为 49.9 月。 

结论  本次调查中，男性脑瘫患儿比例多于女性。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在脑瘫患儿中的比例较高，临

床类型以痉挛型双瘫多见，认知障碍在脑瘫合并症最常见。粗大运动功能主要集中在Ⅱ级，尽管医

院康复干预的平均年龄小于残联，但首次干预年龄在 12 月以上的比例较大，所以还需加强基层儿科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69 
 

工作者的诊疗水平，建立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康复理念。 

 

PU-012 

小儿脑性瘫痪患儿手功能分级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调查分析 

 

王秋 罗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调查 4 岁≤年龄＜12 岁脑瘫患儿的手功能和粗大运动功能受损情况，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中文版手功能分级系统 ( Manual AbilityClassification System,MACS)和粗大运动功能

分级系统（gross motor function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成都市 20 个

区市县残疾人联合会登记在册的 4 岁≤年龄＜12 岁脑瘫患儿进行调查和评价，并进行相关的统计分

析。 

结果  共纳入 280 例调查对象，  痉挛型四肢瘫患儿 37 例（69.81%）MACS 和 GMFCS 评级为Ⅲ~

Ⅴ级，痉挛型双瘫患儿 60 例（53.57%）GMFCS 评级为Ⅰ~Ⅱ级，但有 93 例（83.04%）MACS 评

级为Ⅰ~Ⅱ级。痉挛型偏瘫患儿有 26 例（86.67%）GMFCS 评级为Ⅰ~Ⅱ级，但其 MACS 评级却在

Ⅰ~Ⅳ级间均有分布。共济失调型患儿 9 例（75.00%）MACS 和 GMFCS 评级为Ⅰ~Ⅱ级,混合型脑

瘫患儿仅有 6 例（11.54%）MACS 和 GMFCS 评级为Ⅰ~Ⅱ级。经 Spearman 秩和相关分析，GMF

CS 分级与 MACS 分级之间有正相关关系（r=0.718，p<0.001）。 

结论  不同脑瘫类型的 MACS 和 GMFCS 评级不同关，痉挛型偏瘫和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的手功能

和粗大运动功能受损较轻，痉挛型四肢瘫和混合型脑瘫患儿受损相对较重，且手功能受损的程度与

粗大运动功能受损的程度有正相关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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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 

Local neurosensory and skin temperature alteration of th

e pain area with herpetic neuralgia 

 

许纲 唐维桢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variations of local cutaneous innervation with herp

etic neuralgia, to determine whether current perception threshold (CPT) can indicate sensor

y function changes for herpetic neuralgia. 

Methods  300 male subjects diagnosed with unilateral herpetic neuralgia and 30 aged-matc

hed male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tested. Standardized CPT test were performed from subj

ects with herpetic neuralgia at the most painful site. Matched sites were tested on healthy 

subjects.  

Results  CPTs yielded significantly abnormal responses on the most painful sit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normal controls (P< 0.001) with all three frequencies. This testing was able

 to distinguish neurological changes of local epidermal nerve fiber when the CPT values of

 greater than 199 (2000Hz), 71 (250Hz) and 54 (5Hz) were used to indicate neurological f

unction. There were little correlations between pain score and CPT data.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CPT testing was a useful test which can

 probably be used as a semi-quantitative indicator to present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of lo

cal epidermal nerve fiber for herpetic neuralgia. 

 

PU-014 

Mppa-PDT 对博来霉素诱导人肺成纤维细胞纤维化的影响 

 

彭晓华 潘黎 何娟文 李开庭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观察焦脱镁叶绿酸甲酯（methyl pyropheophorbide-a, Mppa）介导的光动力疗法（Mppa-PD

T）对博来霉素（Bleomycin，BLM）诱导人肺成纤维细胞 HFL1 纤维化的影响。 

方法 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人肺成纤维细胞 HFL1 随机分为以下各组：空白对照组、BLM 组、BLM+

Mppa 组和 BLM+PDT 组。BLM+Mppa 组和 BLM+PDT 组细胞均予以 2μmol/L Mppa，并且 PDT

组接受 10.8J/cm2 的 LED 光照。12h 后，除对照组外，各组均予以 BLM 0.1mol/L。继续培养 24h

后，通过 DCFH-DA 染色观察细胞内活性氧（ROS）的产生；分别采用 Realtime PCR 技术及 Wes

tern-blot 检测各处理组 HFL1 细胞中 α-平滑肌动蛋白（α-SMA）和 I、III 型胶原蛋白的表达情况，

以及 Hippo 信号通路关键蛋白 Yap 及其靶蛋白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CTGF)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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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DCFH-DA 染色发现 Mppa-PDT 组、BLM+Mppa 组和 BLM 组细胞内 ROS 水平高于对照

组（p<0.05），而三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Realtime PCR 和 Western-blot 结果均显示，M

ppa-PDT 处理后 α-SMA 和 I、III 型胶原蛋白表达水平均较 BLM 组和 BLM+Mppa 组低，但仍高于对

照组（p<0.05）。（3）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 Mppa-PDT 组 CTGF mRNA 表达较其他各组明显增

高（p<0.05），而 YAP mRNA 表达无明显差异；Western-blot 检测发现与对其他组相比 Mppa-PDT

组 YAP 蛋白和 CTGF 蛋白量明显降低（p<0.05）。 

结论 Mppa-PDT 可抑制博来霉素引起的 HFL1 细胞纤维化，并伴随着 Hippo 信号通路的激活及下游

靶蛋白 CTGF 的减少。而 Hippo 信号通路活化在改善纤维化中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PU-015 

α 波音乐对脑卒中后认知损害患者认知功能及 ADL 的影响 

 

黄洁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050011 

 

目的  拟通过动态脑电检测 α 波音乐干预脑卒中后认知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为探

究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有认知损害的脑卒中患者 60 例，依据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 40 例，对照组 20 例。所有患

者均进行 10min 脑电图测试，观察组患者依据动态脑电图仪测试结果，分为对 a 波音乐敏感组（22

例）和对 a 波音乐不敏感组（18 例）。60 例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和促智药物。观察组患者附加

a 波音乐干预，连续 4 周。于干预前及干预 4 周后运用蒙特利尔量表（MoCA）及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量表（改良巴氏指数 Barthel 

index）进行评定，并收集数据。 

结果  ①干预后敏感组患者 MoCA 总评分高于干预前（P＜0.05）；其中记忆能力、视空间执行能力、

注意及计算能力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1，P＜0.001）；不敏感组患者注意及计算能力评分均高

于干预前（P＜0.01）；②干预后 3 组患者 ADL 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1）；干预后敏感组患者 A

DL 评分均高于不敏感组和对照组（P＜0.01）。 

结论   1.α 波音乐结合常规康复训练可有效改善卒中患者认知功能，尤其是视空间执行力、记忆力

及注意及计算力。2.α 波音乐结合常规康复训练在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方面与单纯康复训练组相比

有明显疗效，可有效改善卒中患者的功能预后，为患者康复治疗提供了较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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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 

平衡训练影响踝关节功能稳定性的研究 

 

李羚 翟大为 

陕西师范大学 710119 

 

目的  对踝关节不稳人群进行不同方式的平衡训练，以提高踝关节平衡控制能力及稳定性，减少踝

关节损伤的发生几率；比较不同平衡训练方法对改善踝关节稳定性的实用性及优劣性。 

方法  通过踝关节调查问卷删选出符合条件的 12 名受试者，均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本科生，平均年

龄 21 岁，平均很高 178cm，其中有运动经历的 5 名，无运动经历的 7 名；男性 6 名，女性 6 名。 

将 12 名受试者随机分为 A、B 两组，SA 组为 Biodex Balance System 仪平衡训练组，B 组为 Bos

u 球平衡训练组，在第一次训练前用 Biodex 仪器对受试者进行平衡测试并记录受试者的姿势稳定指

数（Postural Stability）和稳定极限指数（Limits of Stability）。两组训练 3 周，每周训练 3 次，每

次训练时间为 20 分钟，A 组包括两种训练模式：姿势稳定训练和稳定极限训练；B 组包括两种训练

模式：单腿 Bosu 球站立和 Bosu 球垂直起跳训练。 

结果   通过为期 3 周的平衡训练，接受两周训练方式的受试者自觉踝关节平衡能力均有明显的提高，

受试者对训练均有正向反馈。在测试的指标中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在训练中可发现，受试者优

势侧均为右脚，左脚单独站立时，右脚会出现一定的代偿，导致左脚左右方向的控制效果训练不太

显著。对于 AB 两个分组不同的训练方法而言，A 组指标均出现有显著性变化，而 B 组的指标中只

有 1 个指标出现了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两种训练方式虽然在改善双脚平衡控制能力方面都有提高的

作用，但是 A 组训练方式的效果较为明显。在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中，可以发现相同训练方式对左右

脚平衡能力的改善程度也是有一定差异的，从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左脚整体的稳定性较右脚差，右

脚在训练前后稳定性及平衡能力改善更为显著。整体而言，A 组的训练效果较 B 组稍好，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由于训练前后平衡测试的仪器同时也是 A 组的训练仪器，A 组的训练对于测试指标更有针

对性，而 B 组的训练更接近于日常的训练模式。 

结论  （1）Biodex Balance System 仪和 Bosu 平衡球训练在改善双脚踝关节平衡控制能力上均有

一定的作用，但是 A 组的效果更为明显。 

 （2）3 周的平衡训练对踝关节平衡控制能力有显著提高，但是对左脚左右稳定指标的改善均不明显。 

 （3）两种不同的平衡训练方式对踝关节平衡控制能力均有较大的改善作用，但是两种训练方法之

间并没有太大的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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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7 

内源性一氧化氮在跑步锻炼对大鼠学习记忆及大脑皮质毛血管生

成影响中的调控作用 

 

王三荣
1
 虞乐华

1
 黄荣忠

1
 綦英强

2
 唐勇

2
 

1.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研究内源性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 在跑步锻炼对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及大脑皮质毛细血

管大脑皮质内促血管生成 VEGF、以及血管生长抑制因子 Endostatin 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60 只 8 周龄 SD 大鼠，在运用侧脑室置管术建立模型后，随机分为 3 个组，分别是假手术

组（经侧脑室注射生理盐水 5 μl/day）作为对照，跑步组（经侧脑室注射生理盐水 5 μl/d，同时进

行跑步训练），干预组（经侧脑室注射左旋精氨酸甲酯(NG-nitro-L-Arginine-methyl ester, L-NAME)

 5 μmol/day，同时进行跑步训练）。药物和跑步干预时间为 4 周，跑步参数为速度：20 m/min，时

间：20 min/d，6 d/week。在跑步及药物干预结束后，对各组大鼠运用 Morris 水迷宫进行空间学习、

记忆能力的测试。水迷宫测试结束后，通过 western bloting 等方法检测各组大鼠大脑皮质 VEGF、

Endostatin 在 mRNA 和蛋白水平上的表达差异。采用现代体视学方法精确定量检测大鼠大脑皮质体

积，及大脑皮质内毛细血管的总长度、总体积和总表面积等参数。 

结果  1、Morris 水迷宫结果：各组大鼠在第一天可见平台实验潜伏期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第

2-6 天定位航行试验，假手术组、跑步组潜伏期时间显著性短于干预组 (p<0.05)，假手术组与跑步

组无显著性差异 (p>0.05)。第 7 天空间探索试验穿台次数，跑步组穿台次数显著性高于假手术组(p

<0.05)。 2、各组大鼠大脑皮质毛细血管各参数体视学分析结果：1）大脑皮质毛细血管总长度：干

预组显著性短于假手术组 (p<0.01)，跑步组显著性长于假手术组与干预组 (p<0.01)。2）大脑皮质

毛细血管总体积：跑步组显著性大于假手术组、干预组(p<0.01)，假手术组与干预组无显著性差异 

(p>0.05)。3）大脑皮质毛细血管总表面积：跑步组显著性大于假手术组、干预组(p<0.01)，假手术

组与干预组无显著性差异 (p>0.05)。3、western bloting：1）VEGF：跑步组显著性高于假手术组 

(p<0.01)，跑步组显著性高于干预组 (p <0.05)，干预组与假手术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2）

 Endostatin：干预组与跑步组均显著性低于假手术组 (p<0.01)，干预组与跑步组无显著性差异(p>

0.05)。 

结论  1、内源性 NO 在跑步锻炼对大鼠大脑皮质毛细血管生成中起重要调控作用；内源性 NO 在跑

步锻炼对大鼠大脑皮质内促血管生成因子VEGF以及血管生成抑制因子Endostatin的起到重要调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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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 

磁刺激诱导下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对星形胶质细胞迁移能力的影

响 

 

李哲 范家宏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康复中心 450052 

 

目的  探讨磁刺激诱导星形胶质细胞迁移的机制及高迁移率族蛋白 B1（B1(high mobility group bo

x 1，HMGB1）对星形胶质细胞迁移的作用。 

方法  星形胶质细胞的鉴定用细胞免疫荧光法；星形胶质细胞经磁刺激作用下，HMGB1 siRNA，E

RK 阻滞剂 U0126 处理前后，用划痕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Western blot 检测 HMGB1 和 ERK

1/2 的表达。 

结果  10HZ MS 可促进 ERK 的磷酸化，增强星形胶质细胞迁移，并可增加 HMGB1 的表达；用 U

0126 试剂处理后，HMGB1 的表达量明显下降；HMGB1 siRNA 转染后 HMGB1 表达量明显下降，

且星形胶质细胞迁移速度显著下降。 

结论  高频磁刺激刺激星形胶质细胞通过激活 ERK 通道，促进 ERK 的磷酸化，增加 HMGB1 的表

达，且 HMGB1 以自分泌的形式促进自身迁移。 

 

PU-019 

外侧缰核损毁对帕金森病模型大鼠相关脑区神经元电活动及神经

递质含量的影响 

 

谭会会 张巧俊*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710004 

 

目的  本研究以 6-OHDA 单侧内侧前脑束（MFB）损毁的 PD 模型大鼠为研究对象，采用神经电生

理学、免疫组织化学等方法，研究 LHb 损毁对 VTA 中 DA 能神经元及 DRN 中 5-HT 神经元电活动

的影响以及对相关脑区单胺类递质含量的影响。 

方法  1.选用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Shame 组、PD 模型组、Shame+LHb lesion 组、PD 模型

组+LHb lesion 组。采用在体玻璃微电极细胞外记录的方法，分别记录各组大鼠 VTA 区 DA 能、GA

BA 能神经元电活动以及 DRN 区域 5-HT 能、GABA 能神经元电活动变化，包括放电频率、变异系

数，分析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采用高压液相在线递质测量的方法，分别测定大鼠上述四组大鼠前额

叶皮层、杏仁核、纹状体、海马等脑区中 DA、5-HT、NE 含量的变化，分析并比较两组间的差异。 

结果  1.与 Shame 组大鼠相比，6-OHDA 单侧 MFB 损毁后的 PD 模型组 VTA 区的 DA 能神经元及

DRN 的 5-HT 能神经元的放电频率增大，且变异系数增大，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但 VTA 及 DRN

的中间神经元 GABA 能神经元的放电无明显影响。 2.LHb 损毁后，可显著降低 Shame 组及 PD 模

型组大鼠的 VTA 及 DRN 的中间神经元 GABA 能神经元的放电频率，同时 Shame 组及 PD 模型组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75 
 

大鼠VTA中的DA能神经元及DRN中的5-HT能神经元的放电频率显著增加，差异存在统计学差异，

Shame 组的 DA 能及 5-HT 能神经元的放电变异系数的改变无统计学差异，然而在 PD 模型组大鼠

的DA能及 5-HT能神经元的放电变异系数较无缰核损毁组明显下降，爆发式放电神经元比例减少。 3.

与 Shame 组大鼠相比，6-OHDA 损毁后 PD 模型组的前额叶皮层、杏仁核、纹状体、海马等脑区的

DA 含量明显减少，但 5-HT、NE 的含量无统计学差异。 4.LHb 损毁后导致 Shame 组及 PD 模型组

大鼠的前额叶皮层、杏仁核、纹状体、海马中的 DA 含量升高，NE 的含量明显降低，但对 5-HT 递

质含量无明显改变。 

结论  1.与 Shame 组相比，6-OHDA 单侧 MFB 损毁后 PD 模型组大鼠的 VTA 区域 DA 能神经元及

DRN 区域 5-HT 能神经元放电频率明显增加，边缘叶及其相关脑区的 DA 含量明显下降。 2.外侧缰

核可调节 VTA 区域 DA 能、GABA 能神经元及 DRN 区域 5-HT 能、GABA 能神经元的电活动，以

及脑内相关区域 DA、NE 含量，从而参与精神情绪活动的调节。 

 

PU-020 

不同强度跑台运动对大鼠软骨下骨三维结构的影响 

 

倪国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不同强度跑台运动对大鼠胫骨软骨下骨三维结构的影响。 

方法  24 只雌性 SD 大鼠随机均分为对照组、低强度跑步组、中强度跑步组和高强度跑步组。3 个

运动组大鼠根据各自的运动方案进行跑步训练，对照组大鼠不训练。8 周后大鼠胫骨近端行 Micro-

CT 扫描和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高强度运动组软骨下骨板变厚、BMD 增加、孔隙率降低；软骨下骨松质骨骨

小梁数目增加并多呈现板状结构；而低强度组和中等强度组没有太大的改变。 

结论  跑台运动对大鼠软骨下骨显微结构的影响具有强度依赖性；高强度跑步导致胫骨软骨下骨结

构显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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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 

全身振动训练中小腿部绑带对大腿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表面肌电

信号的影响 

 

房栋栋 李向明 

上海体育学院 200438 

 

目的  探究受试者全身振动训练过程中，在小腿部绑带对大腿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表面肌电信号的

影响情况，并进一步作出相关机制的解释，为指导在全身振动训练中介入绑带这一措施提供相关的

可信的科学实验依据，并应用于康复、健康、疲劳消除等领域。 

方法  3 名健康男性，保证实验对象下肢无其他疾病，且在实验开始前三天无剧烈运动。实验对象在

绑带（绑带施加 150 毫米汞柱的压力）和不绑带两种情况下，分别于振动和无振动条件下直立于振

动平台上，同时测试受试者大腿部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的表面肌电信号，对表面肌电信号依次进行

滤波、移除平均值、整流、计算积分肌电一系列处理之后，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测试的同时让受

试者做计算题，以分散受试者的注意力，避免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 

结果  振动情况下无论绑带还是不绑带绑带，都比不振动情况下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的表面肌电信

号要高。振动和不振动绑带情况下大腿部股内侧肌表面肌电信号积分肌电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

6＜0.05），且绑带振动情况下（0.00866±0.01258）比不绑带振动情况下（0.00023±0.00006）的股

内侧肌表面肌电信号积分肌电要大。绑带振动和不振动绑带情况下大腿部股外侧肌表面肌电信号积

分肌电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8＜0.05），且绑带振动情况下（0.00568±0.00667）比不绑带振动

情况下（0.00042±0.00019）的股外侧肌表面肌电信号积分肌电要大。 

结论  在全身振动训练过程中，小腿部绑带施加 150 毫米汞柱的压力，可以显著提高大腿部位股内

侧肌和股外侧肌的表面肌电信号的积分肌电值。这可能是由于在小腿部绑带，改变了小腿部肌肉中

肌梭感受外部振动传递刺激的灵敏性，向外周中枢传入的刺激信号发生改变，最后经外周中枢处理

传至肌肉的传出信号发生改变，最终导致肌肉部位的肌肉活动发生改变所引起的。另外，全身振动

训练可以提高大腿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的肌肉活动度。 

 

PU-022 

改良式多方向伸展测试应用于老年人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苏盼盼 

江苏盛泽医院 215228 

 

目的  评估改良式多方向伸展测试（modified Multi-Directional Reach Test，mMDRT）在老年人群

平衡评估中的信度和效度，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应用 Berg 平衡测试（Berg Balance Scale，BBS）、3m 坐立行测试（Timed Up & Go Tes

t，TUG）、10m 最大步行速度测试（Maximum Walking Speed，MWS）、mMDRT 评估了 60 例社

区老年人的平衡功能，以评价mMDRT 的信度和效度；同时 2周后再次应用mMDRT 进行再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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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 mMDRT 的重测信度。 

结果  （1）老年人 BBS、TUG、MWS 评估的正常值分别为 54.30±3.24、10.93±2.91s 和 0.97±0.

24m/s，而 mMDRT 静态平举的总分为 588.46±49.68cm，动态前伸的总分为 713.27±65.34cm，且

均符合正态分布；（2）mMDRT 内部信度 Cronbach α 为 0.877，折半信度两部分 Cronbach α 分别

为 0.958 和 0.910（相关性系数为 0.957），重测信度 Pearson 相关系数在 0.956-0.996 之间（P<0.

001），ICC 值为 0.978；（3）mMDRT 结构效度因子分析 KMO 值为 0.832，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值

为 1799.014（P<0.001）,经主成份分析因子提取度，均≥0.7；（4）mMDRT 静态平举项目与 BBS、

TUG 和 MWS 间相关性不明显（P>0.05）,而动态前伸项目与 BBS、TUGT 和 MWS 间均有显著相

关性（P<0.05）。 

结论  mMDRT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应用于老年人平衡功能评估。 

 

PU-023 

不同压力高压氧对脑出血大鼠 Bcl-2 与 Bax 蛋白表达的影响 

 

李红玲 陈玉燕 赵龙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观察不同压力高压氧（Hyperbaric 

oxygen，HBO）对实验性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大鼠出血灶周围组织 Bcl-2 与

Bax 蛋白表达的影响。 

方法 应用胶原酶诱导法建立大鼠脑出血模型，将 90 只雄性脑出血 SD（Sprague-Dawley）大鼠随

机分为对照组（18 只）、常压氧（1.0ATA）治疗组（18 只）和高压氧治疗组（54 只），高压氧治疗

组再按不同的高压氧治疗压力分为 1.8ATA 组、2.0ATA 组、2.2 ATA 组 3 个亚组，常压氧治疗组治

疗压力为 1.0ATA，每组 18 只，按不同治疗压力 1 次/d，对照组为脑出血模型组，不进行 HBO/常压

氧治疗，各组分别于 1d、3d、5d 断头取脑，每个时间点各 6 只。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测定 Bcl-2

与 Bax 的表达。 

结果 1、Bcl-2 表达：各组 Bcl-2 的表达在 1d 达到高峰，随后的 3d、5d 其表达逐渐减少，治疗组

各时间点较脑出血对照组表达均增加，常压氧与脑出血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高压氧治疗各组与脑出血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ATA 组、2.2ATA 组分别与

1.8ATA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2.0ATA 组与 2.2ATA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2、Bax 表达：各组 Bax 的表达在 3d 达高峰，治疗组各时间点较脑出血对照组表达

均减少，常压氧治疗组、1.8ATA 组、2.0ATA 组与脑出血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ATA 组与脑出血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BO 治疗可增加出血灶周围脑组织 Bcl-2 的表达，减少 Bax 的表达，提高 Bcl-2/Bax 的比例，

抑制出血灶周围组织细胞凋亡；且治疗压力 2.0ATA 和 2.2ATA 组优于 1.8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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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 

中国社区老年人刷牙和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联系 

 

贾丽晔 郭琪 

天津医科大学 300070 

 

目的  近年来，口腔卫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很少有人研究刷牙和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之间的

联系，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中国区县老年人口腔卫生和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之间的联系。 

方法  我们研究人群为 2013 年到 2015 年间中国天津地区区县自愿参加体检的老年人，口腔卫生主

要通过自我报告式问卷来进行评估。利用逻辑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共 1276 名老年人参与调查，其中男性 574 名（45%），女性 702 名（55%）。男性平均年龄

为 67.99±6.65，女性平均年龄为 66.59±5.62，在校正协变量后，男性刷牙仍与高血压急性溃疡相关

联，女性刷牙与 BMI 相关联。受试者有较好的口腔卫生会减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发生率。 

讨论  较差的口腔卫生会产生较高水平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不良的口腔卫生会增加体内炎症反

应,刷牙可以有效改善口腔卫生,今后可能可以通过改善口腔卫生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并预防心

血管的发生。 

 

PU-025 

不同吸氧时间高压氧治疗对脑出血大鼠血肿周围 AQP4和 SOD表达

的影响 

 

李红玲 赵龙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不同吸氧时间高压氧（HBO）治疗对脑出血（ICH）大鼠血肿周围水通道蛋白（AQP4）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表达的影响，从而探讨 HBO 治疗脑出血的最佳吸氧时间。 

方法  正常组 Wistar 大鼠 5 只，胶原酶诱导法建立 Wistar 大鼠脑出血（ICH）模型 125 只，随机分

为对照组（不用高压氧干预，25 只）和实验组（ICH 后 6h 给予高压氧干预，100 只），实验组根据

吸氧时间不同又分为 ICH+HBO40min 组，ICH+HBO60min 组，ICH+HBO80min 组，ICH+HBO10

0min 组，共 4 个亚组，各 25 只。每组大鼠分别在行 HBO 治疗第 1 天、第 3 天、第 5 天、第 7 天、

第 14 天后于相同时间点处死，之后采用干湿比重法测定出血灶周围脑组织含水量，用免疫组化法检

测血肿周边脑组织中 AQP4 蛋白表达情况，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 SOD 活力。 

结果  1.出血灶周围脑水含量测定结果：对照组大鼠的脑组织水含量在 ICH 1d 开始升高，3d 达到

高峰，之后逐渐下降。但各组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实验组较对照组相比，各时间点脑组

织水含量均减少且有差异（P<0.05）。但试验组内 4 个亚组之间脑组织水含量差异不明显（P>0.05）。

2. 大鼠脑组织 AQP4 表达的变化：对照组大鼠的 AQP4 表达在 ICH 术后 1d 开始升高，第 3d 持续

升高，5d 达到高峰，之后逐渐下降直至第 14d。各组间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HBO 实验组

各时间点 AQP4 的表达较对照组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ICH+HBO60min 组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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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下降的幅度最大，较其他三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在第 14d 组 AQP4 表达的值仅

与 ICH+HBO40min 组、ICH+HBO100min 组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与 ICH+HBO80min 组比

差异不明显（P>0.05）。3.大鼠脑组织 SOD 表达的变化：对照组大鼠在术后第 1d 脑组织中 SOD 有

所表达，第 3d 时明显下降，持续到第 5d（P<0.05），之后表达开始回升，7-14d 时回复到第 1d 水

平（P>0.05）。HBO 实验组 SOD 表达趋势与对照组一致，但实验组回升幅度相对较高，且实验组

各个时间点 SOD 表达的差值较对照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验组各个亚组大多在第 14d 时

仍较第 3d组及第 5d组表达的差值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 ICH+HBO60min组回升幅度最大，

其在第 14d 表达值与其他三组相比均有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余各组间差异不明显，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BO 可以减轻脑水肿，其中最佳吸氧时间是 60 分钟。其可能机制是可能与降低了出血灶周

围 AQP4 表达水平、提高了 SOD 表达水平有关。 

 

PU-026 

慢病毒干扰抑制 MAPK1 对大鼠背根神经节神经元 TRPV4 表达的影

响 

 

贾磊 

山东大学 250012 

 

目的  观察慢病毒干扰外周丝裂元活化蛋白激酶 1（MAPK1）的转染效果及干扰表达后大鼠背根神

经节神经元瞬时感受器电位离子通道 4（TRPV4）基因及蛋白变化，探讨背根神经节神经元 TRPV4

与 MAPK1 表达的关系。 

方法  分离培养大鼠原代背根神经节神经元，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MAPK1 慢病毒干扰组和 MAPK

1 慢病毒阴性对照组。采用慢病毒干扰技术体外干扰背根神经节神经元细胞，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

R 技术检测 MAPK1 和 TRPV4 基因表达变化、使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MAPK1、p-MAPK1 及

TRPV4 蛋白的表达变化。 

结果  1.慢病毒干扰后背根神经节神经元 MAPK1 基因及蛋白表达变化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及 MAPK1 慢病毒阴性对照组相比，MAPK1 慢病毒干

扰组 MAPK1mRNA 表达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空白对照组与 MAPK1 慢病毒

阴性对照组相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及 MA

PK1 慢病毒阴性对照组相比，MAPK1 慢病毒干扰组 MAPK1、p-MAPK 的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空白对照组与 MAPK1 慢病毒阴性对照组相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慢病毒干扰 MAPK1 后背根神经节神经元 TRPV4 基因及蛋白表达变化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及 MAPK1 慢病毒阴性对照组相比，MAPK1 慢病毒干

扰组 TRPV4mRNA 表达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空白对照组与 MAPK1 慢病毒阴

性对照组相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及 MAPK

1 慢病毒阴性对照组相比，MAPK1 慢病毒干扰组 TRPV4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空白对照组与 MAPK1 慢病毒阴性对照组相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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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慢病毒干扰可以有效的抑制大鼠原代背根神经节神经元细胞中 MAPK1 基因以及蛋白表达水

平。慢病毒干扰后 MAPK1 基因及蛋白表达降低的同时背根神经节神经元细胞内 TRPV4 的基因及蛋

白的表达亦明显降低。研究初步表明背根神经节神经元 MAPK1 与 TRPV4 通道的蛋白表达可能具有

一定相关性。 

 

PU-027 

运动想象训练对不同人群心率变异性的影响 

 

李洋 刘华 张立荣 

首都体育学院 100191 

 

研究目的  探讨运动想象训练对体育专项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心率变异性的影响，为运动员的康复

提供新的思路。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北京市某高校大学生共计 30 人，其中体育专项大学生 15 人，非体育专项

大学生 15 人。所有受试者均了解实验目的，并同意参与本实验。专项组纳入标准：有运动专项，训

练年限在 4 年以上，具有二级及其以上运动级别，目前还进行运动训练的学生。对照组纳入标准：

无运动专项及运动级别，高考非体育生，每周运动次数 2 次以下的学生。排除标准：视觉障碍、近

期有疼痛及其他影响运动想象能力测试的情况。实验分编码期和训练期两部分。编码期需要受试者

熟悉想象内容。本研究的想象内容为伸膝运动。在膝关节屈曲 90°的情况下伸展膝关节到三个位置，

每个位置练习 5 次，练习顺序使用随机数表。之后进行训练期。训练期要求受试者只进行想象，不

具体执行动作。由主试者提示某个位置，受试者想象自己伸展膝关节到该位置。每个位置想象 50

次，想象顺序使用随机数表。运动想象训练期间使用 SPCS 生理相干和自主平衡系统采集心率变异

性。 

研究结果  时域指标显示，体育专项大学生在平均心率、RMSSD、PNN50 的均值上均显著高于普

通大学生（p＜0.05），SDNN 的均值则低于普通大学生，且差异无显著性（p＞0.05）；频域指标

显示，体育专项大学生在 HF 的均值上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p＜0.05），TP 和 LF 的均值高于普通

大学生，但无统计学意义，VLF 和 LF/HF 的均值则低于普通大学生，也无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论  运动想象期间，和普通大学生相比，体育专项大学生心率变异性较大。 

其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之间的协调能力要高于普通大学生，尤其是迷走神经活动的调控能力更强。

说明运动想象与实际运动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也为运动员的康复提供一定的思路，即进行运动

想象训练，来减缓运动能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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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 

成对关联刺激对脑梗死大鼠功能恢复和 GAP-43、MAP-2 表达的影

响 

 

胡艳 鲁银山 郭铁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观察成对关联刺激对脑梗死大鼠功能恢复的影响，并从神经可塑性的角度探讨其可能的作用

机制。 

方法  9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 PAS 组，每组又分为 7d、14d、28d

三个亚组（n=10）。模型组和 PAS 组采用 Longa 线栓法建立局灶性脑缺血模型，假手术组方法同上，

但不阻塞大脑中动脉血流。造模成功后 24h，PAS 组开始给予 0.05Hz、共 90 对脉冲的 PAS 干预（其

中周围神经电刺激刺激强度 6mA；脉冲波宽 200μs；TMS 强度 120%RMT）,持续 30min，1 次/d；

模型组和假手术组均不予任何干预措施。术后第 1、7、14、28d 采用 Garcia 神经行为学评分评估

大鼠神经功能，术后第 7、14、28d 采用转棒试验（rota-rod test）评估大鼠运动协调能力。在术后

相应时间点治疗结束后，麻醉处死大鼠并分离出脑缺血半暗带皮质，采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缺血半暗带区 GAP-43、MAP-2 mRNA 表达和蛋白的含量。 

结果  术后 7d、14d、28d， PAS 组和模型组的 Garcia 评分和运动协调能力均低于假手术（P<0.0

5）；术后各时间点，PAS 组的 Garcia 评分和运动协调功能均较模型组高（P<0.05），并于 14d 时达

到峰值。术后 7d、14d、28d， PAS 组和模型组 GAP-43、MAP-2 mRNA 表达和蛋白的含量均高

于假手术组（P<0.01），术后各时间点，PAS 组 GAP-43、MAP-2 mRNA 表达和蛋白的含量均高于

模型组（P<0.01），并于术后 14d 时达到高峰，在 28d 时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结论  PAS 可促进脑梗死大鼠的功能恢复，并增加脑梗死大鼠缺血半暗带区神经可塑性相关蛋白 G

AP-43、MAP-2 的表达。 

 

PU-029 

三七总皂苷对大鼠骨骼肌急性钝挫伤 MHC-emb 和 Vimentin mRN

A 表达的影响 

 

崔琳
1
 王广兰

1
 沈亚南

2
 田峻

2
 

1.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目的  探究三七总皂苷对大鼠骨骼肌急性钝伤后骨骼肌组织胚胎型肌球蛋白重链及波形蛋白 mRNA

 表达的影响。 

方法  实验用 SD 大鼠 78 只，随机选取 6 只标记为 C 组不做处理，剩余 72 只大鼠随机分为 A、B

两组。A、B 组大鼠使用大鼠骨骼肌急性钝伤的造模装置，将左侧腓肠肌中段造成钝伤模型，分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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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两组中大鼠随机分为 6 个小组，每个小组 6 只，在损伤局部即刻进行皮下注射，A 组注射三七

总皂苷注射液，B 组注射生理盐水，以后每隔 2 天进行皮下注射，直到损伤后第 13 天。各组分别于

损伤后即刻、第 4、7、13、28 和 42 天取损伤处骨骼肌标本，C 组在第 42 天时取材。采用实时荧

光 PCR 技术探究胚胎型肌球蛋白重链及波形蛋白 mRNA 表达。 

结果  采用实时荧光 PCR 技术测得胚胎型肌球蛋白重链 mRNA 的表达，三七总皂苷组表达量明显

高于生理盐水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生理盐水组和三七总皂苷组在波形蛋白 mRNA 表

达上无统计学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  三七总皂苷可以促进骨骼肌急性钝伤后胚胎型肌球蛋白重链 mRNA 表达，而对于骨骼肌波形

蛋白 mRNA 表达的影响无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 

 

PU-030 

不同跑台训练对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骨骼肌中神经生长因子表达

的影响 

 

张海娜 郭学军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探讨强化训练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患侧骨骼肌中神经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方法  体重 250--280g 成年 wistar 雄性大鼠 200 只，用线刷法制作大鼠大脑中动脉缺血 2h 再灌注

损伤模型给予 7 天、14 天、28 天跑台训练，将造模成功的 108 只大鼠按随机数字法分为跑台训练

A 组、B 组及对照组，另取 20 只大鼠造模时不阻断大鼠大脑中动脉作为假手术组，A 组为每天上午

跑台训练 30min，B 组大鼠每天跑台训练两次，每次各 30min，对照组及假手术组不做任何运动训

练。应用 Bederson 评分来评价大鼠神经功能损伤损伤后恢复情况，应用荧光定量 PCR 法来检测大

鼠患侧腓肠肌中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情况。 

结果  造模成功后训练 7 天，运动训练 A 组、B 组神经功能 Bederson 评分明显与对照组相比，差

异不大（p＞0.05）；造模成功后训练 14 天：运动训练 A 组、运动训练 B 组 Bederson 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在造模成功后第 14 天、28 天，运动训练 B 组 Bederson 评分明显低于运动

训练 A 组（p﹤0.05）；假手术组未出现神经功能异常。造模成功 28 天，运动训练组 A 组大鼠患侧

腓肠肌肌神经生长因子表达与相同时间点对照组相比，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造模成功 14 天、28 天，运动训练 B 组患侧腓肠肌神经生长因子表达明显高于运动训练 A 组（p<0.

05)。 

结论  运动训练可以使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患侧骨骼肌中神经生长因子表达增加，有助于运动功

能恢复；强化训练更有助于骨骼肌中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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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1 

颈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骶髓重塑性研究 

 

朱红军
1
 戴慧

1
 张大伟

1
 杨卫新

1
 励建安

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弥散张量成像观察颈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骶髓影像学改变，分析弥散张量成像指

标与下尿道功能的关系，探讨脊髓损伤后骶髓神经重塑性改变。  

方法  选取 20 名存在下泌尿道功能障碍的成年颈髓损伤患者作为实验组（完全性脊髓损伤 10 例，

非完全性脊髓损伤 10 例），另选取 15 名正常成年人作为对照组。实验组对象进行尿动力检查评估

下尿道功能，另外采用磁共振检查仪（GE/MR 3T signa HDxt）对所有对象的骶髓进行弥散张量成

像检查，分析骶髓侧角和前角的弥散张量成像指标弥散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和表

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结果  实验组骶髓侧角和前角的 FA 值分别为（0.21±0.03）和（0.22±0.03），分别较对照组显著降

低（p<0.05）；实验组骶髓侧角和前角的 ADC 值分别为（2.44±0.53）×10-9mm2/s 和（2.29±0.31）

×10-9mm2/s，分别较对照组显著增加（p<0.05）。实验组骶髓侧角的 FA 值与排尿期逼尿肌最大收

缩压呈正相关（r = 0.737, p<0.01），骶髓侧角的 ADC 值与逼尿肌最大收缩压呈负相关（r =–0.57

8, p<0.01）。实验组骶髓前角的 FA 值及 ADC 值与最大尿道压无明显相关性（p>0.05）。完全性颈

髓损伤与非完全性颈髓损伤患者相比较，前者骶髓侧角及前角的 FA 值均较后者显著降低（p<0.05）；

前者骶髓侧角及前角的 ADC 值均较后者明显增加（p<0.05）。 

结论  颈髓损伤后骶髓灰质侧角和前角存在顺行性神经重塑，该神经重塑与颈髓损伤严重程度有关，

其中侧角神经重塑与排尿期逼尿肌最大收缩压呈正相关。 

 

PU-032 

聊城大学网球运动损伤状况调查与分析 

 

徐苗苗 

上海体育学院 200438 

 

目的  近几年来，网球运动在高校越来越普及，它可以增强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抵抗疾病的能

力，还能够训练大学生的速度，力量，耐力等素质。但是参与者大多是新手，缺乏专业网球知识和

专业的网球教练指导，不了解运动损伤和网球运动技术动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之间的关系，就会出

现较多的运动损伤。本研究通过对网球的运动技术动作和运动基础研究分析，指导学生了解掌握运

动时自我保护和防范的知识方法，让大学生更加安全愉快的参与网球运动。 

方法  选择聊城大学健康大学生网球爱好者作为调查对象，对大学生网球爱好者每周参加网球运动

频率和时间进行调查，筛选出经常参加网球运动的网球爱好者共 200 名，对他们的网球运动损伤情

况进行调查和数理分析。 

结果  1.网球运动爱好运动者男生多于女生，非专业训练爱好者多于专业训练爱好者。2.发生损伤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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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部位依次为肘关节、肩关节和踝关节，损伤类型较多的依次为关节扭伤、肌肉拉伤和劳损。3.

非专业网球训练爱好者损伤率和损伤程度大于专业网球训练的爱好者。 

结论  1.引起网球运动损伤的因素主要是准备活动不充分、技术动作不规范、活动量过大造成的身体

疲劳。2.非专业网球训练爱好者在初学阶段，对场地设施了解不全面，缺乏专业指导，在自己学习

和锻炼过程中很容易形成错误动作和不科学的训练方法，往往不能达到锻炼的预期效果，且易出现

运动损伤。3.从学生自身来讲，网球爱好者应当学习和掌握科学的运动健身基础知识，清楚网球运

动时会出现的一些损伤，提高自我保护和保健意识，例如运动前做好准备活动，运动中集中注意力，

运动后通过慢跑、做操、深呼吸、伸拉等形式使身体放松，缓解运后的疲劳。4.对于学校来讲，应

坚持改革，制定更加适合学生的规章制度，尤其在网球运动方面，重视学生业余锻炼，建立专门的

运动指导机制，增加专业网球运动老师对网球爱好者的指导，控制学生的运动损伤，达到预期的学

习和锻炼效果。 

 

PU-033 

运动机能贴布应用于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与重建术后的早期疗

效观察 

 

朱红梅 卢红建 沈晓明 肖玉华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002 

 

目的  观察运动机能贴布应用于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后关节镜下自体腘绳肌重建术后的早期康复

疗效。 

方法  对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与重建术后 30 例随机分成运动机能贴布贴扎组(15 例)和对照组(15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治疗：术后 2 周内，包括全身康复、患肢康复，麻醉清醒后立即开始股

四头肌等长肌肉收缩及踝泵训练，相邻关节行主、被动全范围关节活动度训练。术后第 2 天开始行

髌股关节被动全范围关节活动度训练，应用持续被动运动活动器（CPM）训练，1 小时，每日 2 次；

在患者能够耐受的情况下使膝关节屈曲活动范围，尽可能达 110°-130°。患肢取伸膝位平放于床面，

或将踝关节后侧垫高 5-10cm，使膝关节悬空；每日进行患肢等长肌力训练，每组 10 个，每日 3-4

组。运动机能贴布贴扎组在此基础上采用运动机能贴布贴扎法。治疗第 1 天及第 4 天测定膝关节活

动范围（ROM）、疼痛视觉类比评分（VAS）以及伸直位时以髌骨中心为起点向上 5 cm 处周径；

术后 2 周时分别测定患肢股四头肌和腘绳肌锋力距（PT）、Lysholm 膝关节功能量表评定（LKSS）。 

结果  术后第 4 天与第 1 天比较，运动机能贴布贴扎组在 ROM、VAS 以及伸直位时髌骨中心为

起点向上 5 cm 处周径三方面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2

周时，运动机能贴扎组的股四头肌及腘绳肌的 PT 值、LKSS 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术后膝关节僵硬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早期康复训练可促进膝关节

交叉韧带损伤重建移植物进行改造塑形，并防止关节内粘连，维持及改善关节活动度。运动机能贴

布贴扎术应用于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后关节镜下自体腘绳肌重建术后，早期康复疗效显著，可有

效缓解手术后机体神经肌肉的应激性保护状态，可有效减少局部组织水肿疼痛等急性期症状，使机

能正常化。运动机能贴具有伸缩性的特点，不会妨碍关节的主被动活动，不会影响患者膝关节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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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康复训练，是作用非常明显的一项康复治疗手段。 

 

PU-034 

早期康复训练对产褥期妇女人体成分的影响 

 

朱红梅 卢红建 沈晓明 肖玉华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002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训练对产褥期妇女人体成分的影响，为指导产后妇女的形体康复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 1 月 1 日来南通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产后 42 天检查的 25

0 名产褥期妇女作为治疗组，均为城市妇女，平均年龄 25.1 岁，妊娠足月顺产，产前无器质性疾病。

治疗组在产后 24 小时起做产后康复训练，产褥期满 42 天进行评定。选择同期相匹配的 250 例产褥

期妇女不做产后康复训练做对照。均采用 Biospace InBody 370 人体成分分析仪生物电阻抗法进行

人体成分的检测。 

   早期康复训练是从产后第 2 天开始做康复训练。先作简单的腹肌运动，仰卧，两臂上举，深吸气

时，腹肌收缩，使腹壁下陷、腹腔内脏器上提，呼气时两臂慢慢复原，2 次/天，10-15min/次。随着

产妇体力的恢复，即可进行脚踩踏板运动、交替踢腿运动、并腿伸展运动、桥式运动、缩肛运动、

仰卧起做运动。均为 3 次/天，10-15min/次。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人体成分分析各参数比较,观察组在与对照组相比，体质量、BMI、体脂肪、

体脂百分比、腰臀比、瘦体重、矿物质含量、蛋白质、细胞内液、细胞外液、水分总量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  

结论  生物电抗阻法操作简便、安全、无痛苦，易被产褥期妇女及一般产前健康体检所接受。 

   本研究结果发现产褥期妇女人体组成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体现在体质量、BMI、脂肪、臀

腰比、蛋白总量、瘦体重、矿物质含量、细胞内液、细胞外液、水分总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脂肪含

量超标是产褥期妇女普遍面临的问题；腰臀比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脂肪主要聚集在腹部，属中央

型肥胖。国外多项研究表明孕期体重过度增加及产后不能成功减重是导致女性肥胖发生的重要因素。

如产后不能恢复体形，这些现象将是多种慢性疾病的潜伏期。如果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不可避免

会导致将来多种与超重及脂肪超标相关的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及退行性疾病等。 

   早期康复训练有利于妇女的产后康复，有利于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为产妇制定个性化的健康饮

食方案及安全有效的训练计划，帮助产妇恢复形体值得妇女保健工作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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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 

下肢运动控制系统在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及

步行能力中的应用 

 

陶亮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目的  观察下肢运动控制系统（MRS-Functional Squat）在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平衡能

力及步行能力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宁波市康复医院收治且符合上述标准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38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9 例.2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变性质，病程等方

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疾病

会议修订的脑卒中诊断标准。②年龄 40~70 岁，首次发病，病程＜3 个月，且经头颅 CT 和 MRI 检

查证实。③单侧偏瘫患者。④意识清楚，能主动配合训练，无认知障碍。⑤病情稳定，无心脏病及

其他恶性疾病。⑥签署之情同意书者。⑦Brunstrom 分期为Ⅱ期的患者。 

  排除标准：①下肢关节不稳定或骨折未完全愈合者。②发病早期耐力低下，卧床患者。③有严重

认知障碍，不配合训练者。④情绪易激动，暴躁者。⑤有心脏病及其他恶性疾病患者。⑥下肢严重

关节疾病。2 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理疗，水疗，针灸等及药物治

疗，治疗组患者在接受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下肢运动控制系统训练，每日训练 2 次，每次半

小时，每周训练 6 天，连续训练 8 周。于治疗前，治疗 8 周后采用简化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

评定表，Berg 平衡量表 （BBS），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FAC）分别评估两组患者下肢运动功能，

平衡功能和步行能力。 

结果 治疗 8 周后 2 组患者的 Fugl-Meyer，BBS,FAC 的评分较组内治疗前均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且治疗 8 周后治疗组的 Fugl-Meyer，BBS,FAC 评分分别为（10.84±2.54 ），

（33.05±6.21 ），（ 3.32±0.82）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下肢运动控制系统训练结合常规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平衡能力和步行能力有

显著提高。 

 

PU-036 

浅析游戏干预对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的影响 

 

孙杭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315040 

 

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是以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刻板行为和兴趣狭隘为主要表现。

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是目前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的关键，而游戏干预对自闭症儿童的影响具有明显

的积极意义。自闭症儿童通过游戏干预在人际交往的主动频次、非语言交流, 语言沟通行为上有所

增加, 问题行为中不配合不合作行为和退缩行为也有减少。所以，在自闭症儿童数量增长呈上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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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今天，实施个别化的游戏训练，显得特别重要。 

 

PU-037 

PEMFs 对去卵巢大鼠 Wnt/β-catenin 通路中 GSK-3β、sFRP 的影

响 

 

何红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研究背景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以骨量降低、骨微细结构受损导致骨脆性增加和易

于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骼疾病。脉冲电磁场（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PEMFs）在治疗骨质疏松症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众多实验证实，临床研究

和基础实验研究都显示 PEMFs 能促进骨形成、抑制骨吸收、增加骨密度、改善骨生物力学性能，

但其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明确。 

研究目的   探讨 PEMFs 对去卵巢大鼠 Wnt/β-catenin 通路中 GSK-3、sFRP 的影响，为临床应用 P

EMFs 治疗骨质疏松症提供应用依据。 

研究方法  （1）实验分组：由 SPSS 软件产生的随机数字表将雌性清洁级 3 月龄的 SD 大鼠（体重：

200±20g）60 只，分为 4 组，每组 15 只：假手术组（Sham 组）、去卵巢组（OVX 组）、去卵巢+

阿伦磷酸钠药物治疗组（ALN 组）、去卵巢+PEMFs 治疗组（PEMFs）。(2)按照文献方法建立去卵

巢大鼠骨质疏松动物模型。（3）实验干预：造模结束后第 30 天开始分组干预。ALN 组给予阿伦磷

酸钠灌胃，剂量 2mg/Kg/d，1 次/d，治疗 30 天。PEMFs 组的 PEMFs 治疗仪，治疗参数为：3.8m

T(毫特斯拉)、治疗时间为连续 30 天、每天 40 分钟；Sham 组和 OVX 组手术后正常喂养，不予任

何处理。（4）实验检测 ：4 组均于 PEMFs 组干预 30 天后处死动物，取大鼠左侧股骨剔除肌肉后，

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测定左股骨骨密度（g/cm2）行原子力显微镜检测，主要观察各组骨组织粗

糙度及相图。提取各组骨组织 mRNA 及蛋白，行 Q-PCR 检测及 Western-blot 检测蛋白表达水平。 

（5）统计分析：在 SPSS13.0 支持下完成。 

结论 （1）在本实验条件下，大鼠去卵巢能够成功制造骨质疏松动物模型；PEMFs 能增加去卵巢大

鼠股骨骨密度，在增加去卵巢大鼠股骨骨密度方面 PEMFs 与阿仑膦酸钠效果相当。（2）PEMFs 对

去卵巢大鼠骨组织表观特征的影响 PEMFs 能够改善去卵巢大鼠骨组织的骨小管直径、骨陷窝结构

与数量、钙磷晶体形状与排列等超微结构，为 PEMFs 治疗骨质疏松提供了结构上的依据；（3） 在

本实验条件下，PEMFs 可能通过抑制 GSK-3β 

mRNA、sFRP1mRNA 的表达来促进成骨、治疗骨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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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8 

单侧电针刺激对人脑运动皮质半球间联系适应性影响的研究 

 

朱秀华
1,2
 黄力平

1
 

1.天津体育学院 

2.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单侧电针刺激穴位对运动皮质半球间联系的适应性影响，为针刺力量增长交叉迁移现象

的皮层水平的神经生理学机制提供依据，也为交叉迁移在临床疾病康复治疗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募集右利足的健康青年男性 20 名，并将其随机分为电针穴位组（EACU，N=10）和对照组（C

ON，N=10）。EACU 组接受电针刺激右下肢足三里穴和下巨虚穴，刺激电流为非对称性脉冲方波，

波宽 200ms，恒流，形式为断续波（工作 15s，停顿 5s），电流强度为受试者所能耐受无痛的最大

强度，每次电针时间为 30min，1 次/天，5 天/周，共 4 周。CON 组则不做任何干预，维持正常的学

习和生活。 

实验开始前及结束后测量双下肢胫骨前肌最大随意收缩力量（MVC），半球间信号传递（ISP），双

侧运动皮质代表区的同侧皮质静息期（ipSP），全球平均场幅度（GMFA）和 N100。 

结果  （1）EACU 组实验后左、右下肢胫骨前肌的 MVC 分别增加 45.10N 和 30.70N，与实验前相

比有显著性差异（P<0.001）；与 CON 组比较也有明显差异（P<0.001）。 

（2）EACU 组实验后在 TMS 刺激左侧和右侧运动皮质时，ISP 分别下降了 22.56%和 20.35%，与

实验前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与 CON 组比较差异并无明显（P>0.05）。 

（3）EACU 组实验后在 TMS 刺激左侧运动皮质时，ipSP 缩短了 25.83ms，与实验前相比有显著性

差异（P<0.05）；与 CON 组比较差异并无明显（P>0.05）。 

（4）EACU 组和 CON 组在 TMS 刺激左侧和右侧运动皮质时，实验前后 GMFA 均没有明显改变（P>

0.05）。 

（5）EACU 组实验后在 TMS 刺激左侧运动皮质时，C1 通道上 N100 的波幅下降 7.67μv，实验前

后组内比较及组间对比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C2 通道上 N100 的波幅下降 9.30μv，实验前后

组内比较及组间对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FC1 通道上 N100 的波幅下降 13.34μv，实验前后

组内比较及组间对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FC2 通道上 N100 的波幅下降 11.75μv，实验前后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组间对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EACU 组和 CON 组在 TMS 刺

激左侧和右侧运动皮质时，实验前后 N100 的潜伏期没有明显改变（P>0.05）。 

（6）CON 组上述所有指标实验前后均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4 周电针刺激右下肢足三里穴和下巨虚穴可以明显强化双侧半球运动皮质区半球间联系的力

度，并且可以明显降低左侧运动皮质区至右侧运动皮质区的半球间抑制，诱导双侧初级运动皮质区

和辅助运动皮质区突触可塑性的形成，可能是单侧针刺穴位力量增长交叉迁移的神经适应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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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 

低能量激光照射对大鼠视神经不完全损伤的治疗机制研究 

 

王传杰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目的  通过观察低能量激光照射对大鼠视神经损伤后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数量（RGCs）的改变和 Bcl

-2/Bax 蛋白表达的变化，以及闪光视觉诱发电位（F-VEP）的测定，探讨低能量激光照射对大鼠视

神经不完全损伤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方法  选普通级 Wistar 大鼠 55 只，随机选取 5 只为正常组；剩下的 50 只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10

只，再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 只。实验组和对照组大鼠建立大鼠视神经不完全损伤模型。

实验组大鼠在建立模型后接受低能量激光照射治疗，对照组大鼠照射时不开机，两组大鼠分别在伤

后 0、3、7、10、14d 处死。死。HE 染色观察 RGCs 的动态变化，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RGCs 表达

Bcl-2 及 Bax 的水平。并且测量损伤前、大鼠模型建立 0、3、7、10、14d 后患侧眼 F-VEP。 

结果  大鼠视神经损伤后，F-VEP 变化明显，表现在潜伏期明显延长。两组大鼠，1-7d 潜伏期均逐

渐延长，7-14d 有所恢复。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潜伏期延长明显小于对照组。对照组视神

经损伤后 0d RGCs 数目严蕈下降，1 周内 RGCs 快速减少，1 周以后继续减少；实验组神经损伤后

0d RGC 数目急剧下降，但之后各组 RGCs 数量没有明显降低；伤后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 Bcl-2 和

Bax 表达随访后，随时间延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Bcl-2／Bax 的比值在实验组逐渐升高，对照组

无明显升高。 

结论  低能量激光能够促进大鼠不完全损伤后视神经的再生。 

 

PU-040 

减重步行训练对不完全脊髓损伤大鼠巨细胞网状核的可塑性影响 

 

冯杰扬 

南方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索减重步行训练对不完全脊髓损伤（iSCI）大鼠延髓网状结构中巨细胞网状核（RGI）的可

塑性影响。 

方法  24 只雌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减重步行训练组、未训练组和假手术组，每组 8 只，使用美国 N

YU 脊髓冲击损伤仪制作大鼠 T10 脊髓中度挫伤模型。通过 Basso Beattie & Bresnahan（BBB）

评分评价减重步行训练对 iSCI 大鼠后肢运动功能的改善。采用 Nissl 染色观察 RGI 神经元的形态结

构及数量，以判断其是否发生明显组织学损伤及神经元死亡。利用 2 型囊泡谷氨酸转运蛋白（VGL

UT2）免疫荧光染色，探索 iSCI 大鼠减重步行训练对巨细胞网状核谷氨酸能信号表达的变化。 

结果  不完全脊髓损伤后，减重步行训练组大鼠的后肢运动功能 BBB 评分在训练 3 周后开始较未训

练组高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两组所有时间点 BBB 评分均低于假手术组（P<0.01）。Ni

ssl 染色结果显示三组大鼠 RGI 神经元数量无统计学差异（P>0.05）。光镜下，训练组和未训练组 R

GI 神经元 Nissl 染色与假手术组对比显示，无明显的染色变浅或未染色现象。巨细胞网状核 Ne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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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染色的神经元计数结果与 Nissl 染色结果一致，三组间神经元数量无统计学差异（P>0.05）。此

外，巨细胞网状核 VGLUT2 荧光染色的积分光密度值（integrated optical density ，IOD）对比结

果示，假手术组的 VGLUT2 荧光表达量最高，训练组表达量次之，未训练组最低。三组间 IOD 值的

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不完全脊髓损伤后大鼠延髓网状结构中 RGI 的神经元数目无明显减少，神经细胞形态无明显

损伤改变，说明脊髓损伤对 RGI 的解剖结构无显著影响，提示脊髓损伤后延髓 RGI 的改变主要存在

细胞功能和分子机制层面上。同时，经减重步行训练能够明显提高不完全脊髓损伤大鼠 RGI 中谷氨

酸能信号表达，表明这种训练使巨细胞网状核发生了细胞功能上的可塑性变化，减重步行训练能够

通过增强 RGI 谷氨酸兴奋信号改善大鼠后肢步行运动功能。 

 

PU-041 

针刺脊髓损伤患者胫骨前肌运动点对脑功能磁共振影响的初探 

 

王倩 张珊珊 江玥 陈燕 张安仁 王文春 董超 刘浩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  本研究以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患者为载体，以健康志愿者为对照，运用功能磁

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基于局部脑区功能连接四维（时

空）一致性(FOur-dimensional <spatio-temporal> Consistency of local neural Activities,FOCA)

的数据处理方式，分析针刺胫骨前肌运动点对 SCI 后局部脑区兴奋性的影响，为临床推广针刺运动

点治疗 SCI 后运动功能障碍提供神经影像学依据。 

方法  1. 以 5 例 SCI 患者及 5 例健康志愿者为研究对象，进行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对全

脑磁共振图像进行四维一致性（FOCA）分析，比较 SCI 患者与健康志愿者静息态局部脑区兴奋性

的差异。 

2. 以 5 例 SCI 患者及 5 例健康志愿者为研究对象，在脑功能磁共振扫描的同时，针刺右侧胫骨前肌

运动点，对全脑任务态磁共振图像进行四维一致性（FOCA）分析，比较 SCI 患者与健康志愿者任

务态局部脑区兴奋性的差异。 

结果  1. 与健康志愿者相比，SCI 患者静息态局部脑区兴奋性减弱的主要有：左侧小脑外缘 1 区、

左侧小脑蚓部 1、2 区、右侧小脑蚓部 1 区、右侧楔前叶、右侧角回、左侧顶叶、右侧海马旁回、右

侧丘脑 4 区（p<0.01，cluster>10）。 

2. 针刺右侧胫骨前肌运动点任务态下，与健康志愿者相比，SCI 患者局部脑区兴奋性增强的主要有

右侧辅助运动区、左侧顶上叶（p<0.01，cluster>10）；局部脑区兴奋性减弱的主要有右侧扣带回中

部、右侧初级感觉皮层、右侧边缘叶上部（p<0.01，cluster>10）。 

结论  1. SCI 引起脑部皮质兴奋性异常，可能与部分脑区发生重塑有关； 

2. 针刺运动点对 SCI 患者的运动功能改善及感觉功能调整可能与对相应脑区的重新激励和调节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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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 

脉冲电磁场对大鼠不同阶段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的影

响 

 

阳筱甜
1,2
 何红晨

1,2
 周园

1,2
 何成奇

1,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科 

2.康复医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究在膝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 OA）的不同阶段，脉冲电磁场（Pulsed electromagneti

c fields, PEMFs）对关节软骨退化和软骨下骨重建结构变化的影响。 

方法  将 75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早期组、中期组和晚期组。每组又继续分为 PEMFs 组、OA 模型

组和对照组。OA 组和 PEMFs 组大鼠接受关节腔内注射低剂量碘乙酸钠的造模处理，对照组大鼠于

右膝关节注射生理盐水。PEMFs 干预参数设置为频率 75Hz，强度 1.6mT，每天 2 小时，共 4 周。

早期 PEMFs 组大鼠接受 PEMFs 干预时间为造模后 0 到 4 周，中期 PEMFs 组大鼠接受 PEMFs 干

预时间为造模后 4 到 8 周，晚期 PEMFs 组干预时间为造模后 8 到 12 周。各组大鼠在干预后对应的

时间点被处死，取右膝关节固定后，用显微 CT 检测胫骨平台和股骨髁内外侧的骨组织形态学参数，

选择以下指标：BMD、BV/TV、BS/BV、Tb.Th、Tb.N 和 Tb.Sp。而后制作组织切片行甲苯胺蓝染

色，观察软骨及软骨下骨全层结构和细胞形态，计算 OARSI 关节软骨组织病理评分。 

结果  显微 CT 结果显示在 OA 模型建立 4 周后，与 OA 组相比，早期 PEMFs 组大部分区域 BV/TV、

Tb.Th、Tb.N 显著增高，Tb.Sp 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期 PEMFs 组与 OA

组比较，部分区域 Tb.N 明显增多，而 Tb.Sp 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OA

组相比，晚期 PEMFs 组极少部分区域 BV/TV, BMD 和 Tb.N 均显著升高，Tb.Sp 显著下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甲苯胺蓝染色观察发现，与 OA 组相比，早期和中期 PEMFs 组软骨表

层与 OA 组比较相对完整。轻度纤维化，潮线清晰。OARSI 评分显示各 PEMFs 组与 OA 组比较，

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EMFs 对大鼠早期膝 OA 软骨下骨微观结构的保护作用优于中期和晚期膝 OA。PEMFs 对早

期和中期膝 OA 大鼠软骨退化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PU-043 

不同强度脉冲电磁场对大鼠膝骨关节炎软骨和软骨下骨的影响 

 

阳筱甜 姜俊良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610041 

 

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强度脉冲电磁场（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s）对大鼠膝骨关节炎

（Osteoarthritis, OA）软骨和软骨下骨结构的影响。 

方法  40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平均分为 4 组: 0.8mT PEMFs 组, 1.6 mT PEMFs 组，OA 组和

正常对照（Normal control, NC）组。两 PEMFs 组及 OA 组大鼠右膝关节接受 0.2mg 碘乙酸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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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建立 OA 模型。4 周后，两 PEMFs 组接受频率为 75Hz，强度为 0.8mT 或 1.6mT，2 小时/天，

4 周的 PEMFs 治疗。采用甲苯胺蓝染色 OARSI 评分和显微 CT 技术分析软骨和软骨下骨结构。 

结果  组织学观察发现，与 OA 组相比，两 PEMFs 组软骨表层相对完整，轻度纤维化，潮线清晰。

OARSI 评分显示，两 PEMFs 组与 OA 组 OARSI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显微 CT 发现与 O

A 组比较，1.6mT PEMFs 组骨小梁数量增多，骨小梁分离度降低，0.8mT PEMFs 组骨小梁厚度和

骨体积分数降低，骨小梁数量和骨表面积与体积比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PEMFs

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PEMFs 可能对大鼠膝 OA 软骨和软骨下骨结构有保护作用，但 1.6mT 和 0.8mT 强度的 PEM

Fs 治疗效果没有明显差异。 

 

PU-044 

脉冲电磁场对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成骨分化 和 Wnt/β-

catenin 信号通路的影响 

 

周予婧 朱思忆 王田田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610041 

 

背景和目的  脉冲电磁场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s)可促进 BMSCs 增殖与成骨分化。

本实验旨在探索 PEMFs 对大鼠 BMSCs 增殖、成骨分化的影响，通过对 Wnt/β-catenin 信号传导通

路关键因子 mRNA 的检测，探寻 PEMFs 作用于 BMSCs 的潜在机制，为临床防治骨质疏松提供依

据。 

方法  本实验用全骨髓差速贴壁法分离纯化 2 周龄雌性大鼠 BMSCs，传代扩增至第 3 代，采用流式

细胞术对 BMSCs 进行细胞免疫表型 CD44、CD29、CD90、CD34、CD45 鉴定。将培养的 P3 代

大鼠 BMSCs 接种于多个培养皿，随机分为 3 组。①对照组：使用 DMEM 完全培养基培养，不做干

预处理；②PEMFs 组：在 DMEM 完全培养基培养基础上，予以 8Hz、3.8mT PEMFs 干预，每天

40 min；③成骨诱导基（OM 组）：在 LG-DMEM 完全培养基培养基础上，加入成骨诱导添加剂，

不予以电磁场干预。细胞贴壁后 1 d 进行干预，持续 21 d。采用 MTT 法测定增殖活性；碱性磷酸

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LP）、茜素红 S 染色进行成骨分化及矿化进行鉴定；利用实时荧光定

量 RT-PCR 技术检测成骨分化相关基因（BMP-2、Runx2、ALP、OC）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相关基因（Wnt1、Wnt3a、LRP5、β-catenin） mRNA 的表达。 

结果  MTT 结果显示 3 组细胞的增殖变化趋势类似。PEMFs 组 ALP 和矿化结节在干预第 7、14 d

均高于对照组（P<0.05）并低于 OM 组（P<0.05）。成骨分化相关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

比，PEMFs 组 BMP-2 、Runx2、ALP 和 OC mRNA 表达在第 7 d、14 d 时达到最高值（P<0.05）；

且 Wnt1、Wnt3a、LRP5 和 β-catenin mRNA 表达水平随干预时间延长逐渐升高，与对照组相比具

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频率为 8 Hz，强度为 3.8 mT 的 PEMFs 对大鼠 BMSCs 具有与 OM 类似的成骨效应，可提

高 ALP 活性，促进矿化结节产生，促进成骨相关基因表达；PEMFs（8 Hz，3.8 mT）促进 BMSC

s 成骨分化可能与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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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 

不同的运动模式—非自主运动、主动运动及强制运动对脑缺血大

鼠认知功能的 NMDAR1-pGluR1-pCaMKII 通路的机制研究 

 

林阳阳
1
 董军涛

2
 燕铁斌

2
 何晓阔

3
 吕晓

4
 郑修元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康复科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康复科 

3.湖北十堰市太和医院康复科 

4.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康复科 

 

背景  功能性电刺激可以诱导产生运动，临床上常用来治疗神经支配完整，但失去中枢神经系统调

控的疾病，如脊髓损伤，脑损伤等。已有大量研究证实，运动可以促进认知功能。本研究义在探讨

功能性电刺激治疗下诱导的运动，能否用于改善认知功能，其改善认知的机制是否和激活脑内 NMD

AR1-pGluR1-pCaMKII 通路相关。 

方法  实验选用清洁级（SPF 级）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体重 250-300g，以 10%水合氯醛按 350

mg/kg 体重剂量行腹腔注射麻醉，应用双侧颈总动脉结扎法模型制作全脑缺血模型。成功模型大鼠

于双侧前臂行功能性电刺激治疗电极植入，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假手术组、安慰刺激组，电刺激诱

导运动组，强制运动组及主动运动组。治疗 14 天后，应用 Morris 水迷宫进行行为学测试；电生理

方法检测海马 LTP；免疫组化和尼氏染色检测海马齿状回（DG 区）的完整神经元和新生神经元的

数目；应用 Western 方法检测海马 GluR1，pGluR1，NMDAR1，CaMKII，pCaMKII 的含量；应用

Bcl-2 和 Bax 检测海马区细胞凋亡的数目。采用计算机图像分析系统软件（Image-Pro Plus Versio

n 6.0, IPP6.0）对 Western 图片进行合成处理，计算各时间点平均灰度值。 

结果  治疗 14 天后，电刺激组诱导的运动组，强制运动组及主动运动组的水迷宫测试提示逃避潜伏

期缩短，空间探索时间增加，均与安慰刺激组有明显差异(p<0.05)，三个运动组之间比较没有统计

学差异；LTP 结果显示三种运动组的 LTP 均较安慰刺激组升高，但统计无显著统计学差异；海马齿

状回区尼氏染色显示三种运动组的完整神经元数目及神经元再生均较较安慰刺激组明显升高(p<0.0

5)；海马区的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三个运动组海马区 GluR1，pGluR1，NMDAR1，CaMKII，p

CaMKII 蛋白含量与安慰刺激组相比，含量明显升高(p<0.05)；三个运动组的两两比较来看，海马区

pCaMKII 蛋白含量，电刺激诱导的运动组明显高于强制运动组及主动运动组；海马区的 Bcl-2 和 Ba

x 检测显示三种运动组都可以显著减少海马区细胞凋亡的数目(p<0.05)。 

结论  功能性电刺激诱导的运动可以引起的血管性痴呆大鼠海马区可塑性变化，增高海马区 LTP 的

诱导，显著上调可塑性经典通路 NMDAR1-pGluR1-pCaMKII 通路上的相关蛋白（NMDAR，pCaM

KII，pGluR1）的表达，减少海马区细胞的凋亡，促进神经再生，继而增强学习和记忆能力的恢复。 

 

PU-046 

局部振动治疗对脊髓损伤患者下肢内收肌群痉挛的疗效分析 

 

黄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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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局部振动治疗（local vibration， LV）对脊髓损伤患者下肢内收肌肌张力的影响,探讨局

部振动治疗对肌张力的治疗疗效及作用机理，为脊髓损伤患者肌痉挛的临床治疗提供应用依据。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0 月到 2013 年 4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科接受局部振动治疗试验组的脊

髓损伤病人共 64 例患者的数据，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脊髓损伤平面及程度，以及治疗前后内收肌

痉挛程度。在振动试验中，共分为对照组（32 例）与试验组（32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物理治

疗、作业治疗，试验组还需接受局部振动治疗（频率为 60Hz,振幅为 10mm）。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评估患者双下肢内收肌群痉挛程度。本试验中，符合纳入标准且内收肌群张力增高患

者共 55 例。55 例患者中共计 101 组内收肌群出现肌痉挛，其中对照组 47 组，试验组 54 组。分析

两组内收肌群治疗前后上述指标的变化，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处理结果。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内收肌群 MAS 得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

内收肌痉挛程度均有改善，振动组内收肌群痉挛改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值比较有显著性意义(P 

< 0.05）。 

结论  振动治疗可改善脊髓损伤患者内收肌肌痉挛。 

 

PU-047 

中文版运动觉-视觉想象问卷的信度 

 

程钰琦 刘华 

首都体育学院 100191 

 

目的  探讨中文版 KVIQ-20 和 KVIQ-10 问卷的重测信度和内在一致性，提高中文版 KVIQ 问卷说服

力，从而推动运动想象训练在国内更好得到应用。 

方法  本实验选取受试者 60 名，每人分别进行两次简版和长版中文版运动觉-视觉想象问卷的评估，

个体每两次实验间间隔至少 7 天，但不超过 14 天。试验结束后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简版和长版中

文版运动觉-视觉想象问卷的重测信度、内在一致性。重测信度分析采用组内相关系数表示。中文版

两个版本运动觉－视觉想象问卷的内在一致性分析采用 Cronbach's a 表示。 

结果  量表的信度：长版中文版 KVIQ 问卷青年组视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37，运动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72；中年组视觉和运动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80；老年

组视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05，运动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50；男子组视

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38，运动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82；女子组视觉 Cr

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66，运动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56。简版中文版 KVIQ 问

卷青年组视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850，运动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41；中

年组视觉和运动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均为 0.955；老年组视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863，运动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05；男子组视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895，

运动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63；女子组视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37，运动

觉 Cronbach‘s α 系数的系数为 0.910。 

结论  简版和长版中文版运动觉-视觉想象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视觉想象分数、运动觉想象分数及

总分 ICC 均超过 0.70，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测试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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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 

浅谈自闭症儿童的语言的训练方法 

 

周荧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 

 

自闭症是发生儿童早期的一种涉及感知觉、情感、语言、思维和动作与行为等多方面的发育障碍。

普遍表现为语言发育迟缓，社交能力差，沟通能力困难，兴趣和行为较狭窄、刻板。通过观察、与

家长交流、评估来搜集相关资料，运用呼吸训练方法、情景教学法、游戏训练方法等训练方法，对

自闭症儿童进行了适合他们的言语训练方法，提高了自闭症儿童的语言理解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从而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社会。 

 

PU-049 

低频电磁场对间充质干细胞线粒体 DNA 含量的影响 

 

李新平
1
 刘晓涵

2
 李伟坤

3
 白利明

1
 白文芳

1
 许伟成

1
 张鸣生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3.暨南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观察低频电磁场影响间充质干细胞线粒体 DNA 含量的作用效果。  

方法  分离培养鼠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后，选择 10Hz-5mT、50Hz-5mT 和 100Hz-5mT 的低频电磁

场分别作用于间充质干细胞 30min，选择 50Hz-5mT 的低频电磁场分别干预 30min、60min、180

min 和 360min，并设立对照组。低频电磁场作用后 10min 内提取线粒体中的 DNA，qPCR 测量线

粒体 DNA 含量。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10Hz-5mT、50Hz-5mT 和 100Hz-5mT 作用后间充质干细胞线粒体 DNA 含

量升高，但 10Hz-5mT、50H-5mT z 较 100Hz-5mT 条件下升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当 50H

z-5mT 磁场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较，作用 30min 后干细胞线粒体 DNA 含量升高明显（P<0.05），

但低频电磁场干预 60min、180min 和 360min 后，间充质干细胞线粒体 DNA 含量逐渐下降。 

结论  低频电磁场对间充质干细胞线粒体 DNA 拷贝数的影响有频率依赖性和时间依赖性关系，可能

直接影响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分化。 

PU-050 

低频电磁场促进表皮干细胞分化诱导形成毛囊的实验研究 

 

张鸣生
1
 刘晓涵

2
 李新平

1
 白利明

1
 白文芳

1
 许伟成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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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低频电磁场对毛囊生长及其对表皮干细胞分化的影响。 

方法  制备 C57BL/6 鼠毛发生长周期模型，选择 50Hz-5mT 低频电磁场连续干预，每日 1 次，每次

60min。分别在干预后第 3、7 和 16 天留取标本，选择 HE 染色，并分离表皮细胞进行流式细胞术

检测角蛋白 15（CK15）、CD200 和 CD34，免疫荧光检测 CK15、CD200 和 CD34 在组织表达情

况。 

结果  HE 染色显示：3 d 时，对照组中未见状基质包绕毛乳头，低频电磁场干预组可见球状基质部

分包绕毛乳头，毛乳头上部有黑色素形成；9 d、16 d 时， 低频电磁场组中毛囊的长度显著增加(P

 < 0.05)。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角蛋白 15 阳性细胞数升高，CD200+、CD34+细胞数升高，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免疫荧光法检测显示，在毛囊隆突周围可见 CD200、CD34 表达，

但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低频电磁场在毛发生长周期模型中，可促进表皮干细胞分化，诱导表皮干细胞形成毛囊，促

进毛发生长。 

 

PU-051 

大鼠腓肠肌和比目鱼肌纤维组成及分布特点 

 

喇高燕 周谋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 SD 大鼠腓肠肌（快收缩型肌肉）和比目鱼肌（慢收缩型肌肉）中快慢肌纤维的组成比例

及分布特点，并在肌纤维的水平上分别分析快慢收缩型肌肉的功能差异。 

方法  SPF 级 10 周龄雄性 SD 大鼠 12 只，取其左侧腓肠肌和比目鱼肌肌腹约 5mm 长的组织块进

行固定包埋切片后采用 Anti-fast myosin skeletal heavy chain antibody 和 Anti-slow myosin sk

eletal heavy chain antibody 进行免疫组化染色标记快慢肌纤维，将切片进行全切片扫描，采用病

理分析软件观察快慢肌纤维的分布情况并用图像分析软件分析快慢肌纤维的比例。 

结果  SD 大鼠腓肠肌中快肌纤维约占 84%，慢肌纤维约占 15%；比目鱼肌中快肌纤维约占 25%，

慢肌纤维约占 74%；在腓肠肌横截面切片中，可见腓肠肌快肌纤维分布于周围，且大面积的快肌纤

维单一分布，其中并中无慢肌纤维，而慢肌纤维主要分布于腓肠肌内侧头的内侧和外侧头的外侧，

该处快慢肌纤维交错分布，内外侧头连接处无慢肌纤维分布；比目鱼肌快慢肌纤维呈交错分布。 

结论  SD 大鼠腓肠肌主要由快肌纤维组成，与其收缩速度快、力量强一致；比目鱼肌主要由慢肌纤

维组成，体现为收缩速度较腓肠肌慢，但耐力较好；腓肠肌在肌纤维分布上并非普遍认为的呈棋盘

样分布，其不同类型肌纤维存在分布位置的差异，体现为横截面上快肌纤维分布于周围，慢肌纤维

分布于中心，在肌纤维研究取材中应注意取材位置的差异；比目鱼肌快慢肌纤维呈棋盘样分布，交

错排列。 

 

PU-052 

P38α 在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所致机械性异常疼痛中的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97 
 

张晓 怀娟 岳寿伟 王永慧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大鼠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on，DRG）持续受压后 DRG 细胞内 P38α 基因表

达变化，初步明确 P38α 在大鼠 DRG 持续受压所致机械性异常疼痛中的作用。 

方法：采用清洁级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持续压迫背根神经节（c

hronic compression of the dorsal root ganglion，CCD）1 天组、CCD7 天组，CCD21 天组，每

组各 10 只。将 U 型钢棒插入大鼠腰椎右侧第 4、5 椎间孔内，制备大鼠 CCD 模型。分别于术前 1

天、术后第 1、7 和 21 天进行神经行为学测定，包括运动功能（大鼠自由行走时的步行姿态）评分

及机械痛阈值，并取出受压的 DRG，采用 RT-PCR 技术检测 DRG 细胞内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变化。 

结果  1.神经行为学测定 

1） 运动功能  所有大鼠在损伤前后步态均正常，足无畸形，评分均为 1 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2） 大鼠手术侧机械刺激痛阈值变化  术前 1 天，各组大鼠机械刺激痛阈值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各 CCD 组大鼠机械刺激痛阈值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 CCD1 天组相比，CCD7 天组大鼠机械刺激痛阈值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 CCD7 天组相比，CCD21 天组大鼠机械刺激痛阈值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2.DRG 细胞内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变化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CCD 组大鼠 DRG 细胞内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与 CCD1 天组相比，CCD7 天组 DRG 细胞内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增加，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与 CCD7 天组相比，CCD21 天组 DRG 细胞内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持续受压的 DRG 细胞内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与机械刺激痛阈值变化相一致，P38α 可能参与

CCD 所致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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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 

探讨普通话轻声语音特征对听障儿童学习轻声训练的重要性 

 

竺海璐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20 

 

目的  轻声在普通话训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听障儿童无法正确发出轻声，从而提出听障儿童

的轻声问题。 

方法  分析轻声在音长、音高、音强、音色等方面的不同调型，通过言语矫治师对个案进行康复训

练，探讨听障儿童学习轻声训练给予一定的帮助。 

结果  在轻声的作用中可见，轻声在日常交流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听障人士将轻声词与非轻声

词随意混淆，那么会闹出笑话。因此听障儿童学习轻声训练很重要。 

结论  本文从语音的四要素，结合声学特征，提出了针对听障儿童的轻声训练重要性。  

  

PU-05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联合超短波对大鼠脊髓损伤后早期 AQP-4和 GA

P-43 的影响 

 

孙师
1
 万峪岑

1
 赵利娜

1
 尹艳梅

1
 陆宇

2
 冯智萍

1
 周禹新

1
 张立新

1
 张志强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BMSCs）联合超短波（ultrashort 

wave，USW）治疗对大鼠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后功能恢复、水通道蛋白 4（aquaporin-4，AQP-4）和生长相关蛋白 43(Growth ass

ociated protein 43，GAP-43)表达的影响。 

方法  30 只雌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五组：sham 组、control 组、USW 组、BMSCs 组、USW+B

MSCs 联合治疗组，采用改良 Allen＇s 法制作大鼠 SCI 模型，术后 1d、1w、2w、3w、4w 用 BBB

评分法评价后肢运动功能的恢复情况。术后 4w 取材行 AQP-4 和 GAP-43 的免疫组化染色，并行阳

性细胞计数，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术后４w BBB 评分各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USW 组、BMSCs 组、USW+BMSCs 组与 cont

rol 组比较 P<0.001、P>0.05、P<0.001。USW 组、BMSCs 组、USW+BMSCs 组 AQP-4 表达水平

明显低于 control 组，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5、P<0.001）。GAP-43 的表达上，BMSCs

组、USW+BMSCs 组明显多于 control 组及 USW 组，分别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单纯 USW 治疗即可明显改善 SCI 后神经功能；USW 及 BMSCs 移植治疗均可减轻水肿，以

USW 作用最为显著；而在促进轴突再生方面，BMSCs 组意义更为明显。二者联合治疗在促进功能

恢复上并未显现出协同作用，但是在减轻水肿和促进轴突生长方面有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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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 

经颅磁刺激对健康志愿者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影响的 fMRI

研究 

 

江力生 林拓 兰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510630 

 

目的   利用 fMRI 研究 TBS 对健康志愿者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的影响。  

方法  用三个不同的 TBS 刺激方案，在磁刺激神经立体定位导航系统的指导下，对 60 个健康志愿

者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区进行刺激，刺激前与刺激后各进行一次 fMRI 扫描。获得的图像数据利用 M

atlab R2014a 与 DPARSF 4.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结果  左侧 cTBS 刺激组中，刺激前后激活的区域有右侧辅助运动区(SMA)，左侧中扣带回(MCG)，

左侧额上回(SFG)；抑制区域有右侧小脑（Cere）。左侧 iTBS 刺激中，刺激前后激活的区域有双侧

中央前回(PreCG)，双侧中央后回(PoCG)；抑制区域有左侧辅助运动区（SMA），左侧中扣带回（M

CG），左侧额上回（SFG），左侧额中回(MFG)，左侧小脑(Cere) 。左侧 cTBS 刺激右侧 iTBS 刺激

组中，右侧中扣带回（MCG）激活，右侧额上回（SFG），右侧小脑（Cere）抑制。  

结论  TBS 可以改变调节舌骨上肌群皮质的兴奋性。单侧半球的舌骨上肌群皮质兴奋性受到抑制时，

会引起对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的增加。iTBS 提高一侧半球的舌骨上肌群皮质兴奋性时

会引起对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也增加，形成新的动态平衡。iTBS 可以逆转抵消掉 cTB

S 对对侧半球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兴奋性的抑制作用，使双侧舌骨上肌群运动皮质趋于新的平衡状

态。 

 

PU-056 

脑卒中偏瘫患者健侧上肢运动功能的生物力学研究 

 

靳婷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采用表面肌电技术与穿戴式微型运动捕获系统联合同步采集偏瘫患者健侧上肢与健康人在矢

状面肩前屈够物时的肌电信息和运动学信息，通过对比，分析在够物过程中偏瘫患者健侧上肢生物

力学方面的特性。 

方法  30 名偏瘫患者（17 名为右侧大脑受累，13 名为左侧大脑受累）和 23 名健康人接受上肢够物

测试，患者用健侧上肢操作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够物过程分为肩前屈和保持两个阶段。应用

表面肌电技术和穿戴式微型运动捕获系统同步采集上肢相关肌肉的表面肌电信号和三维运动数据。

肌电参数包括：①斜方肌上部、胸大肌、三角肌前组、三角肌中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肱桡肌

的均方根值（RMS 值）；②三角肌前组/斜方肌上部做功比、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做功比。运动学参数

包括：躯干扭转度、肩关节运动幅度、肩关节运动速度、等张失稳度、肩关节角度分散度。采用秩

和检验的方法比较偏瘫患者健侧上肢与健康人之间的数据以及健康人利手与非利手之间的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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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偏瘫患者健侧上肢在够物中的生物力学特性。 

结果  偏瘫患者健侧上肢为右上肢（利手侧）时，在前屈阶段，斜方肌上部 RMS 值大于对照组（P

＜0.05）；在保持阶段，斜方肌上部 RMS 值仍大于对照组，但胸大肌的 RMS 值以及三角肌前组/斜

方肌上部做功比小于对照组（P＜0.05）。偏瘫患者健侧上肢为左上肢（非利手侧）时，在前屈阶段，

三角肌中组的 RMS 值大于对照组（P＜0.05）；而在保持阶段，双侧对比无明显差异。健康对照组

双上肢对比：在前屈阶段，左侧（非利手侧）斜方肌上部的 RMS 值大于右侧，三角肌前组/斜方肌

上部做功比小于右侧（P＜0.05）；在保持阶段，三角肌前组/斜方肌上部做功比小于右侧（P＜0.05）。

在够物活动中，偏瘫患者健侧上肢为右上肢时，躯干扭转度比对照组大，肩关节运动速度较对照组

小（P＜0.05）。偏瘫患者健侧上肢为左上肢时，肩关节运动速度比对照组小（P＜0.05）。健康对照

组双上肢的运动学参数对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无论偏瘫患者健侧为利手侧还是非利手侧，在矢状面够物的整个过程中，健侧上肢与健康者

相比在肌电参数和运动学参数方面均存在差异。健康对照组在够物过程中利手侧、非利手侧在肌电

参数上有显著性差异，然而在运动学参数上无明显差异。提示：偏瘫患者健侧上肢与健康人对应侧

上肢相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健‖侧；对偏瘫患者患侧上肢进行生物力学研究时最好以健康人对应侧上

肢作为对照组。 

 

PU-057 

步行训练对脊髓损伤大鼠步行 CPG 内兴奋性中间神经元可塑性的

影响 

 

陈杨葭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陆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步行训练对 SCI 大鼠腰段步行 CPG 可塑性的影响，探索 CPG 内优势中间神经元成份。 

方法  45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Sham 组、训练组及对照组，训练组及对照组大鼠动物模型为 T10 脊

髓不完全损伤模型。在造模后一周开始对训练组进行 6 周的跑台步行训练。定期观察各组大鼠 BBB

评分，伤后 7 周利用 micro-PET/CT 扫描观察各组大鼠 CPG 代谢水平，取材后行免疫荧光染色、尼

式染色观察步行 CPG 中间神经元数量和表达，利用乙酰胆碱酯酶染色观察腓肠肌运动终板的表达。 

结果 （1）BBB 评分：训练组大鼠训练一周后 BBB 评分已高于对照组，此后每周的 BBB 评分均优

于对照组，但两组评分均低于 Sham 组（P<0.05）；（2）运动终板计数及光密度：训练组运动终板

的排列方式、形态与 Sham 组类似，对照组运动终板呈较为松散的弧线形排列。对照组运动终板数

量及光密度较 Sham 组及训练组均明显减少（P<0.05），而训练组运动终板数量和光密度值保持在

正常水平（P>0.05），运动终板数量与平均光密度值与 BBB 评分的相关分析显示两者与 BBB 评分

呈正相关关系；（3）CPG 代谢：训练组核素摄取值明显升高（P<0.05）。对照组 CPG 平均核素摄

取值与 Sham 组相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将核素摄取值与 BBB 评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两

者呈正相关关系；（4）CPG 神经元计数：对照组大鼠腰段神经元数量明显少于 Sham 组（P<0.05），

训练组大鼠中间神经元数量与 Sham 组对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5）CPG 三类中间神经

元计数及表达：计数：训练组仅有谷氨酸能中间神经元的数目有明显增多，高于 Sham 组及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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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而去甲肾上腺素及多巴胺能兴奋性中间神经元在不同干预条件下计数并无明显差异（P>

0.05）。荧光强度：对照组三类兴奋性 INs 的细胞荧光强度与 Sham 组相比均出现增强（P<0.05），

在训练组，三类 INs 的荧光强度与 Sham 组相进一步提高（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三类兴奋

性 INs 的兴奋激活与大鼠运动功能间的关系，自变量为三类兴奋性 INs 的计数及荧光强度、应变量

为 BBB 评分。最终谷氨酸能神经元计数进入方程，即激活的谷氨酸能 INs 的数量越多，大鼠后肢运

动功能恢复越好。 

结论 （1）步行训练通过增强谷氨酸能、去甲肾上腺素能、多巴胺能中间神经元可塑性，提高腰段

CPG 代谢水平，提高腓肠肌运动终板数量和功能，促进脊髓损伤大鼠后肢运动功能恢复；（2）脊髓

谷氨酸能中间神经元作为主要的兴奋性中间神经元参与 CPG 对步行运动的启动和调节。 

 

PU-058 

学习动机培养对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的重要性 

 

王蕾蕾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随着国内外自闭症儿童的日益增多，民办训练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办起来。但是，自闭症

儿童的康复训练质量却不理想。如何有效地提高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效果成为了家长、训练师等

相关人员共同关注的焦点。 

方法  在一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累计选取班级组的 35 名自闭症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观察组为

20 名，对照组为 15 名。忽视性别、生理年龄、发展年龄和家庭教育等无关变量的影响，对观察组

的自闭症儿童以学习动机的培养为教学前提，在此基础上发展模仿、认知、手眼协调、注意力及社

交等技能。 

结果  通过一年的康复教学实践研究，发现观察组的自闭症儿童通过内驱力的培养，在知识的掌握

与运用方面比较灵活，注意力、认知与社交技能方面有不同程度地提高，学习兴趣浓厚，学习效果

事半功倍。而对照组的自闭症儿童则在学习过程中比较压抑，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康复效果不理想。 

结论  由此得出，学习动机的培养在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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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 

浅谈腹压带对脑瘫患儿腹直肌肌群的影响 

 

杨西卡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脑瘫患儿在运动疗法过程中加以腹压带对腰腹肌群及核心稳定临床对比。 

方法  将 60 例坐位平衡欠佳的脑瘫儿童分为观察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进行 3 个疗程的核心稳定

性训练、体干回旋训练、坐位平衡训练、并于我院评定科先进的器材为左侧腹直肌肌力、右侧腹直

肌肌力做量化评估。 

结果  患儿经 3 个疗程治疗后，两组左侧腹直肌肌力、右侧腹直肌肌力均有提高，且加以腹压带的

实验组较对照组提高更多。 

结论  脑瘫患儿在运动疗法过程中加以腹压带对腰腹肌群肌力及核心稳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PU-060 

CrosS-education 对单侧肢体下肢力量训练前后的影响 

 

阚梦瑶 

武汉体育学院 430079 

 

目的  近年来，无论是医学方面还是运动方面，对于肌肉的功能训练和定向研究都有快速的发展。

交叉迁移（crosS-education）是对侧肢体的同源肌肉在训练时没有直接进行肌肉收缩活动而肌肉力

量也得以增长的现象。但是其机制一直不清楚。本实验通过对右侧下肢膝关节进行屈伸的离心和向

心锻炼，观察左侧肢体力量增长的程度，并通过监测肌电图的变化，通过神经机制解释力量增加。 

方法  10 名 18-25 岁的未经过体育训练的男生，进行为期 4 周的等速向心和离心屈伸膝训练。训练

方案如下：每周三次，周一、周三、周五，使用 BIODEX 等动训练仪进行右侧膝关节屈伸向心(con

/con)和离心训练(ecc/ecc)各 5 组，角速度为 60°，每组 5 次运动，每组之间休息 15 秒。在训练前

后对左右腿测力量同时，分别进行双侧股四头肌肌肉力量、肌电的测量。用 SPSS17.0 软件，配对

T 检验（训练前后对比）和多重比较 LSD（组别之间比较）对训练前后的双侧肌肉力量和肌电图进

行分析。 

结果  1)左侧腿部肌肉力量（腘绳肌离心收缩力、股四头肌离心收缩力、腘绳肌向心收缩力）在训练

后显著增加（P=0.0009,p=0.000,p=0.014）;右侧腿部肌肉力量（腘绳肌离心收缩力、股四头肌向心

收缩力、股四头肌离心收缩力、腘绳肌向心收缩力）在训练后显著增加（P=0.006,p=0.001,p=0.00

1,p=0.000）;2)左侧下肢，股四头肌的向心力与腘绳肌的向心力增高的程度有显著差异（56±14.8% 

vs 26±5.96%,p=0.036）;3)右侧下肢，股四头肌离心力和股四头肌的向心力增高的程度有显著差异

（53±8.6% vs 24±4.8%,p=0.011）;4)肌电图显示右侧股四头肌运动时，左侧股四头肌肌电增高。 

结论  左侧肢体未进行抗阻训练，在右侧肢体进行 4 周向心和离心训练后，左侧肢体力量有所增加，

出现迁移现象。此机制可能与未训练腿的外周神经冲动同时存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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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 

康复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患者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及 D-二聚体含

量的影响 

 

常利 张松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  观察康复训练对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术后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及 D-二聚体(D-dimer)

含量的影响。 

方法  共选取经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治疗的患者 80 例，将其分为常规治疗组及康复训练组。康复训练

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以康 复训练。本研究另选取 80 例健康体检者纳入正常对照组。于术前、术

后及术后 2 周后分别测定 2 组患者血中 hS-CRP 及 D-dimer 含量；术后 5 周随机选定 30 例复查患

者及康复训练患者，分别测定 hS-CRP 结果。 

结果  手术前常规治疗组患者血中 hS-CRP 含量[(20.17±2.32)mg／L]、D-dimer 含量 [(0．13±0．0

4)mg／L]；康复治疗组患者血中 hS-CRP 含量[(21．22±3．17)mg／L]、D-dimer 含量 [(0.17±0.05)

mg／L]。手术后常规治疗组患者血中 hS-CRP 含量[(94.17±16.38)mg／L]、D-dimer 含量 [(1.06±0.

32)mg／L]；康复治疗组患者血中 hS-CRP 含量[(90.16±14.65)mg／L]、D-dimer 含量 [(1.19±0.37)

mg／L]。2 组患者分别经 2 周治疗后，常规治疗组血中 hS-CRP 含量[(74.17±10.52)mg／L]、D-di

mer 含量 [(0.79±0.23)mg／L]；康复治疗组血中 hS-CRP 含量 [(53.02±7.21)mg／L]、 D-dimer 含

量 [(0.42±0.16)mg／L]。术前两组患者 hS-CRP 含量高于正常对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 2 周两组各指标均下降，并且均以康复训练组的降低幅度较显著，与常规治疗组间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5 周 30 例复查患者及康复训练患者的 hS-CRP 结果为[(40.25±4.62)m

g／L]和[(29.98±4.02)mg／L]。 

结论  膝关节置换患者术前长期炎症刺激，导致 hS-CRP 增高；术后血清中 hS-CRP 及 D-dimer 水

平均较术前明显增高，在常规药物干预基础上辅以有氧运动，能显著降低患者血中 hS-CRP 及 D-di

mer 含量，对缓解患者病情具有重要意义，但 hS-CRP 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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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 

丰富环境对卒中后认知障碍小鼠认知功能和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王鑫
1
 孟兆祥

2
 孙彩花

1
 尹正录

2
 

1.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神经康复科 

2.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观察丰富环境对卒中后认知障碍小鼠认知功能和突触可塑性的影响，探讨丰富环境对卒中后

认知障碍小鼠认知功能影响的可能机制。 

方法  选用 12 周龄雄性小鼠，光栓法制作卒中后认知障碍模型。实验小鼠随机分为假手术标准环境

组(n=30)、卒中后认知障碍标准环境组(n=30)和卒中后认知障碍丰富环境组(n=30)，在不同的环境

中饲养 28 天后，利用水迷宫方法检测小鼠认知功能；电生理的方法检测小鼠海马长时程增强的变化，

电镜定量测量海马 CA1 区神经元的突触结构，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小鼠海马突触素蛋白的表达情

况。 

结果  28 天后，与假手术标准环境组小鼠相比，卒中后认知障碍标准环境组小鼠水迷宫成绩显著下

降（P＜0.01），卒中损伤对侧海马长时程增强诱导障碍（P＜0.01），卒中损伤对侧海马 CA1 区神经

元的突触数、突触间隙宽度、突触后膜致密物厚度和突触界面曲率均发生显著性改变（P＜0.01）；

卒中对侧海马 CA1 区突触素蛋白表达显著降低（P＜0.01）；而丰富环境干预 28 天后，卒中后认知

障碍丰富环境组小鼠与假手术标准环境组小鼠相比，其水迷宫成绩、海马长时程增强、海马 CA1 区

神经元突触相关结构、海马 CA1 区突触素蛋白表达，仍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较卒中后认知

障碍标准环境组小鼠相比，这些指标均有显著性改善（P＜0.05）。 

结论  丰富环境可以改善卒中后小鼠的认知功能，其机制可能与丰富环境改善卒中对侧海马突触可

塑性有关。 

 

PU-063 

不同运动方式干预下鼠早期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 HIF-2α 表达的

差异 

 

段文秀
1
 汪宗保

1
 靳帅峰

1
 李路

1
 

1.安徽中医药大学 

2.安徽省立医院康复科 

 

目的  同运动方式干预下鼠早期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 HIF-2α 表达的差异； 

方法  60 只 SD 大鼠随机选出 10 只作为正常对照组，将其余 50 只大鼠通过注射 2%木瓜蛋白酶溶

液和 0.03mmol/LL-半胱氨酸造成膝骨关节炎，造模后的 50 只大鼠随机分为骨关节炎模型组、日常

生活方式组、游泳组、慢跑组、游泳和慢跑结合组，每组 10 只。以 6 周和 12 周作为取材的时间节

点，每次每组取材 5 只。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关节软骨细胞中 HIF-2α 的表达情况，最

后使用 2-ΔΔCt 方法进行相对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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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正常组关节软骨细胞中 HIF-2α 的表达与骨关节炎组相比差异明显(P < 0.05)；不同运动方式

之间，游泳与慢跑结合组呈较低表达状态，与单纯慢跑组、单纯游泳组、日常活动组比较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P < 0.05) 

 

PU-064 

慢跑中递增式唱数训练法对听障儿童呼吸支持不足矫治 的个案

研究 

 

郑建芬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315040 

 

目的  探索慢跑中递增式唱数训练法对改善听障儿童呼吸支持不足问题的有效性。  

方法  对 1 例植入人工耳蜗的 6 岁 1 个月有明显呼吸支持不足问题的听障儿童实施针对性训练，采

用在慢跑中进行阶梯式唱数的训练法，测量、比较分析训练前后该听障儿童的最长声时、声音响度

和平均言语强度。 

结果  训练 6 个月后，听障儿童最长声时、声音响度和平均言语强度都有显著提高。  

结论  慢跑中进行递增式唱数训练法对解决听障儿童呼吸支持不足问题是有效的。 

 

PU-065 

高压氧预处理对持续脑缺血大鼠脑组织含水量的影响 

 

于敏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110021 

 

目的  探讨高压氧预处理是否能减轻持续脑缺血大鼠的脑组织含水量。 

方法  24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 4 组，假手术组，脑缺血组，高压空气组及高压氧组，每组

6 只。高压氧组大鼠予高压氧预处理（0.3MPa，1h），每天一次，连续 5 天。高压空气组大鼠于高

压空气环境中（0.3MPa，1h）每天一次，连续 5 天，不吸氧。脑缺血组和假手术组于常压空气环境

中生活。5 天后制备大鼠大脑中动脉栓塞模型。 造模 6 小时后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之后处死，

干湿法计算双侧半脑脑组织含水量。 

结果  持续脑缺血 6h 后脑缺血组大鼠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2.5±0.55，高压空气组为 2.33±0.52，高压

氧组为 1.67±0.52，高压氧组评分较脑缺血组明显降低，与高压空气组相比略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

持续脑缺血 6h 后脑缺血组大鼠左右半脑脑组织含水量百分比之差为 2.47± 0.14 %，高压空气组为

2.50 ± 0.16 %，高压氧组为 2.16± 0.32 %，高压氧组较脑缺血组及高压空气组相比明显下降。 

结论  高压氧预处理可减轻持续脑缺血大鼠脑组织含水量，提高神经功能评分，对脑缺血有保护作

用。 

 

PU-066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膝关节控制训练对脑卒中后膝过伸步态的影响 

 

陈震宇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315040 

 

目的  探讨膝关节控制训练对脑卒中后膝过伸步态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给予膝关节控制强化训练,对照组做常规

康复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后对患者的步行能力和膝过伸的发生率进行评定。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前两组下肢膝过伸和步行能力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治疗组膝过伸发生率明显少于

对照组(P<0.01)，治疗组步行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膝关节控制强化训练可以有效改善脑卒中后膝过伸步态. 

 

PU-067 

他达那非治疗脊髓损伤男性性功能障碍疗效观察 

 

杨小鑫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隶属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50100 

 

研究目标  他达那非治疗脊髓损伤男性性功能障碍疗效，观察对脊髓损伤性功能障碍获得勃起—泄

精—射精，完整的性生活过程治疗目标。 

研究内容  骶上不完全脊髓损伤 30 例，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其中对照组 15 例为安慰剂治疗，另

实验组 15 例为他达那非治疗组，根据治疗前后的彩色双功能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和尿 IIEF 评分来

评价疗效 

结果  骶上不完全脊髓脊髓损伤 30 例，发病时间 1 月-1 年之内，年龄 20-60 岁，均表现为勃起功能

障碍或射精功能障碍，彩色双功能多普勒超声表现为 PSV<25cm/s ACC<400cm/s
2， EDV>5cm/s

作为诊断静脉关闭机制不全的标准，当静脉闭合机制完整，充分勃起时 EDV 小于 0，RI<1，说明存

在静脉性 ED 的可能。阴茎背深静脉血流速度（vein velocity VV）<2cm/s PBI<0.6，表明阴茎动

脉供血不足。其中 15 例为安慰剂对照组，另 15 例为他达那非治疗组，实验组年龄，性别，损伤时

间，病情严重程度无明显差异。治疗组通过治疗 3-6 个月后男性勃起功能明显改善。而对照组无明

显改善。 

结论  对照组治疗有效性较低;试验组他达那非的使用治疗组明显改善脊髓损伤患者勃起功能。 

 

 

PU-068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 of proficient Mandarin-C

antonese and Cantonese-Mandarin bilinguals: an event-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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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d potentials study 

 

易爱文
1
 陈卓铭

1
 

1.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2.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The study plann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 of proficient M

andarin-Cantonese bilinguals and Cantonese-Mandarin bilinguals via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 with a repetition priming paradigm.  

The experiment included four types of repetition priming conditions: Mandarin-Cantonese, Ca

ntonese-Mandarin, Mandarin-Mandarin,and Cantonese-Cantonese.  

The results of the N400 mean amplitudes found that the repetition priming effects in the re

petition priming conditions of Mandarin-Cantonese and Cantonese-Mandarin were identical fo

r both proficient Mandarin-Cantonese and Cantonese-Mandarin bilinguals. However, the repe

tition priming effect in the repetition priming condition of Mandarin-Mandarin was greater tha

n that of Cantonese-Cantonese for Mandarin-Cantonese bilinguals,while it was the opposite

 for Cantonese-Mandarin bilingual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for proficient bilinguals (bidialectal speakers), bilingual concept rep

resentation was shared, and the link intensity between the lex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once

pt representation for the L1 was stronger than it was for the L2, which partially supported t

he 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 

 

PU-069 

特殊儿童亲子教育康复训练正影响浅析 

 

赵晓芸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特殊儿童即身心发展上有缺陷的儿童，可以在发现残疾后即进行教育康复训练，使其达到最佳

的康复水平，减少残疾的不良后果，从而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适应社会平等的成员。特殊儿童亲子

教学活动是一种康复教育理念，是一种辅助日常康复教育活动的有效活动形式。通过开展特殊儿童

的亲子教育活动帮助家长建立主人翁意识，激发家长积极合作的态度，参加亲子活动课，观摩康复

活动，了解学习必要的康复手段是促进家长转变不良旧观念的有效途径。对提高特殊儿童的康复教

育质量起着积极作用。我们特殊教育教师应有效地组织开展―亲子教育教学‖这一新颖的教育形式以改

善家长康复儿童的观念、增进亲子关系、促进家园共育从而更好为特殊儿童康复提供有效途径。 

 

PU-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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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成像下小鼠皮层静息态功能联系的优化方案研究 

 

谢鸿宇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既往研究证实了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的恢复作用主要是帮助其功能重塑，而神经网络的重

塑是功能恢复的基础，然而目前基础研究中（特别是小动物研究）尚缺乏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检测神

经功能网络，并且如何在麻醉情况下保持神经网络功能的完整性依然在探索中。这部分研究的目的

是将光谱成像技术应用于小鼠大脑皮层静息态功能网络的监控，筛选出不影响功能网络完整性的麻

醉方法，探讨其在长期反复成像中的效果和稳定性，以期为以后的小鼠功能成像的神经康复研究提

供可靠的方法学参考和依据。 

方法  本实验分两步进行：1. 最佳麻醉方案的筛选。将 30 只 C57 小鼠随机分为 5 组：氯胺酮（Ke

tamine）麻醉组，异氟烷（Isoflurane）麻醉组，水合氯醛（Chloral hydrate）麻醉组，三溴乙醇（T

hibroloethanal）麻醉组以及氨基甲酸乙酯(Urethane)麻醉组。运用光谱成像技术对各组小鼠大脑皮

层的静息态功能网络参数进行采集，包括基于种子、整体和模块的功能联系指数，总结出能够保存

静息态功能网络的完整性的最佳方案。2.反复光谱成像的长期稳定性研究。在筛选出的最佳麻醉方

案的基础上，将同样麻醉情况下的 10 只小鼠在 0，1，2，3，4，8 周反复进行光谱成像，以期探讨

颅骨状态（骨膜增生以及颅骨透明度下降等）的改变对成像效果的影响，以及探讨如何在长期研究

中减小这种影响的干扰。 

结果  基于种子的功能联系指数实验的分析结果显示氯胺酮和三溴乙醇能够保持各功能区间较高的

联系指数，而水合氯醛和异氟烷的功能联系指数最小。在 5 种麻醉方案中，只有氯胺酮和三溴乙醇

能够在不同脑区间得出明显不同的功能联系指数，具有较好的分区度。而其他三种麻醉方案在各脑

区间功能联系指数上没有明显差异，其区分度不足。基于整体的功能联系指数实验的分析结果显示

氯胺酮，氨基甲酸乙酯和三溴乙醇可以获得较为清晰的功能联系，而水合氯醛和异氟烷成像效果较

差。不管是全脑层面还是左右半球层面，与其他各组相比，氯胺酮和三溴乙醇均能保持较高的功能

联系指数；反复光谱成像的长期稳定性研究显示：新建立的标准化功能联系指数（种子区域的功能

联系指数/基于整体的功能联系指数）仅在组间（种子区域之间）有明显差异，而没有组内（时间上）

差异。消除了反复成像实验中颅骨状态的改变带来的干扰。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从成像效果上讲，氯胺酮、三溴乙醇、氨基甲酸乙酯以及水合氯醛均能够

保持小鼠麻醉下功能网络的完整性，但是在成像稳定性的保持上，氯胺酮和三溴乙醇效果最好。因

此，在综合考虑药理毒性等因素之后，氯胺酮可作为研究神经网络光谱成像的首选麻醉药，在保证

成像质量和长期稳定性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时效性研究的实验中，我们认为：1. 在单次实验中使用

功能联系指数对静息态功能联系程度进行量度最为合适；2. 在长期观察研究中使用标准化的功能联

系指数对实验结果进行量度最为合适。 

 

PU-071 

白质卒中小鼠大脑皮层区域性功能重塑的时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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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鸿宇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在脑卒中康复研究中，脑白质的重塑是神经网络重塑的核心，但是在神经网络功能成像领域

目前还缺少单纯的脑白质卒中模型用以研究神经功能网络重塑的机制。本课题首次在局灶性脑白质

缺血模型上（单侧胼胝体缺血模型），研究静息态神经功能网络在脑损伤后的改变，以及其自然恢复

的过程，为今后的神经康复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方法  将 36 只 C57 小鼠随机分为三组：胼胝体缺血组（WMS）、生理盐水注射对照组（Control）

和空白对照组（Na?ve）。缺血组使用一氧化氮受体阻断剂（L-NIO），通过立体定位注射至小鼠右侧

胼胝体白质纤维上，造成永久性白质纤维缺血损伤，并在胼胝体局灶性缺血模型完成后进行多项研

究，包括梗死灶大小的检测，各经典脑区的功能联系变化的检测，相应白质易感区的功能联系变化

的检测，静息态功能联系模块的区域性变化的检测，小鼠运动和认知行为的检测以及白质萎缩程度

的检测。                                                                                       

结果  1. 实验小鼠的脑梗死位置均在胼胝体处且梗死灶大小相对稳定。2.脑区功能联系分析发现，

当种子设定在右侧额区，双侧感觉区，并且在缺血后的第一天，WMS 组小鼠的功能联系下降。3. 

两组小鼠双侧感兴趣区的功能联系程度在缺血前没有明显差异（P>0.05），但是从在第 1，24，35

天 WMS 组的功能联系与 Control 组相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P<0.001）。4. 功能―模块‖研究发现，

对照组小鼠的皮层模块结构基本保持了左右半球间对称的联系模式。在 WMS 小鼠中发现，在缺血

前其功能联系模块保持左右半球间对称，但是缺血后，其功能联系模块不再对称。5. 两组小鼠在悬

线抓握试验和下行爬竿试验中表现没有统计学差别（P>0.05）。在新物体识别试验中，WMS 组小鼠

的识别指数在第 14 天（P<0.05）和第 35 天（P<0.01）出现明显下降。在条件恐惧试验中，与 Na?

ve 组（P<0.01）和 Control 组（P<0.05）相比，WMS 组的恐惧记忆保留趋势明显。6. 两组小鼠中

线处的胼胝体厚度明显大于两侧（P<0.001），而左右两侧厚度没有差别（P>0.05）。在两组小鼠的

比较中发现，缺血对侧胼胝体厚度没有差别（P>0.05），WMS 组小鼠中线处（P<0.001），以及缺血

侧（P<0.001）胼胝体厚度与 Control 组相比明显减少。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单纯胼胝体缺血性损伤可以导致左右半球的功能同步性长期中断，以及相

应白质束的广泛萎缩，这同时损害了小鼠的非空间学习记忆功能，但是运动功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

响。因此，单纯性中枢白质损伤后很难自行恢复，这是阻碍神经网络重塑的主要原因。 

 

PU-072 

太极拳马步蹲裆下肢表面肌电研究 

 

金兵站 郝道剑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研究目的 通过下肢表面肌电生物反馈信号，观察太极拳马步蹲裆不同站位髌骨相关肌群的受力情况。

探究太极拳练习者骨性关节炎可能的发生机制，帮助初学者确立符合个体的动作模式，有效康复和

预防运动损伤。  

研究方法 选取 10 名普通大众为研究对象，以与髌骨直接相连的股四头肌内外侧群为测试肌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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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测取自然直立和屈曲状态下的肌电信号，以及标准马步蹲裆、标准马步蹲裆下膝关节过屈位和标

准马步蹲裆下髋关节以后足跟为轴心三种不同旋转位（内旋 30°、外旋 30°、外旋 60°）的肌电信号。

  

研究结果 自然直立状态下，股四头肌内外侧群肌电信号均小于 5μv；自然直立状态下屈曲膝关节至

膝投影位置与脚尖齐平，股内外侧肌群肌电信号无显著性差异（P>0.05）；标准马步蹲裆动作模式，

股四头肌外侧群肌电信号较高，与股四头肌内侧群存在显著差异（P<0.05）；标准马步蹲裆动作模

式下进一步屈曲膝关节至膝关节投影约脚尖前半脚的位置，股四头肌内侧群肌电信号较高，与股四

头肌外侧群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肌电信号随屈曲角度的增大而增大；马步蹲裆足外旋 30°、

外旋 60°、内旋 30°时，股四头肌内侧群肌电信号均大于外侧肌群，测取数据存在显著性差异（P<0.

05）。  

研究结论  自然站立状态下屈曲膝关节至膝投影位置与脚尖齐平，髌骨内外侧肌力受力均衡，可作为

增强下肢力量的动作训练模式。  

太极拳标准马步蹲裆动作模式，髌骨外侧受力较大，易导致髌骨外移，从而导致 KOA 的发生；太极

拳标准马步蹲裆膝关节过屈至脚尖前半脚的动作模式，髌骨内侧受力较大，易导致髌骨内移，从而

导致 KOA 的发生。从动态肌电图上分析，练习太极拳马步蹲裆时，可选择屈曲膝关节至投影位置稍

过脚尖，以实现内外侧肌力的平衡。  

   马步蹲裆足外旋 30°、外旋 60°、内旋 30°时，股四头肌内侧群肌电信号均大于外侧肌群，不可被

选为锻炼下肢肌肉力量的动作模式，但可用于髌骨外移的力线纠正。 

 

PU-073 

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对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缺损及缺血

区皮层 NgR、LINGO-1 表达的影响 

 

张阳 唐巍 

安徽中医药大学 230031 

 

目的  观察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对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缺损及缺血区皮层 NgR、LINGO-1

蛋白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取清洁级 SD 雄性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5 组，假手术组、模型组、针刺组、丰富康

复组以及电针联合丰富康复组（针康组），各组又分为 3 d、7 d、14 d 3 个亚组。采用线栓法制备

脑缺血动物模型，造模后 24h 分别进行相应干预。模型组、假手术组不予任何治疗，电针组采用电

针治疗，丰富康复组采用丰富环境和康复训练（平衡木、转棒、网屏）治疗，针康组采用电针联合

丰富康复训练治疗，分别于 3d，7d，14d 后处死取材。采用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观察各组术后 4h，3

d，7d，14d 大鼠神经功能缺损情况；采用透射电镜观察术后 14d 各组大鼠缺血侧皮层突触超微结

构的变化；采用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术后 14d 各组大鼠缺血侧大脑皮质 NgR、LINGO-1 蛋白表

达的变化。 

结果  术后 4h，3d，7d，14d，与模型组、针刺组、丰富康复组比较，针康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显

著降低（P<0.05）；术后 14d，电镜观察显示针康组大鼠缺血侧皮质超微结构损伤较轻，突触数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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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突触形态基本正常，且优于电针组、丰富康复组；术后 14d，与模型组、针刺组、丰富康复组

比较，针康组 NgR 阳性细胞数显著减少（P<0.05），LINGO-1 阳性细胞数显著减少（P<0.05）。 

结论  针康法能降低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缺损，促进脑缺血性损伤后新生突触的形成，促进

神经功能的恢复，其机制可能与下调 NgR、 LINGO-1 蛋白表达有关。 

 

PU-074 

常规培养对亲子活动课的影响 

 

雷梦莹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常规是指通常的规则，即日常奉行的规则。幼儿常规是指在一日生活中对各个环节的安排顺序

以及要求，是幼儿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常规培养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到亲子课上各项活动的顺利

开展及幼儿的健康成长。由于智障儿童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与人格特征各方面都有不同于正常

儿童之处，1 导致我们在培养儿童常规技能时出现差异性和滞后性，并需要家长的参与训练。通过

家长参与儿童的教育能更有目标和针对性地促进智障儿童的发展，同时在进行亲子教育的过程中通

过一系列的常规培养来促进智障儿童各方面的发展。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PU-075 

浅谈特殊教育训练与智力障碍儿童 

 

王小梅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了解智力障碍儿童在六大领域（语言、运动、认知、感知、生活自理、社会适应）各方面的表现和

特殊教育训练方法，对比部分智力障碍儿童在接受特殊教育训练后各方面的情况，去了解特殊教育

训练对智力障碍儿童的作用。 

 

PU-076 

"形神共养"对脑缺血大鼠行为学恢复及 NF、SYN 表达的影响 

 

薛丽 廖维靖 蔺俊斌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康复科 430071 

 

目的  构建―形神共养‖的丰富生存环境模型，制作大鼠大脑中动脉阻塞及再灌注模型，研究―形养‖、―神

养‖、―形神共养‖的丰富生存环境对脑缺血大鼠行为学恢复，NF、SYN 表达的影响，探索―形神共养‖

对缺血性脑损伤的康复作用机制。 

方法  选用健康雄性 SD 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形养‖组（IE1）、―神养‖组（IE2）、―形神共养‖组（IE3）、

―标准养‖组（IS）及假手术组（SS），每组各 12 只，缺血组进行大脑中动脉阻断及再灌注手术，术

后分别进行―形养‖、―神养‖、―形神共养‖及标准养训练，假手术组线栓插入 1cm，术后进行标准养训练。

各组大鼠术后均休息 3 天，然后接受为期 4 周的丰富生存环境训练，于术后第 3、10、17、24、31

天进行倾斜板实验及平衡木行走实验评分，训练结束后第二天处死大鼠，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检测脑梗死周围皮质及海马区 NF、SYN 的表达。 

结果 1.平衡木行走实验：术后第 10d，IE1 组与 IE3 组评分高于 IE2 组、IS 组（P＜0.05），术后第

17d，IE1、IE2、IE3 评分均高于 IS 组（P＜0.05），术后第 24d 和 31d，IE3 组评分高于其它手术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1d，IE3 组与 SS 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倾

斜板实验评分：术后第 10d，IE3 组、IE1 组评分高于 IS 组（P＜0.05），术后第 24d，IE3 组评分高

于其它手术组（P＜0.05），IE1 组评分高于 IE2 组、IS 组（P＜0.05），术后第 17d、31d，IE1 组与

IE3 组评分高于 IE2 组、IS 组（P＜0.05），其中 IE1 组与 IE3 组无明显差异，IE3 组与 SS 无明显差

异（P＞0.05）。 

2.免疫组化检测：IE1、IE2、IE3 组大鼠梗死周围皮质及海马区 NF、SYN 表达均高于 IS 组，IE3

组表达高于 IE1 组和 IE2 组（P＜0.05），其中 NF 的表达 IE1 组大于 IE2 组（P＜0.05），IS 大于 S

S 组（P＜0.05），SYN 的表达 IE2 组和 IE1 组无明显差异（P＞0.05），IS 组和 SS 组无明显差异（P

＞0.05）。 

结论  ―形神共养‖的丰富生存环境有利于脑缺血大鼠行为学恢复，有助于促进脑缺血大鼠梗死周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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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及海马区 NF、SYN 的表达，且―形神共养‖的丰富环境效果最显著。 

 

PU-077 

创伤性脑损伤后趋化因子 CXCL1、CCL2 的 表达及作用研究 

 

沈光宇 刘苏 孙李颖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通过研究创伤性颅脑损伤（TBI）后趋化因子 CXCL1 及 CCL2 在人脑组织中细胞定位及其表

达情况，检测术后血液中两种因子的蛋白浓度，探讨 CXCL1、CCL2 与 TBI 后 GCS、GOS 评分的

相关性及对 TBI 发展、预后的意义。 

方法  （1）选取重度颅脑外伤(GCS≤8 分)、且行开颅术的患者 19 例为实验组取其少许损伤脑组织，

根据入院时 GCS 评分为重型 TBI 组(6~8 分)8 例、特重型 TBI 组(3~5 分)11 例。对照组 10 例取自

脑血管瘤且行开颅术患者的血管瘤边缘少量正常脑组织。通过免疫荧光双标法观察 CXCL1 及 CCL

2 在重度 TBI 患者脑组织中的细胞定位。（2）采集 TBI 后不同时间点的外周血标本共 76 为实验组，

分为重型 TBI 组 35 例和特重型 TBI 组 41 例。对照组血液来自同期健康体检的正常人，共 10 例。

采用 ELISA 技术检测损伤后脑组织和不同时间点血液中 CXCL1、CCL2 的蛋白浓度；对术前、术后

1 天、3 天、7 天、14 天和 30 天的外周血中 CXCL1、CCL2 蛋白浓度与术前 GCS、术后 30 天 GC

S、GOS 评分之间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结果  （1）正常人脑组织 CXCL1 主要表达在星形胶质细胞；重度 TBI 后 CXCL1 主要表达在脑实

质的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重型 TBI、特重型 TBI 患者脑组织中 CXCL1 含量均升高。重型 TBI

组患者 CXCL1 在外周血中的含量于手术当天达高峰，术后 1 天仍较高，随后逐渐下降，术后 14 天

与对照组相比仍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特重型 TBI 患者 CXCL1 在外周血中的表达在术前和术后

1 天表达量均很高，其后逐渐下降，术后 30 天仍高于健康者，与对照组相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重型 TBI 患者相比，特重型患者 CXCL1 在血液中的含量术前至术后 30 天均明显增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2）脑损伤患者脑组织内 CCL2 主要表达在星型胶质细胞，重度 TBI

患者脑组织中 CCL2 含量明显增高，而在血液中的含量于手术当天达高峰，随后逐渐下降，术后 30

天仍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特重型 TBI 患者脑组织中 CCL2 表

达量于术后 1 天达高峰，与重型 TBI 患者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 < 0.05)。（3）特重型 TBI 患者血清

CXCL1、CCL2 与 GCS、GOS 评分呈负相关。 

结论  （1）正常脑组织内 CXCL1 主要表达在星形胶质细胞；重度 TBI 后 CXCL1 主要表达在神经

元和星形胶质细胞，且在特重型 TBI 组其表达水平与损伤程度呈负相关，即特重型 TBI 后 CXCL1

蛋白表达越高，损伤越重且预后越差。（2）重度 TBI 患者损伤脑组织中 CCL2 主要表达于星型胶质

细胞，特重型 TBI 组 CCL2 表达水平与损伤程度呈负相关，即特重型 TBI 后 CCL2 蛋白表达越高，

损伤越重且预后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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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 

补肾益气中药对运动训练大鼠肾近球小管 Na+,K+-ATPase 活性及

iNOS 的影响 

 

崔伟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通过测定大鼠血清指标和肾近球小管 Na+,K+-ATPase 活性的变化,观察补肾益气中药是否对

运动训练造成肾脏损伤产生运动性蛋白尿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以及 iNOS 在肾脏的蛋白表达

和 NAG 在肾脏的活性变化进行研究。探讨补肾益气中药在改善大鼠肾脏重吸收功能时，能否减轻或

防治肾脏的被动损伤，提高剧烈运动后肾近球小管 Na+,K+-ATPase 活性，减弱肾脏损伤，增强机

体抗缺血、抗缺氧和抗疲劳的能力。 

方法  选用 SPF 级健康雌性八周龄 Wistar 大鼠 120 只，体重 220±23.19g，随机分为对照组、服药

组、训练组、服药训练组四大组。采用负重游泳运动，药物组运动后 2h 灌服中药制剂。适用 1 周，

训练 4 周，1 次/天，从第 2 周开始灌服中药制剂。最后进行一次力竭性运动，按分组原则处死，取

肾皮质用于立体显微镜下手工微分离单根肾近球小管，电镜鉴定，采用液闪法测定肾近球小管 Na+,

K+-ATPase 活性；取肾皮质组织匀浆测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NAG）；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肾组织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蛋白表达和 HE 染色观察肾脏形态学变化；分离血清测总一氧

化氮合酶（TNOS）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活力。 

结果 （1）4 周单一运动训练和单一灌服中药都可延长大鼠力竭性游泳时间；4 周运动训练的同时灌

服补肾益气中药，可使大鼠力竭性游泳时间显著延长。 

（2）大鼠血清 TNOS/iNOS 水平：力竭性运动使大鼠血清 TNOS/iNOS 水平显著性升高。 

（3）大鼠肾皮质 NAG 水平：力竭性运动使大鼠肾皮质 NAG 水平明显升高。 

（4）服药训练组大鼠肾 iNOS 表达水平：iNOS 表达阳性细胞多为肾小管上皮细胞，与 TM1 组相比，

TM2、TM3 组 iNOS 表达显著升高，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TM3 与 TM2 相比，TM3 组 iNO

S 表达也显著升高，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5）大鼠肾近球小管 Na+,K+-ATPase 活性：一次性力竭恢复 12h 组肾近球小管 Na+,K+-ATPase

活性高于对应状态的一次性力竭即刻组，低于对应状态的安静组。单一灌服中药组和单一训练组大

鼠肾近球小管 Na+,K+-ATPase 活性显著逊于两因素同时施加的效果；经过 12h 恢复组大鼠肾近球

小管 Na+,K+-ATPase 活性与力竭即刻组相比显著性升高。 

结论 （1）运动训练和灌服中药可显著延长大鼠力竭性游泳时间，提高大鼠抗疲劳的能力。 

（2）补肾益气中药和运动训练能有效降低剧烈运动后大鼠血清 TNOS 与 iNOS 活力值。 

（3）单一补肾益气中药或单一运动训练能有效降低剧烈运动后大鼠肾皮质 NAG 活力值。 

（4）补肾益气中药及运动训练能降低剧烈运动后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 iNOS 表达水平，减轻肾脏的

被动损伤。 

（5）单一补肾益气中药和单一运动训练能提高剧烈运动后肾近球小管 Na+,K+-ATPase 活性。两者

结合，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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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对局部肌肉强度-时间曲线的影响 

 

许玉冰 张志强 梁维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康复中心 110042 

 

目的  通过观察局部肌肉注射 A 型肉毒毒素后强度-时间曲线的变化，探讨作用强度-时间曲线评价 A

型肉毒毒素（BTX-A）注射疗效评价中的可行性。同时观察注射 BTX-A 后立即给予低频电刺激是否

可对强度-时间曲线产生影响。  

方法  动物研究组：成年家兔 7 只，共 14 条后肢，顺次将其后肢编号为 1～14，采取随机分组原

则，将 1、3、6、8、9、11 纳入实验肉毒素组，将 4、7、10、12、14 纳入实验低频电组，将 2、5、

13 纳入对照组。选择实验肉毒素组股四头肌及胫前肌予 1u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实验低频电组股四

头肌及胫前肌予 1u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即时低频电刺激 20分钟，对照组予等体积生理盐水注射。

分别于注射前及注射后 20 分钟，注射 2 周后行强度-时间曲线检测。  

结果  动物研究组选择强度-时间曲线的基强度（Rb）及时值（C）为参数，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强

度-时间曲线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基强度增加，但曲线形态不发生变化，时值变化不明显；肉毒素

组与低频电组两周后基强度都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 A 型肉毒毒

素后立即给予低频电刺激，两周后强度-时间曲线虽然较单纯肉毒素组基线（基强度）有所提高，但

统计学处理未见明显差异（P>0.05）。  

结论  1、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强度-时间曲线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基强度增加，但曲线形态不发生

变化，时值变化不明显。  

2、肉毒素组与低频电组两周后基强度都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具有统计学意义。  

3、注射 A 型肉毒毒素后立即给予低频电刺激，两周后强度-时间曲线虽然较单纯肉毒素组基线（基

强度）有所提高，但统计学处理未见明显差异。 

 

PU-080 

人胶质瘤细胞 A172 对 Mppa-PDT 耐受的相关研究 

 

潘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三磷酸腺苷结合转运蛋白 G超家族成员 2(Adenosinetriphosphate-binding cassette sup

erfamily G member 2,ABCG2)参与胶质瘤细胞 A172 光动力疗法（Mppa-PDT）的相关可能机制。 

方法  处于对数生长期的 U87，A172 胶质瘤细胞系，进行 Mppa-PDT 处理，CCK-8 法检测细胞活

性，筛选出相对耐受 Mppa-PDT 的细胞；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两细胞系内 ABCG2 的表达；烟曲

霉毒素 C （Fumitremorginc）抑制 A172 细胞内高表达的 ABCG2；Annexin-V-FITC/PI 双染流式细

胞术检测细胞的凋亡率；DCFH-DA 染色检测细胞内 ROS 的水平；流式细胞技术检测细胞内 M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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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 

结果  胶质瘤细胞 U87，A172 中 A172 对 Mppa-PDT 较耐受； 

胶质瘤细胞 U87，A172 中 A172 内 ABCG2 表达相对较高(P<0．05)；抑制 A172 细胞中 ABCG2

的表达后 Mppa-PDT 对 A172 细胞活性的抑制作用增强(P<0．05)； 抑制 A172 细胞中 ABCG2 的

表达后 Mppa-PDT 诱导的 A172 细胞凋亡增加(P<0．05)；抑制 A172 细胞中 ABCG2 的表达后 Mp

pa-PDT 诱导的细胞内 ROS 水平升高(P<0．05)； 抑制 A172 细胞中 ABCG2 的表达后细胞内 Mpp

a 含量增多(P<0．05)。 

结论  ABCG2 能够通过将光敏剂 Mppa 泵出细胞，减少细胞内 Mppa 含量，减少 Mppa 被光照活化

后 ROS 的产生，参与胶质瘤细胞 A172 对 Mppa-PDT 产生耐受。 

 

PU-081 

HDAC6 后对小鼠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的自噬功能调控和神经功能

恢复的影响 

 

计樱莹
1,2
 席佳韵

1,2
 苏敏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目的  在脊髓急性损伤、继发性损伤及修复期自噬可能呈现一种动态变化趋势，我们期望通过在体

及离体模型明确：损伤后自噬随时间的变化与神经功能恢复的关系。深入探讨如何通过 HDAC6 来

单纯控制自噬，在使其发挥神经元保护作用的同时不影响其他生命活动。 

方法  将小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20 只，分别分为：对照组，脊髓损伤组，TSA 处理组，采用成功

构建的小鼠胸椎 T8 全切模型，于损伤后 1d，3d，1w，2w，3w 为时间点，观察损伤后不同时间点

脊髓病理变化及 HDAC6 表达及分布情况；实验组使用 TSA（曲古抑菌素 A)，为组蛋白脱乙酰化酶

抑制剂，予以小鼠腹腔给药，作用于 HDAC6，并以自噬标志物 LC3 标记观察自噬的进展变化，进

一步观察损伤后不同时间点自噬、凋亡的变化及 HDAC6 的表达及分布，并观察脊髓损伤后不同时

间点大鼠行为学变化及肌电生理变化，以及脊髓损伤后神经的保护和恢复的作用。 

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通过抑制 HDAC6 的表达，对自噬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起到受

损脊髓神经细胞的保护，并对脊髓损伤后的神经的恢复起到一定促进的作用（相对于对照组 P<0.0

5）。 

结论  通过该项实验的结论，将有助于解释自噬-溶酶体途径在急性脊髓损伤及修复中不同时间点的

具体变化情况，以及 HDAC6 蛋白对此过程中自噬的可能调控机制，为急性脊髓损伤及修复的临床

治疗寻找潜在的调控靶点。 

 

 

PU-082 

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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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维春 杨彩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康复医学科 750004 

 

目的 研究脑卒中患者在站立及步行中下肢各关节的运动特征和各主要肌群的收缩形式，为分析站立

和步行异常原因并为制定康复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 例脑卒中患者进行站立和步行时各关节的运动特征和肌肉收缩分析。 

结果 脑卒中患者在站立和步行时一个关节出现运动学改变会影响其他关节的运动的运动异常，患者

踝关节跖屈时在站立时膝关节、髋关节会出现代偿性的屈曲改变，步行时不能完成首次着地和膝反

张的出现，同时患者腓肠肌和比目鱼肌在持续高张力的情况下，比目鱼肌不能做到有效的离心运动

控制胫骨前移使膝关节在站立或步行承重反应期时有效的屈曲和达到生物力线。偏瘫患者在站立或

步行时膝关节表现为反张和屈曲（被动屈曲）不良。髋关节外展（内收肌离心收缩差）、后伸（踝背

屈受限）受限，同时小腿三头肌不能做到有效的向心性收缩产生动力使髋关节、膝关节被动屈曲完

成下肢的摆动相。 

结论 研究脑卒中患者的下肢运动特征，将下肢视为一个整体或运动链，一个关节的运动改变，将影

响相邻关节的改变，一组肌肉的不协同收缩将会产生整个下肢的运动学改变。研究下肢运动学为临

床康复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PU-083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联合高压氧治疗对 大鼠脊髓损伤后功能

恢复及轴突再生微环境的影响 

 

赵利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21 

 

目的  观察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联合高压氧治疗对大鼠脊髓损伤后功能恢复及轴突再生微环境的

影响，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104 只大鼠随机分成对照组、细胞移植组、高压氧治疗组、联合治疗组，每组 26 只。（1）对

照组（Control），SCI 后 1 周损伤部位注射 5μl DEME/F12，不给予其它治疗，（2）高压氧（HBO）

治疗组，损伤后 3 小时开始进行高压氧治疗，在 2.5 ATA 下稳压 60min。每天 1 次，连续治疗 28

天，并于 SCI 后 1 周损伤部位注射 5μl DEME/F12，（3）细胞移植组（BMSCs），SCI 后 1 周在损

伤部位移植 5μl（1×106/μl）BMSCs，（4）联合治疗组（BMSCs+HBO），损伤后 3 小时开始给 HB

O 治疗并在 1 周后移植 5μl（1×106/μl）BMSCs。Control 及 BMSCs 组于相同时间置于氧舱的常压

空气内，不启动供氧。SCI 后 1-4 周分别行 BBB 评分评定大鼠运动功能。每组取 4 只大鼠，于术前

及术后 4 周行运动诱发电位潜伏期及波幅检测。取 SCI 后 4 周标本行免疫组化学及 Western Blot 

检测，观察 GAP-43 及 Nogo-A 的表达及分布情况。用透射电镜观察神经元及突触的变化。 

结果（1）术后 1-4 周，各治疗组 BBB 评分高于 Control 组，BMSCs+HBO 组最高。HBO 及 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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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HBO 组与 Control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01）；（2）术后 4 周，各治疗组潜伏期均较 Co

ntrol 组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P <0.001）。BMSCs 组与 BMSCs+HBO 组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P <0.01）。各治疗组波幅较 Control 组有所升高，但无统计学差异（P >0.05）；（5）

各治疗组 GAP-43 蛋白表达量较 Control 组增加，其中 BMSCs+HBO 组表达量最多。HBO 及 BMS

Cs+HBO 组与 Control 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01）。HBO 及 BMSCs 组与 BMSCs+HBO 组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0.001）；（6）各治疗组 Nogo-A 蛋白表达量与 Control 组相比明显减少，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BMSCs+HBO 组表达最少，与 HBO 及 BMSCs 组相比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7）Control 组神经元可见胞体肿胀、变性并形成细胞空泡；各干预组上述表现减

轻，BMSCs 及 HBO 治疗组可见脂褐素颗粒。Control 组出现突触结构的破坏、膜结构断裂；各治

疗组上述表现减轻,且突触数量较比对照组增多。 

结论  高压氧或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均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 SCI 大鼠运动功能的恢复；减轻神经

元及突触结构的损伤；通过增加 GAP-43 的表达、减少 Nogo-A 的表达而改善轴突再生的微环境。

且二者联合治疗较单独治疗效果明显。 

 

PU-084 

中老年与青年静态站立平衡的特点 

 

元香南 李涵婷 李晓婷 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22 

 

目的  平衡是身体维持一种姿势，以及在运动或受到外力作用时自动调整并维持姿势的能力，本研

究比较中老年人和青年人站立平衡的特点，为中老年人跌倒研究及瘫痪患者的平衡研究作基础数据

支持。  

方法  平衡的稳定性是指维持身体姿势在最小的摆动范围，摆动范围越小，稳定性越好。本研究应

用 Footscan 2nd Gen 平板式足底压力测试系统( 比利时 RSscan 公司生产)，该测试系统中部嵌

入长为 2 m 的足底压力平板，Footscan 测力平板含 16384 个传感器，系统自带平衡检测软件，可

以获得足底压力中心（COF）的水平面内的横向（COF-X）位点及其纵向位点（COF-Y），进而获

得 COF 位点位移的轨迹运动距离。测量对象为小于 40 岁的年轻人 63 位，大于 40 岁的中老年人 4

2 位。要求受试者站立于足底压力平板中央的固定位置，测量睁眼站立平衡数据，每位受试者测量 5

次取均值。 

结果  中老年人提示稳定性的 COF-X 的最大位移值、COF-Y 的最大位移值均大于青年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中老年人的 COF 运动轨迹长度也大于青年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中老年人的足底压力中心的稳定性值较青年人下降，提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站立平衡能力下

降。 

PU-085 

早期跟腱术后的康复护理干预对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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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 黄莹 刘承梅 任彬彬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共收跟腱断裂患者 65 例，经过

手术修复后，针对患者情况，并借鉴刘立明、陈秀云等跟腱断裂术后康复护理方法，对本组病例是

进行分阶段康复护理，效果良好。 

 

PU-086 

循证护理预防长期卧床中风患者压疮的临床疗效研究 

 

王芳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进一步对循证护理预防长期卧床中风患者压疮的临床护理效果进行分析和探讨。 

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期间所收治的 100 例长期卧床中风患者，将其作为本

次的研究对象，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P＞0.

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患者接受一般护理，观察组患者接受循证护理，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后压疮

的发生情况，并进行比较。 

结果  经过不同的护理方法后，观察组中有 2 例患者出现压疮，压疮发生率为 4%，对照组中有 10

例患者出现压疮，压疮的发生率为 20%，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在长期卧床中风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循证护理可有效避免患者出现压疮，缩短患者的住院时

间，减轻其经济负担，在临床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今后值得推广和应用。 

 

PU-087 

探讨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功能的影响 

 

李志静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患者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功能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 2014 年 5 月-2015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50 例脊髓损伤后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回顾分析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5 例，对两组患者都进行相应的膀胱功能训

练，对照组主要使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主要使用综合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的排尿时间、残余

尿量等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每日排尿次数（6.22 士 2.59）次、每次平均尿量（512.65 士 50.62）m

L、残余尿量（103.40 士 6.23）mL，总有效率 96.45%；对照组每日排尿次数（11.05 士 3.9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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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平均尿量（353.65 士 25.79）mL、残余尿量（140.16 士 64.83）mL，总有效率 82.45%。通过

两组患者的排尿时间、残余尿量等比较，观察组的自主排尿时间比对照组短，残余尿量也相对于对

照组的少，两组患者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脊髓损伤后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的提升患者膀胱功能的生理

康复，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088 

经后路开放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分阶段康复护理疗效分

析 

 

寇娟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评价分阶段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开放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1-2014.2 间行经后路椎板减压髓核摘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的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 120 例，根据术后康复护理方式不同分为 2 组，66 例行常规骨科护理，54 例行分阶段康

复护理，根据 MacNab 标准评价术后疗效。 

结果 随访 6-12 月，平均 9.6 个月，两组术后腰痛及下肢根性症状均较前明显好转，分节段康复护

理计划组优 37 例，良 10 例，可 5 例，差 2 例，优良率 87.04%，优于常规骨科护理组优 33 例，良

12 例，可 12 例，差 9 例，优良率 68.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终末随访结束时，残

余腰痛及根性症状分级护理组 4 例，常规护理组 15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分阶段护理计划能明显提高患者依从性，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的功能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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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9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护理的研究进展 

 

门薇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人工关节置换术是现代骨科的一次革命性进展，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

是国内开展的最有效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之一，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目前已发展成为治疗

严重膝关节疾病的主要方法，可以矫正膝关节畸形，缓解膝关节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1］。合

理有效的术后康复护理是保证TKA手术疗效的重要措施，因此也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现将 TKA 术后的康复护理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PU-090 

分析早期康复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 

 

朱叶琳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应用对术后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均行手术治疗，按照护理模式划分

为两组，各 30 例，其中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早期康复护理，对比两组术后恢复效果。 

结果 对照组临床优良率为 76.7%，明显低于观察组 90.0%，对比差异明显（P<0.05）。 

结论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应用早期康复护理可促进术后恢复，值得推广。 

 

PU-091 

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护理研究 

 

李娜 葛亚博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护理。 

方法  选取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我院接收的 300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回顾性

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病死率以及危险因素。 

结果  300 例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率为 15.00%，并发肺部感染患者病死率为 6.67%（3/45），未并发

肺部感染患者病死率为 1.18%（3/255），两者对比差异具有显著性（x2=5.882，P=0.015）；并发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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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感染的患者与未并发的患者在年龄、住院时间、出血性脑梗死、伴有基础疾病、侵入性操作以及

意识障碍等方面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较多，包括年龄≥60 岁、住院时间＞3 天、有意识障碍、侵入

性操作、出血性脑梗死以及伴有基础性疾病等因素，必须实施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 

 

PU-092 

研究 88 例骨科患者的疼痛护理效果 

 

胡冰冰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究分析针对骨科患者应用疼痛护理措施的临床效果，以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 

方法  自 2011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期间，将我院收治 88 例骨科患者作为此次的研究对象，给予 8

8 例骨科患者疼痛护理的措施，包括疼痛评估、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等。 

结果  给予 88 例骨科患者应用疼痛护理的措施后，疼痛评分均为 2.24 分，且患者疼痛刺激明显降

低，身体状态和各项功能的恢复较为明显，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加快了疾病的治愈速

度。 

结论  针对骨科患者应用疼痛护理措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舒适感，

增强了患者战胜疾病的信息，疾病治愈率明显提高，值得在临床护理中广泛应用。 

 

PU-093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的康复与护理 

 

张莉莉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是因椎间盘退行性变、破裂、后凸压迫脊髓或神经而引

起的以腰腿疼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种临床综合征。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治疗效果显著，但部分患者术后

因粘连、压迫等原因会复发，再次出现腰部、臀部或下肢疼痛、肌力降低等情况。研究表明［1］，

手术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精湛的手术，还取决于术后的康复护理，术后通过加强对患者的康复和护理

可以防止神经根粘连和压迫，促进神经、肌肉的功能恢复，预防腰背肌萎缩，缩短康复的时间，降

低复发率[2]。本文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康复与护理的作用和具体措施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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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4 

早期康复护理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及尿路感染

的影响 

 

张玉洁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对于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来说，心理上的伤害往往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大，为避免对患者造成

更大的伤害，早期的康复护理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尽早的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进行治

疗才有可能避免其他的并发症，避免对患者的二次伤害。而尿路感染就是众多并发症中最为常见的

一种，因此，怎样帮助患者尽可能保护膀胱功能，减少泌尿感染等相关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 

 

PU-095 

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及护理对策 

 

赵瑞环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疾患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各部分（髓核、纤维环及软骨板），尤

其是髓核，有不同程度的退行性改变后，在外力因素的作用下，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从

破裂之处突出（或脱出）于后方或椎管内，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

一侧下肢或双下肢麻木、疼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以腰 4-5、腰 5-骶 1 发病率最高，

约占 95%。而减轻患者痛苦、减少影响患者健康危险的因素、预防疾病的发展、促进患者的康复及

提高患者的生存的关键做法是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本文首先讲述了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的内容、形式及教育方法，其次，强调了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及加强对患者的护理

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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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6 

分析外伤性脊髓损伤治疗的研究进展 

 

崔静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摘要  脊髓损伤对患者的影响相当持久，其治疗是医学界目前难以解决的难题。由于脊髓损伤的复

杂性，目前在临床上通过一种药物或方法改善预后不切实际，对脊髓损伤患者应采取―急救-治疗-康

复‖综合模式，遵循多阶段、多种机制联合治疗，才能更好的提高其疗效。 

方法  手术治疗方法；药物治疗；高压氧治疗；干细胞移植与基因治疗 

结论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对脊髓损伤损伤机制和轴突再生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必将改变治疗

的现状。同时借助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细胞培养等基础科学研究，己能在动物实验中获得一定

的功能恢复，这些实验成果需要基础科学家与临床科学家密切配合，使今后脊髓损伤能够彻底治愈。 

 

PU-097 

康复治疗学专业开展“早期接触康复”教学必要性的探讨 

 

陈颖 符彩萍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570102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学专业开展―早期接触康复‖活动的必要性。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海南医学院已开展早期接触康复活动 2013 级、未开展早期接触康复活动

2014级康复治疗学本科专业学生70人及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带教教师30人进行调查。 

结果  13 级学生、14 级学生和教师均认为有必要开展―早期接触康复‖活动(P＞0.05)。 

结论  康复治疗学专业有必要开展―早期接触康复‖活动，活动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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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8 

良肢位摆放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的影响 

 

张焕玲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101 

 

目的 探讨良肢位摆放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的影响。 

方法 1、一般资料:选择 2012 年 6 月-2015 年 9 月在我院康复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病人 120 例，其

中男 72 例，女 48 例;年龄 42-85 岁，平均(65.2 士 5.1)岁;脑出血 33 例(27.5%)，其中基底节 17 例，

脑桥 12 例，脑叶 4 例；脑梗死 87 例(72.5%)，其中额叶 49 例，颞叶 31 例，基底节 7 例。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60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差异。 

2、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常规控制血压、改善脑循环、营养神经、功能康复等治疗。对照组给予常

规体位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良肢位摆放护理，并辅以良肢位健康教育。 

3、对两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与患肢的运动能力进行评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

估使用 Barthel 指数，评估项目包括大小便、如厕、修饰、吃饭穿衣、洗澡、步行、上下楼梯等方面，

使用 0,5,10,15 分值进行评分，分值越高则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越好。患肢运动能力评估使用 Fugl-Me

yer 评分，量表分为上肢评估与下肢评估，并使用 0,1,2 分值进行评分，分数越高则患者肢体运动能

力越好。 

4、总结两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病率。 

5、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13. 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以(X

士 S)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显著意义。 

结果 1、观察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分(Barthel 指数)与患肢运动能力评分(Fugl-Meyer 评

分)均明显升高，且升高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X2=6.552，P<0.05)。 

2、观察组发生并发症 6 例(10.0%),其中下肢深静脉血栓 2 例，压疮 4 例；对照组发生并发症 17 例(2

8.3%)，其中下肢深静脉血栓 4 例，压疮 5 例，关节痉挛、僵硬 8 例；观察组并发症明显少于对照

组。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 Barthel 指数评分和 Fugl-Meyer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同时肌

痉孪、下肢深静脉血栓、关节挛缩等并发症明显少于对照组。说明在脑卒中患者的早期康复护理中

实施有效的良肢位摆放，能够加强对患者的护理效果，并明显减少并发症，从而提高患者运动功能

和生活活动能力，对其临床康复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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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 

基于量化评估策略下的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肠道功

能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艳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基于量化评估策略下的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患者肠道功能与生活质

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0 月收治的 184 例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患者为研究

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基于量化

评估策略下的护理干预。比较两肠道功能的恢复情况、生活质量、满意度。 

结果  肠道功能：观察组患者腹胀、便秘、排便时间延长、排便药物依赖及肛门失禁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x2/t =7.321~8.223, P<0.05）；生活质量：观察组生理职能、总体健康、社会功能、情感职

能、精神健康维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t=6.037~9.485, P<0.05）；满意度：观察组满意度 95.56%

明显高于对照组 83.70%（x2=7.102, P<0.05）。 

结论  基于量化评估策略下的护理干预有助于促进肠道功能恢复，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PU-100 

清洁间歇导尿的护理体会 

 

董晓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00 

 

      清洁导尿又称为间歇导尿，指定期经尿道或腹壁窦道插入导尿管以帮助不能自主排尿的患者排

空膀胱或储尿囊的治疗方法，可以由非医务人员（患者、亲属或陪护者）进行的不留置导尿管的导

尿方法，以减少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依赖性，提高患者的生活独立性，使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在国际

上已经较普遍应用于脊髓损伤和其他神经瘫痪的患者。清洁导尿术给因排尿障碍而需长期导尿的病

人带来了方便，使他们可以回归社会，正常的工作生活，得到了广大病人的认可。报告近一年来对

我科行清洁导尿患者的护理体会。主要内容包括：心理护理、方法、注意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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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 

游戏结合传统康复治疗小儿脑瘫流涎症状的疗效观察 

 

何晓霞 

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 050031 

 

目的  游戏结合传统康复治疗小儿脑瘫流涎，将脑瘫流涎患儿口腔功能训练与游戏相结合，并配合

传统推拿等康复手段治疗小儿脑瘫流涎，以期提高康复治疗效果，口腔训练中调动患儿的主动参与，

进而促进患儿全面康复发展。 

方法  成立由医生、治疗师及家长组成的游戏康复训练小组，对随机选择的 50 名脑瘫流涎儿童分成

两组对照组进行传统康复训练及穴位推拿，实验组进行游戏结合推拿及功能训练进行治疗，（其中，

患儿流涎病情符合 TDS（Teacher Drooling Sizing，TDS 教师流涎分级法）2~5 级；年龄 2~6 岁；

患儿家属能配合相关治疗方案，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口腔炎，牙龈炎等炎症引起的流涎；②

单纯口咽部畸形引起的流涎；③合并癫痫；④严重智力低下；⑤合并严重心肝肾等并发症患儿。治

疗 3 个月后，依据教师流涎分级法（Teacher Drooling Sizing)（TDS）,进行疗效评价，并对两组结

果进行疗效对比。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50 名患儿流涎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游戏设计配合传统的推拿、冰刺激、功能训练等康复方法对小儿脑瘫流涎患儿进行治疗，

取得了较好疗效，总有效率达 96％。 通过对口周、面颊部的按摩可使口唇、舌、下腭的肌肉紧张度

得以改善；通过对流涎患儿口、唇及舌的功能训练，可提高患儿的吞咽能力及吮吸能力，增加了舌

的运动控制力量及协调性，从而提高患儿咀嚼吞咽功能，并增加口周肌肉的灵活性及肌群间的协调

性；通过对口周及唇舌等部位的冰刺激，增加了患儿感觉的神经输入，可起到良好的控制口轮匝肌、

使双唇闭合的作用，从而保持唾液于口内。 游戏玩耍是儿童的天性，游戏可使儿童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进行功能训练，对其进行引导诱发，使其不断感知、感受咀嚼、吞咽等动作，反复学习和实践，

利于患儿的身心发育。在康复训练中贯穿游戏，使治疗活动更有趣味，从而增加了流涎患儿在功能

训练中的兴趣和主动性，也确保了患儿的依从性。同时，由于游戏介于训练与真实生活之间，利于

患儿把所学的技能转移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PU-102 

加强皮肤管理对脊髓损伤患者的重要性 

 

孙雪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东院康复二病区 250012 

 

目的  脊髓损伤是指由于外界直接或间接因素导致脊髓损伤，在损害的相应节段出现各种运动、感

觉和括约肌功能障碍，肌张力异常及病理反射等的相应改变。脊髓损伤患者由于运动及感觉障碍较

易出现压疮、摩擦伤及烧烫伤、电灼伤等皮肤损伤，这些损伤的出现常导致患者痛苦增加、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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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长及病程延长。所以，加强脊髓损伤患者的皮肤管理对促进患者康复有重要意义。 

方法  压疮较易出现在长期卧床及长期使用轮椅的患者中。定时翻身、局部减压、合理使用气垫床、

帮助患者穿上棉袜及布鞋，以防止下肢水肿及皮肤破损。布鞋大小适宜，袜子一定要是纯棉制品，

要有一定厚度，质地平整，并每日更换。每 2 小时为患者翻身一次。在受伤早期和术后 3 个月内，

强调轴向翻身，动作轻柔，避免拖拽。保持床单位的整洁、干燥、平整、无渣屑。大小便浸润后要

及时更换，并清洗会阴部及臀部，涂抹亲水性的润肤露，防止皮肤干燥。夏天帮助患者每天温水擦

浴 2 次，冬天 2～3 天 1 次，水温不宜过烫，约 38～41℃ 

。需长期依靠轮椅生活的患者，应保持轮椅座面的清洁、干燥，加上软垫 (以羊毛垫为佳)进行减压。

具体方法为：双手支撑轮椅两侧扶手，向左、向右、向上将臀部抬起。使用轮椅早期需 15 分钟观察

局部皮肤的颜色并抬臀减压 1～2min，以后可逐渐延长至半小时一次。部分患者双手无力，可在家

属的帮助下先向一侧倾斜 

上身，让对侧臀部减压，同法另一侧减压。摩擦伤常见于日常生活训练以轮椅转移为主的患者中。

轮椅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安全，防止跌倒、撞伤。每次使用轮椅前检查轮椅各部位零件是否连接近紧

密。定期监测轮椅性能。轮椅转移前妥善固定轮椅。脚踏部位应注意合理安置，避免磕碰伤。长期

使用轮椅者，可佩戴无指手套，减少轮圈对手掌的摩擦。脊髓损伤患者因损伤部位对冷热刺激及痛

觉感觉减退。所以，日常生活训练时应注意预防烧烫伤及电灼伤。脊髓损伤患者忌用热水袋、电热

毯。应用相关物理治疗时，治疗师应加强温度检测，避免出现烧烫伤及电灼伤。 

结果  通过加强皮肤管理，从而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生活质量 

结论  加强脊髓损伤患者的皮肤管理对促进患者康复有重要意义 

 

PU-103 

120 例住院脑卒中患者医护治一体化康复方案效果评价 

 

王凤英 刘祚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610041 

 

目的  评价住院脑卒中患者医护治一体化康复方案效果。 

方法  选取 2013 年 7 月-2014 年 6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的脑卒中康复患者 120 例，严

格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Brunstrom 偏瘫运动功能评价

法、改良的 Barthel 指数（MBI）对医护治一体化康复方案实施前后进行康复评定。 

结果  脑卒中患者在认知功能、日常生活功能、偏瘫肢体运动方面均有明显改善（P＜0.05）。 

结论  医护治一体化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组工作制模式。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和护理中应用医护治一

体化模式可加速患者康复进程，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满意度，缩短平均住院日，让患者早日回归

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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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 

简易膀胱容量和压力测定在神经源性尿失禁中的应用 

 

刘红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简易膀胱容量和压力测定，在治疗、护理管理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中的指导作用。 

方法  56 例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在入院 48 小时内（病情允许的条件下）采用简易膀胱容量和压力

测定，评估膀胱安全容量和压力、残余尿量、膀胱的感觉及顺应性等膀胱功能，指导间歇导尿及膀

胱功能再训练。 

结果  56 例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经过 1 个月的治疗后，再次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漏尿频率降低，残

余尿量较少，膀胱容量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患者的膀胱容量、残余尿量等有较好的效果。 

结论  简易膀胱容量和压力测定对神经源性尿失禁的临床综合治疗及护理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8

0%的患者经过治疗及护理达到了平衡膀胱且无上尿路损害。 

 

 

PU-105 

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遗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李青 蒋玮 陈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00 

 

目的  观察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遗症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 2005 年版《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中的相关诊断标准，并经 CT 或 MRI 确诊的 72

例脑卒中后遗症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36 例，男 20 例，女 16 例，年龄 40～70 岁，平均（5

5.2±8.7）岁，采用常规康复护理；干预组 36 例，男 21 例，女 15 例，年龄 42～73 岁，平均（56.

1±8.3）岁，采用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包括心理干预、认知干预、康复护理干预、饮食干预等方法。

观察 2 组患者护理后肢体运动情况及生活质量情况。观察指标用 fugl-meyer 评价法评测运动功能情

况，用 barthel 指数（barthel index,bi）来评定日常生活能力（ability of daily living,adl）。fugl-me

yer 评价法评测运动功能情况，主要评测上肢运动功能和下肢运动功能，其中上肢最高分 66 分，下

肢最高分 34 分，总分 100 分，总分越高，恢复情况越好。barthel 指数主要评定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包括进食、洗澡、修饰、穿衣、控制大便、控制小便、入厕、床椅转移、平地行走、上下楼梯

10 项内容。根据是否需要他人照护及照护程度的多少将其分为 4 个等级，总分为 100 分。评分 10

0 分为独立，表示日常生活能力良好，无需他人照护；61-99 分为轻度依赖，表示能独立完成部分日

常生活活动，少部分需他人照护；41-60 分为中度依赖，表示需要极大生活帮助才能完成日常生活

活动，大部分需要他人照护；≤40 分为重度依赖，表示完全需要他人照护。评定时间：全部患者在

护理前及护理后（出院后 4 周）各评定 fugl-meyer 评分及 barthel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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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护理后两组 fugl-meyer 评分及 barthel 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在脑卒中后遗症患者护理中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能够有效地促进机体功能

恢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06 

精细化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恢复期便秘患者的影响 

 

周燕 蒋玮 李晓玲 李青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背景  我国卫生部 2008 年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公布显示，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第一致死病因，脑

血管病后因为排便中枢的损害还可能并发严重而持久的便秘，具国内外调查显示脑卒中后便秘的发

生率为 30%～60%。便秘不仅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因用力排便使腹腔压力和颅内压增高，

易诱发出血性脑卒中和不同程度的肛肠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脑卒中患者康复及预后。随着优

质护理服务的推进，护理工作的重心已从夯实基础护理转移到提升专科护理服务能力，病人在精细

化的专业护理中快速康复，护士在提供精细化专业照顾中体现价值。精细化护理就是通过规范化、

程序化和标准化的护理实践，将临床护理中的各项工作进一步细化、落实、改进、提升，有效保证

各项护理措施在各个环节的落实，从而促进护理工作的发展。卒中后便秘是近年来学科关注的重点，

然而现阶段国内外缺乏卒中后肠道管理的专项指南，为此，本研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自制肠道护

理流程，肠道评估表，肠道康复管理指导及排便日记，将卒中后便秘的护理精细化，旨在为患者提

供更加专业的护理照顾，减少便秘的发生。 

目的   探讨精细化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发生便秘的影响。 

方法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60 例脑卒中恢复期便秘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0 例，对照组进

行常规的便秘护理，实验组进行精细化护理干预，即患者入院当天，根据肠道护理流程图，先使用

肠道评估表对脑卒中患者进行肠道评估，判断其便秘的程度，评估表内容在罗马Ⅲ标准评定的基础

上增加了部分伴随症状的评估和患者生活现状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分析导致患者便秘的因素，

根据这些因素制定个体化的康复护理干预计划，同时教会患者或主要照顾者记录排便日记。护理干

预期间，每 2 周评估一次，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干预方法。于 8 周后评价两组效果。 

结果   于 8 周后评价两组效果，两组患者均使用―肠道评估表‖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便

秘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对两组患者或主要照顾者进

行―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精细化康复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便秘的症状，同时提升病人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促进护理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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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 

穴位注射配合音乐治疗痉挛性脑瘫伴智力低下 252 例 

 

娄元俊 成亚斐 单海军 

河南省中医院 450002 

 

目的  探讨穴位注射结合音乐治疗对痉挛型脑瘫伴智力低下患儿智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52 例痉挛型脑瘫伴智力低下的 8～18 个月患儿，治疗前用德国盖塞尔智力测试评分系

统进行评估，采用穴位注射 3 次/w 结合音乐治疗 1 次/d 治疗，1m 为一个疗程，共 4 个疗程后再德

国盖塞尔智力测试评分系统进行评估观察前后两次总分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总有效率达 96%。 

结论  穴位注射结合音乐治疗痉挛型脑瘫伴智力低下能明显地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智力。 

 

PU-108 

脑血管病患者家属心理状态对患者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研究 

 

于萌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脑血管病是以发病急骤、后遗症多、复发率和致残率高为特征的脑血流循环障碍疾病，严重

威胁病人自身健康和生命的同时，也直接影响着病人家属的心理健康。由于心理护理是整体护理中

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已有研究多关注患者本身的康复护理，没有对家属的心理历程进行相应的

护理和治疗，往往由于家属的心理状态，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本文通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对我科 24 例脑血管病住院患者和其家属分为两组，对实验组

中家属针对性地实施心理护理措施，对照组只对患者进行沟通和治疗，通过对患者心理护理和康复

效果对比评价，得出家属的心理护理对其有重要的作用。患者入院后，首先由医护人员组成的责任

小组共同对患者和家属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预测可能会出现的心理问题，包括：意志受挫，信心丧

失；疲乏、不耐烦、暴躁脾气；恐惧、绝望心理；抑郁、焦虑心理。其次对实验组家属进行心理干

预，包括加强心理沟通，建立良好护属关系；正确心理疏导，消除心理障碍；理解家属处境，给予

精神支持；提供良好的家庭护理，做好健康知识的宣教。最后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及抑郁自评量表

（SDS）、NIHSS 的评分工具，对每组患者不同时间获得的 NIHSS 评分和 SDS 评分平均值以(x±s)

表示,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 t 检验。 

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了入院 2 周和 3 个月的抑郁状态和 NIHSS 评分，两组间患者入院时

的病情水平和抑郁状态相比，较没有差异(P>0.05)，而 2 周和 3 个月时患者的 NIHSS 评分比较，对

患者家属进行治疗组均产生更好的康复效果，抑郁状态也有明显改善，患者在住院期间的满意率也

明显提高。  

结论  不良的情绪对人体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可削弱机体对疾病的抵抗机能，使免疫功能下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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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健康和康复效果。因此在整体护理过程中，针对心脑血管病患者的情绪特点，加强心理护理甚至

应用心理治疗，可促进患者的身心康复。对患者家属进行心理康复治疗，可以明显的改善患者的心

理状态，改善患者康复效果，以提高心脑血管病患者的生活质量。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患者家属的心

理状态对于患者的康复意义重大，整体护理不仅应该针对患者，也应该针对患者家属展开。因此，

除常规护理治疗外，重点加强与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加强对患者家属的心理干预，既保证护理工

作顺利进行，又提高了脑血管病人的全面康复质量。 

 

PU-109 

医-护-治一体化肺康复管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 

 

蒲树英 蒋玮 郑兵 李良洪 李青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探讨医-护-治（即医生-护士-治疗师）一体化的肺康复管理模式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肺

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我科就诊的 68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 COPD 患者按就诊的奇偶

顺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4 例，两组患者在入院时均完成一般资料的收集，内容包括患者的年龄、

性别、文化程度、病程、疾病类型、COPD 患者生活质量评估问卷（CAT）。对照组给予呼吸系统疾

病的常规护理措施，包括氧疗、药物治疗、饮食和营养指导、由护士进行的有效咳嗽、深呼吸等健

康指导。观察组则采用医-护-治一体化的肺康复管理模式实施康复干预，实施如下：（1）康复评估：

在患者入院 24 小时内由责任护士、主管医生、呼吸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康复评估，责任护士主要负责

患者一般情况的评估，包括：一般资料、生命体征、一般身体状况、心理社会资料、家庭支持系统、

病史；主管医生负责患者 COPD 严重程度、肺功能测试结果、影像学检查、血气分析等结果的评估；

呼吸治疗师则主要负责患者运动能力、心肺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的评估；（2）制定康复方案：责任

护士、主管医生、治疗师将评估内容汇总，讨论肺康复方案，包括药物治疗、保持呼吸道通畅、建

立有效的呼吸训练方式、运动训练。（3）康复方案的实施：由主管医生负责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的

调整及监测各项辅助检查的结果；呼吸治疗师实施呼吸训练、运动训练；责任护士负责患者治疗间

隙的延续性护理及氧疗、戒烟指导、饮食营养指导和健康教育。（4）定期查房及小组会议：每周两

次实施医-护-治一体化查房，每周一次组织小组会议，进行信息互通及信息交换，即时调整康复方案。

患者出院时由责任护士发放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两组患者肺功

能情况及生活质量评分。 

结果  观察组的肺功能指标（FEV1，FEV1/FVC）及生活质量评分（症状、活动能力、疾病对日常

生活的影响）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医-护-治一体化的肺康复管理模式能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肺功能，明显提高生活质量，

在康复领域有推广价值。 

 

PU-110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33 
 

环咽肌球囊扩张术导尿管插入深度的探讨 

 

司徒雪梅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环咽肌球囊扩张术导尿管插入深度的讨论。 

方法  收集我科环咽肌失驰缓导致的严重吞咽障碍、无认知障碍且符合 X 线吞咽造影检查诊断的患

者共 13 例，导尿管选取 14 号超滑导尿管，内有导丝。在导尿管插入标准（30CM）的基础上，根

据身高、体型、性别上下进行调节，以患者最觉舒适的位置进行定位，并做好标记。患者每天的球

囊扩张次数均在 5 次左右，能达到效果的治疗天数均在 20 天以上。 

结果  13 例患者中有 10 例（占 77%）对插入深度有个体差异性，只有 3 例按标准深度插入后无明

显差异，P≤0.05，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环咽肌球囊扩张导尿管的插入深度也应该根据患者的身高、体型和性别而有所区别，只有为

患者找到个体化的差异，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治疗和护理，从而最大程度的减少患者的痛苦，并且能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信任感。 

 

PU-111 

1 例气管切开患者高压氧治疗的陪舱护理体会 

 

朋海平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140 

 

目的  总结一例气管切开患者高压氧治疗的陪舱护理体会。  

方法  收集相关资料，了解气管切开患者行高压氧治疗的相关护理：高压氧医生会诊。氧舱的消毒。

陪舱护士的心理准备：副作用的预防、衣服的准备、氧舱内的操作，先进舱培训，亲身体验进舱高

压氧治疗。护士长陪同护士一起转移患者，在舱外用监控和玻璃窗观察及话筒连接协助指挥解决相

关问题，确保患者的安全，不断总结将流程和需要注意事项更好地告知后续陪舱的护士，同时让舱

内护士有安全感。前几次陪舱护士出舱后分享经验，消除后续陪舱护士心理障碍。急救药品：地塞

米松、地西泮、生理盐水等。物品的准备：便携式氧饱和仪、简易呼吸皮囊、吸痰用品、开通静脉

通道、肌注相关一次性用品。转移安全：护士全程陪同、连接氧气枕或简易转移呼吸机、监测氧饱

和度、观察患者面色、呼吸等病情变化。进舱前患者的准备：生命体征的测量、吸净痰液、相关管

道的护理、气管导管气囊更换成水囊、气管导管的固定。舱内应急情况的处理：病情的观察、升降

降压不能使用负压吸痰时的处理方法（20 毫升针筒抽吸，或者刺激咳嗽）。出舱后的护理。必要时

吸痰后再转移至病房，连接氧气管道，心电监护等，测量生命体征，观察皮肤情况，填写护理记录

单。氧舱及管道的消毒。 

结果  两个月来，本例患者进过相关的准备和陪舱护理，未发生窒息，脱管等其他意外发生。护理

人员能安全陪护，除出舱时有轻微头痛等无其他明显副反应。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结论  高压氧作为促进颅脑疾病病人恢复的重要途径，对于气管切开患者转移、陪舱护理至关重要。

护士心理障碍的消除，应急物品的准备，应急流程的演练才能保证气管切开患者高压氧治疗安全进

行。 

 

PU-112 

浅谈脑卒中患者康复的体位护理 

 

俞钗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摘要  医学上脑血管意外又名脑卒中，俗称中风。这种疾病常发生于中老年人，目前有年轻化的趋

势。临床上常中风致残率仍高达 65-75%，使患者生活、工作能力部分或全部丧失，给社会和家庭

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目的  探讨正确的体位护理，促进脑卒中患者的肢体功能恢复，防止褥疮、坠积性肺炎、预防痉挛

模式的出现及继发性关节挛缩、畸形及肌萎缩，促进患者的康复。 

方法  根据病情、病程，为患者采取不同的体位护理，体位可分为仰卧位，健侧卧位，患侧卧位，

半俯卧位，坐位，站立位及行走等，同时配合按摩，通电针刺法等治疗。 

结果  60 例患者在住院时均有不同程度的肢体活动障碍，大小便失禁，在发病早期进行正确的体位

护理，经平均 48d 的治疗，取得明显疗效：无 1 例发生褥疮，其中两例发生坠积性肺炎，肢体运动

功能明显提高，步行恢复率为 85%（行走自如 45 例、需拐杖协助 6 例）。 

结论  在临床中，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结合功能障碍的不同时期，采取适当的体位护理，被动运

动，主动运动，配合按摩、针刺等疗法，可明显提高对脑卒中患者的治疗效果。 

 

PU-113 

40 例老年人脑卒中合并高血压的特点及康复护理 

 

廖艳艳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140 

 

摘要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我国的高血压患者越来越多，达到了千万之多，高血压的患病率

达到近百分之十二。作为一种典型慢性的疾病，高血压的治疗存在着治疗周期长，是一种高发病率、

高并发症、高致残率的疾病，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血管病，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 1/3 有高血压，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健康长寿及生活质量。还会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如：中风、冠心痛、心肌梗塞

等，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庭由于这些疾病都非常痛苦，给患者及子女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应充分了解

老年高血压患者的特点并给予相应的康复护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PU-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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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瘫患者的心理护理 

 

刘芳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截瘫患者心里护理在康复训练中的作用。 

方法  我科收治截瘫患者 50例，并对50例截瘫患者的心理变化和需要以及进行心理护理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对患者心理护理明显提高了截瘫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疗效。 

结论  心理护理对截瘫患者的治疗和康复训练有者极其重要的作用。 

 

PU-115 

截瘫患者住院期间的安全管理与预防措施 

 

王艳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为提高护理人员对截瘫住院患者的护理安全认识。 

方法  分析探讨了截瘫患者住院期间存在的安全问题，制定相应的护理管理措施，加强防范意识。 

结果  确保了截瘫患者住院期间的安全性，对避免或减少医患纠纷，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回归社会

取得满意效果。 

 

PU-116 

颈髓损伤气管切开患者预防吸入性肺炎的护理研究 

 

杨帆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颈髓损伤气管切开患者预防吸入性肺炎的临床护理措施。  

方法  对我科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46 例颈髓损伤气管切开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 23 人，治疗组中男性 19 例，女性 4 例；对照组中男性 21 例，女性 4 例；年龄 18~55 岁，

平均年龄为 36.5 岁。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治疗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体位护理（患者进食时

给予摇高床头 15~30 度）和通过对食物性状的改变（食物为粘稠的糊状，减少误吸和呛咳的发生）。

  

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护理颈髓损伤气管切开患者护理过程中，运用有效、合理的护理措施，不但可以预防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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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肺炎的发生，还可以促进患者肺功能的康复，预防并发症，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使患者早日康

复。  

   

PU-117 

康复治疗中癫痫发生情况的处理及分析 

 

甘永梅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通过病例收集分析康复治疗室中癫痫发生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康复治疗室中发生癫痫患者资料。对资料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康复治疗室患者发生癫痫原因有：（1）原发病及其特点；（2）疲劳； ⑬ 天气；⑭ 药物使用；

⑮精神刺激；⑯治疗师原因。处理上要求就近治疗人员迅速做出正确处理。 

结论  癫痫是康复治疗中的急性事件需针对其诱因进行预防教育，每一位康复治疗人员都应学好癫

痫的处理措施。 

 

PU-118 

行为康复训练提高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的生活质量 

 

梁艳 杨薇 龙霏 李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行为康复训练提高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 60 例精神发育迟滞患者作为调查对象。随机分组处理，

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康复训练，分析比较两组患

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行为康复训练可提高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的生活质量，意义重大。 

 

PU-119 

后组脑神经损伤致吞咽障碍的康复护理 

 

杨薇 龙霏 梁艳 张庆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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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后组脑神经损伤致吞咽障碍的康复护理效果。 

方法  按照数字随机分配法将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后组脑神经损伤致吞咽

障碍患者进行分组处理，观察组及对照组人数均等，各 5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

组患者实施康复护理，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92%，并

发症发生率为 14%；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84%，并发症发生率为 30%，组间比较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后组脑神经损伤致吞咽障碍实施康复护理可提升护理效果，并降低并发症发生几率。本次护

理措施可行有效，可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应用。 

 

PU-120 

授权管理在小儿康复病房一级质控护理质量管理中 的应用效果 

 

娄欣霞 尚清 马彩云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授权管理在小儿康复病房一级质控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根据小儿康复病房的实际情况，科室设置一级质控人员，质控人员具有一定的资质和临床经

验，能积极主动负责相应的护理质量监控。 

结果  一级质控实行授权管理后，小儿康复病房护士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小儿康复病房

护理质量有所提高。 

结论  在小儿康复病房一级质控中使用授权管理，有利于充分发挥护士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提

高科室护理管理质量的有效方法。 

 

PU-121 

脑卒中患者延续护理方案的探索 

 

张欢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20 

 

目的 建立重庆市脑卒中患者延续护理方案,探讨其提高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效果。 

方法 第一部分:脑卒中患者延续护理方案的建立。通过文献复习和临床试验的研究方法建立脑卒中

患者的延续护理方案。主要步骤如下:1.学习脑卒中患者延续护理干预的国内外研究进展,;2.借鉴香港

社康模式及广东社区护理方面取得的成果，建立干预方案的框架结构;3.建立相关的 3 个子方案:①脑

卒中患者住院期健康教育方案,并进行临床试验验证其效果;②脑卒中患者居家康复训练指导方案;③

脑卒中患者综合性护理评价系统的建立。第二部分：通过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测试前期建立的延续护

理方案的干预效果。有效纳如脑卒中患者 63 例,采取随机分组分成干预组(28 例)和对照组(35 例)。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方案,干预组除接受常规护理外增加延续护理方案干预。效果评价分 4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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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患者依从性,包括对出院指导遵从行为的 2 个项目:康复训练、复诊随访;②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指数

（ADL）②出院后提高患者依从性和指导居家康复训练的电话随访和家庭访视。访视前通过电话沟

通初步评估；初次家访进行专科体检及评估；进行康复指导、用药指导、家居改造等，制定康复计

划：二次访视对上一次的康复计划监督评价。方案还提供患者在需要时可以选择的电话、网络咨询

以及门诊随诊。方案由受过培训的专科护士按照案例管理程序执行,并组成由康复医学科科医生、专

科护士、康复治疗师和心理治疗师组成的团队提供治疗建议和就诊指导;③二次住院率：两组患者出

院 6 个月后的再次住院率;④护理满意度,分住院护理满意度和出院护理满意度 2 个指标。分别于出院

前 1 天、出院后 3 个月 2 个时间点收集数据。 

结果 患者依从性:出院指导依从性总分(P<0.05)及其中的 3 个单项依从性康复训练(P<0.05)显著高

于对照组;干预组门诊访问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的再次住院率( P>0.05)，无显著差异。

护理满意度:干预组住院护理满意度出院护理的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0)。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脑卒中患者延续护理方案,经临床试验验证在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患者

依从性、护理满意度 3 个指标中显示出积极效果,基本达到方案设计目的。该研究是对我国脑卒中患

者延续护理模式的积极探索。 

 

PU-122 

康复治疗士手卫生依从性现状调查及对策 

 

俞蕾莹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调查治疗区康复治疗士对手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手卫生的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提高手卫生

质量,增强康复治疗工作人员的手卫生依从性，以保障病人之间交叉感染和医务人员的职业安全。 

方法  用现场观察法,观察康复治疗士手卫生执行情况，抽考康复治疗士洗手方法。 

结果 康复治疗士现场应洗手 169 人次，实际执行洗手 72 人次，手卫生执行率 42.6%，考核洗手合

格率 53.8%。 

结论 康复治疗士手卫生依从性差，应加强培训，提高洗手依从性及洗手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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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 

重症小儿手足口病恢复期的康复护理体会 

 

龙霏 杨薇 梁艳 张庆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重症小儿手足口病恢复期的康复护理体会。 

方法  我院收治 100 例重症手足口患者，以数字随机法对患者进行分组处理，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为 50 例。其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康复护理，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退热时间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组间比较 P＜0.05。同时，在并发症发生率上，

观察组仍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 P＜0.05。 

结论  重症小儿手足口病恢复期实施康复护理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促进患

者康复。 

 

PU-124 

饮食管理在颅脑外伤后气管切开患者并发肺部感染中的应用 

 

李娟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饮食管理在颅脑外伤后气管切开患者并发肺部感染中的应用。 

方法  我院康复理疗科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5 月住院的 50 例颅脑外伤后气管切开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5 人，观察两组患者出现呛咳、误吸的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出现的呛咳、误吸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注意早期患者饮食管理能够降低颅脑外伤后气管切开患者发生呛咳、误吸等并发症，减少患

者住院天数，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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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 

浅谈不同家庭康复态度对孤独症儿童的影响 

 

曹志敏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孤独症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以社会交往障碍、言语发育障碍、兴趣范围狭窄和刻板重复的行

为方式为基本临床特征的一组复杂的行为综合症。近年来，由于孤独症的特殊性受到日益广泛的社

会关注，引起了很多研究者和孤独症患者家庭的关注。本文主要通过了解家庭康复，把家庭与康复

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创设支持孩子康复、发展的环境。在家庭中发现孩子的交往问题，在家庭中

解决问题，在家庭中学习，在家庭中进步，最后达到社会交往的适应。引起家庭对孤独症儿童的重

视，积极的家庭教养态度能使孩子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改善，使得孤独症儿童在不同方面取得更多进

步。 

 

PU-126 

谈话法在听障儿童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运用 

 

冯丽佳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315040 

 

目的  探讨谈话法在听障儿童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运用的效果。 

方法  康复教师根据其语言能力评估与观察把握听障儿童的语言最近发展区，确定集体教学活动的

领域目标及具体要求，结合康复教学方式的不同可以从萌芽性谈话、启发性谈话、总结性谈话三个

方面来达到听障儿童共性的发展目标。 

结果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使用―谈话法‖能够帮助听障儿童获得更多信息，促进情感发展。 

结论 谈话法在听障儿童集体教学活动中提高了听障儿童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并把听障儿童的智力

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听障儿童进一步获得语言知识，发展听障儿童综合性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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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 

1 例高位截瘫患者压疮治疗无效的原因分析 

 

石含英 余翔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对 1例高位截瘫患者压疮治疗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查找该例患者压疮创面治疗无效的原因。 

方法  1.临床资料：患者，男性，42 岁，四肢瘫（C6 平面），ASIA 分级 B 级。Braden Scale 评分

14 分。压疮已持续三月，位于骶尾部，大小 3.5cm×4.5cm，创基淡黄色软痂覆盖，其中心可见 1c

m×1cm 苍白组织，少量淡黄色分泌物，周围皮肤无红肿及浸渍。在对患者进行全身营养支持、解除

局部压力的前提下，进行如下创面处理，后因创面治疗 5 周无效转烧伤科行 VSD 及手术治疗。2.

湿性疗法：根据压疮基底情况、渗液量等分别选用水凝胶敷料、水胶体敷料、藻酸盐敷料及泡沫敷

料，并适时进行换药。3.干性疗法与物理治疗：采用 TDP 及半导体激光局部照射 2/日，紫外线局部

照射 1/日，棉垫包扎创面，每天换药 2 次。 

结果  通过湿性疗法 18 天，压疮创面新鲜红润，面积较前缩小，为 2cm×3.6cm，创基表面见大量

红色上皮组织爬行，但创面中心仍可见大小约 1cm×1cm 浅黑色组织，少许分泌物。湿性疗法持续

至 28 天时压疮被擦伤致大量渗血，遂改为干性疗法及物理治疗。经治疗 13 天后，压疮面积由 2cm

×3.6cm 扩大为 3.5cm×4.5cm，中心出现一大小 0.6cm 窦道孔，向 3 点钟方向潜行约 1.5cm，创基

肉芽水肿伴有白色坏死筋膜组织，大量渗出，周围皮肤明显红肿及浸渍。伤口分泌物细菌培养示：

大肠埃希菌生长。经烧伤科会诊后转入烧伤科行 VSD 和手术治疗，治疗 1 月后愈合。 

结论  分析患者压疮在我科保守治疗无效的主要原因是：患者入院时压疮可能存在深部组织损伤；

骶尾部压疮反复多次受压、摩擦，导致压疮进一步恶化；患者进食少，营养缺乏，白蛋白最低时为

30.6g/L；护士协助家属落实压疮预防措施不佳；压疮局部未使用抗菌敷料？通过该案例，我们认为

在压疮防治过程中，解除压力、摩擦力、剪切力和加强营养支持是根本，否则使用再好的敷料也无

效；其次，对患者家属的压疮护理指导，协助其做好体位护理是关键；另外，医护密切配合，采用

多学科合作方式才能保证患者的压疮治疗有效，从而达到压疮愈合的目标。 

 

PU-128 

112 例康复科患者外周静脉留置针的观察与护理 

 

胡青 叶玉玲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观察我科住院患者外周静脉留置针的置管时间及常见并发症，提升患者对静脉治疗的满意度。 

方法  本组患者 112 例，其中，男 65 例，女 47 例，年龄 21-82 岁，脊髓损伤 53 例，偏瘫 36 例，

脑外伤 19 例，其他 4 例。本组患者静脉输液时间均超过 7 天，其中部分患者每日输液两次以上，

穿刺前告知患者及家属使用静脉留置针能减少反复静脉穿刺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更好的保护血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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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及康复训练中易发生回血堵管、导管脱落等缺点。穿刺时准确评估患者的血管状态，合理选择

穿刺部位，如偏瘫患者优选健侧肢静脉。留置针成功后加强观察和护理，如观察敷贴有无卷边、松

动、脱落，穿刺点有无渗血渗液，皮肤有无红肿等，发生严重堵管和静脉炎应立即拔管。在留置期

间还应告知患者及家属在康复训练及日常生活活动中要有意识地观察和保护静脉留置针，如有异常

情况及时告知护士，严防非计划拔管等严重并发症。 

结果  本组 112 例患者，有 108 例穿刺成功，成功率为 97%，有 4 例因年龄或自身病情等原因导致

穿刺失败。留置期间严重堵管 5 例，非计划拔管 3 例，静脉炎 2 例。留置时间 3-5 天的有 98 例，

占 91%。患者对静脉治疗综合满意度由 88%提升至 97%。 

结论  因患者行康复训练易致留置针敷贴松动、回血堵管及管道意外脱落等并发症，所以，每日输

液两次以上或对疼痛敏感患者首选静脉留置针，其他患者则选一次性钢针静脉输液较好。对留置针

患者，加强留置前后的宣教及留置期间的观察护理，就能避免留置针的各种并发症，保证留置时间，

减轻患者痛苦，从而提升患者对静脉治疗的满意度。 

 

PU-129 

22 例唇运动障碍的儿童康复效果的研究 

 

余英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315040 

 

目的：分析有唇运动异常(圆唇运动障碍、展唇运动障碍、双唇闭合运动障碍和圆展交替运动障碍)

的儿童通过 6 个月的言语矫治,寻求适宜此类儿童康复的训练方法。 

方法：选取 22 例唇运动异常的儿童，包括听障、健听、唇腭裂儿童，通过唇肌按摩、唇肌运动治疗、

唇韵母构音训练和对双唇音的构音训练，并以黄昭鸣－韩知娟词表为测试材料的语音清晰度和黄昭

鸣唇运动功能评估作为前后言语矫治数据的统计。 

结果：经过 6 个月的康复训练，此类患儿唇肌张力过高或过低现象已消除，矫治后的唇运动总分和

语音清晰度有明显提高，清晰度提高 47%，唇运动功能评估总分提高。 

结论： 本文介绍的矫治方法有效，不仅使患儿圆唇能力、展唇能力、双唇闭合运动能力和圆展交替

运动能力趋于正常，声音响度，气流控制能力有所提高，而且韵母、双唇音发音清晰，大大提高了

言语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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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 

论截瘫患者的心理护理 

 

杜霞 

第四军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710000 

 

目的  探讨截瘫患者心里护理在康复训练中的作用。 

方法  我科收治截瘫患者 50例，并对50例截瘫患者的心理变化和需要以及进行心理护理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对患者心理护理明显提高了截瘫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疗效。 

结论  心理护理对截瘫患者的治疗和康复训练有者极其重要的作用。 

 

PU-131 

正确运用非语言沟通技巧，有效提高智力发育迟缓儿童的康复效

果 

 

屠恒飞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沟通是指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和交流的过程，一般分为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美国心理学家艾

伯特·梅拉比安曾提出这样一个公式：信息的全部表达=7％语调+38％声音+55％表情。这说明语言

表达在沟通中只起着方向性及规定性的作用，而非语言能准确地反映人的思想及感情，它具有语言

所不能替代的功能。  

     智力发育迟缓儿童康复训练目标大部分机构或许多的康复手段及方法中都参照了正常儿童的发

展顺序（即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来制定的。智力发育迟缓中的智障孩子大多数由于思维较具体，

抽象思维较欠缺，治疗师或教师若能够正确运用非语言中的手势、语调、表情，那么会更加直接、

具体、形象，孩子们理解和掌握起来就相对而言就容易了。  

     智力发育迟缓中的另一类孩子即孤独症孩子，这些孩子除了有明显的自身特点外，都伴有智力发

育迟缓，从事该工作的同事们都知道，孤独症的孩子们大多孩子存在目光注视欠缺的现象，我们治

疗师或教师若能够正确运用非语言沟通，运用夸张的表情、手势、语调大多都能有效地抓住孩子们

的目光。   

     因此，非语言沟通能力对智力发育迟缓儿童中的智障孩子及孤独症孩子的康复训练中也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若能正确运用非语言沟通技巧，必定会有效提高智力发展迟缓儿童的康复效果。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PU-132 

康复护理对改善气管切开病人肺部感染的效果观察 

 

张丹凤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气管切开术后的病人采取肺部康复训练和康复护理相结合的方法能降低肺部感染发生。 

方法  收集我科 2008-2016 年 60 例住院气管切开术后的病人，平均年龄 43 岁，主要以颅脑外伤病

人为主，随机分成两组，康复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不介入肺部康复训练；治疗组采

取呼吸训练、有效咳嗽、每日电动起立床站立训练及高压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全面的康复训练和护

理。 

结果  经过全面的康复训练和护理，能有效减少气管切开病人肺部感染的发生。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有效的治疗及康复训练手段干预下，对气管切开术后的病人开展积极的肺部康复训练和康

复护理不仅能缩短住院日，而且能减少肺部感染的发生，提高治愈率。本研究观察证实了肺部康复

训练及康复护理是防止肺部感染的良好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和借鉴。 

 

PU-133 

品管圈活动对降低儿科住院患儿口服药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探讨 

 

娄欣霞 尚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对降低住院患儿口服药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效果。 

方法  通过对儿科住院患儿 7 天共 158 次口服给药，采用 PDCA 循环法前后能否正确服药到口的情

况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采用品管圈工作方法进行改善后，口服药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下降。 

结论  品管圈活动对改善护理效率，提升护理安全，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有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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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 

浅谈情景式区域活动对听障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屈晓颖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情景式区域活动对听障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为听障儿童康复机构教师在设计区域活动

策略方面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促进听障儿童语言发展。 

方法  选取 30 名 3~4 岁听障儿童，其中 15 名参与 5 个月的情景式区域活动，另外 15 名不参与。

参加情景式区域活动前后，对所有听障儿童进行语言能力评估中的看图说话、主题对话两项测试。

通过访谈法对被试家长和教师进行调查。 

结果  参与情景式区域活动的听障儿童在看图说话、主题对话两个方面与未参与情景式区域活动的

听障儿童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  开展情景式区域活动对听障儿童语言发展有明显作用，有助于提高听障儿童语言表达能力及

语言理解能力。 

 

PU-135 

脑卒中气管切开患者的临床与康复护理 

 

张丽君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急性脑血管病重患者常因气道梗阻、意识障碍、中枢性呼吸衰竭等因素而需行气管切开术，以通畅

气道，必要时使用呼吸机，但因气管切开后气管直接与外界相通，增加了肺部感染的机会，使封管

时间延长，对患者的恢复不利，本文从护理的角度出发，对气管切开术后患者的临床和康复护理进

行全面综述。 

 

PU-136 

健康教育在老年脑卒中患者康复护理中的作用 

 

刘丽霞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研究健康教育在老年脑卒中康复护理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了我院于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5 月收治的 140 例老年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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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附加进行强化

健康教育，将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实施了强化健康教育后病情取得了显著的改善，与对照组相比日常生活能力（A

DL）评分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健康教育对于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意义重大，值得临床推广。 

 

PU-137 

风险管理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压疮护理中的应用有效性探究 

 

韩香平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目的  对风险管理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压疮护理中的应用有效性进行探究。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 120 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后的 NORTON 评分方法，即对患

者身体状况、活动情况、精神状况以及大小便失禁情况、陪护配合情况等方面进行评分，每项均分

成 4 级，总分为 20 分，如果总分在 14 分及 14 分以上，就可以判断患者存在发生压疮的风险，应

该对其进行风险管理。 

结果  共有 6 例入院时外带压疮，其余患者在住院期间共有 55 例患者受压处出现皮肤发红，及时启

动了风险管理之后，并没有压疮发生。入院时 6 例入院时外带压疮，其中共有 5 例患者在骶尾部，

面积在 3~6cm 之间，均为Ⅱ度，经治疗后已经全部治愈。 

结论  护士的风险管理意识得到了增强，护理质量和患者的安全均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风险管理模式；脑卒中患者；压疮护理 

 

 

PU-138 

脊髓损伤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及护理 

 

牛丹 

西京医院物理医学与康复科 710032 

 

目的  通过对脊髓损伤患者严密的观察和采取有效的预防及护理措施，减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 205 例脊髓损伤患者，进行严密的观察、血栓预

防知识宣教、指导下肢活动、饮食指导、劝导戒烟、遵医嘱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及物理治疗等预防

措施及发生后的病情观察、采取的治疗及护理措施，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减少肺栓塞的

发生。  

结果  发生下肢静脉血栓并有临床表现 20 例，13 例静脉血栓经治疗后好转，7 例患者转外科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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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住院期间未发生肺栓塞。   

结论  对脊髓损伤患者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护理措施，可以减少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有效改善患者

生存质量。 

 

PU-139 

探讨家庭护理关怀对脑瘫患儿生活能力的影响 

 

李巧秀 王丹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家庭护理关怀对脑瘫患儿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 2011 年 4 月-2015 年 1 月收治的 42 例脑瘫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病例回顾，将患

儿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21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家庭关怀护理，对两组患儿的心

理护理、运动护理以及饮食护理等临床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  经过护理治疗之后，观察组的护理总有效率为 95.23%，显效 13 例（61.90%），对照组的总

有效率为 85.71%，显效 9 例（42.85%），通过有效的护理，患儿在梳头、洗脚、洗手、端碗、脱上

衣、穿上衣等生活能力方面比护理前有不同程度改善（P<0.05），从两组患儿的临床护理效果、日

常生活能力来看，观察组采用家庭护理关怀明显要比对照组常规护理的效果显著。 

结论  对脑瘫患儿进行家庭护理关怀，可以有效提高患儿的日常生活能力，在临床治疗中取得良好

的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广泛使用。 

 

PU-140 

心理干预对脑瘫患儿家长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分析影响 

 

李巧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心理干预对脑瘫患儿家长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 90 例脑瘫患儿家长，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45 例，采取抑郁自评量表（SDS）、焦

虑自评量表（SAS）对家长开展评定。干预组开展心理干预，对照组不进行心理干预，比较两组干

预前、干预后的 SDS、SAS 评定。 

结果  干预组心理干预后 SDS、SAS 评定均比干预前低，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干预前

后 SDS、SAS 评定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干预后，干预组 SDS、SAS 评定

均比对照组低。 

结论  治疗脑瘫患儿时，还需对家长实施心理干预，有助于减缓家长焦虑及抑郁情绪。 

 

PU-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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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出院后康复效果的临床分析 

 

李巧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延续性护理干预对于脑瘫患儿出院后康复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4 月之间出院的 90 例脑瘫患儿当做研究病历，将其随机分成对

照组与试验组，每组各患者 45 例，对照组只接受常规脑瘫患儿家庭护理，试验组在这个基础上再进

行 7 个月延续性护理干预服务。 

结果  在进行 7 个月延续性护理干预之后，试验组脑瘫患儿的脑瘫量表、Barthel 明显比对照组脑瘫

患儿要高（P＜0.05）。 

结论  出院后对脑瘫患儿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可明显提升患儿在生活中的活动能力，减少他们的

残疾状况与对家人的依赖度，得到比较成功的康复成果，具备重要推广价值。 

 

PU-142 

脑瘫患儿父母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常艳玲 王雪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调查脑瘫患儿父母希望水平现状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方法  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 120 例脑瘫患儿父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脑瘫患儿父母的希

望水平、应对方式和一般人口学资料。 

结果  脑瘫患儿父母的希望水平总分为（35.27±3.85)分，处于中等水平以上；采用最多的应对方式

是―面对‖，采用最少的应对方式是―屈服‖。脑瘫患儿父母希望水平与面对应对方式正相关（r=0.237，p

<0.01），与回避应对方式负相关（r=-0.143，p<0.01）。 

结论  脑瘫患儿父母的希望水平呈中等以上，希望水平越高的父母越倾向于采取面对的应对方式。

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通过各种干预措施来提升脑瘫患儿父母的希望水平，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增进其身心健康。 

 

PU-143 

新确诊脑瘫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调查 

 

常艳玲 李巧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49 
 

 

目的 了解新确诊脑瘫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为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分别对 40 例新确诊脑瘫

患儿家长和同期住院非脑瘫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 

结果 新确诊脑瘫患儿家长 SAS 总分及 SDS 总分明显高于非脑瘫患儿家长(P<0.05)。 

结论 新确诊脑瘫患儿家长存在明显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感。责任护士加强与患儿家属的沟通、宣

教，了解心理状况，给予针对性心理护理，提高应对能力，积极配合治疗。 

 

PU-144 

小儿脑瘫家庭康复护理的要点探讨 

 

常艳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析小儿脑瘫的家庭康复护理要点。 

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 116 例脑瘫患儿。随机方法分组，对照组患儿进行

常规康复护理干预，实验组在进行常规护理干预的同时增加的家庭康复护理。 

结果 实施护理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儿在认知、语言、社交、大运动、精细运动的评分

均明显升高，P<0.05，差异结果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儿的有效率显著升高，P<

0.05，差异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家庭康复护理可显著提高小儿脑瘫的临床治疗效果。 

 

PU-145 

脑瘫患儿家庭康复护理的实施及效果观察 

 

常艳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小儿脑瘫家庭康复护理的实施及效果。 

方法  100 例小儿脑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50 例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 50 例实

施家庭康复训练。 

结果  观察组临床恢复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肢体康复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康复指导满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小儿脑瘫家庭康复护理的实施效果良好，能够提高恢复效果、康复评分和护理满意度。 

 

PU-146 

脑瘫患儿个体化康复护理方式及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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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艳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小儿脑瘫的个体化康复护理方式及应用效果。 

方法  本次病例对象为我院自 2014 年 4 月以来所收治的 75 例小儿脑瘫患儿，按照掷硬币法将患儿

分为组 1 和组 2。组 1 行常规康复护理；组 2 在组 1 基础上增加个体化康复护理。评价：（1）康复

效果；（2）干预前后患儿日常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行为、粗大运动功能、精细运动功能评分。 

结果  （1）组 2 患儿康复效果显著比组 1 高，比较后差异显著，P＜0.05；（2）组 2 干预后患儿日

常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行为、粗大运动功能、精细运动功能评分显著比组 1 好，比较后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小儿脑瘫的个体化康复护理方式及应用效果确切，可有效改善患儿粗大、精细运动功能，提

高其日常生活能力、社会适应性，值得推广。 

 

PU-147 

小儿脑瘫早期护理康复护理干预的应用研究 

 

常艳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小儿脑瘫早期康复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 

方法  资料收集我院自 2014 年 2 月以来所收治的 100 例小儿脑瘫患儿，按照密封信封法将患儿分

为常规组和早期康复组。常规组常规给予用药和康复指导；早期康复组开展小儿脑瘫早期康复护理

干预。评价：（1）家长满意率；（2）发育正常率。（3）干预前后小儿运动发育指数和智力发育指数

的差异。 

结果 （1）早期康复组患儿家长满意率显著比常规组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早期康

复组发育正常率显著比常规组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早期康复组干预后小儿运动发育

指数和智力发育指数的差异显著比常规组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脑瘫早期康复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确切，有助于促进运动、智力正常发育，提高发育正

常率，患儿家长满意，可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值得推广。 

 

PU-148 

间歇性导尿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的影响 

 

张艳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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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简歇导尿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改善的干预作用。 

方法  将患者 40 例分为间导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间歇导尿组根据患者的残余尿量制定 1-6 次/

日频率的间歇导尿，对照组患者则给予常规康复干预。2 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2 个月，治疗前 2 组患

者都给予饮水计划宣教，排尿日记记录三天，于治疗前、治疗 2 个月后分别采用尿动力学检查，膀

胱残余尿测定，床旁膀胱压力容量测定。 

结果  2 组患者分别经 2 个月治疗后，间导组患者的检查结果示，尿流率测定及膀胱残余尿测定较治

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患者无明显改善(P>0.05)。 

结论  间歇导尿能进一步改善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排尿能力，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恢复具

有促进意义。 

 

PU-149 

浅谈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作用 

 

张沙 樊利敏 王苗苗 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 050091 

 

目的  探讨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后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预防作用。 

方法  观察本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84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脑卒中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护理常规：卧床、

弹力袜支持及患者下肢抬高 15—30cm，7-14 天后开始进行肢体功能康复。观察组于发病后 1-2 天

开始在护理常规基础上加用蜡疗、中药贴敷（当归、川芎、威灵仙、鸡血藤等）、气压治疗、康复训

练（运动疗法、物理因子等）等一系列综合康复治疗方法，并于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进行彩超检

查，统计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 

结果  对照组有 9 例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为 29.03%，治疗组仅有 1 例患者发生下

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为 2.38%，两组患者相比，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早期、科学、合理、综合的康复治疗能预防脑卒中后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减少

合并症及并发症的出现，有利于患者整体的康复治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50 

植物油加冷疗法配合药物治疗手部湿疹有奇效 

 

白海霞 

安阳市人民医院 4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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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治疗手部湿疹的最好方法。 

方法  采用植物油多次外涂，冷疗法间断应用，配合药物，谨记注意事项。 

结果  此方法较中西医止痒更快更有效、且方便安全低价。 

结论  可以使各期湿疹迅速控制进展，最快好转痊愈，有效防止或延长复发，对各期湿疹都能很好

治疗。 

 

PU-151 

音乐治疗对智障儿童的发展影响 

 

王丹妮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本论文的目标是音乐治疗对弱智儿童发展的影响这一课题，并对各类智障儿童在音乐治疗之下，

对智障儿童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弱智儿童在音乐治疗体系下，如何学会交流

技巧从而建立起交流沟通能力；在音乐治疗下，如何形成弱智儿童运动协调能力；以及通过音乐治

疗而产生对于提高弱智儿童的学习能力和怎样学会日常生活的技巧。了解国内外音乐治疗对智障儿

童的发展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结合实践，积极探索合理、科学、高效的提升音乐治疗对智障儿童

的发展影响。 

 

PU-152 

高职高专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调查分析 

 

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了解高职高专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状况，为开展其人际交往能力提升提供依据。 

方法  对 534 名高职高专大学生采用一般情况问卷、采用说谎量表（lie scale， LS）和人际关系综

合诊断量表（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grated Diagnosis Questionnaire， IRIDQ）进行调查分

析。 

结果  534 名高职高专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的平均分为 7.74±4.38 分，有 42.1%的大学生与他

人相处存在一般程度的行为困扰，有 7.3%的大学生存在较严重的行为困扰。男生人际关系行为困扰

在总分（8.14±4.75）高于女生（7.33±3.93），且与人交谈（2.41±1.33）和待人接物（1.56±1.46）

也高于女生的与人交谈（2.18±1.24）和待人接物（0.97±1.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许多高职高专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困扰，因此，针对高职高专大学生

人际交往能力的存在诸多问题与困扰的现状，探索有效的教育与辅导方法，提高高职高专大学生人

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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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 

残疾儿童家庭困境的访谈调查及对策初探 

 

林丽梅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索残疾儿童家庭困境与对策。 

方法  选择以昆明市儿童医院康复科的残疾儿童家长 10 位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访谈，了解家长

自认为存在的困境，向残疾儿童康复家庭介绍国家有关国家或政府财政补贴和医保政策，以助家庭

面对困难，积极投入康复治疗。 

结果  10 家患儿家长的访谈发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①家庭收入较低，治疗费用过高，②对有

关国家或政府财政补贴和医保政策不了解，③对残疾儿童康复的积极乐观程度不理想。 

结论  针对存在的困境及问题，充分用好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经济补贴政，积极面对困难，让

孩子和家长心情放松。 

 

PU-154 

良肢位摆放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惠琳娜 

西京医院康复理疗科 710302 

 

目的  探讨良肢位摆放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6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观察组在康复护理

早期即加强各种体位的良肢位摆放，对照组仅在护理后期才给予少次数的良肢位摆放，采用 Fugl-M

eyer 评分对患者入院时、出院时的肢体运动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入院时肢体运动功能评价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观察组肢体运动功能好转

情况明显优胜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视早期良肢位摆放对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肢体功能恢复具有重要意义，临床应用价值高。

  

 

PU-155 

护理观察表在高位脊髓损伤自主神经反射异常患者的应用研究 

 

戴宏乐 周谋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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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高位脊髓损伤后发生自主神经反射异常的护理经验，有效减少和避免了自主神经反射异

常的发生。自主神经反射异常是一种脊髓损伤患者特有的、威胁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多发生在胸 6

以上损伤的患者。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 例发生自主神经反射异常患者的护理干预及临床预后。选取 2014 年至 2016

年在某三级甲等医院康复科住院的 113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使用自主神经反射异常临床

护理观察表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我科住院 54 例患者为对照组；2

015年 5月至2016年 4月采用该表后我科住院 59例患者为观察组。对照组和实验组给予常规护理；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运用―自主神经反射异常临床护理观察表‖对患者进行护理。依据《SCI

自主神经功能评估的国际标准》结合日常护理经验，制定自主神经反射异常临床护理观察表，包括

设立床头标识，血压，膀胱安全容量，有无直肠粪便，有无压疮、嵌甲，有无感染，有无痉挛，有

无情绪波动，直立位，降压。由责任护士每日根据观察表进行评估并记录，阳性体征及发生过的自

主神经反射异常者，书写护理记录并作为交接班重点，采取针对性预防护理干预措施。收集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以及 AD 发生率。  

结果  15 例发生自主神经反射异常的患者应用临床观察表进行护理干预得到良好效果，未发生脑出

血及死亡病例。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分别为（50.1±12.4）岁和（49.7±14.7）岁，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2.79 ，P=0.09 ），性别、手术方式无差异。自主神经反射异常对照组发生率为 46.

3%，试验组发生率 25.4%，采用卡方检验对其发生率进行比较。 

结论  高位脊髓损伤患者发生自主神经反射异常时，通过细致观察，去除诱发因素，做好自主反射

异常的应急处理，为患者提供舒适环境，做好健康教育，控制相关症状，降低自主神经反射异常的

发生率。自主神经反射异常临床观察表起到规范专科护理作用，促进患者信息的沟通，提高专科护

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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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 

紫 外 线 治 疗 静 脉 炎 临 床 效 果 观 察 

 

张文华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目的  观察紫外线治疗静脉炎的临床效果，以了解紫外线对治疗静脉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因液体外渗所致静脉炎的患者 70 例随机分成两组，对 照组 30 例采用 33%硫酸镁局部湿

敷法；观察组 40 例采用紫外线治疗仪局部照射的方法。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对于治疗静脉炎的效果相比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紫外线治疗仪局部照射的方法可以有效治疗液体外渗所致的静脉炎。 

 

PU-157 

微信公众平台在儿童康复科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李盼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450007 

 

目的  评价―微信公众平台‖在儿童康复科健康教育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儿童康复科 2016 年 1-3 月入院的 200 名患者为微信组，除给予常规健康宣教外，加用

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健康教育。另外回顾性的选择儿童康复科 2015 年 10-12 月入院的 200 名患者为

对照组，仅做常规健康宣教； 

结果  微信组患者健康教育满意率为（89.73±4.58）%，对照组患者的满意率为（88.8±3.19）% ，

微信组康复依从性为 96%,对照组康复依从性 85%，微信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应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弥补传统的健康教育缺陷 ，有效的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和满意度，从而

提升健康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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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 

漫谈智障儿童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 

 

陈川帆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智障儿童由于智力低下，生活自理能力缺乏．因此培养智障儿童的自理能力，使之树立自理

意识，掌握自理技能，对于提高智障儿童综合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 

方法  对智障儿童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培养采用增强智障儿童的生活自理意识，有计划地各科渗透，

形成生活自理能力训练模式；化整为零，小步子，多循环，通过反复强化，提高智障儿童生活自理

能力；让智障儿童体验成功，运用激励机制，在表扬中展开训练活动；与家长密切联系，发挥家校

合作的作用，进行家庭强化，提高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尊重儿童个体差异；持之以恒康复训练等方

法。 

结果  能有效培养智障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提高智障儿童的精细动作能力，促进他们的大小肌肉

的发育，增强儿童的手协调性，改善他们的障碍功能，预防残疾的发生，使智障儿童的各种障碍得

到矫治。 

结论  只要我们讲究科学方法，坚持不懈地对智障儿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养，他们一定能形成

良好的生活技能和习惯，开发各种潜能．为他们今后适应社会生活与自立于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U-159 

浅析智障儿童认知能力的干预方法 

 

陈川帆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智力障碍是由于不同病因导致未发育成熟的大脑受到损害或损伤，加之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

而致脑发育迟滞，其中特异性的感知觉与认知功能障碍，严重阻碍发育期儿童综合能力发展，但儿

童的生理和心理发育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渐发展，他们的脑神经发育有较大的可塑性，因此，

对智障儿童实施有计划、有步骤的认知能力的干预能收到良好的康复效果。 

方法  通过主/客观评估、观察了解到智障儿童的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之后，确定对其感知觉

的干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及数概念的训练方法，重点训练儿童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触觉能力，同时采用追视训练、触摸训练、辨识训练、取物训练、分类、排序、点数、背儿歌等方

法来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 

结果  对智障儿童实施感知觉的干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及数概念的训练后，智障儿童的的

认知水平显著提高，理解运用能力得到一定发展，互动沟通能力得到相应的提高。 

结论  智障儿童认知能力提高能促进他们的语言能力、运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

综合能力的同步提高，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融入主流生活，自立于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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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 

间歇导尿与留置导尿对脊髓损伤患者尿路感染的影响 

 

高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ies, SCI)患者排尿功能障，是现社会和医学的一大难题，而神经源

性膀胱功能障碍引起的严重的尿路感染甚至慢性肾功能衰竭是脊髓损伤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

控制泌尿系感染对于脊髓损伤患者尤为重要，本研究主要探讨间歇导尿与留置导尿对脊髓损伤患者

尿路感染的影响。  

方法  对 120 例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对照组，干预组应用间歇导尿术，每天导尿不超过

6 次，对照组应用留置导尿术。第 7 天、第 14 天采用尿沉渣白细胞镜检方法，对两组患者进行比较。

  

结果  经比较，间歇导尿组患者第 7 天、14 天发生感染的患者计数明显低于留置导尿组。  

结论  本实验观察到，脊髓损伤患者采用间歇导尿可降低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与留置导尿相比感

染率明显降低。采用间歇导尿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PU-161 

直肠控制训练对脊髓损伤后肠道功能障碍影响的临床观察 

 

刘承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证明直肠控制训练对脊髓损伤后肠道功能障碍的有效性； 

方法  采用肛门牵张技术、饮食结构控制，运动训练、手法治疗四种行之有效的综合训练方法，并

于常规灌肠方法相对照； 

结果  直肠控制训练组对脊髓损伤后肠道功能障碍的有效率明显高于灌肠组； 

结论  直肠控制训练对脊髓损伤后肠道功能障碍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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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 

脑卒中康复期住院患者跌倒的预防及护理措施 

 

刘雁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通过分析康复科住院患者发生跌倒的相关因素，以探讨有效的预防及护理措施。 

方法 对 15 例跌倒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 

结果 造成患者跌倒的原因有疾病因素、环境因素、心理因素及护理人员相对不足的因素。 

结论 提高医护人员及患者和家属的安全防范意识，提供安全的就医场所，改进措施，是保证患者在

康复治疗期间预防跌倒的关键。 

 

PU-163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流动力学检查的护理 

 

刘雁 王晓丹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尿流动力学是泌尿外科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排尿的生理活动及其功能障碍，其原理依

据流体力学和电生理学，检测尿路各部分压力、流率及生物电活动，了解尿路排送尿液的功能和机

制以及排尿功能障碍性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变化，为临床诊断提供准确的客观依据。脊髓损伤后神经

源性膀胱尿流动力学检查有其特殊性，由于感觉的缺失，故患者的配合及检查后的护理对诊断与治

疗该病显得尤为重要 

 

PU-164 

脊髓损伤后疼痛和感觉异常的护理 

 

刘雁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脊髓损伤后而引起的疼痛和感觉麻木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现代医学还不能阐明。可能与神经递质、感

觉神经元的受体和离子通道改变有关。脊髓损伤后感觉异常虽不危及生命，但随后而来的神经痛往

往是程度深而作用持久，传统的镇痛方法对此疼痛无反应。临床上常综 

合运用药物、理疗、针灸等方法治疗，但效果均不满意。所以合理有效的护理方式对缓解疼痛及感

觉异常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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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 

脊髓损伤后抑郁症的治疗及护理干预 

 

赵瑞环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脊髓损伤是脊柱骨折或脱位的严重并发症,多造成严重瘫痪致残,胸、腰髓损伤引起双下肢和躯干的全

部。脊髓损伤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四肢瘫或者截瘫，形成一种严重的致残性创伤。随着社会的发展，

目前此病发生率逐年提高，现在治疗主要依靠功能康复。但本病康复期长，患者往往丧失活动能力，

长期卧床，易对生活失去信心，产生抑郁，使患者产生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运动抑制等心理障碍。

抑郁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反应,常与患者的可能丧失和实际丧失有关联。因此加强护理对于预防并发症

及促进病人功能及心理恢复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抑郁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

战胜疾病,恢复生活信心,笔者对我院脊髓损伤后抑郁患者的治疗护理进行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PU-166 

脊髓损伤患者并发自主神经过反射康复护理 

 

兰晓燕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脊髓损伤是指由损伤或疾病等因素引起的脊髓结构，功能的损害，导致损伤水平以下运动、感觉、

自主神经功能的障碍。自主神经过反射(AHR)是高位脊髓损伤的并发症之一，临床上比较常见。目

前认为 AHR 是由于高位(T6 以上)脊髓损伤病人，损伤平面以下植物神经系统内部调节平衡障碍所致。

损伤平面以下脊神经支配区受到刺激，可发生交感神经过度反射，主要表现：血压急剧升高，脉搏

变慢、头痛、视物模糊、呼吸困难、出汗、鸡皮疹、神经功能正常部位皮肤潮红等症状。但由于 A

HR 发作时症状繁多，又缺乏特异性，给护理观察带来一定困难，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或处理不当将导

致血压急骤升高，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卒中甚至死亡。在正确认识自主神经过反射的发生机制

和临床表现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护理措施可以预防或减轻自主神经过反射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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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 

压疮干性愈合与湿性愈合疗效的临床观察 

 

兰晓燕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压疮是常见护理并发症之一，压疮的发生率依医护人员、医疗条件及患者群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

对于脊髓损伤的患者压疮患病率为 25%-85%，对于住院老年患者，患病率为 12%-25%，发生压疮

的老年人较无压疮的老年人，病死率增加 4 倍 [1]。压疮不仅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增加患者感染

并发症的风险，而且巨大的消耗医药、护理费用。临床上各种治疗方法虽多，但治疗时间长，效果

不甚理想，所以对压疮护理的研究成为现代护理科研的一项重要内容。我科 2008 年 8 月-2009 年 6

月收治的 50 例压疮患者分别采用干、湿性愈合方法分组进行疗效对比观察，结果显示湿性愈合疗效

明显。 

 

PU-168 

艾灸联合系统护理干预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疗效分析 

 

苏晓娇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艾灸联合系统护理干预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疗效分析。 

方法  60 例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n=40）和对照组（n=20），实验组给予艾灸联

合系统护理干预，对照组仅给予系统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疗效。 

结果  实验组患者有 32 例患者吞咽困难缓解，6 例有效，缓解率为 80.0%，显著高于对照组，为 8

0.0%VS45.0%，χ2=6.017， P=0.014。以缓解和有效计算总有效率，实验组总有效率为 95.0%，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0.0%（χ2=5.210， P=0.022）。 

结论  艾灸联合系统护理干预可改善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症状，为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治疗提供了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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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 

骨创伤患者术后康复功能锻炼及护理 

 

王静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骨创伤患者术后康复功能锻炼及护理。 

方法  选择本院骨科接收手术治疗的骨创伤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康复组

患者术后由专门的护士给予有针对性的综合康复功能锻炼及护理，而对照组患者仅给予骨外科的常

规护理。 

结果  康复组患者治疗后关节功能恢复的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结论  术后给予骨创伤患者有效的康复功能锻炼及护理，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功能恢复情况，值

得临床推广。 

 

PU-170 

合并压疮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朱叶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合并压疮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特点。 

方法 以 68 例临床合并压疮的脑卒中患者为观察对象，定义为观察组，按照 1:1 匹配的方法随机选

择科室同期收治的 68 例不合并压疮的脑卒中患者为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临床和病史资料。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1）。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观察组糖尿病基础病史和营养

不良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同时发现观察组患者血红蛋白和血浆白蛋白水平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在神经专科检查资料方面，观察组患者意识状态差，昏迷和昏睡率

高，且平均肌力显著低于对照组。 

结论  合并压疮的脑卒中患者具有自身的临床特点，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监测，以预防脑卒中患者

压疮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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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 

脊髓损伤患者康复心理护理模式的探讨 

 

寇娟 张裴景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脊髓损伤(SCI)病人不同时期的心理特征及护理对策。 

方法  针对 SCI 病人不同时期的心理特点,及时采取针对性护理措施。 

结果  病人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明显下降,增强了治病的信心,主动配合康复治疗。 

结论  正确分析 SCI 病人心理特征,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有利于病人的身心康复,帮助其尽早回归家

庭、回归社会。 

 

PU-172 

康乐保产品治疗脑卒中患者Ⅱ期压疮的临床效果观察 

 

鲍颂杨 苏晓娇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康乐保产品治疗脑卒中患者Ⅱ期压疮的临床效果。 

方法 以 56 例脑卒中临床合并Ⅱ期压疮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给予相

应的治疗措施后，观察两组的疗效。  

结果  治疗组患者中 21 例痊愈，创面完全愈合上皮覆盖，痊愈率为 75.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39.

29%（χ2=7.292，P=0.007）。以痊愈和显效计算总体有效率，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为 92.86%

VS64.29%，χ2=6.788，P=0.009。 

结论  康乐保产品治疗脑卒中患者Ⅱ期压疮具有良好疗效，易于创面修复，值得临床推广。 

 

PU-173 

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康复护理体会 

 

王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吞咽困难是脑卒中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发生率高达 30%-40%。吞咽障碍是由于双侧大脑皮质或

者双侧皮质脑干束受损或者吞咽神经，迷走神经，舌下神经核性或核下性损害引起，吞咽障碍患者

长期禁食或进食不当，容易造成电解质紊乱，营养不良及吸入性肺炎。早期的全面的康复干预，是

促进患者吞咽障碍早日康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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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 

家属赋能模式对老年缺血性卒中患者 ADL 的影响观察 

 

李强 沈亚萍 朱晓梅 费晓琳 

这就爱你告诉桐乡市康复医院 314500 

 

目的  探讨家属赋能模式对老年缺血性卒中患者 ADL 的影响。  

方法  将 120 例老年缺血性卒中患者及其家属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入院后

进行病情评估并使用 Barthel 指数进行 ADL 评估，接受常规健康教育，由康复护士向患者宣教饮食、

药物、运动、心理及康复治疗方法等常规内容，出院前做出院指导。干预组在对照组常规健康教育

基础上采用家属赋能模式进行分阶段健康教育。初期（入院 1-2 天）：以康复护士一对一床边教育为

主，宣教中注重对家属及患者的心理支持。早期（第 3 天-出院前 1 天）：以康复护士及康复治疗师

指导示范、家属参与为主。康复护士指导家属学习基本生活护理技术。康复治疗师对家属进行针对

性康复技能培训。鼓励家属讲述培训感受和疑问并及时评估其康复护理技术掌握程度，不断完善健

康教育及康复指导。中期（出院当天）：由康复护士对患者建立出院随访档案，发放出院指导材料，

联合康复治疗师对患者制定出院后康复治疗计划，对家属进行针对性出院指导。末期（出院-出院后

1 个月）：由康复护士每周电话随访，持续 1 个月，了解患者出院后康复训练及 ADL 恢复情况，家

属照护能力，评估健康宣教效果并及时给予进一步针对性指导。两组患者均在入院当天和出院当天

由康复护士当面采用 Barthel 指数进行 ADL 评价并记录。出院后一个月以电话回访形式对患者采用

Barthel 指数进行 ADL 评价并记录。  

结果  两组患者健康教育后 ADL 均高于健康教育前（P<0.05），干预组患者健康教育后 ADL 与对照

组同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老年缺血性卒中患者及其家属采用家属赋能模式进行健康教育，可显著提高老年缺血性卒

中患者 ADL，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75 

自我效能对康复治疗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的影响 

 

王剑雄 杨敏 汪丽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了解康复治疗专业本科生自我效能与专业认同的现状，并初步探讨自我效能与专业认同的关

系，为提高康复治疗专业教学质量提供一定参考。 

方法  本研究采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 GSES )、大学生专业认同量表

对在校康复治疗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由研究者征得学生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并向其说

明此研究的目的及填写方法，问卷当场收回。发放问卷共 188 份，回收有效问卷 177 份，回收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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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结果  有效问卷 177 份（男生 71 例，女生 106 例；大一 58 例，大二 69 例，大三 50 例）。学生总

体自我效能为 2.58±0.52，均数占满分的 64.5%，其中男生一般自我效能显著高于女生（2.71±0.51

vs 2.47±0.49, P＜0.001）。不同年级学生自我效能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学生总体

专业认同得分 3.38±0.56，均数占满分的 67.6%，各因子的平均分排序为认知因子（3.63±0.78）＞

适切因子（3.38±0.61）＞情感因子（3.30±0.60）＞行为因子（3.28±0.68）；不同性别学生比较，

男生情感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女生（3.43±0.62 vs 3.21±0.57，P=0.021），专业认同总分及其余因子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级学生专业认同及各因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自我效能与专业

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r=0.409，P ＜0.001），与专业认同各因子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 

结论  康复治疗专业本科生自我效能总体处于中等略偏上水平，男生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专业认

同总体处于中偏上水平，男生比女生更喜欢康复治疗专业，专业认同并不随着专业知识增加而增强。

自我效能与专业认同密切相关，自我效能高的学生专业认同感更强。教学中可采取相关措施提高学

生尤其是女生的自我效能感和专业认同感，从而改善教学质量。 

 

PU-176 

肉毒毒素治疗逼尿肌尿道外括约肌协同失调患者的护理与配合 

 

蔡萍 冯晓燕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肉毒毒素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尿道外括约肌协同失调（DESD）患者的护理与配合。 

方法  选取脊髓损伤后逼尿肌尿道外括约肌协同失调患者 17 例，将肉毒毒素 100U 经会阴注射于尿

道外括约肌。同时予以围治疗期的护理及配合，记录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尿流动力学指标，包括最

大尿流率，静态尿道压，最大逼尿肌压，残余尿量。记录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残余尿量。 

结果  患者排尿障碍情况好转，患者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不良反应。最大尿道压从治疗前的 108.30

4±24.044cmH2O 到治疗后的 83.957±13.950cmH2O，最大尿流率从治疗前的 7.978±2.425ml/s 到

治疗后的 11.400±3.126ml/s，最大逼尿肌压从治疗前的 74.304±17.587cmH2O 到治疗后的 69.130

±14.793cmH2O，逼尿肌漏尿点压从治疗前的 59.522±14.884cmH2O 到治疗后的 56.435±17.215c

mH2O，残余尿量从治疗前的 246±84ml，到治疗后 1 周的 188±72ml，4 周的 135±63ml，24 周的

221±76ml(p<0.05)。 

结论  通过肉毒毒素治疗逼尿肌尿道外括约肌协同失调患者的安全有效护理与配合，可最大限度保

证肉毒毒素的活性，有效改善患者排尿障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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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 

对老年脑卒中患者进行奥马哈跌倒二级预防的效果评价 

 

方小群 周玉妹 汪秋艳 符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评价应用奥马哈系统对老年脑卒中患者进行跌倒二级预防的效果。 

方法  对 168 例老年脑卒中出院患者进行调查，分析病历资料及家庭访视了解干预组（应用奥马哈

系统）和对照组患者对脑卒中跌倒二级预防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及接受抗脑卒中药物治疗的依从性，

评价应用奥马哈系统对患者进行早期诊治、规范化管理及系统健康教育的效果。 

结果  干预组防跌倒知识的知晓率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抗脑卒中药物治疗依从性好于对照

组（P<0.05）；干预组再次跌倒和骨折的发生率为 5.95％、3.57％，对照组为 36.90％、13.1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老年脑卒中患者应用奥马哈系统进行跌倒二级预防，可提高患者对防跌倒的认知及接受抗

脑卒中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降低再次跌倒和骨折的发生率。 

 

PU-178 

体位护理在脑卒中卧床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樊利敏 韩丽欣 苗静 李伟芹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正确的体位护理对脑卒中恢复期卧床患者肢体功能及预防并发症（沉积性肺炎、深静脉

血栓、压疮等）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恢复期卧床患者按数字表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患者

的一般情况、Barthel 评分及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评分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按照《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均进行综合性康复训练（PT、OT、ST、认知

等），对照组给予传统的护理常规，治疗组给予体位护理（包括良姿位摆放和被动体位变换等），于

干预后 4 周、8 周分别采用 Barthel 指数(BI)、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进行疗效评定，并统

计 2 组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治疗后 4 周，2 组患者 Barthel 指数(BI)、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较治疗前均有改善，

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并发症（沉积性肺炎、深静脉血栓、

压疮等）的发生率较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 8 周，2 组患者 Barthel 指数(BI)、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较治疗前均有明

显改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并发症（沉积性肺炎、深静脉血栓、压疮等）的发生率，对照组较治疗前略有下降，但差异性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较治疗前的发生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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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体位护理是脑卒中患者急性期护理的重要内容，对预后有重大影响。但部分患者急性期未得

到及时恰当的康复治疗和护理，至恢复期仍处于卧床状态。我们观察发现，体位护理结合综合康复

训练，可以改善脑卒中恢复期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减少各类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

量。体位护理不仅适用于早期、住院护理，而对恢复期的患者同样重要，值得临床重视及推广普及。 

 

PU-179 

标准化管理在使用便携式膀胱扫描仪测定 SCI 患者残余尿量中应

用 

 

胡翠琴 纪婕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210029 

 

目的 探讨标准化管理在使用便携式膀胱扫描仪测定 SCI 患者残余尿液量中应用的可行性及临床实

用价值。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7 月 1 日收住我科 42 例残余尿液量（post-void residual urin

e volume，PVR）大于 100ml 的部分自主排尿脊髓损伤患者分为两组。其中，实验组（n=22），膀

胱扫描仪的使用行标准化管理，当膀胱内尿液量大于 400ml，行间歇性导尿，临床治愈指标定义 P

VR 量低于 100ml 或小于膀胱总容量的 20%。对照组（n=20），不对膀胱扫描仪的使用进行规定，

比较两组的临床结局。 

结果 两组患者扫描的总次数、膀胱过度膨胀次数对、有症状的尿路感染发病率对比差异不明显（P

＞0.05）,但成下降趋势。夜间扫描、夜间间歇性导尿次数、平均导出尿液量实验组优于对照组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标准化管理在使用便携式膀胱扫描仪测定 SCI 患者残余尿液量的时机及频率及间歇导尿时机

具有指导意义，值得临床推广。 

 

PU-180 

集束化护理在 A 型肉毒素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中的影响 

 

纪婕 胡翠琴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210029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 A 型肉毒素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中的应用的效果及临床实用价值。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一 2016 年 1 月入住我科的脑卒中后并发下肢痉挛的患者 42 例。入院后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 21 例和对照组 21 例。干预组：男 14 例，女 7 例；年龄（51.71±18.67）岁；

脑出血 11 例，脑梗死 10 例；病程 3.85±1.51 月；改良 Ashworth（例数）2 级 2 例，3 级 8 例，4

级 11 例。对照组：男 19 例，女 2 例；年龄（57.90±15.74）岁；脑出血 10 例，脑梗死 11 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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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3.67±1.44 月；改良 Ashworth（例数）2 级 3 例，3 级 9 例，4 级 9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种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n=21）给予药物注射后常规护理，干预组（n=21）进

行集束化护理干预：包括 1.干预组集束化护理，2.A 型肉毒素的使用管理，3.注射前评估、环境准备，

4.注射前后心理干预，5.注射过程的护理配合，6.注射后护理，比较两组中入院时及注射后 20 天的

分值的变化临床结局。 

结果 两组患者在肉毒素治疗前后下肢 Fugl-Meyer、VAS、ADL、改良 Ashworth 结果组内治疗前后

对比 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组间对比 P＜0.05。 

结论 本研究针对肉毒素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中较以往单纯常规护理措施不同，制定了集束化护理

措施，通过药物管理，注射前评估、环境准备，注射前后心理干预以及注射前后护理等多方面的整

体集束化管理，对于减轻患者治疗过程中的痛苦，改善疾病的转归和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方面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有助于注射后治疗达到最佳效果。 

 

PU-181 

以“重建生活为本”理念的康复护理模式对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

的影响 

 

刘梅霞 王苗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应用―重建生活为本‖理念的康复护理模式对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4 月—2016 年 1 月入院的脑卒中患者 48 例，分为常规护理组和理念护理组，每

组各 24 例。常规护理组采用临床康复治疗和一般常规基础性护理。理念护理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重

建生活为本‖理念护理模式，即—---评估患者目前的生活现状，了解其渴望实现的生活现状。如：自

行吃饭、做饭、穿衣、洗漱、站立、行走、二便、外出购物等，针对其需求在治疗师治疗的基础上，

采取重点护理和指导。于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采用功能独立评定（FIM）自理能力以及改良的 Bart

hel 指数（MBI）分别评估 2 组患者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 8 周后，2 组患者 FIM、MBI 评分与组内较治疗前比较明显改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

＜0.05），理念护理组与常规护理组疗效更为明显（P＜0.01）。  

结论  ―重建生活为本‖理念康复护理能够提高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提高生活质

量，促使其回归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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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术后深静脉血栓危象多因素分析及预防 

 

焦淼 戴珍玲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61 

 

摘要 对于护理人员来说,在预防深静脉血栓的工作中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掌握它的发生机理及高危因

素,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使其认识到预防的重要性,并掌握预防方法,帮助有高危因素的病人以及住院

病人预防和治疗深静脉血栓,从而降低深静脉血栓的发病率。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脊髓损伤术后发生血栓的预测影响因素及预防性护理措施。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法，查阅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住院行脊髓损伤治疗术后的 90 例患

者的病历，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性别、年龄、吸烟史、受伤原因、缺血时间、损伤平面

对脊髓损伤术后发生深静脉血栓危象的影响。。对脊髓损伤术后发生深静脉血栓危象的可能影响因素

进行单因素分析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90 例患者中共有 16 例发生深静脉血栓危象，通过以上方法确定年龄、吸烟史、缺血时间、

损伤平面均为脊髓损伤术后发生深静脉血栓危象的影响因素。 

结论  应针对预测影响因素及时采取护理措施，预防和减少脊髓损伤术后深静脉血栓危象的发生，

提高脊髓损伤术后的康复有效率。 

 

PU-183 

临床路径结合 SOAP 评估在临床康复教学中的应用 

 

周朝生 唐维桢 徐刚 许洁 程超 许纲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观察临床路径（CP）结合 SOAP 评估在康复专业临床带教中，对促进学生自主思考，培养学

生临床思维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积极作用。 

方法  将 47 名学生随机分为 CP 组和 CP+SOAP 组，分别进行为期 1 个月的带教。采用病例汇报评

价表和临床技能进行最终的测试。 

结果  两组学生在主观资料收集方面没有出现统计学差异（P=0.517，P>0.05），但客观资料的收集

以及评估、计划和临床技能均出现了统计学差异（P=0.030；P=0.013；P=0.018 和 P=0.011，P<

0.05）。 

结论  临床路径结合 SOAP 评估在康复专业临床教学中可以不断地启发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自主解

决问题，促使学生康复评估能力、康复技术水平以及整体综合实力的提高。  

 

 

PU-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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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nk asymmetry in school-age children of 7-14 years old 

 

zhang qianying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医院 215002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trunk asymmetry(TA) in school-age children of 

7-14 years old.  

Method   Three methods of inspection, the trunk posture assessment, forward bending test

( FBT) and the scoliometer readings(SR) were used to evaluate 7-14 years old children. Th

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the prevalence of TA in different campuses. Results :8.11% of 7-1

2 years old boys and 7.49% of 7-12 years old girls are TA, while 10.11% of 13-14 years o

ld boys and 6.89% of 13-14 years old girls are of TA. Overall, correlation of height, weight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with TA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In different camp

us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ickness rate of TA between , the 7, 8 and 13 

years old boys(P=0.000,0.001,0.002), the 7, 13 years old girls (P=0.004,0.001) , the 7, 8 a

nd 13 years old boys and girl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evalence of positiv

e FBT between, the 7 years old boys (P=0.000), the 7 years old girls(P=0.002), the 7 year

s old boys and girls(P=0.000) in different campuses. In different campuses, there ar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he case rate of positive SR between, the 7,8 years old boys(P=0.000,0.

001), the 7 years old girls(P=0.000), the 7, 8, 9 years old boys and girls(P=000,0.000,0.00

5). In different campus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orbidity rate of the asymm

etry scaple between, the 14 years old girls(P=0.003), the 14 years old boys and girls(P=0.0

00). 

n different campus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evalence of asymmetry should

er between, the 7, 13 years old boys(P=0.002,0.001), the 13 years old girls(P=0.007), the 

7, 13 years old boys and girls(P=0.000,0.000).  

Conclusion  To the prevalence of 7-14 years old TA , boys‘ are higher than girls‘. The sick

ness rate of TA is distint 

among the different campuses, not the same age and the different gender . The prevalenc

e of the TA at the same age among the various campuses and the different gender is dive

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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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reening tool with five risk factors was developed for fall-ri

sk prediction in Chines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individuals 

 

kang li,Guo qi 

天津医科大学 300070 

 

Objective   Determining falls risk profile to derive a falls risks prediction score and develop

 a simple clinical screening tool for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Methods   The design was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mong adults aged 60 years and old

er. Falls were ascertained for a 1-year follow-up.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regarding demog

raphy, socioeconomic status, medical history, functional limitations, lifestyle factors and psyc

hosocial functioning. Measurements include body mass index, grip strength and Timed Up a

nd Go Test (TUGT). Multivariate analyses using Cox regression models were performed. Re

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the predictors in the final model were added up to obtain the total 

score. The discriminative power was assessed using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Results  he mean age was 67.4 years and 57.7% were women. Gender (OR 1.82; 95% CI

 1.17–2.82), diabetes (OR 2.13; 95% CI 1.13–3.98), TUGT (OR 1.51; 95% CI 1.23–1.94), f

alls history (OR 3.15; 95% CI 1.72–5.79) and depression (OR 2.51; 95% CI 1.36–4.63) wer

e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These predictors were used to build a risk score. The AUC of t

he score was 0.748.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costs of the screening test, the best cutoff p

oint could be 7 (21.9% sensitivity and 97.1% specificity; PPV 70.0% and NPV 82.8%).  

Conclusion  A risk assessment tool (gender, falls history, diabetes, depression and TUGT）

with a cut off score of 7 may be used in the community setting as an initial first step for s

creening out those at low risk of falls. 

 

PU-186 

Transla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

andibular Function Impairment Questionnaire 

 

xu lili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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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adap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Mandibular Function Impairment Questionn

aire (MFIQ) for Chinese-speaking patients with 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 (TMD) and to e

valuate it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otal, 352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TMD according to the resea

rch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TMD (RDC/TMD) Axis I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psycho

metric evaluation included reliability, which was evaluated by internal consistency (Cronbach‘

s alpha coefficient),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hich were tested by content and

 construct validity.  

Results   Since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item 11 (kissing) was low (0.12), this item was exclu

ded in subsequent analyses. F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hree factors were extracted, a

ccounting for 63.6% of the variance. All items had factor loadings above 0.4. Two models 

were tested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two-factor model was adopted (Chi-squ

are/df = 2.279,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086, Comparative Fi

t Index (CFI) = 0.910). Internal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alpha values of 0.925 and 0.720 for e

ach factor)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ICC factor1 = 0.895, 95% CIfactor1 = 0.869–0.918, ICC factor

2 = 0.720, 95%CI factor 2 = 0.645–0.783) of the Chinese MFIQ were excellent.  

Conclusion  A reliable and vali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FIQ was constructed for evaluati

on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TMD after some modification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MFI

Q. 

 

PU-187 

Muscle Strength Rather Than Muscle Mass is Associated Wi

th Osteoporosis In Older Chinese Adult 

 

Ma Yixuan,Guo Qi 

天津医科大学康复与运动医学系 300070 

 

Background  The literature is inconsistent and inconclus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

cle characteristics and osteoporosis.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muscle strength and muscle mass with osteop

orosis is of special interest, as muscles are a target for potential intervention (ie,by strengt

h training).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descriptive study encompassing people aged ≥60 across in Ha

ngu area of Tianjin, China was carried out. (Average age: 66.9±6.2y, male 516,female 652).

 The study population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Osteoporosis was defined by measuring the calcaneal using a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and 

the T value ≥ -2.5. Muscl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d handgrip and appendicular skeletal mus

cle mass divided by height squared (ASM/height 2 ): Grip strength measured by the han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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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 dynamometer and skeletal 

muscle mass was measured using a direct segmental multi-frequency bioelectrical impedan

ce analysi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in this study is 61.6% (male 52.1%, female 69.

1%). Handgrip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osteoporosis, and after adjusting for all other variab

les, it seems that people who have a higher grip strength will have a lower osteoporosis ri

sk (P=0.023). ASM/height 2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osteoporosis (P=0.205). 

Conclusions  In our study, muscle strength rather than muscle mass was positively associ

ated with osteoporosis in older Chinese adult, meaning that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may b

e an important way to prevent osteoporosis in the elderly. 

 

PU-188 

Mobility and Muscle Strength Together Are Mor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Falls in Suburb-Dwelling Older Chinese 

 

wang xiuyang
1
,guo qi

1,2
 

1.天津医科大学 康复与运动医学系 

2.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康复医学科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which combination of tests, among the Time

d Up and Go test (TUGT), walking speed (WS), and muscle strength, is most correlated w

ith falls in suburban-dwelling older adults. 

Method   This i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1092 residents over 60 years old in the Hangu

 area of Tianjin, China, of which 589 are female. The average age was 67.35 ± 5.93 year

s and 204 (18.68%) participants reported falling at least once in the past year. Physical pe

rformance tests included the TUGT, WS, and grip strength (GS). Demographics were collec

ted by questionnaire, and anthropometric factors were measured. 

Result   The cutoff points for TUGT, WS and GS to be associated with falls are respective

ly 9.1750 s, 0.9963 m/s and 0.3816. A TUGT < 9.1750s has the strongest association with

 falls in three physical tests (OR=0.622; 95% CI: 0.436-0.889). When the combination of t

wo physical tests was examined, the combination of TUGT < 9.1750s and WS < 0.9963 m

/s w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falls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sex and other variables (OR

=0.555; 95% CI: 0.325-0.949). Among the TUGT, WS, G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the com

bination of TUGT < 9.1750s, WS < 0.9963 m/s and GS > 0.3816 was most representative

 of falls (OR= 0.394; 95% CI: 0.153-0.996).  

Conclusion   The TUGT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falls in rural-dwelling elderly adult

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better TUGT performance, larger GS and slower WS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falls. Further research is necessary to confirm thes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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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 

Effect of Group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n anxiety，depre

ssion and ADL for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following str

oke 

 

Ma Jiang,Han zhenping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05001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group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 well as ADL for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following stroke.  

Method  Two hundred and forty patients following stroke with hemiplegia from the First Ho

spital of Shijiazhuang were col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40 cases)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After four weeks intervention，O

bservation group lost 2 patients, control group lost 5 patients. All patients received rehabilit

ation nursing and education. Control group with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but exp

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received group rehabilitation therapy for four weeks. Then，single 

blind assessment was done using the HAMA14，HAMD24and ADL after four weeks treatme

nt.  

Results  1. In observation group，the mood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 impr

ovement after intervention（P＜0.05）. 2. the score of daily life activity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1），control group 

was similarly higher than before（P＜0.05）.  

Conclusion  1.Four weeks group rehabilitation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an

xiety and depression as well as improve the ADL. 2. Group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s a prac

tical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and provides patients with a positive, pleasant and rich enviro

nment as well as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stroke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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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Hygiene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Cardiovascular Dise

ase in China Suburb-Dwelling Elderly Populations 

 

Jia Liye,Guo qi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300070 

 

Objectives  Periodontitis is a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risk facto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oothbrushing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car

diovascular diseas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oral hygiene was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cu

lar disease in China suburb-dwelling elderly populations. 

Methods  In our crosS-sectional design study from China 1360 participants who were accep

t free physical examination program from March 2013 to August 2015; There were 1276 in

dividuals with complete data available f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The frequence of too

thbrushing was created as the primary predictor variable. 

Results  There were 1276 participants that met all inclusion criteria for analysis that examin

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ral hygiene and risk factor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574 (4

4.9%) were male and 702 (55.0%) were female. Mean age ±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par

ticipants for male and female were 67.99±6.65 y and 66.59±5.62y. After adjusting for poten

tial confounders, oral hygiene is still related to hypertension and gastroduodenal ulcer in m

an, for woman, oral hygiene associate with BMI. Participants who had better oral hygiene 

had a lower prevalence of risk factor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onclusion  Poor oral hygiene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

ease, these findings may inform future joint medical-dental initiatives designed to close gap

s in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oral and systemic diseases. 

 

PU-191 

Effects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on spasticity of pr

onator teres muscle in patients poststroke 

 

Liu XunCan,Duan HaoYang,Li ZhenLa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Purpose  Spasticity is a common and serious symptom after stroke, which obviously affects

 patient‘s motor function and ability of daily life.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ES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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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sugges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tonia, however, there are not many studies a

bout treatment of pronator teres spasticity.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SWT on hypertonia of pronator teres muscle in patients poststroke. 

Design  ESWT was used to spasticity of hemiplegia lateral pronator teres in patients after 

stroke. Patients would receive 2 session of ESWT per week, which continued 4 weeks. Th

e 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 scores of spasticity were recorded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treatment and 4 weeks after ESWT. Paired-Samples T test was used to define the tr

ansient effect and accumulated effect of ESWT.   

Results  This study included 12 patients, 8 males and 4 females. MAS showed a significan

t reduction of spasticity immediately after treatment (before treatment mean 1.69, after treat

ment mean 0.66, P=0.000). Although a small difference of MAS was existed between baseli

ne 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in spasticity, there was also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spa

sticity between before treatment and 4 weeks later(baseline mean 1.92, 4 weeks after treat

ment mean 1.67,P=0.026). 

Conclusions  The effect of ESWT was significantly in transiently improving Pronator teres s

pasticity in patients after stroke, however, that effect was not obviously at 4 weeks after ES

WT. Further studies with a large sample of patients are needed to certain the effect of ES

WT on spasticity of pronator teres muscle in patients poststroke. 

 

PU-192 

Influence of Mirror Therapy Early Intervention on Functi

on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Hemiparesis after Ischemic 

Stroke 

 

Peng Juan,Yang shibing,Chen Bo,Jian Rui,Yu Jihua Jihua,Huang Juan,XU Fangyua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he tradi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s limited to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hemipl

egia after stroke,most of the patients still suffer from severe motor dysfunction. In recent y

ear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show that novel neural rehabilitation method based on th

e theory of mirror neurons——mirror therapy（MT）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se researches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uch as the no

n unification of the crowd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s.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we observed the effect of MT early intervention on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of ische

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andard method of application 

- assessment of MT.  

Method  ThirtY-six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mirror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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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MT group, n=18）an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control group(RRC group, n=18).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MT group received for 45 mins/d, 5d/week, a total of 3weeks of MT in addition to 

the conventional stroke rehabilitation，but the RRC group received an additional samepattern、time、

intensity of exercise therapy  without mirror reflection. The Fugl-Meyer assessment (FMA) for 

motor recovery, 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MFT）for gross manual hand dexterity, functional 

ambulation category scale （FAC）, Brunnstrom stages of motor recovery for the upper limb and 

lower limb, 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 and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ere used to assess 

changes in function recover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tervention, followed up one and two 

months.  

Results  1.Within group comparison, FMA, WMFT, FAC, MAS, Brunnstrom stage and VAS 

scores of MT group and RRC group increased comparing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MT did not appear related adverse reaction reports; 2.Compared with the RRC group, the

 FMA of upper extremities motor function（FMA-UE）of M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

fter MT intervention，followed up one and two months (P<0.05); mean scores were significa

ntly greater in the MT group than in the RRC group for the WMFT after followed up one 

and two months(P<0.05); 3.Compared with the RRC group, the FMA of lower extremity（FM

A-LE）and FAC of the M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followed up two months (P<

0.05).4. Compared with the RRC group, Brunnstrom stages of motor recovery for the the u

pper limb was also significantly ahead of time in the MT group after followed up one and t

wo months (P<0.05). 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groups for MAS a

nd VAS scores (P>0.05). 

Conclusion  1.This study showed that MT early intervention wa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mot

or performance of the paretic upper limb and hand after stroke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without MT.2.The lower limb function and walking ability was also improved by MT

 as time goes by.3.MT had no obvious advantage in improving spasm and limb pain after 

stroke. 

 

PU-193 

Effectiveness of attention training on language function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aphasia  

 

Zhang Hong,Li He ,Li Ruojin,Xu Guoxing,Li Zhenla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ttention training on language function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aphasia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peech therapy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

ry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ttention training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aphasia. 

Methods   40 cases of aphasia patients after stroke were recruited from department of re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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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tation center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during August 2014 to November 201

5; The age was between 18 to 76 years old，onset time from 2 weeks to 12 months. All 

of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20 cases.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ttention training including f

ocused attention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as well as alternating and 

divided attention training(20 minutes each time, once a day, 6days/week, 5 weeks) while oth

ers in control group accepted conventional speech therapy (20 minutes each time, once a 

day, 6days/week, 5 weeks). All the aphasia patients were assessed their language function 

and attention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herapy.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was assessed with th

e parts of 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 and the items including spontaneous speech, au

ditory comprehension, retell and naming, then the aphasia quotient (AQ) was calculated acc

ording to those scores. At the same time，all the pati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measurement 

of reaction time with the cognitive evaluation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5-week treatment the language function and attention level in two groups we

re improved compared to pretreatment，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mparison of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s in language function and atten

tion level were improved more obviously in experimental group, especially the increase of a

uditory comprehension and naming,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ltho

ugh the spontaneous speech and repetition were promoted obviously but there was no stati

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nventional speech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f stroke pati

ents with aphasia, if combined with attention 

training the effects would be better, especially in auditory comprehension and naming functi

o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U-194 

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

n 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wang ka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post-s

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The research choosed 40 pati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above wh

o had been diagnosed as cognitive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

rue stimulation group (n=20) and pseudo-stimulation group (n=20). Two groups were given t

he same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ue stimulation group received real rTMS stimulation th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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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 stimulation areas: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with the frequency of 10H

z, stimulus intensity was 80% motor threshold（MT), stimulation time: 2s, interval: 20s, treat

ment time:20min. 

The pseudo-stimulation group stimulated the patient's skull with a coil perpendicular to the 

surface, only resulting in the vibration and sound, 

but did not produce a therapeutic effect. All the treatments above lasted for 8 weeks (once

 a day, 5 days a week).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measured before a

nd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using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the beha

vior of Rivermead Behaviour Memory Test（RBMT), 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 to assess 

the recovery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PSCI patients and daily living.  Results  Before treatme

nt, MoCA score, RBMT score and MBI score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l

y different (P>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MoCA score, RBMT score and MBI score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an those of before treatment (P<0.0

5). While compared with pseudo-stimulation group, three kinds of scores in true stimulation 

group in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P<0.05).  

Conclusion  rTMS can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SCI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patient'

s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It is a relatively effective therapy and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PU-195 

Effect of paired associative stimulation on functional r

ecovery and the expression of GAP-43,MAP-2 in r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 injury 

 

Hu Yan,Lu Yinshan,Guo Tiecheng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Tongji Hospital，Tong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aired associative stimulation(PAS) on functional rec

overy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in terms of neural plasticity. 

Methods   Ninety male adult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sham oper

ation group (Sham group), a model group (Model group) and a paired associative stimulatio

n group (PAS group). Each group was then subdivided into 7, 14, 28 days subgroups with 

10 rats in each. The focal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Longa s

uture method in model group and PAS group. The rats in sham operation group underwent

 the same operation procedure except for the real occlusion of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The rats of PAS group received PAS treatment beginning 24h after the occlusion, sham 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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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and model group didn‘t give any intervention.Neurological function was tested by Garcia 

scores at 1,7, 14, 28days after surgery, and motor function was test by rota-rod test at 7,1

4, 28 days after surgery. Rats in each subgroup were sacrificed in a random order on the 

7th，14th and 28st days ,the expression of GAP-43 and MAP-2 mRNA and proteins in isch

emic penumbra were detected using 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s and motor coordination ability of sham group wer

e better than the model group and PASgroup at 7, 14 and 28days (P<0.05).And the PAS g

roup had higher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s and better motor coordination ability than mod

el group at 7, 14 and 28days (P<0.05). In addition, PAS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m

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GAP-43 and MAP-2 in the penumbra a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at each time point（P<0.01）, the expression of mRNA and protein of GAP-4

3 and MAP-2 of PAS group were the highest at 14d, and remained at high level at 28d.  

Conclusions  PAS can improve the recovery of neurological and motor function and enhan

ce the expression of neuroplasticitY-associated proteins MAP-2 and GAP-43 in penumbra i

n rats with experimental cerebral infar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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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vibration frequency of low-magnitude whole

 body vibration (WBV) on subchondral trabecular bone microarchitecture and cartilage degra

dation and metabolism of the tibia and femoral condyle bone/cartilage turnover and joint pai

n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ransection (ACLT) induced osteoarthritis (OA) rab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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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90 adult rabbits underwent unilateral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ransaction(ACLT) a

nd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Group 1: ACLT control group, Group 2: WBV(5 Hz) + ACL

T, Group 3: WBV(10 Hz) + ACLT, Group 4: WBV(20 Hz) + ACLT, Group 5: WBV(30Hz), Gr

oup 6: WBV (40 Hz). Pain was tested via weight-bearing asymmetry. Subchondral trabecular

 bone microarchitecture using vivo micro-computed tomography (micro-CT). Knee joint cartila

ge was evaluated by gross morphology, histology and expression level of ECM gene (Aggr

ecan and Collagen type II). Serum BSALP, N-mid OC, COMP, CPII, CTX-I, PIIANP, G1/G2 

aggrecan levels and urine CTX-II were analysis.  

Results  After 8-week low-magnitude whole body vibration (WBV), the lower frequency (10H

z and 20Hz) WBV treatment accelerated cartilage formation and decreased cartilage resorpti

on, delayed cartilage degradation especially at 20Hz regimen. However, higher frequency (3

0Hz and 40Hz) had the worse effect compared to lower ones, with worse limb function and

 CV, higher histological scores and cartilage resorption. In contrast, both of which prevented

 loss of trabeculae and increased bone turnover. Regarding 5Hz group, no significant chang

e was observed.  

Conclusion  Our data demonstrates that lower frequency (10Hz and 20Hz) of low-magnitud

e whole body vibration (WBV) increased bone turnover, delayed cartilage degeneration and 

caused moderated functional change of OA affected limb in ACLT-induced OA rabbit model,

 but did not reverse OA progression after 8-week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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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relevant aspects of functioning and disability as wel

l a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 from patients‘

 self-report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for 

children and youth (ICF-CY) . 

Methods  our departments of orthopaedics in 4 hospitals and five departments of rehabilitati

on medicine in 5 hospitals participated in a multicenter, empirical crosS-sectional study. We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975 patients with AIS from 5 hospitals by their sel

f-reporting. Additionall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clinical outcom

e. Forms of three AIS groups were then compared with respect to the identified problems. 

Interviews were transcribed verbatim. Categories identified by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were s

ubsequently mapped to the ICF-CY using the established linking rules. 

Results  We identified 1278  themes that linked to 54 ICF-CY categories from 18 chapters.

 22 (41%) categories were identified as body functions, and 7 (13%) as body structures,15

 (27%) as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 10 (19%) as environmental factors. 45 (83%) of the c

ategories were second level, 5 (9%) were third level, and only 4 (7%) were fourth-level cat

egories. Different between AIS forms were observed for several ICF-CY categories.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AIS reported activity limitations and participation restrictions comb

ined with impaired body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Environmental factors may act as a barrier

 or facilitator for patient functioning as a problem in daily life. The ICF-CY provides a valua

ble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faceted impact of AIS. The results o

f this research will be used to develop ICF Core Sets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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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e chronic effects of spinal cord injury (SCI) have focused mainly on sensor

imotor dysfunction. Clinical studies have suggested potential cognitive changes based upon 

patient self-reporting of post-morbid conditions.Newly studies showed SCI induce chronic infl

ammatory changes in the brain, b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still remain to be elucidate

d.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pinal cord injury on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

ion in adult rats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s. 

Methods  Adult rats T9 contusion injury model were applied and wait for at least 4~12 we

eks. The Mirrors Water Maze and shuttle box testing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of the animals. Nissl staining and FD rapid Golgi staining were employed

 to observe the neurons and dendritic morphology in the brain. Expressions of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ERS) markers were characteriz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nd Western Bl

ot.  

Results  The latency of Mirrors Water Maze appears to extend significantly in SCI animals 

after 8weeks and more but not the early time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ones. Nissl bodi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SCI group as well as 

the cell boundaries blur at the hippocampus region of CA2, CA3, and DG. This was in acc

ordance with FD rapid Golgi staining because there were a lot more breakage axons and r

educed dendrites in the SCI animal 4weeks post injury. ER maker such as BIP, p-Ire and 

Caspase-12 were found up-regulated at hippocampus in SCI animals.  

Conclusion  We found here that SCI might attenuate the important brain functions like me

mory and learn besides paralysis of limbs.This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SCI can initiate E

RS in the brain. This work gives a clinical indication that brain function of chronic SCI pati

ents in rehabilitation should be noted in this regard.  

Funding acknowledgement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07159

9;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Program of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

ssion (No. KJ15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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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with sub-acute stroke: a case study 

 

He Ying
1,2
,Zhou Jing

1,2
,Yang Lei

1
,Yao Liqing

1
 

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Yunnan Province，China 

2.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Province，China 

 

Background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to stroke rehabilitation only focus on the balanc

e and mobility ability in full-attention (i.e. single-task, ST) condition. However, functional co

mmunity ambulation not only necessitates a critical level of postural control and walking ski

lls, but also the ability to engage in cognitive tasks while walking (i.e., dual-task, DT). Prev

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DT ability was impaired after stroke. However, few study inve

stigated the feasibility and potential value of DT training in people with sub-acute stroke. T

his case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feasibility and potential value of adding the dual-task

 balance and mobility training to routine physical therapy in people with sub-acute stroke.   

Method  Four stroke survivors at the sub-acute stage (participant 1: male, 38 years old, 4 

weeks since onset; participant 2: female, 76 years old, 8 weeks since onset; participant 3: 

male, 28 years old, 16 weeks since onset; participant 4: male, 76 years old, 4 weeks sinc

e onset) participated after they regained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walking. The dual-task b

alance and mobility training program include two domains of tasks: the motor tasks and th

e cognitive tasks. The training volume was four sessions per week, 3 weeks duration, thus

 12 sessions in total. In each session, the motor tasks included were balance, walking abili

ty, and agility; and the cognitive tasks included were verbal fluency, mental tracking, workin

g memory,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auditory discriminatio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

mplete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 motor tasks and cognitive tasks simultaneously an

d perform both of them as well as possible. The outcomes measured were walking ability 

[self-selected speed 10-meter walking test, timed up-and-go (TUG) test] both in single- and

 dual-task condition, balance ability [Mini-Balance Evaluation System Test (Mini-BEST)], and

 balance efficacy [ActivitY-specific Balance Confidence (ABC) Scale], we also used the stro

op tast to show the cognitive function. 

Results  All four participants improved their walking ability in both single- and dual-task co

ndition (walking time reduced 2.18% ~ 27.77% in single-task condition, 5.02% ~ 41.43% in

 dual-task condition). The balance function (Mini-BEST score) was enhanced (15.79% ~ 87.

5%), whereas outcomes on the balance efficacy (ABC score) varied (1.43% ~ 82.34%). an

d cognitive ability change shown by the Stroop test also reduced markedly (6.45% ~ 26.6

7%).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dding DT training to routine physical therapy in

 people with sub-acute stroke is feasible and may have potential value for improving DT w

alking ability, balance func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The long term effect of dual-task t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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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 in people with sub-acute stroke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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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metric Properties Study of of 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 in High Risk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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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oncurrent validity of 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 (AIMS) in Chinese with 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 II (PDMS-II) and comp

are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two scales when used in high risk infant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 high-risk infants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7.76±3.93 m

onths were recruited to this study. Three investigators experienced in AIMS and PDMS-II pa

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Each investigator administered the AIMS and PDMS-II to the infants 

within  one week and recorded the assessment results. The raw scores of the two scales f

or each infant were analyzed for the concurrent validity.  

FortY-seven infants who were assessed less than or at 6 months (average age 4.51±1.00 

months) were followed-up till two years old. The outcomes at two years old were used to in

vestigate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d

iagnosis rate of AIMS and PDMS-II. 

Results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AIMS with PDMS-II was 0.965. For the AIM

S, the sensitivity was 81.0%, specificity was 69.2%,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68.0%, ne

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81.8%, diagnosis rate was 74.5%. For PDMS-II, the sensitivity 

was 52.4%, specificity was 100%,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100%, negative predictive v

alue was 72.2%, diagnosis rate was 78.7%. 

Conclusion  The AIMS in Chinese had high concurrent validity with PDMS-II and it was a 

sensitive assessment tool to evaluate the motor development of high-risk infants at very ear

ly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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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rehabilitation of sarcopenia in Chinese su

burb-dwellling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we examined the prevalence of sarc

openia in the population, and compared sarcopenia and sarcopenia componments between 

subjects with and without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on 766 Chinese suburb-dwelling subjects (488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who were examined using 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Prevalence of sarcopenia was using Asian Working Group for sarcopenia components.  

Results  The total prevalence of sarcopenia was 11.3%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prevalence was 7.4% and 35.8%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ged 60

–74 and ≥75, respectively. After adjustments for confounders (age, gender, BMI, smoking, dr

ink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arcopenia (OR=2.75，

95% CI=1.50-5.05). Among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sarcopenia, low gait speed (OR=2.

70, 95% CI=1.10-6.67), but not low grip strength (OR=1.02, 95% CI=0.99-1. 05) and low m

uscle mass (OR=1.01, 95% CI=0.98-1.03) was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f

ter multivariable adjustments.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s that the prevalence of sarcopenia in Chinese suburb-dwelli

ng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was high,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were i

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arcopenia. So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preventi

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sarcopenia in this population. Moreover,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cus 

on improving gait speed may contribute to sarcopenia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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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 is a three-dimensional spinal deformity ch

aracterized by lateral curvature and vertebral rotation of spine. The assessment of AIS requ

ires a non-ionizing radiation imaging technique to reveal the three dimensional (3-D) deformit

ies. Ultrasound, as one of the radiation-free methods, has become a potential option in th

e assessment of patients with AIS. However, studies using ultrasound to evaluate scoliosis 

under the clinical setting are limited.  

Ai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iability & validity of 3-D ultrasound in

 the 3-D assessment of scoliosis.  

Method  Sixteen female AIS subjects (aged 14.8 ± 1.7 years) were recruited and scanne

d using a 3-D ultrasound unit incorporated with SonixGPS system (Ultrasonix Medical Corpor

ation, Canada). Ultrasound scanning was performed continuously along the coronal plane fr

om C7 to S1, with 

the subjects in the supine position. Two observers performed the ultrasound canning and 3

 times of angle measurements after 3-D image reconstructions. The coronal curvature and 

vertebral rotation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center of laminae (COL) method. To compare w

ith the ultrasound measurement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examination was cond

ucted within the same morning.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was used to ass

ess the reliabilities of ultrasound measurement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validity of 3-D ult

rasound assessments, the means comparison, the Bland-Altman method and the Pearson co

rrelation analysis were applied between the 3-D ultrasound and MRI measurements in the p

atients with AIS.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was set as 0.05.  

Results  The center of laminae (COL) method showed high intra-observer and inter-observe

r reliabilities (both with ICC>0.9, p<0.001) to measure spinal curvature in the coronal plan

e, and vertebral rotation in the transverse plane. Additionally, the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 (r) was high for the 3-D ultrasound and MRI measurements (both r>0.75, p<0.001). T

he results of Bland-Altman plots also demonstrated the agreement between 3-D ultrasound 

and MRI assess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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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 Conclusion  The radiation-free 3-D ultrasound presented to be a reliable & 

valid method for measuring spinal curvature in the coronal and vertebral rotation in the tran

sverse plane in the patients with AIS under clinical setting. Continuous studies are deserved

 to further validate the 3-D ultrasound measurements in larger clinical trial. With these effort

s, 3-D ultrasound will become a potential option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o radiography for s

creening and routine assessment of scol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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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co-contraction patterns, lower extremity mus

cles onset latencies to time of impact and magnitude of activation of selected muscles duri

ng landing after single-leg-jump in adolescent soccer players with or without lower extremity

 injury. 

Methods  Twenty two players of under sixteen male national soccer team of China, divided

 into injury group(IG)who had ankle sprains and will return to play and control group(CG) w

ho had no injuries,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study. The SEMG muscle activity order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players‘ lower extremities were tested during specific single leg lan

ding. 

Results  Compared with CG, the activity of IG were significantly slower on TA (P = 0.0001),

 BF (P = 0.01), VM (P =0.0001), VL (P = 0.001), PL (P = 0.0001), TP (P = 0.0001) and 

ST (P = 0.01), while the activity of RF was faster (P = 0.024). Most tested muscles of bot

h 

groups had same contribution rate (P> 0.05) during the movement processing which was fr

om heel-landing to toeS-off. But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BF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

en the two groups (P = 0.016).  

Conclusions  During stance phase of single leg landing, the leg muscles of healthy elite a

dolescent soccer players have the corresponding activation order: ankle dorsiflexion, quadric

eps and hamstrings collaborative stable knee and then PL, TP and gastrocnemius muscle c

ollaborative stable ankle; elite adolescent soccer players with lower extremity soft tissue inju

ry before returning to play had significantly previous activation of the rectus femoris and co

mpensatory increase of hamstring work; muscle activation order and contribution rates du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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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specific actions can be used to develop and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argeted rehabilitatio

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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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Motor impairment leads to the restriction in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nd is alwa

ys the major concerns of rehabilitation in post-stroke survivors. The ability of dividing attenti

on between two or more tasks simultaneously (i.e. dual-task, DT) is of high importance in 

a multitude of daily func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walking and balance. However, whether the

 task-specific DT balance and/or walking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walking and/or

 balance ability 

under DT condition is currently unknown.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dual-task balance and mobility training in people with

 stroke. 

Methods  An extensive electronic databases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f they used the DT intervention, assessed and compared the DT balance and/or

 walking performance between training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people with stroke. The 

primary researcher extracted the data of each article and confirmed with the principal inves

tigator.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each study was evaluated by two independent resear

chers using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recommendation. Any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tw

o researchers was confirmed with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Results  Fourteen articles (fourteen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ystematic review totaling

 521 participants. The inter-rater agreement for article selection was excellent (Kappa=0.82).

 In these studies, none was rated as low risk of bia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observ

ed in DT walking ability (e.g. pace, rhythm, and ambulatory level), balance function (both l

aboratory and clinical measures), cognitive function, and daily living abilities (e.g. MBI and 

FIM scores), regardless of the nature of the comparison group and the training protocol us

ed. It was shown that the DT 

training group would gain more improvement regarding the DT walking and/or balance p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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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ma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Furthermore, groups that used the mixed tasks i

n the training protocol would gain more improvement compared with the ones that used pu

re tasks only.  

Limitation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included studies was low. Findings of this review 

are only generalizable for people with stroke. Meta-analysis was not conducted due to the 

large heterogeneity of the selected studies.  

Conclusions  DT training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DT gait and balance performanc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individuals with stroke, making it potentially valuable in the clinical pra

ctice. Future study with larger sample 

sizes and high methodological quality should be conducted to further identify its merits in t

he clinical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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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NMES) is a potentially useful modality for s

troke rehabilitation, but it remains challenging to find a multi-muscle NMES paradigm that a

ssists the residual voluntary movements from the patient during a task-oriented training (TO

T). Moreover, it is not clear with regard to the amount of TOT that is required to show im

provements for the new FES paradigm. In this study, our objectives are: 1) To test the fea

sibility of a synergY-based multi-muscle NMES strategy; 2)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

s NMES strategy in accelerating post-stroke motor function recovery via a new task-oriente

d training protocol.   

Methods  We conducted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NMES Intervention Group and a Sham Group.  Daily NMES interventions were applied to

 patients, approximately one hour each day for five consecutive days. Stimulation paramete

rs were determined for each patient using an algorithm based on muscle-synergies obtaine

d from healthy subjects. The task-oriented training protocol required patients to repeat forw

ard and lateral reaching movements, with concurrent assistance from NMES. Sham interven

tions were tested with all NMES electrodes attached but without actual stimulations. The ex

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in a controlled laboratory setting.  7 patients with ischemic post-s

troke hemiparesi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NMES interventions were applied to 6 patients,

 2 patients received sham interventions, and 1 patient received sham intervention fo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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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NMES.   

Results  We measured kinematics, electromyography, and upper-extremity Fugl-Meyer score

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he effect of NMES assistance was immediate i

n the 2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ith increased peak movement velocity and mor

e consistent kinematics. After 5 days of NMES intervention, all patients showed increased 

Fugl-Meyer scores and peak movement velocity. Interestingly, the post-intervention muscle s

ynergy in patients became more similar to that of healthy controls. No comparable improve

ments were observed after sham interventions. Particularly, a self-comparison in the patient

 received both sham and NMES interventions highligh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NMES with t

ask-oriented training.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t is feasible to concurrently stimulate multiple mus

cles to assist residual movements using NMES, and accelerate recovery towards more nor

mal kinematics and muscle activation pattern. The NMES and task-oriented training protocol

 showed initial indications of effectiveness with only 5 days of intervention. Further testing i

s needed to confirm these results with a more extensive, double blinded trial protocol in a 

larger patient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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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e ability to perform a cognitive task while walking simultaneously (dual-tas

king) is important in real life, 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re

search. However,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dual-task walking tests have not been well

 established in stroke.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dual-task a

ssessment tools before their use in fall prediction or intervention studies. This study was th

u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oncurrent and known-groups validity of va

rious dual-task walking tests in people with chronic stroke.  

Methods  This is an observational measurement study with a test-retest design. EightY-eight

 individuals with chronic stroke participated. The testing protocol involved four walking tasks

 (walking forward at self-selected and maximal speed, walking backward at self-selected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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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d, and crossing over obstacles) performed simultaneously with each of the three attentio

n-demanding tasks (verbal fluency, serial 3 subtractions or carrying a cup of water). Partici

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perform the walking task alone first, then with a secondary task. 

The sequence of the walking tasks and their various combinations with the secondary task

s were randomized to prevent the order effect.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both t

he walking and cognitive tasks as well as possible without prioritization to any task. For ea

ch dual-task condition, the time taken to complete the walking task, the correct response r

ate (CRR) of the cognitive task, and the dual-task effect (DTE) for the walking time and C

RR were calculated. FortY-six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tested twice within 3-4 days to esta

blish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esults  The walking time in various dual-task assessments demonstrated good to excellen

t reliability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2,1)=0.70-0.93; relative minimal detectable c

hange at 95% confidence level (MDC95%)=29%-45%].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RR (ICC2,1=0.

58-0.81) and the DTE in walking time (ICC2,1=0.11-0.80) was more varied. The reliability o

f the DTE in CRR (ICC2,1=-0.31-0.40) was poor to fair. The walking time and CRR obtain

ed in various dual-task walking tests were moderately to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ose of t

he dual-task Timed-up-and-Go test, thus demonstrating good concurrent validity. None of th

e tests could discriminate fallers (those who had sustained at least one fall in the past yea

r) from non-fallers.  

Conclusions   The walking time derived from the various dual-task assessments generally 

demonstrated good to excellent reliability, making them potentially useful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endeavors. However, the usefulness of these measurements in predicti

ng falls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Relatively low reliability was shown in the cognitive o

utcomes and DTE, which may not be preferred measurements for assessing dual-task perf

ormance. The results are generalizable to communitY-dwelling individuals with chronic strok

e only.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PU-207 

Language functional training of patients with Broca apha

sia after Stroke 

 

lu lu 

洛阳市中心医院 471009 

 

Objective  Broca aphasia is one of the common sequela after Stroke.For these patients, th

e earlier language functional training they have, the better they can get along well with fa

milies and the environment. Now 59 cases are trea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roca apha

sia after Stroke by the early language functional training. 

Methods  59 cases of Broca aphasia after Stroke，whose language function were normal b

efore Stroke, were evaluated by CRRCAE to judge the type and degree, and trained the s

econd day after hospitalization. The training time set in the morning which was the energet

ic time for patients. Also, it happened in one single room with pleasant light and temperatu

re or with a screen separating with others. The content included several points as follows. 

First, patients were asked to do lip movement and pronunciation training such as whistling 

and blowing out candles, 10 minutes per time and 5 times per day. Second, therapists gui

ded the patients to try their best to put out their tongues and do the circular motion, 5 to 

10 minutes per time and 5 to 10 times per day. Third, soft palate elevation training, such 

as saying ―ah‖ as long time as possible.Forth, the patients were asked to answer ―yes‖ or 

―no‖ to several simple questions. Fifth, the patients were asked to repeat daily expression 

continuously, such as ―go to sleep‖, ―thirst‖, ―have meals‖. Sixth, award was given when th

e patients gave the correct answer. Not showing mean to them when the patients could no

t tell the right answer. 

Results  Based on 3 months training, 35 cases were recover, 9 were obviously improved, 

8 cases were improved, lightly improved and 1 case had no effect.   

Conclusion  1. By evaluating with CRRCAE, scientific language training is used to promote

 recombination function of nerves, accelerate compensation movement, save the penumbra,

 and recovery language function to its extend.   

2. Early language functional training can forbid the muscular atrophy of phonation organs, 

and it also do good to those who has muscular atrophy.   

3. We are satisfied to the result of 3 months continuous language functional training at an

 early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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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8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electro acupuncture and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

point stimulation 

 

Zhao Jingpu,Liu Huihua,Yan Tiebi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12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lectro acupuncture (EA) and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

cupoint stimulation (TEAS) on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EP) of the upper extremity

 in healthy subjects 

Methods  10 cases of 20-30 year old healthy young volunteers were selected, and self-co

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 Each of the subjects was randomly treated with EA and 

TEAS. The same acupuncture points (Zusanli and Waiguan) were used on the right hand s

ide in 

these two treatments, and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s was one week. Stimulati

on parameters were: frequency 2 Hz, pulse width of 200 us, continuous stimulation, current

 intensity that can cause muscle twitch and no discomfort among young volunteer, treatmen

t time 30 mi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SEP was detected. The latency and amplitude of

 N20 and N9 of SEP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After single EA and TEAS treatment, N20 and N9 showed a prolonged latency an

d a trend towards decreasing amplitude on the stimulation side and non-stimulated side. Th

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the N20 and N9 latency between the sti

mulus side and the non-stimulated side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

nt difference in the latency and amplitude of N20 and N9 between the treatment of single 

EA and TEAS. 

Conclusion  Single EA or TEAS therapy in young healthy subjects was able to modulate t

he excitability of the cerebral cortex. However, the two treatments in the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the SEP,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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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 

The application of whole body vibration in the clinical 

diseases from 2009 to 2015:implication for clinical reha

bilitation 

 

Liao Lingy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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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West China School of Medicin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Rehabilitation Medicine Center，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in Sichuan，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

ina. 

 

Aim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hole body vibration (WBV) in the clinical diseas

es from 2009 to 2015. 

Method  Search was conducted through PUBMED, MEDLINE and EMBASE covering the pe

riod between 2009 and 2015. Papers were inclu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controlled 

trails, pilot studies, and randomized crosS-over studies about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WBV in the clinical diseases. Articles about the effect of WBV on clinical problems in 

older adults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were also inclueded, whereas articles about the e

ffect of WBV on other healthy people or athletes were excluded. 

Result   A total of 216 articles, coming from 101 different journals, were included in this arti

cle. The majority of publications (81.9%) were (pseudo-)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r ran

domized crosS-over studies. There were a total of 34 kinds of diseases being studied, suc

h as parkinson disease, knee osteoarthritis, stroke.A quarter of papers are the application o

f WBV in elderly adults.For different diseases,the parameters of WBV are different.In this a

rticle,we mainly investigate the frequency,amplitude and acceleration of WBV. 

Conclusion  WBV contributed to the rehabilitation of muscle strength, balance, functional m

obility and postural control in several diseases, mainly including neurological diseases, chro

nic diseases and disabilities. In addition, WBV also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unctional per

formance of older adults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Although WBV has been widely appl

ied in the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we still need a larger amount of studies to explore the opt

imal treatment protocol about WBV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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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0 

Effects of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on Suprahyoid Motor C

ortex Excitability in Healthy Subjects 

 

lin t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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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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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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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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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Guangzhou Medical Univ

ersity 

2.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im  Continuous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cTBS) and intermittent TBS (iTBS) are novel patte

rn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with substantial potential for moto

r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post-stroke. However, TBS of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ha

s not been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BS effects on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ex

citability and its potential mechanisms in healthy subjects.    

Methods  ThirtY-five healthy subjects (23 females; mean age = 21.66 ± 1.66 years) comple

ted three TBS protocols on separate days, separated by at least one week. In protocol A, 

the subjects were stimulated by cTBS to the left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hot spot with the

 intensity of 80% active motor threshold (AMT) of the right first dorsal interosseous (FDI). I

n protocol B, the subjects were stimulated via iTBS to the left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hot

 spot with an intensity of 80% AMT of the right FDI. In protocol C, the subjects were stim

ulated via cTBS to the left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hot spot with an intensity of 80% AMT

 of the right FDI, followed by iTBS to the right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hot spot with an i

ntensity of 80% AMT of the left FDI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ompletion of cTBS. A stere

otaxic neuronavigation system facilitated accurate TMS positioning. Left and right suprahyoi

d motor evoked potentials (SMEP) were recorded using single-pulse TMS from the contrala

teral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before stimulation (baseline) and 0, 15, and 30 min after sti

mulation. The MEP latency and amplitude were analyzed via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

f variance. 

Results  cTBS suppressed ipsilateral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and activated the 

contralateral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iTBS facilitated ipsilateral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ex

citability, with no effect on contralateral excitability. Bilateral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excitabi

lity was up-regulated after cTBS of the left, followed by iTBS of the right suprahyoid motor

 cortices. TBS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atencies of bilateral SMEP. TBS effects on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lasted a minimum of 30 min. 

Conclusions  TBS effectively regulates suprahyoid motor cortex excitability. Suppression of e

xcitability in one hemisphere leads to further activ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contralateral m

otor cortex. iTBS reverses the inhibitory effect induced by cTBS of the contralateral sup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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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id motor cortex. 

 

PU-211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ladder pressure-capacity monitor

ing in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bladder of spinal cord i

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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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classify the bladder dysfunction of spinal cord injury for pertinent rehabilitatio

n therapy and after one month evaluate the curative effect by Bladder Pressure-Capacity M

onitoring Instrument. 

Methods   20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bladder caused by spinal cord injury were included i

n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Lu Wan Branch,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

ty School of Medicine, during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5.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by the Bladder Pressure-Capacity Monitoring Instrument, bladder dysfunction conditions of 

the 2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 hyperreflexic bladder and areflexic bladder ,th

en accepted pertinent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fter one month , the bladder function was ev

aluated again , maximum bladder capacity ,maximum bladder pressure and residual urine c

apacity were compared with t  test analysis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symptoms were eval

uated with urinalysis leucocytes microscopy by rank sum test ,before and after the therapy

 . 

Results  6 of the 20 patients' bladder dysfunction conditions were evaluated as hyperreflexi

c bladder ,and the rest were areflexic bladder .After one month pertinent rehabilitation ther

apy ,maximum bladder capacity increased ,maximum bladder pressure decreased and resid

ual urine capacity decreased (P<0.05) of the hyperreflexic bladder patients ;while the arefle

xic bladder patients ,their maximum bladder capacity decreased , maximum bladder pressur

e increased and residual urine capacity decreased(P<0.05). And the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s

ymptoms decreased (P<0.05)of all the 20 patients after one month therapy . 

Conclusion  The bladder pressure-capacity monitoring is help for to classify the types of bl

adder dysfunction conditions and direct pertinent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s a result ,the blad

der function conditions wer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symptoms were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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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 

Quality of Life of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C

erebral Palsy: A Comparison between Mother and Grandmoth

er Caregivers in Anhui Province of China 

 

Wu Jianxianx,Zhang Jinniu,Hong Yongfe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601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other and grandmother primary caregivers o

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caregivers. 

Methods   We recruited 125 mother and 52 grandmother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

h cerebral palsy in five rehabilitatio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Anhui Province of China. All the

 primary caregivers were interviewed with the Short-Form 36 Health Survey (SF-36) version

 2.0 and with researcher-designed questionnaires for family background which included car

egiver age, marital status, sleep status, family income, educational status,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ld. As for the children, social-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medical history and the result of a physical examination performed by a doctor in neurologi

cal rehabilitation were also collected.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quality of lif

e of caregivers with that of the Chinese general population,and examin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ubscales of SF-36 questionnaire between mother and grandmother caregivers. 

Results   Our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mother and grandmother caregivers scored low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both mental and physical summary sc

ores of SF-36 questionnaire. Grandmother caregivers had lower scores than mother caregiv

ers in all eight domains and in the two summary scores, with all differences being statistic

ally significant (P<0.05),except for the domain of the mental component summary score(P =

0.618).The differences were found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in the domains of physical functio

ning, role physical, bodily pain and also the physical component summary score（P<0.001).  

Conclusion   Our study assesse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other and grandmother primary ca

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in China and found it to be poorer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hile both groups scored remarkably lower in mental health, the physi

cal functions of grandmother caregivers prove to be even more vulnerable to damage than

 that of mother caregivers. The findings of current study serve to highlight the need for on

going monitoring, promotion and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aregivers of chil

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PU-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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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ogenic diet results in early improvements in function

al and histological outcome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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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Previously, ketogenic diet (KD)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new approach to th

e therapy of spinal cord injury (SCI), but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ults have been repo

rted regarding KD treatment in several articles. A possible reason of this controversy may li

e in the variance of KD amount used in different researches, and the blood ketone levels 

always declined after the initiation of KD treatment gradually.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

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 calorically restricted KD regimen can keep a higher and more st

able blood ketone level,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is KD regimen can improve functional 

and histological outcomes after SCI.  

Methods   Immediately after C5 hemi-contusion injury, 34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f

ed with either standard diet (SD, ad libitum, n=17) or a restricted ketogenic diet (KD, 2.5g/

100g body weight/day, n=17), corresponding to a 15% reduction of normal caloric intake. B

ody weight and blood β-hydroxybutyrate concentration were evaluated every week after injur

y. Forelimb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behavioral performances (Staricage test and Rearing 

test) every other week for 8 weeks. Animals were then euthanatized, followed by paraforma

ldehyde perfusion. The spinal cord tissue was harvested, and 20μm-thick transections were 

prepared for Eriochrome Cyanine (EC) staining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spinal cord t

issue sparing. 

Results  Blood β-hydroxybutyrate concentration in KD group remained above 1.50mmol/l du

ring the 8 weeks without decrease (maximal 

level 2.89 mmol/l), whereas the blood β-hydroxybutyrate concentration in SD group was aro

und 0.70 mmol/l. Increased usage of the affected forepaw of KD group in the Rearing test 

was observed at as early as 2 weeks post-injury, 21.27±3.92% (KD) vs 9.14±1.33% (SD), 

P<0.05. Percentage of eaten pellets of KD group in the Staircage test also became signific

antly higher than the SD group since 4 weeks post injury, 23.11±5.02% (KD) vs 11.55±2.49%

 (SD), P<0.05, indicating that the function of both proximal and distal forelimb was improve

d. This improved forelimb function remained stable. Histologically, the spinal cord of KD gro

up displayed more gray matter sparing,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white matter sparing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average body weight of KD group was slightl

y lower than SD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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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restricted KD regimen resulted in a sustained blood ketone level with sig

nificant neuro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in function but no obvious body weight loss, indic

ating that maintained ketone levels may b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KD treatment. This beneficial effect is more likely related with protection of neuron cell b

odies (gray matter) rather than the axons (white matter), and further researches are desired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PU-214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old therapy used at ankle

 joint sprain and thermotherapy used at the thigh root o

f wounded side 

 

Song Lin,Zhang Chi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Sport Rehabilitation College 100084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adopts two methods: cold therapy and cold therapy & thermother

apy alternate to intervene separately in patients with ankle joint sprain during the acute ph

ase. Observ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wo different methods in patients with ankle joint spr

ain during the acute phase. Discuss the effect and 

significance of cold therapy or cold therapy & thermotherapy alternate and recover the blan

k of cold therapy thermotherapy alternate applied in athletic injury during the acute phase. 

Method  Randomized trial was performed in 12 students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who diagnosed with ankle joint sprain during Ⅱ the acute phase. They were ran

domly separated into cold therapy group or cold therapy & thermotherapy alternate group. I

n cold therapy group, place the ice water 

mixture in the ice packs, make sure total amount not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ce packs, eli

minate air and close mouth of the ice packs, place the ice packs on the affected part of a

nkle joint sprain during the acute phase. The treatment lasts for 15 to 20 minutes and pati

ents treated triple times a day. In cold therapy & thermotherapy alternate group, thermother

apy with paraffin wax therapy, ohmic heating electric paraffin wax packs, melt the paraffin 

wax. Make sure temperature is between 50-60℃，adopt two towel between the skin and p

araffin wax packs, placed the ice packs on the affected part of ankle joint sprain during th

e acute phase. The treatment lasts for 15 to 20 minutes and patients treated twice a day. 

Thermotherapy used in thigh root of wounded side. The treatment last for 30 to 40 minute

s and patients treated once a day. Research intervention cycle for 5 days. Measure the pa

in point of ankle joint (VAS pain score), ankle joint range of motion (ROM), ankle joint peri

meter and affected limb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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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VAS pain score decreased dramatically; ROM increase

d dramatically; the perimeter decreased dramatically. The decrease of VAS pain score in c

old therapy & thermotherapy alternate group was more than in cold therapy group. 

Conclusions  Both of the cold therapy or cold therapy & thermotherapy alternate can redu

ce pain, eliminate swelling, increase activity range, but the effects of reducing pain by the 

method of cold therapy & thermotherapy 

alternat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pure cold therapy. 

 

PU-215 

The tracking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apacitance-resis

tance electric transfer system cooperate with manual the

rapy on shoulder periarthritis Research  

 

Song Lin,Ye Jingjing,Yang Jiaoyang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Sport Rehabilitation College 100084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capacitance-resistance electric transfer system(CRET S

ystem) cooperate with manual therapy to intervene in patients with shoulder periarthritis in f

reezing period. Assess the effect of CRET System in patients with shoulder periarthritis. 

Method  The patients with shoulder periarthritis is female and 45 years old of age. The ho

spital diagnosed as shoulder 

periarthritis and experiment time from the patient diagnosed more than 5 months. The patie

nt has obvious pain around shoulder joint and limited joint mobility.This study adopts capac

itance-resistance targeted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shoulder periarthritis. Capacitance model treated with 65mm size of instrument head a

nd 35％ of doses to relax shallow tissue around the shoulder joint for 12 minutes. Resista

nce model treated with 65mm size of instrument head and 30％ of doses to relax underlyi

ng tissue for 14 minutes cooperate with joint mobilization, traction and other manual therap

y at the same time to promote therestoration of joint range of motion and adopt low-dose 

(10%) targeted therapy treat for 4 minutes at the pain point to relieve the pain. The treatm

ent last for 4 weeks and patients treated triple times a week. Measure the shoulder joint r

ange of motion and fill in the SF-36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 separately during the time

 before the treatment, 2 weeks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and 4 weeks after the first treatme

nt. Enquire the pain level of shoulder joint (VAS pain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Enquire the time of continuous sleeping of last night at the second day after the treatmen

t. 

Results  After 12-time treatment, VAS pain score decreased from 8 to 4 and after each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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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ment, VAS pain score decreased 2.5 averagely. The time of continuous sleeping during 

the night increased from 3.67 hours in the first week to 5.17 hours every day. Range of m

otion of shoulder joint were 148°in flexion, 39°in stretch, 30°in horizontal abduction, 93°in h

orizontal adduction , 66°in internal rotation, 18°in external rotation before the treatment. Ra

nge of motion of shoulder joint were 156°in flexion, 54°in stretch, 38°in horizontal abductio

n, 118°in 

horizontal adduction, 68°in internal rotation, 30°in external rotation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f

or 2 weeks. And range of motion of shoulder joint were 158°in flexion, 55°in stretch, 45°in

 horizontal abduction, 125°in horizontal 

adduction, 68°in internal rotation, 34°in external rotation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for 4 week

s. The total points of SF-36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 was 102.6 before the treatment. A

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for 2 weeks, the total points 

of SF-36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 was 107.5. And the total points of SF-36 health surv

ey questionnaire was 111.5 after the treatment for 4 weeks. The score in the section of P

hysical Functioning (PF),General Health (GH) increased 

about 5 after the treatment for 4 weeks. And the score in the section of Body Pain (BP),V

itality (VT), Social Function (SF),Mental Health (MH) increased more than 10. 

Conclusions  CRET System cooperate with manual therapy have effects on patients with s

houlder 

periarthritis in the field of relieving pain, prolonging the continuous sleeping time during the

 night, improving the range of motion of shoulder joint, improving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

e and the ability in soci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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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TENS) combin

ed with ultrasound NAIDS drug penetration and microwave 

treatment in in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 I followi

ng strok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ao tingting 

大连港医院 116013 

 

Objective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 CRPS) is

 secondary to shoulder soft tissue injury in hemiplegia patients, which defined as a chronic

 neurogenic pain syndro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linical presentation include swelling, 

excruciating pain and hyperaesthesia， autonomic nerve disorders, some patient could exper

ience upper-limb muscle dystrophy, etc. The incidence of CRPS severely affected upper lim

b function and induced poor prognosis.In this research study, we examined the therapeuti

c effect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TENS) combined with ultrasound NAIDS 

drug penetration and microwave treatment on upper limb pain intensity，range of motion of 

shoulder joint, motor func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ccompanied b

y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 type1.  

Methods  50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type1 CRPS after stroke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25) and intervention group (n=25).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

eceived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cluding PT and OT, patients in intervention grou

p received TENS for 20 minutes, ultrasonic NAIDS drug penetration for 20 minutes and mic

rowave treatment for 20 minutes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PTand OT therapy. Therapy we

re scheduled for 3 month, each course included 15 days and patients rest for a week betw

een every cours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as used to assess neuropathic pain,  Fugl

-myer upper limb movement function score were used to assess motor functions. In additio

n, range of motion (ROM) was measured using a goniometer. Quality of life (QOL) were as

sessed using QOL-BRIEF scale. All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at baseline, 1 month an

d 3 month after therapy. 

Result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were achieved in VAS pain scores, Fugl-myer scores, RO

M and QOL-Brief scores in intervention group in the 1st month (p< 0.01). whereas no signi

ficant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in control group regarding improvements between the 1st mo

nth and the baseline (p> 0.05) except Fugl-myer score(p< 0.01). In the 3rd month, the impr

ovement in intervention group in all the assessment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in the 1

st month (p< 0.01). Where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in control group bet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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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he 1st month and the 3 month. 

Conclusion  The addition of TENS combined ultrasonic NAIDS drug penetration and micro

wave treatment to the conventional PT and OT therapy program was seen to make a signif

icant contribution to clinical recovery in CRPS Type 1.  

 

PU-217 

推拿治疗脑瘫控制头不良（Chinese traditional massage trea

ts motion dysfunction of head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li yaxi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传统中医推拿法对脑瘫儿童的头控制不良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选取昆明市儿童医院康复科脑瘫儿童患儿 30 例，进行传统的中医推拿法治疗 。 

结果  经过半年的治疗，大部分患儿抬头和头的控制运动能力有所提高。 

结论  传统推拿治疗小儿脑瘫的头控制不良的功能障碍市有效果的。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ssage on motion dysfunction o

f head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Methods: 30 clinical case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ha

ve been treat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massage in the Rehalitation Department of Kunming Childr

en‘s Hospital Results: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movements of head of most patients has been impr

oved after treatment for six months. Conclusion: Chinese traditional massage is an effective mea

sure to treat motion dysfunction of head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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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difficulty and hierarchy of individual test items of the Berg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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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 Scale (BBS) and Balance Evaluation Systems Test (BESTest) among CommunitY-Livi

ng Older Adults (CLOAs).   

Method  This was a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of crosS-sectional study. Data For this study 

was collected from 2014 to 2016.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1) 60 years old or older, 2) 

communitY-living, 3) able to stand and walk 6 meters (20 feet) with or without using an as

sistive device, and 4) able to follow verbal instructions. The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legally 

blind, unstable acute or chronic disease, severe neurologic impairments, and unstable cardi

ovascular disease. One hundred twenty seven (mean age = 79 yrs, 50-99 yrs; men, n=38,

 women, n=89) and sixty three (mean age = 83 yrs, 56-94 yrs; men, n=21, women, n=42)

 communitY-Living Older Adults‘ were tested the BBS and BESTest respectively. Rasch me

asurement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In the BBS, the item logit measures ranged from -4.46 logits (SE = .73) to 2.70 l

ogits (SE = .11). The least difficult item was ―sitting unsupported‖, and the most difficult ite

m was ―standing on one leg‖. The person ability logit measures ranged from -1.80 logits 

(SE = 0.39) to 6.65 logits (SE = 1.86). The miS-fit and ceiling item was ―sitting unsupporte

d‖. The person separation index (PSI) equaled 2.10 with a reliability of .81. The item separ

ation index (ISI) equaled 6.65 with a reliability of .98. In the BESTest, the item logit measu

res ranged from -3.59 logits (SE = .54) to 2.89 logits (SE = .19). The least difficult item w

as ―stand on firm surface eyes open‖ and the most difficult item was ―stand on foam surfa

ce eyes closed‖. The person ability logit measures ranged from -1.88 logits (SE = .28) to 

4.30 logits (SE = .47). Several ceiling and miS-fit items were found, such as ―stand on fir

m surface eyes open‖, ―sit verticality and lateral lean verticality (left and right)‖, and ―functio

nal reach lateral right/left‖.  

Conclusion  Item respons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BESTest and BBS showed good

 ability to differentiate balance performance among individuals. Several items within each te

st might be unnecessary to administer with CLOAs. Compared with the BBS, the BESTest 

had less ceiling effect and the difficulty of the BESTest items is better targeted to detect b

alance impairments in CLOAs.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improve balance assessment 

for CLOAs by reducing ceiling effects and decreasing test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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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 

Finglimod influences neural stem cells’ biological beha

vior in vitro 

 

Yin Ying,Tan Bo-tao,Yue Ya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0 

 

Objectives Neural stem cells (NSCs) seem pros in repairing the injured brain and spinal co

rd. However, its sufficient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migr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in re

parative therapeutics for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Potent lipid mediator sphingosin

e-1-phosphate (S1P) as a transduction intracellular signal plays critical role in cells‘ biologic

al behavior in the CNS.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how Finglimod, an analogue of sphingosi

ne-1-phosphate receptors (S1PRs), influence NSCs‘ biological behavior in vitro. 

Material and Methods NSCs were prepared from telencephalon of embryos 14.5~16.5 days

 of Sprague Dawley rats and were cultured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0nM, 1nM, 10nM,

 100nM) of Finglimod. Immunocytochemistry of Nesting and BrdU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NSCs‘ properties. Beta-tubulinIII and GFAP were employed to testify the NSCs‘ differentiati

on direction and CCK-8 assay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proliferation ability. Transwell dishes

 were used to check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NSCs. 

Results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affects on NSCs that been observed between 

FTY groups and the control. The abilities of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NSCs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under 10nM and 100nM Finglimod conditions than those of in the control grou

p. However, for all the three Finglimod concentrations, there is no differentiati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neurons and strocytes. 

Conclusion Finglimod as the analogue of S1PRs may takes part in NSCs‘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vitro. However, we didn‘t find NSCs had the tendency to differentiate into neur

ons with Finglimod. How Finglimod regulates NSCs‘ biological behavior still needs further st

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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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interscalene injections by ultrasound-gui

ded for cervical pain on cervical vertigo 

 

WANG JUN 

Shenzhen nanshan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518052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interscalene injections by ultrasound-guide

d for cervical pain on cervical vertig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ervical pain on cervical vertig

o .  

Method  Forty patients with cervical vertigo were randomized divid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20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20 cases).The tow group were received conentional therapy，

that include ameliorate circulation drugs、paychological treatment；During this period treatme

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interscalene injections by ultrasound-guided . The changes of C

ervical Sympathetic Symptoms Svaluation Questionnaire （CSSEQ）scores before and after 2

 weeks treatment were record, an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after inj

ections were recor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mptoms of vertigo, the onset time and disap

pearance time were observed.  

Results  Comparison of CSSEQ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

n the tow group（P＞0.05），after treatment，CSSEQ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are（5.

26±2.47），CSSEQ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re （12.84±3.71）， and comparison of C

SSEQ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very group

（P＜0.05)，but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scended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

p（P＜0.05）；in the treatment group all the patients fell swell and fever on their neck and 

shoulder, and their upper limb ara numbness , fatigue. 18 cases of patients fell their brain

 lightening and see things clearly. the onset time of the vertigo improvement in the treatme

nt group is（4.0±1.5h），and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the vertigo improvement in the treat

ment group is （5.0±1.5d） .  

Conclusion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interscalene injections by ultrasound-guided for the trea

tment of cervical vertigo has certain efficacy, eliminating cervical pain is the key to treat ce

rvical vert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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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1 

Electroacupuncture Ameliorates Learning and Memory and I

mproves Synaptic Plasticity via Activation of the PKA/CR

EB Signaling Pathway in Cerebral Hypoperfusion 

 

Zheng Caixia,Han Xiaohua,Huang Xiaolin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

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Province， China 430030 

 

Aims  Electroacupuncture (EA) has shown protective effects on cognitive decline.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are ill-understood. The present study was undertake

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gnitive function was 

ameliorated in cerebral hypoperfusion rats following EA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KA/

CREB pathway. 

Methods We used a rat 2-vessel occlusion (2VO) model and delivered EA at Baihui (GV2

0) and Dazhui (GV14) acupoints. Morris water maze task (MWM), electrophysiological recor

ding, Golgi silver stain, Nissl stain, Western blot, and real-time PCR were employed. 

Results  EA significantly (1) ameliorated the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deficits, (2) allevi

ated 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 impairment, and the reduction of dendritic spine density, 

(3) suppressed the decline of phosphoCREB (pCREB) protein,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

ctor (BDNF) protein, and microRNA132 (miR132), and (4) reduced the increase of p250GA

P protein of 2VO rats. These changes were partially blocked by a selective protein kinase 

A (PKA) inhibitOR-N-[2-(p-bromocinnamylamino)ethyl]-5-isoquinoline-sulfonamide (H89), sugge

sting that the PKA/CREB pathway potentially involved in EA effect. Moreover, any significan

t damage to the pyramidal cell layer of CA1 sub-region was absent.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A could ameliorate learning and memory de

ficits and alleviate hippocampal synaptic plasticity impairment of cerebral hypoperfusion rats,

 potentially mediated by PKA/CREB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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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therapist’s perspective on RTW factor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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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Jing
1
,Liu Na

2
,Geng Hongli

3
,Cui Jinlong

4
,Gao Feng

5
,Zheng Shuji

6
 

1.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2.Guangdong province work injury rehabilitation center 

3.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4.Hunan province work injury rehabilitation center 

5.Taihe hospital of Shiyan city 

6.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bjective  Return to work is a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ing many factors. However, 

until now we have not found such researches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about RT

W from therapist‘ s perspective who are working in OT department or related to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1) find ou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njured work

ers RTW after musculoskeletal injuries from therapists‘ perspective (2) to classify those fact

ors into different domains.   

Method  A crosS-section study design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Focus group one and two 

were quantitative method used to collect factors,analyze content validity. Meanwhile, a trial 

filling stage to make sure the questionnaire is understandable.   And then, investigating the

rapist‘s perspective by distributing the questionnaires through Wechat link in mainland Chin

a. Investigation results were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domains by focus group three.  

Results  67 influencing factors has been confirmed put into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focus gr

oup one and two discussions. Meanwhile, 546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has been received fr

om therapists in mainland China. All respondents endorsed these 67 factors are influencing

 the success of RTW program after musculoskeletal injuries. In the end, these factors were

 successful classified into 7 domains: (1) Ergonomic and workplace assessment, (2) Clinica

l interviewing, (3) Social problem solving, (4) Workplace mediation, (5) Knowledge of busin

ess and legal aspects, (6) Knowledge of medical condition, (7) Others.  

Conclusion   From the therapists‘ perspective there are plent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

ocess of RTW after musculoskeletal work injuries.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se factors belong

ing to what domains.Return to work process will be improved while therapists can distribute

 their concern based on the domains and factors in each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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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3 

Clinical efficacy of Virtual Reality exercises on upper 

limb function of patients after stroke 

 

Xiong Hao 

西京医院 710000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Virtual Reality (VR) exercises on upper limb f

unction of patients after stroke .  

Methods  40 patients after stroke with upper limb dysfun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

eatment group (n=20) and control group (n=20) .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r

ehabilitation therapies and primary drug treatment ,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VR 

exercises in addition , 20 minutes per day, for 8 weeks . They were assessed with modifie

d Ashworth Scale (MAS) , Fugl-Meyer Assessment (FMA) and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before and after 8-week treatment .  

Result  The scores of MAS , FMA and mBI improved in both groups after treatment (p<0.

05) and apparently improved mor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one (p<0.05)

 . 

Conclusion  VR exercises can improve upper limb function of patients after stroke and im

prove their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 

 

PU-224 

Effects of the dopaminergic agent Amantadine on the reco

very of consciousness and cerebral glucose metabolism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study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CT） 

 

LI Ruojin,LI Zhenla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01404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Survivors of severe brain injuries may end up in a vegetative 

state or in a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Several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have been rep

orted to improve arousal levels and recovery of consciousness. There are some studies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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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ing that the insufficient of endogenic dopamine can result in bradykinesia and low cognit

ive level, and further guess that the recovery of consciousness and motor activity may dep

end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dopamine in brain. This study was aiming to assess the effect

s of amantadine , a dopaminergic agent, on patients who are in a vegetative state, with th

e corresponding changes of neuroimaging manifestations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

y.  

Methods and material  We observed a 45-year-old male who was in a vegetative state 16 

weeks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receiving inpatient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he 

patient began receiving amantadine at a dose of 200mg/day for 2 weeks, then in the 3rd 

week, the dose was increased to 300mg/day. At the last 3 weeks, the dose was adjusted 

to 400mg/day. The patient was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y the Coma Recover

y Scale-Revised to check the consciousness improve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nging 

of the global cerebral metabolic rate of glucose using 
18

F-FDG-PET/CT.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Before the treatment, the patient exhibited impaired consciousnes

s, with a Coma Recovery Scale-Revised (CRS-R) score of 6 (auditory function: 1, visual fu

nction: 1, motor function: 2, verbal function: 0, communication: 0, and arousal: 2).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score was 14 (auditory function: 2, visual function: 3, motor function: 4, ver

bal function: 2, communication: 1, and arousal: 2).The improvement of CRS-R score is in li

ne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findings suggesting that amantadine may encourage the recovery

 of consciousness in some patients with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The analysis of PET 

data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erebral glucose metabolism after the tr

eatment.  

Conclusions  Amandatine seems to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vegetatate state patients 

but no change in the brain function metabolism in a short time .Although observed the res

ult from only one case we were so excited about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eat

ment and the CRS-R scale.Further studies are warranted to identify if the amantadine sho

w beneficial impacts on patients with consciousness impairment, and the underlying brain f

unction recover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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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5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tanding rehabilitation syste

ms for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in different phase 

patients with stroke 

 

Feng Hongyu,Zhang Pande,Rong Xiaochuan,Liu Cuihua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佛山医院） 528000 

 

Background   Standing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to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Routine tiLT-table system is an conventional standing training which make the 

patients stand still, thus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is an common side effect in this system. 

While intelligent biofeedback tiLT-table system is a standing training system can make the p

atients in orthostatic position moreover imitate them walk by pedal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tanding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for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in different phase patients with stroke, coinstantaneous to observe t

he safety of the two types of standing rehabilitation systems.  

Methods Sixty nine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were included and divided randomly into the i

ntelligent biofeedback tiLT-table group as intelligent group and routine tiLT-table group as con

ventional group (Finally 60 patients finished this clinical trial included 30 patients in intellige

nt group and 30 patients in conventional group). Thirty four convalescent stroke patients wer

e included and divided randomly into the intelligent biofeedback tiLT-table group as intelligen

t group and routine tiLT-table group as conventional group (Finally 31 patients finished this 

clinical trial included 16 patients in intelligent group and 15 patients in conventional group). 

We collected the  general data including age, sexuality，diagnoses and so on. The blood pr

essure ( BP) and arterial pulse (HR) of acute stoke patient were measured in supine positi

on and at 3th, 20th and 30th minute in standing exercise at the 1st , 2nd and 5th day. An

d The blood pressure ( BP) and arterial pulse (HR) of convalescent stoke patient were mea

sured in supine position and at 3th, 20th and 30th minute in standing exercise at the 1st a

nd 2nd day.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OH) was defined as 20 mmHg or greater decrease in

 SBP or(and) 10 mmHg or greater decrease in DBP. We make statistics blood pressure an

d heart rate variety in the two standing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systems and in diverse periods

 stroke patient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in acute stroke patients with the intelligent

 biofeedback tiLT-table treatment is 27.8%, in conventional group is 63.3%（P＜0.01). What‘

smore, the incidence of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in convalescent stroke patients with the int

elligent biofeedback tiLT-table treatment is 18.8%, in conventional group is 40.0%(P＜0.05). 

In acute stroke patients, the incidence of OH is 45.6%, which is higher than convalescent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patients 29%(P＜0.0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in acute stroke patients is higher than

 convalescent stroke patients. And the intelligent biofeedback tiLT-table treatment can reduc

e the incidence of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PU-226 

Evaluation of Balance on Static and Dynamic Postural Sta

bility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Patients 

 

Xu Jiang,Xie Lingfeng,Xu Tao,Xia Nan,Huang Xiaolin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BACKGROUND  Scoliosis is a common musculoskeletal alteration in adolescence and is ch

aracterized by complex deformity of the spine which also affects the balance and stability o

f the body. Proprioception and postural stabili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nding and walki

ng movements. However, how to use the scoliosis specific exercises to reduce progression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 based on the trunk asymmetry and instability is not 

well understood. In this study, non-radiography methods of spine evaluation were built using

 Global Postural System(GPS) and APDM Mobility Lab to estimate the static and dynamic 

postural stability in consideration of avoiding the cumulative exposure to X-rays radiation. T

he Global Postural System is a set of device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data during the patient 

standing for analysis of static posture, while the APDM Mobility Lab consists of wearable s

ensors to monitor the balance and gait parameters of dynamic posture. This noninvasive m

ethod of postural stability assessment both static and dynamic for identification of the scolio

sis progression would be helpful to aid in monitor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tients with 

A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balance on static and dynamic 

postural stability in subjects with AIS.  

METHODS  Thirtee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IS (AIS group) and ten healthy subjects (contr

ol group)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he AIS group performed scoliosis specific exercises 

for 3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ercises interventions, both the static and dynamic post

ural stability were assessed. The static postural stability was tested by Global Postural Syst

em during quiet standing and the dynamic postural stability was measured by APDM Mobilit

y Lab as bodY-worn movements monitor technology for balance and gait. The center of pre

ssure (CoP) sway area was measured with the eyes open and closed and the CoP oscillati

on was measured during gait. T-test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p<0.05).  

RESULT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ymmetry of static and dynamic posture revealed signifi

cantly decreased in AIS group than in healthy control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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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both static and dynamic stability were significant improved after scoliosis specific exercise

s in AIS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a pilot study have highlighted the potential usefulness of stati

c and dynamic postural stability in the indication of asymmetr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A

IS patients. Our results support that scoliosis specific exercises could partially improved stat

ic and dynamic stability in AIS rehabilitation. Further studies are being undertaken to validat

e these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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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motor performance in congenital heart di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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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motor performance of children with co

ngenital heart disease, to provide effective theory basis for the late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

n. 

Methods  60 children with acyanot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aged 3-4 years as CH

D group, and 30 healthy children with matched ages as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for thi

s study. Motor performance was measured using the Peabody Performance Motor ScaleS-I

I (PDMS-II) via the motor quotient. The PDMS-II is valid for children aged from term to 76 

months. Both fine and gross motor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the PDMS-II. The results of 

PDMS-II are used to generate a Gross Motor Quotient, a Fine Motor Quotient. Motor Quoti

ent of less than 69 is very low, 70-79 of poor, 80-89 of nearly normal, 90-110 of normal, 

more than 111 of a good motor performance, relativel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gender ratios and mean age b

etween health control and CHD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MQ, FMQ of CHD patie

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health control. GMQ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F

MQ in CHD patients. CHD patients showed very poor, poor, nearly normal, better than nor

mal(included normal) in FMQ were 3%, 1.4%, 11%, 84.6%, relatively. But all of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normal fine motor performance. CHD patients showed poor, nearly normal, b

etter than normal(included normal) motor performance in GMQ were 8%, 40%, 52%. All of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normal or nearly 

normal fine motor performance. 

Conclusio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show gross motor and fine gross motor 

performance delay, and the gross motor performance is more delayed than fine motor per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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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e. Since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is the most prevalent group of congenital anomalies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the improvement in medicine and technology that has rapidly progr

essed in recent decades, and bring the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surviving to adulthood, there is a trend indicate the i

mportant of rehabili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children. Further study should be im

plemented to investigated more detailed about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population. 

 

PU-228 

社区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康复治疗效果观察 

 

卢峰 

陆家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0 

 

目的   为观察社区老年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对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门诊收治本社区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

治疗组（40 例）及对照组（40 例）,对照组采用中医定向透药（治疗方法及治疗时间同治疗组），治

疗组在采用中医定向透药基础上，增加康复运动训练治疗（包括关节活动范围训练、肌力训练和有

氧训练），同时向患者做健康宣教，制定个体化的康复。2 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2 个疗程后，

采用 Lysholm 膝关节评分量表对患者疗效进行评定。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后其患侧膝关节功能均有明显改善，且治疗组优良率为 94.6%明显高于对照组（4

8.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在社区对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进行康复治疗能有效防止老年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病

情发展,减轻疼痛,提高患者的日常活动自理能力，患者也容易掌握和接受，是一种适合在社区推广的

有效的康复治疗手段。 

 

PU-229 

社区延伸康复训练对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效果的研究 

 

张伟明 杨帅 何鑫 王轶钧 计海彪 谢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通过规范化的康复治疗方案，对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的社区延伸康复训练效果进行研究。 

方法  将 100 例接受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随机均分为实验组 50 例及对照组 50 例，两组患者均在围

手术期（手术前 3 天至术后 1-2 周）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包括术前康复指导及术后早期康复训练。

出院后，实验组患者在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按照计划继续进行康复训练，每周指导 1-2 次，持续至

术后 12 周；对照组患者则根据出院时治疗师的指导回家进行自主康复训练，术后 6 周复查时再次给

予相应指导。两组患者均于术后 6 周、12 周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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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术后 6 周、12 周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 Harris 功能评分、疼痛评分及 FIM 评分，比较两组患

者肢体功能恢复情况、疼痛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 6 周、12 周 Harris 功能评分方

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疼痛评分在 6 周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2 周时两者

无统计学意义（P>0.05），FIM 评分在 6 周、12 周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社区延伸康复训练是一种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法和手段，能够更加合理的分配康复资源，患者

出院以后根据医师和治疗师制定的康复治疗方案，每周通过 1-2 次的电话咨询或现场指导，即能达

到满意的康复效果，且能明显改善患者的肢体功能、疼痛和生活自理能力，在目前康复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社区康复训练模式值得大力推广使用。 

 

PU-230 

PDMS-2 及其运动训练方案在脑瘫高危儿精细运动的应用 

 

班会会 马艳丽 吴丽 

郑州市中心医院 450007 

 

目的  探讨家庭康复训练对脑瘫高危儿精细运动发育水平的影响。    

方法  将 80 例脑瘫高危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加以 PDMS 指导下的家庭康复训练，治疗 3 个月，利用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中的精细

运动量表评估治疗前后的精细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精细运动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治疗前后组内及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

差异（P＜0.05）。 

结论  家庭康复加常规康复训练的效果优于单纯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在康复治疗过程中需重视家庭

康复训练，家庭康复与治疗师的专业康复治疗相结合，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PU-231 

移动医疗 APP 在髋关节置换术后社区康复训练的作用 

 

杨帅 于哲一 计海彪 张伟明 何鑫 谢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观察自主开发的移动医疗 APP 在髋关节置换术后社区康复训练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瑞金医院的 60 例接受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随机均分为试验组 30 例及对照组 30 例，两组患

者均进行骨科手术治疗及围手术期康复指导。出院后，试验组患者运用移动医疗 APP 进行社区康复

治疗，而对照组进行自主社区康复训练，两组患者均定期门诊随访。在术后 3 个月对患者进行 Harr

is 功能评分，比较两组患者肢体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经术后 3 个月康复训练，试验组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在疼痛、关节

活动度及功能改善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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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移动医疗 APP 具有直观便捷、易于使用等特点，明显改善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肢体功能恢

复，可进行推广使用。 

 

PU-232 

核心力量锻炼改善肥胖男性中年人身体成分的干预效果 

 

赵振彪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1 

 

目的  探讨核心力量锻炼对肥胖中年人体成分的干预效果。 

方法  选取石家庄市社区 45-54 岁肥胖中年男性为 16 名为研究对象，要求受试者身体健康，无心脑

血管疾病，无运动锻炼习惯，每天静坐时间超过 2h。随机分为核心力量锻炼组和对照组，每组 8 人。

核心力量练习组采用以自身体重为负荷的支撑力量练习和利用不稳定器械进行的组合练习，每次 40

min，每周 3 次；对照组不进行练习，持续 12 周。测试 12 周前后受试者肌肉质量、体脂百分比及

骨密度。 

结果  （1）12 周核心力量锻炼后，实验组受试者肌肉质量显著提高（p<0.05）；体脂百分比和体重

显著下降（p<0.01）；骨密度未见显著变化。（2）对照组受试者两次测试指标未见显著变化。 

结论  12 周核心力量锻炼可以显著改善超重男性中年人肌肉质量和体脂百分比，对改善超重中年人

身体成分具有显著效果。  

核心力量，中年人，身体成分，超重 

 

PU-233 

低负荷运动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高建红
1
 郑洁皎

2
 

1.上海体育学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目的  探讨低负荷运动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效果的影响。 

方法  受试对象：2014 年 5 月~2015 年 4 月，选取脑卒中恢复期患者 24 名（男 16，女 8）接受帕

维尔康复训练器康复训练，其中缺血性脑卒中 15 例，出血性脑卒中 9 例。，平均年龄 79.5 岁。纳入

标准：脑卒中发病史 1~2 年以内；步行不稳，需要部分帮助且下肢常乏力；年龄≥65；肌力≥3 级，

髋、膝、踝关节活动度尚可；病情稳定。排除标准：认知障碍；听觉障碍；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疾

病；严重的骨质疏松；言语障碍；感觉障碍。干预手段：采用帕维尔康复训练器材(日本酒井医疗公

司)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本实验只选取 3 款下肢训练器械（水平腿部推蹬机、腿部伸展弯曲机、臀

部外展内收机），通过砝码调整负荷量，（以初评负荷为基础遵循每级增加 2.5kg 或辅助砝码每级增

加 0.5kg 为原则），每个动作严格按照器械设定的节拍进行。每次每组 10 个，训练 3 组，每周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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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一次），连续 7 周，组间间隔 30s。整个训练过程受试者始终处于低负荷状态，即 RPE（自

我用力程度分级）为轻松状态，不以肌力增加为首要目的。测试指标：比较干预前和 7 周干预后的

心率、血压、肌肉总做工量（J）、肌肉做功效率、节奏指数、TUGT 步行测试时间的测试结果。在

每次开始帕维尔康复训练前用传统血压计测血压，同时用秒表测 1min 的心率（先测 15s 的心率，×

4 得出 1 分钟的心率），每次训练完毕后再次测量运动后即刻的血压和心率；肌肉总做工量、节奏指

数结果由自带电脑软件测得，肌肉做功效率根据 P=W/t 算出；TUGT 步行测试。结果采用 SPSS17.

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连续 7 周帕维尔康复训练干预，干预前后心率血压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抗阻重量（k

g）干预前后相比有显著性统计学的差异，P=0.001（P＜0.05）；肌肉做功效率干预前后比较有显著

性的差异 P=0.003（P＜0.05）；节奏指数干预前后比较具有显著性的统计学差异，TUGT 步行测试

结果干预前后比较有显著性的差异，P=0.018（P＜0.05）。 

结论  帕维尔康复训练作为一种低负荷运动训练，可增加下肢肌肉力量、改善肌肉协调性、运动动

作控制能力及步行效率，对促进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安全

性高不会引起心率血压的大幅波动，因此值得在临床、社区实践中推广应用。 

 

PU-234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大鼠海马区神经元凋亡及 Tau/p-Tau 蛋白表达

变化 

 

王军 程萍萍 袁俊英 朱登纳 牛国辉 陈静 杜江华 张冬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小儿脑瘫康复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52 450052 

 

目的 观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IBD）后大鼠神经元凋亡及 Tau/p-Tau 蛋白表达变化。 

方法 将 70 只清洁级 7 日龄健康 SD 大鼠按抽签法随机分 3 组：正常对照组(10 只）、假手术组（10

只）和 HIBD 组（50 只）。经典 Rice 法建立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IBD）动物模型，并于 HIBD 后 5

个不同时间点（3、6、12、24、48h）随机处死 10 只大鼠；假手术组仅分离而不结扎左侧颈总动脉，

也不行缺氧处理，正常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两组均于术后即刻断头取脑，制作石蜡切片。苏木精-

伊红（HE）染色法观察脑白质病理改变，原位末端切口标记（TUNEL）法测神经元凋亡，免疫组化

测 Tau/P-Tau 蛋白表达。  

结果 假手术组神经元凋亡较少；HIBD 组神经元凋亡增加始于 3 小时，24 小时达峰，此后下降，但

仍高于假手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IBD 组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假手术组 tau/p- tau 蛋白表达的阳性细胞均较少；HIBD 组 tau 蛋白增加始于 6 小时，

24 小时达峰，此后下降，但仍高于假手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IBD 组不同时间

点比较，差异也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IBD 组 p-tau 蛋白增加始于 3 小时， 12 小时达峰，

此后下降，但仍高于假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IBD 组除 48 小时外余各不同时间

点比较，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IBD 后 24 小时内，Tau 蛋白阳性细胞数与凋亡阳性

细胞数存在正相关关系(r=0．872，P<O．01)；HIBD 后 12 小时内，p-tau 蛋白阳性细胞数与凋亡

阳性细胞数不存在直线相关关系(r=-O．08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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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后神经元凋亡及 tau/ p- tau 蛋白表达呈动态变化，且 tau 蛋白与神经元凋

亡存在正相关关系；而 p-Tau 与神经元凋亡不存在明显直线相关关系，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神经元

凋亡。  

 

 

PU-235 

逆灸关元、命门穴力竭大鼠 SOD、NOS 酶活性影响的比较研究 

 

谭莉华
1
 孙志芳

1
 李凯歌

1
 王洋

1
 莫捷

2
 王婧

1
 张露芬

1
 任晓暄

1
 郭孟玮

1
 李晓泓

1
 

1.北京中医药大学 

2.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目的 观察并比较逆灸关元、命门穴对力竭运动大鼠肌、肝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血清一氧化

氮合酶（NOS）活性的影响，探讨逆灸对大鼠力竭运动影响的部分作用机制。 

方法 将 36 只大鼠按游泳能力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逆灸关元组、逆灸命门组、力竭对照组、逆灸

关元+力竭组、逆灸命门+力竭组。逆灸组分别行关元、命门穴艾条灸法，对照组只固定不行灸法，

20 天后各力竭组进行力竭游泳并记录时间。取材后采用生化法检测肌 SOD、肝 SOD 及血清 NOS

的酶活性。 

结果 逆灸关元、命门力竭组的力竭游泳时间较力竭对照组延长（P<0.01，P<0.05），肌、肝 SOD

含量升高（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逆灸关元+力竭组血清 NOS 酶活性较力竭对照组无明

显差异（P >0.05）；而逆灸命门+力竭组较力竭对照组明显降低，（P<0.01），且较逆灸关元+力竭组

稍低（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逆灸命门、关元穴均能提高大鼠的运动耐力，延长力竭游泳时间，其机制可能与其调节体内的

SOD、NOS 酶活性有关。而逆灸命门穴与逆灸关元穴的效果存在差异性，从延长力竭游泳时间看,

关元的作用更明显,但从对酶活性的影响看命门显效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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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6 

康复机器人辅助步行训练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步行能力的影

响 

 

林海丹 张韬 陈青 李宏伟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400016 

 

目的  恢复步行功能是脊髓损伤康复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平板减重训练（Body Weight Supported 

Treadmill Training,BWSTT）及地面步行训练（Over-ground Training,OGT）是目前恢复步行功能

的主要方法，但因耗时费力、难以保证足够且重复的正确感觉输入，其临床应用受限。而新近研究

表明康复机器人辅助步行训练（Robot-assisted Gait Training,RAGT）可改善神经损伤患者的步行

功能。本研究旨在了解 RAGT 与 OGT 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Incomplete Spinal Cord Injury,ISCI）

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以利于临床指导 ISCI 患者步行训练。 

方法  16 例 ISCI 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配至试验组（常规康复治疗+RAGT）及对照组（常

规康复治疗+OGT），每组各 8 例，两组平均病程分别为 3.25±0.93、3.19±1.22 月。两组均接受常规

康复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60min，每周 5 次，共 12 周。试验组使用外骨骼式下肢康复机器人进

行 RAGT，对照组则进行 OGT，RAGT 及 OGT 均为每日 1 次，每次 30min，每周 5 次，共 12 周。

治疗前及治疗 4 周、8 周、12 周后，分别对 2 组患者进行下肢运动功能评分（Low Extremity Mot

or Score, LEMS）及脊髓损伤步行指数 II（Walking Index for Spinal Cord Injury II, WISCI II）

评定。 

结果  ①治疗前 2 组患者 LEMS 及 WISCI II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两组患者治疗

4 周、8 周及 12 周后，LEMS 较治疗前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试验组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试验组治疗 8 周及 12 周后，患者 WISCI II 较治疗前有

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 4 周、8 周及 12 周后，患者 WISCI II 较治疗前

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治疗 12 周后 WISCI II 明显高于对照组，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 ISCI 患者，RAGT 在提高下肢肌力上可能并不优于 OGT，但在改善步行能力上 RAGT

较 OGT 有一定的优势。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PU-237 

核心肌群训练与脑卒中偏瘫患者跌倒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詹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应用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防跌倒的效果。 

方法 采用前瞻性临床对照研究的方法，将我院 20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收治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予以常规康复治疗+核心肌群训练，n=20）和对照组（单纯常规康复治疗，

n=20）。分别采用躯干控制能力 Sheikh 评定量表、Morse 跌倒评估量表以及 Berg 平衡量表评估两

组患者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Sheikh、Morse 以及 Berg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

heikh、Morse 以及 Berg 评分评分均有所改善，但观察组改善更为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核心肌群训练联合常规康复治疗是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有效治疗措施，具有显著提高躯干平衡能

力，有效防止患者跌倒的优点，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U-238 

脊髓损伤患者压疮发生率和营养状况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董燕 胡晓华 

武警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 310051 

 

目的 探讨营养相关指标在脊髓损伤患者压疮预测及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自 2009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脊髓损伤合并有压疮的患者 30 例，分别采

集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压疮分级（I-IV）、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白蛋白浓度等指标，以

及患者的 Braden 评分。 

结果 压疮患者红细胞计数及血红蛋白浓度均低于正常人群,且 III～IV 期压疮患者红细胞计数及血红

蛋白浓度较 I～II 期压疮患者更低（p<0.05）。虽然 I～II 期压疮患者白蛋白浓度与正常人群无明显差

别,但 III～IV期压疮患者白蛋白浓度明显低于 I～II期压疮患者和正常人群（p<0.05）。红细胞计数（X）、

血红蛋白浓度(Y)、白蛋白浓度(Z)与 Braden 评分(A)的直线回归方程分别为 A=2.892X+0.144Y+0.9

01Z-0.768。 

结论 营养状况不良是脊髓损伤患者压疮的危险因素之一。Braden 评估表的使用，对评估压疮危险

因素、预防压疮发生的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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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9 

矫形器配合康复训练对截瘫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的影响 

 

牛雪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矫形器配合康复训练对截瘫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疗效。    

方法   选取 46 例截瘫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常规康复训练）和对照组（矫形

器配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给予常规的康复训练，包括传统物理因子治疗，运动治疗和药物治疗；

对照组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使用截瘫矫形器辅助练习站立及行走。 

结果  讲过治疗 4 周后，发现 2 组患者 Barthel 指数(MBI)、功能综合评定量表(FCA)对评分均较治疗

前有明显改善(均 P<0.05),两组间 MBI 和 FCA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主要表现大

小便功能改善为主。 

结论  矫形器配合康复训练，能进一步改善脊髓损伤截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提高其生活独立能力，

对患者整体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PU-240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介入的无痛康复训练 

 

褚世滨 李春雨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150020 

 

目的 探讨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的无痛康复训练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 例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介入的无痛康复训练。  

（1）  术前宣教 对患者进行术前评定，指导患者术后早期的功能训练，告知术后可能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方案，说明术后早期康复的意义及重要性，介绍成功病例，树立患者信心取得患者的理解与

配合。 

（2）   术后早期康复训练  

控制疼痛和肿胀 术后 1-3 天一般采用静脉自控性镇痛泵，小幅度快速主动屈膝缓解疼痛，患肢抬高

于心脏 20cm，术后 24 小时对患者康复训练及过程中采取局部冰敷治疗。 

（3）无痛下的关节活动度的训练 

术后 3 天膝关节主动屈曲不超过 60°，一周达到 90°，4 周达到 120°，休息时支具保护下膝关节 0°

位伸直，防止屈曲挛缩的产生，所有增加膝关节屈曲角度的训练都应在无痛下进行，术后 1 周内，

每天进行 2 次膝关节持续被动活动（CPM）训练，术后 1 周继续加强膝关节主动屈曲训练。 

（4）肌力训练  在术后 3 天内应进行股四头肌的等长收缩训练，髋关节外展肌群、内收肌群、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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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群、伸展肌群和膝关节屈曲肌群训练，术后 1 周进行多角度等长收缩运动。术后 2 周进行抗自身

重力运动。术后 6 周进行抗阻开链运动，力量训练至少坚持 6 个月。 

（5）步态训练   

目标：12 周恢复正常步态。强本体感觉与平衡功能的训练从而实现独立步行。 

（6）心里引导：讲诉人工关节的优点及科学快速的无痛康复，认识到先进的手术技术与科学的早期

康复介入以及患者的积极配合是获取最大功能、最快恢复的前提和基础。 

 （7）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训练 

术后一周开始上下楼梯、步行转移、用厕所训练。 

（8） 预防术后并发症   在术后第一天开始踝泵训练、股四头肌静力性收缩与 CPM 运动。应尽可

能减少细菌污染的机会，合理应用抗生素，正确护理伤口，营养支持及时消灭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

灶。 

3 出院康复训练计划 

出院时告知患者及家属，康复训练需要持续。 

结果 出院后随访 3 个月 19 例关节活动度全部达到 120°，日常生活完全自理的 17 例，部分自理的

2 例，19 例无疼痛，19 例无畸形。均无关节活动受限及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结论 对患者而言，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漂亮的手术是成功的一半，早期介入的康复训练应以人为本，

无痛康复的理念为准，在改善患者功能的基础上，还患者一个有品质有尊严的人生。 

 

PU-241 

超声引导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婴幼儿脑瘫腓肠肌痉挛的前瞻

性研究 

 

王明梅 朱登纳 安爽 李三松 唐国皓 张广宇 杨永辉 杨磊 李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下 A 型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 A，BTX-A）注射对婴幼儿脑瘫下肢腓肠肌

痉挛的长期临床疗效、运动功能改善及不良反应。 

方法  研究对象为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住院治疗的痉挛

型脑瘫患儿 80 例，以下肢腓肠肌为靶肌。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治疗组和 BTX-A 注射组，每

组均为 40 例。常规治疗组仅给予 4 疗程运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等常规康复治疗，BTX-A 注射组

患儿行超声引导下 BTX-A 注射后给予与常规治疗组相同的康复治疗 4 疗程。治疗前及治疗后 1、2、

3、6、12 个月采用改良 Tardieu 量表（Modified Tardieu Scale, MTS）包括肌肉反应的性质 X 分

级和肌肉反应的角度 R1、R2 评定腓肠肌痉挛程度，表面肌电图（surface electromyograms, sEM

G）被动状态积分肌电值（Integrate electromyography, iEMG）进行痉挛程度定量评定，粗大运动

功能测试量表-88（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88）评价患儿运动功能情况。 

结果 BTX-A 注射组与常规治疗组 1、2、3、6、12 个月后相比，MTS 肌肉反应特征均较前降低，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EMG 被动状态 iEMG 数值均较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MTS 关节角度（R1、R2）均较前明显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GMFM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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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随着治疗时间延长而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TX-A 注射后 33 例患儿出现一过性

不同程度肌力下降，但一般经过 2～4 周后可恢复，1 例患儿最迟肌力恢复时间为 2 个月；1 例患儿

BTX-A 注射后 18h 四肢出现红色斑点样皮疹，无其他伴随症状，未给予处理 3d 后自行消退，考虑

可能为皮肤过敏。 

结论  超声引导下 BTX-A 注射结合康复治疗能够降低婴幼儿痉挛型脑瘫下肢腓肠肌痉挛，具有长期

疗效，并且促进脑瘫患儿大运动功能发育，减轻或预防异常姿势，避免关节畸形，推迟手术时间；

婴幼儿脑瘫进行超声引导下 BTX-A 注射不良反应少，安全性可靠；超声引导下进行 BTX-A 注射，

较为准确，同时能够监测注射过程，避免误注及损伤周围肌肉、腺体、神经和血管。 

 

PU-242 

TOMATIS 音频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执行功能的康复效果 

 

陈长香 张晶晶 

华北理工大学 10057634 

 

目的  探讨 TOMATIS 音频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执行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集唐山市工人医院康复分院脑卒中后执行功能障碍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两组均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干预，其中对照组给予 TOMATIS 常

规音乐训练（无音频处理的常规频率音乐）；实验组给予 TOMATIS 音频训练（经音频处理的音乐）。

训练安排在每天 18:30-20:00，此时间段患者精神相对放松，且经过适当的休息调整能够更好的接受

训练。研究人员操作 TOMATIS 训练仪。实验仪器为法国 TOMATIS 科研机构 2015 最新研发仪器―T

alksUp‖，型号为 SN：150103-0000472，由奥地利 TOMATIS 开发机构生产。训练仪器包括带有触

摸控制屏的主机 2 个（分别为 TOMATIS 音频训练主机、常规音乐训练主机）、与主机相匹配的无线

信号发射器 2 个，具有空气传导及骨传导技术的无线耳机 16 个，每组各配备 8 个耳机，每次可 16

人同时进行训练（实验组对照组各 8 人）。干预前后应用执行缺陷综合征行为学评价系统(BADS)评

测。  

结果 干预后实验组在规则转换卡片测验(RSCT)、动作计划测验(APT)、找钥匙测验(KST)、时间判

断测验(TJT)、动物园分布图测验(ZMT)和修订的六元素测验(MSET)等各维度及 BADS 总标准分显

示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OMATIS 音频训练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执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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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3 

手指游戏在脑瘫儿童手功能训练中的作用 

 

周大勇 杜丽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康复分院 150020 

 

目的  让脑瘫儿童在―口念儿歌，手做动作，脑想故事‖的条件下，愉快而轻松的得到手功能的训练。 

方法  痉挛型脑瘫患儿分为实验组 5 组和对照组 6 组，每组三名成员。两组均进行常规训练。实验

组训练中加入手指训练游戏。常规组进行普通的 OT 手功能常规训练。结果两组患儿治疗后手功能

动作、精细运动能力测试量表（FMFM）评分较之前均有所提高。但实验组的得分较对照组高。 

结论  手指游戏在脑瘫儿童的手功能训练中可以更有效的提高手指的精细运动能力 

        脑科学家认为，手指在大脑皮层的感觉和运动机能中，占的比重最大，经常活动手指来刺激

大脑，可以延缓脑细胞的衰老，改善记忆力、思维能力。故而开发出手指游戏。手指游戏是一种一

边念诵儿歌或韵律，一边协调双手动作变化的游戏。手指游戏需要左右手共同完成，更有益于左右

脑协调。高效率的活动手指，比效果差的用功学习和死记硬背更能增加大脑的活力。因此，手指游

戏在脑瘫患儿的手功能训练中应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故设有实验组 5 组与对照组 6 组进行脑瘫患

儿手部功能训练，从而证实这一观点。 

1、 方法: 

在住院患儿中选出 33 名痉挛型双瘫脑瘫儿童，随机分为 11 组，三人为一组，实验组 5 组，对照组

6 组。分别对这 33 名患儿进行精细运动能力测试（FMFM）。记录测试结果。 

   对每一位脑瘫患儿进行主要障碍分析，制定出近期、远期康复目标。选择性的应用 Bobath、NDT

等疗法。并制定出个体化的 OT 方案。据患儿的体质、年龄每天训练 30 分钟，三个月为一疗程。其

中将实验组每名患儿训练时间 30 分钟划分常规训练 15 分钟，手指游戏训练 15 分钟。加入《左手

右手》《我的小手》《手指变变》手指游戏。三个月后再次对 33 名患儿进行精细运动能力测试（FM

FM）。记录测试结果。 

2、 结果 

治疗三个月后，33 名测试儿童的手功能均有所提高。其中 5 组试验组的患儿手部精细运动能力测试

结果较 6 组对照组的患儿手部精细运动能力测试结果增长显著（见表格 1）。 

3、 讨论 

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因为锥体系的损伤而导致四肢功能活动障碍从而引起手功能的活动障碍。同时

脑瘫患儿常伴有智力减弱或低下，注意力不集中等伴随症状。若持续的单一的对其进行手功能的常 

规训练，则会导致患儿的厌烦及抵触情绪。而手指游戏恰恰改善并解决了这一问题，让脑瘫儿童在―口

念儿歌，手做动作，脑想故事‖的条件下，愉快而轻松的得到手功能的训练。从而提高了治疗的质量

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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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4 

星状神经节阻滞联合手法治疗在急性颞下颌关节紊乱病中的疗效

观察 

 

王留根
1
 王健

1,2
 周宣宣

1
 郭景花

1
 赵幸娜

1
 

1.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人民医院 

 

目的  对比手法治疗及星状神经节阻滞联合手法治疗急性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口腔门诊首次治疗的急性颞下颌

关节紊乱患者 30 例。入选标准：依据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邱蔚六主编的《口腔颌面外科学》中 TM

D 诊断标准。同时还需符合：（1）初次单侧发病；（2）病程≤2 周。排除标准：（1）系统性疾病所致

的关节病变；（2）既往颞下颌关节手术史者；（3）患者不能很好配合完成者。根据先后顺序随机分

为对照组 15 例、治疗组 15 例。治疗组男 6 例，女 9 例，平均年龄 27.3 岁 (20.8~33.8)，平均病程

8 天 (5 天~13 天)；对照组男 5 例, 女 10 例，平均年龄 28.4 岁 (18.7~33.9)，平均病程 10 天 (4 天

 ~13 天)。两组患者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所有患者均给予常规健康教育，（1）指导患者保

持口腔休息位  双目平视，挺胸沉肩，后缩颈部，面部肌肉自然放松，舌面靠唾液自然黏贴于上腭，

舌体充满口腔，颌自然微开上下门齿相距约 2mm ，唇微闭。日常除进食、说话、睡眠之外的所有

时间均应维持该口腔休息位。（2）控制最大张口度  打哈欠时舌尖抵住上腭、大块食物分散后入口、

避免大笑及张口过大唱歌等。（3）安全进食  少食硬度及韧性过大的食物如甘蔗、黏糕、烙饼等；

咀嚼食物避免过度使用单侧牙齿。（4）纠正不良姿势  避免懒坐所导致骨盆过度前倾或后倾；避免

下颌前伸头部后仰；避免托腮等。对照组给予手法治疗，（1）手法放松颞肌、咬肌、翼外肌、翼内

肌等肌肉；（2）手法行颞下颌关节关节松动术。治疗组在手法治疗的基础上加星状神经节阻滞，双

侧星状神经节交替阻滞每日一次。用 Friction 紊乱指数定量评定表分别评定 2 组治疗前、和经治 15

天后的颞下颌关节功能状况。 

结果  2 组患者经 15 天治疗后，Friction 紊乱指数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P<0.05)。治疗后治疗组 Fri

ction 紊乱指数评分与对照组组相比，有显著下降(P<0.05)。 

结论  运用星状神经节阻滞结合超短波疗法治疗急性颞下颌紊乱病患者能有效缓解疼痛、改善颞下

颌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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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5 

体表神经电刺激结合间歇导尿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尿路感染的影

响 

 

蔡西国 钱宝延 曹留拴 杨阳 庄卫生 马玉娟 邹丽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体表神经电刺激结合间歇导尿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尿路感染的影响。 

方法  将 55 例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27 例和电刺激组 28 例, 对照组患者行间歇导尿训练治

疗，电刺激组患者在间歇导尿的基础上行体表神经电刺激治疗，在治疗前及治疗 2 月后进行平均排

尿次数、日平均单次尿量、日平均尿失禁次数及尿路感染率比较，并将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平均排尿次数、日平均单次尿量、日平均尿失禁次数及尿路感染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 2 月后电刺激组患者日平均单次尿量明显多于对照组，而日平均排

尿次数、日平均尿失禁次数均少于对照组，尿路感染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体表神经电刺激结合间歇导尿训练可以有效提高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控尿、排尿能

力，并能降低尿路感染率，是一种有效治疗方法。 

 

PU-246 

运动想象对脑卒中患者运动想象能力和手功能康复的影响 

 

刘华
1
 荣湘江

1
 史清钊

1
 杨少峰

1
 周军

1
 张通

2
 

1.首都体育学院 

2.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目的  探讨运动想象训练联合常规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想象能力和手功能康复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入组标准和运动想象能力评估标准的 40 例患者随机分为：运动想象训练联合常规康复

训练组和常规康复训练组，每组各 20 例。常规康复训练组采取神经发育促进技术，每次 45 分钟，

每日 1 次，每周 5 次，持续 4 周。运动想象训练联合常规康复训练组是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

给予运动想象训练，每次 45 分钟，每日 1 次，每周 5 次，持续 4 周。训练前后测试运动想象能力

（采用运动觉-视觉想象问卷评估）和评估训练前后手功能（采用上肢动作研究量表）评分的变化。 

结果  训练 4 周后，两组运动觉-视觉想象问卷分数比较，有显著性差异；两组间训练前后运动觉-

视觉想象问卷分数的差值（训练后-训练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训练 4 周后，运

动想象训练联合常规康复训练组（30.10 分）和常规康复训练组（19.25 分）两组间比较，上肢动作

研究量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前后上肢动作研究量表得分差值（训练后-训练前）

在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训练 4 周后，上肢动作研究量表得分差值与运动觉-视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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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分数差值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相关系数 r=0.338，p=0.033，呈正相关。 

结论  运动想象联合常规康复训练能提高运动想象能力。运动想象联合常规康复训练比常规康复训

练对患手运动功能的改善更显著。 

 

PU-247 

脑卒中跌倒降损动作管理训练对步行能力的影响 

 

张韬 林海丹 白定群 冯垚娟 李宏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观察脑卒中患者发生跌倒时通过主动动作管理降低跌倒损伤风险的训练，对其步行能力的影

响。  

方法  根据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选取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脑卒中患者 40

例，随机分组为常规组与干预组，每组 20 例，常规组和干预组均进行运动训练、作业治疗、生物反

馈疗法、物理因子治疗等常规训练项目，干预组在常规训练基础上增加―分段式重心调整动作管理‖、―健

侧旋转前臂扶地支撑动作管理‖等跌倒降损动作管理训练，训练 3 周，训练前、后对两组患者应用 B

BS（Berg 平衡功能评价）、10m-MWS（10m 步行最快步行速度测定）、TUGT（―起立-行走‖计时）

和三维步态分析进行步行功能评价。 

结果  训练前两组患者间的 BBS 评分、10m-MWS 评分、TUGT 评分和三维步态分析结果无显著性

差异（P＞0.05）；训练后两组患者的步行能力均有所提高，干预组患者的 BBS 评分、10m-MWS 评

分、TUGT 评分明显高于常规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分析（P＜0.05），三维步态分析结果示干预组

患者步态周期中的步速、步频、双侧步长、髋膝踝关节活动角度均明显优于常规组患者，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卒中患者步行相关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跌倒时，通过训练自发、主动调整的动作管理行

为，可以增强其跌倒时降低损伤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脑卒中患者的综合步行能力和步行实用性。 

 

PU-248 

平乐正骨“筋滞骨错”理论 

 

赵明宇 廉杰 赵启 王秋生 鲍铁周 毛书歌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451006 

 

      平乐正骨―筋滞骨错‖理论是在平乐正骨理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筋病学理论。本文从内涵、

核心理论、哲学观、治疗原则、与―十二经筋‖理论的关系、与―骨错缝、筋出槽‖理论的异同、临床治

疗体系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平乐正骨―筋滞骨错‖理论的理论体系研究及临床实践。 

 

PU-249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序次疗法治疗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吴玉彬 夏俊博 

河南省职工医院 450002 

 

目的  随着电视、电脑、手机的普及，颈椎病的发病率显著提高，发病年龄向中青年甚至初中生蔓

延，常引起发作性痛头晕、头晕、恶心、呕吐、肢体麻木等，传统疗法多采用牵引、推拿、理疗、

手术等疗法，疗效欠佳。本研究重在讨论一种序次疗法治疗颈椎病。对确诊的 212 例颈椎病进行分

组对照治疗，观察先应用药物治疗再行整脊疗法治疗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212 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直接给予颈椎整脊疗法治疗；治疗组先采用 20%

甘露醇注射液以脱水，冠心宁注射液改善椎基底动脉供血，3 天后再采用颈椎整脊疗法治疗；治疗

结束后比较两组病人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8.1％，治疗组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二者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

0.05）。主要症状消失对照组是 7.5±1 天；治疗组为 5.5±1 天；两周内复发率对照组是 18%;治疗组

为 2%。 

结论  序次疗法治疗颈椎病，治疗效果优于直接颈椎整脊疗法治疗。序次疗法先用甘露醇脱水，使

压迫的硬膜囊水肿减轻，又能抗自由基保护神经细胞；同时应用冠心宁改善椎基底动脉供血、供氧；

从而显著的改善上述症状。而对照组未应用脱水等药物情况下直接颈椎整脊疗法，虽然改善了局部

的肌肉、韧带的紧张状态，但在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对受压神经、肌肉的刺激，加重水肿和

压迫，导致二次受损，症状加重，病人对治疗效果欠满意。本研究序次疗法治疗颈椎病，结果显示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8.1%，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从整体上改善机体状态，克服了传统方法

治疗的缺陷，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另外颈椎病治疗过程中规范的健康教育和保持颈部合理姿势尤

为重要，这样可避免或减低颈椎病的复发率。  

 

PU-250 

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膝骨关节炎临床疗效观察 

 

蔡琛 杨宁 王艳 张红利 孙晓东 车文生 张智芳 

郑州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10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中西医康复综合治疗）、对照 I 组（西医康复治疗）

和对照 II 组（中医康复治疗）。治疗组采用针刺、推拿、微波、康复运动疗法及药物综合疗法，对照

I 组采用药物口服、微波配合运动疗法治疗，对照 II 组采用针刺、推拿治疗，每日 1 次，每周周日休

息 1 次，治疗 8 周。 

结果  三组疗效有效率为：治疗组 100%、对照 I 组 82.9%、对照 II 组 81.1%，每两组行 χ2 检验，

治疗组和对照 I 组、对照 II 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 I 组和对照 II 组临床疗效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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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05)。三组疼痛评定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比较，治疗前后三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 I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 II 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 I 组与对照 II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根据 Lysholm 评分量表进行

膝关节功能评分比较，三组治疗前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三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 I 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 II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

5)。对照 I 组与对照 II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3 种方法对膝骨关节炎均有疗效，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临床疗效优于其它两组。另中西医结合

康复及中医康复治疗在缓解疼痛方面具有优势，而中西医结合康复及西医康复治疗在膝关节功能改

善方面有优势。 

 

PU-251 

虚拟现实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的影响 

 

韩晓晓 柯将琼 蒋松鹤 张丹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通过应用虚拟现实游戏训练方案，观察该方案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57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成 3 组，实验 1 组、实验 2 组和对

照组。3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其中实验 1 组除常规物理疗法 30min 外，增加虚拟现实 Wii

游戏训练 30min，每天各 1 次；实验 2 组接受常规物理疗法 30min 外，再接受常规作业疗法 30min，

每天各 1 次；对照组仅接受常规物理疗法 30min，每天 1 次。每组训练时间均为每周 5d，共 2 周。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后采用上肢部分 Fugl-Meyer 评定量表（FMA-UE）和上肢部分 Brunnstro

m 分期对 3 组患者进行上肢运动功能评定，采用表面肌电图测定患者患肘屈曲、伸展最大等长收缩

时肱二、三头肌的积分肌电值，并计算相应的共同收缩率（CR）。 

结果  54 例患者完成训练，每组 18 例。治疗前，3 组患者 FMA-UE 评分、Brunnstrom 评分及患肘

屈曲肱二头肌 CR、患肘伸展肱三头肌 CR 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 2 周

后，3 组患者上述指标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3 组患者 Brunnstro

m 评分、患肘屈曲肱二头肌 CR 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3 组患者 FMA-UE

评分、患肘伸展肱三头肌 CR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实验 1 组与对

照组 FMA-UE 评分、患肘伸展肱三头肌 CR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 2

组与对照组 FMA-UE 评分、患肘伸展肱三头肌 CR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实验 1 组、2 组 FMA-UE 评分、患肘伸展肱三头肌 CR 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与常规物理疗法相比，虚拟现实 Wii 游戏训练结合常规物理疗法、常规作业疗法结合常规物理

疗法均更有助于促进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运动功能恢复以及改善患肘屈伸运动协调性。虚拟现实 Wi

i 游戏训练结合常规物理疗法与常规作业疗法结合常规物理疗法对于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无

明显差异。 

 

PU-252 

星状神经节治疗顽固性面瘫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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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现军 张平 潘更毅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目的  观察星状神经节阻滞（SGB）对治疗顽固性面瘫的疗效。 

方法  将 116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58 例采用患侧穴位透刺，地仓透颊车，阳白

透鱼腰，四白透迎香，印堂透攒竹，颧髎透下关，承浆透地仓，1 天 1 次，20 天为 1 疗程。治疗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选择面瘫患侧进行阻滞。1 天 1 次，20 天为 1 疗程。2

疗程后观察疗效。 

结果  对照组有效率 68.97%，治疗组有效率 94.83.治疗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2 组显效率之间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 

结论  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针刺治疗顽固性面瘫有效。 

 

PU-253 

骨刺消痛液热敷联合中频电及运动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痛疗效观

察 

 

郭静华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目的  观察骨刺消痛液热敷联合中频电及运动疗法治疗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肩痛的疗效。 

方法  将卒中后偏瘫伴肩痛患者 120例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采用电脑中频加运动疗法治疗基础上，

加用骨刺消痛液热敷治疗，对照组采用电脑中频加运动疗法治疗。在治疗前和治疗一个疗程后，通

过疼痛的视觉模拟评分(VAS)和 Fugl-Meyer 评估量表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组在减轻疼痛、增加肩关节活动范围、增加患侧上肢运动功能方面明显优于对照(P<0．0

1)。 

结论  骨刺消痛液热敷联合中频电及运动疗法治疗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肩痛疗效满意。 

 

 

PU-254 

急性期康复治疗对手足口病合并弛缓性瘫痪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陈小聪 苏秋园 王耀申 马迎歌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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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急性期康复治疗对手足口病合并弛缓性瘫痪患儿 1 个月、3 个月后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54 例临床资料完整的手足口病合并弛缓性瘫痪患儿按急性期是否进行康复治疗分为两组，其

中急性期进行康复治疗的 32 例为观察组，未进行早期康复治疗的 22 例为对照组,两组均常规进行神

经系统疾病的药物治疗 ,观察组于急性期请康复科会诊并进行床旁康复治疗，包括康复护理、良肢

位摆放、被动或主动运动训练、生物电子反馈治疗、传统中医针灸推拿，一周康复治疗 5 天，每日

各康复治疗项目执行 1 次，隔离期 28 天后转康复训练中心继续康复治疗。对照组 22 例中，13 例来

自外院患儿，9 例系在我院感染病房住院，不配合急性康复治疗患儿，仅进行药物治疗。对每例患

者病程 1 个月、3 个月时进行徒手肌力测评、日常生活能力选用改良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测评。两

组病例入组时在年龄构成、早期临床症状、瘫痪肢体徒手肌力、改良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等方面无

统计学差异。 

结果 徒手肌力测评按两组等级资料的秩和检验，病程 1 个月时 uc=3.76，P＜0.01，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3 个月 uc=4.23,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儿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评分 T 检验，

病程 1 个月时ｔ＝11.18，Ｐ＜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个月时ｔ＝12．23，Ｐ＜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两组病例徒手肌力及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均有统计学差异，早期进行康复治疗的患儿

其肌力及生活能力恢复要好于急性期未进行康复治疗患儿。 

结论：早期进行康复治疗有利于手足口病合并弛缓性瘫痪患者运动功能恢复，可降低患者的功能障

碍，提高其生存质量。 

     

PU-255 

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康复的影响 

 

胡敏敏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目的  通过在患者康复治疗过程中进行护理干预，观察其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康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神经内科及精神心理科住院患者中 100 名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分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50 名患者进行实验。对照组与实验组均进行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进行综合的护理干预，比较

两组活动能力指数与生活质量指数。 

结果  观察组活动能力指数与生活质量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康复

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PU-256 

早期规范三级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功能结局的影响研究 

 

扬倩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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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早期规范三级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功能结局的影响。 

方法  122 例急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康复组，对照组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康复组在

此基础上给予早期三级康复训练。采用神经功能评定量表(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NDS)、Fugl

-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ugl-Meyer assessment，FMA)及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综合评价康复疗效。 

结果  入组时，康复组和对照组的 MBI、NDS、FMA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6 个

月时，康复组的 MBI 与 FMA 评分增加幅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康

复组的 NDS 评分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规范的三级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改善卒中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的程度，明显提高患者的日常

生活能力与运动功能。 

 

PU-257 

脑卒中患者合并下肢急性深静脉血栓早期康复策略探讨 

 

蔡华安
1
 王婷

1
 邓景贵

1
 陶希

1
 符鲲

1
 欧阳文湘

2
 胡小明

2
 吴亚岑

1
 

1.湖南省人民医院 

2.长沙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合并下肢急性深静脉血栓（DVT)早期康复策略，为早期预防深静脉血栓及康复治

疗提供可参考依据。 

方法  将 42 例脑卒中合并下肢急性 DVT 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1 例，均给予抗血

小板聚集和抗凝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发病早期 DVT 形成后 1～2d 内卧床休息，抬高患肢，根据血浆

D-二聚体浓度，十天之内循序渐进的予康复治疗；对照组发病后即予绝对卧床休息，抬高患肢，十

天之内严格制动；分别对两组临床表现、血浆 D-二聚体浓度、血栓大小等指标进行观察。 

结果  第 3d 时, 两组 NVS 疼痛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P＜0.05）, 小腿周径值较治疗前稍增粗(P＞0.

05)；第 5d 时，观察组 NVS 疼痛评分较治疗前下降(P＜0.05），对照组仍有明显疼痛(P＞0.05），两

组小腿周径值较治疗前改变不明显；第 10d 时，两组 NVS 疼痛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观

察组较对照组下降更为明显(P＜0.05)，两组小腿周径值均较治疗前缩小(P＜0.05），两组之间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观察组缩小幅度高于对照组（5.22%/1.92%）。两组血浆 D-二聚体浓度

较治疗前逐渐下降，但第 5d 及第 10d 时，观察组下降幅度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彩超定性检

查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对脑卒中合并下肢急性 DVT 患者早期有序合理的实施康复训练可以安全有效改善临床症状；

血浆 D-二聚体浓度可以作为运动剂量的参考标准，是早期康复训练非常有意义的指标。 

 

PU-258 

“踝关节抗阻桥式运动”改善脑卒中患者膝过伸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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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栋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观察踝关节抗阻桥式运动在治疗脑卒中患者因小腿三头肌张力过高导致膝过伸的效果。 

方法  58 例脑卒中偏瘫膝过伸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29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康复治

疗进行患膝关节稳定性的训练: ①通过牵张、关节挤压,促进膝关节深感觉的恢复。②踩用助动-主动

-抗阻训练加强股四头肌、腘绳肌和胫前肌肌力，促进膝关节的稳定性，5-10 min/次。③在站立位，

患侧下肢负重抗阻的情况下,股四头肌作 0～15°的屈伸训练，5 min/次。  ④俯卧位，股四头肌、腘

绳肌作 PNF 之节律性稳定、收缩-放松、挺住-放松训练，每个动作持续时间 10 s/次，10 min。  ⑤

斜坡站立训练，包括在斜坡上进行提踵训练、患肢支撑健肢前后迈步训练, 持续 10 min。⑥NMR-I

神经肌肉康复仪治疗:频率 20～100 Hz,调幅度 100% ,将 8cm ×12 cm 的 4 个极片分为 2 组,一组

放于膝关节股内侧肌和股四头肌肌腹处,另一组放于小腿的前外侧相当于胫前肌和腓骨长短肌起止

点上,耐受限,  ⑦治疗组除上述常规康复治疗外增加踝关节抗阻桥式运动训练 10-20 min，即患者仰

卧位：a 于床头固定弹力带与肩同宽，患者双桥模式，弹力带固定于双踝关节，双膝间放一球做桥

式运动；  b 从 a 过渡到单桥模式，非抗阻下肢于踝关节置一 2-3kg 沙袋抗阻直腿抬高运动；  c 

从  b 加强至非抗阻下肢屈伸腿触物运动。以上运动均需左右交替进行，并强调同侧肩峰、鼻尖、对

侧肩峰的正常运动弧线。两组治疗时间均为 3 周。在治疗前后均进行膝过伸评定。 

结果  3周后,依据Loudon的膝过伸诊断方法:患者站立相负重时,出现膝关节过度伸展,身体重心向后

移,有向后倾倒的征象,只能膝关节主动屈曲步行;膝过伸使用定义为膝关节过度伸展角度> 5°，经治

疗后膝关节最大伸展角度< 5°视为有效。治疗组膝过伸患者纠正 24 例, 5 例无效,对照组纠正 14 例,

 15 例无效。 

结论  笔者搜索了近 10 年的国内关于膝过伸治疗的文献,发现众多治疗对膝关节控制训练关注较多,

而通过对踝关节施加阻力，同时刺激踝关节和膝关节的却非常之少，故采用单纯膝关节或踝关节训

练的治疗效果就不能令人满意，笔者采用踝关节抗阻桥式运动训练，经过三周的训练发现患者小腿

三头肌张力明显下降,膝踝关节运动控制能力明显提高,继而其膝过伸状态也得到较好改善,因此笔者

认为―踝关节抗阻桥式运动‖是一种既能训练到向心、离心收缩，又能控制痉挛，改善挛缩且简单易行

的改善膝过伸的较好的治疗方法,是对以往常规康复治疗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PU-259 

电针治疗轻中度腕管综合征患者的疗效观察 

 

寿依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 观察电针治疗轻中度腕管综合征患者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0 例（66 腕）轻中度腕管综合征患者分为电针组及对照组。两组均口服

甲钴胺,对照组主要给予腕管综合征健康教育宣教，包括纠正不良生活工作习惯，避免手部腕部过度

受力等；电针组则给予电针患侧曲池，阳池，手三里，内关，合谷。上述治疗每日 1 次，每周治疗

5 d，共持续治疗 4 周。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采用电生理评估，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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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改善情况，选用波士顿腕管量表（BCTQ）对 2 组患者疗效进行对比。 

结果 2 组患者分别经 4 周治疗后，发现电针组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正中神经 DML，VAS 评分、BC

TQ 各分项评分及总分均较对照组明显改善（均 P＜0.05）。 

结论  电针能改善轻中度腕管综合征患者疼痛及手部功能，提高其生活、工作和社会适应能力，该

疗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60 

血友病儿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关节健康状况的相关性研究 

 

刘颖 赵宏 杜晓娟 张建平 陈丽霞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血友病儿童关节出血和功能障碍的发生率高，日常生活活动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能力下降的情况非常普遍。本研究旨在了解血友病（Haemophilia）儿童关节健康状况对 ADL 的影

响。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血友病门诊确诊的男性血友病患儿 68 例，其

中 A 型 64 例，B 型 4 例；严重程度分级轻型 3 例，中型 59 例，重型 6 例。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华

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与止血学组制订的血友病诊断标准；②年龄 4～18 岁；③患者及家属均按照

要求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严重的外伤性出血患者；②患有先天性遗传性疾病或发育异常

者；③合并有严重的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疾病者；④患有感染性疾病者；⑤拒绝接受一般情

况调查或 ADL 能力评定者。分别采用血友病功能独立性评分（Functional Independence Score in

 Hemophilia，FISH）和中文版血友病关节健康评估表（Haemophilia Joint Health Score，HJHS）

2.1 评价血友病儿童的 ADL 能力和关节健康状况。相关性研究应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方法进行。 

结果 组患者的 FISH 评分为(25.28±5.96)分，HJHS 评分为(22.82±13.09) 分。血友病儿童的 HJHS

评分对 FISH 评分有反向影响（p＜0.05），pearson 系数为-0.746。FISH 评分与 HJHS 中关节肿胀、

关节周围肌肉状况、关节活动度、关节疼痛及步态评分呈反比（p＜0.05），其中与关节周围肌肉状

况、步态及关节活动度评分的 pearson 系数较高，分别为-0.815，-0.661，-0.628。 

结论 较差的关节健康状况对血友病儿童的 ADL 有不利影响。其中关节周围肌肉状况、关节活动度

和步态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加强关节周围肌肉锻炼、扩大关节活动度及改善步态可能有助于提

高血友病患儿的 ADL 能力。 

 

PU-261 

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研究进展 

 

李永云 杨少峰 刘海虹 

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学院 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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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横纹肌溶解症的了解甚少，以至于当出现这个病症的时候也不能够及

时察觉，甚至还有误诊的发生，从而耽误了最好的治疗时机，通过研究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来降低

因运动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的机率，加深人们对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认识与了解，从而减少和预防

横纹肌溶解症在运动中的发生。  

方法  查阅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相关文献，观看此类病症的新闻报道和视频，以及在运动队中的

相关实践经验对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素、病症表现以及对于它的相关治疗方法等进行总结

分析。 

结果  分析发现对于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相关研究比较少，但是该病的发生率较高。运动量过大，

潮湿、高热环境下运动，机械性的损伤及身体状态不佳等都容易导致该病的发生，该病发生时会伴

有肌肉酸痛、全身无力、肌肉肿胀以及尿的颜色加深等一些症状，主要的生理病症是血清磷酸肌酸

激酶的增高和肌红蛋白尿，该病多引发急性肾衰竭，如果误诊或治疗不及时甚至会导致患者的死亡。

对于该病的治疗我们主要采取对患者进行积极补液和血液净化的方法，此外还给与患者营养的支持，

从而加快患者的恢复进程。 

结论  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治疗关键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及时处理并发症，

防治病情进一步恶化，从而避免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及多个脏器功能障碍的综合征。因此，应该加

强对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预防和早期的诊断，尽量避免误诊的发生，改善预后。对参加运动的人

们提以下几点建议：（1）进行适合自己个人特点和适量的运动或训练，运动或训练过程中要遵循循

序渐进的原则，切忌盲目运动；（2）运动时选择适当的天气环境条件，因为天气环境对运动会造成

一定的影响，正确的运动环境可以减少损伤的发生；（3）水及一些营养物质在运动中是必须的，因

此在运动前、中、后阶段要给与足够的补充；（4）在运动时要加强自己的防范意识，提高自己的警

惕性，若在运动中有身体不适或不良感觉的出现，就要终止运动及时就诊治疗，防止横纹肌溶解症

的出现，避免急性肾衰竭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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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地尔联用半导体激光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苏琦 丁宇玲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14002 

 

目的  探讨前列地尔静脉推注加半导体激光穴位照射对椎动脉型颈椎病的协同疗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在我院康复理疗科门诊就诊的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 100 例。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50 例。2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给予前列地尔注射液( 由北京泰德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10980023) 10μg 加入氯化钠注射液 10 ml 静脉推注，每日 1 次。

连续治疗 14 天为 1 疗程。治疗组联用半导体激光穴位治疗：采用上海生产的 MDC-500 型半导体激

光治疗仪。输出功率 0-500 mW，连续可调，波长 830 nm，光斑直径 3 mm，组织穿透深度可达

皮下 7 mm，输出端直接照射风池、四神聪、百会、合谷穴。每穴照射 5 min，每日 1 次，治疗功

率选择 350-450 mw，以患者有热感的剂量为佳。每日 1 次，14 次为 1 个疗程。两组均治疗 14d。

 治疗前后采用《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一疗程（2 周后），治疗组痊愈 7 例，好转 38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90％，对照组痊

愈 4 例，好转 34 例，无效 12 例，总有效率 76％，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两组治疗前与治疗后头晕，头痛，颈部不适情况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 01），说明两

种方法均有止晕止痛作用。 两组症状体征改善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1)，治疗组

优于对照组。说明治疗组在改善患者头晕、头痛、 颈部不适症状上效果更显著。  

结论 前列地尔静脉推注加半导体激光穴位照射对椎动脉型颈椎病疗效明显优于前列地尔单纯静脉

推注。 

 

PU-263 

体外冲击波治疗急性期肩周炎的疗效观察 

 

李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通过对体外冲击波治疗急性期肩周炎的临床研究,为肩周炎的诊断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同时

对不同干预时间的体外冲击波治疗肩周炎的疗效进行比较,观察其临床治疗效果。本研究通过对肩周

炎的体外冲击波康复治疗进行临床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①体外冲击波治疗肩周炎的有效性

②体外冲击波对不同时期肩周炎治疗的疗效比较，为肩周炎的治疗提供一种效率高、疗效好且经济

方便的治疗方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之间来我院康复科门诊就诊的肩周炎患者 80 例，诊断符合

肩周炎的诊断标准，并排除风湿性肩关节炎、外伤、手术引起的肩关节炎、凝血障碍等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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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者病情均给予患侧肩部的冲击波治疗，并于治疗前、治疗后 1 小时、治疗后 1 周观察疗效，

使用疼痛评分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和关节活动度（range of motion, ROM）进行

疗效评定。将前来就诊的肩周炎患者按照临床表现和 X 线影像分为急性期组、冻结期组、解冻期组，

各组间再进行比较。所有数据采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分析,采用相应合适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1、  VAS 评分比较急性期组治疗前疼痛明显，与冻结期组和解冻期组治疗前评分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冻结期组与解冻期组比较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三组治疗前与治疗后 1 小时，治疗后 1 周

比较，疼痛改善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尤其是急性期组，治疗后 VAS 评分大幅度降低，组内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反观另外 2 组差异不明显。 

2、ROM 结果比较急性期组治疗前后 ROM 明显改善，并且治疗效果持续至治疗后 1 周，3 个时间

点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冻结期组和解冻期组治疗后 ROM 改善不明显，3 个时间点观察差异并

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3 组的 ROM 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急性期关节活动度最差，与其他 2 组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急性期组治疗后 1 小时 ROM 大幅度提高，与其他 2 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

但治疗后 1 周观察发现，急性期组 ROM 与治疗后 1 小时相比有降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反

观另外 2 组，不管是治疗前、治疗后 1 小时与治疗后 1 周，ROM 改善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体外冲击波对肩周炎的治疗有效，尤其是对急性期肩周炎的治疗效果显著，可显著减轻患者

疼痛，大幅度提高患肩的关节活动度，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冲击波治疗作为一

种安全、有效且省时的治疗方法，能够用于肩周炎的治疗，尤其是急性期肩周炎的治疗。 

 

PU-264 

颈椎牵引加手法复位治疗眩晕头痛 

 

王志峰 

河南省济源市中医院 459000 

 

目的 观察颈椎牵引加手法复位治疗眩晕头痛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112 例眩晕头痛患者，随机分为 A、B 两组，给予 A 组患者颈椎牵引治疗，给予 B 组患

者颈椎牵引加手法复位治疗，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 A 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67.86%,B 组总有效率为 96.43%，B 组治疗效果优于 A 组（P＜0.05）。 

结论 颈椎牵引加手法复位治疗眩晕头痛具有显著效果，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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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5 

随访及康复指导对可能发生脑瘫的高位儿转归的影响 

 

陈小聪 黄燕霞 刘黎礼 马迎歌 刘毅 苏秋园 高春荣 

陕西西安市儿童医院康复科 710003 

 

目的  探讨定期随访及康复指导对可能发生脑瘫的高危儿转归的影响。 

方法  通过对 2011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在我院新生儿病房住院的可能发生脑瘫的高危儿病例回

顾研究，纳入病例有发生脑瘫的高危因素，所有病例出院时书面医嘱要定期康复门诊随访，建议随

访年龄分别是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6 个月，8 个月、10 个月、1 岁。这期间出院的可能发生脑

瘫的高危儿共 278 例，1 岁时随访失联 60 例，随访到的 218 例可能发生脑瘫的高危儿按是否定期

随访并接受康复指导分成两组,其中 138 例进行定期康复门诊随访并接受康复指导的病例为康复组, 

80 例因各种原因不能来门诊复诊、未接受康复指导的病例为常规育儿组。研究开始两组在性别、神

经系统查体、新生儿 NANB 评分方面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康复组每次随访时评估

患儿发育情况，对主要监护人进行康复技术指导,并多次进行中期评估指导。观察 6 个月时两组进行

Gesell 发育测评，1 岁时确诊或排除脑性瘫痪，并进行脑瘫分度测评。 

结果  观察 6 个月后康复组与常规育儿组患儿 Gesell 发育测评(DQ)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满 1 岁时康复组 138 例中发生脑瘫 11 例，发生率 7.9%，常规组 80 例中发生脑瘫 16 例，

发生率 20%，经卡方检验：Ⅹ2=6.753，P=0.009<0.01，两组数据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随访及康复指导能促进可能发生脑瘫的高危儿全面发育，降低脑瘫发生率，减轻脑瘫的障碍

程度。 

 

PU-266 

重复经颅磁刺激在脑卒中患者肌痉挛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杨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在脑卒中患者肌痉挛康复中的疗效。 

方法 2013 年 3 月-2015 年 2 月在我院康复科住院治疗的 100 例脑卒中后下肢伸肌痉挛患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n=50)和治疗组(n=50)。两组患者同时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同时，治疗组患者每日接受 r

TMS 治疗，共持续 8 周。治疗后随访 4 周，比较治疗两组患者前后 MAS 量表、LEMS 评分表和 1

0 m 步行速度等情况。并在治疗前后分别检测两组患者胫前肌运动诱发电位。 

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 MAS 量表、LEMS 评分表和 10 m 步行速度等指标均比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

05)，4 周后随访上述指标与治疗前比较仍有提高(P<0.05)；同时，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治疗后各

项指标改善更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治疗组胫前肌运动诱发电位较

治疗前有了明显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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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TMS 可有效促进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康复，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的下肢伸肌痉挛情况。 

 

PU-267 

平衡促进训练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下肢步行功能的影响 

 

胡永林 卢红建 肖玉华 宋新建 朱红梅 陆安民 

江苏省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002 

 

目的  探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平衡促进训练对下肢步行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 43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22 例）及对照组（21 例），

两组患者均行 12 周的常规康复训练，12 周后，治疗组采用 4 周平衡促进训练法，对照组继续 4 周

常规康复训练。常规康复训练：术后第 1-2 周，支具保护下行股四头肌和腘绳肌的等长收缩及踝泵

运动，膝关节 CPM 训练（屈膝角度控制在 60°以内），手法活动髌骨等；第 3-6 周，保护性直腿抬

高，扶拐支具保护下伸膝位部分负重行走练习，6 周内不做主动伸膝；第 7-12 周，带支具终末伸直

练习、闭链及开链伸膝及抗阻伸膝练习；第 13-16 周，下肢逐步完全负重进行屈伸膝行走练习、半

蹲练习、上下台阶等。平衡促进训练：前 2 周进行快速重心转移训练，按照左右、前后不断增加难

度，同时进行负重训练、靠墙下蹲训练、膝关节半屈曲位进行 Fitter 平衡板训练，通过平衡和本体

感觉训练模式进行静态平衡评定训练仪训练。后 2 周行靠墙下蹲及平衡板训练、静态平衡评定训练

仪训练，并予―S‖字跑、折返跑、交叉跑、反向跑、侧方跑等训练模式。术后 12 周、16 周，分别采

用 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10m 步行时间测定及国际膝关节文献委员会膝关节评估表(IKDC)进行评

分，术后 16 周进行 KT-1000 关节稳定性检查。 

结果  术后 12 周治疗组 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10m 步行时间、IKDC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术后 16 周，上述各项指标两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组 K

T-1000 关节稳定性检查相比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平衡促进训练能促进下肢功能恢复，提高步行能力，同时也不影响近期

膝关节稳定性。 

 

PU-268 

低强度激光结合肩部控制训练治疗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 肩痛的

疗效观察 

 

胡永林 卢红建 肖玉华 陆安民 华永萍 黄杨 

江苏省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002 

 

目的  观察低强度激光结合肩部控制训练治疗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肩痛的疗效。 

方法  将 63 例老年脑卒中偏瘫肩痛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33 例）和对照组（30 例），两组患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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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和肩部控制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低强度激光治疗，且在肩部控制训练前进

行。常规康复治疗包括床上良肢位摆放、关节活动度训练、关节松动术、Bobath 握手上举、Bobat

h 撑手、翻身、肩关节挤压、床上桥式运动、平衡训练、转移训练、 患腿负重训练、 步行训练、

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等，30 分钟/次，1 次/天，6 次/周。包括肩部被动活动、挤压肩胛胸壁关节、肩

部周围肌肉的刺激诱发训练、主动活动肩胛骨和肩胛肌群的抗阻训练五大项目，40 分钟/次，1 次/

天，6 次/周，持续训练 4 周。低强度激光治疗采用激光磁场理疗仪（SaluS-Talent），操作方法：

患者取端坐位，充分裸露患肩，将激光磁场理疗仪切换到激光模式（波长 655nm，输出功率 4.2m

W，连续波形），并将治疗探头对准患肩，相距 5cm,每次治疗 20 分钟，1 次/天，6 次为一个疗程，

休息一天，继续下一个疗程。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

le, VAS）和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上肢部分(FMA-UE)对两组患者的肩痛程度及上肢运动功

能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VA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FMA-UE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

05)，且观察组效果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低强度激光结合肩部控制训练治疗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肩痛效果显著，且能改善其上肢运动

功能。 

 

PU-269 

针刺联合核心肌力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障碍的影响 

 

樊振勇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同时也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负

担。本研究旨在探讨针刺联合核心肌力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障碍的影响。 

方法 共选取 6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针刺组、核心肌力训练组及综合组，针刺组在药物+

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给予针刺治疗，核心肌力训练组在药物+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给予核心肌力

训练治疗，综合组在药物+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给予针刺及核心肌力训练联合治疗。分别在治疗前、

治疗后 1 月、2 月进行以下评定：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简式 Fugl-Meyer 评

分(Fugl-Meyer assessment，FMA)；功能性步行量表(functional ambulation category，FAC)；改

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 

结果 3 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后 1 月、2 月，发现其 BBS、FMA、FAC、M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P<0．01)；并且以综合组上述指标的改善幅度较显著，明显优于针刺组及核心肌力训练组(P<0．0

1)；针刺组与核心肌力训练组治疗后上述指标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提高患者肢体运动功能是康复治疗的重要目标之一。现代医学认为针刺治疗能促进脑血管侧支

循环的建立，改善脑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代谢状态；改善血液黏稠、凝聚状态作用；提高神经细胞

的兴奋性;诱发肌张力或缓解肌张力，减少后遗症的发生；有利于感觉功能的恢复等作用，从而促进

瘫痪部位的恢复。在下肢运动功能治疗过程中，目前许多治疗师仍以增强肌力训练及诱发下肢各关

节分离运动为主，而对患者躯干控制能力训练不够重视，导致康复训练效果不甚理想。脑卒中患者

的躯干及骨盆的抬高代偿动作，与核心区域内―固定肌‖稳定性差，不能为运动肌提供运动平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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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核心肌力训练方法，不同姿势下对多裂肌、腹横肌等深部躯干肌肉进行等张及等长收缩，提高

该处肌肉力量，增加核心区域的稳定性，为患侧下肢运动提供收缩的支点，使力量的产生、传递和

控制达到最佳化，从而减轻躯干及骨盆对髂腰肌的代偿运动，提高了患者的躯干控制能力、下肢运

动功能、步行速度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综上所述，针刺联合核心肌力训练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具

有协同疗效，能进一步减轻患者神经功能缺损，促进肢体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该联合疗法值

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PU-270 

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中血管再生因子表达规律研究 

 

刘晓光 肖卫华 赵淋淋 曾志刚 郑莉芳 周永战 

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 200438 

 

目的  骨骼肌损伤是常见的软组织损伤，损伤后修复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损伤炎症期，修复期

和组织塑形期。通常，骨骼肌损伤后血管也会损伤，血管再生是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的重要阶段，

骨骼肌损伤后血管再生不仅能为新生肌纤维提供氧气及营养物质，同时还能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参与

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最新研究发现，血管再生因子（如，VEGF, Ang-1, HIF-1α）不仅能促进血

管再生，还能促进损伤骨骼肌再生。但是，骨骼肌损伤后，特别是骨骼肌钝挫伤（一种常见的运动

损伤模型）后，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中血管再生因子表达变化如何却鲜有研究。因此，我们建立骨

骼肌钝挫伤模型，观察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中血管再生因子表达规律，探讨血管再生因子在骨骼肌

损伤修复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方法  8-10 周龄雄性 C57BL/6 小鼠 40 只，体重 18.2—22.9g，随机选取 8 只作为正常对照组（C

组），余下进行骨骼肌钝挫伤处置，分为伤后 1d、3d、7d、14d 组。小鼠行 2.5%戊巴比妥钠腹腔注

射麻醉后，固定于膝关节伸直 0°，踝关节背伸 90°位，一质量 16.8g，直径 15.9mm 的实心不锈钢

钢珠置于一透明管道顶端（高 125cm，内径 16.0mm）释放后垂直击中一打击装置，打击装置底端

撞击小鼠双侧腓肠肌肌腹中段（打击面积 28.26 mm2）通过这种钝挫伤造模方法，打击部位会产生

较严重血肿，随后发生大面积的骨骼肌再生。钝挫伤后小鼠在不同时间点(1d,3d,7d,14d)取材，小鼠

麻醉下颈椎脱位致死，右侧腓肠肌制作石蜡标本 HE 染色，左侧腓肠肌进行荧光定量 PCR 检测血管

再生因子 mRNA 表达变化。 

结果  ①HE 染色显示，骨骼肌损伤后第 1 天，可见肌纤维和毛细血管超微结构被破坏，炎性细胞大

量浸润，提示骨骼肌损伤形成。骨骼肌损伤后第 3 天，可见坏死的肌纤维被部分清除，可见大量新

生肌纤维，提示进入修复期。至损伤后第 14 天，逐渐融合成多核肌小管，最终转变成成熟肌纤维。 

②荧光定量 PCR 研究发现，骨骼肌损伤后第 1 天(3.82 倍,p=0.001)HIF-1α 表达量显著增加，损伤

后第 3天(5.09倍,p=0.01)达到峰值，损伤后第 7天(3.01倍,p=0.025)和对照组相比仍具有显著差异。

和 HIF-1α 相似 Ang-1 mRNA 在损伤后第 3 天(2.59 倍,p=0.028)显著增加，第 7 天(4.79 倍,p=0.01)

达到峰值，之后表达减少。而 VEGF mRNA 的表达则不同，在损伤后第 1 天表达下降，第 3 天表

达增加，第 7 天(0.76 倍,p=0.04)又显著降低。 

结论  ①骨骼肌钝挫伤和其它模型损伤相似，其再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损伤炎症期，修复期和组

织塑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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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中血管再生因子(HIF-1α 和 Ang-1) mRNA 显著上调表达，提示其可能参与骨

骼肌损伤后血管再生及骨骼肌再生。 

 

PU-271 

西南地区高湿环境下作业人员生存质量调查 

 

王文春
1
 卢家春

2
 孙年怡

1
 李运明

3
 王倩

1
 庞日朝

1
 江玥

1
 张安仁

1
 呼永河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康复医学科 

2.成都市慢性病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信息科 

 

目的  了解高湿环境下受调查人群的生存质量。 

方法   首先组织专家编制高湿环境健康状况调查问卷，采用 HTC-2 型数字温湿度计测量部队驻地湿

度，调查问卷在专门培训的调查员指导下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调查在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

高湿环境下的部队作业人员。累计发放问卷 100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7998 份。 

结果  高湿环境下，受调查人群 SF-36 量表的各维度得分均显著低于全国常模（P<0.05）。采用成

组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中医症候组调查对象的 SF-36 各维度得分发现：患有任意中医

症候的调查对象 SF-36 的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健康、活力、社会功能和情感职能维度的评分显

著低于无中医症候的调查对象（P<0.001）；此外，患有湿伤肺症候调查对象的生理机能维度评分显

著高于无湿伤肺症候的调查对象（P<0.001），患有湿伤脾胃、湿伤肌肤和湿痹关节症候调查对象的

心理健康维度评分显著低于无相应症候的调查对象（P<0.001）。 

结论  高湿环境下，受调查人群的整体生存质量低于全国常模水平。患有任意中医症候的调查对象 S

F-36 的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健康、活力、社会功能和情感职能维度的评分显著低于无中医症候

的调查对象；患有湿伤肺症候调查对象的生理机能维度评分显著高于无湿伤肺症候的调查对象，患

有湿伤脾胃、湿伤肌肤和湿痹关节症候调查对象的心理健康维度评分显著低于无相应症候的调查对

象。 

 

PU-272 

经颅超声治疗对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

响 

 

赵晓科 杜森杰 李红英 张玲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评价经颅超声治疗对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51 例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儿童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 25 例和经颅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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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26 例。2 组患儿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经颅超声组在此基础上增加经颅超声治疗，超声强度为 1.

25W/cm2，每周 5 次，每次 20min。2 组儿童疗程均为 3 周。分别在康复治疗前、后采用儿童平衡

量表(PBS)评定患儿平衡功能，足印分析法分析患儿步速、步长及步宽等步行能力。 

结果 2 组患儿 PBS 评分及步行能力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组患儿 PB

S 评分、步速及步长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经颅超声组 PBS 评分及步速均显著优于常规治

疗组水平，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颅超声治疗能显著改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 PBS 评分及步速，提示该治疗有助于该型脑

瘫患儿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的提高。 

 

PU-273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床边智能康复训练系统对 ICU 获得性肌无力

患者焦虑情绪、睡眠障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李宁 袁华 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医学科 710032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床边智能康复训练对 ICU 获得性肌无力患者焦虑情绪、睡

眠障碍及日常生活活动（ADL）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43 例入住 ICU48h 并预计需要继续治疗 72h 以上病人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 20

例、治疗组 23 例。2 组患者均给予实施常规护理、基础治疗。对照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1）

重复经颅磁刺激，刺激部位选取右侧前额叶背外侧区(DLPFC)，刺激频率为 1 Hz，刺激强度为 80％～

110％ 运动闽值，刺激脉冲数为 1800 次／d，治疗时间约 30 min／d，1 次/日。（2）双下肢床边智

能康复训练，设定个体化的训练时间、速度和阻力，逐步从被动运动模式无间隙转化为助力训练及

主动运动模式。初次训练时间为 5-10min，以后逐渐增加至 15—20min，1 次/日。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匹斯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

SQI）、徒手肌力测定（MMT）、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对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睡眠质量、肌

力、ADL 能力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HAMD、HAMA、PSQI、MMT、MBI 评分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4 周后（治疗后），2 组患者 HAMD、HAMA 评分、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0．05），MBI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增高（P＜0．05）。两组治疗前后变化率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床边智能康复训练可显著减轻 ICU 获得性肌无力患者的焦虑症状，提高

睡眠质量，增强肌肉力量，有效提高其 ADL 能力，有效降低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了疾病治

愈率。   

 

PU-274 

基于 Bobath 理念的强化膝关节控制训练在痉挛性偏瘫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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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 

 

樊留博
1
 刘宝华

2
 

1.浙江省台州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在 Bobath 理念指导下改进膝关节控制训练方法，应用表面肌电观察膝关节控制训练对脑卒中

后偏瘫痉挛下肢膝关节控制能力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在浙江省台州医院2013年7月～2014年12月住院的脑卒中偏瘫后下肢痉挛患者46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3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治疗组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基础

上应用 Bobath 理念指导下进行膝关节控制强化训练。2 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与治疗 6 周后采用 Hol

den 步行功能分类、改良 Ashworth 分级、下肢简化 Fugl-Meyer 运动量表 (FMA)、Berg 平衡量表

（BBS）评定及表面电极引导和记录肌电信号并进行线性时、频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 Holden 功能步行能力、下肢 FMA 及 BBS 的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1），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下肢改良 Ashworth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0.01），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侧膝屈曲最大等长收缩时,膝屈

曲的协同收缩率降低, 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0.01) , 且各项指标均与对照组有显著

性差异(P﹤0.01)。 

结论  采用基于 Bobath 理念的膝关节运动控制训练能够缓解脑卒中后偏瘫侧痉挛下肢的肌张力，明

显提高脑卒中患者步行功能，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275 

八段锦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疼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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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都军区总医院 

2.成都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八段锦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疼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药物治疗

及低频脉冲磁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八段锦训练。治疗 8 周后对两组患者进行疼痛（VAS 评

分）及生活质量（SF-36）的评定。 

结果  治疗后两组 VAS 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且观察组治疗后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治疗后两组 SF-36 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且观察组治疗后 SF-36 评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八段锦可改善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疼痛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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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 

多学科协作干预对老年性耳聋佩戴助听器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卢红建 肖玉华 沈晓明 胡永林 朱红梅 宋新建 耿桂灵 

江苏省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10247974 

 

目的  探讨多学科协作(MDT)干预对老年性耳聋佩戴助听器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53 例老年性耳聋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 28 例、对照组 25 例。干预组成立由耳鼻喉科医师、

配验师、康复师、专科护士、社区护士、心理咨询师组成的 MDT 团队，根据患者的需求，参照各专

业的诊治常规以及现有的社区健康教育模式，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共同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老年

性耳聋患者的干预路径。主要内容：①讲解老年性聋的病因、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知识②助听器的

适应性训练，开始每天佩戴 1～2 小时，逐渐递增直到能听见自己讲话声后可整天戴；学习聆听技巧，

把要听的东西从背景声音中区分开；练习朗读控制发音，适应一段时间后再学听复制音如电台、电

视台的播音；助听器的使用、维护以及故障处理方法③训练使用各种感官交流技巧，如肢体语言、

唇读法等④帮助建立良好的适应性环境，指导家属减慢语速、重复重要信息，顺从、理解、满足老

年人交流方式⑤指导合理饮食，避免噪音、耳毒药物，保持心情舒畅、适量运动，增加耳膜活动，

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相关疾病；⑥鼓励积极参加各种场合的交流，培养主动与他人交流的良好习

惯,帮助摆脱不良心理状态。MDT 干预路径历时 3 个月，以时间为横轴、内容为纵轴，由经过培训

的团队成员根据各自专业特点分别按路径设定的时间、内容，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连续、系统、有针

对性的干预指导。对照组采用社区常规健康教育。1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相关知识掌握率、助听

器佩戴依从性，3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结果  1 个月后干预组相关知识掌握率、助听器佩戴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P<0.05、 P<0.01)，3 个

月后生活质量方面的改善也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MDT 模式下的路径干预能提高老年性耳聋患者相关知识掌握率、助听器佩戴依从性，改善生

活质量。 

 

PU-277 

不同频率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有癫痫发作史的颅脑损伤患者认

知功能的影响 

 

关晨霞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一医院 450052 

 

目的  观察0.5Hz和1.0Hz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有癫痫发作史的颅脑损伤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60 例有癫痫发作史的颅脑外伤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0.5Hz 组?1.0Hz 组和假刺激

组, 每组 20 例患者。3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认知训练，在此基础上， 0.5Hz 组和 1.0Hz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组则分别给予 0.5Hz 的 rTMS 治疗和 1.0Hz 的 rTMS 治疗, 对照组则给予假刺激治疗，共治疗 4 周?

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治疗后），分别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Rivermead 行为记忆

测验(RBMT)?符号划消测验分别对 3组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定,并统计 3组患者治疗期间发生头痛

和癫痫发作的人次? 

结果 治疗期间，3 组患者均无发生头痛的病例, 0.5Hz 组?1.0Hz 组和假刺激组发生癫痫的人次分别

为 5,4,4,发生人次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 组患者的 MOCA 和 RBMT 评分以及符号划

消测验均有提高（P<0.05）,1.0Hz 组 MOCA 评分(22.71±4.76)?RBMT 评分( 19.21±4.52)?符号划

消测验的划消精确度(0.71±0.17)高于假刺激组 MOCA 评分(18.56±5.14)?RBMT 评分( 16.23±4.05)?

符号划消测验的划消精确度(0.58±0.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0Hz组符号划消测验的工作

效率(0.34±0.13)高于假刺激组工作效率(0.29±0.1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0.5Hz 组 MO

CA 评分(20.03±5.98)?RBMT 评分( 17.01±3.86)?符号划消测验的划消精确度(0.62±0.14)及工作效

率(0.31±0.11)均高于假刺激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0Hz rTMS 可明显改善有癫痫发作史的颅脑损伤患者的认知功能,且不增加癫痫发作的风险?

  

PU-278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脑卒中后中枢性面瘫的临床疗效观察 

 

肖文武
1,2
 黄肖群

1,2
 李伟

1
 

1.三峡大学人民医院 

2.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肌电生物反馈疗法对脑卒中后中枢性面瘫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脑卒中合并中

枢性面瘫患者 80 例，将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的康复

治疗和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每次 20min，每周 6 次，

10 次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分别进行 Portmann 简易评分法进行评定，

并且两组患者在治疗周期结束后均按修订的面神经功能分级（Modified-House-Brackmann ，MHB

N）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周期结束后两组患者 Portmann 简易评分数据较治疗前均有显著的提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同时治疗周期结束后观察组的面神经功能（MHBN）分级评定和 Portmann 简

易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对卒中后中枢性面瘫患者具有良好治疗效果，能促进面神功能恢复，改善

其面肌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79 

导管球囊扩张术治疗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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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侠 

黄河中心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导管球囊扩张术对环咽肌失弛缓症所致吞咽障碍的治疗疗效以及其疗效是否与时间效应

有关。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期间我院神经康复科收治的由脑卒中后引起环咽肌失弛缓所致吞咽

障碍患者 20 例。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导管球囊扩张术辅助用常规吞咽康复治疗，对照组只有常规吞咽康复治疗，治疗时间

为六周，一周六次。 

1.3 评定方法： 

每一个患者均在治疗前、治疗 3 周、治疗 6 周后进行吞咽功能评定。主要采用洼田饮水试验和视频

吞咽造影检查（VFSS）。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根据实验设计，本实验

数据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洼田饮水试验评分结果： 

由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处理效应与时间效应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F=44.1

00，P=0.000＜0.01）；处理主效应（球囊扩张治疗）有统计学意义（F=12.991，P=0.002＜0.01）；

时间主效应也具有统计学意义（F=392.400，P=0.000＜0.01）； 

2.2 两组治疗前后 VFSS 评分结果： 

由 VFSS 评分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处理效应与时间效应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F=60.809，P

=0.000＜0.01）；处理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36.069，P=0.000＜0.01）；时间主效应也具有统

计学意义（F=627.104，P=0.000＜0.01）；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方法，使用导尿管球囊括张术结合常规吞咽康复治疗，。

由统计分析结果可知，经过导管球囊扩张治疗后较治疗前吞咽功能较前明显改善（p＜0.01），且与

对照组相比，同一时间 VFSS 评分提高明显，洼田实验评分降低明显，说明应用球囊扩张治疗可明

显改善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然而结果还显示，仅给予常规康复治疗的患者，随时间推移，吞咽功能

较前明显改善（p＜0.05）；另外，我们还可从结果中得知，导管球囊扩张处理效应与时间效应之间

有着交互作用（p＜0.01），吞咽功能随时间推移改善，并且两个时间点的吞咽功能改善差异具有显

著性（p＜0.05）；表明两组患者给予相关干预处理后，吞咽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导管球囊扩

张治疗和时间两种效应均对吞咽功能恢复有意义。  

 

PU-280 

等速肌力训练对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成先柄 冯祥勇 严川 张凤林 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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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医学院附院康复科 563003 

 

目的  研究等速肌力训练结合促通技术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作用。 

方法  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均给予神经促通技术及有氧运动训

练; 观察组配合等速肌力训练,即屈肘角速度为 210°/ s,伸肘角速度为 60°/ s,10 个肘屈伸动作为一

轮,每日 3～ 4 轮,每周 3 次。评定指标：①力学指标:治疗前后使用等速测试训练系统中标准的肘屈

伸等速向心收缩测试程序(即 60°/s× 5 及 180°/s× 10)对患侧上肢进行力学指标测定,具体指标为峰

力矩(peak torque,PT)、峰力矩体重比(peak torque to body weight,PT/BW)、到达峰力矩时间(ti

me to peak torque,TPT)及总做功量(total work,TW)及肘屈/伸比较(F/E)。②上肢运动功能:使用 F

MA 评分,选其上肢部分,共 33 项,最高 66 分。③肌张力:采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量表评定患侧肘屈

肌的肌张力,0 级记 0 分,1 级记 1 分,1+级记 1.5 分,2 级记 2 分,3 级记 3 分,4 级记 4 分。 

结果  治疗 4 周后,在 60°角速度时肘屈伸的 PT、PT/BW、在 180°角速度时肘屈伸的 TW 与治疗前

比较，两组均有提高,且尤以肘伸展方向为显著，t=6.94,5.88, 4.33，P<0.001，0.001,0.001， 差异

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与对照组比较，t=3.06,3.04,2.96，P<0.001,0.001,,0.001，差异均有非常显

著性意义，;而 TPT 及 F/E 则明显降低,两组间比较,t=2.93,2.72,P<0.001,0.001，差异均有非常显著

性意义；治疗后上肢 FMA 积分,两组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t=3.52,3.81，P<0.001，0.001； 两组

间比较，t=3.31, P<0,001,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改良 Ashworth 痉挛量表评分,两组治疗前后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等速肌力训练能明显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提高，可作为偏瘫患者上肢肌力训

练的备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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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 

星状神经节照射联合低频脉冲电穴位刺激对脑卒中吞咽障碍的疗

效观察 

 

成先柄 冯祥勇 任蕾蕾 杨全兴 陈先美 

遵义医学院附院康复科 563003 

 

目的  观察星状神经节照射联合低频电穴位刺激配合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 60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接受脑血管病常

规治疗，并配合进行吞咽功能训练和冰刺激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直线偏光近红外线星状神

经节照射和低频电穴位刺激治疗。分别在治疗前后采用洼田饮水试验和标准吞咽功能评定量表（St

andardized Swallowing Assessment,SSA）进行吞咽功能评估。 

结果  治疗一月后两组患者吞咽功能均有明显改善；治疗组洼田饮水试验、SSA 均优于对照组；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在吞咽功能训练基础上加用直线偏光近红外线星状神经节照射联合低

频电穴位刺激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吞咽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82 

呼吸功能训练对气管切开术后患者拔管时间的影响 

 

宋丁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471009 

 

目的 回顾性探讨呼吸功能训练对气切术后患者拔管时间的影响。  

方法 收集康复科自 2013 年 8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收治的气管切开术后并行成功拔管患者 48 例,

男性 32例(66.67%),女性 16例(33.33%),脑出血术后患者 30例(62.50%),脑外伤术后 13例(27.08%),

脊髓损伤患者 3 例(6.25%),大面积脑梗死术后患者 2 例(4.17%),其中将行呼吸功能训练患者 34 例设

为观察组,未行呼吸功能训练患者 14 例设为对照组,所有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均根据患者临床病情行

相关抗炎、化痰、解痉及气道内湿化等临床治疗,观察组患者呼吸训练方法为:根据患者情况给予腹式

呼吸训练、胸式呼吸训练、肌力增强训练以及胸廓活动度扩大训练综合主动或被动呼吸训练。拔管

指征为:在心电监护下行气管套管完全封堵后 48 小时内血氧饱和度均在 95%以上,患者无呼吸困难、

憋喘等症状,并通过气管镜等检查排除声带麻痹及呼吸道堵塞等气切拔管禁忌症患者。通过收集资料

统计 48 例患者自入科日至拔管时的间隔时间为拔管时间,分别统计观察组及对照组的拔管时间,结果

均用均数±标准差(t±s)表示，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

水准 a=0.05,进而来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拔管时间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拔管拔管时间平均为 12.09±4.67 天,对照组的拔管时间平均 14.43±4.67 天,差异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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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义(P＜0.05)。  

结论 在常规抗炎、化痰、解痉及气道内湿化等临床治疗基础上,呼吸功能训练能够增强患者肺部呼

吸功能,减少气切病人肺部并发症的发生以及加速并发症的愈合,缩短气管切开患者的拔管时间,为进

一步的肢体、言语及吞咽等康复治疗提供便利及帮助。 

 

PU-283 

平衡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康复的影响 

 

张谦 张继荣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常规康复治疗联合 Pro-kin 平衡仪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能力、日常生活能力及平衡功能

的影响。 

方法  选取符合标准的在我院相关科室住院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将病例按就诊顺序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和观察组均根据患者不同的卒中分期，运用国内外目前常规的康复治疗方

法，其治疗的时间、频次、强度等保持一致，而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应用 Pro-kin 平衡训练评定仪

进行平衡训练，保持训练时间、强度、频次一致。分别在两组患者入选时，治疗 1 个月末，治疗 3

个月末时使用 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及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对患者的平衡功能、步行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

评定。 

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治疗前后进行比较，治疗 1 个月及 3 个月后 Berg 平衡量表、Holden 步行功

能分级及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评分较前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与对照

组在 1 个月末及 3 个月末时组间比较观察组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常规康复治疗及其结合 Pro-kin 平衡仪平衡训练的方法均能有效提高患者的平衡功能、步行能

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但后者比单独应用常规康复治疗的效果更好。 

 

PU-284 

中药酊剂蜡疗治疗痉挛型脑瘫的临床研究 

 

李恩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号 450006 

 

目的  探讨中药酊剂蜡疗治疗痉挛型脑瘫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6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的资料，按不同治疗方法分为两组，对照组（34 例）给予

常规康复方法治疗，包括头针穴位疗法、痉挛肌电疗法、功能锻炼，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观察组（4

2 例）加用中药酊剂蜡疗法。治疗 3 个月后，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并对比治疗前后的内收肌角、

腘窝角、足背屈角的关节活动度、肌张力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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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62%，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5.29%，差异显著（P<0.05）；治疗前，两

组的肌张力分级评分和日常生活能力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观察组肌张力分级评分（1.

57±0.67）分明显小于对照组的（2.01±0.53）分（t=3.119，P=0.001<0.05），观察组日常生活能力

（35.34±10.14）分明显高于对照组（30.27±12.41）分（t=1.961，P=0.027<0.05）；治疗前，腘窝

角、内收肌角及足背屈角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观察组腘窝角（102.23±11.35）度明显

大于对照组的（91.60±9.51）度(t=4.360，P=0.000<0.05)，观察组内收肌角（114.35±11.10）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97.23±10.21）度(t=6.928，P=0.000<0.05)，观察组足背屈角（72.16±9.52）度明

显小于对照组（78.63±8.36）度(t=3.109，P=0.001<0.05)。 

结论 中药酊剂蜡疗治疗痉挛型脑瘫的临床疗效较好，能够较好地改善患者肌张力和日常生活能力，

有利于痉挛型脑瘫患儿的康复。 

 

PU-285 

运动功能训练在高危脑瘫患儿中的效果分析 

 

李恩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号 450006 

 

目的  探究运动功能训练在高危脑瘫患儿中的临床疗效和意义。 

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80 例高危脑瘫患儿随机分成对照组（40 例）和治疗组（40 例），治疗组在常规

综合治疗过程中结合运动功能训练。进行功能训练之前观察患儿异常运动情况，在医护人员的帮助

下，引导且指导患儿爬行、站立。在这过程中，密切关注患儿躯干、头部控制情况和四肢重力抵抗

情况等，注意其承受度。训练遵循由小到大、由轻到重原则循序渐进，切忌一步到位。训练一天一

次，一次 30～40 分钟，1 个疗程 15 次，共 4～7 个训练疗程。对照组采用常规综合治疗，治疗组

采用常规治疗结合运动功能训练，比较两组患儿的康复情况以及治疗效果。观察并记录患儿发育情

况，使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BSID）[2]测定患儿运动发育指数（PDI）和智力发育指数（MDI）。 

结果  观察、记录且分析两组患儿运动发育指数和智力发育指数， 观察组、对照组治疗后较治疗前

而言，运动发育情况、智力发育情况均得到改善，但观察组 PDI 评分和 MDI 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表明通过运动功能训练 , 高危脑瘫患儿的运动功能得到改善，且差异较大，存在统计学意义（P<0.

05）；且观察组患儿治疗后 PDI、MDI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儿各项指标恢复到正常或基本正常状态，

两组比较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治疗高危脑瘫患儿使用运动功能训练有效改善患儿生活质量，运动功能，应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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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6 

低频重复经颅磁激联合以任务为导向作业疗法对脑卒中上肢运动

功能恢复的影响 

 

王宏斌 袁华 惠楠 段强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与理疗科 10257804 

 

目的  对比研究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以任务为导向的作业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为优化脑卒中后康复治疗策略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选择脑卒中后上肢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两个组：作业疗法组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及以任

务为导向的作业疗法训练；经颅磁刺激组联合作业疗法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健侧运动皮质区低频重复

经颅磁刺激（1Hz，90%RMT, 1200 个脉冲），以上康复训练均为每日一次，每周 6 日，共 4 周。

分别在治疗前、治疗结束及治疗结束后 3 月，对患者进行 Fugl-Meyer 量表、Wolf 运动功能评估和

运动诱发电位检查，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别，探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以任务为导向的作业疗法

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结果 作业疗法组治疗结束及 3 个月后 Fugl-Meyer 量表、Wolf 运动功能评估的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

前（p<0.05)；经颅磁刺激联合作业疗法组治疗结束及 3 个月后 Fugl-Meyer 量表、Wolf 运动功能评

估的评分比对照组提高更显著（p<0.05)。所有受试者中仅经颅磁刺激联合作业疗法组有两例患者诱

导出患侧 MEP；作业疗法组健侧 MEP 的潜伏期及中枢传导时间没有改变，经颅磁刺激联合作业疗

法组检测 MEP 的潜伏期略有延长，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枢传导时间没有显著改

变（p>0.05)。结果提示以任务为导向的作业疗法可以明显改善脑卒中上肢运动功能恢复，健侧皮质

的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作业疗法可以更显著地改善脑卒中上肢运动功能，即使 MEP 的潜伏期的

改变并没有观察到显著性差异。 

结论  脑卒中患者健侧运动皮质给予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以任务为导向的作业疗法可以更好地

促进脑卒中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恢复，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PU-287 

靠墙静蹲练习对乌干达截瘫患者肌力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潘雷
1
 刘路明

1
 石云

1
 Susan Nalwadda

2
 

1.云南省第二人医院 

2.中乌友好医院 

 

目的  了解靠墙静蹲练习对乌干达截瘫患者的肌力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的原则，将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5 月间在中乌友好医院就诊的符合入选标

准的 32 例乌干达坎帕拉当地黑人截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干预，对照组给予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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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及针刺治疗，治疗组加用靠墙静蹲练习。治疗前及治疗 8w 后分别采用改良 Lovett 肌力测定及

MBI 量表对两组患者进行评测并分析两种治疗方法的差异。 

结果  两组组内前后对比，股四头肌肌力及 MBI 得分均较前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统计

学意义更为明显（P<0.01）；组间对比，治疗组股四头肌肌力较对照组改善有统计学意义（P<0.05），

MBI 改善不显（P>0.05）。 

结论  靠墙静蹲练习可以有效增加截瘫患者股四头肌肌力，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且

简单易学，无需花费，无需借助器械，值得在非洲等经济欠发达国家推广使用。 

 

PU-288 

动作观察疗法对脑卒中患者脑功能重组的影响 

 

庄卫生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动作观察疗法对脑卒中患者脑功能重组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偏瘫患者 16 例，均在常规康复干预基础上给予动作观察疗法，每天 2 次，每次 3

0min，每周 10 次，共治疗 4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采用上肢 Fugl-Meyer 运动

功能评分法(FMA)、改良巴氏指数（MBI）评定其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并同时于治疗

前后行功能磁共振检查（fMRI），评估患者脑功能重组情况。 

结果  治疗后入选患者 Fugl-Meyer 上肢评分[(55．85±8．16)分]及 MBI 评分[(82．71±7．80)分]均

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fMRI 检查结果显示，治疗后人选患者执行对指任务时其感觉运动激

活区体积[(612．25 土 302．15)mm3]较治疗前激活体积[(380．36±154．11)mm3]明显增大(P<0．0

5)；治疗后入选患者执行对指任务时脑总的激活区体积[(19 625．26±8453．37)mm3]亦显著大于治

疗前激活体积[(9014．16±3278．41)mm3](P<0．05)。 

结论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动作观察疗法可改善患者脑功能重组，从损伤周围脑组织发生功能重

组，从而改善脑卒中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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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9 

心源性卒中患者静脉溶栓后对血管再通与组织再灌注及临床结局

的影响 

 

纪红
1
 楼敏

2
 

1.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2.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心源性卒中患者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静脉溶栓后血管再通、缺血组织再

灌注及 3 个月预后的神经功能结局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接受 rt-PA 静脉溶栓治疗，并在溶栓前后均接受

多模式头颅磁共振（MRP）扫描的缺血性卒中患者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比较心源性卒中与非心源性

卒中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和溶栓后血管再通、组织再灌注及 3 个月临床预后的差异。  

结果  共 76 例患者纳入分析，心源性卒中 40 例（52.6%），其中房颤者 37 例（92.5%）。心源性卒

中与非心源性卒中两组出血转化无明显差异（P ＞0.05）。影响血管再通的独立因素为：大动脉粥样

硬化性卒中（P ＜0.05）；溶栓后组织再灌注的独立影响因素为女性（P ＜0.05）和血管再通（P＜

0.05）。影响缺血性卒中 3 个月预后的独立因素为女性（P＜0.05），基线 NIHSS（P ＜0.05）及血

管再通（P＜0.05）。影响心源性卒中 3 月后预后因素为基线 NIHSS（P ＜0.05）。  

结论 心源性卒中并不影响静脉溶栓后血管再通和组织再灌注。心源性卒中患者的 3 月临床结局不劣

于非心源性卒中。 

 

PU-290 

重症康复病房脑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刘玉林 范建中 何任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康复理疗科 510515 

 

目的  探讨重症康复病房（IRCU）中脑卒中患者发生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工作中采取相

应措施提前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入住康复科 IRCU 的脑卒中患者 225 例，对患者脑卒中

情况、基础疾病、病原菌及治疗情况进行分析。先采用单因素分析，将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纳入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脑卒中患者发生相关性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225 例患者中有 74 例发生脑卒中相关性肺炎，发病率为 32.89%。其痰培养分析结果显示：

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最多，占 77.02%，其中鲍曼不动杆菌：22 例（29.73%）；铜绿假单胞菌：1

8 例（24.32%）；肺炎克雷伯杆菌：9 例（12.16%）；大肠杆菌：6 例（8.11%）；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2 例（2.70%）。革兰阳性球菌占 13.51%，金黄色葡萄球菌：9 例（12.16%）；粪肠球菌：1 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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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真菌感染 7 例（9.46%），均为白色念珠菌感染。从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转入康复科 IRCU

的气管切开患者有 35 例，其中 28 例在住院期间拔除气管套管（拔管率为 80%），拔管时间为（22.

25±9.27）d。脑卒中合并相关性肺炎较无相关性肺炎者的住院时间明显延长，分别为（47±23.09）

d 和（25.44±13.63）d，（t=7.427，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5 岁）、糖尿病史、吸烟

史、GCS 评分（≤8 分）、咽反射减弱、鼻饲饮食、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此次住院手术史、误吸、

使用 H2 受体拮抗剂、预防性抗生素、激素、住院时间与脑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发生密切相关,而性别、

高血压史、既往脑卒中病史与脑卒中相关性肺炎无明显相关性。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

龄(>65 岁)、GCS 评分（≤8 分）、鼻饲饮食、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此次住院手术史、误吸、使用

H2 受体拮抗剂是脑卒中相关性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脑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发生与患者年龄（>65 岁）、GCS 评分（≤8 分）、鼻饲饮食、气管插管、

气管切开、此次住院手术史、误吸、使用 H2 受体拮抗剂相关。因此，对有危险因素的脑卒中患者

可采用相应措施进行早期积极预防，并减少危险因素的暴露，可降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从而减少

抗生素的使用及耐药菌的产生，改善患者的预后。  

 

PU-291 

早期正规强化治疗小儿脑损伤综合症的临床疗效分析 

 

赵鹏举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究分析早期正规强化治疗小儿脑瘫损伤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方法  随机选取 2014 年 8 至 2015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小儿脑损伤综合征患者，并平均分为

对照组 40 例和观察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家庭康复护理，观察组采用早期正规强化康复训练。

经过为期 6 个月的康复训练后，依据盖塞尔发育表对两组小儿脑损伤综合征患者进行发育商（DQ）

的评价。 

结果  观察组的小儿脑瘫损伤综合征的患者在经过康复训练后，其发育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正规强化对小儿脑损伤综合征患儿的治疗具有良好的疗效，能够有效提高患儿的发育商，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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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 

脑性瘫痪儿童言语障碍疗效与治疗年龄的相关性研究 

 

赵鹏举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研究脑性瘫痪儿童言语障碍疗效与治疗年龄的相关性。 

方法  将 160 例脑性瘫痪儿童随机分为观察组（给予头针联合言语训练治疗）和对照组（给予单纯

语言训练治疗），给予对照组言语训练治疗，具体如：⑪构音器官运动训练。I.提高下颌感知觉和改

善下颌运动障碍。前者即以 4 指指尖定于颞下颌关节，拇指定于下巴尖处，控制颌部上下运动，后

者即通过高位抵抗法、侧向控制法、咀嚼法等方法改善下颌运动受限和过度；II.提高咬肌肌力。即

用振动器振动患儿咬肌，或是用手指深压、敲打并拉伸咬肌；III.改善唇感知和运动能力。前者即进

行唇部按摩，后者即进行嘴部运动。⑫构音训练。即先进行发声训练，包括下颌韵母、唇韵母、双

唇音、舌韵母及平、翘舌声母的训练。待患儿具备一定的发声能力后，再从患儿熟悉的人、事物、

简单的词汇、喜爱的歌开始锻炼其听力及说语能力，之后可让患儿跟着预先录制好的标准语进行逐

字逐句的言语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头针治疗，具体如：用 750ml/L 乙醇常规消毒额

五针、四神聪、颞三针及语言 1、2、3 区。再用针头（直径为 0.4mm，长度为 25mm）与头皮呈 1

5°～30°夹角进针，深度直达帽状腱膜下层，留针 30 分钟。1 个月为 1 个疗程，两组均进行为期 6

个疗程的治疗。对比两组不同年龄患儿语言障碍的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 1～3 岁患儿语言障碍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同组>3～6 岁患儿，且 P<0.05。

另外，观察组的 1～3 岁患儿和>3～6 岁患语言障碍的治疗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且 P<0.05。 

结论  1～3 岁是脑性瘫痪儿童的最佳治疗时间，且年龄越小，治疗效果越好，反之则治疗效果越差。 

 

PU-293 

坐位平衡能力训练在脑瘫患儿作业治疗中的临床分析 

 

赵鹏举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观察坐位平衡训练在脑瘫患儿作业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32 例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每组 16 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儿均接受作

业疗法进行治疗,对照组患儿进行日常生活能力的训练，训练内容如下:①换装练习,家长为患儿选取

方便穿脱的衣服,帮助其穿衣并引导患儿予以合作，指导其正确脱衣。②进食训练,采用正确的进食姿

势,家长在每天吃饭时对患儿进行姿势的指导与纠正。③洗澡训练,家长对患儿进行洗澡动作与步骤的

指导与练习。观察组患儿则在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的基础上增加对坐位平衡功能的训练。训练方法如

下:①头部和躯干的控制,颈部前屈、背屈与回旋运动；可将玩具放于患儿身侧及侧后方,引导患儿触

摸玩具，家长根据训练情况适当调整难度。②对上肢与肩部的训练,做上肢与肩部后伸、外展与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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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③对上肢关节、手部进行活动与训练,动作由近到远,动作幅度由小到大,关节功能训练交替进

行。④手部功能活动练习,将患儿喜欢的一些物品置于桌面，引导患儿取物品，并适当增加难度。 

结果  治疗前，在 C-WISC、GMFM、Barthel 这三项数据上两组患儿均无显著差异 P>0.05，无统计

学意义，存在可比性。经过 5 个月治疗后，在 C-WISC、GMFM、Barthel 这三项数据，观察组均高

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与对照组在 C-WISC、Barthl 这两项的差异显著且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坐位平衡能力训练可以提高脑瘫患儿的智力及日常生活能力,值得推广。 

 

PU-294 

针灸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研究 

 

徐翠香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研究分析针灸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作用。 

方法  将 100 例进行脑瘫康复治疗的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50 例。给予对照粗组患儿西

药治疗，使用 20mg 的神经节甘脂配 100ml 的葡萄糖或者生理盐水，每日静脉滴注 1 次，连续治疗

18 周。给与观察组组患儿实施针灸治疗，针刺深度和针法应根据患儿病情而定，对流涎与智力低下

的患儿实行前神聪针尖向前刺；对上肢瘫痪的患儿实行曲池、合谷向外刺；对下肢瘫痪的患儿进行

四穴均向后刺。局部配穴法：语言障碍配哑门，流涎配承浆，斜视配光明；上肢严重障碍配合谷、

手三里、内关、后溪等穴位；下肢膝屈伸障碍、内收肌痉挛、足尖落地、剪刀腿等配足三里、环跳、

阳陵泉、解溪、绝骨等穴位。头针使用 1.5 寸的毫针，倾斜 15 度，刺入至帽状腱膜下，当针感不滞

涩时留针，停针时间为 1h；体针实行快速进针法，对患儿虚证使用补法，实证使用泻法；若无明显

实证、虚证，则使用平补平泻法，得气后留针，时间为 0.5h，每两日实行 1 次，30d 一个疗程，治

疗一个疗程后终止治疗 10d。，对比两组患儿治疗后的效果与治疗前后的运动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的运动情况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运动恢

复情况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0.00%，高于对照组的 74.0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进行脑瘫康复治疗的患儿实行针灸治疗，可有效提高治疗的总有效率，改善患儿的临床症

状，加快患儿病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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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 

中医辨证结合穴位注射治疗自闭症的临床观察 

 

徐翠香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验证中医辨证配合穴位注射的治疗模式对自闭症儿童的心理行为千预效果。 

方法  将 30 例自闭症患儿根据临床表现辨证分为肝郁气滞型；心肝火旺型；痰迷心窍型；肾精亏虚

型，辨证取穴进行穴位位点注射治疗，采用孤独症儿童行为量表(ABC)对自闭症儿童总分及各项于

治疗前后评定, 所得结果通过 spss18.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经过 3 个疗程治疗，30 例患儿 ABC 总分及交往、感觉、躯体运动、语言、生活自理等 5 个

项目得分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 

结论  中医辨证结合穴位注射的治疗模式能显著提高治疗效果, 能较好地改善患儿的自闭症状及提

高智商、语言能力。 

 

PU-296 

针灸和西医治疗脑瘫患儿肌力低的疗效对比 

 

汤新晶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针灸和西医在脑瘫患儿肌力低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2015 年 7 月我院诊治的 200 例脑瘫儿肌力低患儿资料进行分析，采用随机

数字方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实验组采用针灸治疗，比较两组疗效。 

结果  实验组 65 例显效，30 例好转，治疗总有效率为 95%，显著高于对照组（47 例显效，31 例

好转，治疗总有效率为 78%）（P<0.05）；实验组满意率为 90%，显著高于对照组（75%）（P<0.05）。 

结论  脑瘫患儿肌力低采用针灸治疗效果理想，能够提高临床疗效，增加康复率，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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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7 

自闭症中医精神、行为异常特征探讨 

 

刘唱弘乐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探讨自闭症的中医精神以及行为异常特征，获取临床观察前瞻性数据。 

方法  从我院 2011年 6月至 2015年 9月间收治的自闭症患者中随机选择 78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根据就诊顺序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9 例。对照组使用西医干预治疗，观察组给予中医综

合治疗，回顾两组的临床资料和治疗经过，总结自闭症的中医精神以及行为异常特征，并运用 CAR

S 量表对两组的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经治疗后，观察组仅有 10.1%的患者表现为严重语言、社交障碍或行为异常；对照组中严重

语言和言语发育障碍发生率为 7.7%，明显社交障碍发生率为 7.7%，异常行为表现发生率为 15.4%，

主要表现为动作刻板、重复及姿势奇特、行为怪诞、感觉迟钝、行为定式等。观察组主诉症状、异

常行为表现的发生率要低于对照组，其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自闭症病发于脑，脑作为元神之府，患者先天感觉、思维、语言等功能皆受脑影响，后天表

现为情志、精神失常也是因受脑控制，应用中医辨证综合治疗，有利于减轻患者的主诉症状，改善

基础病情。 

 

PU-298 

悬吊技术对提高偏瘫型脑性瘫痪患儿下肢肌力的疗效研究 

 

凌昕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研究治疗偏瘫型 CP 患儿时应用悬吊技术对于下肢肌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8~2015.9 治疗的 101 例偏瘫型 CP 患儿进行分析， 运用悬吊技术对 101 例

偏瘫型 CP 患儿进行治疗：（1）训练腹肌力量。让患儿保持俯卧位，用前臂支撑身体，随后将悬吊

带放置于膝关节的下方，指导患儿在保持身体平直的状态下伸髋及伸膝。（2）训练伸髋肌群。让患

儿保持仰卧位，在胸前交叉抱臂，随后将悬吊带置于膝关节的下方，并指导患儿在悬吊带的牵引下

抬臀、伸膝及伸髋。（3）旋转骨盆。让患儿保持仰卧位，将悬吊带置于偏瘫侧膝关节的下方，另一

侧的膝关节无需放置悬吊带，同时将支持带置于腰部，训练过程中指导患儿分开双腿及旋转骨盆，

并抬臀、伸膝及伸髋。（4）训练侧屈肌群。训练时让患儿保持侧卧位，并将枕头垫于头部下方，在

胸前交叉抱臂，随后将悬吊带置于膝关节的下方，指导患儿在骨盆保持直立的状态下抬臀、伸膝及

伸髋，在训练侧屈肌群的过程中如发现骨盆向后倾及向前倾，则及时加以纠正。在运用悬吊技术对

肢体功能进行训练的过程中，保证每个动作至少重复 4 次，完成 4 个动作后，让患儿休息 0.5min，

刚开始训练时坚持高负荷与低重复的原则，在患儿能够轻松完成上述 4 组动作后，则延长每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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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持时间，同时可适当增加悬吊的训练难度。训练时间为 30min/次，每周训练 6 次，连续训练 2

个月，比较应用悬吊技术前后本组偏瘫型 CP 患儿的患侧下肢肌力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后患儿的下肢肌力得到有效提高，其中肌力为 4 级、5 级的患儿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治疗前

（P<0.05）。 

结论  悬吊技术可以有效提升偏瘫型 CP 患儿的下肢肌力。 

 

PU-299 

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小儿脑瘫的作用研究  

 

李恩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号 450006 

 

目的  研究分析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作用。 

方法  将 6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0 例。对对照组组患儿实行单纯针灸治疗，

具体措施为：头针使用 1.5 寸的毫针，倾斜 15 度刺入患儿的帽状腱膜下，于手中的针感到不滞涩时

留针，时间约 1 小时，于留针期间内将频率控制在 300 次每分钟，如此操作 3 次。体针实行快速进

针法，根据患儿症状施予相应的针法，对于虚证应使用补法，对于实证则应实行泻法，若患儿既不

是虚证也不是实证，则应实行平补平泻的方法，在得气后留针，时间约为 0.5 小时，每天进行 1 次。

观察组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配合康复手法进行治疗，具体措施为：沿着患儿身体经络运行的方向，

采取按、捏、推、拿等手法进行治疗。根据患儿的病情采取不同手法进行治疗，对肌张力较差的患

儿，应实行弹拨肌腱的强效刺激手法；对痉挛型患儿，则应使用柔缓的方法，以使患儿可以放松身

体。另外，在实施的过程中，应注意指不与患儿经穴分离，手不与患儿皮肉分离，力度适宜、循序

渐进，需对肝俞、曲池、百会、命门、风池、环跳等穴位进行常点压。，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后的效果。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后，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0.00%，高于对照组的 66.67%，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使用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小儿脑瘫，可提高治疗的总有效率，有效改善患儿的病情，可推

广应用于小儿脑瘫的临床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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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0 

运动疗法结合针灸用于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的临床效果分析 

 

李恩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号 450006 

 

目的  对运动疗法结合针灸用于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与总结。 

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2012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共收治的 68 例脑瘫患儿，将其分为治疗组与对

照组。两组均给予针灸治疗，具体如下。⑪头针。选取针刺穴位，包括顶中线、枕上正中线、顶旁

线、枕下旁线等，行智三针、四神针与颞三针。若为痉挛型，不宜采取强刺激手法，徐动型不宜留

针。用捻转法，频率以 90～180 次/min 为宜，每隔 5 分钟捻针 1 次，使患者产生针感，留针约 15

分钟，隔日 1 次，连续 7 次为一疗程。⑫体针。痉挛型：取天宗、外关、风市、承山等穴位；弛缓

型：手三里、血海、命门及绝骨等穴位；手足徐动型：风池、太冲、外关、曲池及三阴交等穴位；

共济失调型：取风池、翳风、四神聪、绝骨等穴位。隔天进针 1 次，连续进针 10 次，休息半个月，

针刺 1 个月为一疗程。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加用运动疗法，包括神经发育疗法、Bobath 法、感觉统

合治疗法、Vojta 法上田法训练、平衡功能训练等，每日 1 次，每次持续 1 个小时，治疗 3～4 个月

为一疗程。，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运动疗法治疗，对比两组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存在统

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在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中，采用运动疗法与针灸相结合的方法，有利于患儿症状的改善，

疗效显著。 

 

PU-301 

推拿结合运动疗法治疗小儿痉挛型脑瘫的疗效研究 

 

范霞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研究推拿结合运动疗法治疗小儿痉挛型脑瘫的疗效。 

方法  将80例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给予对照组单纯运动疗法治疗，具体如下：

视患儿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头部控制功能、上、下肢体功能、手部、翻身、坐姿、爬行、站立

及行走训练，每日 1 次，连续训练 12 周。在此基础上，给予观察组推拿治疗，具体如下：⑪头颈部。

以一指弹推法点揉风池、哑门、天柱、脑户、百会、强间等头部穴位，拿五经及颈项部肌肉，要求

力度适中，由轻缓慢慢加重，以避免患儿哭闹；⑫腰背部。从大椎穴推至腰部推督脉，按揉脊柱旁

开一寸半的足太阳膀胱经诸俞穴，重点在肝俞、脾俞及肾俞等穴。随后采用捏脊法，自上而下提起

两侧皮肤，再从尾椎推拿至大椎两侧，捏三下提一下，逐渐加强刺激 6 次；⑬四肢。循下肢阳经给

予?法 3～4 分钟，点按环跳、秩边、承扶、委中、委阳、昆仑及阳陵泉；⑭对足内翻、足外翻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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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推足法，即患儿取仰卧位，医者左手扶裸关节后面以固定裸关节，右手握前足向外及内部推；

⑮对剪刀步态患儿，则采用分髋法，即患儿取仰卧位，屈曲髋、膝关节各 90o，医者以双手扶双膝

内侧，向外分开，并持续一定时间。再用双手在股内收肌群进行按摩，时间以 5～10 分钟为宜。，对

比两组的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5.00%，高于对照组的 77.50%，且差异较大，P<0.05。 

结论  给予痉挛型脑瘫患儿推拿结合运动疗法治疗效果显著，能有效提高治疗总有效率，值得推广。 

 

PU-302 

265 例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患者手法复位治疗 

 

程立 朱瑞雪 张亮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总结分析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 265 例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enign  paroxys

mal positional vertigo，BPPV)患者应用耳石复位治疗后的疗效。 

方法  对 265 例 BPPV 患者进行复位，前、后半规管结石应用改良 Epley 手法，后半规管壶腹嵴结

石采用 Semont 复位法，水平半规管结石应用 Barbecuce 3600 体位翻滚复位法，水平半规管壶腹

嵴结石采用 Casen 复位法进行手法复位治疗。并于一周后复查。 

结果  265 名患者中，男 96 例，女 169 例，年龄 19-86 岁，平均(48．5±5．3)岁。其中单侧后半规

管 BPPV 患者 204 例，单侧水平半规管 BPPV 患者 55 例，同时性双侧后半规管 BPPV 患者 3 例，

同时性后半规管与水平半规管 BPPV 患者 3 例；特发性 BPPV  249 例，继发性 BPPV 16 例，继发

病因包括头部外伤、感染、后循环缺血、各种耳部疾病等。利用手法复位治疗，平均复位 3.2±1.2

次，首次治愈率 93.2％(247／265)，其中后半规管 BPPV95.6％(195／204)，水平半规管 BPPV  8

7.3％(48／55)。混合性半规管 BPPV 66.7％(4／6)；首次未能复位的 18 例患者，第 2 次复位 17

例，仅 1 例患者经第 3 次复位成功。观察随访 1 周，3 例复发，再次复位成功。对患者平均随访 0.

89±0.3 年，17 例复发，复发率 6.42％，其中 1 例患者 3 次复发。48.30%患者耳石复位成功者诉头

脑明显清晰感（128／265）。在耳石复位过程中，有 7 例患者眼震电图支持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进行耳石复位无效，进行神经系统检查及相关检查，均有相关阳性发现，分别诊断前庭神经元炎 3

例，脑干脑炎 2 例，肺癌副肿瘤综合征（亚急性小脑变性），中耳炎 1 例。结论  BPPV 患者采用手

法复位治疗，疗效肯定，见效快，方法简单，短期复发率低。可作为治疗 BPPV 患者的首选治疗方

法。对于复位疗效不佳，要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眩晕。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

s New Roman';mso-bid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font-size:14.0000pt;" >0.05）。 

结论  康复训练结合 BTX-A 注射可以显著降低脑卒中痉挛肢体的肌张力。提高运动功能和步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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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3 

脊髓损伤患者心理创伤的初探 

 

黄刚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神经康复科 241000 

 

目的  本调查目的在于了解脊髓损伤的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有无关联,及其原因,对有心理创

伤的患者进行接纳承诺治疗后心理成长水平的探究. 

方法  从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8 月间,收集皖南康复医院康复科脊髓损伤患者病例 35 例,年龄 12

岁至 74岁,病程 1月至12年,分别给予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创伤后成长量表,经验性接纳量表,正念注

意觉知量表和焦虑,抑郁量表测试,分别得到 6 组数据,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采用 t 检验,统计创伤

时间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性,调查高相关的原因,对其中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和心

理干预,干预后的患者再次测量心理成长水平有无明显改变。 

结果  脊髓损伤的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有正相关，最多原因为二便障碍和性生活困难，其次

为肢体功能障碍，对有心理创伤患者进行接纳承诺治疗后，多数可以走出心理阴影，从新适应生活。 

 

PU-304 

镜像疗法的早期介入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的影响 

 

彭娟 杨仕彬 陈波 蹇睿 虞记华 黄娟 胥方元* 

泸州市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 646000 

 

目的  偏瘫是脑卒中患者中最常见、影响最严重的后遗症，传统的康复治疗方法对脑卒中后偏瘫的

治疗作用有限，近年来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而提出的神经康复新方法——镜像疗法的出现，为这一

难题带来了曙光；但目前国内外镜像疗法相关研究存在纳入对象不统一、评估方法差异大等问题。

为此，本观察镜像疗法的早期介入对缺血性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肢体功能康复的疗效，并探讨镜像疗

法的规范化治疗-评估方案。 

方法  收集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36 例，使用随机数表法分为镜像疗法组（n=18）和常规康复治疗对照

组（n=18），两组患者均接受卒中常规临床治疗和常规康复训练；镜像疗法组额外接受每天 45 分钟，

每周 5 次，共 3 周的镜像治疗；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接受同样动作、时间、强度但无镜像反射面的

运动治疗。根据盲法原则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出院后随访 1 月、2 月采用 Fugl-Meyer 量表（F

MA）、Wolf 运动评价量表（WFMT）、功能性步行量表（FAC）、 Brunnstrom 分期、改良 Ashwort

h 痉挛评定量表(MAS)和疼痛 VAS 评分对患者偏瘫侧肢体运动功能康复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结果  1.组内比较发现，镜像疗法组与常规康复治疗组 FMA-UE、WMFT、FMA-LE、FAC、Brunn

strom 分期和 MAS 分级均较治疗前改善，镜像疗法组未出现相关不良反应报告；2.与同期常规康复

组比较，镜像疗法组经 3 周镜像治疗及出院随访 1 月、2 月后 FMA 上肢部分（FMA-UE）评分明显

改善(P<0.05)；与同期常规康复组比较，镜像疗法组出院随访 1 月及 2 月后 WMFT 评分也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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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3.与同期常规康复组比较，镜像疗法组患者出院随访 2 月后 FMA 下肢部分（FMA-LE）

和 FAC 分级指数也明显进步(P<0.05)。4.与同期常规康复组比较，镜像疗法组患者随访 1 月、2 月

后上肢Brunnstrom分期也明显改善(P<0.05)。5.与同期常规康复组比较，镜像疗法组患者经治疗后、

出院随访 1 月、2 月后上肢及下肢 MAS 分级和疼痛 VAS 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1.镜像疗法的早期介入明显加快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偏瘫侧上肢及手功能康复进程；2.镜像疗法

对偏瘫患者下肢及步行能力亦有改善，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疗效益显；3.镜像疗法在改善缺血

性脑卒中后肢体痉挛和疼痛方面未见明显优势。 

 

PU-305 

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联合 Imoove 三维运动平台对卒中患者大

脑皮层兴奋性及平衡、步行功能的影响 

 

段强 牟翔 袁华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作用于大脑 M1 区的阳极直流电刺激（atDCS）对卒中患者大脑皮层运动诱发电位（ME

P）、静息阈值（RMT）的变化，观察其对卒中患者平衡、步行功能的临床疗效，初步探讨其作用机

制。 

方法  将 24 例卒中患者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12 例。其中，对照组给予

中频电、加压治疗、偏瘫肢体综合训练与 Imoove 三维运动平台等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增加 tDCS 治疗（tDCS 与 Imoove 训练同时进行，tDCS 刺激部位：阳极位于为患侧大脑初级运

动皮层，阴极位于对侧肩部，电极大小为 5cmX5cm，电流强度为 1.4mA，刺激时间为 20min，连

续治疗 4 周）。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进行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MEP）、静息阈值（RMT）检

测，观察治疗前后 MEP 和 RMT 的波幅和潜伏期的变化，同时采用躯干控制测试（TCT）、Fugl-Me

yer 运动功能评定表（FMA)、Berg 平衡量表（BBS）、Holden 步行功能量表进行评估，并分析 ME

P、RMT 的变化与 TCT、FMA、BBS、Holden 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的 TCT、FMA、BBS、Holden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

且磁刺激 MEP 波幅增高（P<0.05），潜伏期降低（P<0.05），RMT 降低（P<0.05）；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中 TCT、FMA、BBS、Holden 评分均显著增加（P<0.05），且观察组中磁刺激 MEP 波幅、

潜伏期、RMT 均显著提高（P<0.05）。进一步研究发现，观察组 MEP 波幅与潜伏期与 FMA 评分具

有正相关（r=0.652，P<0.05），而与 TCT、BBS、Holden 评分变化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联合 Imoove 三维运动平台可以改善卒中患者的平衡及步行能力，

这可能与阳极直流电刺激（atDCS）能够提高大脑初级运动皮层的兴奋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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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6 

MOTOmed 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肖文武
1,2
 黄肖群

1,2
 韦春霞

1
 

1.三峡大学人民医院 

2.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MOTOmed 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具有一定步行能力（单侧肢体瘫痪，患者均步行能力较差，但至少都具备借助或不借助辅

助器具能独立站立 1min 能力）的 48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4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方法，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 MOTOmed 训练运动训练。治疗前

和治疗 4 周后分别评定患者的运动功能（采用 Fugl-Meyer 评分，FMA）、平衡功能（采用 Berg 平

衡量表,BBS），日常生活能力（ADL 能力，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及步行能力（采用 10m

步行时间和 6min 内步行距离测定）。 

结果  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MBI、FMA、BBS 评分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 MBI、FMA、BBS 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 4 周后两组内 MBI、FMA、BBS 较治疗前的评分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治疗组的 MBI、FMA、BB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步行能力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在 10m

步行时间和 6min 步行距离的比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4 周后的两组内 6min

步行距离和 10m 步行时间比较亦有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组的效果显然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常规的康复治疗有助于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运功功能和步行能力，改善生活质量。MOTO

med 训练结合常规康复治疗能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运动功能与步行能力，增强患者的平衡能力，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 

 

PU-307 

神经促通技术结合透刺法治疗偏瘫后足内翻的临床观察 

 

董连喜 徐尧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神经促通技术结合透刺法治疗偏瘫后足内翻的临床观察。  

方法  纳入颅脑外伤或脑卒中患者伴足内翻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治

疗组采用神经促通技术结合―丘墟透照海、太白透束骨‖刺法。针刺操作如下：患者取仰卧位，采用 7

5mm 毫针，常规消毒，足被动背屈 90°，由丘墟穴以 45°沿外踝间向照海穴透刺，进针 2～3 寸，以

在照海穴能触及到针尖为度；太白透束骨，同样取仰卧位，常规消毒，采用 75mm 毫针，由太白穴

平刺透向束骨穴，进针 2～3 寸，以有麻电感向足部放射、足部瞬间背屈为度。以上两组针每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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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行针一次，留针 30min，6 次/周，共 4 周。对照组采用神经促通技术，每天训练 40min，6 次/

周，共 4 周。记录两组治疗前后踝内翻肌群改良 Ashworth 分级、踝关节主动外翻最大关节活动度。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配对资料 t 检验，P＜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改良 Ashworth 分级、踝关节主动外翻最大关节活动度分别为（2.68±0.62）、

（6.31±1.42），对照组上述评分为（2.71±0.60）、（5.87±1.96），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4 周后，治疗组上述各项分别为（0.94±0.87）、（18.92±1.97），对照组为（1.85±0.39）、（13.

19±1.18），两组治疗后改良 Ashworth 量表分级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治疗后改良 Ashworth 分级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外翻

关节活动度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促通技术结合透刺法治疗颅脑外伤或脑卒中导致的足内翻安全有效，能改善踝关节内翻

的痉挛程度，扩大主动外翻关节活动度，进而提高患者的步行能力及减小跌倒风险。 

 

PU-308 

本体感觉训练结合康复踏车对高龄老人下肢运动功能及平衡能力

的影响 

 

李清 

北京协和医院物理康复科 100730 

 

目的  探讨本体感觉训练结合康复踏车对高龄老人下肢运动功能及平衡控制能力的影响。 

方法  42 例 85 岁以上的老人，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2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踏车训练，治疗

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本体感觉训练，共 8 周。2 组患者治疗前后均采用 Tecnobody 本体感觉系统评估、

FuglY-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FMA）、Berg 平衡量表（BBS）分别对其本体感觉、下肢运动功

能、平衡控制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  经过 8 周的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在本体感觉、下肢运动功能、平衡控制能力等方面均较治疗

前有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患者下肢运动功能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但本体感觉、

平衡控制能力较治疗前则未见明显改善（P＞0.05）； 组间比较发现，治疗组本体感觉、下肢运动功

能和平衡控制能力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通过在常规康复踏车的治疗基础上增加本体感觉训练，不仅可以进一步增强高龄老人的下肢

运动功能，而且能更好地改善其本体感觉及平衡控制能力，对于降低因下肢运动功能减弱和平衡控

制能力减退而造成的跌倒风险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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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9 

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定位检查及综合康复 

 

郭学军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也称 Bell 麻痹，是常见的脑神经单神经病变，为面瘫最常见的原因。该病确

切病因未明，可能与病毒感染或炎性反应等有关。临床特征为急性起病，多在 3d 左右达到高峰，表

现为单侧周围性面瘫，无其他可识别的继发原因。该病具有自限性，但早期合理的治疗可以加快面

瘫的恢复，减少并发症。 

     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患者面神经损伤后会出现一系列相关的临床表现。从功能解剖学分析研究得

知面神经行程长，与鼓室乳突和腮腺等结构关系密切，面神经损伤常发生在内耳道、中耳鼓室、面

神经管或腮腺区等处，多为周围性损伤。为此试图通过采用肌电图定位定量电刺激观察临床症状的

改变,研究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患者的定位检查及综合康复的临床价值,为提高临床疗效及拓展综合康

复的治疗范围提供科学依据。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法，试验组采

用常规治疗方法+肌电图定位定量电刺激。 

结果  肌电图定位定量电刺激能够促进面神经功能恢复,提高疗效。茎乳孔段面瘫疗效最佳，鼓索神

经段、镫骨神经段疗效较好，膝状神经段次之，运动神经核段恢复最慢。 

结论  神经损伤平面具有高度相关性，面神经损伤平面越高疗效越差,肌电图定位定量电刺激的综合

康复治疗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患者的方法临床值得推广。 

 

PU-310 

浅谈危重症患者康复治疗 

 

穆景颂 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康复医学科 230001 

 

我科自 2008 年以来开始接收 ICU 重症患者，近 3 年接收的危重症患者明显增多。现就其康复问题

及康复措施总结归纳如下： 

一、中枢神经系统 

1.康复问题：意识障碍（包括昏迷、植物状态、最小意识状态等）、认知功能下降、言语及吞咽障碍、

继发性癫痫、精神障碍等。 

2.治疗目的：促醒，改善认知、言语及吞咽功能，防治癫痫，控制精神症状，缓解心理压力。 

3.治疗方案： 

（1）药物治疗：纳洛酮、神经节苷脂、胞磷胆碱、喹硫平、奥氮平等。 

（2）感觉刺激：室外阳光、空气、音乐及声音刺激。 

（3）运动治疗：包括关节挤压、肢体负重、肢体被动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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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知、言语及吞咽训练。 

（5）理疗及传统治疗。 

（6）心理疏导。 

二、呼吸系统 

1.康复问题：肺功能下降、呼吸无力、排痰困难、气管切开、肺部感染、胸腔积液等。 

2.治疗目的：增强呼吸肌力，促进排痰，预防感染，改善通气功能。 

3.治疗方案： 

（1）药物治疗：抗生素、吸氧、止咳化痰药物、雾化吸入药物等。 

（2）翻身拍背排痰：每日多次的进行翻身拍背排痰。 

（3）呼吸训练：可通过呼吸训练并配合上肢上举带动胸廓来增进呼吸肌力。 

三、心血管系统： 

1.康复问题：高血压、血压异常波动、体位性低血压、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等。 

2.治疗目的：积极控制血压，改善心脏泵血功能，预防体位性低血压，预防血栓形成等。 

3.治疗方案： 

（1）药物治疗：降压治疗。 

（2）体位适应性训练：通过调节床的位置和角度、站立床站立等使患者尽快适应体位变化。 

（3）肢体被动活动。 

（4）理疗。 

四、泌尿系统： 

1.康复问题：尿路感染、泌尿系结石、尿潴留、尿失禁。 

2.治疗目的：控制尿路感染，适度多饮水，积极开展清洁间歇导尿，排空残余尿。 

3.治疗方案： 

（1）药物治疗：积极的抗感染治疗，选用敏感抗生素进行治疗。 

（2）清洁间歇导尿：导尿前测定膀胱内压。 

（3）理疗及传统治疗：可给予膀胱区及骶尾部电刺激、红外线治疗、针灸等。 

（4）膀胱功能训练：膀胱肌直接或间接训练，重建排尿反射。 

（5）其他：尽快从床上靠起、坐起或辅助站立。 

五、皮肤系统： 

1.康复问题：压疮等。 

2.治疗目的：加速压疮组织修复。 

3.治疗方案： 

（1）药物治疗：根据压疮情况、全身感染情况决定是否使用抗生素治疗。 

（2）换药：积极对压疮及皮肤感染创面换药，可配合使用紫外线、红外线。 

（3）其他：每 2 小时翻身一次，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长时间受压部位红外线照射、按摩等。 

六、消化系统： 

1.康复问题：便秘、腹泻、应激性溃疡等。 

2.治疗目的：加速胃肠蠕动，减轻返流和便秘；止泻；止血，促进应激性溃疡愈合。 

3.治疗方案： 

（1）药物治疗：促进胃肠动力药物、缓泻剂、调节肠道菌群药物、止泻剂、质子泵抑制剂、胃粘膜

保护剂、维生素 K1、氨甲苯酸、抗生素等药物。 

（2）理疗：神经肌肉电刺激、低中频电疗、红外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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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动疗法。 

（4）其他：腹部按摩可促进胃肠蠕动，促进排便；应激性溃疡严重时需禁食、胃肠减压等。 

 

PU-311 

严重脑损伤后意识障碍康复模式的探讨 

 

谢秋幼 倪啸晓 何艳斌 陈炎 郭叶群 马庆 虞容豪 

广州军区总医院 510010 

 

目的  探讨专业化多学科早期重症康复模式对严重脑损伤后意识障碍(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DOC)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 

方法  分别统计我科 2012 年 6 月建立昏迷恢复单元(coma 

recovery unit, CRU)并采用专业化多学科康复模式前(A 组)后(B 组)4 年经昏迷恢复量表(coma 

recovery scale-revised, CRS-R)评定为植物状态(vegetative state, VS)或微意识状态(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MCS)的患者临床并发症的发生率及在 CRU 滞留时间、12 个月后格拉斯哥结局量

表(Glasgo 

outcome scale, GOS)评分，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收集 2008 年 6 月至 2016 年 4 月间 174 例患者，其中 A 组 84 例，男 77 例，女 7 例，年

龄 43.18±12.24 岁。病因中创伤性脑损伤 69 例，缺血缺氧性脑损伤 7 例，脑血管意外及及其他 8

例。经 CRS-R 评定 VS 患者 56 例，MCS 患者 28 例。临床并发症中感染(肺炎、尿路感染、颅内感

染、血流感染、肠道感染及丝状角膜炎)73 例(88.5%),发作性交感过度兴奋(paroxysmal sympatheti

c hyperactivity, PSH) 28 例(33.3%),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11 例(13.1%)，中枢热 8 例(9.5%)，痉挛

18 例(21.4%)，骨化性肌炎 8 例(9.5%)，压疮 9 例(10.7%)，精神障碍 19 例(22.6%)。CRU 停留时

间 56±11.25 天，12 个月 GOS 评分 1 分 9 例，2 分 39 例，3 分 19 例，4 分 9 例，5 分 8 例。B 组

90 例，男 74 例，女 16 例，年龄 41.20±13.56 岁。病因中创伤性脑损伤 81 例，缺血缺氧性脑损伤

6 例，脑血管意外及及其他 3 例。经 CRS-R 评定 VS 患者 63 例，MCS 患者 27 例。临床并发症中

感染 57 例(63.3%), 

PSH 36 例(40.0%),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4 例(4.4%)，中枢热 6 例(6.7%)，痉挛 11 例(12.2%)，骨

化性肌炎 2 例(2.2%)，压疮 4 例(4.4%)，精神障碍 19 例(17.8%)。CRU 停留时间 45±7.16 天，12

个月 GOS 评分 1 分 4 例，2 分 31 例，3 分 31 例，4 分 13 例，5 分 11 例。采用新的康复模式前后，

DOC 患者的临床并发症、CRU 停留时间、12 个月后结局差异有显著性 

(ｐ＜0.05)。 

结论  针对严重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的早期重症神经康复的专业化多学科康复模式能够明显降低

感染、深静脉血栓形成、痉挛、压疮等并发症发生率，缩短 CRU 滞留时间，改善患者的生存预后。

建立健全基于 semi-ICU 的早期重症康复单元对该模式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PU-312 

一种气管切开封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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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林芳 倪朝民 陈进 吴鸣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气管切开封堵器，能够有效的实现气管封堵和通气。 

方法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本实用新型包括连接接头、通气管、吸氧湿化机构、

气流控制机构；所述连接接头的一端与连接在气管上的套管相连，另一端依次连接吸氧湿化机构和

通气管，所述气流控制机构设置于所述通气管上，所述吸氧湿化机构包括连接管体和吸氧管，所述

连接管体的两端分别连接通气管和连接接头，所述连接管体的侧壁上开设连接孔，所述连接孔连接

吸氧管。所述连接接头的口径从底部到顶部依次增加，底部到顶部由 8cm 逐渐增加到 10cm。所述

吸氧管插入连接孔内深度为 4～6cm。吸氧管和湿化管通过同一个连接孔进入，在连接管体的侧壁

上湿化孔和吸氧孔，为一个直径为 3-4mm 的孔道，可以同时容纳吸氧管和湿化管。所述气流控制机

构包括气流控制本体和通气阀门，所述气流控制本体上沿长度方向开设槽体，所述通气阀门设置在

所述槽体内，所述气流控制本体的两端开设通孔，所述通气管从气流控制本体两端的通孔上穿设，

在所述槽体内，通气阀门位于通气管之上。针对一些需吸氧才能维持血氧饱和度正常的气管切开患

者，在拍背排痰后接上本实用新型的封堵器，吸氧管插入连接孔约 5cm，若痰液浓稠，接入外接的

湿化气管，若痰液少则无需湿化，通过控制气流控制机构的滑轮，待患者可以发声为止，若患者不

感觉憋闷，且血氧饱合度正常可以将通气量调节至更小，嘱咐患者深呼吸，练习咳嗽，说话。若出

现憋闷的感觉可以将通气量阀门调大，待平稳后再次将通气量调小。针对一些血氧饱和度正常的患

者，可以关闭连接管体侧壁上的连接孔和湿化孔，直接调节气流控制机构的滑轮，待患者可以发声

为止，若患者不感觉憋闷，且血氧饱合度正常可以将通气量调节更小甚至关闭，嘱咐患者深呼吸，

练习咳嗽，说话。若出现憋闷的感觉可以将滑轮调大，待平稳后再次将通气量调小。 

结果  此使用新型发明专利在患者缺氧饱和度稍低时可以进行堵管训练咳嗽及发声，可以通过连接

孔吸氧，且当关闭阀门时氧气可以直接到达气管深部，使患者在氧流量不大时可以吸入浓度较高的

氧气。针对痰液粘稠者，可以通过打开湿化孔，通过湿化孔进行气道湿化。改变了通气方式，使患

者可以恢复气体经上呼吸道通过时起到的温化、湿化、防御能力，减少了痰痂、湿化过渡、空气温

差过大、空气中灰尘多等造成的不良后果。可以调节通气阀的通气量，当经口鼻通气量足够大可以

震动声带时就可以发声，当完全关闭时患者有憋闷的感觉时可以调节控制阀门，无需取下装置重新

安装。本装置的连接接头与气管套管的接触端呈渐变增粗，可以适应多种型号的套管。 

结论  此实用新型操作简单，疗效显著，可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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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3 

康复干预对强化军事训练腰痛的影响 

 

徐丽
1
 郑光新

2
 王亮

1
 韩惠军

1
 王术同

1
 

1.解放军 95894 部队卫生队 

2.解放军第 309 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观察康复训练对承载员阅兵式强化训练下腰痛的干预作用，为常规军事训练致腰痛的预防提

供参考。  

方法  2015 年 4 月-9 月参加阅兵训练的乘载员 100 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人，所有研究对象除

接受阅兵式强化训练外，观察组同时接受预防下腰痛的专项康复干预。康复干预具体内容包括①维

持或恢复脊柱生理弯曲训练：肩前和胸部软组织的牵伸训练，选择性增强颈前深部肌群、冈下肌和

小圆肌、菱形肌、斜方肌中下束和前锯肌的闭链抗阻肌力训练(借助弹力带)；②维持骨盆良好位置的

训练：牵伸腰背筋膜、髂腰肌（预防骨盆过度前倾）和腘绳肌（预防骨盆后倾）训练；③维持脊柱

柔韧性训练：掌膝四点跪位脊柱屈伸运动；④增强脊柱核心肌力的稳定性训练：平板支撑训练。由

康复医学专业人员对乘载员、教练员和卫生队医护人员进行理论授课、将康复干预方案和运动处方

图示化和视频化进行培训和现场指导。在康复干预前和阅兵结束时监测两组腰痛的发病率、VAS 疼

痛和 ODI 评定，间隔 18 周。  

结果  康复干预前观察组和对照组中有腰痛发病率分别为 64.0%和 60.0%，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阅兵结束时对照组的腰痛发病率仍有 78.9%，较初评时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观察组腰痛发病率仅 28.2%，较康复干预前明显减少，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P<0.01）。两组训练者 VAS 与 ODI 评分的比较，康复干预前观察组和对照组间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0.05）；阅兵后对照组的 VAS 和 ODI 评分明显高于康复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观察组的 VAS 和 ODI 评分与康复干预前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本研究所制定的康复训练方案和计划，除便于收纳的弹力带外，无需特殊环境、场地和器械，

可因地制宜贯穿于训练场地的日常生活或整理内务活动中，所选择性的牵伸训练也是军姿定时站立

训练后最有效的放松运动。因此，特定的康复干预能有效降低承载员强化军事训练腰痛的发病率和

缓解腰痛，重视维持或恢复脊柱软组织平衡和矢状面生理曲度的康复训练可为常规军事训练降低腰

痛发病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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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4 

运动疗法结合生物反馈治疗腓总神经损伤的临床疗效观察 

 

吴礼勇 

皖南康复医院 241000 

 

目的  探讨运动疗法结合生物反馈治疗腓总神经损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科 2013 年 6 月-2015 年 10 月期间收住的 30 例腓总神经损伤患者,采用运动疗法结合

生物反馈进行治疗,2 周为一个疗程,连续 5 个疗程。 

结果  30 例患者经过治疗后,痊愈 12 例,好转 15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0%。 

结论  采用运动疗法结合生物反馈治疗腓总神经损伤临床疗效明显,且损伤小,副作用小,值得进一步

推广。 

 

PU-315 

探讨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脑电图及肢体功

能的影响 

 

冯枫 牟翔 袁华 王冰水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医学科 710032 

 

目的  探讨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脑电图及肢体功能改变，为脑卒中

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我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脑卒中伴肢体偏瘫、脑电图具有明确的不对称分布性

及枕区节律无明显优势、且无明显认知障碍 12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

β 节律刺激组、α 节律刺激组、θ 节律刺激组及空白对照组。120 例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并给与

患侧半球 M1 区不同频率刺激及健侧半球 0.1Hz 刺激。4 组患者分别给予 14-20Hz、8-13Hz、4-7H

z 和伪刺激。并于进行 rTMS 治疗前后，进行脑电图检测及 Fugl-Meyer 评定,整个疗程为 4 周。分

别进行脑电图监测，Fugl-Meyer 评定量表测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1.4 组患者干预前后 10-20min 均进行脑电图检测。①θ 节律刺激组较对照组，脑电图监测可

见患侧脑区中低-中波幅 θ 节律增多（数量＞40%）。脑电图波幅、波形及枕区节律优于干预前（p<

0.05）。②β 节律刺激组与对照组相比，患侧半球额顶颞区低波幅 β2 节律快活动显著增多，枕区 α

节律中夹杂有较多 β1 快活动，患侧脑区基本节律明显高于干预前（p<0.05）；③α 节律刺激组和对

照组相比，中-高波幅 9-12Hz 节律增多（＞50%），患侧脑区脑电图波幅提高，波形相对整齐、对称

性接近，枕区具有明显 α 优势。显著高于干预前测得值（p<0.05）；2.3 个实验组干预前几干预 4 周

后，对脑电图进行监测、采集及判读。并用 Fugl-meyer 评定量表对肢体功能进行评定。患侧脑电图

波形、波幅、频率较前均有改善。Fugl-meyer 评分提高。实验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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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频率 rTMS 刺激组优于其他组，双侧大脑半球各导联节律、双侧半球波形分布、波幅差值差异缩

小，Fugl-meyer 评定评分高于其它刺激组（p＜0.05）。 

结论  脑电图可以作为脑卒中患者脑功能状态评价指标；运用模拟正常人安静清醒闭目状态下产生

的 α 节律的 8-13Hz 的 rTMS 刺激治疗对于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脑功能及运动功能更优。 

 

PU-316 

阳极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郑婵娟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430015 

 

研究背景  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 tDCS）利用 1~2mA 低强度

的微弱电流作用于大脑皮质，使神经元膜电位的电荷分布发生去极化或超极化改变，最终导致大脑

皮质神经细胞兴奋性被影响，从而调节双侧大脑功能，使其达到新的平衡，促进神经再塑及脑功能

重组，改善患者运动功能障碍。脑卒中后针对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措施较多，但疗效有限，越

来越多的证据支持非侵入型脑刺激技术联合运动技能训练已成为神经康复领域的一种新治疗策

略。    

目的  研究阳极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常规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按随机双盲对照的临床研究方法，将 96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均接受

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给予阳极经颅直流电刺激，观察组给予假刺激，1 次/每日，每周 5 次，连续

4 周。在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进行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Upper Fugl-Meyer assessmen

t, U-FMA）、WMFT 运动功能评分(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MFT)、上肢及手的 Brunnstrom

分期、上肢改良 Ashworth 评分（Modified Ashworth Scale, MAS）、改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健康调查简易量表（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S

F-36）评定。 

结果  共 87 例患者完成了该研究。两组患者治疗前 U-FMA、WMFT、Brunnstrom 分期、MAS、M

BI 及 SF-36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2 周结束时，观察组 U-FMA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开

始出现统计学差异，治疗 3 周结束时，观察组 U-FMA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开始出现统计学差异；治

疗 4 周结束两组患者 U-FMA、WMFT、Brunnstrom 分期、MAS、MBI 及 SF-36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1）；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U-FMA、WMFT、Brunnstrom 分期、

MAS、MBI 及 SF-36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1）。两组患者均

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结论  阳极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常规康复训练有助于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从而改

善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生存质量。 

 

 

 

PU-317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上肢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夏文广 郑婵娟 王娟 张璇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430015 

 

研究背景  脑卒中幸存者中大约 70~80%存在运动功能障碍，以上肢运动功能障碍最常见，如何促

进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是康复医学面临的严重挑战。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

netic stimulation, rTMS）在临床作为重要的、无创的神经刺激与神经调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采用

rTMS 联合其它运动康复治疗是新的康复策略方向，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观察 rTMS 联合 VR 技术能改

善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的，但较少有相关 RCTs 报道。    

目的  研究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按随机双盲对照的临床研究方法，将 126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均接

受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给予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虚拟现实技术，观察组给予假刺激+虚拟现实技

术，1 次/每日，每周 5 次，连续 4 周。在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进行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

（Fugl-Meyer assessment, FMA）、WMFT 手功能评分(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MFT)、上

肢及手的 Brunnstrom 分期、上肢改良 Ashworth 评分（Modified Ashworth Scale, MAS）、神经功

能缺损程度评分、改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健康调查简易量表（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SF-36）评定。在每周治疗结束时均进行上肢 FMA

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上肢 FMA、WMFT、Brunnstrom 分期、MAS、MBI 及 SF-36 评分无统计学

差异（P＞0.05）；治疗 2 周结束时，观察组上肢 FMA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开始出现统计学差异，并

随着治疗时间的增加逐渐增大；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上肢 FMA、WMFT、Brunnstrom 分期、MAS、

MBI 及 SF-36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上肢 FMA、W

MFT、Brunnstrom 分期、MAS、MBI 及 SF-36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的总有效

率为 92.7%，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83.0%（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患者均

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结论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虚拟现实技术有助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从而改

善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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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 

强化本体感觉输入联合视觉反馈训练对脑卒中 Pusher 综合征的

作用 

 

张家瑜 怀志刚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目的  探讨强化本体感觉输入联合视觉反馈对脑卒中 Pusher 综合征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从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住院患者 45 例且符合以下标准：

①首次发病 3-6 个月；②年龄：18-60 岁；③无明显认知障碍，可主动配合康复训练；④无视觉障

碍,如偏盲、视野缺失等视觉障碍。⑤下肢 Brunnstrom 分期Ⅳ期以上。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

为 3 组：A 组（视觉反馈组）、B 组（本体感觉组）、C 组（本体感觉联合视觉反馈组），每组各 15

例患者。3 组的治疗训练频率及周期均为 40min/次，2 次/日，共 6 周。A、B、C3 组给予常规治疗，

包括健患侧翻身坐起训练，桥式训练，蹲马步训练，前后脚―一‖字站立，上台阶训练，诱发分离运动，

步行训练等。其中（一）A 组给予常规治疗加上视觉反馈治疗，内容包括：使患者在矫正镜面前进

行对照组治疗内容，提示患者利用镜像反馈来完成训练项目；（二）治疗 B 组给予常规治疗同时联合

本体感觉输入训练，包括在 Bobath 球上桥式训练，背靠泡沫轴蹲马步训练，软垫上进行前后脚―一‖

字站立，上下软垫训练，软垫上步行训练；（三）治疗 C 组给予常规治疗同时联合本体感觉输入和

视觉反馈训练。于治疗前与治疗 6 周后，采用躯干控制能力测试（TCT）Berg 平衡量表（BBS）分

别评估 3 组患者的躯干控制能力和平衡能力。  

结果  治疗 6 周后 A 组 TCT 评分为（31.40±4.33）分，BBS 评分为（23.35±5.13）,B 组 TCT 评分

为（36.18±4.52）分，BBS 评分为（27.02±3.13）,C 组的 TCT 评分为（42.13±4.52）分,BBS 评分

为（34.07±2.47）显著优于 A、B、C3 组治疗前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周

后：C 组评分显著优于 A 组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 组评分显著优于 B 组评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强化本体感觉输入联合视觉反馈训练可积极促进脑卒中 Pusher 综合征患者平衡功能恢复。  

 

PU-319 

强化肌肉链中前表线与后表线的训练对小脑出血患者平衡功能障

碍的疗效 

 

怀志刚 孔繁时 张家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目的  探讨肌肉链中前表线(SFL)与后表线(SBL)结合强化训练对小脑出血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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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住院小脑出血患者 38 例，符合以

下入选标准：①首次发病 1～6 个月；②年龄 18～60 岁；③患者无认知意识障碍，可主动配合康复

治疗；④患者无感觉障碍、坐位平衡达三级；⑤下肢运动功能 Brunnstrom 分级Ⅲ级及以上。将患者

随机编号，随机抽取分为实验组对照组各 19 例；实验组实验方法如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

包括床椅转移、患肢负重、立位平衡、重心转移训练、下肢分离运动训练；实验组：除常规康复训

练外增加前表线与后表线结合强化训练，具体方法如下：①SFL 强化训练：患者取仰卧位，双手抱

肩双上肢呈屈曲位，双下肢伸展并拢位，治疗者双手分别置于患者双侧足趾及足尖背面，嘱患者做

踝关节背屈、颈部屈曲上躯干抬起抗阻训练，使前表线完成同步收缩；②SBL 强化训练：患者取俯

卧位，双上肢置于体侧内收夹紧，双下肢伸展并拢位，踝关节以下部位置于床缘外，治疗者双手分

别置于患者双侧足掌面，嘱患者做踝关节跖屈、颈部后伸上躯干抬起抗阻训练，使后表线完成同步

收缩。两组训练时间、频率均为 20min/组 2 组/日；治疗间期为四周。对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与治

疗两、四周进行 Berg 平衡量表评定（BBS），利用方差分析对两组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 BBS 评分〔（26．1±4 ．2）分〕，实验组 BBS 评分〔（28．0±3．5）分〕；

两组结果无显著性差异；治疗两周后，对照组 BBS 评分〔（32．3±3．2）分〕，实验组 BBS 评分〔（3

5．0±4．0）分〕，两组结果比对不明显；治疗四周后，对照组 BBS 评分〔（33．0±3．8）分〕，实

验组 BBS 评分〔（42．0±5．1）分〕，经过四周治疗实验组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治疗后

平衡能力比较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肉链中前表线与后表线结合强化训练对小脑出血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的改善具有临床意义 

 

PU-320 

颈围佩戴时间对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术后的影响 

 

崔高亮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对于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术后的病人，颈围佩戴多少时间尚无统一的结论，佩戴时间过短

可能影响患者颈椎的稳定性，但佩戴时间较长是否会对患者 的功能恢复造成不利的影响。本研究主

要探讨颈围佩戴不同时间（分别是 1 个月和 3 个月）对患者安全性及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 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病人 30 例，均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术后的病人，

而 30 例患者无 1 例是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采用的手术方式均为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术后

10-14 天后均转至我科后进行常规康复治疗 3 个月，包括肌肉力量、耐力训练，平衡功能训练，转

移训练、膀胱直肠功能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心肺功能训练、间歇导尿等；3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每组患者 15 人，两组之间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一组患者佩戴颈围 1 个月，另外一组佩戴颈

围 3 个月，两组均在治疗 3 月后观察 ADL 评分及 ASIA 评分情况，并行颈椎 CT 检查了解有无内固

定松动及移位情况；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及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各组 ASIA 评分应用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 3 月后行颈椎 CT 检查均未发现有内固定松动及移位，也未发现颈髓有受压的

表现；同时在治疗 3 月后分别比较两组患者的 ADL 评分及 ASIA 评分情况，两组的 ADL 评分及 AS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77 
 

IA 评分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术后的病人，颈围佩戴 1 个月并未对颈椎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同

时 3 个月后的 ADL 评分及 ASIA 评分均比对照组有所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患者颈围佩戴

时间过长（3 个月），对日常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会导致颈部肌肉萎缩及关节僵硬，会导致本体感

觉的输入的减少，不利运动控制及平衡功能的恢复。所以对于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术后的病人，

建议使用颈围 1 个月左右，这样既能保护患者颈椎的稳定性，又有助于 ADL 评分及 ASIA 评分的提

升。 

 

PU-321 

腰椎神经根病感觉阈值测定的临床观察 

 

陈海萍 李璇 张威 汪文 

华润武钢总医院 430080 

 

目的  电流感觉阈值测定（Current perception threshold，CPT）是一种定量的感觉神经功能检查

方法。本研究观察腰椎神经根病 CPT 测试的临床特点和意义。 

方法  选取腰椎间盘突出症伴有神经根病患者86例,应用美国Neurotron公司生产的感觉神经定量检

测仪(neurometer)分别进行 2000Hz、250 Hz、5Hz 的 CPT 值测试。根据患者临床资料确定的损伤

节段，对损伤节段的皮区进行 CPT 测试，健侧则作为对照组。分别对双下肢相应皮区近端和远端点

进行 CPT 测试，健侧做为对照组。 

结果  1. 患侧损伤神经根支配皮区近端和远端测试点的 CPT 等级分别为 2.7132.89 和 5.013.18，

均高于对应的健侧的皮区 CPT 等级 0.0360.38 和 1.032.21；2. 近端和远端测试点均异常占比 46.

36%，仅远端测试点异常占比 35.45%，仅近端测试点异常占比 18.18%；3. 86 例患者 CPT 等级

均异常，在三种频率测试下，有 93.6%的患者存在 250HZ 测试结果异常；有 57.4%的患者存在 2k

HZ 测试结果异常；有 29.8%的患者存在 5HZ 测试结果异常。 

结论  CPT 测试表明在对腰椎神经根病的诊断方面体现了其敏感性。并且不同频率、多个测试点的

选择能更全面的反应神经根的损伤情况 

 

PU-322 

肌肉能量技术配合物理疗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沈杰 席军府 吴立华 徐德应 陈尚美 

合肥解放军 105 医院康复医学科 230031 

 

目的  观察肌肉能量技术（MET）（以下简称为 MET）配合牵引、电脑中频治疗颈型颈椎病疗效。  

方法  将 75 例确诊为颈型颈椎病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采取 MET 配合牵引、电脑中频，对

照组采取牵引、推拿、电脑中频的常规治疗方法。两组治疗时间 3 个疗程，1 个疗程 10d，1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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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疗后的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1.89% ，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6.31%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P<0.05），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  MET 配合牵引、电脑中频治疗颈型颈椎病能更有效地改善症状，并提高人体机能。 

 

PU-323 

高压氧及康复治疗脑梗死认知障碍的临床观察 

 

唐敏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脑梗死后认知障碍患者的高压氧及康复治疗方法及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２０１4 年 2 月～２０１5 年 10 月我院住院的脑梗死后合并认知障碍患者 60 例，随机分

为认知训练组和高压氧组行高压氧及康复治疗，并观察临床疗效。 

结果  经过 6 周治疗，60 例患者认知功能获不同程度恢复，高压氧联合康复治疗治疗优于康复治疗。 

结论  脑梗死后认知障碍患者的高压氧联合康复治疗能明显改善其认知功能。 

 

PU-324 

中药腊疗结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周顺林 胡秋生 李永建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中药腊疗结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6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每组 23 例。2 组患者均给

予综合康复训练，包括常规运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作业治疗等；实验组患者在进行综合康复训

练之前，辅以中药腊疗（即将中药当归、鸡血藤、威灵仙、伸筋草等粉碎，用黄酒调成糊状，涂于

肩关节周围，再加热腊块包裹 30min），每周 6 次，疗程为 1 个月。于治疗前、治疗后 1 个月后对 2

组患者肩关节前屈、后伸、水平外展、水平内收范围、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测上肢部分（FMA- 

UE）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进行评估对比。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一般资料及肩关节活动范围、FMA-UE 评分及 MBI 评分比较差异性无统计学

意义。治疗后 2 组患者肩关节活动范围、FMA-UE 评分及 M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

进一步分析发现，治疗后实验组患者肩关节后伸〔（19.11±8.34）〕°、水平外展〔（63.17±13.52）〕°、

水平内收〔（26.05±6.32）〕°、FMA-UE 评分〔（44.59±8.61）分〕及 MBI 评分〔（50.49±9.98）分〕

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水平（P＜0.05），治疗后 2 组患者肩关节前屈范围组间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中药腊疗结合常规康复训练，较单纯的常规康复训练能进一步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肩关节的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79 
 

活动度（尤以肩关节后伸、外展、内收为显），促进上肢功能的恢复，提升脑卒中偏瘫患者的生活能

力，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PU-325 

解郁除烦胶囊结合作业疗法对工伤后抑郁症的疗效观察 

 

李庆军 申园 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解郁除烦胶囊配合作业疗法对工伤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工伤后抑郁症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用作业治疗（手

工艺作业活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娱乐活动训练等），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服用解郁除烦

胶囊（由柴胡、香附、白芍、栀子、白术、竹叶、甘草等组成，提取成分研成细末，装入胶囊，0.

4g/粒，4 粒/次，3 次/日），共治疗 8 周，观察两组在治疗前、治疗后 8 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

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日常生活能力（MBI）积分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FIM）评分比较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8 周后两组患者的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MBI）评分分值均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较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临床疗效更

为明显，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解郁除烦胶囊为一中药配方，具有疏肝理气、解郁除烦的作用，无任何毒副作用，同时配合

作业训练疗法，不仅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抑郁、焦虑心境，更能进一步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提

高其生活质量。 

 

PU-326 

早期呼吸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康复的临床观察 

 

屈彦 曹娜 牟春英 王亮 郭晓娟 李青莉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早期呼吸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康复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 8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观察组

在常规治疗和吞咽功能训练的同时采用呼吸功能训练；对照组仅采用常规治疗和吞咽功能训练。2

组患者均于训练前，训练 30d 后采用藤岛吞咽障碍评价标准评估吞咽功能，采用最长呼气时间、用

力肺活量和呼吸频率评估呼吸功能以及吸入性肺炎诊断标准进行评定并判定效果。  

结果  训练后观察组患者的吞咽障碍分级和呼吸功能、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O236；P=0.00189；P=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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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呼吸功能训练能显著改善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呼吸功能和吞咽功能， 

有效降低卒中后吞咽障碍所致的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 

 

PU-327 

胫骨骨折患者康复锻炼依从性质性研究 

 

陈彦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550004 

 

目的  探讨胫骨骨折住院患者康复锻炼依从性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 2012 年 7 月-2012 年 10 月在笔者所在科室进行康复训练的 18-55 岁新发胫骨骨折、经

外科手术治疗、病程在 6 个月内、患者精神、记忆力正常、有完整的汉语表达能力并自愿参加本次

研究的患者共 10 例。采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研究法：研究以面对面、半结构性、深度访谈方式收集

资料,将欲访谈内容依条例式的方式先行设计,以当作访谈指引,访谈中不断确认对方的答案,以确保结

果的准确性。访谈前向患者解释本次研究目的、方法,获得理解和同意,并承诺用编码替代姓名,绝对

保护隐私,以取得其配合,同时签署知情同意书。每个受访者在研究中被作为个案,每个个案访谈 6-15

min,访谈地点选在病人较为熟悉的病区接待室。访谈结束后,将所做的录音整理成文字,采取 Colaizzi

的关于现象学资料的 7 步分析法进行分析。 

结果  对录音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后提炼出 6 个主题：①运动习惯；②外科医生的具体意见；③别

人的意见 ；④术后开始锻炼时间；⑤康复需求；⑥骨折类型和手术方式。 

结论  影响胫骨骨折患者康复锻炼依从性的因素包括内在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患者受伤前的

运动习惯、康复需求。外在因素包括手术医生和别人的意见、骨折类型和手术方式等。内在和外在

因素均可成为患者在康复锻炼中遇到的屏障，影响其依从性。通过提高医师和治疗师的沟通技巧，

治疗前与患者充分沟通，了解患者受伤前的运动习惯、康复需求，加以外科医师、康复医师和康复

治疗师的阳性反馈，使患者主动参与共享决策的制定，鼓励患者建立康复锻炼的信心，从而提高康

复锻炼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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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8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慢性脑卒中患者下肢步行能力的影响 

 

林巧景 李庆雯 

天津体育学院 300381 

 

目的 对慢性期的脑卒中偏瘫患者实施改良下肢强制性运动疗法，探讨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mCIMT）

对慢性脑卒中患者下肢步行能力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并与传统运动疗法做对比，为今后慢性

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和依据。 

对象和方法 选择符合条件的慢性脑卒中患者 2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10 例，对照

组 10 例。实验组训练量为每次 2.5h，每周 3 次，连续 8 周；对照组训练量为每次 1h，每周 5 次，

连续 12 周；两组的训练量均为 60h。干预前后利用肌肉功能检测仪（microFET3）测定膝关节及踝

关节的等长肌力；利用肌肉状态分析系统（TMG-S1）测定痉挛肌肉的收缩特性,包括肌肉收缩的持

续时间（Ts）、肌肉收缩的放松时间（Tr）以及肌肉收缩时产生的最大径向位移（Dm）；利用二维摄

影，记录步行时的运动学参数，包括步速、跨步长、支撑时相以及矢状面关节活动度；利用―起立-

行走‖计时测试（Time Up and Go test，TUGT）评定受试者的移动能力和平衡能力。 

结果  干预后，实验组患者膝、踝关节等长肌力均较干预前有显著性改善（P<0.01）；干预后实验组

患者的步速（P<0.05）、步频（P<0.05）、健侧步长（P<0.01）、患侧步长（P<0.05）、患侧支撑期

（P<0.05）和患/健侧支撑期比（P<0.01）均较干预前有显著性改善； 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矢状面足

尖离地时髋角度较干预前有显著性改善（P<0.05）；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矢状面足尖离地

时膝角度差异有显著性（P<0.01）；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TUGT 得分均较干预前有显著性改善（P<0.

01；P<0.01），且两组干预后 TUGT 得分差异有显著性（P<0.05）。实验组患者干预后股二头肌 Tr

较干预前有显著性改变（P<0.05），对照组患者干预后股二头肌 Dm 较干预前有显著性改变（P<0.

05）。干预后实验组患者胫骨前肌的 Ts 和 Dm 有显著性改变（P<0.05，P<0.05），对照组患者胫骨

前肌的 Ts 和 Tr 干预后较干预前有显著性改变（P<0.05，P<0.05）。实验组患者腓肠肌外侧头 Tr 干

预后较干预前有显著性改变（P<0.05） 

结论 1.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能一定程度地改善慢性脑卒中患者的下肢肌肉力量，且对伸膝肌和踝跖

屈肌的肌力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 

2.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能够提高患侧的支撑能力和健侧的屈曲能力，有助于改善慢性脑卒中患者步

态的不对称性。 

3.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改善慢性脑卒中患者步行时矢状面的关节活动度存在一定疗效。 

4.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和传统运动疗法均能显著改善慢性脑卒中患者的移动能力和平衡能力，且改

良强制性运动疗法的改善效果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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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 

推拿手法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足外翻的疗效研究 

 

岑泽丰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通过常规康复疗法结合推拿手法治疗及单纯常规康复疗法治疗痉挛型脑瘫患儿的足外翻疗效

进行对比分析，探讨推拿手法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足外翻的疗效。 

方法   将 30 例伴有足外翻的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其中治疗组

患儿足外翻的康复采用常规康复疗法及中医推拿进行康复治疗，对照组患儿进行单纯常规康复治疗。

治疗时间为 3 个月。治疗前后，分别对站立位下患儿的足跟进行观察测量。 

结果  两组患儿足外翻经过 3 个月的治疗后，足外翻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但是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

组。 

结论  推拿手法治疗能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的足外翻。 

 

PU-330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患手精细功能的影响 

 

朱逸溪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619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患手精细运动功能的改善情况。 

方法  选取了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住院偏瘫上肢功能障碍的患者 15 名，具备 3 级以上肌力，能够完

成简单的抓握。每一位患者接受为期 10 次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治疗方案为 100%MT，5HZ，每

次治疗 800 个脉冲。治疗前后评估患者行为学改变以及皮层兴奋性测定。 

结果 15 名患者在 MLS 评估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尤其在追踪、持续拍击和稳定性分类测定上有

明显变化，反应时间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皮层兴奋性方面潜伏期均有不同程度缩短，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其他评估量表及运动诱发电位波幅方面 p>0.05，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通过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干预偏瘫患者上肢精细运动功能是有效且高效的，重复经颅磁刺激

可以精确定位不同靶肌，分离干预不同手指的运动功能，对于提高偏瘫患者手指精细功能是一个值

得临床去推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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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1 

艾灸联合中药对脑瘫患儿免疫功能的研究 

 

唐英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艾灸关元、肾俞、足三里联合玉屏风颗粒对脑瘫患儿免疫功能的研究。 

方法  118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60 例，采用艾灸关元、肾俞、足三里联合

玉屏风颗粒口服治疗；对照组 58 例，采用匹多莫德口服液口服，10ml/次，1 次/d；30 天为一疗程，

共治疗 3 个疗程。分别于治疗 30 天、60 天、90 天比较两组 T 细胞亚群、血清免疫球蛋白及发育商

的数值变化。 

结果  两组均可提高 T 细胞亚群、血清免疫球蛋白及发育商（P＜0.05）。两组之间比较：CD3+、C

D4+、CD4+/CD8+及 IgG、IgA 方面，治疗 30 天对照组优于观察组（P＜0.05），60 天两组无明显

差异（P＞0.05），90 天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CD8+、IgM 两组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异（P

＞0.05）。和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副作用小。 

结论  艾灸关元、肾俞、足三里联合玉屏风颗粒可改善脑瘫患儿的免疫功能，提高脑瘫治疗效果。 

 

PU-332 

毫针排刺法配合康复训练治疗髌骨软化症疗效观察 

 

连林立 靳翔愚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比较毫针排刺法与常规穴位针刺法配合康复训练治疗髌骨软化症的临床疗效差异，并探讨其

治疗机制。 

方法  将 30 例患者随机分为毫针排刺组（15 例）与常规针刺组（15 例）。毫针排刺组除常规穴位外，

在股外侧足少阳胆经上选取 3-5 个阿是穴，每个阿是穴上下 3cm 再各选取 1 点针刺治疗，每天治疗

1 次，5 次一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常规针刺组选取犊鼻、血海、梁丘、足三里、阳陵泉、阴陵泉、

悬钟、三阴交等穴位，每日治疗 1 次，5 次一疗程，治疗 1 个疗程。两组均每天配合康复训练，康

复训练方法为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蹲马步练习及夹球训练。观察两组治疗前后 Lysholm 膝关节功能

评分、视觉模拟量表（VAS）疼痛评分及治疗后临床疗效。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 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视觉模拟量表（VAS）疼痛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差异有显著性（P<0.01），毫针排刺组治疗后 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视觉模拟量表（VAS）疼

痛评分均较常规针刺组下降，差异有显著性（P<0.05）；毫针排刺组的有效率为 93.3%，常规针刺

组的有效率为 73.3%（P<0.01）。 

结论  髌骨软化症的发病机制与髌股关节应力失衡有关，而股外侧软组织应力增加，出现紧张痉挛

为主要因素，毫针排刺法配合康复训练缓解股外侧软组织的紧张痉挛，调节了髌骨周围软组织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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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平衡，恢复了髌骨的生物力学结构，达到了更好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PU-333 

踝关节 CPM 在有尖足问题的患儿康复中的应用 

 

王琳 尚清 马彩云 万凯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通过对 CPM 辅助治疗脚踝问题（以尖足为研究对象）的总结，寻求对尖足康复的最佳方案。 

方法  2014.8～2015.8 从我院收治的患儿中选取 30 例 3 周岁以内的存在尖足的患儿，随机分为治

疗组（n=15)和对照组（n=15)，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康复治疗方法，手法被动活动踝关节、挤压等技

术，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对踝关节采用踝关节 CPM 康复器械对踝关节进行合适的背屈、跖

屈关节活动康复训练。 

结果  使用踝关节 CPM 康复器械的治疗组效果显著，而仅仅使用常规康复治疗技术的对照组效果欠

佳。 

结论  踝关节 CPM 对存在踝关节问题的患儿有很好的作用。 

 

PU-334 

母亲性格与精神发育迟滞儿童的内在关系研究 

 

王静 马彩云 梅雪蕊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母亲性格对精神发育迟滞患儿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0 例精神发育迟滞患儿母亲（观察组），并与 100 例同龄、同性别正常儿童母亲

（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观察组焦虑（SAS）、抑郁（SDS）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精神发育迟滞患儿母亲与正常儿童母亲存在较为明显的性格差异，性格以负性、消极和极端

表现为主。建议从家庭系统支持和心理干预层面，加强对精神发育迟滞患儿目前性格进行引导，形

成积极、正向情绪，有助于患儿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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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5 

皮肤针叩刺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小儿痉挛型脑性瘫痪 临床疗效 

 

娄普 尚清 耿香菊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皮肤针叩刺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小儿痉挛型脑性瘫痪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和探讨。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收治的 76 例小儿痉挛性脑性瘫痪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观察组患儿接受皮肤针叩刺联合康复训练的治疗，对照组患儿接受康复训练的治疗，对

比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患儿治疗后痉挛改善更显著，治疗总有效率为 86.64%，高于对照组的 73.68%，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皮肤针叩刺联合康复训练可有效改善小儿痉挛性脑性瘫痪患儿的痉挛情况，提高治疗有效率。 

 

PU-336 

改良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对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上肢使用能力的

效力分析 

 

李贺 李贞兰 徐国兴 李若金 张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改良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和作业疗法对脑卒中亚急性期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的康复疗效及随访研究，探讨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对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日常活动能力的康

复作用。 

方法  收集 85 例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脱落 5 例，收集治疗组 42

例，对照组 38 例。治疗组应用改良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对照组应用任务-导向性为主的作业疗法。

共治疗 3w，5d/w，1.5h/d。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后 30d 分别进行 Wolf 运动功能评定、Fugl-Mey

er 运动功能评定及 Barthel 指数评定。 

结果  治疗前后比较两组 WMFT 评分、FMA 评分、BI 评分均有明显提高（p<0.05）；组间比较，治

疗组 WMFT 评分、FMA 评分和 BI 评分提高较对照组明显（p<0.05）；治疗后 30d 随访研究表明，

治疗组 WMFT 评分及 BI 评分较治疗后提高显著（p<0.05）而 FMA 评分无明显变化(p>0.05)，对照

组各评分未见显著变化（p>0.05）。 

结论  改良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康复疗效明显优于任务-导向性为主的作业疗

法，并使日常活动能力持续维持至治疗后 1 个月；本研究认为改良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可适用于脑

卒中亚急性期患者，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提高方面具有康复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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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7 

58 例脑瘫患儿康复综合训练疗效分析 

 

卢哲 

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473000 

 

目的  探讨脑瘫患儿康复综合训练与护理的疗效观察。 

方法  对我院近 2 年收治的脑瘫患儿回顾性分析病例资料。 

结果  经过康复综合训练后，患儿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地纠正了发育落后的情况，总有效率为 100%，

其中取得显著效果为 16  例，占 27.6%，有效 42 例，占 72.4%。 

结论  脑瘫患儿的综合训练是长期的，这不仅仅是治疗师的职责，也是护理人员与患儿家长的共同

康复任务。 

 

PU-338 

小剂量神经节苷酯联合综合疗法治疗进展性脑梗死的临床效果研

究 

 

张芳权 

河南省小信阳市中心医院 464000 

 

目的  观察小剂量神经节苷脂联合综合疗法对进展性脑梗死的治疗的效果。 

方法  以 2014 年 3 月-2015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进展性脑梗死患者为观察对象。根据其治疗

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给予综合内科治疗，观察组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小剂量

神经节苷脂。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损伤评分（NIHSS 评分）、

日常生活能力和预后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治疗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NIHSS 评分无明显差别，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降低更明显；

两组患者入院时的 BI 各维度得分和总分无明显差别。出院时，两组患者的上述指标均有所提高，而

除洗澡、大便控制和小便控制三个维度得分两组间无明显差异，观察组患者其余各维度及总分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剂量神经节苷脂联合综合疗法对进展性脑梗死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可明显改善患者术后神

经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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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 

CPM 仪对手外伤皮肤软组织缺损植皮术后功能的恢复的影响 

 

金道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分析使用持续被动活动训练（continuous passive motion，CPM）仪对手外伤皮肤软组织缺

损植皮术后功能的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择手外伤皮肤软组织缺损植皮术后功能障碍患者 2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1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的康复治疗方案，20min/次，5 次/周，共 4 周。治疗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的基

础上辅以手部关节 CPM，20min/次，5 次/周，共 4 周。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观察两组患者手指

伸屈功能总的主动活动度(TAM)的优良率以及 Carroll 手功能评定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患者的 Carroll 手功能和手指伸屈功能总的主动活动度(TAM)评分分别为（57.

8l±15.69）分、(65.2±35.4)度，对照组上述各项评分分别为（58.18±15.25）分、(67.1±39.2)度，各

项评分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4 周后，治疗组上述各项评分分别为（77.69±7.10）分、(1

95.3±31.2)度及其优良率 100%，对照组则分别为（62.92±9.13）分、(150.3±18.9)度及其优良率 2

0%。2 组各项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有显著提高(P<0.05)，且治疗组治疗后各项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应用 CPM 仪能明显提高手外伤皮肤软组织缺损植皮术后功能的恢复，缩短其疗程，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PU-340 

Nec-1 通过抑制慢性缺血性卒中小鼠炎症反应提高认知能力的研

究 

 

张社红 王玉阳 李大可 吴军发 司文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研究小分子化合物 Nec-1 对慢性缺血性卒中的保护作用。 

方法  在缺血性脑损伤病理情况下，有多种细胞死亡方式参与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程序性坏死是

最近发现的一种新的细胞死亡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炎症反应。研究证实，慢性缺血性脑损伤是一

种炎症性病理过程，因此在缺血性脑损伤的病理环境下，神经元的死亡优先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在

体内外的研究中发现，Nec-1 具有强大的抑制细胞程序性坏死，保护细胞的作用,是程序性坏死的关

键抑制剂。本研究选用 12 周龄的 C57BL/6 小鼠，通过双侧颈总动脉狭窄（bilateral common caro

tid artery stenosis， BCAS）的方法建立小鼠慢性缺血性卒中模型，进行后续研究。建立模型之后

将小鼠随机分为 2 组，并开始进行相关干预措施。一组用 Nec-1 通过灌胃的方法进行干预，一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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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研究，同时准备假手术组。隔一天灌胃一次，2 周之后进行相关检测，首先进行行为学检

测，水迷宫测试认知功能。然后进行相关分子生物学检测，通过 ELISA 和 RT-PCR 的方法检测脑组

织中炎症因子（TNF-α, INF-γ, IL-1β 及 IL-33 等）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程序性坏死通路的

相关蛋白及细胞趋化因子及其受体的表达情况。 

结果  数据显示实验动物的基本生理指标（体温、体重等）无显著差异；分子学检测结果显示，Ne

c-1 能够降低脑组织炎症因子的表达，抑制缺血性脑损伤小鼠的炎症反应；同时水迷宫测试结果显示，

Nec-1 干预组小鼠的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其他组。 

结论  Nec-1 通过抑制程序性坏死通路，能够抑制慢性缺血性卒中小鼠的炎症反应，同时提高小鼠

的认知能力。 

 

PU-341 

中药熏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关节活动度的影响 

 

陈白云 尚清 朱敏杰 高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中药熏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关节活动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痉挛型脑瘫患儿88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

并将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4 例。对照组患儿采用推拿和运动疗法，观察组患儿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中药熏洗法。将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经比较，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1.18%，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的 72.73%，比较结果

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  中药熏洗能够有效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的关节活动度，值得推广使用。 

 

PU-342 

中药熏蒸治疗精神发育迟滞的临床观察 

 

董纪强 马彩云 王静 刘冬芝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中药熏蒸治疗精神发育迟滞的疗效。 

方法 将 50 例精神发育迟滞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25 例常规给予综合康复治疗（作业疗法、

语言认知训练、推拿疗法、引导式教育训练）；治疗组 25 例给予综合康复训练加用中药熏蒸治疗。

两组疗程均为 30d，治疗 3 个疗程后根据临床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6%; 对照组总有效率 76%; 2 组总有效率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结论 临床运用中药熏蒸配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精神发育迟滞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可以明显提高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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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PU-343 

中药玉屏风颗粒对脑瘫患儿免疫功能的研究 

 

唐英 马彩云 尚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中药玉屏风颗粒对脑瘫患儿免疫功能的研究。 

方法  118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60 例，采用玉屏风颗粒口服治疗；对照组

58 例，采用匹多莫德口服液口服，10ml/次，1 次/d；30 天为一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分别于治

疗 30 天、60 天、90 天比较两组 T 细胞亚群、血清免疫球蛋白及发育商的数值变化。 

结果  两组均可提高 T 细胞亚群、血清免疫球蛋白及发育商（P＜0.05）。两组之间比较：CD3+、C

D4+、CD4+/CD8+及 IgG、IgA 方面，治疗 30 天对照组优于观察组（P＜0.05），60 天两组无明显

差异（P＞0.05），90 天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CD8+、IgM 两组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异（P

＞0.05）。和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副作用小。 

结论  中药玉屏风颗粒可改善脑瘫患儿的免疫功能，提高脑瘫治疗效果。 

 

PU-344 

半导体激光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余和平 李小宏 王焕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400016 

 

目的  观察半导体激光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参照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制定的《骨关节炎诊治指南(2015 年版)》中有关膝骨性关节炎的诊

断标准，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于我科治疗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激光治

疗组、冲击波治疗组和激光与冲击波联合治疗组，每组 30 例。半导体激光治疗组每天行激光治疗 1

次，冲击波治疗组每周行冲击波治疗 1 次，联合治疗组在每天 1 次激光治疗的基础上加行每周 1 次

冲击波治疗，连续治疗 5 周为一疗程，三组患者其余干预因素均一致。在治疗前、1 个疗程结束后

对三组患者分别进行评定，疗效评定指标包括膝关节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及膝关

节炎病情严重指数（WOMAC 评分量表），比较每组患者治疗前后以及三组患者治疗后的疼痛程度及

关节功能。 

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VAS 评分、WOMAC 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1 个疗程

结束后，每组患者组内比较，关节疼痛程度(VAS 评分)及 WOMAC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

5)；三组患者组间比较，联合治疗组关节疼痛程度(VAS 评分)及 WOMAC 评分低于激光治疗组和冲

击波治疗组(P＜0．05)，冲击波治疗组关节疼痛程度(VAS 评分)及 WOMAC 评分低于激光治疗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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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结论  半导体激光和冲击波均能有效改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的疼痛和关节功能，但二者联合疗效更

为显著。 

 

PU-345 

保和丸治疗脑梗死患儿便秘的临床研究 

 

陈白云 段佳丽 高超 尚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保和丸治疗脑梗死患儿便秘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梗死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给予保和丸加减治疗，对

照组给予开塞露直肠给药，治疗 2 周。 

结果  经过 2 周治疗，观察组痊愈 8 例、显效 10 例、有效 11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6.7%；对

照组痊愈 4 例、显效 10 例、有效 10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80%。 

结论  保和丸可用于脑梗死患儿的便秘治疗，疗效优于对照组。 

 

PU-346 

探讨中医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小儿脑瘫的作用 

 

陈白云 尚清 高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中医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小儿脑瘫的作用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110 例小儿脑瘫患者，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5 例，观察组采用针灸配合康复

手法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法，对两组患者治疗过程和结果进行观察，主要观察指标有 MDI、

PDI，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差异和不同。 

结果  采用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的观察组具有更高的有效率，观察组的 MDI、PDI 值均优于对照

组，两组对比起来发现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法优于常规治疗法，差距明显，效果更好。 

结论  中医针灸配合康复手法治疗小儿脑瘫的作用效果明显，治愈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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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7 

小儿健脾化积口服液在脑瘫患儿便秘中的疗效观察 

 

石立业 尚清 高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小儿健脾化积口服液在脑瘫患儿便秘中的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脑瘫便秘患儿 50 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治疗组餐后口服小儿健脾

化积口服液进行治疗；对照组用开塞露塞肛。同时睡前服果导片；以上两组均服药 3 月。统计对比

两组患儿便秘改善情况。 

结果  服用小儿健脾化积口服液的患儿组显效率为 52%，显著高于对照组 36%（P<0.05）。其总有

效率为 92%，显著优于对照组 80%（P<0.05） 。 

结论 小儿健脾化积口服液治疗脑瘫患儿便秘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PU-348 

吞咽功能障碍治疗仪在手足口病恢复期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朱敏杰 耿香菊 张会春 尚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吞咽功能障碍治疗仪在手足口病恢复期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手足口病恢复期伴有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30例。采用抽签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1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吞咽功能障碍治疗仪，比较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的洼田饮水试验评分变化和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 

结论  吞咽功能障碍治疗仪配合常规的康复治疗可有效改善手足口病恢复期合并吞咽功能障碍患者

的吞咽功能。 

 

PU-349 

匹多莫德防治脑瘫患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吴值荣 马彩云 尚清 张继华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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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匹多莫德防治脑瘫患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为脑瘫合并反复呼吸道感

染患儿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及理论支持。 

方法  抽取2014年7月-2016年1月我院接收的202例脑瘫合并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101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疗法，观察组在常规治疗措施基础上加用匹

多莫德，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1.1%，对照组

为 76.2%，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0%，对照组为 1.

0%，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匹多莫德治疗脑瘫合并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疗效确切，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且不良反

应发生率低，具有一定安全性，值得推广运用。 

 

PU-350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张晓翠
1
 高蕾

1
 徐社娟

2
 史宝欣

1
 

1.天津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风湿免疫科 

 

目的  探讨影响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身体活动的因素。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慢性病治疗

功能评估-疲劳量表（FACIT-F）、健康调查简表的生理机能领域（SF-36-PF）、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

AD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及关节炎自我效能感量表-8 条目版（ASES-8）调查 139 例类

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结合 IPAQ 身体活动水平评分标准及 WHO 活动量推荐标准，将患者分为活动

达标组和活动不足组。采用 t 检验、秩和检验、卡方检验比较两组的社会学人口学资料、疾病资料

及社会心理学资料的差异，采用 Logistics 回归分析影响患者身体活动的因素。 

结果  活动达标组 67 例，活动不足组 72 例，总体达标率为 48%。女性患者身体活动水平较低、焦

虑及抑郁是 RA 患者身体活动的阻碍因素；疾病缓解期、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是 RA 患者身体活

动的促进因素。 

结论  RA 患者身体活动量水平有待提高，应特别关注女性、疾病活动期、合并焦虑、合并抑郁的患

者，采取措施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水平有助于促进患者进行身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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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1 

Pedretti 作业活动分析法治疗吉兰巴雷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观察 

 

井于玲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 Pedretti 作业活动分析法治疗吉兰巴雷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吉兰巴雷综合征恢复期运动功能障碍患者 28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患者各 14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总的治疗时间为 2.5h/天，6

天/周，21 天为一个疗程。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 Pedretti 作业活动分析法，每次治疗时间为

40min/次，1 次/天 6 次/周。Pedretti 作业活动分析法内容：1、作业活动中参与者的肌肉、关节及产

生的运动分析；2、运动重复性、剂量和强度的分析；3、步骤分级的分析；4、感觉整合过程分析。

对患者治疗前后的评定，肌力采用徒手肌力试验 Lovett 的 6 级分级进行评分，运动功能采用 Fugl-

Meyer 评定法进行评定和上田敏评定法，ADL 用 Barthel 指数评分进行评定分析。 

结果  治疗 3 周后，两组患者的 Lovett 的 6 级评分、Fugl-Meyer、上田敏、Barthel 指数评分较组内

治疗前均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 3 周后治疗组的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edretti 作业活动分析法对吉兰巴雷综合征运动功能改善有明显疗效 

 

PU-352 

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对 OSAS 合并 高血压患者的疗

效观察 

 

白金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星状神经节阻滞（SGB）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对 OSAS 合并高血压患者睡眠呼吸和血压控

制情况的疗效，并探讨 SGB 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纳入实验的所有患者降压、降脂等基础治疗不变，检查当天不饮酒、茶、咖啡等会影响患者

睡眠或血压的食物；所有患者当晚即行 PSG，按 AHI 高低分为轻、中、重度并平衡分配至对照组和

SGB 组，每组各 50 例。3 天后行 24 h 第一次动态血压监测，检查结束后 SGB 组开始进行 SGB

治疗，每天一次，左右交替，每周阻滞 5 次，10 次为 1 疗程；并同时行 CPAP 治疗。对照组给予 C

PAP 治疗。2 周后再次对所有受试者行动态血压监测及同步检查 PSG。穴位注射:穴取迎香穴。注射

药物:维生素 B12 注射液 250Lg、地塞米松注射液 1.5 mg。将上述药物用 1 mL 皮试专用针管吸入

混合,让患者取仰卧位,撤去枕头，头部放低,双侧迎香穴进行常规消毒,回抽无血后将配好的药液注入,

2 个穴位各注射 0.5 mL。隔日 1 次,一个疗程内注射 7 次。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结果  本研究 100 例患者经 PSG 监测全部确诊为 OSAS，其中根据入院 PSG 监测结果，以 AHI 为

分级标准，轻度 14 例，中度 38 例，重度 48 例。治疗后正常 47 例，轻度 41 例，中度 12 例。与治

疗前相比，24h 动态血压监测发现两组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夜间平均血压（nMSP 和 nMDP）

较白天平均血压下降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SGB 组患者经治疗后，血压

控制率明显提高（血压控制率指经治疗后血压下降至 140/90 mm Hg 以下所占的比率）  

结论  我们推测 SGB 配合穴位注射治疗 OSAS 合并高血压可能的机制为，调节交感神经功能，解除

血管痉挛状态使血管管径扩张，降低血管阻力，使全身血管张力趋于正常，从而使血压趋于平衡状

态，使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而又不至于造成低血压，同时改善心脏和脑的血液供应，减少心脑血管

事件发生。并且 SGB 合并穴位注射操作方法简便，创伤性小，避免了因长期服用降压药而导致依从

性降低，是一种较理想的控制 OSAS 合并高血压的治疗手段，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PU-353 

治疗师参与康复评定对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康复疗效的观察 

 

曹梦颖 吴丽 任麦青 杨亚丽 马艳丽 班会会 董宠凯 袁博 

郑州市中心医院 450007 

 

目的   对康复治疗师参与康复评定对住院患儿康复疗效的观察。 

方法   2014 年 1~8 月在郑州市中心医院儿童康复科住院接受康复治疗的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 40 例，

分为两组，两组患儿按个体情况做常规康复治疗，定期进行康复评定，观察组康复治疗师参与评定，

对照组康复治疗师不参与评定，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病情程度、每天康复训练的时间均无显著

差异（P>0.05），比较两组患儿康复效果。 

结果   两组患儿康复效果有显著差异（P<0.001）。 

结论   康复治疗师参与康复评定对于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的康复疗效更加明显。 

 

PU-354 

Gait watch简易三维步态测试系统用于评估步态效度与信度分析 

 

王楠 

中国医大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使用 gait watch 简易三维步态测试系统分析步态各时空参数的重测信度及不同测试者间信度,

 且同步使用 footscan 足底压力测试系统进行检测，比较简易三维步态获得的时空参数与足底压力

测试获得的时空参数的一致性。并探讨 gait watch 三维步态测试系统检测偏瘫步态的敏感性。 

方法 选择 30 例正常成人与年龄一致的 30 例偏瘫患者参加本研究，由 2 名医生对正常受试者进行 g

ait watch 三维步态评价及同步的足底压力测试，每名医生测量 2 次；对偏瘫患者行 gait watch 三

维步态测试。对 gait watch 获得的时空参数（步频、步长、步速、步行周期、步幅、双足支撑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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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与足底压力测试系统所获得的相应时空参数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比较一致性，采用等级相

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检验 gait watch 三维步态测试系统检测步态的信

度。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病例组与正常成人组时空参数，判断 gait watch 三维步态测试系统的

灵敏度。 

结果 Gait watch 与足底压力时空参数均成中等正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0.56，P<0.05），

gait 

watch 的组内信度 ICC 为 0.82～0.91 且 95%可信区间集中、测试者间信度为 0.79～0.92，95%可

信区间集中；病例组的时空参数与正常组相比，差异可达极显著（P<0.01）。 

结论 Gait watch 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及敏感度，可用于偏瘫步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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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改善脊髓损伤患者肢体功能的临床观察 

 

彭彦孟 熊明峰 余洪俊 刘宏亮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脊髓损伤往往会导致损伤节段以下肢体运动、感觉功能的障碍，脊髓损伤患者得到有效的康

复治疗成为脊髓损伤患者能够最大限度的恢复肢体功能的重要保证。目前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治疗

方法很多，但针对脊髓神经损伤的治疗确较少，而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

ic stimulation，rTMS）是一种无创性调节神经兴奋性的康复技术，它可以通过该改变下行神经传导

束信号，诱导运动、感觉功能的变化，从而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肢体功能。本研究主要是通过 rTM

S 技术针对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治疗后肢体功能的作用的临床研究。 

方法  1）.研究对象：本院收治的脊髓损伤患者 16 名，年龄 22 岁-59 岁，男性 9 名，女性 7 名，脊

髓损伤水平为 C4-T10，ASIA 残损分级为 C、D 级，将纳入患者随即分为治疗组 8 名，对照组 8 名。

2）.治疗方法：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均接受综合康复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治疗组

则在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增加 rTMS（机器型号 YRD CCY-1），根据患者的运动阈值调

节磁场强度（1.0T 80%-100%），频率 20Hz，每次作用次数 20 次，作用时间 1s，间隔时间 15s，

总时间 20min。3）.评定方法：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治疗 8 周对患者进行功能及疼痛评分，

本研究对患者的步行功能（脊髓损伤步行指数 WISCI II）、运动功能（ASIA 运动评分）、感觉功能

（ASIA 感觉评分）、平衡功能（Berg 平衡量表）、肌张力（改良 Ashworth 分级）、日常生活能力（改

良 Barthel 指数评定）、疼痛（数字评分法 VAS）进行评估及分析。 

结果  治疗前，患者步行功能、运动功能、感觉功能、平衡功能、肌张力、日常生活能力、疼痛均

无显著性差异，经治疗 4 周、8 周后两组患者以上指标均有改善，但在治疗 4 周后治疗组及对照组

步行功能、运动功能、平衡功能、日常生活能力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其余指标无明显差别，治疗 8 周后治疗组及对照组步行功能、运动功能、感觉功能、平衡

功能、日常生活能力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其余指标无明显

差别。 

结论  脊髓损伤患者经过康复治疗，治疗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较对照组均有显著改善。rTMS 可显著

提高脊髓损伤患者肢体感觉、运动及日常生活能力，从而达到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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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卡因对促进脑卒中肌力恢复临床观察 

 

范天君 周新 武继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临床观察盐酸普鲁卡因注射液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肌力的影响效果。本研究采用盐酸普鲁卡

因注射液静滴配合常规的训练方法促进偏瘫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 

方法  34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病程在 3 月内，肌力 0-3 级，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

练，试验组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加用盐酸普鲁卡因注射液。对照组接受常规训练，训练内容包括

OT、PT、脑电生物反馈及电子生物反馈等。试验组在常规训练基础上增加盐酸普鲁卡因注射液 50

0mg 静滴 1/日，连续静滴 2 周。评定方法：治疗前后由专人进行评定，采用 Brunnstrom6 阶段评

价、MMT 肌力分级及 Fugl-Meyer 法评定偏瘫肢体运动功能（上肢运动总分 66 分，下肢运动总分 3

4 分）。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各项指标评定结果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偏瘫肢体功能

均有提高，但试验组偏瘫肢体运动功能与平衡积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普鲁卡因是一种钙

离子非选择性抑制剂可以抑制微循环内皮细胞超极化，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也可以增加前列环素

和细胞内粘附分子-1 的释放以保护微循环；普鲁卡因具有稳定神经纤维细胞膜，降低其通透性，作

用于神经细胞膜钠离子通道内侧，抑制钠离子内流，阻止动作电位的产生和传导，产生麻醉和封闭

效应，同时具有扩张血管、缓解小动脉痉挛，改善局部营养、神经反应及微循环。本研究经过常规

康复训练加用静滴盐酸普鲁卡因注射液，治疗 2 月后，试验组不仅偏瘫肢体肌力较对照组有明显改

善，而且运动功能也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 

结论  普鲁卡因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瘫痪肢体的肌力及运动功能有明显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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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疗法对提高脑梗死患者患侧肢体运动功能的临床观察 

 

谢倩芸 王璞 刘青山 武继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16 

 

目的  脑梗死是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等特点，严重

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及生活质量。运动功能障碍是脑梗死患者常见的功能障碍之一，患者早期可出

现肌张力降低、肌力减退等症状，随后肌张力逐渐增高，部分患者肌张力高于正常，影响肌力的恢

复及步行能力，呈划弧样步态，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因此在脑梗死偏瘫患者的康复治

疗中，降低患侧肢体肌张力，提高肌力，对改善步行能力，提高日常生活能力有重要作用。目前针

对脑梗死后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多种物理治疗，如电疗、蜡疗及主被动运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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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疗法是一种新型的康复治疗方法，主要通过兴奋及稳定肌肉系统等作用，以抑制肌张力，促进

肌力恢复。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采用振动疗法能否有效提高脑梗死患者患侧肢体运动功能。 

方法  选择脑梗死病程在 3 个月以内肌张力升高的 20 名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年龄、病程及运动功

能进行匹配后随机分为对照组(n=10)和治疗组(n=10)，两组患者均接受基础药物治疗及物理、运动、

作业、传统中医等康复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治疗组在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的基

础上增加振动疗法，设置频率 10Hz，振幅 4mm，时间 10min。所有患者的康复治疗至少持续 8 周，

并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治疗 8 周后对患者患侧肢体进行肌张力（改良 Ashworth 分级）、肌力

（MMT 评定）、运动功能（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功能性步行量表(FAC)、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Barthel 指数评分）的评估及比较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患侧肢体肌张力、肌力、运动功能、步行能力、日常生活指数比较差异均

无显著性差异。经治疗 4 周、8 周后两组患者的患侧肢体肌张力、肌力、运动功能、步行能力、日

常生活指数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越明显，治疗组的治疗效果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过康复治疗，脑梗死患者的患侧肢体肌张力、肌力、运动功能、步行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

均有改善。振动疗法可显著提高脑梗死患者神经肌肉运动的表现能力，有效降低脑梗死患者患侧肢

体肌张力，增强患侧肢体肌力，提高步行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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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脑卒中 ICF 简表在脑卒中患者社区康复中的应用 

 

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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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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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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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圆圆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目的  脑卒中是高致残性疾病。本研究拟采用中国版脑卒中 ICF 简表评定脑卒中患者功能、活动、

参与水平障碍，验证脑卒中患者社区康复疗效。 

方法  采用中国版脑卒中 ICF 简表，对脑卒中患者进行身体功能、身体结构、活动和参与及环境因

素 4 个部分的综合评定。将 46 脑卒中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进行随访观察 6 月，治疗

组进行社区康复治疗 6 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康复医学科康复医师和治

疗师对崇明指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师、康复治疗师及相关护理人员、患者及家属进行培训，

并制定康复治疗方案，康复治疗主要采用运动疗法，每周 2 次，共 6 个月，同时为患者提供家庭康

复指导，要求患者每天进行家庭康复。 

结果  12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7 例，女 5 例；年龄 51～87 岁，平均 (71.9±10.8)岁。

34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治疗组，其中男 20 例，女 14 例；年龄 47～91 岁，平均 (69.5±9.7)岁。对照

组活动和参与部分入厕得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身体功能部分肌肉力量功能得

分低于治疗前，活动和参与部分行走、入厕、吃得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脑卒中社区康复可有效提高脑卒中患者后期身体功能、活动和参与。中国版脑卒中 ICF 简表

可用于评定脑卒中患者功能、活动、参与水平障碍，有助于指导脑卒中患者社区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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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穴丛刺结合跑台训练对坐骨神经损伤大鼠小腿三头肌萎缩的影

响 

 

王艳
1
 赵玖玫

2
 郭子楠

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头穴丛刺结合跑台训练对坐骨神经损伤大鼠坐骨神经运动功能指数（SFI）、小腿三头肌

湿重比及 Murf1 蛋白表达的影响，验证头穴丛刺结合跑台训练延缓失神经肌萎缩的有效性，为临床

治疗周围神经损伤提供新思路。 

方法  84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空白组、假手术组各 6 只，模型组、跑台组、头穴丛刺结

合跑台组每组 24 只，每组再按时间点（7d、14d、21d、28d）分为 4 个亚组，每个时间点 6 只，

采用钳夹法制备坐骨神经损伤大鼠模型。空白组、假手术组、模型组不干预，跑台组进行跑台训练，

头穴丛刺结合跑台组行头针结合跑台训练。各时间点测定坐骨神经运动功能指数(SFI)，小腿三头肌

湿重比，Western 

Blotting 检测各组大鼠小腿三头肌 Murf1 蛋白表达。 

结果  1. SFI：空白组、假手术组 SFI 为正常值 0，随着损伤时间延长，其他各组 SFI 值变大，损伤

初期（7d 时）各组 SFI 值最小，28d 时，各组 SFI 值最大，各时间点，模型组 SFI 值最小；跑台组

SFI 值大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头穴丛刺结合跑台组 SFI 值大于跑台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 湿重比：空白组、假手术组湿重比为正常值 1，随着损伤时间延长，其他各组湿重比逐渐降低，

7d 时最高，28d 时最低，各时间点，7d 时湿重比最大，各时间点，跑台组湿重比大于模型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头穴丛刺结合跑台组湿重比大于跑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Murf1 蛋白：空白组、假手术组 Murf1 蛋白呈少量表达；模型组、跑台组、头穴丛刺结合跑台组

Murf1 蛋白表达 7d 时最高，14d 时最低；各时间点，与模型组相比，跑台组、头穴丛刺结合跑台组

Murf1 蛋白表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时间点，与跑台组相比，头穴丛刺结合跑台

组 Murf1 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头穴丛刺结合跑台训练可以提高 SFI，延缓小腿三头肌湿重比下降，防止肌肉萎缩，且优

于单纯跑台训练。 

2. 头穴丛刺结合跑台训练延缓肌肉萎缩，可能与下调了 Murf1 蛋白表达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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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桌训练在脑梗塞偏瘫患者上肢功能训练中的应用 

 

宋振华 林夏妃 随燕芳 余丹 汪良 甘春苗 张黎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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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目的  探讨站立状态下的上肢功能训练对上肢运动功能、平衡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的影响。 

方法  60 例脑梗塞偏瘫患者随机分成试验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进行临床对照性研究，试验组采

用我科研制的站立桌（专利号：ZL201520611015.1，图一）辅助患者站立位上肢作业功能训练，对

照组采取坐位下上肢作业功能训练，分别于患者初评时以及治疗 2 周、1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上肢

运动、平衡功能、ADL 能力及四肢躯干肌肉肌电活动恢复情况。 

结果  ①两组患者上肢 Fugl-Meyer 评分、BBS 评分及 ADL 得分，初评时差异无显著性(P<0.05)，

治疗 2 周、1 个月后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性差异 (P<O.05，P<0.01)，且试验组改善较对照组明显；②

在站位下，分析偏瘫侧肢体及躯干肌肌电活动情况，2 组患者治疗 2 周、1 月后，上肢、下肢及躯干

肌电活动较治疗前有显著性差异 (P<O.05，P<0.01)，且试验组肌电活动较对照组明显(P<0.01)；③

在坐位下，治疗 2 周后，对照组患侧下肢及躯干肌肉肌电活动较治疗前差异无显著性(P>0.05)，上

肢肌电活动较治疗前有显著性差异(P<0.01)，但试验组上肢、下肢及躯干肌电活动较治疗前均有显

著性差异。治疗 1 月后，2 组患者较治疗前有显著性差异(P<0.01)，且试验组肌电活动较对照组明

显(P<0.01)。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和传统坐位下作业治疗相比，站立状态下的上肢功能训练能早期有效改善

患者躯干及下肢肌肉活动，从而提高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而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的提高也能进一步提高患者上肢的运动功能。  

关键词  作业疗法；脑梗塞；偏瘫；平衡功能；A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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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与神经肌肉电刺激对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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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3.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筹） 

4.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研究重复经颅磁刺激与神经肌肉电刺激对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比较 

方法  将 27 例卒中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神经肌肉电刺激（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N

MES）组（13 例），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组（1

4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功能训练，每天 60min，每周 5 天，共 3 周。神经肌肉电刺激组除了常

规康复训练外，增加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频率 50HZ，时间 15min/天，共 3 周，部位为上肢伸肌。

重复经颅磁刺激组除了常规康复训练外，增加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频率 1HZ，时间 15min/天，共

3 周，部位为健侧第一躯体皮质运动区（上肢区域为主）。在治疗前和治疗 3 周后进行（1）Fugl-Me

yer 运动功能评价法（Fugl-Meyer Assessment,FMA）(上肢运动功能)；（2）日常生活活动（ADL）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能力评定。采用改良 Barthel Index（BI）评价法，满分为 100 分。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 FMA、BI 的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在 FMA、BI 的

评估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且 rTMS 组的 FMA、BI 评分高于 NMES 组（P＜0.05）。 

结论  rTMS 及 NMES 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且 rTMS 作用优于 NMES。 

 

PU-362 

超声电导经皮给药联合手法治疗腰 3 横突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郭志峰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目的  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又称― 腰 3 横突周围炎‖ 或― 腰 3 突滑膜炎‖ ， 属中医―腰痛‖―痹症‖ 

范畴。 腰 3 位于腰椎生理前凸的顶点，其横突最长，末端较宽，人体在腰部活动时，腰 3 为枢纽，

横突末端所承受的拉力比邻近腰椎横突要大，因此，腰部受力过大或长期姿势不良时，易引起腰 3

横突末端组织的急、漫性损伤而出血渗出，时间较久若没有吸收，则可引起横突周围疤痕粘连，肌

筋膜增厚、挛缩，刺激或卡压穿过该处的血管及脊神经后外侧支，影响血液循环，造成神经水肿、

变性而产生腰痛。颈、肩、腰、腿痛是康复科常见病、多发病，而临床观察发现腰痛在痛症中发生

率最高，由腰 3 横突综合征引起的腰痛最常见，也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或者误诊。本课题旨在以祖

国传统理论为指导融合现代物理康复理念,将传统的手法治疗与现代超声波经皮给药疗法相结合应

用于临床实践，用统计学的数据结论来论证其康复疗效，为腰 3 横突综合征临床综合康复治疗方案

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腰 3 横突综合征病人 90 例，均先行临床严格检查（部分患者经 X 光检査、椎管造影或手

术探查），排除了颅脑、脊柱和椎管内的各种器质性病变可能。将此 180 例病人按照入院就诊治疗的

先后顺序排号，使用随机数字表将病人分为超声波电导经皮给药组、手法组和联合治疗组，每组 60

例，三组要求基本符合均衡化的原则。治疗期间均不采用其他治疗手段。 

结果  本临床研究采取以下三个指标变化得出以下结果：①疼痛指数：患者在治疗 1 周、两周、四

周各评估一次，对疼痛采用 0～10 级线性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进行评估，分为 0(无)～10(严重)。

②临床疗效制定标准分为：显效 临床症状和体征明显减轻或消失，日常生活正常；有效 局部疼痛

症状减轻，日常生活改善；无效 局部疼痛症状无改善，日常生活仍受影响。 ③统计学软件分析 

分别统计超声电导经皮给药疗法及传统手法治疗腰 3 横突综合征的疗效，并做组内对比；将以上两

组数据与两种治疗方法联用后的疗效做组间对比。经组内及组间的对比，超声波电导经皮给药组与

手法组患者疼痛均有缓解，临床治疗有效，但统计学结果对比无明显差异；联合治疗组患者疼痛缓

解明显，临床治疗显效，与其他两组统计学结果对比有明显差异。  

结论  通过针对腰 3 横突综合征采用以上三种治疗方案治疗后疗效的对比发现，超声电导经皮给药

局部治疗及中医传统手法治疗对腰 3 横突综合征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二者方案疗效无明显差别，

而联合以上两种方案治疗腰 3 横突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显著，与单独使用一种治疗方案疗效有明显差

别，联合治疗方案是临床治疗腰 3 横突综合征的最佳治疗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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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3 

调节性 T 细胞通过 IL-10 调控小鼠室管膜下区神经干细胞增殖 

 

王继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康复医学科 200025 

 

目的  目前研究提示免疫细胞与干细胞存在交叉对话，并调节干细胞的功能。由于免疫细胞在卒中

的病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了解免疫细胞对神经再生的调节作用将有助于预测缺血后免疫激活对

神经可塑性的影响。调节性 T 细胞被认为是卒中后的关键保护性免疫细胞，但其是否调节干细胞的

功能尚不明了。本实验旨在 1）研究活化调节性 T 细胞是否影响正常和缺血小鼠室管膜下区神经干

细胞增殖；2）确定活化调节性 T 细胞作用于哪一类神经干细胞；3）探索白介素 10 在活化调节性 T

细胞调节神经干细胞增殖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磁珠和流式分选技术从成年小鼠脾脏筛选出 CD4
+
/CD25

+的调节性 T 细胞，培养并添加 C

D3e、CD28 和白介素 2 进行活化。3 天后，应用流式细胞技术分析通过检测 CD44 和 CD62L 表达

以确认调节性 T 细胞活化。同时，应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内细胞因子的变化。

然后，将 1X10
5个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立体定位注射到正常和大脑中动脉缺血小鼠的侧脑室。应用

BrdU 染色计算室管膜下区神经干细胞增殖数目，另外，应用免疫荧光双染评估 A、B、C 和 E 类神

经干细胞亚型的数目。将白介素 10 和转化生长因子 b 中和抗体与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共同注射入

正常小鼠侧脑室，观察白介素 10 和转化生长因子 b 对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介导的神经干细胞增殖

的影响。最后，分离小鼠神经干细胞，并与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共培养，经白介素 10 中和抗体处

理后，通过计算神经球的数目和直径检测 IL-10 对共培养的神经干细胞增殖的影响。  

结果  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高表达 CD44 和 IL-10，低表达 CD62L，而 TGF-b和 ebi3 的无明显变化。

体内实验显示，正常和缺血小鼠室管膜下区 BrdU
+
 细胞数在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处理组显著增加（p

<0.05），且主要为 C 细胞。但有趣的是，脑缺血小鼠室管膜下区的 B 类细胞（GFAP
+
/BrdU

+）经活

化的调节性 T 细胞处理后却显著降低（p<0.05）。阻断白介素 10 可减少 C 细胞，增加 B 细胞。体

外实验提示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可增加神经干细胞球的数量，而这一作用也可以被 IL-10 中和抗体

所阻断。   

结论  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可促进正常和缺血小鼠室管膜下区神经干细胞增殖，且阻断白介素 10 在

体内外均可消除活化的调节性 T 细胞介导的神经干细胞增殖，提示调节性 T 细胞/白介素 10 通路在

调控脑缺血后室管膜下区神经再生方面起关键作用，这可能为缺血性卒中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PU-364 

脑卒中后食管狭窄球囊扩张术 在临床中的应用及疗效 

 

张明月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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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多种原因不能进食的患者引起的吞咽困难，导致误吸、误吸性肺炎、营养不良等严重后果，

造成个人生存危机，也给家人带来巨大的困难与负担。探讨导管球囊扩囊术对脑卒中后环咽肌失迟

缓所致的吞咽障碍的疗效。客观评价其治疗效果。 

方法  共选取 28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将符合标准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治疗组和

对照组，每组 14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包括吞咽基础训练、摄食训练，电刺激治疗，治

疗每日一次、每周 6d。经吞咽 X 线荧光透视（VFSS）诊断为脑卒中后环咽肌失迟缓症的吞咽障碍

患者，治疗组应用 14 号导尿管球囊，采用注水方式使球囊充盈以扩张环咽肌，治疗终点为治疗组及

对照组恢复经口进食或治疗已满 4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终点时进行吞咽功能评估及吞咽造影检

查，2 个月后随访。 

结果  在导尿管球囊扩张治疗终点 14 例患者中有 12 例恢复经口进食普通饮食，包括固体食物、流

质物及水，13 例可进食糊状食物，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吞咽造影中，治疗后咽通

过时间缩短从治疗前 0.26S 缩短到 0.15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VFSS 吞咽障碍程度评分

明显高于治疗前（P<0.01）治疗终点时 VFSS 疗效评价显示总有效率达 92.85%。而对照组 14 例患

者中有 2 例患者可进食糊状食物，2 个月随访发现 13 例（92.8%）患者均能从口进食普通食物，11

例患者咽通过时间、吞咽障碍程度评分已接近正常。 

结论  导尿管球囊扩张术能显著改善初中后环咽肌失迟缓导致的吞咽功能障碍，仅采用常规康复训

练治疗食管狭窄时恢复较难，恢复效果不显著。 

 

PU-365 

脑卒中患者的家庭康复效果观察分析 

 

刘涛杰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目的  探讨脑卒中偏瘫患者家庭康复训练的效果。  

方法  60 例已出院脑卒中偏瘫康复患者，在我科住院康复治疗 60 天后出院。康复医师及治疗师指

导患者及家属出院后的康复训练方法并布置康复训练作业，对患者每月随访一次，根据患者的偏瘫

肢体恢复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康复指导，每次指导 45 分钟，并布置下一阶段的康复训练作业。观察

一年来的康复训练效果。  

结果  60 例患者经 1 年的院外康复系统训练，基本正常 20 例，好转 26 例，无效 14 例.   

结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出院后的康复训练方便实用，可以有效减轻经济负担，并且疗效肯定，同时

定期的家庭随访也有效的加强的医患和谐关系，社会效益明显。 

 

PU-366 

生理盐水灌肠配合电针治疗脊髓损伤后 便秘的疗效观察 

 

郭相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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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目的  观察生理盐水灌肠配合电针治疗脊髓损伤后便秘的疗效。 

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120 例脊髓髓损伤后便秘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分成试验组 (60 例 ) 和对照组

 (60 例 ) ；对照组：采用常规灌肠治疗；试验组：采用生理盐水灌肠配合电针治疗。结果 试验组

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0.05 ）。结论 对患者采用生理盐水灌肠配

合电针治疗排便功能障碍，有效地提高治疗效果，增强患者的耐受性，解决患者排便难的问题，促

进患者排便功能的恢复。 

脊髓损伤(SCI)患者因神经系统通路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可使肠蠕动、肛门括约肌功能即肛门反射、

直肠感觉、排便协调性等发生改变，因而脊髓损伤患者神经原性肠道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出现自

主排便功能障碍。由于肠蠕动减慢，58％的排便障碍表现为便秘，约 43％的患者出现慢性腹胀或不

适感，38％有腹痛，27％排便伴头痛、出汗。便秘未得到及时处理导致粪块嵌顿。为了改善患者的

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院对收治的此类患者采用生理盐水灌肠配合电针治疗，取得显著效

果.  

对照组 给予患者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及肠道护理：指导患者进行腹部热敷，顺时针按摩腹部，并做好

心理护理，饮食上指导患者多进食蔬菜、水果及粗纤维食物，进食规律，定时排便，保证充足的水

分摄入，三天未排大便者，给予开塞露塞肛通便或人工协助排便。 

治疗组 治疗组在对照组常规康复治疗及肠道护理的基础上给予生理盐水灌肠配合电针治疗。对患者

采用常规的灌肠方法处理，要严格按照常规的操作进行，使用 38℃~41℃0.9%的生理盐水液缓慢地

对患者进行灌洗肠道，500ml/次，灌洗 1-2 次。电针治疗处方组合：主穴：长强穴、天枢穴、支沟

穴。操作方法：选用华佗牌 30 号 1．5 寸毫针，毫针刺入捻转得气后，选用 G6805．2A 型低频电

子脉冲治疗仪(上海华谊医用仪器厂)，输出极分别连于针柄处，选择疏密波，频率 80～100 次／分

钟，强度以穴位局部肌肉收缩伴针柄摆动、患者能耐受为度。通电 20～30 分钟。每日 1 次，14 天

为一疗程，疗程间隔为 2 天。 

结果  对照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讨论  对患者采用生理盐水灌肠则主要是通过患者的肛门向其大肠内注入温和生理盐水，从而对患

者的整个肠道系统进行清洁、灌洗。 通过注水来刺激患者肠蠕动，进而达到稀释和溶解粪便以及促

进患者结肠运动的效果。电针治疗可增加胃肠平滑肌张力，促进胃肠蠕动，且作用较温且持久，有

利于肠蠕动向规律性转变，从而帮助胃肠蠕动功能的恢复。另外，长强等局部取穴还能够促进肛门

括约肌的舒缩功能的恢复，改善排便协调性从而帮助排便作用。二者配合治疗能够加大患者粪便下

行的力度，使得结肠产生蠕动，改善排便功能，疗效满意。值得临床推广。 

 

PU-367 

生物反馈结合 MOTOmed 等速训练治疗中枢 神经及周围神经损伤

脑功能重塑的 

 

张明月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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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利用生物反馈结合 MOTOmed 等速训练治疗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损伤脑功能重塑的临床治疗

疗效价值。可以提高患者运动技能、提高生活质量。对于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普遍都是肌肉费用性

萎缩，肌肉痉挛，关节挛缩活动受限，心血管系统和心肺系统功能障碍，新陈代谢障碍，出现褥疮

性溃疡。 

方法  选取早期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患者 36 例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n=18）和对照组（n

=18），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及康复治疗训练。治疗组的患者将 MOTOmed 等速训练结合经皮电

刺激，把电极片贴于患者上下肢体主动肌与拮抗肌肌肉部、肱二头肌与肱三头肌、股四头肌与腘绳

肌、胫前肌与小腿三头肌。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4 周及 8 周时采用 Brunnstrom 分期评定及运

动功能评定，治疗组（n=18）分为中枢神经损伤（n=9）及周围神经损伤（n=9）,对于周围神经损

伤运用运动功能障碍评定，8 例患者肌力、关节活动度、肌围度及整体功能恢复情况显著；对于中

枢神经损伤运用 Brunnstrom 分期评定，8 例患者分离动作充分及关节活动度、肌力、肌张力和整体

功能恢复情况显著。同时采用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结果表明治疗组生物反馈结合 MOTOmed 等速

训练治疗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损伤脑功能重塑在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治疗中效果显著。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治疗中枢性损伤在运动功能 Brunnstrom 评分（3.5±1.0）及周围性损伤多项评

分（肌力 0 级、关节活动度 10°以内、同比健侧肌围度减少 4cm）。4 周时，治疗组治疗中枢性损伤

在运动功能 Brunnstrom 评分（4.0±2.5）及周围性损伤多项评分（肌力 2 级、关节活动度 90°以内、

同比健侧肌围度减少 2cm）。治疗组运动功能 Brunnstrom 分期评定及运动功能评定比对照组患者评

分有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 周后随访表明，治疗组 3 周与对照组 6 周康复后

的功能处于同等水平。目前我们运用生物反馈结合 MOTOmed 等速训练能有效提高患者运动功能。

此实验证明生物反馈结合MOTOmed等速训练治疗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损伤脑功能重塑的临床疗效

显著，且可有效缩短康复治疗时间。 

结论  生物反馈结合 MOTOmed 等速训练填补了 0-2 级肌张力患者训练的空白。生物反馈结合 MOT

Omed 等速训练，能有效恢复肌肉力量及结构，扩大关节活动范围，提高运动技能及生活质量。目

前生物反馈结合 MOTOmed 等速治疗可显著改善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损伤后的康复训练效果。 

 

PU-368 

针刺“五泉穴”配合运动康复训练治疗 脑卒中后肢体瘫痪的临床

研究 

 

张磊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目的  探析针刺―五泉穴‖配合运动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肢体瘫痪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后肢体瘫痪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

者均接受运动康复训练方式治疗，治疗组在康复训练基础上，运用针刺五泉穴治疗，分别对两组治

疗前后进行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结果  治疗组治疗 2 个疗程后 Fugl-Meyer 评分及 Barthel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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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05）,提示治疗组改善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优于对照组。 

结论  脑卒中后肢体瘫痪患者进行针刺―五泉穴‖配合运动康复训练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PU-369 

针刺联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 不完全性脊髓损伤的疗效观察 

 

王渝博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目的   探讨针刺联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下肢肌力的恢复作用。 

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 60 例，年龄 21 岁～55 岁；病程：13～30 天。入选

标准：1)外伤性脊髓损伤，急性期即人我院治疗后。2)损伤平面在 T4～L4 者。3)年龄 18～60 岁，

伴有下肢功能障碍者。排除标准：1)有严重身体畸形及截肢者。2)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或肝肾功

能不全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0 例，平均年龄 43 岁。对照组 30 例，平均年龄 16 岁。两组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2 组患者均给予针刺双下肢肌肉运动点治疗。每个患者在第 1 次针刺前,均使用外周神经电刺激仪对

股内侧肌、股外侧肌进行运动点定位。先选择体表模式探测运动点,再换上神经丛刺激针准确定位,

标记明确并记录深度值,根据所记录深度进行针刺。再连接脉冲电电疗仪的电极，选择疏密波,频率 5

Hz,电流强度在 0.1~ 1.0mA 范围,强度宜从小到大缓缓增加,以患者能耐受而无痛苦感为度,定时为 2

0 分钟。治疗组患者同时给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具体方法如下：患者取坐位或仰卧位，用乙醇棉

球清洁皮肤后，使用电极板分别置于股内侧肌、股外侧肌肌腹表皮上，固定电极板，调节频率为 60

Hz，刺激强度为 10~60mA，刺激时间为 2s，刺激间歇为 20s 或 30s，功能选择档为生物反馈控制，

刺激敏感度为 10。打开电源开关，定时为 25min，依次调节刺激敏感度和刺激强度旋钮到合适位置，

当患者尽最大力量收缩肌肉时，肌电反馈信号灯立即发出光亮，同时表示引出低频脉冲电流的绿灯

闪光 2s。此时，患者感到主动收缩的肌群受到一有力的电刺激，肌力增强，屈膝的动作幅度增大。

每次治疗时间约 25min，完成 40~45 次肌肉收缩，患者每周治疗 3~5 次。 

结果   以上方法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髌骨上缘 5cm、10cm、15cm 处肌肉围度均有增粗，下肢肌

力均有所改善，针刺肌肉运动点联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能更加明显的改善患者下肢肌力。 

结论  脊髓损伤患者股四头肌和胭绳肌的力量大小决定双膝关节的稳定性，对维持正常步态有很大意

义，同时对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很大的影响。针刺肌肉运动点联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可使患者

双下肢肌肉围度明显增粗，肌力增强，缓解患者的心理障碍，增强其自信心，该联合疗法达到了预

期效果。 

 

PU-370 

中西医结合治疗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 

 

温金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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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肩手—综合征临床疗效，为了减轻脑卒中患者并发肩手综合征后的疼痛问

题，提高康复训练时的耐受能力，降低疼痛对康复训练的影响，提高患者康复训练效果，帮助患者

提高生活质量。 

方法  40 例肩手—综征患者进行中药泡洗、中医按摩、穴位针刺、运动疗法、生物反馈治疗、远红

外线治疗。 

结果  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对 40 例脑卒中患者并发肩手—综合征患者治疗后，治愈 11 例，明显

改善 20 例，改善 7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5%。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肩—手综合征疗效明确，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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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1 

缺血性脑卒中早期康复临床路径的随机对照研究 

 

任彩丽
1,2
 王红星

2
 夏楠

3,2
 付娟

4
 励建安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滨州医学院 

 

目的  临床路径是目前规范诊疗和控制成本的主要手段之一，本研究以循证医学证据联合专家讨论

的方式制定了脑卒中康复临床路径，结合了标准化的以功能为导向的康复治疗方案。并采用多中心

随机对照研究分别从临床功能和卫生经济学角度评估缺血性脑卒中早期康复临床路径联合康复方案

的效果，为脑卒中早期康复临床路径的优化和推广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采用随机、单盲、平行对照、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符合纳入标准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286

例，随机分为临床路径组（n=143）和常规康复组（n=143）。临床路径组入组后进入脑卒中早期康

复临床路径及相应的康复治疗方案，常规康复组采取一般康复治疗，不进入临床路径，对康复治疗

内容及时间不做要求。分别于入组前和临床路径介入后第三周末（即出院时）采用主要结局指标改

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以及次要结局指标脑卒中 ICF 核心分类组合简版、

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 Scale, FMA）、Gugging 吞

咽功能评估（Gugging Swallowing Screen, GUSS）对两组患者的日常活动能力、综合功能水平、

运动功能、吞咽功能进行评定和分析。并采用成本-效果分析、增量分析评价两组患者的卫生经济学

指标。 

结果 （1）259 例患者纳入统计，其中临床路径组 136 例，男性 90 例，女性 46 例，常规康复组 1

23 例，男性 91 例，女性 32 例。（2）临床路径组康复治疗前后的 MBI 差值（MBI1-MBI0）、MBI 改

善程度（（MBI1-MBI0）/( 100-MBI0)×100%）均显著高于常规康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3）临床路径组康复治疗前后脑卒中 ICF 核心分类组合简版总分差值高于常规康复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患者康复治疗前后 FMA 差值(FMA1-FMA0)及 FMA 改善程度（（F

MA1-FMA0)/(100-FMA0)× 10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71 例患者伴有吞咽障

碍，临床路径组（n=39）患者康复治疗前后 GUSS 差值高于常规康复组（n=32），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6）临床路径组日常活动能力 MBI 每提高 1 分，住院总费用（889.92 元）及康复费

用（344.72 元）均低于常规康复组（1161.22 和 685.68 元）；增量分析表明临床路径组 MBI 每多提

高 1 分，需额外花费的住院总费用和康复费用分别是 196.73 和 95.50 元。敏感度分析也表明临床路

径组 MBI 每提高 1 分的花费比常规康复组少。  

结论  早期康复临床路径结合规范化的康复方案能提高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日常活动能力，改善患

者的功能，并能提高住院康复费用的利用效率，节约康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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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巴利综合症电生理分型 

 

刘洪波 魏慧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本文通过电生理分型对河南省不同地区农村与城市的 GBS 疾病的诊断、严重程度及预后的判

断进行分析，观察其相关性。 

方法  1  研究对象： 收集 2005 年 1 月至 2010 年 6 月于我院住院的河南人 GBS 患者 150 例，男

性 96 例，女性 54 例，年龄 3 个月～75 岁，平均（29.69±20.454）岁，病程为 1～24 天，平均（1

8.91±11.157）天，农村户口 117 例，城市户口 33 例。发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 46 例，腹泻 36，注

射疫苗 1 例。肢体无力起病 123 例，感觉症状起病 13 例，颅神经症状起病 14 例。所有患者均有腱

反射减弱，其中反射消失 66 例。2 实验方法  电生理检查采用牛津产的 Medelec Synergy 型肌电

图仪。 

结果  1.150 例患者电生理正常 19 例，脱髓鞘 90 例，轴索损害 22 例，混合型 19 例；各类型相比

有显著性差（P=0.001）。 

2 . 累及呼吸者电生理正常型 1 例，脱髓鞘型 6 例，其中气管切开 1 例，轴索型 4 例，气管切开 1

例，混合型 3 例，气管切开 2 例，各类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38）；颅神经损害正常型 5 例，脱

髓鞘型 28 例，轴索型 4 例，混合型 9 例，各型出现率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87）；脑脊液蛋白

细胞分离正常型 9 例，脱髓鞘型 39 例，轴索型 15 例，混合型 10 例，各型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

0.025）；平均肌力改善正常型 1.433 级，脱髓鞘型 1.259 级，轴索型 1.203 级，混合型 1.178 级，

各型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18）；轻症患者电生理正常型 12 例，脱髓鞘型 72 例，轴索型 10 例，

混合型 8 例，重症患者正常型 7 例，脱髓鞘型 18 例，轴索型 12 例，混合型 11 例，各分型之间存

在统计学差异（P=0.036）。 

3 . 传导速度轻度减慢型累及呼吸 8 例，重度型 6 例，各型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08），轻度减

慢型存在蛋白细胞分离 52 例，重度型 18 例，两型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轻度减慢型

平均肌力改善 1.35 级，重度型 1.28 级，两差异间无统计学意义（P=0.510），轻症患者轻度减慢型

69 例，重度减慢型 18 例，重症患者轻度减慢型 22 例，重度减慢型 14 例，两型之间传导速度有统

计学差异（P=0.037）。 

结论  1. 河南人 GBS 电生理以脱髓鞘型为主。2. 电生理分型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相关，正常

型及脱髓鞘型较轴索型及混合型症状轻、预后好。3. 传导速度减慢程度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轻

度异常较重度异常症状轻，与预后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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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3 

重症肌无力并与不并胸腺瘤的特点分析 

 

刘洪波 刘营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对合并胸腺瘤与不合并胸腺瘤重症肌无力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两组临床特

点，进一步评价胸腺瘤病理分型与 MG 临床分型的相关性。 

方法  我院确诊的 392 例重症肌无力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根据其有无合并胸腺瘤分为合并胸腺

瘤 MG 组和非胸腺瘤 MG 组。其中合并胸腺瘤患者 67 例，男性患者 35 例，女性患者 32 例。不合

并胸腺瘤患者 325 例，男性患者 159 例，女性患者 166 例。比较两组患者性别构成、发病年龄、临

床分型、转归时间、肌无力危象发生率，进一步评价胸腺瘤病理分型、与 MG 临床严重程度的相关

性。 

应用统计学软件 SSPS17.0 分析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点和转归型别及时间有无显著有差异。定性资

料双向无序列联表 R×C 表的统计分析，采用一般的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392 例 MG 患者，其中合并胸腺异常的 243 例（胸腺瘤 67 例，胸腺增生 176 例），占 61.

2%。 

2.MG 合并胸腺瘤与不合并胸腺瘤的性别构成、发病年龄比较：MG 合并胸腺瘤组：男 35 例，女 3

2 例，男女比例为 1．10：1， 年龄 15-76(43．2±11．6)岁。18 岁以下比例低，仅为 1.49％，合并

胸腺瘤 MG 患者占同期住院的 17.1％。非胸腺瘤 MG 组：男 159 例，女 166 例，男女比例为 0．9

6：1，发病年龄小于 18 岁患者比例则为 35.7％。 

3.两组 MG 临床分型比较：与非胸腺瘤组相比，合并胸腺瘤 MG 全身型比例明显高于眼肌型 89.5％

比 60.3％，P<0．001)。合并胸腺瘤患者由眼肌受累向全身转化平均病程仅为 6.5 个月，而非胸腺

瘤患者组为 17.6 个月；两组全身型患者出现延髓肌受累者(70.0％比 66.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胸腺瘤组出现呼吸肌无力的比例(38.8％)明显高于非胸腺瘤组(1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4.肌无力危象发生率比较：67 例胸腺瘤患者共 13 例发生肌无力危象，发生率为 19.4％，其中胸腺

瘤术后危象发生率达 11.9％；而 325 例非胸腺瘤患者仅 28 例(8.6％)发生肌无力危象(P<0．05)。 

5.MG 合并胸腺瘤的病理类型：67 例行胸腺瘤切除术后病理证实，AB 型 13 例(19.4％)，B1 型 10

例(14．9％)，B2 型 32 例(47.7％)，B3 型 12 例(17.9％)。可见 MG 合并的胸腺瘤以 B2 型最多见。 

6.胸腺瘤不同病理类型与MG临床分型的关系：不同病理类型胸腺瘤其临床分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1.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患者多见于中老年人，男性比例较高，临床分型以全身型为主，病情

进展快，易累及呼吸肌，肌无力危象发生率高。 

2.胸腺瘤病理以 B2 型多见，不同病理类型胸腺瘤与 MG 临床分型无明显相关性。 

3.重症肌无力不合并胸腺瘤患者发病与年龄无关，男女比例无明显差异，病情进展相对缓慢，肌无

力危象发生率低。 

 

PU-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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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脊柱力学治疗颈腰椎病疗效观察 

 

李伟东 

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473065 

 

脊柱是人体的中轴与枢纽，由脊柱引发的疾病有 100 多种。国外医学早引起重视，国内近几年已成

为热门学科。从‖治未病‖养生保健，治疗病根来说。都起着重要作用。古人云:‖疑难杂症找脊柱。‖      

资料与方法   脊柱生物力学我们是这样认为与运用的，我们把 L4-5 中间作为支点，躯干与上肢，骨

盆与下肢作为两边力臂,这样构成身体的一大平衡杠杆。上身前后与下身前后，各组成一组局部平衡。

  

每个病人查体时俯卧位，做小燕飞，看 脊柱力学传导，即脊柱肌肉收缩力在向支点到达完成情况，

完不成力传不过去，此处即有病，即失衡点。即局部肌肉韧带有损伤，我们知道关节稳定结构------

韧带与肌肉等软组织的力学失衡，是导致最终脊柱结构力学失衡的关键。利用杠杆原理，我们利用

拔火罐负压吸住失衡点，短头向下拉，另一头向上送，如脊柱左侧向下拉，右侧向上送，完成局部

平衡即可，即特色平衡罐。慢性病需要多次拉，然后再艾灸或熏蒸加热利于组织恢复，完成力学平

衡，即颈腰疼痛消失。  

2013-07---2015-07，各选取 100 例门诊颈腰疼患者，治疗组：特色平衡罐+艾灸。对照组：中频+

艾灸。  

结果  治疗组总效率 97.3%。对照组总有效率 79%。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讨论   利用脊柱力学我们不仅治疗颈腰疼效果好，显效快，疗效巩固。临床上我们又开展糖尿病，

风湿病 ,冠心病，学生抑郁症的脊柱调理。通过近五年的治疗观察，临床效果不错，患者乐意接受。

这样为疑难杂症，慢性病康复，多了个治疗方法。且去脊柱上的治疗是病根治疗，治疗效果好且巩

固。 

 

PU-375 

一种“扦“针在慢性疼痛中的应用观察 

 

李伟东 

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473065 

 

针刺作为常用方法，深受人们喜爱，但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特别年轻人越来越多追求

无痛苦，无副作用的绿色治疗。       

工作中常规针刺因需要进针深，且针感需酸麻胀困，针刺数量多，病人有畏惧感，长时间治疗更不

乐意。 

2011 年我们把常规针刺改成所谓―扦―针（直径 0.3mm*40mm）即针刺约 1-2mm，针刺后要求不疼

不困，且针少，一般 3-5 针，且在局部较集中便于操作，利于患者活动。 

我们利用人体力学，在慢性疼痛部位找到―失衡点―有时是疼痛灶，有时是病根部位，颈腰胸椎常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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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处，即在‖失衡点―上进行‖扦―针治疗，再在针上带上艾粒（直径 12mm*15mm）温针，一般温 3

次，医生感到局部有松动感即可。即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利用艾温针热力向病灶组织

内传导热量，起到消炎消肿止疼，改善局部微循环，缓解痉挛，松解黏连的作用。治疗中我们可以

看到‖扦―针，就像一个扦一样带艾粒一撬一撬，有时看到撬后针位置移动，这种治疗一般四肢疼痛 3

-5 次即明显缓解，比常规针刺效果好，患者乐意接受。 

特别是颈椎病（脊髓型）可做可不做手术患者，用这种方法治疗，效果理想，―扦―针撬后，关节松动，

神经根离开椎间盘压迫，同时椎间盘失去挤压，突出的椎间盘逐渐吸收回纳，治疗一年后随访患者

颈椎 MRI，突出的椎间盘消失，所以一定程度上有根治的效果。这种‖扦―针值得人们更多的去推广

研究。 

 

PU-376 

整脊为主综合方法治疗五例难治型颞颌关节功能障碍 

 

张璞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五例患者共同表现病程长，反复就医，张口严重受限等表现痛苦伴焦虑失眠的患者。 

五例共同特点：青壮年，年龄最大 43 岁，最小 25 岁，其中男 2 例，女 3 例；左侧 1 例，右侧 4 例；

均为长期一侧使用牙齿咀嚼食物，颈肩部长时间有不同程度的牵拉疼痛不适感；检查颈肩部软组织

紧张，左右侧颈部肌肉不平衡，疼痛侧的第一，二颈椎横突触痛明显，切伴有面部乳突部放射。颈

椎张口位 x 光片检查提示：均有寰枢间隙及寰齿间隙不等宽的寰枢关节失稳表现。正面颌部 x 光检

查骨质部分无异常发现。考虑：五例均合并有颈源性疾患的颞下颌关节疼痛。  

疼痛评定采用数字评分法，10 分法评定标准，0 分无痛，10 分不能忍受的剧痛，5 例患者中 1 例疼

痛 6 分，其余四例均在 8 分以上。  

治疗方法： 

一．    整脊治疗，通过整脊纠正颈椎寰枢关节失稳症。 

二．    采用低功率氦氖激光照射疼痛侧颞下颌关节，每天一次每次 10 分钟。 

三．    关节松动手法回复颞下颌关节活动度。 

四．    指导患者正确使用牙齿咀嚼食物纠正左右咀嚼肌的失平衡状态。 

通过以上‗一‘，‗二‘治疗三天增加‗三‘治疗，连续治疗十天后，患者可以开口使用患侧牙齿咀嚼食物，症

状明显减轻，失眠，焦虑症状基本恢复正常，疼痛评分均在 2 分以下。建议患者休息，并告诉患者，

每当颈部出现疼痛不适，张口再次受限时及时来医院治疗。五例患者均有症状反复再次来医院治疗

的过程，且每次的反弹均较上次为轻。通过二年到三月不等时间的观察，四例痊愈，一例基本恢复

（恢复时间短）。随疼痛的减轻，功能的正常恢复，失眠，焦虑症状也改善消失。     

体会： 

颞下颌关节的主要功能是参与咀嚼，发音，吞咽和表情等，颞下颌关节病是口腔颌面部常见疾病之

一，多发于青壮年，本五例患者均为长期咀嚼肌使用不当发病，偏嚼习惯导致面部肌肉不平衡，颈

部肌肉不平衡导致寰枢关节位置的失稳，从而使支配面部的神经受压进而引起患者症状反反复复渐

渐严重的一系列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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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中告诉患者面部、颈部肌力未恢复平衡之前，症状容易复发，积极配合治疗。待面部、颈

部肌力恢复正常后两边咀嚼保持平衡。  

同时希望康复科、口腔科的医务工作者能重视颞下颌关节疾病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并希望引起重视，

在治疗颌面部疾病尤其是颌面部不能解释的疼痛治疗效果不佳时，考虑颈源性因素。综合治疗是这

部分患者重获健康！ 

 

PU-377 

肌肉能量技术改善强直性脊柱炎急性期的功能障碍的疗效个案分

析 

 

沈龙彬 欧阳辉 何雪常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通过肌肉能量技术( Muscle Energy Technique，MET)对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

ylitis ，AS）的治疗个案分析，探讨 MET 对 AS 急性发作期的疼痛、关节活动度、肌力、强直性脊

柱炎炎症性指标的改善的可行性及疗效，以寻求针对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功能障碍的新的可行的物理

治疗方法。  

方法  根据评估结果，在 AS 疾病的不同病程中，针对不同的功能障碍点，运用 MET 技术中的多种

治疗方法进行综合训练，共治疗一个月，评估指标：疼痛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关

节活动度（Range Of Motion,ROM）、肌力(manual muscle testing,MMT)、强直性脊柱炎 schobe

r 试验评定、Bath 强直性脊柱炎功能性指数（Ba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Functional Index,BAS

FI）、Bath 强直性脊柱炎疾病活动性指数（Ba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Disease Activity Index,B

ASDAI）。  

结果  运用 MET 技术治疗后患者康复功能指标显著改善，治疗一个月后与治疗前比较，ROM 的改

善率平均为 225%，疼痛 VAS 评分下降了 450%，肌力增加率约为 140％，强直 schober 试验评定

增加率为 314％，BASFI 评分下降了 233％，BASDAI 评分下降了 266％。  

结论  肌肉能量技术可以运用于急性发作期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对疼痛、关节活动度、肌力、强

直性脊柱炎炎症性指标的改善具有明显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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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8 

一种新颖的高血压物理康复疗法 

 

郭嘉露 

天津医科大学 300221 

 

目的  高血压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

害的临床综合症，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前期研究工作证实，有氧运动可以降血压。我们自主研发的

机械加载治疗仪是模拟主动有氧运动的物理康复医疗器械，本实验旨在观察机械加载是否对高盐高

脂导致的高血压的大鼠具有降压作用，对损伤的血管有保用。 

方法  本实验用六周龄雌性 SD 大鼠 50 只，体重 200g 左右。随机分为年龄对照组、高血压模型组

和机械加载高血压治疗组。研究组高盐高脂饮食诱导六周，用无创尾动脉测压法监测血压（1 次/周）。

治疗组进行腰椎机械加载（6N，10Hz，5min/day）连续 5 周。实验前后分别测量血压、心率、体

重、脂肪量、BMI 体质指数值。分析高盐高脂高血压与肥胖的相关性。实验标本进行组织学观察。 

结果  研究组高血压造模成功率 56%。造模六周后，与年龄对照组相比，模型组收缩压（p<0.001）、

舒张（p<0.01）、平均尾动脉压（p<0.001）、脉压差（p<0.01）、心率（p<0.05）均有显著增加；模

型组体重、脂肪量、BMI 值也显著性增加（均 p<0.001）；平均尾动脉压与体重（r=0.72，p<0.01）、

BMI（r=0.73，p<0.01）、脂肪量（r=0.73，p<0.01）成正相关。机械加载五周后，与模型组相比，

治疗组体重、脂肪量、BMI 值均显著降低（均 p<0.001）；收缩压（p<0.001）、舒张压（p<0.01）、

平均尾动脉压（p<0.001）、脉压差（p<0.05）、心率（p<0.001）均显著降低。组织学观察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胸主动脉血管壁面积、血管壁厚度、血管壁/血管腔比值升高（均 p<0.05），

治疗后以上指标均显著降低（均 p<0.05）；心室指数（心脏湿重/胫骨长度）（p<0.01）增高，肾指

数（肾湿重/体重）（p<0.05）降低，治疗后以上指标均有显著性改善。             

结论  本研究证明机械加载可以显著降低高盐高脂大鼠的高血压，对高血压合并肥胖的康复治疗也

有良好疗效，对血管、心脏、肾脏均有保护作用。本课题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领域。 

 

PU-379 

探讨物理治疗对重症面神经炎急性期的疗效 

 

何雪常 欧阳辉 林珍萍 陈卓铭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常规物理治疗对重症面神经炎（BP）患者急性期的治疗效果，给临床提供最佳治疗建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 52 例在急性期（发病

14 天内）规律使用激素及常规介入针灸治疗的重症 BP 患者接受康复治疗情况，按是否接受康复治

疗将患者分为两组，采用 t 检验及 Mann-Whitney U 检验分析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发病时）Hous

e-Brackman（HB）分级与治疗后（发病 14 天）的 HB 是否有差异，并对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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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康复治疗组的疗效比非康复治疗组疗效更好[HB 分级（3.2±1.1）级 vs（4.1±0.9）级，P=0.0

03]；两组患者治疗后（发病 14 天）HB 分级均比治疗前（发病时）降低（P=0.000）。多因素 logis

tic 回归分析显示康复治疗为疗效的独立保护因素，糖尿病为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性别、高血压、

血脂异常、是否使用神经营养药物均与 BP 疗效无关。  

结论  重症 BP 患者早期介入康复治疗可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应加强临床相关科室及患者对康复治

疗的认识，提高康复治疗在重症 BP 患者的介入率；对重症 BP 患者急性期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最佳治

疗方案仍需进一步探讨。 

 

PU-380 

孤独症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共同注意力特点分析 

 

陈玉美 陈卓铭 林珍萍 严嘉健 李金萍 欧阳超平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比较分析孤独症及语言发育迟缓两类儿童的共同注意力特点。  

方法  随机选择符合入选标准及排除标准的 31 名孤独症儿童，21 名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及 7 名正常

发育儿童进行早期社会交流量表检测及 Gesell 发展诊断量表评估，将 3 组儿童的评估结果分别两两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将 T 检验结果有差异（P<0.05）的项目进行 Fisher 判别分析，进一步找出

相对独立的差异项。  

结果  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为，与正常组相比，孤独症组在低水平及高水平自发性及回应共同注

意力方面均存在缺陷（详见表 1），语言发育迟缓组则主要在低水平的自发性共同注意力方面存在缺

陷（详见表 2）；孤独症组与语言发育迟缓组相比，前者在自发性及回应性共同注意力方面都表现更

差（详见表 3）。判别分析结果为高水平自发性共同注意力及交替注视能力是孤独症组与正常组儿童

共同注意力相对独立的差异项；眼神接触是语言发育迟缓组与正常组儿童共同注意力相对独立的差

异项；跟随远距离指示、注视交替及自发手指指示能力是孤独症组及语言发育迟缓组共同注意力相

对独立的差异项。  

结论  孤独症儿童在高水平与低水平的自发性及回应性共同注意力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缺陷，而语言

发育迟缓儿童在眼神接触的行为上表现缺陷。跟随远距离指示能力、注视交替能力及自发手指指示

能力是判别孤独症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相对独立差异项，临床上可以借此对以上两类儿童做初步

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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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1 

神经肌肉活性在运动训练促进 SCI 大鼠功能康复的作用 

 

吴勤峰
1
 王彤（通讯作者）

2
 曹雅娜

3
 王红星

1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3.江苏省中医院 

 

目的  主要研究神经肌肉活性在运动训练促进 SCI 大鼠的运动功能改善和对损伤远端腰髓运动神经

元及其 BDNF 及 TrkB 的表达影响，从而探讨运动训练促进 SCI 大鼠运动功能恢复的作用机制和途

径。 

方法  48 只成年雌性 SD 大鼠，制作不完全 T10 损伤模型，随机分为未运动+生理盐水注射组、运

动+生理盐水注射组、未运动+BTX-A 注射组及运动+BTX-A 注射组，并分别对各组大鼠的腓肠肌行

BTX-A 或生理盐水注射。术后 1 周开始对运动组大鼠进行共计 4 周的减重平板训练。于实验结束前

1 周行腓肠肌荧光金逆行示踪剂注射。训练结束后于同一时间点处死所有大鼠并取材。对比实验过

程中各组大鼠的运动功能（BBB 评分、斜板试验），脊髓运动神经元形态改变和腰髓内 BDNF、Trk

B、NeuN 及 c-fos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运动功能评估（BBB 评分、斜板试验）结果显示，BTX-A 注射后抑制了运动训练对 SCI

大鼠运动功能的改善。2）腰髓脊髓横切尼氏染色显示， BTX-A 注射后抑制了运动训练对脊髓运动

神经元继发性损害的减轻作用。3）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 BTX-A 注射后抑制了运动训练对 SCI

大鼠腰髓运动神经元 NeuN、c-fos 及 BDNF 、TrkB 的促进作用；免疫荧光结果显示：BTX-A 注射

后荧光金逆行性示踪标记的运动神经元内 NeuN、c-fos 及 BDNF、TrkB 表达下降。 

讨论  运动训练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损伤远端脊髓不明确。一部分学者认为运动训练可能通过本体感

觉途径促进远端脊髓重组。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运动训练可能通过运动神经逆向影响远端脊髓。本实

验用 A 型肉毒毒素（BTX-A）注射在大鼠腓肠肌，BTX-A 可抑制运动终板处乙酰胆碱的释放，通过

对运动终板活动的抑制降低肌肉的部分收缩功能，探讨在运动训练促进脊髓损伤康复中后骨骼肌收

缩与运动神经元的继发性损害关系。 

本研究表面运动训练可增脊髓损伤远端腰髓内 BDNF 及 TrkB 表达，减轻腰髓的运动神经元的继发

性损害，从而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并且神经肌肉活动性是运动训练促进 SCI 功能恢复的重要因素，

故骨骼肌-运动神经-脊髓的逆向传导通路在脊髓损伤功能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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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2 

虚拟现实联合悬吊系统对帕金森患者中晚期步行功能改善的疗效

观察 

 

杨伟 王红 牟志伟 欧阳辉 宋秀豹 陈辉煌 陈卓铭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基于帕金森患者中晚期步行功能障碍，出现的冻结步态、转弯困难、行走缓慢等特点，作者

采用虚拟现实与悬吊系统进行步行功能训练，观察疗效。  

方法  作者选取 2014.7—2016.5 我院神经内科、康复科、暨大社区，前来就诊的中晚期帕金森患者，

筛选、随机分成 3 组（虚拟现实组、悬吊系统组、虚拟+悬吊组），各 13 人，分别给予三组常规的

药物支持治疗与传统的步态功能训练，均连续 10 周、每周五次、每次 40min，另外，虚拟现实组另

给予虚拟现实治疗、悬吊系统组加以悬吊步行功能锻炼、虚拟+悬吊组并给予悬吊状态下虚拟现实治

疗，均连续 10 周、每周五次、每次 30min。分别在治疗前与治疗后的 3 周、7 周、10 周，使用帕

金森综合评分量表（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UPDRSⅢ)、秒表记录步行启动反

应时、15m 折返步行速度、BALANCE 评定与训练系统进行包络面积(Envarea)与动摇总轨迹长(LN

G)检测。   

结果  三组的被试者随着时间的递进，步行功能逐一改善，有统计学差异(F=120.37,P=0.001)；时

间与处理交互效应也有统计学意义(F=19.46,P=0.003)；在虚拟现实组、悬吊系统组、虚拟+悬吊组

中，UPDRS Ⅲ评分、步行启动反应时、15m 折返步行速度、包络面积(Envarea)、动摇总轨迹长(L

NG)随时间的递进变化趋势不同，虚拟+悬吊组在 10 周内随时间呈线性改变(F=1026,P=0.000)；三

组间步行启动反应时减少数量不同，虚拟+悬吊组低于其他组(F=72.6,P=0.001)，15m 折返步行速度

虚拟+悬吊组增加高于各组(F=96.3,P=0.001)等。虚拟组和悬吊组对步行功能有改善作用，虚拟+悬

吊组的疗效优于其他各组。  

结论  虚拟现实联合悬吊系统对帕金森中晚期步行功能改善的疗效得到证实，尤其是对启动反应时

改善显著，值得临床借鉴与推广。  

 

PU-383 

吞咽治疗仪联合手法对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康复疗效观察 

 

鲍文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吞咽治疗仪联合手法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康复效果。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手法

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吞咽治疗仪治疗。康复治疗前及治疗后 28d，评定吞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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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均能改善吞咽障碍，但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吞咽治疗仪联合手法可促进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恢复。 

吞咽出现异常，即吞咽障碍(deglutition disoders or swallowing disoders，DD)，DD 是脑卒中患者

的常见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不仅会给患者造成痛苦，影响营养，损害健康，还能导致吸

入性肺炎、大量食团噎呛致死等严重后果。DD 使卒中患者并发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增加了 7 倍，甚

至引起窒息，危及生命，是卒中患者死亡独立的危险预测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应用吞咽治疗仪等

综合康复治疗方法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均取得不同程度得进展和成果，研究结果表明，对脑卒

中合并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越早进行康复干预，效果越好，同时应用吞咽治疗仪治疗吞咽功能障碍

其安全性也得到肯定，目前国内应用吞咽治疗仪结合手法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技

术不成熟，我们应用吞咽治疗仪联合手法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取得较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PU-384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性瘫痪患儿粗大运动改善的影响 

 

林波 谢鸿翔 刘楠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性瘫痪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44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2 例，2 组患儿均接受运动疗法、作业疗

法、推拿按摩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增加核心稳定性训练，于治疗前、治疗后 12 周用粗大运动功能

测试量表（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GMFM-88）总百分比进行评估。 

结果  两组治疗后评分均明显提高（P<0.05），但实验组高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PU-385 

探讨脑瘫患儿照料者的管理分析其影响因素 

 

吴建贤 张金牛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脑瘫患儿照料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方法  对 198 例脑瘫患儿及照料者，采用 SF-36 量表和自制调查表进行生活质量调查和基本资料收

集，采用相关性分析、单因素分析、多元回归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患儿年龄与照料者生活质量躯体疼痛、活力、精神健康领域及总分负相关（P<0.05）；照料者

年龄与照料者生活质量生理职能领域得分正相关（P<0.05)；照料者文化水平与照料者生活质量总体

健康外的其他领域及总分正相关（P<0.05）；照料者经济水平与照料者生活质量生理职能领域得分

负相关（P<0.05)，与生活质量除生理功能、总体健康外的其他领域得分正相关（P<0.05）。单因素

分析示患儿年龄、康复机构，亲属关系，照料者性别、年龄、文化及经济水平、婚姻状态 8 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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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料者生活质量有影响(P<0.05)。多元回归分析示患儿年龄、亲属关系、照料者性别 3 个因素进

入回归方程(P<0.05)。 

结论  对脑瘫主要照料者的管理直接影响着脑瘫患者的康复效果。患儿年龄、亲属关系、照料者性

别为影响脑瘫患儿照料者生活质量的 3 个主要因素，现实中需改善脑瘫照料者生活质量，保证主要

照料者能够更好地参与脑瘫患儿的康复。 

[关键词] 脑瘫；照料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PU-386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梗死恢复期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影响的研

究 

 

王虹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康复理疗科 710032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患者血清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的影响，以期

探讨 rTMS 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疗效的神经学机制。 

方法  共选取 36 例脑卒中恢复期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rTMS 治疗组以及对照组，每组各 12

例。对照组仅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常规治疗组则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用常规康复训练技术；而

rTMS 治疗组则是在药物和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再给予患者 rTMS 治疗。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

量表（FMA）评估 3 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2 周时运动功能变化情况，采用 Barthel 指数评估患者治

疗前，治疗后 2 周时日常生活能力变化情况；并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三组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 2

周时血清 VEGF 水平的变化情况。 

结果  1.运动功能：治疗前，三组患者 FMA 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而治疗 2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

3 组患者的 FMA 评分均显著增加（P＜0.05）。其中，rTMS 治疗组患者的运动功能要显著高于其余

二组。2.日常生活能力：与运动功能相似，治疗 2 周后，3 组患者的 Barthel 评分也显著增加（P＜0.

05），其中，rTMS 治疗组的评分要显著高于其余二组。3.血清 VEGF 变化情况：治疗前三组患者血

清 VEGF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治疗 2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三组患者的血清 VEGF 水平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但 rTMS 治疗组下降程度要显著低于其余二组，提示 rTMS 治疗能延缓脑梗死患者恢复

期血清 VEGF 水平下降的趋势。 

结论  rTMS 结合康复治疗能够促进脑梗死患者恢复期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同时能有效

的延缓血清 VEGF 水平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 rTMS 改善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的神经学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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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7 

智障儿童感知能力训练方法初探 

 

陈川帆 

1.浙江省宁波市康复医院 

2. 

 

目的 智力障碍是由于不同病因导致未发育成熟的大脑受到损害或损伤，加之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

而致脑发育迟滞，其中特异性的感知觉与认知功能障碍，严重阻碍发育期儿童综合能力发展，但儿

童的生理和心理发育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渐发展，他们的脑神经发育有较大的可塑性，因此，

对智障儿童实施有计划、有步骤的感知能力的训练可显著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 

方法 感知领域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感知训练是其它各种训练的基石和开端。我

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出视觉刺激、追视训练、视觉分辩、视觉记忆、寻找声音的来源、听觉分

辩、听觉记忆、触摸训练、辨识训练、取物训练等方法来提高智障儿童的感知能力。 

结果 对智障儿童进行感觉训练是提高智力水平的重要手段，通过大量丰富的感知刺激，刺激大脑功

能定位的恢复和补偿，是一切训练的开端.早期对智障儿童实施正确的感知教育，可以使发育迟滞的

症状得到改善，挖掘他们在认知，语言、思维、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潜能，提高他们认知和学习能力。 

结论 感知觉是认知发展中最早发生，也是最早成熟的心理过程，是儿童认识事物的开端，通过感知

觉获取周围环境的信息并以此适应周围环境。智障儿童感认知能力提高能促进他们的认知能力、语

言能力、运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同步提高，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

融入主流生活，自立于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PU-388 

悬吊技术对脑瘫患儿骨盆后倾训练的疗效观察 

 

徐晓 刘砚杰 尚清 马彩云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悬吊技术在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骨盆后倾的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8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给予观察组

主要采用悬吊技术结合运动疗法进行骨盆后倾训练，同时辅以推拿、按摩、电疗等常规康复治疗项

目。给予对照组仅采用常规运动疗法进行骨盆后倾训练，并辅以推拿、按摩、电疗等常规康复治疗

项目。以一个月为一个疗程，于治疗前、后进行运动评估。 

结果显示  观察组明显效率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悬吊技术结合运动疗法进行骨盆后倾训练疗法优于常规的运动疗法治疗骨盆后倾训练，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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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MS-2 家庭训练方案在 54 例脑瘫高危儿家庭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马艳丽 

郑州市中心医院 450007 

 

目的  探讨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PDMS-2）及其配套的家庭训练方案在脑瘫高危儿早期家庭康

复中的影响，认识家庭康复训练在脑瘫高危儿早期治疗中的重要辅助治疗作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06 月-2015 年 12 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 54 例脑瘫高危儿，按照随机对照表将所

有患儿随机分为 26 例对照组及 28 例治疗组，54 例患儿均给予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经颅磁刺激治

疗及头皮针针刺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PDMS-2 量表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 PDM

S-2 家庭训练方案，两组分别在治疗开始前及治疗 3 个月后采用粗大运动 88 项评估量表（GMFM8

8）进行评估。 

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儿粗大运动发育 88 项评估量表总分平均值均较治疗前有所提高；治疗组总有效

率为 98.24%，对照组为 97.89%，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治疗组疗效优

于对照组。 

结论  PDMS-2 量表能有效评估脑瘫高危儿，按照评估结果给予 PDMS-2 家庭训练方案有助于脑瘫

高危儿早日康复，家长日常生活中给予患儿家庭康复训练具有重要的辅助治疗作用。 

 

PU-390 

反复发作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综合康复治疗与手术疗效的对照

研究 

 

叶超群
1
 王崇伟

2
 李放

2
 刘智

2
 孙天胜

2
 

1.空军总医院康复医学科 

2.陆军总医院骨科 

 

目的  前瞻对照性研究综合康复治疗与手术治疗对反复发作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 

方法  于 2013.4-2014.2 间利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入住陆军总医院骨科的 62例反复发作的腰椎间盘

突出症且拒绝手术治疗的患者为实验组；另选同期在我院脊柱外科病区行手术治疗的同质患者 62

例为对照组；对实验组采用包括药物、理疗、核心肌群练习的综合康复治疗，对照组均接受单节段

髓核摘除、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对两组患者在入院、出院、出院后 3 月、1 年时对其腰痛、下

肢疼痛及功能状况进行评定，入院和出院后 3 月时对情绪进行评定；对照研究两组疼痛、功能和情

绪状态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疼痛评分、功能障碍指数、焦虑及抑郁评分在各时间点均较入院时降低，其中，综合康

复治疗组出院后 3 月时抑郁评分明显低于手术治疗组（p<0.05）,功能评分在出院后 12 月时较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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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呈降低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各时间点腰及下肢疼痛评分疼痛评分均较手术治疗

组呈增高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2 3)。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较对照组进一步改善患者的抑郁评分；两组在疼痛、功能改善方面，虽手术治

疗具有优于康复治疗的趋势，但两者无明显差异；提示对反复发作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可首选

综合康复治疗，康复治疗无效时可选择手术治疗。 

 

PU-391 

高压氧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疗效分析 

 

何松照 

许昌市人民医院 461000 

 

目的  研究高压氧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选取医院 2013 年 9 月--2015 年 9 月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130 例， 按照随机数字法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6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模式，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配合高压氧

治疗。比较 2 组治疗后疗效及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和改善运动功能评分。 

结果  治疗组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和改善运动功能方面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4. 7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2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 

结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配合高压氧治疗，对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效果显著， 值得推广。 

 

PU-392 

肌内效贴技术结合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对髌骨软化症的临床疗效

研究 

 

苑家敏 

郑州市中心医院 450007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技术结合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对髌骨软化症的临床疗效研究，并进一步探求其

肌内效贴技术的治疗机制，为髌骨软化症的治疗方案提供科学的合理的理论依据，提升髌骨软化症

患者的临床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提供可行性方案。 

方法  将确诊为髌骨软化症的 60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各分为 2 组：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两组均在接受运动治疗和物理因子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运动治疗主要采用关节松动术（主要包

括髌骨关节的滑动、牵引，Ⅰ-Ⅱ级，5-10min，1 次/日）、肌力训练（等 速 肌 力 训 练 法，角 

速 度 为 60 度/s，向 心 模 式，5 次/组×3 组，2 次/日）。物理因子治疗采用超短波，急性期患者

采用无热量，慢性期采用微热量，每次 15min，每天１次，２周为１个疗程，连续进行 2 个疗程。

治疗组采用肌内效贴技术（从膝下方胫骨粗隆处沿髌骨内侧缘将髌骨拉向外，施加 40%左右的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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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膝周采用―Ｏ‖形方法贴扎。慢性期患者在此方法基础上采用Ⅰ型贴扎法帮助股四头肌收缩。以上

贴扎每天１次，单次贴扎维持 24h，2 周为１个疗程，连续进行 2 周）结合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治

疗（1 周 1 次，共 4 次），对照组用玻璃酸钠治疗（1 周 1 次，共 4 次），总疗程为 4 周，对两组患

者治疗 4 周前后的疼痛评定（视觉模拟评分 VAS）、肌力测定（采用等速肌力测试系统测定患侧股

四头肌向心收缩时的峰力矩）、Lysholm 膝关节评分量表（满分 100 分，包括跛行 5 分、下蹲 5 分、

需要支持 5 分、肿胀 10 分、交锁 15 分、上下楼梯 10 分、不稳定 25 分、疼痛 25 分）进行评估。 

结果  (1) 60 例患者中，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及发病时间在治疗前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两组治疗前膝关节 VAS 评分、股四头肌向心收缩峰力矩及 Lyshol

m 膝关节评分量表比较 P>0.05,发现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经 4 周治疗后膝关节 VA

S 评分较治疗前均降低（P＜0.05），股四头肌向心收缩力矩、Lysholm 膝关节评分较治疗前均升高

（P＜0.05）。(3) 两组治疗 4 周后膝关节 VAS 评分治疗组较对照组降低，股四头肌向心收缩力矩、

Lysholm 膝关节评分治疗组较对照组均升高，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

治疗组和对照组均可改善髌骨软化症的临床症状，但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1. 肌内效贴技术结合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治疗髌骨软化症安全有效。2. 肌内效贴技术结合关

节腔注射玻璃酸钠能改善髌骨软化症患者的疼痛，关节活动度、肌肉力量和日常生活能力等。 

 

PU-393 

经颅磁刺激联合高压氧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疗效分析 

 

何松照 

许昌市人民医院 461000 

 

目的  分析总结经颅磁刺激联合高压氧治疗对一氧化碳中毒所致精神障碍患者治疗中的作用及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科一氧化碳中毒伴发精神障碍患者 3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7 人，观

察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方法结合经颅磁刺激及高压氧治疗的方式，对照组仅给予药物治疗，治疗 20

天后比较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经治疗均好于治疗前，观察组应用 PANSS 量表评分明显好于对照组， 

结论  应用经颅磁刺激联合高压氧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所致精神障碍，能有效减轻精神症状，提高疗

效，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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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4 

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何松照 

许昌市人民医院 461000 

 

目的  观察经颅磁刺激(TMS)对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ADL)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51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2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干预，

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经颅磁刺激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28 d 后分别采用简化 Fugl·Mey

er 量表评分(FMA)、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S)对 2 组患者疗效进行评

定。 

结果  治疗后 2 组患者 FMA、MBI 及 ADLS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一定程度改善(P<0．05)；并且均以

治疗组患者 FMA 评分[(51．21±15．36)分]、MBI 评分[(51．18 土 15．56)分]及 ADLS 评分[(21．5

7±10．65)分]的改善幅度较显著，与对照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 2 组患者在治

疗过程中均能耐受，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脑卒中患者基础上辅以经颅磁刺激治疗治疗，能进一步改善患者肢体运动功

能及 ADL 能力，并且治疗过程中安全性较好，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395 

外伤性颈髓损伤后双下肢神经传导的变化 

 

方诚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观察外伤性颈髓损伤（SCI）后双下肢周围神经传导功能的变化，并比较完全性 SCI 和不完全

性 SCI 之间的差异。 

方法  分别检测 16 例完全性颈 SCI 患者、22 例不完全性颈 SCI 患者以及 30 例正常成年男性的胫

神经、腓总神经、腓肠神经以及隐神经的神经传导潜伏期、波幅和传导速度。 

结果  ①运动神经：完全性和不完全性 SCI 的胫神经和腓总神经的潜伏期（DML）与正常组比较均

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完全性和不完全性 SCI 的胫神经和腓总神经的 DML 间无统计学差异

（P＞0.05），完全性 SCI、不完全性 SCI 以及正常组三组间的胫神经和腓总神经的复合肌肉动作电

位（CAMP）波幅、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CV）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完全性 SCI 的胫神

经和腓总神经的 DML、MCV 异常率均为 9.4%与不完全性 SCI 胫神经和腓总神经的 DML、MCV 异

常率 6.8%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完全性 SCI 胫神经 CAMP 波幅异常率为 43.8%，腓总神

经的 CAMP 波幅异常率为 40.6%,与不完全性 SCI 胫神经和腓总神经 CAMP 波幅异常率 20.4%相比

有统计学差异（P＜0.05）。完全性和不完全性 SCI 的胫神经和腓总神经的 DML 异常率与 CAMP 波

幅异常率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②感觉神经：颈 SCI 患者的感觉神经的动作电位波幅（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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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P）、神经传导速度（SNCV）虽与正常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完全性和不完全性 S

CI 的感觉神经的潜伏期、SANP、SNCV 异常率为 0。 

结论  颈 SCI 患者双下肢运动神经存在轴索变性，且完全性损伤比不完全性损伤更重，感觉神经无

明显异常。 

 

PU-396 

早期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的影响 

 

何松照 

许昌市人民医院 461000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治疗对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上下肢功能的影响，并观察脑卒中偏瘫患者上下肢

运动功能的恢复程度有无差别。 

方法  选择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 118 例，随机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每组 59 例)。 

结果  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两组进行比较分析。康复组在 l 临床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正规的康复训练，

对照组给予临床药物治疗及未经指导的自我锻炼。分别于人选治疗前 24h 及治疗后 6—8 周进行测

评。运动功能采用 Fugl 一 Meyer 运动功能积分法(FMA)测评。结果：经 6—8 周治疗后，FMA 评分

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其改善幅度康复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 01)。 

结论  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治疗，能明显改善肢体运动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PU-397 

运动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对外伤性脊髓损伤后骨质疏松

疗效的观察 

 

王鑫
1,2
 赵晨光

2
 

1.新疆军区疗养院康复理疗科 

2.西京医院康复理疗科 

 

目的：观察运动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对外伤性脊髓损伤后骨质疏松疗效的影响。  

方法：收集住院康复治疗的脊髓损伤患者 30 例，其中男性 25 例，女性 5 例，患者平均年龄 43.20

±16.33 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15 例，实验组 15 例。对照组采用双下肢被动活动或助力

运动等运动治疗，每周连续治疗 5 日，休息 2 日，共治疗 12 周。实验组在上述运动治疗的同时口

服钙而奇 D 片 600mg，1 次/日；骨化三醇 0.25ug，2 次/日；阿仑膦酸钠 70mg，1 次/周，共治疗 1

2 周，并行低频脉冲电磁场治疗，40min/d，每周连续治疗 5 日，休息 2 日，共治疗 12 周。治疗前

和治疗 12 周后，分别测定两组患者腰椎 L1-4、股骨颈、粗隆区和 Ward's 三角区骨密度值（BMD），

以及血清骨钙素（BGP）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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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单纯采用运动治疗的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经联合治疗 12 周后，腰椎 L1-4、股骨颈、粗隆区、

Ward's 三角区 BMD 值和 BGP 值均明显升高（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运动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可有效提高骨密度，改善骨代谢，对治疗和缓解外伤性脊髓

损伤后骨质疏松的疗效具有积极影响。 

 

PU-398 

脑卒中后感觉障碍的康复训练对疗效的探讨 

 

蔡笃龙 李长君 

三亚市中医院 572000 

 

目的  分析脑卒中后感觉障碍的康复训练对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通过神经解剖学基础，神经生理学基础和康复理论以及前人的相关对照实验来探讨感觉障碍

训练对脑卒中肢体功能训练的疗效分析。 

 

PU-399 

针灸督脉经穴对脑缺血神经再生抑制因子 MAG和 OMgp蛋白表达的

影响 

 

张高迎
1
 张阳

1,1
 徐华

1
 唐巍

2
 

1.安徽中医药大学 

2.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临床学院 

 

目的  观察针灸督脉经穴百会、大椎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神经再生抑制因子髓鞘相关糖蛋白

（Myelin-associated glycoprotein,MAG）和少突胶质细胞髓鞘糖蛋白（Oligodendrocyte-Myelin gl

ycoprotein,OMgp）表达的影响。 

方法  4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艾灸组及电针组各 10 只。采用颈外动脉线栓法制

作大鼠大脑中动脉栓塞再灌注模型，运用艾灸、电针疗法干预 14d 后，分别运用 HE 和免疫组织化

学实验方法观察脑组织病理改变和神经再生抑制因子 MAG 和 OMgp 蛋白的表达。 

结果  HE 染色显示，干预治疗 14d 后，电针组改善缺血后脑组织病理的效果优于艾灸组（P<0.01）。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14d 时，与假手术组相比，其余三组 MAG、OMgp 蛋白表达均明显增高（P

<0.01）；与模型组比较，艾灸组和电针组 MAG、OMgp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P<0.01）；电针组 MA

G、OMgp 蛋白表达明显低于艾灸组（P<0.05）。 

结论  针灸督脉经穴百会、大椎能够抑制脑缺血后神经再生抑制因子 MAG、OMgp 蛋白表达，促进

神经再生，且电针疗法优于艾灸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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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0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肩手综合征 

 

郭现军 张平 潘更毅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目的  观察星状神经节阻滞（SGB）配合康复训练对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Shoulder-hang sy

ndrome SHS）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66 例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及常规

康复训练。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星状神经节阻滞，30 天后比较 2 组患者治疗后在疼痛、肿

胀程度、关节活动度、上肢功能等疗效。 

结果 30 天后治疗组患者在疼痛、肿胀程度、关节活动度、上肢功能等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

5）。 

 

结论 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康复训练在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上有更好的疗效。 

 

PU-401 

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范存林 

周口市中心医院 466000 

 

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世界上最常见的关节病；OA 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软骨为主关节病；

其发生与年龄、肥胖、炎症、创伤及遗传因素等有关；病理特点:关节软骨变性破坏、软骨下骨硬化

或囊性变、关节边缘骨质及滑膜增生、关节囊挛缩、韧带松弛或挛缩、肌肉萎缩无力；中老年者多

见，女性多于男性。60 岁以上患病率可达 50％ 

，75 岁则达 80％ 

；致残率可高达 53％。 

   OA 好发于负重大、活动多的关节，如膝、颈腰椎、髋、踝、手等关节；OA 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

性两类：原发性 OA 多发生于中老年，无明确的全身或局部诱因，与遗传和体质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继发性 OA 可发生于青壮年，继发于创伤、炎症、关节不稳、慢性反复的积累性劳损或先天性疾病

等。 

   

OA 常见症状有：1、关节疼痛：初期为轻、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时好转，疼痛常与天气变化有关。

晚期可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局部压痛，肿胀时尤明显；2、关节僵硬：早晨起床时关节僵硬及

发紧感，活动后缓解，持续时间较短，常为几分钟至十几分钟，很少超过 30 分钟。3、关节肿大：

部分膝关节因骨赘形成或关节积液造成；4、骨摩擦音：由于关节软骨破坏、关节面不平，关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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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出现骨摩擦音，多见于膝关节活动度下降  软组织挛缩可引起关节无力，行走时软腿或不能完全

伸直或活动障碍非对称性关节间隙变窄，软骨下骨硬化和(或)囊性变，关节边缘增生和骨赘形成或伴

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积液，部分关节内可见游离体或关节变形。实验室检查：伴有滑膜炎的患者可出

现 C 反应蛋白(CRP)和血细胞沉降率(ESR)轻度升高。 

OA 治疗目的：减轻或消除疼痛，矫正畸形，改善或恢复关节功能，改善生活质量；治疗原则：非药

物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应个体化。非药物治疗：1、自我行为疗法：适量活动，减少

不合理的运动，避免不良姿势，避免长时间跑、跳、蹲，减少或避免爬楼梯；2、减肥：有氧锻炼(如

游泳、自行车等)；3、功能训练：如膝关节在非负重下屈伸活动，以保持关节最大活动度；4、物理

治疗:  热疗、水疗、超声波、针灸、按摩、牵引、TENS 等；5、行动支持: 主要减少受累关节负重，

可采用手杖、拐杖、助行器等；6、改变负重力角线：根据畸形情况，采用相应的矫形支具或矫形鞋。

药物治疗用药原则：① 

用药前进行风险评估，关注潜在内科病；② 

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剂量个体化；③ 

尽量使用最低有效剂量，避免过量用药及同类药物重复或叠加使用；④ 

用药 3 个月，根据病情选择检查血、大便常规，大便潜血及肝肾功能。用药方法：① 

一般选用对乙酰氨基酚，最大量 

不超过 4g/d；② 

对乙酰氨基酚效果不佳者，在权衡胃肠、 

肝、肾、心血管疾病风险 

后，可使用 NSAIDs，若胃肠道危险性较高，可加胃黏膜保护剂或选择 COX-2 抑制剂；③  NSAI

Ds 治疗无效或不耐受患者，可使用曲马多、阿片类镇痛剂；④透明质酸钠：可联合关节腔注射透明

质酸钠类黏弹性补充剂，注前应抽关节液；⑤糖皮质激素：对 NSAIDs 治疗 4～6 周无效的严重 OA

或不能耐受 NSAIDs，可行关节腔内注射糖皮质激素。但不主张随意应用，更反对多次反复使用，

一般每年最多不超过 3～4 次。 

   OA 外科治疗的目的：①进一步协助诊断；② 减轻或消除疼痛；③ 防止或矫正畸形；④ 防止关

节破坏进一步加重；⑤ 改善关节功能；⑥综合治疗的一部分。OA 外科治疗的方法： 

① 游离体摘除术；②关节清理术；③截骨术；④ 关节融合术；人工关节置换术。外科治疗的途径：

关节镜(窥镜)和开放手术。 

  OA 病理学特征：滑膜关节中关节软骨逐渐减少，相邻骨硬化和重建，骨赘形成 

OA 早期，软骨变厚；关节软骨不分裂或增值的软骨细胞数目明显增多随着 OA 的进展，软骨软化并

产生裂纹，关节运动使破碎的软骨消失，暴露出软骨下骨。已经异常增值的软骨细胞变得相对不足，

暴露的骨骼硬化 

（骨质象牙化），可能发展为微骨折。新骨骼的生长导致骨赘形成，限制了关节的活动。骨端有保护

垫（骨）保护，骨与骨之间不会发生直接摩擦和冲撞，软骨退时人体运动，骨之间会发生直接摩擦，

产生疼痛及骨质增生等骨损害。 

根据临床观察，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退化、磨损；骨质疏松是由于骨的有机成份和矿物质减少造成

的骨质减少，常由缺钙或缺乏维生素Ｄ引起。但也可同时都有。不少中老年人，骨关节炎是年年治，

年年发，就像一个摘不掉的―紧箍咒‖。其实，之所以存在久治不愈的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没有接受或进行规范化的治疗身体某个或某些关节开始运转不自如时，没有想到可能患上了骨关节

炎；时常感觉手脚僵硬或久坐后突然感到有些关节像―上了锁‖一样动弹不得；或关节活动时骨头互相

触碰时喀嚓的声音时，未能提高警惕，及时就诊。由关节外伤、关节过度使用引起继发性骨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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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与年龄因素无关。据调查，近年来―有车一族‖、运动爱好者等中青年骨关节炎明显上升趋势。不

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病是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有接受有效治疗，关节病损必然越来越严重，最

后可致残由于大多数患者年龄较大，对这类药物的副反应大，如胃肠道反应、肾毒性、血象改变等。

应评估与监控很多骨关节炎患者经治疗后，尤其关节注射后―不疼‖了就以为达到治疗目的。但这并不

意味着已经治愈，只要关节软骨还没有恢复正常，疼痛随时会再次出现。并且反复发作，病情将进

一步恶化。因此，必须坚持较长期的综合治疗对早前的骨关节炎患者，可以实行保守治疗，如牵引、

针灸、药物、按摩等；对于中晚期患者以及保守治疗无效的，可以考虑行微创治疗或应用软骨保护

剂改善病情；真正需要开刀换关节的是极少数。 

   现代医学模式下骨关节炎的治疗，应对个体或群体整体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全

面检测、评估和有效干预；疼痛是骨关节炎患者致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健康

和生活质量，也应作为骨关节炎的重要诊断指标；疼痛作为骨关节炎的主要症状之一，尽早治疗，

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402 

COPD 患者股四头肌易疲劳性改变 

 

张雷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背景  等速肌力测试常常用在评估肌肉的耐力和易疲劳性。通常使用 30 次 90°/s 或者 180°/s 测试来

评估耐力和易疲劳性。30 次总做功代表耐力，前后 5 次（或 10 次）做功比代表疲劳指数，表示易

疲劳性。COPD 患者肌肉功能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神经传输和中枢驱动可能扮演重要作用，总做

功和疲劳指数并不能反映整个耐力或者易疲劳性的变化。 

目的  通过比较 87 名 COPD 患者和年龄匹配的 34 名健康人的股四头肌耐力、易疲劳性的变化，探

讨 COPD 患者肌肉功能变。 

方法  选取 87 名 COPD 患者纳入实验组和 34 名健康人纳入对照组，进行下肢等速肌力测试，记录

180°/s 角速度时每次屈伸运动的峰力矩。对 180°/s 角速度时测的 30 次峰力矩进行对数拟合分析，

计算 B 值作为易疲劳指数；对 180°/s 角速度时测的前 15 次和总共 30 次进行线性拟合分析，计算

其斜率作为易疲劳指数；耐力比：表示最后 5 次做功/起始 5 次做功比值。 

对 R 

2<0.2 进行排除，排除受试者在测试过程中未尽力，排除后试验组 63 人，对照组=32 人。 

结果  COPD 组较健康组耐力和易疲劳性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COPD 组线性对数拟

合 R2 较前 15 次测量拟合 R2 差异显著（P<0.05）,且进行对数拟合 R2 高；健康组线性拟合 R2 较

对数拟合差异显著，且线性 R2 高（P<0.05）；组间比较，线性 R2 差异显著，健康组 R2 较高（P<

0.05）。COPD 组值线性 R2>值对数 R2（n=32），较健康人值线性 R2>值对数 R2（n=19）差异显

著（P<0.05）。 

结论  COPD 患者易疲劳性改变，可能与对数拟合度度较高，或者改变的趋势是先较快下降，然后

缓慢变化，单纯使用耐力比或者总做功来表示耐力或者易疲劳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而这种先较下

降后缓慢变化，可能与神经传输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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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3 

不同程度脊髓损伤患者早期介入康复对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程士欢 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研究不同程度的脊髓损伤患者在不同时机康复介入时神经及功能恢复情况。 

方法  对 2012 年 3 月一 2015 年 12 月人住康复病房的 73 例脊髓损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入选时

收集每位患者病史，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和损伤情况(病因、损伤水平、损伤分级、受

伤或发病时间、入院时间、出院时间等)。并记录出入院 ASIA 评分（运动评分、感觉评分、分级）、

脊髓损伤独立性测量项目（SCIM）评分。 

结果  完全性 SCI 患者康复介入时机≤30d 和＞30d 间比较时，SCIM 评分增加值、ASIA 针刺觉评分

增加值、ASIA 轻触觉评分增加值无明显差异（P＞0.05）。ASIA 运动评分增加值、康复治疗时间有

差异（P＜0.05）；不完全性 SCI 患者康复介入时机≤30d 和＞30d 间比较时，康复治疗时间无明显差

异（P＞0.05），SCIM 评分增加值、ASIA 轻触觉评分增加值、ASIA 运动评分增加值、ASIA 针刺觉

评分增加值有差异（P＜0.01）；康复介入时机≤30d 时，完全性与不完全性 SCI 患者间比较，ASLA

针刺觉评分增加值、康复治疗时间无明显差异（P＞0.05），SCIM 评分增加值、ASIA 轻触觉评分增

加值、ASIA 运动评分增加值有差异（P＜0.05）；康复介入时机＞30d 时，完全性与不完全性 SCI

患者间比较，SCIM 评分增加值、ASIA 轻触觉评分增加值、ASIA 针刺觉评分增加值无明显差异（P

＞0.05）。ASIA 运动评分增加值、康复治疗时间有差异（P＜0.05）。 

结论  早期介入康复治疗可促进不同程度 SCI 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尤其是对不完全性 SCI 患者。 

 

PU-404 

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邹丽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索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11 年 4 月到 2016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 336 例，其中肺部感染 60

例，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肺部感染与脊髓损伤部位（颈段、胸段）、ASIA 分级及低蛋白血症（血浆

白蛋白＜30g/L）的相关性。 

结果  A 级损伤患者 95 例（28.3%），颈段损伤 36 例（10.7%），肺部感染 19 例，低蛋白血症患者

20 例，其中 13 例并发肺部感染（65%）；胸段损伤 59 例（17.6%），肺部感染 15 例，低蛋白血症

患者 21 例，其中 12 例并发肺部感染（57.1%）。B 级损伤患者 84 例（25%），颈段损伤 31 例（9.

2%），肺部感染 10 例，低蛋白血症患者 13 例，其中 7 例并发肺部感染（53.8%）；胸段损伤患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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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15.8%），肺部感染 7 例，低蛋白血症患者 11 例，其中 5 例并发肺部感染（45.5%）。C 级损

伤患者 66 例（19.6%），颈段损伤 17 例(5.1%)，肺部感染 4 例，低蛋白血症患者 7 例，其中 4 例并

发肺部感染（57.1%）；胸段损伤患者 49 例（14.6%），肺部感染 4 例，低蛋白血症患者 9 例，其中

4 例并发肺部感染（44.4%）。D 级损伤患者 91 例（27.1%），颈段损伤 24 例(7.1%)，肺部感染 1

例，低蛋白血症患者 3 例，其中 1 例并发肺部感染（33.3%）；胸段损伤患者 67 例（19.9%），均无

低蛋白血症，均未并发肺部感染。logistic 回归分析颈段脊髓损伤、ASIA 分级 A 级、低蛋白血症是

颈胸段脊髓损伤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论 高位、完全性脊髓损伤、低蛋白血症是颈胸段脊髓损伤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U-405 

悬吊训练联合头针丛刺长留针治疗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障碍

的临床研究 

 

彭俊峰 李彦杰 秦合伟 孙英豪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观察悬吊训练联合头针丛刺长留针间断行针法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6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

性别、病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所有患者均可选用抗凝、抗血小板凝集、改善脑循

环、控制血压、调节血糖等脑卒中常规基础治疗及对症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康复治疗，观察

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悬吊训练和头针丛刺长留针间断行针法，悬吊系统训练主要选择仰卧位骨盆控制

训练、仰卧位腰椎中立位训练、仰卧位搭桥和侧卧位搭桥四种治疗方案，来增加患者躯干骨盆和患

侧下肢的控制能力，每天 1 次，一次 30 分钟，一周 5 次，持续治疗 30 个工作日。头针丛刺长留针

间断行针法依据于氏头皮针分区选取顶区和顶前区进行刺激。顶区部位：百会透前顶，与左、右神

聪，及在向外左、右各 1 寸向前透刺；顶前区部位：向从前顶至囟会及其向左、右各 1 寸及两寸的

平行线。每区刺 3-5 针，用 28 号 1.5 寸不锈钢毫针，常规消毒后，针体与皮肤呈 15°,至帽状腱膜下，

深约 40mm,前或向后透刺，针后捻转，200 次/分钟，捻转 1 分钟，留针 6~8 小时，留针期间，开

始每隔 30 分钟捻转 1 次，重复 2 次，然后每隔 2 小时捻转 1 次，直至出针，每日 1 次，每周 5 次，

10 次 1 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于治疗前及治疗 6 周后采用下肢 Fugle-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M

A）、10m 最大步行速度（MWS）、Berg 平衡量表（BBS）和 Holden 功能步行分级对两组患者进行

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FMA 评分、MWS 和 BBS 量表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下肢 Fugle-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19.73±4.02 vs 24.03±4.65，

P<0.05)；10m 最大步行速度（MWS）明显优于对照组(31.2±23.4 vs 58.5±39.6，P<0.05)；BBS

量表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2.2±6.1 vs 39.3±3.6，P<0.05)；Holden 功能步行分级明显优于对照组(3.

10±0.80 vs 2.46±0.73，P<0.05)。  

结论  悬吊训练联合头针丛刺长留针间断行针法能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及步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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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6 

肩四针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研究 

 

原筝 张志鑫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比较肩四针与肩三针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疗效差异。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病程在 14 天~45 天以内的肩关节半脱位患者随机分为肩四针组和肩三针组各

30 例。两组均予以基础药物治疗以调控血压、血糖、血脂，营养脑神经，偏瘫侧常规针刺治疗，康

复训练；肩三针组取肩前、肩髎、肩贞，均直刺 40mm，不予以捻转提插等针刺手法，肩髎、肩贞

连接电针；肩四针组取：肩前、肩髎、肩贞、肩井，肩三针穴针刺方法同肩三针组，肩井穴与皮肤

成 30°斜刺，针尖朝向肩关节方向，针刺深度 35mm；肩井、肩髎连接电针；两组均予断续波，强

度以患者能够耐受为度，每次治疗 30 分钟，每天治疗 1 次，连续治疗 6 天为一个疗程，休息一天，

进行下一个疗程，两组均治疗 3 个疗程（18 次）。采用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

中的上肢肌力评分、患侧肩关节正位 X 线片显示肩峰与肱骨头之间的间隙、简化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改良 Barthel 指数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侧上肢肌力、肩关节半脱位复位情况、上

肢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比较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两组上肢肌力评分均明显下降（均 P<0.01），肩四针组较肩三针组下降明显（P<0.01）；

两组肩峰与肱骨头之间的间隙均明显减小（均 P<0.01），肩四针组较肩三针组下降明显（P<0.01）；

两组简化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均明显增多（均 P<0.01），肩四针组较肩三针组下降明显（P

<0.01）；两组患者的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均 P<0.01），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肩四针组未见不良反应事件。  

结论  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电针肩四针较肩三针能更好的改善患侧上肢肌力、缩小肩峰与

肱骨头间隙、改善上肢运动功能，安全性可，肩四针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疗效满意，优于肩

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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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7 

电针治疗中风后尿失禁临床疗效观察 

 

李鸿章 赵晶 邢若星 原筝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评价电针治疗中风后尿失禁的临床疗效，建立针灸治疗中风后尿失禁的特色技术。  

方法  将中风后尿失禁患者 72 例随机分为电针组(36 例)、间歇导尿组(36 例)。电针组穴选取百会、

足运感区、神庭、曲骨、中极、水道(双)、气海、足三里(双)、中膂俞(双)、次髎(双)、肾俞(双)、十

七椎，常规消毒后，百会、足运感区、神庭用 0.30mm×40mm 不锈钢针平刺，深度约为 25-40mm。

得气后，行快速提插捻转 1 分钟，频率约每分钟 200 转。曲骨、中极、水道(双)针刺前排空小便，

用 0.30mm50mm 不锈钢针直刺，深度约为 30-40cm，行快速提插泻法，以麻电样感觉向尿道口传

导为佳；中膂俞、次髎用 0.30mm×75mm 不锈钢针直刺，深度约为 60mm，行捻转补法，以针感向

下肢及小腹部放射为佳；肾俞、十七椎用 0.30mm×40mm 不锈钢针直刺，深度约为 25-40mm。得

气后，行快速提插捻转补法 1 分钟，以酸胀麻沉为度。余诸穴皆按常规针刺方法操作，留针 30 分钟，

间隔 10 分钟行针一次。然后接针灸治疗仪，选择连续波，频率为 1～10Hz，强度 2～5mv，以病人

能耐受为适中。1 周治疗 5 次，4 周后评定疗效；间歇导尿组给予留置导尿，每 2~4h 放尿 1 次，定

期给予膀胱冲洗，配合膀胱康复训练，4 周后评定疗效。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排尿日记(每次排尿

间隔时间、夜尿次数、排尿不畅、尿失禁程度)、膀胱容量、病人满意度等，并评定两组疗效。  

结果  电针组总有效率为 95.1%，优于留置导尿组的 85.7%(P<0.05)；治疗后除留置导尿组夜尿次

数无改变外，两组排尿日记各项评分与总分均显著改善(均 P<0.01)，且电针组均优于留置导尿组(P

<0.01，P<0.05)；治疗后两组病人满意度、膀胱容量均显著改善(均 P<0.01)，电针组亦优于留置导

尿组(均 P<0.01)。 

结论  电针治疗中风后尿失禁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尿失禁症状，增加膀胱容量，疗效优于常规留

置导尿。 

 

PU-408 

步态训练矫正仪结合运动疗法治疗脑卒中患者偏瘫步态 136 例 

 

任锟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观察康复治疗结合步态训练矫正仪对脑卒中患者偏瘫步态的临床疗效,并与常规康复治疗做对

比分析。 

方法 随机选择治疗组、对照组各 68 例，对照组用常规运动疗法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

同时配合步态训练矫正仪。 

结果 按运动功能评定Fugl-Meyer(FMA)评定及―起立-行走‖计时测试,对照组与治疗组FMA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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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脑卒中后应用步态训练矫正仪结合运动疗法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偏瘫步态,较单纯应

用运动疗法效果更显著。  

 

PU-409 

冲击波疗法对脑卒中上肢肌张力过高的疗效观察 

 

郝又国 施海燕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痉挛是脑卒中的并发症之一，影响运动功能的恢复。针对它的各种非侵入式治疗主要是用来

减轻肌张力过高。冲击波常用于骨、肌腱和肌肉挛缩相关疾病的治疗，本研究观察体外冲击波疗法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ESWT）对手与腕部肌张力过高的疗效与持续时间。 

方法  共有 15 例上肢严重肌张力过高的脑卒中患者入选，其中 10 例为脑梗死患者，5 例为脑出血

患者，男性 9 例，女性 6 例，年龄最大 76 岁，最小 42 岁，平均 56±7.2 岁， 左侧偏瘫者 5 例，右

侧偏瘫者 10 例；发病时间（21 一 132）天，平均(30．06±8．57)天。排除条件：患者应用可能影

响研究的药物如：巴氯芬、饮酒、注射肉毒素等。每例患者在进行冲击波治疗前都进行 2 次手法治

疗，间隔一周进行一次冲击波治疗。手法治疗前和结束时评估肌张力；冲击波治疗前、结束时、4

周时进行相同评估。 

结果  肌张力改良 Ashworth 评估结果 

肌肉      入组时      手法治疗后    ESWT 治疗后     1 周后      4 周后       P 

腕屈肌    3.4±0.7      3.3±0.6      2.0±0.9         2.4±0.6     2.3±0.6   p<0.01 

指屈肌    3.2±0.6     3.06±0.5       0.8±0.4        1.2±0.4      1.3±0.4  p<0.01 

活动度（0）20±7       20±6          50±6            50±7         40±6       p<0.01 

手法治疗后，指屈肌与腕屈肌的改良 Ashworth 评分无显著变化，活动度变化差异无显著性意义；E

SWT 治疗后指屈肌与腕屈肌的改良 Ashworth 评分、活动度与入组时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ESWT 能减轻手腕与手指肌张力过高，可维持至少 4 周，这可能是降低肌张力的一种方法。 

 

PU-410 

外伤性胸腰椎脊柱脊髓损伤的康复治疗 

 

闫金玉 李剑锋 张旭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10030 

 

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探讨外伤性胸腰椎脊柱脊髓损伤的多元化康复治疗的疗效以期为临床治疗脊髓

损伤提供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方法  运用包括药物、康复训练、减重平板训练、中医针刺电针、民族特色医疗及嗅鞘细胞移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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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治疗脊髓损伤及其相关并发症。具体方法：①正确体位的摆放和定时变换体位；②关节活动度

训练：各关节的无痛关节运动，保持关节的正常活动度；③肌力增强训练：增强残存肌力，主要是

背阔肌、肩部和上肢肌、躯干肌肌力的增强，训练可在床上、垫上及轮椅上进行；④呼吸功能训练：

包括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2 次/d，15min/次；⑤转移动作训练：包括体位变换、坐起和躺下、坐位

支撑、坐位支撑移动、床-轮椅转移和轮椅-坐便器转移等训练；⑥坐位平衡训练：正确的坐姿，保持

身体平衡；⑦站立训练及行走训练：斜床站立训练、平行杠内的站立训练，随着患者站立平衡和负

重能力的提高，即可开始迈步训练、平行杠内的步行训练、拐杖行走训练、上下阶梯的训练；⑧作

业治疗：使用轮椅的训练、配带或不配带矫形器的步行训练、上肢和手的功能训练；⑨制作矫形器：

包括上肢、下肢和脊柱的矫形器。  

结果  1、经综合康复治疗后，治疗组膀胱功能改善情况及泌尿系感染发生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中医电针配合减重平板训练治疗胸腰段椎体爆裂性骨折致脊

髓损伤患者，FIM 及 Barthel 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增加，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治疗组 FIM 及 Barthel 指数值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治疗组

优良率为 77.27%，对照组为 47.6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

照组。  

结论  综合多元化康复治疗方法治疗脊髓损伤及相关并发症能够明显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并能

对脊髓损伤常见并发症进行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治疗。 

 

PU-411 

偏振光治疗放疗后皮肤损伤的疗效观察 

 

靳阳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062552 

 

目的  放疗后出现的皮肤损伤是放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皮肤损伤，患者不仅中断放疗疗程，而且还

要长期忍受皮损和疼痛。本研究通过对偏振光治疗组和常规药物组，分组对照研究偏振光对放疗后

皮肤损损的效果，探索出更好的治疗法。 

方法  本研究选用在我院放疗后出现皮肤损伤的患者 100 例，分为偏振光治疗组（治疗组）和常规

药物治疗组（对照组）组进行治疗。偏振光治疗组（治疗组）应用超激光疼痛治疗仪（Super Lizer

 HA-500，简称 SL）照射皮肤损伤部位，使用透镜装置的 C 型（输出 2200mW）照射时间为 70mi

n，输出 100%；对于疼痛严重者加 SG 型（输出 1800 

mW）照射星状神经节，时间为 7~10min，在输出 40%~60%时照射 4~6s 休止 2s，连日照射 7d 为

一疗程。常规药物治疗组（对照组）采用维斯克软膏，湿润烧伤膏于每日清创后涂抹治疗。 

结果  两组患者疗效及治愈时间比较有显著的差异性，两组患者治愈率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结论  近红外线的 SL，对波长 0.6~1.6μm 的范围可机械性进行调节照射，以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偏振光具有扩张血管，增加局部血流量，改善局部血液微循环，促进活性物质产生，加速致病物质

的代谢和清理，促进胶原物质再生，促进血管新生，促进皮肤角质新生，增强免疫系统作用及杀菌

抑菌的作用，达到去腐生肌，促进伤口尽快治愈的目的[3-4]。采用功率达到 1800mW 的 SG 头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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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状神经节是无创、疗效可靠且无神经阻滞和药物毒副作用和并发症的疗法。星状神经节的照射可

改造全身交感神经紧张度，调整全身免疫功能，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得以改善，在促进全身状况好转

的同时也提高了局部的疗效。本文通过对皮损面积可改变结合皮损程度的分级来判断皮损的治疗效

果，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本文两组患者在皮损恢复程度和治疗时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提示

偏振光在放疗后皮肤损伤可治疗上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PU-412 

体外冲击波结合蒙医拔罐放血治疗肩周炎的疗效观察 

 

闫金玉 李剑锋 刘颖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10030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其在缓解疼痛和改善活动受限等方面的作用,探讨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

疗法结合蒙医拔罐放血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62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32 例)和对照组(30 例)，治疗组运用气压弹道式体外冲

击波结合蒙医拔罐放血治疗。采用瑞士 EMS 生产的 DolorClastR 放射式体外冲击波治疗机,能量密

度 0.12～0.16mJ/mm2,以超声定位及痛点定位点为冲击点,每次治疗一般选1～2个冲击点,每个冲击

点冲击 1000－2000 次, 一般治疗 3～5 次, 每次治疗间隔 3d。同时配合蒙医拔罐放血治疗 1 次。一

般间隔 4 之后在进行 2 次针刺拔罐， 1 疗程共进行 3 次治疗。应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定患者

治疗前后痛觉变化,应用 Constant-Murley 肩功能评分(C-M 评分)法评定患者治疗前后肩关节活动

度。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各时间段 VAS 评分均明显下降;肩关节 ROM 及 CMS 评分均明显上

升(P ＜0.05), 观察组表现更明显(P ＜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疗法有较强的镇痛作用,能较快改善肩周炎肩关节 ROM,促进功能恢复。结合蒙医

拔罐放血治疗肩周炎比单纯采用手法临床效果显著。此法具有组织损伤较小、疗效可靠，简便易行

等优点，已成为治疗骨科疾病的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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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3 

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期泌尿道感染的危险因素及病原菌分析 

 

白定群 田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6 

 

目的 明确康复科脊髓损伤患者发生泌尿道感染的危险因素与病原菌分布特点。 

方法 收集我院康复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住院的脊髓损伤患者 47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选

择损伤节段，损伤程度，性别，年龄，留置导尿，低蛋白血症，贫血，褥疮，卧床时间及合并糖尿

病等可能与患者泌尿道感染发生有关的因素，分别分组比较，比较各组的泌尿道感染发生率，单因

素分析确定影响脊髓损伤患者发生泌尿道感染的危险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影响脊髓

损伤患者泌尿道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47 例脊髓损伤患者，共 31 例发生泌尿道感染，感染率为：65.96%。单因素分析表明损伤程

度，留置导尿，褥疮，低蛋白血症，卧床时间及合并糖尿病是影响脊髓损伤患者发生泌尿道感染的

危险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损伤程度及留置导尿是影响脊髓损伤患者发生泌尿道感染

的独立危险因素。31 例泌尿道感染患者，总感染次数为 51 次，平均 1.6452 次/人。51 次感染中培

养出革兰阴性菌 39 次（大肠埃希菌 23 次，肺炎克雷伯菌 7 次，铜绿假单胞菌 3 次，阴沟肠杆菌 2

次，鲍曼不动杆菌 1 次，产气肠杆菌 1 次，弗氏柠檬酸杆菌 1 次，有 G-菌生长 1 次），革兰阳性菌

8 次（屎肠球菌 4 次，金黄色葡萄球菌 2 次，表皮葡萄球菌 1 次，人葡萄球菌 1 次，），4 次未培养

出细菌生长。其中多重耐药共 10 次，发生率为 19.61%。 

结论 脊髓损伤患者泌尿道感染受到损伤程度，留置导尿，褥疮，低蛋白血症，卧床时间及合并糖尿

病等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损伤程度和留置导尿是影响脊髓损伤患者发生泌尿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脊髓损伤患者泌尿道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革兰阴性杆菌，革兰阳性球菌较少，且其中多重耐药菌具有

一定的比例。 

 

PU-414 

腰椎间盘突出症合并马尾神经损伤的探讨 

 

闫金玉 李剑锋 赵小娟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10030 

 

目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科常见病之一，但合并马尾神经损伤，导致括约肌功能障碍，马鞍区麻

木，下肢肌肉不同程度的瘫痪，此类型在临床仍属少见，如果失去治疗时机往往功能恢复困难，预

后差。本组 20 例均有腰痛及坐骨神经痛反复发作之病史，多伴有腰椎管狭窄症状，马尾神经损伤不

完全。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症合并马尾神经损伤的病因与机制，探讨其预防及治疗措

施。 

方法  本组 20 例均行手术治疗，采用全椎板切除或突出间盘彻底刮除术式。Ⅰ型、Ⅱ型马尾神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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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者多于数日内手术，Ⅲ型者就诊晚等原因则多于数月后手术。13 例髓核脱出块状游离于椎管内，

硬膜囊神经根严重受压，5 例因椎间盘突出较大，从侧方取出困难而采取经硬膜囊取出椎间盘，2

例为多间隙突出，5 例合并有明显腰椎管狭窄。 

结果  评定标准，优：腰腿痛，双下肢及马鞍区麻木消失，括约肌功能基本正常；良：腰腿痛，双

下肢麻木消失，大小便消失功能明显恢复，下肢肌力部分恢复；差：腰腿痛有所缓解，马鞍区麻木，

括约肌功能无改善，下肢肌力部分恢复。治疗结果:本组均经 0.5—5 年随访，优：7 例，良：10 例，

差：3 例，总优良率为 85％。结果表明，术后运动功能恢复较好，括约肌恢复次之，鞍区感觉恢复

最慢，性功能恢复亦差，这与一些文献报道是相似的。 

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合并马尾神经损伤好发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反复发作，多有外伤，不合理治疗

等诱因，应避免加重腰部损伤的治疗，所以应当重视该病的早期治疗，发现有马尾神经损者应早期

手术治疗，提高临床治愈率，减少病残发生。 

 

PU-415 

筋针针刺扳机点下本体感觉反射疗法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分析 

 

姚芬芬 罗军 刘娇 方文垚 张晨昱 张胜 毛玉琳 袁真 王恺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观察筋针针刺颈部扳机点下本体感觉反射疗法治疗本体感觉紊乱型颈性眩晕症的疗效。 

方法  从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本体感觉紊乱型颈性眩晕症患者中选择 40 例，随机

分为治疗组 20 例，对照组 20 例，治疗组行筋针针刺颈部扳机点下本体感觉反射疗法，对照组予以

传统牵引+推拿+中频治疗，分别治疗 2 个疗程（每个疗程 10 天）后，评估患者治疗前后颈性眩晕

症状与功能、颈椎关节位置误差（The Joint Position Error，JPE）及稳定性系数（Stability Index，

ST），判定其疗效。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患者的颈性眩晕症状与功能、颈椎关节位置误差及稳定性系数较治疗前均有明

显的改变（P<0.05），治疗组较对照组改善更为明显，且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颈部筋针针刺扳机点下本体感觉反射疗法治疗本体感觉紊乱型颈性眩晕疗效确切，与传统牵

引+推拿+中频治疗对照比较有显著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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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6 

作业治疗结合虚拟环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的疗效观察 

 

孙年怡
1
 何宇

2
 王文春

1
 王倩

1
 庞日朝

1
 柏玲

1
 马鑫

1
 张安仁

1
 

1.成都军区总医院康复医学科 

2.沈阳军区总医院中西医结合康复中心 

 

目的  观察作业治疗结合虚拟环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60 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予作业治疗结

合虚拟环境康复训练系统治疗，对照组予单纯作业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6 周后采用改良 Bart

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分进行日常生活能力的评定，采用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进行上肢运动

功能的评定。 

结果  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分和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上，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均

有显著性差异（P＜0.01）；治疗后作业治疗结合眼针组与单纯作业治疗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

1）。 

结论  作业治疗结合虚拟环境康复训练系统疗法能够促进患侧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能够有效地提

高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417 

头皮针结合任务导向性训练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手功能恢复的影

响 

 

饶美林 肖洪波 朱宗俊 陈瑞全 

安徽省中医院 230031 

 

目的 观察头皮针结合任务导向性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手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我科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期间住院的脑卒中患者，西医诊断标准参照 199

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中华神经科杂志.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

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79.]，中医诊断标准参照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制定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中风的诊断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

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ZY)[M].南京:南京人学出版社,1994.]。对符合课题要求的患者按照入

院时间先后进行排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

常规内科基础治疗（稳定血压、脑细胞保护剂等），观察组行头皮针结合任务导向性训练，对照组采

用常规康复治疗。治疗前、治疗 8 周后分别评定患者偏瘫手功能分级、Fugl-Meyer（手运动功能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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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偏瘫患者手功能分级分布情况、Fugl-Meyer 手功能运

动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后相比，观察组与对照组均有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治疗后两组对比，观察组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头皮针结合任务导向性训练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手功能分级和 Fugl-Meyer 手功能运动积分，促

进偏瘫患者手功能的恢复。 

 

PU-418 

医养结合急慢分治原则对老年患者医疗结局的影响分析 

 

陈大为 白定群 李小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分析医养结合模式中―急、慢分治‖原则对老年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遵循―急、慢分治‖原则的存在肢体功能障碍的老年住院患者设为研究组，将 30 例因各

种原因导致中断治疗的存在肢体功能障碍的老年住院患者设为对照组，采用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

IM）、健康调查简表（SF-36）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研究组观察点设置为治

疗前（急、慢分治前）、治疗后第 6 月末，对照组观察点设置为出院时及出院后第 6 月末。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FIM 各项指标评分、SF-36 评分间的差异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研究组患者的 FIM 各项评分、总分及 SF-36 评分均优于治疗前；组间比较，研究组 FIM 中除认知功

能外，其余各项评分及总分比较均优于对照组，而研究组、对照组 SF-36 评分分别为（77.36±12.6

8）分、（70.14±10.96）分，经统计学分析有显著差异（P<0.01）。 

结论 老年患者因疾病原因引起肢体功能障碍会导致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在医养结合

模式中采用―急、慢分治‖原则，做好双向转诊，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同时明显提升其

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PU-419 

特殊病例全身大面积严重烧伤后期综合康复 Team 模式治疗----

附一例报告 

 

潘彩华 靳仲夏 王惠芳 高彩萍 吴雪莹 高丽锁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609 

 

目的  通过康复 Team 团队个体化评估和治疗，促进患者溃疡创面愈合，抑制瘢痕生长，改善患者

各关节以及整体运动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达到生活基本自理及早日重返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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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我院 1 例全身大面积严重烧伤病人：全身烧伤 88% Ⅲ度 67% 。 患者残余全身多处溃疡

创面（颈前区、躯干、四肢等），总面积超过体表面积 10%。面颈部、躯干以及四肢大面积瘢痕形

成，总面积超过体表面积 80%，颈前区、双侧肩、肘、腕、指、髋、膝、踝等关节周围均有不同程

度瘢痕增生，局部瘢痕挛缩，各关节运动功能受限。双手呈握拳状畸形，手功能严重障碍。ADL 完

全依赖他人辅助。我们对该病人予以综合康复治疗后的回归性分析。我们康复步骤：1.建立康复 Te

am 团队，成员组成：临床康复医师、护士、PT 治疗师、OT 治疗师、心理治疗师、辅具康复工程

师、中医医师、营养康复医师。2、入院第一天进行康复评估：血尿粪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血

糖、血脂等常规检查，心肺功能评估，营养状况评估，运动功能评估，瘢痕评估，疼痛评估，ADL

评估，辅助器具科评估，心理评估，职业康复评估，中医评估等。3、Team 团队会议讨论：针对各

部门的评估意见，拟定康复目标（近期目标、出院目标、远期目标），制定康复治疗计划，开启治疗

项目。4、药物外用软化瘢痕以及促进创面愈合等对症治疗。5、PT：物理运动疗法、关节松动训练

等；6、OT：作业疗法、手功能训练及引导式教育等；7、水疗、理疗等。8、辅助器具适配。9、压

力衣适配结合瘢痕贴外用抑制瘢痕生长。10、综合康复护理，创面定期清创换药对症处理。11、营

养科支持治疗，增加患者优质蛋白质摄入，限制高脂饮食。12、康复治疗二周及四周后 Team 团队

进行阶段性评估，予以目标和计划调整。 

结果 1、患者营养状况得到改善，残余溃疡创面较前愈合，渗出减少。2、瘢痕增生得到抑制。3、

颈、肩、肘、腕、指、髋、膝、踝等各关节活动度不同程度提高，整体肌力、耐力、平衡功能均明

显改善，能完成独立转移及步行。4、通过手功能锻炼和作业活动训练，患者可通过粗柄的勺子进食、

借助电子笔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完成上网活动、使用遥控器看电视和写字等，日常行为能力得到提

高。5、通过心理康复治疗，心理状况稳定，促进康复顺利进展。 

结论  通过康复 Team 团队个体化评估和治疗，可以全面、系统、有效的改善大面积严重烧伤后期

患者整体运动功能，抑制瘢痕生长，提升患者战胜疾病信心，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实现重返社会的

目标。 

 

PU-420 

下肢绳带缠绕法对脑瘫髋内旋步态的疗效观察 

 

陈方川 谢鸿翔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下肢绳带缠绕法对脑瘫髋内旋步态的疗效观察。 

方法  40 例髋内旋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 20 例，行常规康复治疗；绳带缠绕组 20 例，行常规

康复治疗结合下肢绳带缠绕法，用足底压力测试系统测试步向角进行训练前、后评定。 

结果  经过 3 个月治疗后，两组患儿步向角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 0．O1)，但绳带组步向角改善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下肢绳带缠绕的方法对下肢髋内旋步态的改善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PU-421 

微型传感器运动捕获系统评估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够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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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春
1
 谢斌

1
 黄真

1
 靳婷婷

1
 李玖伟

2
 吴健康

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2.中国科学研究院传感网络与应用联合研究中心 

 

目的 在用微型传感器运动捕获系统评估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够物功能时提取特征值，并验证特征值

的有效性。 

方法 35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平均年龄 62±15 岁）和 11 例年龄匹配的健康老年人（平均年龄 58±1

0 岁）参与本研究。受试者坐在椅子上用患手或右手够取放在肩前方距肩一臂长处的杯子，并在够

取目标处维持 2-3 秒。在此过程中，固定在受试者的脊柱、上臂、前臂和手上的四个微型传感器小

盒可采集够取过程的运动学相关数据。2 次练习后进行 4 次正式评测，选取完成最好的一次进行运

动学特征的计算。将运动分为够取和维持两个部分，根据关节旋转轴和旋转角度的变化，最终提取

出躯干代偿度，以及与肩关节运动相关的 4 个参数：运动速度、最大活动度、运动轨迹平稳度、维

持期角度变化率，共 5 个参数，采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学分析。用独立样本秩和检验比较这些参

数在患者和健康人之间的差异性，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比较患者的这些参数与 Fugl-Meyer 上肢运

动功能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采用微型传感器运动捕获系统评估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够物功能的上述运动学参数与健康人

比较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p=0.000~0.004），与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相比具有统计学显

著相关性(p<0.01)。 

结论 微型传感器运动捕获系统可定量评测脑卒中偏瘫患者在三维实际环境中够取任务的运动学特

征，适宜地表达特征可以有效地区别患者，并准确地定量描述运动状态，为优化临床治疗提供客观

依据，并具有检验治疗效果的潜在意义。 

 

PU-422 

非手术脊椎减压系统治疗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徐筱潇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 510700 

 

目的 探讨非手术脊柱减压系统（SDS）牵引对颈椎病患者的疗效以及对颈部肌肉表面肌电（sEMG）

信号的影响。 

方法 选择选择 2014 年 2 月~2016 年 2 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康复科收治的颈椎病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 SDS 组和普通组，各 15 例，分别采用 SDS 和普通牵引系统进行颈椎牵引，采用

表面肌电图仪测患侧椎旁肌、胸锁乳突肌的表面肌电图，并观察治疗 1 个疗程后视觉模拟评分（V

AS）和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评分。  

结果 两组首次牵引前、中、后患侧椎旁肌和胸锁乳突肌 AEMG 和 MF 数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 1 个疗程后，SDS 组椎旁肌和胸锁乳突肌 AEMG 低于普通组，MF 数值高于普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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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同时两组 VAS 和 ND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 

0.05），SDS 组 VAS 和 NDI 评分均明显低于普通组 （P ＜ 0.05）。  

结论 与普通牵引相比：颈椎非手术脊柱减压系统能够更好地缓解颈椎病患者的疼痛症状及改善患者

的颈椎生理功能，同时更好地改善颈椎病患者颈部肌肉疲惫状况；在牵引过程中 SDS 更能使颈椎病

患者颈部肌肉处于放松状态；表面肌电信号可以作为评价颈椎病疗效的指标。 

 

PU-423 

对卒中后偏瘫患者躯干异常姿势的分析 

 

王宝军 尹璇 

包头市中心医院 

 

目的  统计偏瘫患者躯干的异常姿势模式，揭示躯干姿势异常的关键环节，并找到姿势异常与运动

功能、平衡、姿势评估量表之间有无固定关系，从而指导康复评估和治疗方案，也有助于临床诊断、

效果评价、 机制研究等。 

方法  40 例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两组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对照组加躯干

姿势的纠正治疗，同 10 例正常人在自然状态下进行摄影，并对头部、肩部、髋关节在冠状面以及矢

状面的倾斜角度测量，以及各部位对称肢体长度测量，同时对偏瘫患者进行平衡、姿势、运动量表

评估，进而统计分析。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偏瘫组患者均引起了头部、肩部、髋部的姿势异常，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

在冠状面以肩部和髋部姿势异常，在矢状面以头部和髋部倾斜角度异常差异显著，并且更接近正常

组；矢状面头部水平倾角以及骨盆水平倾角越小、冠状面肩部以及髋部的倾斜角度越小，患者平衡、

姿势、运动量表的评分越高。 

结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过程中，肢体功能的恢复与姿势倾斜的角度相关，通过加强对躯干姿势

的纠正，越接近正常姿势偏瘫患者预后越好。卒中后偏瘫患者康复前应当进行姿势的评估，在康复

过程中注意加强肩部左右倾斜的姿势势的纠正，头部防止过度前屈，髋部防止骨盆过度屈曲以及左

右倾斜，以促进肢体功能更好的恢复。 

 

PU-424 

脑卒中规范化康复治疗在一例高龄、重度偏瘫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张妮 张启帆 李晶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2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规范化康复治疗在卒中患者功能恢复中的重要性。 

方法  1 例 80 岁高龄、合并严重肺部感染、心房纤颤、心功能Ⅳ级的左侧大脑大面积脑梗死女性患

者，存在言语障碍、右侧完全偏瘫，通过给予规范化的脑卒中二级预防及规范化的康复功能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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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的康复功能训练，观察患者功能障碍的恢复情况、回归社会及回归家庭的情况。 

结果  患者经过 3 个月的规范化康复功能评定、治疗、再评定、再治疗的过程，患者言语功能恢复

正常，患者右上肢肌力从 0 级恢复到Ⅳ级，右下肢从 0 级恢复到Ⅴ级，生活完全自理，正常回归家

庭及社会。 

结论  脑卒中后规范化的康复治疗、对于提高患者的功能恢复、脑卒中后的残障，正常回归家庭、

回归社会有重要意义。 

 

PU-425 

早期运动训练对脑瘫粗大运动的影响 

 

杨丽娟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研究早期运动训练对改善和提高脑瘫患儿粗大运动的疗效，促进脑瘫患儿的生长运动发育，

降低脑瘫患儿的致残率。 

方法  选取 40 例脑瘫患儿，其中实验组 20 例，年龄在 12 个月以内，对照组 20 例，年龄在 12 个

月以上，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运动训练 3 个月，观察两组的粗大运动发育情况。 

结果  两组患儿在治疗后的 GMFM 值均明显优于治疗前，实验组患儿在治疗后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0. 05)。 

结论  早期运动训练对婴幼儿脑瘫肢体运动障碍疗效显著, 而且功能训练越早效果越好。 

 

PU-426 

温针合超激光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张喜鱼
1
 王建峰

1
 

1.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解放军 153 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对腰椎间盘突出症住院患者分别采用温针合超激光照射、拔罐两组进行治疗、观察及评

分，通过统计学处理，对比两种治疗方法的镇痛效果及临床疗效。 

方法  将 72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6 例。观察组采

用温针合超激光照射治疗，取穴腰夹脊穴、肾俞、大肠俞、足三里穴为主穴温针治疗，超激光采取

镇痛模式及生物刺激模式照射膀胱经治疗。对照组取观察组温针方法合膀胱经拔罐治疗。于治疗后

30 min，1、6、12、24、48 h 用视觉模拟评分法测定各组镇痛效果，疼痛的改善度评定治疗的效

果。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各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内、组间治疗各

时间段比较用多元性方差分析，临床疗效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两组镇痛疗效比较。观察组治疗 20min、1h、6h、12h、24h、48h 后分别与治疗前比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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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in=49.531，F1h=109.523，F6h=253.233,F12h=462.663，F24h=624.231，F48h=571.221，

差异均具有极显著性意义（P＜0.005），说明治疗一次的疗效在 48 小时内均有镇痛作用，以治疗后

1 小时时止痛效果最为明显。对照组治疗 20min、1h、6h、12h、24h、48h 后分别与治疗前比较，

F20min=22.562，F1h=91.456，F6h=178.231，F12h=134.681，F24h=135.942，F48h=89.642，

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01），说明治疗后 48 小时内均有镇痛效果。观察组与对照组于 20min、

1h、6h、12h、24h、48h 后分别进行两两比较，F20min=16.568，F1h=28.147，F6h=42.731，F1

2h=65.452，F24h=89.160，F48h=152.026，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05），说明观察组各时

间段的镇痛效果优于对照组。  2.两组疗效比较。治疗后 1h 观察组总有效率 98.2%，对照组总有效

率 89.2%，组间比较，χ2=5.329，P＜0.05，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其余时间段两组总有效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说明观察组镇痛起效时间短于对照组，疗效维持时间长于对

照组，镇痛效果、综合疗效评价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两组都有显著镇痛效果，温针合超激光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镇痛效果更好。 

 

 

PU-427 

中医推拿手法结合神经生理疗法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的疗效 

 

李永建 王晶 周顺林 梁树影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 050091 

 

目的  观察中医推拿手法结合神经生理疗法 Bobath 技术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的疗效。 

方法  40 例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年龄为 3—5 岁，随机分为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 例，分别采

用神经生理疗法 Bobath 技术及中医推拿手法结合 Bobath 技术治疗，疗程均为 3 个月，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采用 Fugl—meyer 和粗大运动功能评分（GMFM）比较治疗效果。Bobath 技术主要采取

抑制异常姿势，促进正常姿势的发育，减轻痉挛、诱导分离性运动模式的方法。中医推拿手法包括

小儿捏脊、穴位点压（取双侧风池、肩井、曲池、风市、阳陵泉、及绝骨穴位），掌揉法（作用于双

侧肩周肌群四肢肌肉）。 

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治疗前一般资料、Fugl—meyer 评分和 GMFM 评分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治疗后观察组 Fugl—meyer 评分（52±11）与治疗前（37±10）比较，差异性有统计学

意义（P<0.05）；对照组 Fugl—meyer 评分治疗后（45±10）与治疗前（36±10）比较，差异性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GMFM 评分治疗后（58±10）与治疗前（39±10）比较，差异性有统

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后（50±11）与治疗前（39±11）比较，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组间比较观察组更优于对照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中医推拿手法结合 Bobath 技术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疗效显著，能有效降低肢体肌张力水平，

改善患儿肢体运动功能，优于单纯 Bobath 技术治疗，可以临床广泛应用。  

 

PU-428 

冰按摩配合神经系统电刺激治疗面神经麻痹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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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蕾 牟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理疗科 710032 

 

目的  观察冰按摩配合神经系统电刺激治疗面神经麻痹的效果。 

方法  共选取本院住院和门诊有面神经麻痹功能障碍的患者 54 例，将其按治疗先后顺序随机分为A、

B、C 三组。3 组患者均采用冰按摩配合神经系统电刺激进行治疗。A 组一周疗法，冰按摩 5 分钟，

神经系统电刺激选取患侧颊肌 30 分钟/次/日，超短波，10 分钟/次/日，低功率氦氖激光穴位照射 3

分钟/穴，1 次/日，面神经麻痹运动功能训练。以上治疗持续 6 天。B 组 2 周疗法，第 2 周不做超短

波，其余治疗继续，持续 2 周，每周 6 天。C 组 3 周疗法，第 2 周不做超短波，冰按摩增加至 10

分钟，其余治疗继续，每周 6 天。临床疗效评定采用口颜面失用评估量表和疼痛自评量表（VAS）。 

结果  3 组患者分别经治疗后，其口颜面失用量表评分和 VAS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A

组口颜面失用量表评分明显低于 B 组和 C 组水平（P〈0．01）；而 B 组和 C 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 C 组口颜面失用量表评分和 VAS 评分明显优于 A 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冰按摩配合神经系统电刺激治疗能明显影响面神经麻痹患者康复疗效，对面神经麻痹患者实

施冰按摩配合神经系统电刺激，不仅有利于其感觉功能进一步恢复，而且对提高患者面部运动功能

和口颜面失用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PU-429 

艾灸针刺治疗不完全脊髓损伤尿潴留临床疗效观察 

 

王晶 周顺林 刘春茹 李永建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 050091 

 

目的  观察针刺、艾灸配合间歇性导尿治疗脊柱不完全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的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患者 6

4 例，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和 32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留置尿管及进行常规膀

胱功能训练的治疗方法治疗；治疗组给予艾灸、针刺穴位（针刺中极、关元、气海、肾俞、膀胱俞、

水道、八髎、夹脊等，每天 1 次，每次留针 30 分钟，艾条灸关元、气海、八髎，每天 1 次，每次

灸 30 分钟，每周 6 次），同时配合间歇性导尿辅助患者进行膀胱功能训练（嘱患者按时进食水，每

4 小时导尿 1 次，同时进行逼尿肌训练），治疗 4 周为一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治疗 3 个疗程后比

较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膀胱残余尿量的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一般资料、脊髓损伤程度按 ASIA 评定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

可比性。艾灸、针刺配合间歇导尿及膀胱功能训练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 (尿急、排尿时间延长、

小便淋漓不尽、尿失禁、排尿困难) 得到明显改善，膀胱残余尿量减少，患者恢复自主排尿的时间

明显缩短，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艾灸、针刺配合间歇性导尿治疗不完全脊柱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具有安全有效、方法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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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少等优点，值得在临床推广。 

 

PU-430 

rTMS 对脑梗死偏瘫恢复期患者上肢痉挛程度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李江 李如一 张永祥 王静荣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615 

 

目的  研究高、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HF-rTMS 、LF-rTMS)对脑梗死偏瘫患者上肢痉挛程度及运动

功能的影响。 

方法  随机、病例对照研究，选取急性或恢复期脑梗死患者，将符合入组条件完成研究的 60 例患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高频刺激组(15 例)、低频刺激组(15 例)和假 rTMS 刺激组(30 例)。所有患者均

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HF-rTMS 组在患侧 M1 区给予 10Hz 的 rTMS 治疗，高频假刺激组(H

F-Sham)（15 例）在患侧 M1 区给予 10Hz 的 rTMS 治疗；LF-rTMS 刺激组在非受累侧初级运动皮

质区(M1 区)进行 1Hz 的 rTMS 治疗，低频假刺激组(LF-Sham)（15 例）在非受累侧初级运动皮质区

(M1 区)进行 1Hz 的 rTMS 治疗。每组患者均治疗 2 周，每周 5 天，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完成 2 周

后及 3 个月后对患者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患侧脑区运动诱发电位(MEP)皮质潜伏期、中枢运动

传导时间(CMCT)、患侧上肢 Fugl-Meyer 评分(FMA)、患侧上肢运动功能评估量表（Motor Assess

ment Scale，MAS），患侧上肢痉挛程度评定采用改良的 Ashworth 评分（Modify 

Ashworth Scale，MAS-1）；将各组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① 治疗前，4 组患者上述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②神经电生理

学变化：治疗 2 周后，4 组患者的 MEP 皮质潜伏期、CMCT 均较组内治疗前缩短(P＜0.05)；且 1

Hz 组和 10Hz 组较前明显缩短,均优于相应 Sham 组(P＜0.05)；1Hz 组和 10Hz 组组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 

3 \* GB3 ③上肢功能：治疗 2 周后，4 组患者上肢 FMA 评分、MAS 量表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提高

(P＜0.05)，且 1Hz 组和 10Hz 组优于相应 sham 组(P＜0.05)；1Hz 组和 10Hz 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 

4 \* GB3 ④LF-rTMS 和 HF-rTMS 组患者患侧上肢 MAS 痉挛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有明显改善，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与相应假刺激组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P＜0.05)。LF-Sham 组和 HF-Sham 组患者治疗后评分组内及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各组均无严重副作用发生。 

结论  HF-rTMS 及 LF-rTMS 治疗均有利于脑梗死恢复期患者上肢痉挛程度及运动功能的恢复,需要

进行大规模临床研究进一步确认。 

  

PU-431 

一例股骨下端合并髁间骨折裂丝板内固定断裂术后 再次行倒拉

绞索钉内固定术后康复治疗对比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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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CuiWei 沈毅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241000 

 

目的  评估股骨下端合并髁间骨折裂丝板内固定与倒拉绞索钉内固定术后康复治疗的效果。 

方法  1 例股骨下端合并髁间骨折裂丝板内固定断裂后再次行倒拉绞索钉内固定后的对比。 

结果  倒拉绞索钉内固定术后早期康复效果优于裂丝板内固定术后的康复效果。 

结论  股骨下端合并髁间骨折倒拉绞索钉内固定术后早期康复效果好。 

 

PU-432 

传统康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足底压力分布的影响 

 

曹晓光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0011 

 

目的  探讨传统康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足底压力分布的影响。 

方法  选择 40 例单侧下肢放射痛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所有患者给予传统康复治疗，包括针刺、推

拿治疗，使用足底压力测量系统分别进行治疗前、后健患足及治疗前后患足足底各区域压力峰值、

步角、支撑期参数进行检测。测试前，先由测试人员指导每个人先进行熟悉练习，以便适应实验环

境，之后要求每个受试者赤足在平板步道上常速自然行走通过测力板 3 次，左、右脚各有 3 次落在

测试平板上，行走时，尽量保持自然，离测力板 3m 外开始行走，通过测力板之后，要再走至少两

步以上。测试完成后，通过 Footscan 软件系统导出数据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 治疗前患者健患足压力峰值相比，除 T1 区域外，患足压力峰值均小于健足，其中在 M2、

M3、M4、HM、HL 区域患足压力峰值较健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患

者患足在 HM 和 HL 区域压力峰值仍小于健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患侧足在 M2、

M3、M4、M5、HM、HL 区域压力峰值较治疗前明显增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治疗前患者健患足步角相比，患足步角明显高于健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患足

步角仍高于健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治疗后患足步角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3. 治疗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患足在前足触地阶段和全足支撑阶段百分比明

显低于健足，而在前足离地阶段患足百分比明显高于健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过治

疗后，健、患足在前足触地、全足支撑及前足离地三个时间阶段百分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导致站立和行走中出现失平衡和姿势异常，引起足部负重的异常改变，足底

压力测试结果能很好的反映出传统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说明足底压力可用于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临床诊疗，为疗效评估提供准确量化的数据。 

 

PU-433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动态平衡和步行功能间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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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光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0011 

 

目的  了解膝骨关节炎患者动态平衡功能与足底压力分布之间的关系。 

方法  在平衡测试仪及足底压力测量系统上测试 22 例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和 22 名年龄相匹配的正常

人的膝关节动态平衡指标及步行时的足底压力分布指标，包括平均轨迹误差、完成耗时、足轴角、

足跟冲量。测试前，让受试者适应实验环境、熟悉实验过程，测试时，要求每个受试者赤足在压力

平板上自然行走通过测力板 3 次，左、右脚各有 3 次在测试平板上，行走时尽量保持自然，并且离

测力板 3m 开始走。观察指标为足轴角及足跟冲量。采用意大利 Tecnobody 公司生产的平衡测试仪

里的动态平衡功能评定,分别对受试者左、右足进行评定。 

结果  健康人左、右足足轴角、足跟冲量、平均轨迹误差、完成耗时比较无明显差别（P＞0.05），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健、患侧足足跟冲量、平均轨迹误差、完成耗时比较无明显差别（P＞0.05），足

轴角有明显差异（P＜0.05）；健康人左足与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患侧足跟冲量、完成耗时比较无明显

差别（P＞0.05），健康人左足与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患侧足轴角、平均轨迹误差比较有显著意义（P

＜0.05）；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患侧平均轨迹误差与足轴角成正相关（r=0.52,p＜0.05）。 

结论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动态平衡减弱，本体感觉受损，影响步态，动态平衡与足底压力分布之间

存在一定相关性。使用股四头肌增强训练，可能应该补充内外旋肌肉的训练，以干预及减慢 KOA 的

进展，加强动态平衡训练，改善膝关节稳定性及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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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4 

超声波治疗踝关节软组织损伤临床疗效研究 

 

金旭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究超声波治疗踝关节软组织挫伤的疗效。 

方法  患者分两组，超声组 36 例用超声波治疗，热疗组 35 例用红外线，短波或蜡疗，治疗时间皆

为 15min。所有患者随机选择上述热疗中之一，每日一次，每周 5 次，共 10 次。根据 5 项指标评

定疗效：局部自发性痛、按压痛、红斑、肿胀和主动运动受限。在治疗 5 天和 12 天评估。 

结果  第 5 天检查时，超声组 36 例中 12 例（33.3%），热疗组 35 例中 10 例（28.6%）症状完全消

失。超声组剩余 24 例中 21 例（87.5%）在损伤 2 周内症状渐消失，剩下 3 例无改善；热疗组 25

例中 11 例（44%）在上述期间内症状消失，另 14 例这未见减轻。5 项评定指标表明，超声对软组

织损伤的疗效优于热疗，尤其在 2 周后，超声组 36 例中 33 例（91.7%）、热疗组 35 例中 21 例（6

0%）症状完全消失，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 

结论  通过两组治疗结果进行对比,超声波对软组织瘀血肿胀和疼痛的效果明显优于热疗,超声波通

过机械振动对组织产生按摩作用，通过热效应加快组织代谢，从而有效治疗踝关节软组织的挫伤。 

 

PU-435 

体外冲击波与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治疗膝关节炎的疗效对比 

 

李慧 靳翔愚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比较分析体外冲击波与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治疗膝关节炎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将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52 例女性膝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体

外冲击波治疗），给予冲击频率 10HZ，能量 2-2.5Ba 的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治疗，每个部位冲击

1000 下，1 次/周，8 次为一疗程。对照组（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1 ～2 粒(0.314 ～0.628 g) 

/次，连续服用 8 周。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一疗程后行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

 VAS），膝关节功能评分（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y Osteoarthritis 

Index,WOMAC）。 

结果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比较，平均 VAS 疼痛评分(3.2 ±2.4)较治疗前(6.8 ±2.2)明显下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膝关节功能 WOMAC 指数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 ＜0.05)。对照组

 VAS 疼痛评分，膝关节功能 WOMAC 指数，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体外冲击波治疗膝关节炎较口服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疗效好，且无不良反应，可作为治疗膝

关节炎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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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6 

中药熏蒸汽浴疗法早期干预对痉挛脑瘫的疗效观察 

 

刘砚杰 张岩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中药熏蒸汽浴疗法早期干预痉挛型脑瘫的疗效。 

方法  选取 60 例痉挛型脑瘫 1……5 个月龄，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n=30 男 20 例 

女 10 例）采用运动疗法、作业疗法、推拿等常规早期干预的康复治疗措施；观察组（n=30 男 21 

例 女=19 例）在常规干预的基础上加上中药熏蒸汽浴疗法。分别治疗一个月后对两组患儿发育情况

进行评估。 

结果  观察组患儿综合评定，运动、认知、社会适应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常规康复康复干预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汽浴疗法，更有效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疗效！ 

 

PU-437 

脑损伤婴幼儿脑电图特点分析 

 

张杨萍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脑损伤婴幼儿脑电图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8 月 385 例脑损伤婴幼儿脑电图检查结果。 

结果  385 例患儿中清醒期背景 θ 或 δ 等慢波增多及两侧大脑不对称 215 例，占 56%；合并发作间

期痫样放电 124 例，占 32.2%；其中多灶性痫样放电 58 例，局灶性痫样放电 51 例，全脑痫样放电

15 例，放电部位顶区最多，占 31.8%；其次为颞区，占 22.7%。 

结论  脑损伤婴幼儿发作间期痫样放电发生率较正常婴幼儿明显增高，发作形式以多灶性和局灶性

放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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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8 

脑干出血患者恢复期康复治疗 1 例 

 

彭婧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脑干出血是神经系统的急重症之一，发病急、病情迅速、预后不良，是目前脑卒中类疾病中

预后最差、病死率最高的疾病。近年来脑干出血患者的治疗与预后效果较之前有较大提升，对此疾

病治疗方式的研究则主要以急性期内科治疗为主，关于脑干出血患者恢复期的康复治疗较少被提及。

我科近期收治 1 例脑干出血恢复期患者，现将临床特点及治疗过程报道如下。  

方法  患者男，51 岁，右利手，突发四肢功能障碍，言语不清 3 月余。患者于 3 月前在家洗漱时无

明显诱因出现头痛，晕倒在地，伴昏迷，无四肢抽搐及大小便失禁，1h 后由家人发现并送往当地医

院抢救，头部 CT 提示脑干出血。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8 年。  康复评定发现患者四肢肌力下降，肌张

力异常，转移能力及平衡能力受限，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限，言语不清，咳嗽咳痰无力。根据评定

结果对患者进行四肢肌力训练、平衡训练、转移及站立训练、核心肌力训练、作业治疗、言语治疗

及心肺康复训练。  

结果  患者治疗 3 月后，四肢肌力增强，平衡能力、转移能力均有较大改善，日常生活能力、言语

功能、心肺功能均有提高。  

结论  在急性期治疗完成后，怎样促进脑干出血患者功能的恢复，帮助他们回归家庭，是现代康复

治疗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应该重视此类患者，对其进行详细评定及综合性治疗，尤其不能忽略核

心肌力训练及心肺康复训练。核心肌力训练能提升患者的平衡能力及 ADL，心肺康复训练可预防患

者产生继发性肺部感染。同时也要让患者知晓脑干出血较其他类型脑出血恢复时间较长，给患者提

供相应的心理支持，防止患者对康复治疗过程失去信心。 

 

PU-439 

中医药疗法配合物理治疗在脑卒中后偏瘫肢体痉挛的疗效观察 

 

陈国强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73000 

 

目的  讨论中医药疗法（针法、灸法、中药热敷、推拿）配合常规物理治疗（运动疗法、低频脉冲

电疗法）在脑卒中后偏瘫肢体痉挛的疗效观察。 

方法  脑卒中后偏瘫肢体痉挛患者 30 例，分为 A 对照组和 B 观察组。两组均采用常规物理治疗进

行治疗。A 对照组采用常规物理治疗进行治疗。B 观察组在采用常规物理治疗的基础上配合中医药

疗法进行治疗。采用改良的 Ashworth 分级标准、简化 Fugl-meyer(FMA)量表和改良 Barthel 指数分

别评定治疗前后患者的肌肉的痉挛程度、运动功能水平(FM)和日常生活能力(BI)。 

结果  治疗 1 周后 2 组评定标准评分均有所改善，但评定标准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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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疗 3 周和 6 周后 2 组评定标准评分对照组明显低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通过本文对比进行疗效观察，显示在脑卒中后偏瘫肢体痉挛的治疗中，采用中医药疗法配合

常规物理治疗进行治疗，能明显改善脑卒中后偏瘫肢体痉挛程度，促进运动功能恢复，提高日常生

活能力。 

 

PU-440 

肌肉生长抑制素在骨骼肌退行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赵淋淋 刘晓光 肖卫华 

上海体育学院 200438 

 

目的  肌肉生长抑制素，由转化生长因子 β 超家族中异形同体克隆而来（TGF-β），是转化生长因子

- β（TGF-β）超家族的一个分泌生长因子。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肌肉生长抑制素在鼠、牛、人类以

及其他所有哺乳动物体内，对骨骼肌的生长发育、损伤再生、运动生理及病理生理方面都有重要的

调节作用。本文重点介绍肌肉生长抑制素的活性表达调控、肌肉生长抑制素作为治疗目标的验证， 

旨在为骨骼肌退行性疾病的临床治疗等实际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对近年来国内外采用肌肉生长抑制素治疗骨骼肌退行性疾病的方法、效果

以及临床反应进行总结。 

结果  1、肌肉生长抑制素可调控骨骼肌质量，并且其对肌肉质量的影响是持久的，贯穿动物的整个

生命周期。2、骨骼肌纤维化是肌肉退行性疾病的一个重要标志，肌肉生长抑制素调节骨骼肌纤维化，

并且肌肉生长抑制素抑制剂可逆转已存在的纤维化。3、肌肉生长抑制素影响骨骼肌能量代谢和运动

能力，并且肌肉生长抑制素的作用具有肌纤维类型的特异性。4、肌肉生长抑制素调控脂肪生成，在

MSCs 和 ADSCs 中脂肪细胞的调控作用是通过差异调节 PPARγ 和 MyoD 来实现的，并且 MSTN

信号能够传递到这两种细胞的细胞核也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实现的。 

结论  肌肉生长抑制素调节骨骼肌质量已经众所周知，并且抑制肌肉生长素或者生成肌肉生长抑制

素拮抗剂在许多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中已经被探讨，这个抑制途径对治疗肌肉退行性疾病有较高的

潜能。但是还有许多关于激活和调控体内肌肉生长抑制素活性的机制需要研究。总之，我们可以得

出结论，肌肉生长抑制素抑制方法为肌肉退行性疾病提供了有前途的治疗策略。肌肉生长抑制素的

作用不仅仅在慢性疾病上，在包括肥胖症在内的代谢疾病上也具有一定的治疗意义。未来的研究重

点应集中在其抑制机制与疾病的关系上， 将肌肉生长抑制素作为新的治疗靶点，为临床治疗提供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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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1 

神经生理学疗法配合运动想象在脑卒中手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陈国强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73000 

 

目的  讨论神经生理学疗法配合运动想象疗法在脑卒中患者的手功能障碍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方法  脑卒中患者 20 例，分为 A、B 两个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运用神经生理学疗法进行常规康

复训练，A 对照组运用神经生理学疗法常规康复训练。B 观察组运用神经生理学疗法常规康复训练

配合运动想象疗法。 

结果  治疗前两组评定标准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周后两组评定标准评分

均有所改善，但评定标准评分比较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和 7 周后两组评定标

准评分比较对照组明显低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本文对比进行疗效观察，显示在脑卒中手康复中，运用神经生理学疗法进行常规康复治

疗基础上配合运动想象疗法进行训练，能进一步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手功能恢复，提高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 

 

PU-442 

手法联合早期运动在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张守光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236800 

 

目的  研究手法推拿联合早期运动对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患者的治疗效果，为改善患者的预后寻求有

效的辅助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 6 月~2014 年 6 月收治的 80 例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治

疗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给予物理因子治疗，观察组给予手法推拿联合早期运动

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疼痛情况比较、髋关节功能比较、生活质量改善比较 P＜0.0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手法推拿联合早期运动治疗髋关节撞击综合征，能有效改善患者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积液

的吸收，提高髋关节的功能与活动度，效果确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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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3 

言语治疗配合针刺及经颅超声治疗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的疗效观

察 

 

陈国强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73000 

 

目的  讨论言语治疗配合针刺及经颅超声治疗在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患者康复治疗的疗效观察。 

方法  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患者 30 例，分为 A、B 两个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在神经内科常规药

物治疗的基础上运用言语治疗进行常规康复训练，A 对照组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运用言

语治疗进行常规康复训练。B 观察组在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运用言语治疗配合针刺及经

颅超声治疗进行系统康复治疗。 

结果  治在疗前两组评定标准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周后两组评定标准评

分均有所改善，但评定标准评分比较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和 8 周后两组评定

标准评分比较对照组明显低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本文对比进行疗效观察，显示讨论在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患者康复治疗中，运用言语治

疗配合针刺及经颅超声治疗，能进一步改善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患者的言语功能恢复，提高患者交

流能力。 

 

PU-444 

运动疗法配合太极拳对帕金森病运动障碍和平衡能力的影响 

 

陈国强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73000 

 

目的  讨论运动疗法配合太极拳对早期帕金森病运动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帕金森病患者 20 例，分为 A、B 两个对照组和观察组。A 对照组 10 人采用常规药物治疗，B

观察组 10 人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运用运动疗法配合太极拳进行治疗。 

结果  治疗前两组评定标准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周后两组评定标准评分

均有所改善，但评定标准评分比较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和 8 周后两组评定标

准评分比较对照组明显低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运动疗法配合太极拳对帕金森病运动障碍和平衡能力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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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5 

超声波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魏艳霞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目的  研究超声波在康复治疗中关于疼痛的应用。 

方法  选择 2015 年 8 月-2016 年 1 月来我科治疗的有关节疼痛的 6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两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采用日常康复训练的方法治疗。观察组：在采用日常康复训练的方法治

疗的同时，加超声波治疗，治疗方法为：在患者做康复治疗前或治疗后，将耦合剂均匀涂布在疼痛

关节部位，用 1.0－1.5w/c ㎡的连续超声，将探头做局部环形移动，8min—10min/ 次，5 次/周。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疼痛分级好于对照组， 

结论  超声波的镇痛效果显著，可辅助 PT，OT。缓解病患治疗过程中的疼痛。 

 

PU-446 

关节松动术治疗肩周炎的综合评定 

 

刘珊珊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目的  以对照观察的方法研究关节松动手法和传统手法对肩周炎治疗作用的不同效果比。  

方法  选择 2013 年一月-2016 年 6 月来我院治疗的 32 例肩周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在 40—65

岁，表现为肩痛，肩关节某一方向活动度较健侧至少减少 20°，排除外伤或颈椎病所致肩痛。随机

分成两组，每组 16 例。 对照组：采取传统手法结合超短波治疗。观察组采用关节松动手法结合超

短波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以肩关节功能评价量表在治疗前后对肩关节疼痛、ROM、ADL 肌力

及局部形态进行综合评定。 

结果  显效 13 例，好转 9 例，无效两例，有效率 93.75%，治疗肩关节功能评定得分显著增加（P<

0.001）；以治疗后肩关节功能分值、治疗前后得分增加值为标准疗效并与临床疗效评定结果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关节松动术对肩周炎具有显著疗效，肩功能评价量表可作为肩周炎的康复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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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7 

手指气压加康复训练治疗手指功能障碍 18 例 

 

周珂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目的  探讨手指气压加康复训练治疗对中风后手指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将 18 例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 ，治疗组加用手指

气压。疗程均为 4 周。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8 .9%，对照组为 44%，两组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合理采用手指气压疗法，可以促进手指功能恢复，提高临床疗效。 

 

PU-448 

运动康复结合药物治疗对中枢神经元损伤性痉挛的治疗效果观察 

 

李帅旗 魏艳霞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目的  运动康复结合药物治疗痉挛与单纯药物治疗痉挛效果对比。 

方法  选择 2014 年 6 月—2015 年 8 月来我科室治疗的脑血管病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两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同时配合运动康复治

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两组脑血管病患者肌张力评定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情况的观察。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改良 Ashworth 评定（1+级），ADL 评分（70±5）均高于对照组改良 Ashwor

th 评定（2±1 级），ADL 评分（60±5）。  

结论  运动康复结合药物治疗有效降低肌张力，提高肌力及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PU-449 

中频电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 

 

沈珊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目的  观察中频电配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肩手综合征的治疗效果。   

方法  98 例肩手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50 例)采用常规临床药物治疗和康复

训练。观察组(48 例)在常规临床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的基础上配合中频电治疗,治疗时间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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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在治疗前后采用目测类比评分法(VAS)、改良的 Fulg-Meyer(FMA)法、Barthel(BI)指数分别评定

患侧上肢疼痛、手指水肿程度、关节活动范围、上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定临床

疗效。 

结果  两组治疗后偏瘫侧肩痛、水肿、关节活动度、FMA-Meyer 评分及 Barthe 指数较治疗前均有

显著改善(P0.0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亦明显优于对照组(观

察组 97.92%,对照组 78.00%,P0.05)。 

结论  中频电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疗效显著。 

 

PU-450 

脑卒中患者倾斜综合征的表现及治疗 

 

陈熹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目的  倾斜综合征又称身体不成直线，中心轴偏移，是指偏瘫病人所有的体位都强力地向偏瘫侧倾

斜，并抵抗任何被动校正其姿势的尝试，就是说抵抗使体重向身体中线或过中线向健侧移的校正，

倾斜综合征见于左侧偏瘫的患者，2015 年 8 月我科收治了 1 例左侧偏瘫的患者，经一般的康复治结

果：疗方法训练 1 月后效果不佳，按倾斜综合征治疗，其治疗效果较显著，恢复良好。  

结论  训练 2 个月后，病人改善了平衡水平和重心转移，坐位下可自由独立进食、洗刷、穿衣，达

到独立平地行走，监护下可上下楼梯。  在脑血管意外的急性期，许多患者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临床

症状表现期后，产生了典型的偏瘫征象，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基本可以自理。可是当倾斜

综合征出现并延续成一个问题时，人们常认为患者不适合康复治疗并把他们送到疗养院或其他长期

护理机构，甚至把他们接回家任其自由发展，错误地认为患者没有充分的主动性。实际上，许多研

究已证明大多偏瘫患者不管步态的模式和质量如何都能够达到独立步行，有的患者甚至自然恢复也

能步行，而有小部分患者却不能通过一般的康复治疗学习步行，通常情况下都认为些病人因为年龄

太大、体质虚弱、患侧下肢肌张力不够、偏瘫侧感觉丧失及偏盲而不能步行。事实上，这些理由显

然不够充分，似乎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针对这一部分病人，按一般的康复训练方法进行治疗是很

难达到预定目标的。所以应根据病人的表现及存在的问题，及早认识到倾斜综合征的存在，及时调

整治疗方案及训练方法以纠正此综合征，使病人达到独立坐位平衡、站立、行走及 ADL 最大限度的

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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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1 

系列石膏配合康复训练在脑瘫患儿马蹄足畸形的疗效观察 

 

王秋 罗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系列石膏配合康复训练脑瘫患儿马蹄足畸形是否比只进行康复训练有更好的疗效。 

方法  采用对照研究的方法，纳入 56 例有马蹄足的脑瘫患儿，分为两组，试验组采用系列石膏配合

康复训练，对照组则采用康复训练。分别在试验前、治疗开始后的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和第六个月

观察两组患儿的踝关节在伸膝和屈膝时的背屈度、并行观察性步态分析。 

结果  两组病人在接受治疗后其踝关节在伸膝和屈膝时的背屈度、观察性步态量表都有明显进步，

而试验组在其踝关节在伸膝和屈膝时的背屈度及观察性步态量表的效果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结论  系列石膏疗法和康复训练都可以改善脑瘫患儿马蹄足畸形，而系列石膏疗法配合康复训练可

更好地降低患儿腓肠肌和比目鱼肌的肌肉张力，缓解痉挛，改善关节活动度和步态，疗效持续时间

更长，值得在马蹄足患儿中使用。 

 

PU-452 

脑外伤后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的康复评定与康复治疗 

 

沈雪彦 刘罡 吴军发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 200040 

 

目的  脑外伤后并发帕金森综合征（Parkinson′s syndrome, PS），此为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中的一

种且较为少见。此种类型的帕金森综合征应用药物治疗往往难以取得满意疗效。我院收治脑外伤后

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患者一例，进行康复评定后，运用康复治疗手段结合药物治疗方法对患者进行

治疗，以期探索脑外伤后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的康复评定手段及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患者男性，38 岁，因―左侧肢体活动不利 5 月余，震颤一月余‖入院。患者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因头部外伤致左侧肢体活动不利、意识模糊，急诊头颅 CT 提示：左侧颞顶硬膜下血肿，左颞叶

脑挫伤伴脑内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左颞骨骨折。诊断：左侧颞顶硬膜下血肿，左颞叶脑挫伤伴

脑内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左颞骨骨折、头皮裂伤。经急诊全麻下行―左额颞顶硬膜下血肿\左颞脑

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ICP 探头植入术‖术后经监护、止血、气管切开、脑保护、抗感染、抗

癫痫、高压氧、康复等综合治疗，患者病情平稳，于 2015-08-20 出院。近一月余患者出现左手震颤，

反应迟钝，右下肢僵硬，睡眠增多，入住我院康复科进一步康复治疗。采用 Brunnstrom 分期、简易

精神状态量表（mini-mentalstate examination，MMSE）、Berg 平衡量表等方式对患者进行康复评

定，结合神经查体及实验室、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临床、功能诊断并予以讨论及治疗。 

结果  患者中年男性，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因头部外伤致左侧肢体活动不利、意识模糊，根据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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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像学表现，颅脑外伤术后，左额颞顶硬膜下血肿\左颞脑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ICP 探头

植入术后诊断明确。患者存在慌张步态和震颤，根据 Brunnstrom 分期（左侧肢体）：上肢 IV 期，手

V 期，下肢 IV 期，故可诊断运动功能障碍。Berg 平衡量表评分 40 分，存在平衡障碍。患者 Barth

el 指数 55 分，存在中度日常生活活动功能障碍。患者颅脑外伤后出现进行性加重的面部表情僵硬以

及肢体僵硬伴震颤，慌张步态，反应迟缓，应当考虑考虑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可能。经过 5 周的康

复治疗后，患者嗜睡情况消失，步态恢复正常，面部僵硬改善，震颤消失，肌张力正常，双侧肢体

肌力正常。Barthel 指数 95 分；Berg 平衡量表评分 52 分。上述结果表明，经过治疗后患者的步态

和平衡功能均有明显提高。精神状态明显好转，面部表情变得丰富，震颤、僵直等帕金森样症状得

到完全控制。偏瘫侧近端肌力有所提高，结束康复治疗时双侧肢体肌力对称。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得到显著改善，可以独立步行及用餐等。 

结论  康复评定后，予以适当康复训练结合药物治疗脑外伤后并发帕金森可取得较好疗效。 

 

PU-453 

从三元论看特殊儿童语言的延续康复 

 

陈卓铭 彭少灵 严嘉健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近十年来，临床医疗、康复和特殊教育的各种研究与发展表明延续治疗对于特殊儿童十分重要。

陈卓铭团队在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三元论‖的看法。在临床实践中，该团队认为特殊儿童在被发现后，

应该要尽快送到医疗机构获得良好的医疗康复。接着，在残联机构或特殊教育机构接受特殊的系统

教育。此时，特殊儿童应该要接受特殊教育，康复教育及融合教育。该团队认为在―三元论‖的指导下，

使得特殊儿童在整个延续康复上能做到无缝链接。最终，使到特殊儿童能融入社会。 

 

PU-454 

穴位注射治疗精神发育迟缓伴语言障碍 80 例 

 

高永强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研究穴位注射治疗精神发育迟缓伴语言障碍患儿的治疗效果，为精神发育迟缓伴语言障

碍患儿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及理论支持。 

方法  抽取2013年1月-2015年12月我院接收的80例精神发育迟缓伴语言障碍患儿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及语言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训练基

础上加用穴位注射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儿治疗效果及治疗前后语言发育商评分。 

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8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2.5%，差异显著（P＜0.05）；未接受治疗时

两组患儿 Gesell 语言 DQ 评分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分别治疗后，观察组患儿语言发育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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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在对精神发育迟缓伴语言障碍患儿进行水疗、按摩等常规康复治疗及语言训练基础上加用穴

位注射治疗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儿语言发育商评分，缓解其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 

 

PU-455 

小儿颅脑外伤临床特点及治疗分析 

 

高永强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研究探讨小儿颅脑外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小儿颅脑外伤患儿 70 例，分析其临床特点及治疗方式。 

结果  经过治疗，70 例患儿中，死亡 2 例，植物人 3 例，死亡率为 2.86%，治疗的有效率为 88.57%。 

结论  小儿颅脑外伤的临床特点与成人有较大差异，在治疗时应结合小儿颅脑外伤的临床特点，选

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PU-456 

应用运动疗法路径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早期规范训练的效果观察 

 

杨信才 谢瑞娟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071000 

 

目的  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是自受孕开始至婴儿期非进行性脑损伤和发育缺陷所导致的综合征，

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除极严重者外，脑瘫均可治愈

或正常化。本研究对 3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包括高危表现患儿，在综合康复的基础上采用运动疗法路

径进行早期规范化训练，探讨脑瘫的治疗规范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的 30 例脑瘫患儿为对照组，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 30 例为治疗组。60 例患儿均为门诊康复病例，年龄在 1.5 月至 4 岁之间，所有病例均为痉

挛性脑瘫，不伴有癫痫和严重智力低下。2 组一般资料分布情况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对照组：采取

常规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较大患儿）、针刺及穴位贴敷疗法等综合康复措施。常规运动疗法包括良

肢位的摆放；以 Bobath 技术为主的肢体各关节的被动运动；以 Vojta 技术为主的肢体各关节主动运

动诱导训练。治疗组：作业治疗、针刺、穴位贴敷等治疗同对照组，运动疗法采取临床路径进行规

范训练：第一步：常规运动疗法（同对照组）及关节牵伸；第二步：粗大运动引导训练：根据患儿

不同年龄、不同阶段进行相应内容的诱导训练，包括搭桥运动（双桥→单桥），夹腿运动，躯干卧位

起坐等；第三步：自主练习：包括缺失练习和将训练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治疗师通过评定将患儿的

运动发育缺陷和落后问题，和家属一起讨论训练方案；第四步：同步感统刺激练习：是在常规运动

疗法、粗大运动引导过程中由助手或家属在旁协助治疗师运用彩色玩具、动画儿歌、音乐等吸引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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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第五步：同步家属健康教育：贯穿于患儿的整个康复过程中（训练中、训练之余），教育内容包

括康复知识技能教育、家属心理教育、智能开发及成长教育等。 评定方法：两组采用粗大运动功能

评估（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88,GMFM-88）量表中文译本【5】对两组患儿训练前及训

练 2 个月时进行评估，通过 GMFM 评分的变化了解粗大运动的改善情况。 统计学方法：根据观察

指标和数据的不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内收角及踝背屈角的变化，治疗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有效推进了康

复进程；患儿粗大运动的改善 ，2 组治疗后 GMFM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性提高（P<0.01），2 组

治疗后 GMFM 评分比较有显著性差异，且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早期综合康复训练是痉挛型脑瘫患儿康复的根本措施，在此基础上采取运动疗法路径训练能

明显促进患儿整体康复效果。运动疗法路径使训练有计划分步骤有序进行，路径中各步骤之间相互

促进、相互融合，能有效促进患儿整体运动能力的提高，值得进一步推广。 

 

PU-457 

针灸联合低频电刺激对神经源性膀胱康复的疗效观察 

 

宋建霞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观察针灸联合低频电刺激对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 

方法  选择 58 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 28 例和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膀胱功

能训练，观察组则在常规膀胱功能训练基础上配合针灸联合低频电刺激， 8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膀胱

容量、残余尿量和菌尿发生率等指标。 

结果  两组患者康复治疗后膀胱容量均有所增加，残余尿量和菌尿发生率均减少，观察组与对照组

相比，上述指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在常规膀胱功能训练基础上配以针灸联合低频电刺激，可以促进其膀

胱功能恢复，有效增加膀胱容量、减少残余尿量、降低菌尿发生，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PU-458 

老年慢性病继发肺部真菌感染的预防对策分析 

 

杨信才 李小雷 陈露 石翠霞 谢瑞娟 高莉梅 赵丹宁 田红英 李艳玲 覃亮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071000 

 

目的  探讨老年慢性病继发性肺部真菌感染预防对策，为降低患者临床感染率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分析 2013 年 9 月到 2014 年 12 月医院收治的 88 例老年慢性病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4 例，观察组患者给予一定的预防措施观察两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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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统计患者治疗后肺部真菌感染情况显示，观察组患者感染 1 例，感染率 2.27%；对照组感染 1

3 例，感染率 29.55%，其中 6 例感染白色念珠菌，占 13.64%；4 例感染曲霉菌，占 9.09%；2 例

患者感染光滑念珠菌，占 4.54%；1 例感染隐球菌，占 2.27%，两组患者临床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统计患者治疗 10d 后临床疗效，观察组痊愈 38 例，占 86.36%,好转 5 例，

占 11.36%，无效 1 例，占 2.27%，临床有效率为 97.73%；对照组痊愈 16 例，占 36.36%，好转 8

例，占 18.18%，无效 20 例，占 45.45%，观察组患者临床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统计两组患者治疗 10d 后真菌耐药病例数，观察组有 1 例患者出现真菌耐药

性，对照组患者发生 10 例真菌耐药病例，观察组患者真菌耐药病例数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真菌耐药

病例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和住院次数分别为（9.87±2.

63）d、（4.73±1.63）次，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5.74±4.42）d、（10.64±3.22）次，两组患者住院时

间和住院次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有效降低老年慢性病继发性肺部真菌感染率，同时有利于减少患

者住院时间和住院次数，提高临床疗效，临床指导意义重大。 

 

PU-459 

新疆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卒中后抑郁患病因素影响研究 

 

祁鸣 谢觐 张桂青 张瑞春 时若欢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8 

 

目的  调查卒中后抑郁（PSD）患病的民族差异性，并探讨种族差异是否影响 PSD 的患病。 

方法  以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间在新疆石河子市某三甲医院及乌鲁木齐市某三甲医院收治的

666 名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入院后一周符合 PSD 诊断的分为 PSD 组，不符合的分为非 PSD

组。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疾病相关资料，进行组间基线差异比较，将结果 P＜0.1 者纳

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 PSD 患病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 1 \* GB3 \* MERGEFORMAT ①666 名脑卒中患者中，汉族 PSD 患病率(30.5%)显著高

于维吾尔族(22.5%)和哈萨克族(16.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944, P =0.047；χ2=10.342, 

P =0.001）；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 PSD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163, P =0.141）。 = 2 \* 

GB3 \* MERGEFORMAT ②维吾尔族（OR=0.336, 95% CI:0.173~0.650, P=0.001）和哈萨克族

（OR=0.228, 95% CI:0.119~0.434, P＜0.001）与 PSD 患病呈负相关；而年龄＜60 岁（OR=4.43

5, 95% CI:2.562~7.677, P＜0.001）、有抑郁史（OR=2.647, 95% CI:1.363~5.141, P=0.004）、入

院时 ADL 依赖（OR=1.797, 95%CI:1.184~2.726, P=0.006）与 PSD 患病呈正相关。 

结论  汉族人群中 PSD 的患病率显著高于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年龄＜60 岁、有抑郁史、入院时 A

DL 依赖为 PSD 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PU-460 

经颅重复磁刺激治疗刺激脑卒中患者患侧臂丛神经对患者上肢运

动功能改善的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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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燕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073200 

 

目的 观察经颅重复磁刺激治疗刺激脑卒中患者患侧臂丛神经对患者上肢功能改善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上肢功能有障碍的患者 60 例，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观察组，治疗组和观察组

均接受常规的康复治疗，治疗组患者增加患侧臂丛神经出口处的经颅重复磁刺激治疗，两组各 20

例患者。临床疗效评定采用上肢 Fugl-Meyer 量表（FMA）和 Brunnstrom 偏瘫上肢功能评价。 

结果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都有好转，Brunnstrom 偏瘫上肢功能分期及上肢 Fugl-Meyer 量表（FMA）

均有提高（P〈0.01)。治疗后治疗组与观察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治疗组优于观

察组（P〈0.01）。 

结论  经颅重复磁刺激治疗对脑卒中患者患侧臂丛神经刺激后，可以改善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 

 

PU-461 

肩胛带稳定性对脑瘫患儿精细运动的影响分析 

 

邵舒霞 林晓涵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分析肩胛带稳定性对脑瘫患儿精细运动的影响。 

方法  将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1 月本院收治的其中 10 例脑瘫患儿作为对照组，将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1 月本院收治的其中 11 例脑瘫患儿作为观察组，然后将观察组与对照组进行比较。观

察组采用常规作业疗法训练加肩胛带稳定性训练，对照组仅采用常规作业疗法训练，观察两组精细

运动的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治疗后精细运动均有显著改善，且观察组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肩胛带稳定性训练能更有效地改善脑瘫患儿的精细运动功能，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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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2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症状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关系 

 

薛晨霞 张志强 祁鸣 陆可可 董原君 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8 

 

目的  评价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的症状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 

方法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 15 例 PTSD 患者（PTS

D 组）、15 例 PTSD 症状缓解患者（缓解组）、15 例经历创伤但未发生 PTSD 者（对照组）在经历

创伤事件当天及事后 1、2、3 个月的焦虑、抑郁情绪。 

结果  除 HAMD 的体质量、认识障碍、日夜变化、绝望感四因子外，三组 HAMA、HAMD 总分及各

因子分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创伤事件会引起创伤暴露者情绪的变化，PTSD 症状可能随焦虑、抑郁症状的减轻而缓解。 

 

PU-463 

老年创伤性腰痛康复治疗 

 

张锦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一、老年腰椎退行性变发病原因： 1、吸烟 2、肥胖 3、遗传因素 4、应力因素 5、生理因素：年龄

 性别 激素 6、生化因素：7、营养代谢 细胞免疫 8、手术损伤  

二、常见老年性腰痛的原因 1、腰椎间盘膨出或突出所致腰痛。2、腰椎小关节紊乱所致腰痛。3、

老年性骨质疏松所致腰痛。4、腰椎管狭窄产生的腰痛。5、腰椎小关节退变所致腰痛。6、腰椎退变

致脊柱侧凸或后凸畸形产生的腰痛。7、内脏疾病所致腰痛。8、肿瘤性腰痛。9、创伤性腰痛。 三、

老年创伤性腰痛的特点 1、致伤因素不明确：老年人因骨质疏松，肌力减退对外界损伤抵御能力降

低，小的外力便会造成腰椎损伤。 2、常规影像检查难以发现：致伤因素不足以产生骨宏观结构改

变的情况下，常规影像检查很难发现，往往会误导诊断。 3、病史采集困难 ：老年人由于听力、理

解力、表述力等原因，会使病史采集不够真实、完善，给临床判断带来困难。 4、查体不够配合：

疼痛、活动不便、理解、表达力不足等因素，使得获取的体征不够准确，增加临床诊断的难度。 四、

老年创伤性腰痛康复治疗 1、做仔细问诊，严格查体及必要的辅助检查以明确诊断。 2、依据创伤性

质给予相应措施。 3、急性期首要止痛：有效、合理的制动。 4、舒适位卧床，缓痛姿势下的上床、

下床位移。 5、止痛药物使用。 6、物理因子治疗酌情使用。 7、恢复期主张积极主动治疗。 8、重

视全面康复，提高运动控制能力，预防创伤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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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4 

rTMS 治疗帕金森病改善运动功能一例 

 

高天昊 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该病的主要临床特点：静止性震颤、动作迟缓及减

少、肌张力增高、姿势不稳等为主要特征。老年人多见，不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影响

家人的正常生活。药物治疗以多巴胺为主辅以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联合治疗，长期应用后，患者多少

会对药物出现耐受现象，而多数的方案调整就是增加多巴胺计量。但已有文献报道，多巴胺摄入过

多会出现其他的药物相关性副作用，同样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给患者及家庭都会造成

较大的影响。 

      重复经颅磁刺激 1985 研制成功，原理是磁场直接作用大脑产生生物电，产生一系列的生理生

化反应，调节大脑兴奋性，改善大脑局部循环和代谢，给损伤或存在功能障碍的大脑组织提供良好

的内环境，从而促进神经生长。早先用于精神类疾病的治疗，现也应用于神经康复的辅助治疗。 

      本例患者先后在 1 年内先后接受 60 余次经颅磁刺激治疗，在药物种类及剂量有减无增的情况

下，主诉症状及家属反映情况均得到明显改善，并应用了国际上通用的帕金森综合评定量表 UPDR

S 评定，10m 步行时间，运动诱发电位等进行疗效观察的评估手段。rTMS 治疗后，UPDRS 的 I 情

绪部分，II 运动部分，III 日常生活部分均不同程度的改善，运动诱发电位的潜伏期有不小变化，10

m 步行时间也明显减少。且 rTMS 治疗 2-3 次后，患者症状就有改善。另外 rTMS1 疗程结束后，可

持续约 2 月。该病例表明，rTMS 治疗该例帕金森病患者有效，且起效快，维持时间长，能作为药

物强有力的补足。 

      目前国内研究已在动物实验中证实，rTMS 治疗能够促进轴突再生和突触重塑,对受损的多巴胺

转运通路进行修补，增加多巴胺释放、激活多巴胺受体并保护多巴胺能神经元，从而减缓甚至有可

能逆转帕金森病的病情进展。然临床实验仍较少，且目前的研究对于 PD 各型的疗效仍不十分明确，

且 rTMS 对多巴胺药物相关副作用的改善也无类似报道。个体差异还需大样本量研究证实。 

 

PU-465 

儿童持续性植物状态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袁俊英 

1.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 

 

目的  探讨影响持续性植物状态患儿意识恢复的关键因素。 

方法  本研究共选取 43 例持续性植物状态（PVS）患儿并给予综合康复治疗，包括物理疗法如 Ro

od 技术节活动度训练等、药物治疗以及头部水针穴位注射治疗。于治疗 3 个月后对其意识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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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定，并将其意识恢复与否作为结局指标，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对各个可能的

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对有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从而探讨影响 PVS 患儿意识恢复的

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入选 43 例 PVS 患儿经综合康复治疗 3 个月后，共有 29 例患儿恢复意识，其意识恢复

率为 67.44%；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发病时年龄、入院时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评分、

治疗前 PVS 评分与 PVS 患儿意识恢复具有显著相关性（P<0.05），而性别、损伤类型、脑电评分、

发病后开始康复时间与 PVS 患儿意识恢复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PVS 患儿年龄越大、入院时 BAEP 评分、治疗前 PVS 评分越高，患儿意识恢复的可能性越

大。 

 

PU-466 

弥漫性轴索损伤后痉挛状态的康复治疗 

 

王瑜元 黄崧华 陈婵 李学敏 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01907 

 

目的  观察康复治疗对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四肢躯干痉挛的疗效。  

方法  收治一例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该患者神志、意识清楚，表现为突出的四肢痉挛状态伴挛缩，

入院后查头颅弥散张量成像见双侧锥体束和皮质网状束的损伤，因此去抑制作用减弱或消失导致肌

张力增高，表现为大脑源性痉挛状态的特殊姿势，仅能维持被动卧位姿势。由于早期未得到合适的

康复措施，伴发严重的关节挛缩、疼痛和心理问题。入院后完善康复评估，予超声波、红外线、中

频等物理因子治疗改善痉挛、粘连及缓解疼痛，并着重加强痉挛肌群牵伸，并予关节松动术改善关

节被动活动范围。同时辅以降低肌张力、改善情绪等药物治疗。  

结果  经 6 周积极康复治疗后，患者躯干、肢体痉挛有所改善，关节活动度增加，可在一人帮助下

床边坐位，而随着患者功能进步，其心理障碍也有所改善。目前第一阶段康复目标基本达成，后续

仍需进一步康复治疗，以达到更高的康复目标。 

结论  康复治疗可改善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大脑源性痉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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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7 

基于游戏的运动反馈疗法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临床研

究 

 

朱宁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基于游戏的运动反馈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偏瘫患者 8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 例。2 组均接受常规康复

训练（包括 PT 和 OT）；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以游戏为主的反馈训练。2 组患者分别于训练前、

训练 2 周、4 周后进行对比。观察指标：①采用 Fugl—Meyer（FMA）运动功能评价表，改良 Bart

hel 指数(MBI)对两组患者上肢功能和 ADL 进行评价。②采用 PABLO 上肢功能评估系统测量偏瘫侧

腕关节背伸活动度。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 FMA、MBI 评分、腕关节背伸活动度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

5)。观察组从训练 2 周后开始，患者 FMA、MBI 评分、腕关节背伸活动度优于训练前水平(P<0．0

5)。对照组训练 4 周后，患者 FMA、MBI 评分、腕关节背伸活动度才优于训练前水平(P<0．05)。

通过组间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 FMA、MBI 评分、腕关节背伸活动度在 4 周后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进行基于游戏的运动反馈训练能较好提高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 

 

PU-468 

Mppa介导光动力疗法可能通过上调自噬来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的炎

症反应 

 

苟慧 田思 朱江 潘黎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42 

 

目的  鉴于有文献报道光动力疗法（PDT）能在动物模型中有效缩小动脉壁斑块而不引起急性心血

管事件，我们开始探索 PDT 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在细胞层面上的具体机制。 

方法  我们购买小鼠系巨噬细胞 RAW264.7 作为研究对象，使用第二代光敏剂：焦脱镁叶绿酸 a 甲

酯（Mppa），工作浓度为 2μM，孵育 24h 后添加光照处理。我们采用 cck8 检测试剂检测细胞活性；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细胞凋亡以及胞内 ROS 浓度；用 MDC 检测法观察自噬体；western blot 技术检

测蛋白表达量。 

结果  结果显示，在一定光能量下，不明显影响细胞存活率或使细胞存活率处于亚致死点上（85%

以上存活率），流式细胞技术也支持此结果。且在此条件下可引起自噬体的形成，MDC 法检测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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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体。而且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自噬指标 LC3 升高，而炎症指标 NFκB 降低。 

结论  我们认为 Mppa 介导的光动力疗法可能对动脉粥样硬化病理过程中核心的过度炎症反应有一

定的控制效应。而且此效应可能是通过上调自噬来完成的。由于光动力疗法的简单直接而且目前未

发现有明显的副作用，这较之传统的粥样硬化疗法有明显的优势，我们认为这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极

具价值的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法。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上调和下调自噬的表达，以观察

炎症的控制是否和自噬的上调有直接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探索 NFκB 信号通路的上下游，以明

确 PDT 引起自噬并下调炎症的具体的、详细的机制。但目前的研究结果提示了我们光动力疗法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性，并且提示了可能的机制，这将是光动力研究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历程中

很重要的一个结合点和转折点。 

 

PU-469 

虚拟现实技术结合活动平板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态时空参数及步

态对称比的影响 

 

黄臻 

番禺中心医院 511400 

 

目的  探讨虚拟现实技术结合活动平板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态时空参数及步态对称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的试验方法，选取 60 例脑卒中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治疗组（30 例）和对

照组（30 例）。对照组接受基础训练与活动平板训练，治疗组接受基础训练和虚拟现实结合活动平

板训练，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对 2 组患者进行步态时空参数（步速、步频、步态周期等）和

步态对称比（步长对称比、支撑相对称比、摆动相对称比）的评估，对步速与步态对称比进行 Pear

son 相关分析。 

结果  治疗 4 周后，治疗组步速、步频、步态周期、分别为[(0.69±0.08)m/s]、[(81.52±9.41)step/mi

n]、[(1.23±0.17)s]，步长对称比(1.15±0.09)，摆动相对称比(1.11±0.05)，支撑相对称比(1.10±0.04)，

与治疗前和对照组同期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患侧髋关节最大范围和膝关节最

大范围分别为(7.20±3.57)、(30.51±13.62)较治疗前改善，但与对照组(6.15±4.63)、(29.14±14.35)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步速与步态对称比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r=-0.47，r=-0.

54，r=-0.44，P<0.01)。 

结论  虚拟现实技术结合活动平板训练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下肢步行功能，特别是对步速及步态对

称性方面改善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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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0 

Monitored Rehab Systems 训练对退行性脊柱侧弯老年人慢性腰

背疼痛的治疗作用 

 

庄鑫 陈运 杨小亮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210024 

 

目的  观察 Monitored Rehab Systems（下肢综合训练系统）训练对退行性脊柱侧弯老年人慢性腰

背疼痛的治疗作用。 

方法  将 42 例退行性脊柱侧弯慢性腰背疼痛老年患者按照年龄、性别分为对照组 22 例、治疗组 20

例。对照组进行 6 周物理治疗，治疗组进行 6 周物理治疗和 Monitored Rehab Systems 训练，分

别于治疗前、治疗 6 周后使用疼痛数字评分（NRS）、下腰痛评价表 Oswestry 腰痛调查表（OSW）

进行评估。 

结果  对照组患者腰背部疼痛和功能障碍有所减轻（P<0.05），治疗组明显减轻（P<0.01）,治疗组

治疗效果较对照组显著（P<0.05）。 

结论  Monitored Rehab Systems 训练能够有效减轻退行性脊柱侧弯老年人慢性腰背疼痛。 

 

PU-471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抑郁模型大鼠治疗效果的研究 

 

崔立玲
1
 朱志中

1
 程元元

1
 戚文军

2
 

1.天津市环湖医院 

2.天津市药品检验所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对卒中后抑郁

（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模型大鼠的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大脑中动脉栓塞法(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建立局灶脑缺血模型，通

过慢性不可预见温和应激法（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CUMS）建立 PSD 模型大鼠；

通过蔗糖水实验（Sugar water consumption test）、旷野实验（Open-field test）和水迷宫实验（W

ater maze test）检验 rTMS 对 PSD 模型大鼠的治疗效果。 

结果 rTMS 治疗组蔗糖消耗量与模型组相比明显减少，有显著差异（P<0.01）；旷野实验中 rTMS

治疗组大鼠水平及垂直次数较模型组有显著提高，差异显著（P<0.01）；水迷宫实验中，rTMS 治疗

组大鼠较模型组学习和记忆能力都有所改善，差异显著（P<0.01）。 

结论 rTMS 能够可有效改善 PSD 模型大鼠快感反应、运动活动性水平、兴趣和学习记忆能力。 

 

PU-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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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囊扩张配合冰刺激治疗延髓背外侧综合症引起的吞咽困难 

 

朱瑞雪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探讨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引起吞咽功能障碍的特点及应用球囊扩张配合冰刺激对其治疗的疗效。 

方法  35 例吞咽困难者均为延髓背外侧综合征，男性 22 例，女性 13 例；年龄 33-72 岁；发病时间：

最短 7 天，最长 1 年。通过洼田饮水试验及吞咽 X 线荧光透视检查，评定为喉上抬不足、吞咽延迟、

环咽肌完全不开放或开放不完全，会厌谷、梨状窝食物残留。采用 14 号乳胶球囊导尿管的球囊，对

痉挛的环咽肌进行反复多次扩张，配合冰刺激及颈部前伸吞咽对其治疗，每日 1 次。 

结果  球囊注水量 8-20ml ，扩张次数最少 3 次，最多 32 次。痊愈率 80%，有效率 100%。 

结论  在安静呼吸状态下，环咽肌处于收缩状态，以防止气体进入食管以及食管、胃内容物反流等。

吞咽时，环咽肌前壁依靠喉的上提及前移将其向上、向前牵拉，促其打开。当喉结构回复时再关闭。

如果喉上提功能障碍，则环咽肌打开异常。延髓梗死后，累及迷走神经背核，影响喉返神经在咽丛

分支的功能，从而导致环咽肌顺应性降低。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吞咽障碍模式相对固定，喉上提减弱

及环咽肌顺应性降低，是其吞咽障碍的原因。因此，增强喉上提肌群的肌力及降低环咽肌的肌张力

至关重要。应用球囊扩张配合冰刺激治疗，操作简单，切实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PU-473 

超早期康复训练对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影响 

 

罗珣 吴睿 许梦雅 李树强 崔永刚 庄敏 李博文 简玉琴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14 

 

目的  探讨超早期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ADL）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我院神经康复科收治的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 80 例，随机分

为康复组（40 例）和对照组（40 例）。两组偏瘫患者均是第 1 次发病，影像学检查确诊，存在肢体

功能障碍，发病前无其他疾病引起残疾，无严重失语及认知障碍，无严重脏器疾病。对照组 40 例，

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42～68 岁，平均（58.6±3.5）岁；康复组 40 例，男 21 例，女 19 例，

年龄 41～69 岁，平均（58.5±3.5）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脑卒中类型和偏瘫部位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在超早期（生命体征平稳，神经症状不再进展 24 小

时后)和治疗 1 月后，对两组偏瘫患者分别进行评估，其中用 Fugl-Meyer（FMA）评定法对运动功

能评定，用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评分法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定。康复组和对照组

在急性期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其中对照组未接受超早期康复治疗，康复组在超早期开始进行一对

一的康复训练，每日 1 次，每次 30～40 min，每周 4～6 次。训练方法以脑卒中偏瘫运动治疗的基

础理论为依据，因人而异，根据对每位患者的初期评价，制定不同的早期康复治疗计划，并遵循循

序渐进的治疗原则。与此同时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康复治疗的重要性，提高患者和家属的康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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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康复观念贯穿在每天 24h 的管理及康复的日常生活活动中，以便更好地对患者进行康复治疗。 

结果  通过对两组脑卒中偏瘫患者治疗前后 ADL 评分和 FMA 评分的结果进行比较，两组偏瘫患者在

治疗后 ADL 评分、FMA 评分均有所提高，但康复组提高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统

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在超早期使用常规药物治疗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科学合理的早期康复治

疗，对患者功能恢复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能够促进中枢神经功能重建，促进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

能的恢复，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使其早日回归家庭和社会。 

 

PU-474 

盐酸美金刚联合谷红注射液对脑外伤后认知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李飞翔 焦红军 张晓晓 吴睿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14 

 

目的   观察 3 组治疗方案对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疗效。 

方法   将 123 例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患者分为 3 组，给予常规对症支持治疗，其中Ⅰ组 63 例患者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盐酸美金刚口服联合谷红注射液静滴，Ⅱ组 40 例患者仅加用美金刚口服，

Ⅲ组 20 例患者仅加用安慰剂；于治疗前、治疗后 2 个月分别行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MMSE）、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及蒙特利尔智能量表（MoCA）评测疗效。  

结果  治疗 2 个月后，Ⅰ组与Ⅱ组患者的 MMSE、ADL、MoCA 评分提高幅度均大于Ⅲ组患者（p<

0.05），Ⅰ组患者治疗后 MMSE 评分提高幅度大于Ⅱ组患者（p<0.05）。 

结论  在常规支持治疗基础上，加用盐酸美金刚联合谷红注射液可明显改善脑外伤后认知障碍的患

者的认知功能、行为能力。 

 

PU-475 

平呃散配合针灸、穴位注射治疗脑卒中后呃逆疗效观察 

 

朱瑞雪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探讨中药结合针灸、穴位注射对卒中后呃逆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40 例卒中后呃逆的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观察组 20 例患者服用中药免煎剂平呃散结

合针灸、穴位注射；对照组 20 例患者给予胃复安 10mg 肌注。平呃散采用中药免煎剂：旋复花 10

g、赭石 15g、陈皮 12g、竹茹 10g、柿蒂 6g、生姜 6g、大黄 6g。针灸：攒竹、内关、太冲、足三

里、合谷留针 30 分钟；内关： 维生素 B1  1ml；足三里：维生素 B6  1ml ,穴位注射。 

结果  观察组有效率 90%；对照组有效率 70%。 

结论  卒中后呃逆是脑血管病常见并发症之一，呃逆分为中枢性和反射性，中枢性呃逆是病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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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刺激呃逆反射中枢延髓及脊髓；反射性呃逆是指直接刺激咽部、颈部膈神经、迷走神经运动

纤维，最终引起膈肌、肋间肌不自主同步收缩引起。卒中后呃逆可能由二者分别单独或共同引起。

中医的病因病机为胃失和降，气机不利，胃气上逆动膈所致。治以和胃降逆、升清降浊之剂。配合

针灸、穴位注射，相关穴位刺激经过经络扩散，反射性地引出大脑皮层感应点周围区域的抑制，使

膈肌和辅助呼吸肌的张力下降，从而解除呃逆。通过我们的观察治疗，提示平呃散配合针灸、穴位

注射是治疗卒中后呃逆的有效方法。 

 

PU-476 

悬吊运动训练对不完全截瘫患者平衡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尹正录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悬吊运动训练对不完全截瘫患者平衡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37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 19 例、对照组 18 例，两组均采用常规康复训练，

如垫上桥式训练、跪位训练、坐站训练、佩戴支具步行训练等，观察组在对此基础上辅以多点多轴

悬吊运动训练，选择仰卧位、俯卧位腰椎中立位放置、仰卧位骨盆上抬和侧卧位拱桥等方式，每组

动作重复 6 次，重复 3 组，组间休息 1 分钟，每日 1 次，每周 5 次，持续 6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

疗 6 周后采用躯干控制能力测试（trunk control test，TCT）、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

e，BBS）、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对两组患者的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6 周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TCT 评分分别为：（85.6±7.2）、（78.1±8.3）分；BBS 评分

为：（49.0±4.4）、（45.6±3.9）分；均高于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 TCT、BBS 评

分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悬吊运动训练可以改善不完全截瘫患者的平衡及步行能力。 

 

PU-477 

下肢康复机器人步行训练对脊髓损伤继发骨质疏松患者骨密度和

骨代谢的影响 

 

庞日朝 王文春 王倩 董超 江玥 程超 李蓓 袁丽 张安仁 

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  通过观察骨密度和骨代谢相关指标的变化来评价下肢康复机器人防治脊髓损伤继发骨质疏松

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 36 例脊髓损伤继发骨质疏松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18 例）和对照组（18 例）。两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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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下肢康复机器人步行训练。两组均每日治疗

1 次，连续治疗 60 天。治疗前、治疗 1 个月、治疗 2 个月分别测定患者的腰椎和股骨骨密度、TRA

CP5b、BALP、25（OH）D、血钙、血磷、ALP 的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 2 月后和治疗前相比，对照组股骨颈和股骨全部骨密度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2 月后两组 TRACP5b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月后和治疗前相比，对照

组 TRACP5b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月后和治疗前相比，对照组 TRACP5b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下肢康复机器人行走训练能减轻脊髓损伤患者股骨颈和股骨全部骨密度下降的程度。但对损

伤平面以下不同部位骨密度的影响不同，其作用机制可能和抑制骨吸收有关。 

 

PU-478 

神经干细胞脑实质内移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动物的 meta 分析 

 

黄海龙 毛志娟 彭姣姣 陈红 黄晓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系统评价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progenitor cells，NSPC）移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动物的

疗效，为临床实验设计和评估提供依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搜集 NSPC 移植治疗缺血性脑卒

中的动物实验研究，检索时限截至 2016 年 4 月。由 3 位评价员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地筛选文

献、提取资料和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 Stata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总共纳入 39 个动物实验研究。Meta 分析结果显示：NSPC 移植治疗后，运动感觉功能评价

指标中，改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NSS）［ES=–2.08，95%CI（–2.4，–1.76），P＜0.001］、旋转

试验（rotarod test）［ES=1.85，95%CI（0.76，2.94），P＜0.001］及除粘实验（adhesive remo

val test）［ES=–0.85，95%CI（–1.07，–0.64），P＜0.001］；组织学评价指标—梗死面积（infarct

 volume） [ES=–1.16，95%CI（–1.52，–0.08），P＜0.001]。与未应用 NSPC 移植的对照组相比，

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当前动物研究证据表明，NSPC脑实质内移植能显著改善缺血性脑卒中动物的神经功能缺损、

旋转试验，并降低梗死面积。其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细胞源，用于临床改善缺血性脑卒中后运动感

觉功能，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论证其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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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9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联合运动想象疗法在卒中偏瘫上肢功能训练

的疗效观察 

 

饶高峰 张文福 宋社更 陈志瑞 

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317500 

 

目的 观察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联合运动想象疗法对卒中偏瘫上肢功能训练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评

估。 

方法 选取 2010.1-2015年 1月在本科治疗 100例卒中偏瘫上肢功能障碍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均分为对

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使用强制性运动康复疗法，研究组使用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联合运动想象疗

法。研究组不限制健手的使用,患肢接受密集、重复的行为再塑的技术强化训练,5h/d,3d/周,治 4 周。

两组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分别用 Wolf 运动功能试验(WMFT）、简式 Fugl-Meyer 运动评价表、日常

Bathel 指数、运动活动日志(MAL)和 SF-36 生活质量表等进行综合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各项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各项评分较治疗前比较均有所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较对照组比较改善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联合运动想象疗法可以改善日常生活能力，提高卒中偏瘫上肢的运动速度

和灵活性，提高患者预后生存质量。 

 

PU-480 

电针联合腺苷钴胺治疗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疗效 

 

赵若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观察联合运用电针、腺苷钴胺治疗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 型糖尿病伴周围神经病变(DPN)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20 例。两

组患者均给予腺苷钴胺肌肉注射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予电针治疗，两组患者均治疗 2W。观

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肌电图指标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NCV） 和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NCV），多

伦多临床神经病变评分（TCSS）水平变化。 

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及观察组神经传导速度均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而观察组以及对照组神经病变情况（TCSS 评分）较治疗前有所改善，且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电针联合腺苷钴胺能够有效治疗 2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情况。 

 

PU-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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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结合普拉提训练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中的应用

探讨 

 

李莉 孙俊英 王维 胡凤娟 徐红星 王海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观察快速外科康复理念（FTS)结合普拉提(Pilates)康复计划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功能恢复的影

响。 

方法  将自 2014 年 2月-2015 年 12月我院收治的行髋关节置换术 38 例患者根据治疗方法分为快速

外科康复理念结合 Pilates 康复计划组（观察组）和常规骨科手术结合传统康复训练计划组（对照组），

每组 19 例，康复训练时间为 2 个月。观察组给予: ①术前结合患者的病情和特点，制定个体化的康

复计划并术前实施，指导患者行选择性 Pilates 训练，同时对患者进行 FTS 理念的宣教，介绍 FTS

的益处，治疗的具体措施，并发症的预防策略，术后禁忌体位及助行器的使用方法等;②进行超前镇

痛，入院即进行疼痛评估，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4 时予以口服 COX-2 抑制剂 +阿片类

药物，直至手术当天;③加强术后管理，多模式镇痛予以 COX-2 抑制剂，按时给药术后 48 h 内定

时进行疼痛 VAS 评分，如效果不好，予以阿片类止痛药。④麻醉消退后即进行下肢肌肉等长收缩训

练，术后第 2 d 拔出引流管，下地助行器协助行走， 一般下床活动不少于 2 h，并逐步增加，在

穿弹力袜的基础上手术后 8 h 予以利伐沙班 100 mg，每日 1 次，直至术后 2 周。1 周后切口无感

染迹象者，出院后继续行 Pilates 康复计划。⑤定期门诊复查，督促患者按照计划进行每天 1-2 小时

的训练，出院后 2 个月内每 2 周门诊复查一次，2 个月至 4 个月内，每月复查一次，以便按每位患

者的具体康复进度调整训练计划。对照组给予：术前常规宣教，术后疼痛剧烈难忍者给予曲马多口

服，低分子右旋糖酐静脉滴注预防静脉血栓形成，术后第 1 天即开始使用髋关节被动屈伸练习装置

（CPM），髋关节屈曲 ＜90°，一周后行常规康复训练。对患者手术前及手术后 1 个月、3 个月及 6

个月分别进行髋关节功能 Harris Hip Score 评分，评价髋关节功能康复程度，包括疼痛、关节功能、

关节活动度、畸形四个方面，满分 100 分，以及对患者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天数和术后并发症

比较，分析两组患者临床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 1 个月髋关节功能评估有显著性差异 P<0.05，术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无显著性差

异 P>0.05，两组患者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天数和术后并发症比较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FTS 联合 Pilates 康复计划可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可快速提高患者关节功

能，无不良并发症发生，患者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天数和术后并发症较传统康复组优越，是安

全有效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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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2 

苏南地区缺血性脑卒中三级康复临床路径研究 

 

范隽韵
1,2
 励建安

3
 王红星

3
 张大伟

1
 苏敏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 

3.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探讨苏南地区三级康复临床路径在首次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50 例首次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配到三级临床路径组和常规康复组。临床路径组患者按

照三级转诊的方式进入相应层次的临床路径，完成三层次康复医疗机构的统一康复治疗方案。常规

康复组按所就诊康复机构中的常规康复模式和方法完成。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第 3 周末、第 9 周

末、第 17 周末，应用简化 Fugl-Meyer（FMA）运动功能量表评定肢体运动功能和改良 Barthel（M

BI）指数量表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比评价效果。 

结果  临床路径组和常规康复组在治疗前的 FMA 和 MBI 评分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两者的 FM

A 和 MBI 评分在治疗后第 3 周末、第 9 周末、第 17 周末均较前增高，第 3 周末、第 9 周末临床路

径组的的 FMA 和 MBI 评分与常规康复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第 17 周末两者的 FMA 和

MBI 评分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 

结论  按临床路径方法开展缺血性脑卒中的三级康复治疗，比常规三级康复更有利于患者肢体运动

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值得进一步研究及推广。 

 

PU-483 

心理干预结合针刺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康复的影响 

 

李志君 杨丽萍 杨彩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是卒中后的常见并发症，在卒中患者中的发生

率为 20%-65%，而国外则高达 25%-75%，Robinson 等发现在住院病人有 50%在卒中急性期后出

现抑郁症，其余病人中，还有 30%的患者在卒中后 2 年内出现抑郁症状。抑郁症的存在，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疾病的预后，推迟甚至阻碍了康复和回归社会的过程。本文主要观察心理干预结

合传统针刺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根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将符合条件的 34 例脑卒中后抑郁的患者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 2 组，

根据 Barthel 指数评测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判定功能缺陷程度，2

组患者均使用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及康复训练，对照组使用传统针刺治疗，治疗组使用心理干预配合

针刺治疗的方法，以 20 天为一个疗程，观察 60 天治疗结果。 

结果 治疗结束时，将 2 组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改善程度进行比较，治疗组的临床效果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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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脑卒中后抑郁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可以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降低致残率，对患者

尽早回归家庭和社会有积极意义。 

讨论 

  PSD 是阻碍脑卒中后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其发生可能与神经解剖、神经

递质、神经内分泌和社会心理因素有关。目前对 PSD 的发生机制有如下推测：卒中后 30 天左右出

现的 PSD 多与器质性损害引起神经递质活动和脑内整合调节功能障碍有关；3-6 个月以后出现的 P

SD，因为卒中后出现体力活动障碍，社会功能减退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因素如经济变化、角色变化、

依赖他人等，加上本来就有的病理损害们共同形成了 PSD 的第二个高发阶段。因此，PSD 的发生

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心理防御机制直接影响康复成效，当患者处

于兴奋状态及良好情绪时神经肌肉调节达到最佳状态。因此，提高卒中患者的心理健康，对改善卒

中后患者机体功能状态有积极意义。Robinson 对卒中早期患者的研究发现，ADL 能力与抑郁呈正

相关。 

PSD 属于中医―郁证‖的范畴。其病在脑卒中的基础上，由于风痰火郁，导致肝失疏泄、脾失健运、

心失所养、脏腑阴阳气血失调。针刺治疗时选取三阴交、太冲等穴位，既可健运脾胃，又可调畅肝

之气机，恢复脏腑阴阳气血平衡，而达到健脑调神，安定神志的目的。 脑卒中患者伴有情志抑郁，

常不能很好地配合冶疗，进而严重影响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因此在常规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的基

础上配合心理康复治疗，可以促使患者早日康复，更好地回归家庭和社会。 

 

PU-484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联合康复训练对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

运动功能及功能独立性的影响 

 

胡可慧 常有军 杨廷彦 张逸 田野 李阳安 

遂宁市中心医院 629000 

 

目的 观察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联合康复训练对脊髓损伤（SCI）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疗效。  

方法 60 例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康

复治疗，实验组加用下肢肌电生物反馈治疗。治疗前及治疗后 8 周进行下肢肌肉最大收缩时表面肌

电 ( surface electromyogram，sEMG ) 信号采集、运动功能评定及功能独立性（FIM）评定，比

较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 8 周，两组患者的 sEMG 信号及运动功能均有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但两组组间比较，实验组 sEMG 信号及运动功能均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0.05 )。两组患者的 FIM 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实验组 FIM 评分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P＜0.05 )。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联合康复训练对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有促进作用，能明显

提高患者的股四头肌、胫前肌表面肌电信号及肌力，并能提高功能独立水平，减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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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5 

G-EO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与平衡功能的影

响 

 

董新春
1,2
 梁成盼

1,2
 毛杉杉

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3.北京体育大学 

 

目的  通过 G-EO 下肢康复机器人对偏瘫患者进行连续 8 周训练，研究其对偏瘫患者平衡及步行功

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60 名偏瘫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名。两组患者均在常

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实施以下方案：不具备步行能力前，对照组先用下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 A1 训

练，一旦其具备步行能力，即改为常规步行训练；实验组直接进行 8 周的 G-EO 训练。8 周康复训

练前，进行 FMA-LE、Berg、患侧胫骨前肌肌力和小腿三头肌肌张力的评定；4 周、8 周的康复训练

后，在以上 4 项评定基础上，增加 100 步足廓清次数和 10 米步行的评定。 

结果  4 周训练后，（1）两组的 FMA-LE、BBS 评分均得以显著提高 (P<0.05)，且实验组显著优于

对照组（P<0.05）；（2）两组的 MMT、Ashworth 均得以显著改善(P<0.05)，组间无显著差异（P>0.

05）。（3）8 周后，两组的 FMA-LE、BBS、MMT、Ashworth、100SCT、10MWT 评分均得以显著

提高 (P<0.05)，且实验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1）4 周 G-EO 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即能明显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下肢运动、平衡功能，

且疗效好于常规步行训练。（2）持续 8 周 G-EO 训练：在降低偏瘫患者小腿三头肌肌张力、提高胫

骨前肌肌力，增加足廓清次数、纠正足内翻以及提高步速上，优于 4 周，更好于 8 周常规步行训练；

使其步行和平衡功能进一步提高，疗效上呈现良好的时间累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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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6 

靳三针结合运动再学习疗法对脑卒中患者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

生存质量影响研究 

 

卢哲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一附院 473000 

 

目的  探讨靳三针结合运动再学习疗法对脑卒中后偏瘫的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以标准化量表作为

运动功能评估指标，为靳三针结合运动再学习疗法对脑卒中后偏瘫的运动功能改善较单纯运动再学

习疗法的优效性提供循证医学证据，为中西医结合的综合康复手段在脑卒中偏瘫治疗中的应用提供

科学的依据。 

方法 把针刺和现代康复技术具体规范到靳三针疗法和运动再学习疗法，拟通过高质量、多中心临床

研究，在脑卒中后偏瘫住院病人中选取合格病例 80 例，随机化分为靳三针结合运动再学习疗法组与

单纯运动再学习疗法组，两组患者于治疗前、治疗后进行四肢简化 Fugl-Meyer 运动能力评分、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 Barthel 指数、健康调查简表 SF-36 评估。从改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生存质量

的角度,观察靳三针结合运动再学习疗法与单纯运动再学习疗法的康复疗效差异。 

结论 理论上，靳三针结合运动再学习疗法优于单一运动再学习疗法，能明显提高脑卒中患者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和生存质量。 

 

PU-487 

经皮电刺激“鼻三针”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对照研究 

 

何金芝 

西南大学医院 400715 

 

目的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两两比较经皮电刺激―鼻三针‖穴与电针、口服抗组胺药治疗变应性鼻炎(Alle

rgic  

Rhinitis, AR)的临床疗效,以探讨经皮电刺激神经疗法(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TENS)这种无须破皮、安全无痛的电疗法对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如何,与电针的疗效有何异同。 

方法  在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及针灸科门诊就诊的 AR 患者中筛选出符合本研

究纳入标准的患者 90 例,随机均分为三组,即试验组：经皮电刺激―鼻三针‖穴；电针对照组：针刺―鼻

三针‖后加电；西药对照组：口服盐酸西替利嗪片。试验组和电针对照组均隔天治疗一次,10 次为一

疗程,共两个疗程 40 天,西药对照组每天连续服药直到两个疗程结束。三组均在治疗前、治疗一疗程

后、二疗程后行鼻炎症状体征评分和鼻结膜炎患者生活质量问卷(RQLQ)调查以评价治疗前后的改变,

并在治疗结束后 20 天电话随访复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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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治疗一疗程后(20 天),经配对 t 检验得出：三组患者的症状体征积分较治疗前有明显降低(P

均<0.05),但经 K-W 秩和检验,三组间疗效无明显差异；治疗二疗程后(40 天),三组患者的症状体征积

分较治疗前进一步改善,且差异显著(P 均<0.01),三组间总体疗效也有明显差异(P<0.05)。2、治疗二

疗程后疗效比较：试验组的显效率为 20%,有效率 76.67%,总有效率为 96.67%,经 M-W 秩和检验,试

验组与西药对照组的疗效(总有效率 76.67%)有显著差异(P＜0.05),但和电针对照组的疗效(总有效率

93.33%)无明显差异(P＞0.05)。3、试验组及电针对照组在治疗一疗程后、治疗二疗程后的 RQLQ

积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性差异(P 均<0.01),西药对照组治疗二疗程后与治疗前 RQLQ 积分比较也有

较明显改善。4、比较治疗前、治疗结束后及随访时患者每周发作天数,得出：三组治疗后每周发作

频率较治疗前有大幅度减少(P 均<0.01),停止治疗后虽稍有回升,但仍比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

三组间：西药治疗比另两种治疗更易复发,从而说明试验组和电针组的远期疗效优于西药组。 

结论 三组治疗 AR 都有明显疗效,短期疗效相当,治疗二疗程后疗效更佳,且三组疗效有明显差异。结

果表明经皮电刺激―鼻三针‖治疗AR有明显疗效,可与电针疗效相当,还能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复

发率小。鉴于该疗法还有安全验捷、无毒副作用、患者依从性高的特点,值得推广用于临床治疗变应

性鼻炎。 

 

PU-488 

臀大肌肌力训练对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疗效 

 

毛利 金铭亮 薛白洁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臀大肌肌力训练对偏瘫患者步行能力的疗效。 

方法  ５６例已开始步行的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进行常规的康复治疗，实验

组每天进行２０min 臀大肌肌力训练，对照组每天进行２０min 传统的平地步行练习，两组患者每

周进行 6 次治疗，共 4 周，治疗前后两组分别进行６分钟步行功能测试，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６分钟步行功能测试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且

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６分钟步行功能测试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臀大肌肌力训练可明显改善已开始步行的偏瘫患者的步行能力，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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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9 

臭氧+神经阻滞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疗效观察 

 

张高炯 

解放军第 153 中心医院 450042 

 

目的  采用臭氧+神经阻滞治疗与神经阻滞治疗肱骨外上髁炎，对其临床疗效进行分析对比。 

方法  治疗组（臭氧+神经阻滞组）：在肱骨外上髁、桡骨头以及二者之间压痛点最明显的部位行局

部常规消毒、铺巾，采用 1%利多卡因 1ml+曲氨奈德 2ml+0.9%氯化钠注射液 2ml 局部注射，再用

一次性无菌注射器抽取浓度为 50ug/ml 的医用臭氧 6ml 快速注入患处，注射药物以韧带层为主，臭

氧以触及骨面为主，每周一次，共三次。对照组（神经阻滞治疗组）：以压痛点最明显处为中心，1%

利多卡因 1ml+曲氨奈德 2ml+0.9%氯化钠注射液 2ml 局部注射，每周一次，共三次。 

结果  两组优比较 P<0.05，说明臭氧+神经阻滞治疗优于单纯神经阻滞。 

结论  肱骨外上髁炎也称网球肘，是临床上一种很常见的运动性损伤，有观点认为其原因是桡侧伸

腕短肌的慢性积累性撕拉伤，臭氧具有强氧化作用，在人体内可以中和、抑制致痛物质及炎症介质

的合成、释放、扩张局部血管，起到镇痛、抗炎及调节免疫的作用，可以消除无菌性炎症，神经阻

滞治疗可抑制炎症反应，缓解疼痛，改善局部循环，增加关节活动功能作用，两者合用从而达到从

根本上治愈的效果。 

 

PU-490 

偏瘫患者肩痛训练方法及效果 

 

曲小雨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一附院 473000 

 

目的 采用综合康复训练的方法对 100 例脑卒中偏瘫并发肩痛患者进行分组，对照观察综合康复训练

法与传统方法对肩痛恢复的方法 

方法 观察对象为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7 月在我科住院的脑卒中偏瘫并发肩痛的患者，其脑卒中

诊断标准符合我国现行脑血管病诊断标准， 对照组按传统护埋进行常规护理，训练组采取综合康复

训练的方法进行护理。 

结果 结果显示,训练组实施康复综合训练的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对偏瘫患者肩痛进行早期康复训练，保持偏瘫肩关节正常功能位，可有效预防肩痛的发生，

缩短肩痛的康复时间，提高上肢的运动功能，减少废用综合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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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1 

音乐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恢复期的运动功能、步行能力及心理

的影响 

 

赵秋云 林强 程凯 李雪萍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研究音乐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恢复期运动功能、步行能力及心理的影响。 

方法  32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入音乐运动疗法组和运动疗法组。运动疗法组接受为期 3 周的常规

运动康复训练。音乐运动疗法组在接受常规运动康复训练的同时，配合聆听患者喜爱的音乐，共 3 

周。分别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 

能评分（FMA）量表、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Borg 

量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运动功能、步行能力、自觉疲劳程度和

神经心理状况。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FMA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增高（P＜0.05）。音乐运动疗法组治疗前后 FMA

差值显著高于运动疗法组（P＜0.05）。音乐运动疗法组患者治疗后 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显著高于运动疗法组（P＜0.05），步行 200m 

之后的 Borg 评分显著低于运动疗法组（P＜0.05）。音乐运动疗法组患者治疗后 SDS 评分和 SA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评分（P＜0.05），也显著低于运动疗法组治疗后评分（P＜0.05）。 

结论  音乐运动疗法可提高脑卒中患者恢复期的运动功能和步行能力，减轻患者运动后的主观疲劳

感觉，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PU-492 

经颅直流电刺激刺激左前额叶背外侧皮层对脑卒中后抑郁症的临

床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朱昌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620 

 

目的  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认知、日常生活能力及睡眠质量的作

用，为脑卒中后抑郁症的非药物干预提供初步依据。 

方法  选取明确诊断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阳极组（试验组），伪刺激组（对照组）

各 20 人。经颅直流电刺激由专门培训的治疗师进行，每天 1 次，每次 20min，每周连续 5 次，连

续 4 周。治疗前后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蒙特利尔认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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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Montreal 

Cognitive Scale, MoCA)、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改

良巴氏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分别对患者抑郁情绪、认知功能、睡眠、日常生活能力

进行评定。同时记录干预期间不良事件。 

结果  干预前两组各项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阳极组 HAMD 评分干预第 1 周末开始降低（P<

0.05），伪刺激组第 2 周末开始降低（P<0.05），阳极组 HAMD 评分第 2 周末开始低于伪刺激组（P

<0.05），第 4 周末阳极组 HAMD 评分明显低于伪刺激组（P<0.01）；阳极组总有效率高于伪刺激组

（P<0.05），但两组之间痊愈率无明显差异（P>0.05）；阳极组 MoCA 评分第 2 周末开始提高（P<

0.05），伪刺激组第 3 周末开始提高（P<0.05），阳极组 MoCA 评分在第 2 周末开始高于伪刺激组（P

<0.05），第 4 周末阳极组明显高于伪刺激组（p<0.01）；阳极组与伪刺激组 PSQI 评分均在第 2 周末

开始降低（P<0.05），阳极组第 2 周末 PSQI 评分开始低于伪刺激组（P<0.05），第 4 周末 PSQI 得

分明显低于伪刺激组（p<0.01）；阳极组和伪刺激组 MBI 评分均在第 1 周末开始提高（P<0.05），阳

极组 MBI 得分在第 2 周开始高于伪刺激组（P<0.05），第 2 周、第 3 周、第 4 周均高于伪刺激组（P

<0.05）。干预期间阳极组 3 人出现短暂头痛，伪刺激组 2 人；阳极组 4 人出现刺激部位皮肤短暂麻

木感，伪刺激组 2 人；阳极组 2 人出现刺激部位皮肤瘙痒，伪刺激组无。两组均无癫痫发生，所有

不良反应均为轻微短暂的，两组各项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总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结合常规康复可以更加有效地减轻脑卒中后抑郁症状，提高认知水平，改善

睡眠质量及日常生活能力，受试者干预过程中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PU-493 

神经生长因子通过反射途径改善脑功能的可能机制 

 

张成静 李素 

新沂铁路医院 221400 

 

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 简称 NGF）自上世纪 50 年代被发现以来，作为一种改善神经

系统病理状态的药物在世界范围内应用已越来越广泛，不断的研究证实其在内分泌系统、炎症、免

疫系统方面也有其特定的作用，本文在介绍 NGF 的神经系统临床应用基础上，对 NGF 难以通过血

脑屏障，却能改善脑功能的机理，除已有机制外，提出可能存在的简易神经调控模型：神经生长因

子在改善神经系统病理状态时具有同步性，不论中枢神经系统还是外周神经系统，只要能改善神经

反射调控中的任意一个环节，且反射弧完整，那么对整个反射途径中任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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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4 

下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与普通电动起立床对急性期和恢复期脑卒

中患者血压脉搏的影响 

 

封虹宇 张盘德 容小川 刘翠华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佛山医院） 528000 

 

目的  探讨下肢智能反馈系统对急性期和恢复期脑卒中患者的血压、脉搏影响；比较分析两种站立

训练对脑卒中的患者的安全性。 

方法  将 69 名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神经内科住院的脑卒中急性期患者（首次发病，病

程少于 28 天）随机分为下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智能组）和普通电动起立床（普通组）站立训练，

最终 60 例完成试验（智能组、普通组各 30 例，35 名男性、25 名女性）。34 例脑科康复医院脑卒

中恢复期患者（病程大于 28 天）随机分为智能组和普通组站立训练，31 例完成试验（智能组 16 例、

普通组 15 例，21 名男性、10 名女性）。急性期患者均在站立训练第 1 天、第 2 天和第 3 天的卧位

时、训练第 3min、第 20min 和第 30min 测量血压和脉搏并纪录不良反应；恢复期患者均在站立训

练第 1 天和第 2 天的卧位时、训练第 3min、第 20min 和第 30min 测量血压和脉搏并纪录不良反应。

对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诊断、病程进行比较，同时统计分析收缩压、舒张压、脉搏和体位

性低血压发生率。一般定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定性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急性期智能组和普通组两组比较基线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诊断、病程、卧位时收缩压及

舒张压和脉搏无统计学差异（P＞0.05）。站立训练开始后急性期两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降低，

但智能组血压改变较普通组小，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1）。两组脉搏比较，第 20min 时两

组均有增快，但智能组变化更小。恢复期脑卒中患者智能组和普通组相比较，基线资料无统计学差

别（P＞0.05）；站立训练后普通组舒张压下降明显（ P＜0.01 ） ，而智能组舒张压稍有升高；站

立训练后两组脉搏均有加快，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卧位血压高于恢复期；

站立训练开始后第 3min、第 20min 患者收缩压变化值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 3min 时恢复期

患者的心率增快较急性期患者明显。脑卒中急性期患者智能组体位性低血压（OH）发生率为 27.8%、

普通组为 63.3%（P＜0.01），有症状 OH 智能组为 1.1%、普通组为 10.0%（P＜0.01）；脑卒中恢

复期患者智能组 OH 发生率为 18.8%，普通组为 40.0%（P＜0.05 ），两组有症状（OH）为 0%。

恢复期患者 OH 总发生率 29.0%显著低于急性期患者的 45.6%（P＜0.05）。 

结论  急性卧床期的脑卒中患者 OH 发生率高，整合下肢踏步运动和减重支持训练的新型起立床以

比传统的起立床训练，能显著降低 OH 的发生率，提供更高的耐受量、更快、更安全的训练。恢复

期脑卒中患者 OH 发生率显著降低，智能反馈训练系统对恢复期患者血压的影响、OH 发生率的影

响比普通电动起立床训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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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5 

自制中药热透入对增生性膝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王红梅
1
 王龙虎

2
 淮小芸

1
 孙士轩

1
 

1.空军临潼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康复理疗科 

2.西安市 521 医院康复科 

 

目的  观察热透入方法加于自制外敷中药对增生性膝关节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参照美国风湿病学会推荐的 OA 诊断标准，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将符合诊断标准的 60 例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各组按关节受累程度再分为轻、中、重 3 组，各组性别、年龄、

病程、程度分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组用纱布蘸取自制中药液敷于患膝关

节，并在药液纱布上加热水袋行热透入，温度为耐受量，每次 30min，每日 2 次；对照组用透明质

酸钠膝关节腔内注射，每周 1 次。两组均连续观察 5 周，并在治疗结束后 3 个月、6 个月分别进行

治疗效果对比。 

结果  第 1-3 周对照组疗效优于治疗组，但组间差距逐渐缩小，第 4-5 周两组组间差距微弱，第 5

周治疗组疗效略优于对照组，在第 5 周进行 c2 检验，治疗组治愈率、显效率及总有效率与对照组均

无显著性差异（P>0.05）。3 个月、6 个月随访，治疗组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自制中药热透入治疗增生性膝关节炎有确切的疗效，在连续 5周的治疗后与对照组效果接近，

且疗效持久稳定，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具有便、廉、效且痛苦小的优点，适用于轻中度增生性

膝关节炎，尤其适用于缺少时间或经济困难以及不耐疼痛的患者的治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496 

农村脑卒中患者住所障碍及其与日常生活活动关系研究 

 

张莉芳
1,2
 燕铁斌

3
 尤黎明

2
 

1.右江民族医学院护理学院 

2.中山大学护理学院 

3.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康复医学科 

 

背景与目的  导致脑卒中患者日常活动与社会参与受限的原因包括两方面，即身体功能下降和环境

障碍过大。《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指出光线、气候、个人物品等物理环境均可以影响个体的

活动与参与，其中住所环境对脑卒中后患者是关键因素之一。住所环境改造在西方发达国家常见。

一项丹麦的研究显示在卒中后 3-5 年几乎所有的脑卒中患者均接受过住所改造/辅具配置；在瑞典，

国家资助所有有需要的个体进行住所改造。我们前期的一项研究显示物理环境是影响脑卒中患者日

常活动与社会参与的关键环境因素之一，而患者住所内具体有哪些障碍因素以及其与患者的日常活

动和社会参与的关系尚未见有报道。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我们于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6 月对广东省农村地区的脑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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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及相应的调查工具为：社会人口学资料（自制调查问卷），日常活动与

社会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方案 2.0），住所环境（住所环境致跌危险因素评估表）。使用的统

计方法主要为频数与百分比分析、等级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α=0.05 为判断有无统计学意义的检验

水准。 

结果  住所改造仅见于 6%的患者家中。在 30 项住所环境障碍中，有 18 项发生率超过 20%，最高

为 93%（卫生间无扶手）。45%的脑卒中患者活动与参与的损伤程度在严重及以上水平。在控制人

口学资料、家庭与个人收入、神经功能、认知功能、居住方式等混杂因素后，有 4 项住所障碍与活

动与参与相关，他们是大门难以开启（OR=2.39，P=0.002）、起居室地面不平整（OR=1.87，P=0.

014）、无适合患者休息的座椅（OR=1.54，P=0.046）、卧室开关不易触及（OR=1.49，P=0.019）。 

结论  农村脑卒中患者住所内存在较多的障碍因素，这些障碍因素对患者的日常活动与社会参与形

成影响。去除或缓解住所障碍因素可能是提高脑卒中患者日常活动与社会参与的途径之一。 

 

PU-497 

针刺联合依帕司他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研究   

 

王丽倩 徐亚林 

开平市中心医院 529399 

 

目的  探讨针刺联合药物依帕司他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的疗效是否较单独使用依帕司

他治疗 DPN 有效。 

方法  将来自广东开平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门诊、内分泌住院部 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符合

纳入标准的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使用糖尿病的常规治疗方法：两组患

者均给予个体化降糖 2 周，胰岛素或降糖药物治疗并配合饮食运动方案，合并高血压、冠心病、肾

病等患者给予对症处理。经一般处理后，将血糖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标准参照美国糖尿病学会(ADA)

年会对糖尿病血糖控制目标：糖化血红蛋白（HbAlc）<7.0%；空腹血糖 5.0-7.2mmol/L；餐后血糖

峰值：<10.0mmol/L。对照组 30 例患者在基础治疗后予口服依帕司他片治疗，50mg/次,3 次/天；观

察组 30 例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方法基础上加用针刺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4 周。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进

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评分及肌电图检测四肢的神经传导速度。综合疗效评价参照《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2002 年)，其中有效例数=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统计学方法：将所有临

床资料汇总，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管理，使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以(x±s)表示，先进行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检验，符合独立性、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时用 t 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若不符合正态分布者用秩和检验；两组总有效

率比较用 Wilcoxon 检验。 

结果  治疗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评分经统计学分析无统计学意义（P>0.05），神经传导速度经统

计学分析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评分结果较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

（P<0.05），神经传导速度结果较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的总有效率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1.两组治疗方法均可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2.针刺联合依帕司他药物治疗糖尿病性周围神

经病变的疗效较单独使用依帕司他药物治疗疗效更佳,对改善患者的神经传导速度疗效确切，明显减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487 
 

轻临床不适症状,并且无明显副作用，值得临床上加以推广和应用。 

 

 

PU-498 

A 型肉毒毒素治疗对小儿脑瘫粗大运动能力和神经肌肉功能的影

响 

 

李娜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半年小儿脑瘫患者粗大运动功能和神经肌肉功能的变化情况。 

方法  选取 2010 年至 2015 年我院门诊进行肉毒素注射的 52 例 4 岁以上痉挛型脑瘫儿童为研究对

象。GMFCS 分级分布情况为 GMFCS I(n=5)， GMFCS II(n=15) ，GMFCS III(n=16) ，GMFCS

 IV(n=13)， GMFCS V(n=3)。肉毒素注射后这部分儿童主要以家庭康复为主，半年后随访，在肉

毒素注射前及随访时完成脑瘫粗大运动功能测量 88 项（GMFM88），及下肢神经肌肉功能测量，包

括选择性肌肉控制能力（selective motor control，SMC），关节活动范围（range of motion，RO

M），痉挛及肌肉力量。 

结果  对所测量的结果进行相关因素回归系数分析，提示这部分脑瘫儿童选择性肌肉控制能力的得

分与粗大运动功能测量 88 项得分有显著相关，SMC 得分越高的儿童，注射肉毒素后半年粗大运动

功能提高的程度越高（p<0.01）。肌肉力量与 GMFM88 项得分也呈显著相关。力量越好的儿童，G

MFM88 项得分越高，而且半年后提高的幅度更明显（p<0.01）。同时也提示髋关节与膝关节的 RO

M 改变及痉挛程度与粗大运动功能相关性不高。 

结论  选择性肌肉控制能力高及肌肉力量较好的儿童注射肉毒素后粗大运动功能提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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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9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所致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治疗体会 

 

怀娟 石润琇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spinal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sDAVF）是一种脊髓血管畸形类型，

无特异性症状体征，多数为隐匿性起病，缓慢进展，确诊时多有较长病史。好发于中老年人，男性

多于女性，表现为由下而上逐渐进展的脊髓感觉、运动和括约肌功能障碍，因此确诊之前多被误诊

为前列腺肥大、腰椎间盘突出、脊髓炎、多发的神经根病或前角运动神经元病等。本病临床上不常

见，容易误诊。本文旨在初步分析脊髓动静脉瘘患者经综合康复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在自 2013 年 1 月-2015 年 5 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中心收治的 9 例 sDAVF 所致的脊

髓损伤患者，病程 1 月-7 月不等，所有患者均经脊髓造影诊断为动静脉瘘，且行动静脉瘘切除手术

治疗。给予运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针灸治疗等综合性康复治疗措施，治疗 40 天后，分析患者的

运动、感觉功能及膀胱直肠功能的改善程度，评估康复临床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  所有患者经系统康复治疗后，运动感觉功能及膀胱直肠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影响患者

康复预后的主要因素包括确诊及手术时间、病程、脊髓受累的水平及程度。  

结论  SDAVF 属于高阻低血流血管畸形, 其动静脉间的瘘口较小、异常血流流速慢、分流量小, 长

期慢性静脉淤血, 造成脊髓实质广泛水肿和缺血, 但很少出现梗死、出血和软化等严重损害。这也决

定了此类病变具有可恢复性的特点, 当瘘口闭塞后, 解除脊髓静脉高压, 脊髓缺血、水肿情况会得到

改善。因此, 综合康复治疗对这类疾病患者常具有较好的疗效，而准确诊断和及时治疗对康复预后

有重要影响。  

 

PU-500 

呼吸肌训练对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 

 

俞长君 李雪萍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探讨呼吸肌训练对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 

方法  50 例首次发病亚急性期脑卒中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5）和呼吸肌训练组(n=25)，

进行每周 6 天，每天 2 次，为期 3 周康复训练。呼吸肌训练组除常规康复功能训练外增加呼吸肌训

练（膈肌阻力训练、吸气阻力训练、诱发呼吸器训练）。2 组患者分别在训练前后进行血气分析（动

脉血 PH 值、PaO2、PaCO2）、肺通气功能测定（FVC、FEV1、FEV1%、PEF、MVV）、呼吸肌

肌力测定（PImax、PEmax、PImax%、PEmax%）、上肢及下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BI）评估，并随访观察 3 个月，比较 2 组患者肺部感染、再发脑卒中发生率。 

结果  本研结果显示，经过 3 周训练后，2 组患者动脉氧分压、肺通气功能（FVC、FEVl、M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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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F）、呼吸肌肌力（PImax、PEmax）、上肢及下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

（BI）与组内训练前比较，均有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训练后，除 Fugl-Meyer 运

动功能评分（上肢和下肢）和 Barthel 指数（BI）外，呼吸肌训练组其余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随访 3 月，2 组患者肺部感染率组间比较，呼吸肌训练组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  亚急性期脑卒中患者通过呼吸肌训练能有效增加呼吸肌肌力，改善限制性肺通气功能指标，

提高动脉氧分压，降低肺部感染率。 

 

PU-501 

脉冲电磁场对去卵巢大鼠 Runx2 表达的影响 

 

肖登
1
 何红晨

2
 周文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观察脉冲电磁场( PEMFs) 对去卵巢大鼠 Runx2 表达的影响，探讨 PEMFs 治疗骨质疏松可

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 60 只 SD 雌性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4 组：对照组（ Sham 组）、去卵巢组（ OVX 

组）、去卵巢+阿伦磷酸钠药物治疗组（OVX + ALN 组）、去卵巢+脉冲电磁场治疗组（OVX + PE

MFs 组），每组 15 只，按文献方法， Sham 组切除双侧卵巢周围脂肪组织，其余各组大鼠切除双

侧卵巢制成骨质疏松模型。造模成功后，ALN 组给予阿伦磷酸钠灌胃，剂量 2mg/Kg·d，1 次/d，治

疗 30 天；PEMFs 治疗组予以 3.8 mT、8 Hz PEMFs 治疗，每天两次，每次 40 分钟，治疗 30 天。

Sham 组和 OVX 组不干预。各组动物均于干预完成后通过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处死，取股骨行骨

密度检测，采用 western bloting 检测 Runx2 蛋白表达量，采用 q-PCR 检测 Runx2 mRNA 表达。 

结果  PEMFs 治疗组骨密度值与 OVX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PEMFs 治疗组 Ru

nx2 的蛋白和 mRNA 表达水平高于其余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 

结论  PEMFs 可使卵巢去势的 SD 雌性大鼠 Runx2 蛋白和 mRNA 表达水平上调，可能是 PEMF

s 治疗骨质疏松的机制之一。 

 

PU-502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电针对上肢周围神经损伤的疗效观察 

 

熊高华
1
 田野

1
 

1.遂宁市中心医院 

2.遂宁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肌电生物反馈联合电针对上肢周围神经损伤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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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60 例上肢周围神经损伤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治疗组采用肌电生物反馈

联合电针治疗，对照组采用电针治疗。两组均在治疗 4 周后进行感觉功能和运动功能评定。 

结果  治疗组患者感觉和肌力恢复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对照

组为 8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电针可以显著提高上肢周围神经损伤的疗效。 

 

PU-503 

微创介入手术联合针刀整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戴江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观察椎间盘微创介入治疗联合针刀整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2 例和对照组 28 例。治疗组采用椎间盘微创

介入手术联合针刀整脊手法治疗：1.针刀整脊法（1）小针刀治疗：找出患椎棘突旁及臀部、下肢压

痛最明显处或患椎棘突上旁开 1.5 cm 处。常规消毒，铺洞巾，用 0.75％利多卡因局麻后，选择合

适针刀于标记处垂直进针，刺入皮下组织后，直达椎间韧带、椎板骨面、小关节及横突间肌肉韧带

组织，行纵行疏通剥离，再横行切割 2～3 刀。针刀治疗每隔 5 d 进行 1 次小针刀治疗,10d 为 1

个疗程。（2）整脊手法：分别采用松腰腿法、斜扳复位法、屈膝屈髋法、再施以整理手法。整脊手

法每隔 1 天进行 1 次治疗,10 d 为 1 个疗程，三天后进行微创介入手术治疗。2. 微创介入手术治

疗， 采用椎间盘射频热凝联合椎间盘臭氧消融微创手术治疗：患者俯卧位、腹下垫一枕头，C 形臂

X 线正位透视定位病变部位的椎间隙及其左右位置。常规消毒铺巾，通常取脊柱中线旁开 8-10cm

处 45°位穿刺点，1%利多卡因局麻。用 23G×15cm 套管射频针在 C 臂透视引导下定位穿刺，穿刺

过程中注意勿损伤神经和组织，到达靶点，打开射频仪检测阻抗数值在 150-250Ω 之间，感觉、运

动电生理检测无异常反应后，置入射频导针分别以 60℃、60ｓ，80℃、80s 射频热凝治疗 2 次，9

0℃、100s，92℃、100s 射频热凝治疗 1 次；再在椎间盘内经穿刺针管分次缓慢向髓核内注射 60

mg/L 臭氧气体共 5ml；拔出穿刺针后局部加压止血，穿刺点敷创可贴。对照组采用单纯椎间盘微创

介入治疗（同治疗组）,1 个疗程后比较疗效。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6.7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2.41%,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结论  椎间盘微创介入配合针刀整脊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一种较有效的方法:（1）通过椎间盘微创

介入手术直接对腰椎间盘突出的髓核进行治疗，能够有效缓解椎间盘源性疼痛,并减轻神经根性压迫

症状；（2）通过针刀整脊，松解僵硬的脊椎旁软组织减轻脊柱压力,一定程度纠正脊柱失稳，重建脊

柱生物力学新的动态平衡；（3）通过针刀松解粘连、疏通经络达到一定的止痛效果。上述治疗将中

医常见治疗方法与西医微创介入技术紧密结合，可较快地缓解患者的腰腿疼痛症状，也使其远期疗

效得到巩固。 

 

PU-504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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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功能及营养状况的影响 

 

田野 熊高华 张逸 胡可慧 杨欢 梁瑞歌 王维 

遂宁市中心医院 629000 

 

目的  探讨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及营养状况的影

响。 

方法  60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按入院病历号依次编号，采用随机数字法表随机分为常规组(n=20)、

B 组(n=20)、C 组(n=20)，常规组接受吞咽功能训练，NMES 组接受神经肌肉电刺激，综合组接受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和神经肌肉电刺激。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1 个月后采集 3 组患者的舌骨上肌群肌

电积分值，进行营养指标测量，同时记录治疗前、后 3 组患者胃管留置率的变化情况，并进行统计

学分析比较。 

结果   3 组患者治疗后舌骨上肌群肌电积分值及各项营养指标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治疗后综

合组的改善幅度更为明显，优于神经电刺激组和常规组，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 组患

者治疗后的胃管留置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P<0.05)，但 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在神经肌肉电刺激基础上辅以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可以明显改善其吞咽功

能及营养状况。 

 

PU-505 

膀胱容量与压力测定对留置尿管夹管时间的指导意义 

 

沙彬秀 濮益琴 周莉 丁慧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膀胱感觉障碍患者留置尿管、定时开放的时间依据，为避免排尿感觉障碍患者因夹管时

间过长，导致膀胱过度膨胀、尿液返流至肾脏，致肾脏感染、肾高压、肾积水等并发症。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20 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尿意感缺失）列为观察对象，

留置尿管夹管，每 2h 开放尿管一次，记录每次放出的尿液量；对 20 例患者进行膀胱容量与压力测

定，测得患者的膀胱安全容量(膀胱内压力到达 40cmH2O 时储存的尿液量)，借此判断在夹管期间膀

胱内压力是否超过安全压力（40cmH2O）；将膀胱内尿液量到达安全容量的时间点设为夹管患者开

放尿管排尿的时间点；记录每 2h 一次的开放排尿量超过膀胱安全容量的次数。 

结果  20 例中有 17 例留置尿管夹管期间膀胱内压力超过安全压力，储存的尿液量超过膀胱安全容

量，仅有 3 例夹管期间压力在安全范围内。 

结论  通过膀胱容量与压力测定，来明确患者的膀胱安全容量，根据安全容量设定患者留置尿管的

夹管时间，对避免夹管期间膀胱内压力过高而导致的泌尿系统并发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PU-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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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针联合运动训练对延髓背外侧综合征所致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 

 

王留根
1
 王健

1,2
 曾超

1
 杨光华

1
 

1.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盈江县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项针联合运动训练对延髓背外侧综合征所致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年 5月至 2015 年 12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的延髓背

外侧综合征患者 30 例，符合标准：（1）头颅 MRI 证实延髓背外侧可见梗死信号；（2）吞咽障碍；

（3）临床内科治疗结束，病程 7-21 天的患者；（4）接受 IOE 治疗依从性好的患者；（5）年龄在 6

5 岁以下；（6）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1）神经系统变性、运动神经元病等所致的真性延髓麻痹；

（2）出血引起的延髓麻痹；（3）其他脑卒中引起的假性延髓麻痹；（4）合并有认知障碍者；（5）

不符合纳入标准，治疗依从性差的患者。按入院顺序随机分入对照组 15 例和治疗组 15 例。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病程等情况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均在控制基础疾病、干预可控危

险因素及卒中预防用药的临床治疗基础上给以吞咽功能训练，治疗组增项针治疗。分别对两组患者

入院 24 小内和干预 6 周后人体成分分析（体重指数、上臂围)、实验室检（血清白蛋白、血清前白

蛋白）查营养指标及功能性经口摄食量表（Functional Oral Intake Scale，FOIS) 对吞咽功能改善

情况进行差异性分析。 

结果 营养状况 治疗组在干预 6 周后各项指标（体重指数、上臂围、血清白蛋白和血清前白蛋白）

与治疗前相比，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与对照组组干预后比较，各项指标

（体重指数、血清前白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上臂围和血清白蛋白与对照组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干预后血清前白蛋白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其余指标（体重指数、上臂围）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项针联合运动训练有利于促进延髓背外侧综合征患者的吞咽功能改善，较单纯运动训练能更好

的改善患者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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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7 

体外冲击波对脑卒中踝跖屈肌痉挛的疗效观察 

 

李若金 李贺 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三种不同治疗参数下体外冲击波治疗对脑卒中踝跖屈肌痉挛的疗效、差异及其持续效果，

以期获得其最佳治疗参数。 

方法  选取伴有踝跖屈肌痉挛的脑卒中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 A、B、C 三个治疗组（每组各 10 例），

三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包括良肢位的摆放、关节活动度训练、痉挛肌肉的牵伸、石蜡疗法

等。A 组治疗参数为压力强度 1.0bar，频率 8Hz；B 组治疗参数为压力强度 1.8bar,频率 4Hz；C 组

治疗参数为压力强度 2.0bar，频率 8Hz；三组冲击次数均为 3000 次。采用改良 Ashworth 分级量表

（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对踝跖屈肌肌张力进行评估，同时以踝关节被动活动度（positiv

e range of motion,PROM）作为观察指标。分别对三组患者治疗前、首次治疗即刻、治疗后 1 周

及 2 周）踝关节 PROM 及踝跖屈肌 MAS 分级进行组内及组间比较。 

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后即刻、治疗 1 周及 2 周后踝关节 PROM 值较治疗前均明显提高，踝跖屈肌 M

AS 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P<0.05)；组间比较发现踝关节 PROM 值及踝跖屈肌 MAS 评分无明

显差异（P>0.05)。三组患者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均未观察到任何不良反应。  

结论  体外冲击波治疗对脑卒中后踝跖屈肌痉挛不仅有即刻缓解作用，并可长效维持，但其最佳治

疗参数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PU-508 

球囊扩张术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抑郁、焦虑的影响 

 

冯娟娟 何予工 李幼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450052 

 

目的 观察球囊扩张术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及抑郁、焦虑程度的改善情况。 

方法 将 38 例脑卒中后存在吞咽功能障碍且伴有抑郁、焦虑症状的患者随机分为球囊扩张术治疗组

（19 例）和常规吞咽康复对照组（19 例）。治疗组患者除常规吞咽康复治疗外需行导尿管球囊扩张

术，对照组仅行常规吞咽康复治疗，治疗时间为 5 周或能经口正常进食。以上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

后进行视频吞咽造影检查（VFSS）及洼田饮水试验评价吞咽功能，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及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价抑郁、焦虑程度。 

结果 治疗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 VFSS 吞咽障碍程度评分[（7.92±0.45），（5.92±0.39）]及洼田饮

水试验评分[（1.42±0.47），（2.71±0.55）]较组内治疗前明显增加，HAMD 评分[（7.5±1.8），（8.8±

2.1）]及 HAMA 评分[（8.3±1.9），（9.8±2.4）]与组内治疗前比较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组间比较，治疗组对吞咽功能、抑郁及焦虑程度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更好，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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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05)。 

结论 球囊扩张术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改善、抑郁及焦虑程度的减轻均有明显促进作用。

  

PU-509 

音乐治疗在意识障碍康复中的作用 

 

凌泽莎
1
 李蓓

1
 董超

1
 王文春

1
 虞乐华

2,2
 张安仁

1
 

1.成都军区总医院康复科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科 

 

目的  为意识障碍促醒寻求一种安全、有效、经济的治疗方法。  

方法  查阅国内外有关音乐治疗对意识障碍促醒的相关文献资料。  

结果  发现音乐治疗对意识障碍有促醒作用，且符合我们所要寻求的治疗方法。 

结论  音乐治疗可以用于意识障碍促醒康复 

 

PU-510 

经皮学位电刺激防止术后镇痛致尿潴留的疗效评价 

 

党宇生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目的  评价经皮穴位电刺激防止术后镇痛致尿潴留的疗效。 

方法  选择择期妇科手术 52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20 例和实验组 32 例。实验组在硬膜外麻醉

前实施经皮穴位预处理 20 分钟，然后行硬膜外麻醉，术后行硬膜外术后镇痛(PCEA)；对照组术中

行硬膜外麻醉，术后行硬膜外术后镇痛(PCEA)（与实验组同样）；术后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尿潴留发

生率、尿残留量、尿管留置时间、症状评分表得分。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较对照组尿潴留率发生减少，重置导尿管的比例降低，第一次小便后

的膀胱尿残留量较对照组少，导尿管留置总天数减少。 

结论  经皮穴位预处理可预防和减轻术后镇痛引起的尿潴留等不良反应，对膀胱的功能有明显的保

护作用，能改善患者预后，减少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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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1 

内脏松动术治疗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的疗效观察 

 

杨国法 宋云锋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医院 048000 

 

目的  通过对内脏松动术治疗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与盆底肌肉训练治疗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的有效

率进行比较，来观察内脏松动术治疗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42 例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 23 例，其中男 12 例，女

11 例，对照组 19 例，其中男 9 例，女 10 例。治疗组给予直接作用于膀胱的腹部内脏松动术，对照

组给予盆底肌肉训练。同时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的基础治疗，主要包括内科治疗以及针对其他功能

障碍的康复治疗。两组患者每日重复训练时间均约 15 分钟，两组患者总试验治疗时间均为 2 周，共

10 次。统计两组在治疗前和治疗结束 4 周后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问卷简表(ICI-Q-SF)评分的影响，

以及 ICI-Q-SF 评分变化，观察内脏松动术治疗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的临床疗效，并对两组治疗卒中

后急迫性尿失禁的有效率进行比较。 

结果  1.与治疗前比较，治疗结束 4 周后两组患者的尿失禁 ICI-Q-SF 评分均有明显降低（P<0.01）；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治疗后尿失禁 ICI-Q-SF 评分有显著降低（P<0.01）。提示两组治疗后尿失禁

ICI-Q-SF 评分均有所下降，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2.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提示治疗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治疗组在有效率方面优于对照组。 

结论  1.内脏松动术可以降低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 ICI-Q-SF 评分，在治疗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疗效

方面优于盆底肌肉训练。 

2.内脏松动术可以提高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治疗的有效率，在治疗卒中后急迫性尿失禁的有效率方

面明显优于盆底肌肉训练。 

 

PU-512 

体外冲击波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性脑病后骶尾部压疮的疗效观察 

 

段好阳 徐国兴 刘训灿 刘福迁 闫兆红 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130021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治疗骶尾部压疮的疗效，为临床治疗压疮寻求一种安全、有效的新方法。 

方法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2015 年 12 月 9 日收治 1 例因一氧化碳中毒性脑病护理不当致

骶尾部压疮的患者，骶尾部可见一近似椭圆形皮肤缺损，7.5cm×5.5cm 大小，内腔见大量脓性渗出

物，周围皮肤红肿明显。患者在常规护理、彻底清创换药的基础上，接受体外冲击波治疗，治疗参

数设置为能量密度流为 0.03～0.15mJ/mm2、冲击频率 4～5Hz、压强为 2.0～3.0bar、总脉冲数为

（200/300）+100 次/cm2，1 次/周，连续 12 周。治疗前、治疗 4、8、12 周后分别利用压疮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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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PSST)对患者的创面渗出及表皮增长状况等指标进行疗效评价。比值评定标准：治疗改善比值

=[(前一次评定 PSST 总分-本次评定 PSST 总分)／(满分-前一次评定 PSST 总分)]，比值≥0.75 评定

为优；比值在 0.50～0.74 间评定为良；比值在 0.25～0.49 间评定为中；比值在 0.00～0.24 间评定

为差；比值≤0 评定为无效。 

结果  治疗前压疮状况量表(PSST)各指标(渗出类型、渗出量、大小、深度、上皮再生情况)评分分

别为 5 分、5 分、4 分、5 分、5 分，总分为 24 分；治疗 4 周后渗出类型、渗出量、大小、深度、

上皮再生情况的评分分别为 3 分、4 分、3 分、4 分、4 分，总分为 18 分, 改善比值为 6.00，评定

为优；8 周后渗出类型、渗出量、大小、深度、上皮再生情况的评分分别为 2 分、3 分、2 分、3 分、

3 分，总分为 13 分，改善比值为 0.71，评定为良；12 周后渗出类型、渗出量、大小、深度、上皮

再生情况的评分分别为 1 分、1 分、1 分、1 分、1 分，总分为 5 分，改善比值为 0.58，评定为良。

患者治疗 12 次，未见不良反应及副作用。 

结论  采用体外冲击波治疗骶尾部压疮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及安全性，是临床尝试治疗压疮的一种

新方法。但目前缺乏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数据，尚需进一步研究。 

 

PU-513 

球囊扩张对脑卒中引起环咽肌失迟缓患者吞咽障碍的影响 

 

程立 朱瑞雪 李高威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探讨球囊扩张技术对脑卒中引起环咽肌失迟缓患者吞咽障碍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我科收治的 50 例脑卒中引起环咽肌失迟缓患者吞咽障碍患者，经视频吞咽造影检查（ ＶＦ

ＳＳ） 证实为环咽肌失迟缓症患者。均为发病 4 周内急性脑血管病。脑梗死 43 例，脑出血 7 例；

脑干病变 39 例，脑干合并半球病变 11 例随机分成常规吞咽治疗组 25 例和常规治疗组+球囊扩张组

25 例.两组均给吞咽功能康复训练：口腔周围肌 肉力量、运动、感觉训练；颈部放松训练；寒冷刺

激训练；构音训练、呼吸训练、咳嗽排痰训练；推撑训练；门德尔松手法训练；吞咽模式训练，神

经肌肉电刺激等治疗。治疗组给予球囊扩张环咽肌治疗，经口将双腔导尿管通过环咽肌到食管上段，

然后通过管道向球囊注入生理盐水 4-5ml 后，缓慢向外拔出导尿管，每天连续扩张 4-5 次。以后每

天增加 0.5-1ml，，操作同前，向外牵拉球囊时嘱患者做用力吞咽动作。 

结果  两组治疗 3 周后进行评估。 治疗组治疗前、后洼田氏饮水试验分级分别为（4.3±0.27）和（1.

4±0.18）.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吞咽功能明显改善。 治疗组治疗前、后吞咽障碍程度分级分别

为（2.3±1.2）和（8.4±0.68），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对照组治疗前、后洼田氏饮水试验分级分

别为（4.4±0.26）和（2.8±0.52）.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 治疗组治疗前、后吞咽障碍程度分级分

别为（2.5±1.1）和（6.2±1.65），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治疗 3 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洼田氏

饮水试验分级、吞咽障碍程度分级比较有显著差异，治疗组吞咽障碍改善明显好于对照组。治疗组

平均住院时间为 16.3±2.7 天，对照组平均住院时间为 22.5±4.3 天，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治疗

组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  

结论   球囊扩张技术能明显促进脑卒中引起环咽肌失迟缓患者吞咽障碍功能恢复，缩短住院时间。

环咽肌失弛缓症是颅脑损伤后常见的神经源性吞咽障碍之一，可能与吞咽相关的神经结构受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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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干的吞咽中枢，皮质下白质内与吞咽相关的传导纤维束，调节和参与吞咽的神经因素等。球囊通

过环咽肌时的机械扩张作用有助于环咽肌张力降低，治疗师在向上牵拉球囊时，同时嘱患者做吞咽

动作，能促进舌骨上肌群的肌肉收缩。在扩张治疗过程中在向上牵拉球囊时能促进喉结构上抬及前

移，能增加吞咽活动顺应性，促进吞咽正常模式建立。 

 

PU-514 

肌内效贴用于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 

 

程立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用于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临床疗效。 

方法  肩手综合征患者 52 例，随机分成肌内效贴组（ 治疗组）26 例 及对照组 26 例。两组均给予

良姿位摆放、冰水浸泡法、肩胛骨位置的调整，冈上肌、三角肌手法刺激，滚筒训练，肩、肘、腕

关节活动度训练，腕及手指被动活动，诱发手指伸展及屈曲等。治疗组给予肌内效贴治疗，在手指

肿胀显处首先采用爪形贴布，手掌背屈位，贴扎起端从前臂无肿胀处，于手背部的淋巴走形，止于

手指间隙．不在贴布上施加任何拉力或仅施 10％以下的拉力发出；腕部可加以 I 形贴布固定，限制

腕部的过伸过屈；肩部疼痛明显处采用肌内效布 X 形痛点贴扎；如果患者同时伴有肩关节脱位加用

三角肌肌肉促进的 I 形贴扎方法或 Y 形贴扎方法，―锚‖靠近肌肉起点端，―尾‖靠近肌肉止点端，同时采

用 I 形贴扎方法固定肱骨头的前移．单次贴扎维持 72h，2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1 天。治疗前

及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的疼痛度（ 目测类比评分法 VAS）及上肢运动功能（ Fugl-Meyer 上肢

运动功能评分法）进行评估， 观察其治疗前后的变化。 

结果  治疗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分别为 6.53±1.12、2.21±0.58，治疗前、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分别为 6.35±1.22、4.26±1.38，治疗前、后相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两组之间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治

疗前、后 FAM 评分分别为 22.35±6.83、49.12±8.49，治疗前、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

5）；对照组治疗前、后 FAM 评分分别为 22.85±6.34、40.02±7.79，治疗前、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之间比较治疗组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肩手综合征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辅助使用肌内效贴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疼痈，缓解肿胀，

提高患者综合功能，可以作为一种康复手段应用于临床。肌内效贴能适度增加皮肤与肌肉之间的间

隙，从而促进深层淋巴及血液循环，有效达到止痛效果，可减少导致疼痛的刺激物质的堆积，肌内

效贴可以起到缓解肿胀、疼痛，现时还可以促进肌肉的收缩，增加本体感觉的输入，提高肢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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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5 

A 型肉毒毒素治疗脑损伤后足趾屈曲痉挛的疗效观察 

 

程立 段青松 朱瑞雪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探讨注射 A 型肉毒毒素(BTxA)对脑损伤后足趾屈曲痉挛患者行走时的足趾疼痛、步行能力及

活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共选取 20 例脑损伤 6 个月以上足趾屈曲痉挛患者，走路时足趾抓地、疼痛，严重影响患者的

行走及日常生活能力。给予针刺肌电图引导下 A 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主要注射趾长屈肌、踇长屈

肌、胫骨后肌，4 例患者同时趾短屈肌，注射总剂量为 150u-200u.分别于注射前、注射后 2 周、12

周对患者疼痛度（目测类比评分法 VAS）、步频、步幅、步长、6 分钟步行距离（6MWD）以及 Ber

g 平衡量表（BBS）进行评估， 观察其治疗前后的变化。注射后给予关节活动度训练、患侧下肢负

重训练、增加感觉刺激等康复指导。 

结果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2 周、12 周 VAS 评分分别为 6.32±1.12、2.01±0.68、1.87±0.36，治疗

前、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和 12 周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患者

治疗前、治疗后 2 周、12 周步长(cm)分别为 56.3±7.1cm、102.5±10.6cm、121.8±11.6cm，治疗前、

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和 12 周相比有明显差异（p<0.05）。患者治疗

前、治疗后 2 周、12 周步频(步/min)分别为 76.3±8.1、79.5±8.6、81.3±7.6，治疗前、后相比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2 周、12 周步速（cm/s）分别为 63.3±5.1、125.

2±10.2、146.7±11.3，治疗前、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和 12 周相比有

明显差异（p<0.05）。患者治疗前、后 2 周、12 周 6MWD（m）分别 223.9±25.2、455.2±20.8、5

31.6±21.2，治疗前、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和 12 周相比有明显差异

（p<0.05）。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2 周、12 周 BBS 评分分别为 28.3±3.2、42.1±3.8、43.8±3.6，治

疗前、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和 12 周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康复训练结合 BTX-A 注射可以显著降低脑损伤后患者足趾屈曲痉挛患者行走时足趾疼痛、改

善步行能力及活动功能。A 肉毒毒素局部注射后解除了患肢足趾屈曲痉挛用力压迫引起疼痛，患者

的步长增大，步速增快，6MWD 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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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6 

A 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脑卒中患者下肢痉挛疗效观察 

 

程立 朱瑞雪 杨荣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探讨康复训练结合 A 型肉毒毒素(BTX-A)注射对脑卒中后下肢肌痉挛患者肌张力、运动功能及

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择 56 例下肢伸肌痉挛，改良 Ashworth 痉挛量表(MAS)评定 2～3 级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 28 例。2 组患者均给予综合康复训练，包括神经发育技术、物理疗法及运动疗

法等。治疗组给予 A 型肉毒毒素对下肢痉挛肌群进行分点注射，在注射 48 h 后进行综合训练。2

组治疗前后采用 MAS 评定下肢肌张力及 Fugl-Meyer 运动量表(FMA)评定下肢运动功能，并进行 6

分钟步行距离（6MWD）测定。 

结果  治疗组治疗前及治疗后 2、4 周 MAS 评分分别为 2.6±0.4、1.2±0.3、1.1±0.3，治疗前与治疗

后 2、4 周肌张力变化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 2 周与 4 周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对照组治疗前及治疗后 2、4 周 MAS 评分分别为 2.7±0.4、2.0±0.4、1.6±0.3，治疗前与治疗后 2、

4 周肌张力变化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 2 周与 4 周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

与对照组在治疗 2 周和 4 周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治疗前及治疗后 2、4 周 FMA

评分分别为 12.6±3.6、15.2±2.4、25.1±3.3，治疗前与治疗后 4 周 FMA 变化有显著性差异（p<0.0

5），治疗前与治疗后 2 周无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治疗前及治疗后 2、4 周 FMA 评分分别

为 13.7±2.7、15.6±1.6、18.6±3.4，治疗前与治疗后 4 周 FMA 变化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后 2 周与 4 周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疗 2 周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

5）,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疗 4 周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 4 周后 6MWD

分别为 356.6±23.6m、283.7±28.5m，治疗后 4 周 6MWD 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康复训练结合 BTX-A 注射可以显著降低脑卒中痉挛肢体的肌张力。提高运动功能和步行能力． 

 

PU-517 

体外冲击波联合巴氯芬治疗脑卒中小腿三头肌痉挛的疗效观察 

 

李若金 李贞兰 张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 130021 

 

目的  探讨体外冲击波联合巴氯芬治疗对脑卒中小腿三头肌痉挛的疗效。  

方法  选取卒中后伴有小腿三头肌痉挛的患者 45 例（发病 3～4W），随机分为巴氯芬治疗组、体外

冲击波治疗组及联合治疗组，各 15 例。三组患者小腿三头肌部位均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包括良肢位

的摆放、关节活动度训练、痉挛肌肉的牵伸、石蜡疗法等。巴氯芬治疗组同时口服巴氯芬治疗，起

始剂量 5mg 每日 3 次，每 3 天增加 5mg，待疗效稳定后给予维持剂量，设定最大剂量为每日 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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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体外冲击波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加用体外冲击波，参数选择：压力强度 1.0bar，频率 8

Hz，冲击次数均为 3000 次，隔日 1 次，每周 3 次；联合治疗组同时采用口服巴氯芬药物及体外冲

击波治疗，巴氯芬药物用法同巴氯芬组，体外冲击波治疗方法同体外冲击波治疗组。以上治疗均以

4 周为 1 疗程，3 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2 个疗程。分别在治疗前及连续治疗 2 个疗程后采用改良 Ash

worth 分级量表（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量表评定 3 组患者治

疗前、治疗 2 个疗程后肌张力及下肢运动功能的变化。  

结果 连续治疗 2 个疗程后，3 组患者肌张力分级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P<0.05),下肢运动功能评分

较治疗前均明显提高（P<0.05）；其中联合治疗组肌张力分级较巴氯芬治疗组及体外冲击波治疗组

均明显降低（P<0.05），下肢运动功能评分均明显提高（P<0.05）；巴氯芬治疗组较体外冲击波治疗

组，肌张力分级及下肢运动功能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在综合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单独口服巴氯芬药物或采用体外冲击波治疗均能有效控制脑卒中后

小腿三头肌痉挛，并且可改善下肢运动功能；而体外冲击波治疗联合口服巴氯芬药物效果更为显著。 

 

PU-518 

温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苏彩霞 王红星 

江苏盛泽医院 215228 

 

目的  观察温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并且与普通针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进行

比较。 

方法  将符合病例选择标准的 4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按照就诊先后顺序随机分为两组,即治疗组

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具有可比性。治疗组采用温

针灸治疗，对照组采用普通针刺治疗，两组的选穴和行针手法相同, 采用症候总积分、JOA 腰痛评

价表、简化 McGill 疼痛量表及患者自指疼痛范围这些指标在治疗前和治疗两个疗程后的变化，比较

两组的综合疗效。 

结果  (1)在对症候总积分的改变上，治疗组在治疗两个疗程后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有非常显著

性差异(P＜0.01)，对照组在治疗两个疗程后降低,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组间比较

治疗组的总积分降低的更明显，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2)在对 JOA 腰痛评价表、简化 McG

ill 疼痛量表及患者自指疼痛范围的改变上，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两个疗程后均降低，两组分别与

治疗前比较都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组间比较，治疗组的指数降低的更明显，两组有显著性

差异(P＜0.05)。(3) 在对在综合疗效上，治疗组显效+痊愈率为 70%，对照组显效+痊愈率为 33.33%，

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1)温针灸和普通针刺都能较好的改善患者的主症、体征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而温针灸在这方面

优于普通针刺。(2)温针灸和单纯针刺都能很好地起到镇痛的作用，且温针灸在这方面优于单纯针刺。

(3)温针灸疗法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有确切疗效，且优于普通针刺疗法，具有统计学意义。 

 

 

PU-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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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状神经节激光照射对脑卒中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田永峰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星状神经节激光照射对脑卒中肩手综合征患者的临床改善情况，为肩手综合征的治疗提

供依据。 

方法  选取从 2015 年 1 月至今的在我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伴肩手综合征的患者 70 例，采用随机方

法分为 2 组，治疗组（36 例）和对照组（34 例）。2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理疗及肢体功能康复训练（中

频电、针灸、肢体加压、偏瘫肢体功能锻炼等 1 次/日 6 天/周），治疗组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增加星

状神经节处的激光照射（散焦 2cm 光斑 距 50cm 8mV/cm2 10min 1 次/日）。2 组患者均接受治疗

4 周。分别在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定及 VAS 疼痛评分检测。将数据收

集整理后，应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 组患者的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V

AS 疼痛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 4 周结束后，治疗组较对照

组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分提高显著（P＜0.05），VAS 疼痛评分降低显著（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星状神经节激光照射可明显减轻脑卒中肩手综合征患者的疼痛症状，能明显改善患侧上肢的

运动功能。 

 

PU-520 

刃针治疗颈源性头痛疗效观察与研究 

 

杨洸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471002 

 

目的  观察刃针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确诊颈源性头痛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采用刃针治疗，

每 3 天治疗 1 次，3 次治疗后评定治疗效果。对照组采用尼美舒利分散片。术前和首次术后第 10 天

采用简化 McGill 疼痛评分表（Simplified 

McGill Score Chart for paining，MPQ）评价头痛对患者的影响，并观察有无不良反应。统计数据

由 SPSS19.0 软件分析。治疗组在疼痛评定指数 (Pain rating index，PRI），现有疼痛强度（Pres

ent pain intensity,PPI），目测类比定级法（Visual 

analogus scale,VAS）中均优于对照组。 

结论  刃针治疗颈性头痛能明显减轻头痛的症状，对改善颈源性头痛患者的生活质量意义重大，具

有较好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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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1 

穴位埋线治疗脊髓损伤患者便秘的疗效观察 

 

胡启龙 胡丹 郁侃迪 丁万泉 赵渊超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600 

 

目的  穴位埋线是中医特色诊疗项目之一，我院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康复科是上海

市残联重点学科，本研究探讨穴位埋线对脊髓损伤患者便秘的疗效观察。 

方法  从我院就诊的 SCI 患者中筛选符合条件的 100 例患者，年龄 18～56 岁、均经临床及 MRI 确

诊为外伤造成的 SCI，入院时受伤时间在 14 d～6 个月。这些患者均存在脊髓损伤后引起的便秘，

将这些患者按入院时间顺序随机分为对照组 1 采用口服药物（酚酞片）组 33 例和对照组 2 常规针

灸治疗组 33 例，观察组穴位埋线组 34 例，观察几组间的疗效。 

结果  常规针刺组与穴位埋线组在总有效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药物组与穴位埋线组在

总有效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常规针刺组与穴位埋线在显效率上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p<0.05 )。 药物组与穴位埋线组在显效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穴位埋线治

疗脊髓损伤患者的便秘疗效显著，不良反应较少。穴位埋线治疗有以下优势，方便快捷，减少患者

了往返医院次数，长效、更长的刺激，操作时间短、前后可同时进行，标准化取穴，容易掌握推广

应用。 

结论  SCI 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脊髓结构、功能的损害，造成损伤平面以下运动、感觉、自主神经

功能障碍，使患者丧失活动能力、生活自理和工作能力的神经损伤。便秘是脊髓损伤后常见的后遗

症，是由于肠蠕动功能减弱，粪便在肠腔内滞留时间过长引起，包括排便次数减少、粪便量减少、

粪便干结、排便费力等情况，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痛苦，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严重的不

利影响。现代医学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较常用的就是泻药，其中的酚酞是临床常用药之一。

治疗效果表明药物组与穴位埋线组在总有效率和显效率上均无太大差异。但是久服泻剂、伤气耗津。

泻药的长期滥用使结肠间质细胞受损，肠壁神经应激性降低，即使肠内有足量粪便，也不能产生正

常蠕动及排便反射，以致非用刺激性泻药或灌肠才能排便，易形成泻剂依赖性便秘。由酚酞引起的

过敏反应偶能引起皮炎﹑药疹﹑瘙痒﹑灼痛及肠炎﹑出血倾向等；长期应用可使血糖升高、血钾降

低；容易可引起对药物的依赖性。穴位埋线对于脊髓损伤便秘患者疗效显著，而穴位埋线的不良反

应少，相对简单易行，容易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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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2 

膀胱尿压视觉反馈训练在脊髓损伤后尿潴留患者中的应用 

 

黄小亮 郭玉红 李蔚 胡文清 

河内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30000 

 

目的  探索脊髓损伤后尿潴留患者行视觉反馈膀胱训练的疗效。 

方法  选取脊髓损伤致尿潴留者 64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 34 例，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按

照常规间歇导尿操作方法，研究组除常规清洁间歇导尿外，另行膀胱容量视觉反馈训练 1 次/d。比

较 2 组患者恢复自行排尿例数、残余尿量情况及尿量感染和肾积水发生率。 

结果  2 组患者排尿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尿路感染和肾积水发生率均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视觉反馈训练能提高患者的膀胱容量感知程度，避免膀胱容量过大，从而降低泌尿感染

和肾积水的发生。 

 

PU-523 

美国肠道管理指南在脊髓损伤神经源肠道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研究 

 

蒋玮 谭波涛 虞乐华 李青 周燕 李小玲 李良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观察美国版肠道管理指南对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neuro

genic bowel dysfunction，NBD)患者的作用。 

方法  将 46 例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23 例患

者。对照组患者接受我科既往的肠道护理。干预组接受美国肠道护理管理程序,一共 4 周。在入组前

和疗程结束后分别采用国际 SCI 肠道功能基础数据集、NBD 评分表评价患者肠道功能改善情况，使

用生存质量量表 WHOQOL—BREF 评价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的肠道功能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但干预组患者明显获益更多。干预组患者在次均

排便时间、药物依赖率的发生率上改善更明显，相比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4.4, 

7.3, P＜0.05)。干预组患者疗程结束后 NBD 评分(12.1±3.2)相比对照组(15.6±3.2)效果更好，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相比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生理领

域和心理领域，P＜0.05)。 

结论  美国版肠道护理程序在汉化后亦能在我国良好应用，SCI 患者在接受该改良版护理程序后排

便功能均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值得推广。 

PU-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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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 

 

卢哲 

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473000 

 

目的  观察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疗效。 

方法  选取 50 例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患者进行吞咽功能康复训练及针灸，4 周后观察改善情况。 

结果  50 例患者痊愈 14 例，显效 14 例，好转 15 例，总有效率为 86% 。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改善较好。 

关键词:脑卒中后吞咽困难;喉痹;康复治疗 

 

PU-525 

一例声门闭合不全的嗓音障碍的治疗体会 

 

黄丽虹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康复医学科 230001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在声门闭合不全的嗓音障碍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对一例嗓音障碍患者嗓音障碍的康复治疗过程进行分析和探讨，比较分析治疗前后声门闭合

程度以及嗓音的主观评估情况。 

结果  治疗后患者的声门闭合程度以及主观嗓音评估有明显改善。 

结论  系统的嗓音治疗对嗓音障碍患者的嗓音功能恢复有效。 

 

PU-526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患者上肢痉挛的临床研究 

 

孙玮 王虹 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对脑卒中患者

患侧上肢痉挛状态(spasticity)的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此研究为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纳入于我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恢复期上肢痉挛的患者40例。

由计算机产生的随机数字，将患者分为真刺激组及假刺激组。真刺激组（n=20 例）给予常规物理康

复治疗及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0.1Hz）治疗作用于健侧大脑 M1 区上肢投射区。假刺激组（n=20

例）给予常规物理康复治疗及假刺激作用于健侧大脑 M1 区上肢投射区。两组治疗均每日 1 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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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6 次，共治疗 4 周。所有结局指标均于治疗开始前（T0），4 周治疗结束时（T1）及治疗结束后 2

周随访时（T2）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定（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

S），改良 Tardieu 痉挛评定（Modified Tardieu scale,MTS），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运

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和上肢 F 波波幅和传导速度。 

结果  治疗 4 周后，真刺激组与假刺激组相比，在降低 MAS、MTS，提高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

能评分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治疗结束后 2 周随访时这种差异仍存在。治疗 4 周后，真刺激

组与假刺激相比 MEP 潜伏时缩短、波幅增高，其统计学差异（p＜0.05），但 2 周后随访时变化无

统计学差异。两组 F 波波幅和传导速度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低频重复经颅磁激作用于健侧大脑 M1 区上肢投射区结合常规物理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上

肢痉挛改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皮层兴奋性有关。 

 

PU-527 

颅脑损伤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临床分析 

 

颜如冰 武继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是颅脑损伤后常见并发症，由此继发的肺栓塞更是致残或致死的重要因素。

而在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比率更是高达 35%-60%。

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颅脑损伤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因素及预防，以便用以指导临床。 

方法  选取我科自 2015 年 1～12 月共收治的 25 例颅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发下肢静脉血栓

者 12 例作为血栓组,无血栓的 13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比较 2 组年龄、

性别、病史、实验室检查指标（包括血常规、血液流变学检查、肝功能、血脂、凝血时间、d-二聚

体）以及静息心率及血压。评估定时翻身且踝关节被动运动及向心按摩下肢、下肢肢体气压治疗、

适当抬高双下肢、弹力袜及弹力绷带等物理治疗方法联合应用预防颅脑损伤后下肢静脉血栓的效果。 

结果  性别和既往冠心病比率 2 组间无显著性差异,而平均年龄及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血液流

变学指标、高血脂症比率 2 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血红细胞计数、血小板分布宽度、血小

板计数、血小板压积 2 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血红蛋白、平均血小板体积 2 组间有显著

性差异（P<0.05）。空腹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凝血酶原时间、Ｄ-二聚体、国际标准化时间、纤维蛋白原定量、静

息心率、舒张压、收缩压 2 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高龄,有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高血脂症病史、高Ｄ-二聚体的颅脑损伤患者更易患下肢静

脉血栓；心脏功能及机体状况差的颅脑损伤患者更易患下肢静脉血栓；定时翻身且踝关节被动运动

及向心按摩下肢、下肢气压式血液驱动器治疗、适当抬高双下肢、弹力袜及弹力绷带等物理治疗方

法联合应用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可取得明显的预防效果。 

 

PU-528 

超声波药物导入疗法治疗小儿乳突肌痉挛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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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理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超声波药物导入疗法治疗小儿乳突肌痉挛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已确诊为乳突肌痉挛的 20 例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采用奇正青鹏膏超声波导入治疗；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按摩手法治疗。 

结果  两组临床疗效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 

结论  超声波药物导入疗法对于治疗小儿乳突肌痉挛疗效好，无创伤，方法简单易行。 

 

PU-529 

痛风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诊疗现状分析 

 

欧阳辉 何雪常 周 毅 李朝霞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对痛风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和临床特点分析，为规范痛风的诊疗及开展患者教育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就诊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患有痛风性关节炎的 1

120 例住院病人的临床特点及诊疗现状。  

结果  患者中多关节受累（≥5 个）多见（52.7%），36.8%患者急性发作前存在饮食诱发因素，52.7%

患者急性发作频率间隔≥2 年。并发其它代谢性疾病的比例高，尤以合并高血压（54.9%）、血脂异常

（43.6%）多见；每年痛风发作≥3 次的患者与每年发作≤2 次的患者相比，其消化性溃疡发生率更高

（P=0.002），其合并≥2 种代谢性疾病的发生率也更高（P=0.023）。尿酸水平与发病时受累关节数

直线相关（P=0.027）。接受物理疗法的患者中 94.6%主观认为治疗后疼痛有明显缓解。  

结论  痛风患者的疾病负荷重（关节受累多、代谢性疾病的合并率高），急性发作频率高的患者合并

消化性溃疡及代谢性疾病的概率更高。应加强健康宣教力度，促进基层人民饮食结构的科学化、提

高群众对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预防意识和降尿酸治疗的认识。物理疗法作为辅助疗法，可配合药物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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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0 

磁场刺激仪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疗效分析 

 

李鹏飞 任俊华 马立章 孔红涛 张冬秀 杨静 李姝 

开封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 475000 

 

目的  评价磁场刺激仪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 

方法  通过对我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5 例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在常规

康复治疗（电针、艾灸）的基础上联合磁场刺激仪，采用刺激 S 3 神经根和膀胱上区进行治疗，每

日 1 次，每周 6 次，4 周一疗程，记录治疗前后残余尿量及生活质量指数。 

结果  残余尿量明显减少，生活质量指数好转。 

结论  磁场刺激仪可明显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531 

增生疗法（prolotherapy）应用介绍 

 

冉希 李长君 寇志雄 

三亚市中医院 572000 

 

增生疗法是通过注射药物来治疗受损的结缔组织的一种方法，通过直接在患病部位注射少量注射液，

以增强韧带、肌腱与骨的附着为目的, 增强肌腱与韧带的弹性而达到稳定关节、减少疼痛的效果。 

 

PU-532 

小剂量巴氯芬联合蜡疗治疗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的临床观察 

 

刘晓鹏 郑锐锋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471000 

 

目的  观察小剂量巴氯芬联合蜡疗治疗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的疗效。 

方法  将 90 例脑卒中后上肢痉挛患者随机分为巴氯芬组、蜡疗组及联合组，巴氯芬组给予巴氯芬治

疗，蜡疗组给予蜡疗治疗，联合组给予小剂量巴氯芬及蜡疗治疗；三组均以 60 天为 1 疗程 。  

结果  联合组在肢体运动功能改善方面均优于巴氯芬组及蜡疗组，降低肌张力作用与巴氯芬组相比

无差异，但明显优于蜡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巴氯芬组有发生全身乏力、嗜睡、胃肠道反应的

风险。 

结论  小剂量巴氯芬联合蜡疗能明显改善脑卒中后上肢痉挛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降低肌张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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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3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评估与治疗 

 

陈俏俏 李长君 

三亚市中医院 572000 

 

脑卒中即是一种脑血管循环障碍性疾病 ，卒中后引发并发症有吞咽障碍，言语功能障碍和肢体功能

障碍等。吞咽障碍的患者，不仅可导致患者发生脱水、营养不良而降低其生活质量，如果引发吸入

性肺炎等严重并发症可导致患者死亡。因此，在临床上及时评估并给予正确的治疗至关重要。 

 

PU-534 

不同导尿管在脊髓损伤间歇导尿中的临床研究 

 

陈俊彦 鲍勇 龚藴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目的  探讨神经源性膀胱间歇导尿中应用不同类型导尿管对患者排尿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10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治疗的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患者 22 例，随机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使用亲水涂层导尿管，对照组使用传统硅胶导尿管。通过调查问卷比较

两组患者应用不同类型导尿管后的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在导尿管留置时间、尿路感染的发生率、尿道粘膜损伤及实验室检查等均有显著改

善，实验组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由于对照组。 

结论  从临床效果看，在间歇导尿过程中，使用亲水涂层导尿管后患者尿路感染的发生率明显低于

传统性硅胶导尿管，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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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5 

肌电生物反馈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临床疗效观察 

 

乔鸿飞 张巧俊 袁海峰 张妮 吴仲恒 惠艳娉 李文娟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观察肌电生物反馈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随机分为常规康复治疗组、电子生物反馈刺激康复治疗组（联

合治疗组）。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行洼田饮水实验分级法测评。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洼田饮水实验分级均有明显提高（＜0.01），联合治疗组吞咽功能障碍有效率

高于常规康复治疗组（＜0.05）。 

结论 电子生物反馈刺激联合常规吞咽功能障碍康复治疗能更有效的改善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 

 

PU-536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假性球麻痹的疗效观察 

 

潘更毅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目的  观察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中风后并发假性球麻痹的疗效。 

方法  将 106 例中风后假性球麻痹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合对照组，2 组均给予常规对症及语

言、吞咽功能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星状神经节阻滞，于治疗前、治疗后 20 天对 2 组患者吞

咽功能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意识状态和吞咽功能评分相近，治疗 20 天后吞咽功能及语言功能评分两组与治疗

前比较均有明显提高（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提高更明显（P<0.05）。 

结论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可明显改善中风并发假性球麻痹患者的吞咽功能及言语功能，改善其生

存质量。 

星状神经节阻滞 中风 假性球麻痹 吞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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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7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康复临床进展 

 

鲍勇
1
 杨帅

3
 陈俊彦

1
 孙晓培

2
 谢青

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上海市东南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神经源膀胱是脊髓损伤后的常见并发症,表现为膀胱的功能障碍，它可引起尿失禁、尿潴留和

尿路感染,甚则引起肾积水乃至肾功能衰竭等等。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分析目前脊髓损伤后神

经源性膀胱的临床康复进展。 

方法  本文通过以中文―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英文―spinal cord injury‖，―neurogenic bladder‖为

检索词，在中国知网及万方的期刊库及 PUBMED 中，进行文献检索和分析，在总结以往常规康复

治疗方法，如间歇导尿、膀胱训练及自我管理、电刺激等；以及中医治疗如针灸、中药等的基础上，

对目前的神经源膀胱康复临床新进展，如外周磁刺激、神经移植、A 型肉毒毒素注射、神经假体植

入、膀胱动力泵尿道阀等，进行概况比较和分析。 

结果  除了常规观察排尿情况等描述描述性指标外，大量的新近研究引入尿流动力学检查作为临床

的诊断、治疗及疗效评价的客观指标。 

结论  研究发现目前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康复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不同方法的选择还

是应根据尿流动力学特点，才能更好地促进神经源性膀胱功能的恢复。 

 

PU-538 

吞咽功能训练结合 Physiomed 吞咽仪治疗对神经源性吞咽功能障

碍疗效的影响 

 

张娟 李贞兰 程士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吞咽功能训练结合 Physiomed 吞咽仪治疗神经源性吞咽功能障碍(ND)的疗效，探讨介入

吞咽功能训练治疗 ND 是否效果更佳，是否缩短拔除鼻饲管时间。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我院 46 例 ND 患者，主要存在吞咽反射延迟，吞咽肌无力，饮水呛咳障碍，

仅应用 Physiomed 吞咽仪组（22 人）：指数电流（T/R），电流强度为 0～15 mA，每日 1 次，每次

15 min，10 次为 1 个疗程；介入吞咽功能训练组（24 人）：应用 Physiomed 吞咽仪同上，根据吞

咽受累不同部位采用相应的训练方法，包括吞咽反射启动延迟训练、喉上提肌肌力训练、试验性吞

咽、代偿性方法、直接进食训练等，每日 1 次，每次 20 min，10 次为 1 个疗程，治疗前进行标准

吞咽评估量表（SSA）评估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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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 2 个疗程后，进行标准吞咽评估量表（SSA）评估，2 组患者吞咽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仅应用 Physiomed 吞咽仪组与介入吞咽功能训练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拔除鼻

饲管时间介入吞咽功能训练组明显短于仅应用 Physiomed 吞咽仪组(P＜0.05)。 

结论 介入吞咽功能训练能更好地改善 ND 患者的吞咽功能，缩短拔除鼻饲管时间。 

 

PU-539 

电针配合功能性磁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 20 例 

 

徐尧 董连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 130021 

 

目的  观察电针配合功能性磁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 例脊髓损伤（SCI）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损伤部位 C4-S4，尿失禁 8 例；尿潴留 12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10 例，其中男 7 例，女 3 例；平均年龄 37.2 岁，病程 2 个月～2 年；

对照组 10 例，其中男 8 例，女 2 例；平均年龄 36.2 岁，病程 2.5 个月～1.5 年。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病程及损伤部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给予常规膀胱功能训练，包括：

饮水计划、间歇开放导尿/间歇清洁导尿、功能性电刺激、盆底肌锻炼及常规口服药物治疗（维生素

B1、B6、B12）等。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基础上增加电针及功能性磁刺激康复治疗。电针治疗：

刺激关元、中极，针下得气后连接青岛鑫升 G6805-Ⅰ型脉冲针灸治疗仪，连续波，50Hz，20min/

次，1 次/天，每周 6 天，4 周为一个疗程；功能性磁刺激治疗：采用河北君悦康医疗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 LM-4000B 型功能磁刺激治疗工作站，圆形刺激线圈，最大输出磁场强度为 4.0T。患者

取俯卧位行磁刺激 S2-4 神经孔，距皮肤 1cm，可先采用单个脉冲刺激观察磁刺激后反应，神经根

有效磁刺激时可见双侧足踇趾屈曲及明显肛门收缩感，即开始治疗。采用患者最大耐受强度，频率

10～20Hz，连续磁刺激 20 次，休息 2s，治疗时间 15min，1 次/天，每周 6 天，4 周为一个疗程。

治疗 2 个疗程后，记录所有患者治疗前后每日排尿次数、最大排尿量、膀胱容量及残余尿量，并按

排尿功能分级确定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 2 个疗程后，与治疗前比较：⑪24H 平均排尿次数、最大排尿量、膀胱容量及

残余尿量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⑫治疗组痊愈：2 例；显效：4 例；有效：3 例；无效 1

例；对照组痊愈：1 例；显效：2 例；有效：4 例；无效 3 例，治疗组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电针配合功能性磁刺激可显著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排尿功能并能显著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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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0 

热敏灸配合吞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洪邵华 严达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观察热敏灸配合吞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治疗疗效。 

方法   纳入 120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60 例（热敏灸配合吞咽训练方法），对

照组 60 例（单一的吞咽训练）。对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疗效进行观察分析。  

结果   两周后治疗组总有效率 71.7%，对照组总有效率 48.3%。六周后治疗组总有效率 91.6%，对

照组总有效率 73.3%，两组治疗方法的疗效在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

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中医学热敏灸治疗手段和现代化的康复医学训练方法进行有效地结合，能够让患者吞咽

的功能得到有效改善，促进了患者早日康复。  

 

PU-541 

电刺激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疗效的 Meta 分析 

 

周云 朱得婷 冯小军 吴建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230601 

 

目的  系统评价电刺激治疗对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OAB）的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CBMdisc、The 

Cochrane Library、ELSEVIER ScienceDirect（SDOS）、Springer 等数据库，全面收集电刺激治

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16 年 3 月，并追溯纳入研究的参

考文献。由两名研究者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和评估质量后，采用 RevMan

5.2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0 篇 RCT，共 756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电刺激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

在提高膀胱顺应性，减少残余尿，减少遗尿次数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在增加患者最大尿流率，提高

患者 I-QOL 评分方面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在减少尿垫更换次数、降低最大逼尿肌收缩压方面，

在儿童中优于对照组，在成人中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在增加最大膀胱容量、排尿量，降低排尿

次数方面，电刺激联合传统治疗优于单独传统治疗，但是单独电刺激与传统治疗相比，无显著性差

异。 

结论  基于当前证据，电刺激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有一定疗效，且尚无严重不良反应。受纳入研究

数量和质量限制，有必要开展高质量、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评价其疗效和安全性。 

 

PU-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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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认知训练对脑梗死后康复训练效果的疗效观察 

 

孙丽楠 姜贵云 

承德市附属医院 067000 

 

目的  探讨早期认知训练对脑梗死后康复训练效果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梗死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治疗组患者接受

认知训练 30-40min/次，1 次/日，5 次/周。对照组给予常规家庭指导。两组患者其余时间均接受常

规药物治疗及运动疗法。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用 Loewenstein occupational therapy cogniti

ve Assessment（LOTCA）认知测验评分、Fugle Meyer（FMA）运动功能评分、改良 Bathel 指数

（MBI）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Berger 平衡（BBS）功能评分、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检测，并进

行治疗前后组内、组间比较。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LOTCA 认知测验评分、FMA 运动功能评分、MBI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BBS 平衡功能评分、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评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 LOTCA 认知测验评分、FMA 运动功能评分、MBI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BBS 平

衡功能评分、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均有明显改善（P<0.05）。其治疗组改善程度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认知训练能够提高脑梗死患者的康复训练效果。 

 

PU-543 

有氧训练联合认知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早期患者认知能力的影响 

 

戴军 王梅 

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430079 

 

目的  脑卒中患者早期会存在各种障碍,其中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达 50-75%，表现出感知、记忆、

思维等方面的障碍，对患者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认知功能的训练对患者有重要意义。本文旨

在探究有氧训练联合认知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早期患者认知能力的影响，为脑卒中后认知能力障碍的

康复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临床随机选取 20 例病情稳定且符合认知康复标准的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均分

为有氧训练联合认知康复组（干预组 10 例）和认知康复组（对照组 10 例）。对照组进行认知康复

训练（视空间/执行功能训练、命名训练、记忆训练、注意力训练、语言训练、抽象能力训练、选项

训练、定向力训练），干预组在认知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增加适量的有氧训练（小力量负重训练、减重

步行训练），干预组的有氧训练周期为每次训练 20 分钟，每日训练一次，每周训练 5 次。分别在治

疗前、治疗后 4 周、治疗后 8 周对患者进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以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分，通过这两者的评分对脑卒中患者的认知能力及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价。 

结果  1、在进行治疗前，对照组和干预组的 MoCA 评分以及 MBI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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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治疗 4 周后与治疗前，治疗 8 周后与治疗 4 周后及治疗 8 周后与治疗前，MoCA 评分以及

MBI 评分方面对照组和干预组均有所提高（P＜0.05）；在治疗 8 周后干预组的 MoCA 评分以及 MB

I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3、治疗后干预组在命名、注意力、选项、记忆力方面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0.05）在视空间/执行功能、语言、抽象能力、定向力方面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1、认知康复训练可以改善脑卒中后患者的认知能力以及日常生活能力；2、有氧训练联合认

知康复训练相比较单一的认知康复训练更有利于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认知能力以及日常生活能力，且

在命名、注意力、选项、记忆力方面改善更为显著，但在视空间/执行功能、语言、抽象能力、定向

力方面的改善无明显差异。 

 

PU-544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与静态平衡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凌康 夏清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0011 

 

目的  探讨疼痛与腰椎间盘突出症（LDH）患者静态平衡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对 38 名 LDH 患者进行静态平衡功能检测、目测类比测痛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评估，并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采用静态平衡测试方案：睁眼（eyes open，EO）、闭眼（eyes 

close，EC）连续测试模式，每次测试 60S。正式测试前，允许患者进行 1~2 次练习，以保障患者

熟悉整个检测过程。所有受试者均在安静环境下，由同一名专业人员于入院第 2 天进行静态平衡功

能检测。患者双足采用 Robert 测试方法：以 A1、A5 为中心轴左右对称站立在平衡板上，两足夹脚

60°，双侧足弓最高点位于 A3、A5 轴上；双手放置在身体两侧，并自然下垂；双眼注视前方 1.5m

处的目标点。观察记录睁、闭眼条件下身体重心摆动轨迹长度、轨迹面积、平均运动速度：包括前-

后平均运动速度、左-右平均运动速度。 

结果  1.LDH 患者闭眼条件下身体重心前-后平均运动速度、左-右平均运动速度、轨迹面积、轨迹长

度显著高于睁眼条件下，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2.在睁眼条件下疼痛评分与 LDH

患者身体重心前-后平均运动速度、左-右平均运动速度、轨迹面积、轨迹长度均存在相关性（P<0.0

1），闭眼条件下均不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人体平衡功能的维持是一个综合的神经肌肉共同协同运动的过程，而疼痛会影响神经肌肉的

协同运动过程，从而干扰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姿势控制能力。但是 LDH 患者还存在本体感觉功

能障碍，导致患者更加依赖视觉信息的输入来维持姿势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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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5 

富血小板血浆与玻璃酸钠对骨关节炎的应用比较研究 

 

何红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骨关节炎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该病的最终致残率为 53%，严重影响中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并且医疗支出巨大，在美国骨关节炎是仅次于心血管导致 病残的疾病。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

超过 1 亿，估计骨关节炎患者约为 5000 万。针对骨关节炎常规方法是手法治疗+理疗+非甾体药物

治疗，疗效欠佳。 

      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 PrP)是自体全血经离心后得到的血小板浓缩物，其血小板

含量为正常的 2-8 倍。血小板中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炎症调节因子，可以促进血管增生及组织的

再生、修复及调节炎症，能加快修复韧带或肌腱、软骨修复的速度，在改善并抑制炎症、减轻疼痛、

消除肿胀效果显著。PRP 取材为自体血，取材简便，价廉，无疾病传染、免疫排斥反应及道德问题。

注射 PRP 为微创治疗，操作简便、快捷，患者不需频繁接受注射，可减少注射带来的不适、感染风

险及耐药性。临床另外经常应用的是玻璃酸钠。玻璃酸钠是治疗骨性关节炎的一种安全、理想、有

效的药物，具有参与细胞外液中电解质及水分调节、润滑关节、抗御感染、参与创伤愈合等多 种生

理功能，对关节的保护、营养及功能的发挥均起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关节腔的润滑、覆盖屏障

及缓冲应力。通过两种方法使用的观察比较研究，可以为患者提供更为安全有效的方法。本研究拟

通过注射自体富血小板血浆与玻璃酸钠患者两组间各时相点 WOMAC 评分比较，为临床治疗骨关节

炎的两种方法提供科学有效的比较数据。 

 

PU-546 

小针刀治疗肌筋膜炎疗效观察 

 

苏振珠 李斌 刘通 

安徽省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 232001 

 

目的  研究小针刀治疗筋膜炎的疗效。  

方法  1 到 4 月份我科门诊共收治年龄在 50 岁左右的 40 例筋膜炎患者，其中颈项肌筋膜炎 15 例，

腰肌筋膜炎 20 例，臀肌筋膜炎 5 例。随机抽取二十例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如中频脉冲，

TDP 照射，按摩等对症治疗，另二十例患者为实验组，仅采用小针刀治疗。40 例患者治疗前均做了

疼痛 VAS 评分且多在 8-9 分，治疗后对两种不同治疗手段进行疼痛 VAS 评分。  

结果  对照组治疗后患者主观感觉疼痛有所减轻，但是不明显，VAS 评分最高 8 分，最低 6 分，平

均为 7 分。实验组治疗后患者主观感觉疼痛明显减轻，VAS 评分最高 4 分，最低 2 分，平均为 3 分。

  

结论  小针刀疗法可以明显改善筋膜炎疼痛症状，治疗后疼痛 VAS 评分明显降低，相对于传统理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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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治疗作用更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PU-547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康复疗效的观察 

 

王丽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前期吞咽功能恢复的影响及疗效。 

方法  将 5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每组 25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

变类型、部位等无显著性差异，两患者临床用药基本相同,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入院时对上述的 5

0 名患者进行了洼田饮水试验的筛查评定，均有不同程度的呛咳。因此，将 50 名患者分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进行为期 20 天的吞咽康复。两组均进行了冷热交替刺激、摄食及脸部和颈部的感觉刺激等

相关的吞咽治疗方法，治疗组在进行上述治疗的同时，进行了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两组患者

在治疗前、治疗 20 天后进行疗效评定，由同一人完成，评估项目为标准吞咽功能评价量表（SSA）。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洼田饮水试验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SA 评分均

比治疗前明显提高（P＜0.01），治疗组患者 SSA 评分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接受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训练的治疗组和只接受传统康复治疗的对照组进

行比较，发现患者的吞食吞水能力和呛咳的程度均明显的优于对照组（P＜0.05）, 所以 Vocastim-

Master 电刺激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恢复是一项有效的治疗技术, 但此研究还缺乏大规模

临床实验和循证医学的证据,还需要对一些重要参数的组合进行进一步的确定。 

 

PU-548 

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脊髓损伤后痉挛及皮层兴奋性的影响 

 

琚芬 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对脊髓损伤后

下肢痉挛的治疗效果及其对脊髓损伤后大脑皮层、脊髓兴奋性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取在我科住院治疗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伴下肢痉挛的患者共 49 例，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 49 例患者分为高频治疗组、低频治疗组和对照组，高频治疗组（n=15）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及左

侧大脑 M1 区下肢投射区 rTMS 治疗（20Hz 90%RMT），低频治疗组（n=19）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及

rTMS 治疗（1Hz 90%RMT），对照组（n=15）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及右侧大脑 M1 区下肢投射区假

刺激。三组治疗均为每天 1 次，每周 6 天，连续治疗 4 周。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对三组患者进行

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定（Modified Ashworth Scale ，MAS），10 米步行试验测定，并对左侧大脑

半球的静息运动阈值（Resting motor threshold，RMT）、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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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H 反射进行测试及分析。 

结果  治疗 4 周后，高频治疗组与低频治疗组 MAS 评分均降低，RMT 波幅降低、MEP 波幅增高，

H 反射波幅增大，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rTMS 能改善脊髓损伤后下肢痉挛，其有效性与频率无显著相关性，其机制可能与皮层兴奋性

改变有关。我们推测 TMS 对痉挛的作用可能与治疗的强度相关。 

 

PU-549 

按摩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脑瘫流涎症的疗效观察 

 

曹彩红 娄元俊 

河南省中医院 450002 

 

目的  探讨口腔肌肉按摩配合穴位位点药物注射治疗小儿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CP)流涎症的临

床效果。 

方法  将 96 例患儿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仅予低频电刺激治疗、行为矫正法、家庭康

复指导；按摩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口腔肌肉按摩治疗；穴位注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穴位

位点药物注射；联合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口腔肌肉按摩、穴位位点药物注射联合治疗。1

个月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 

结果  ①治疗后采用教师分级法对疗效进行分级评定显示：对照组显效 0 例，有效 2 例，无效 22 例，

总有效率 8.3%；按摩组显效 11 例，有效 11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1.6%；穴位注射组显效 12

例，有效 10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1.7%；联合治疗组显效 15 例，有效 8 例，无效 1 例，总有

效率 95.8%。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按摩组、穴位注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组疗效总有效率高于按摩组、穴位注射组，P＜0.05，结果具体统计学意义；

按摩组与穴位注射组总有效率差异较小，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治疗后采用北京格赛尔发育

诊断量表进行疗效评价，结果显示在语言、社会适应、个人-社交发育商方面，联合治疗组、按摩组、

穴位注射组疗效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组疗效评分高于按摩

组、穴位注射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摩组与穴位注射组总有效率差异较小，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口腔肌肉按摩配合穴位位点药物注射治疗小儿脑性瘫痪流涎症疗效显著，能改善局部血液循

环，调整口周肌肉及舌的协调性，可有效控制流涎症，提高脑瘫患儿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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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0 

头针同步运动疗法在中风后痉挛性偏瘫治疗中的应用观察 

 

张海燕 

沧州市人民医院 061000 

 

目的  研究头针同步运动疗法在中风后痉挛性偏瘫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试验对象：我院近 2 年收治的 85 例中风后痉挛性偏瘫患者。患者分组方法：不透光密封信封

法。85 例患者分为运动组和运动+头针组两个组别。运动组采取运动疗法；运动+头针组采取头针同

步运动疗法。观察指标：①痉挛性偏瘫治疗效果；②治疗后患者 Barthel 指数、Fugl-Meyer 评分的

差异。 

结果  ①运动+头针组相比于运动组痉挛性偏瘫治疗效果更高，P＜0.05；②治疗后运动+头针组相比

于运动组 Barthel 指数、Fugl-Meyer 评分更好，P＜0.05。③干预后运动+头针组 CSS 评分（9.5±6.

2）、ADL 评分(80.23±22.1)均明显优于运动组的 CSS 评分（13.4±4.7）、ADL 评分(60.12±21.6)，

两组患者的各指标差异具显著，P<0.05 。 

结论  头针同步运动疗法在中风后痉挛性偏瘫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肢体功能，

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值得推广。 

 

PU-551 

浅谈肩手综合征的康复治疗 

 

黄炎 

安徽省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 232001 

 

目的  研究肩手综合症的治疗方法及其疗效。  

方法  1、物理治疗 （1）   运动疗法 在中风的常规治疗和护理基础上，给予激活生理性肩-手泵机

制的运动训练方法，治疗一个月后，患者上肢的疼痛、关节活动度、水肿和运动功能与治疗前比较

有明显改善。说明激活生理性肩-手泵机制的运动训练方法对消除手背水肿，缓解疼痛，防止手背肌

肉萎缩，促进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的康复有重要意义。  （2）   理疗  运用微波结合运动疗法治疗肩

手综合征的方法，其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运动治疗法。运用微波照射肩关节局部，利用微波的热效应

使肩部血管扩张，促进肩关节血液循环，达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从而减轻肩关节炎症水肿，降低肌

张力。   将 30 例肩手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两组。对照组给予腕踝针治疗，观察组采

取缠指法配合腕踝针治疗，治疗 30 天后比较两组疗效。其中缠指法的具体方法为用一直径 2-3mm

线绳由患侧远端向近端绕拇指，然后是其它的手指，缠绕开始时，在手指甲处做成一小环，然后快

速有力的向近端绕至指根部不能再缠为之。缠完后迅速将指端绳环处拉开缠绕的线绳。将每个手指

缠完一遍后开始缠手，同样在掌指关节处做一小环，然后由掌指关节一并缠绕，到达拇指根部时使

拇指内收，把拇掌指关节一并缠绕，直至腕关节。同样的，缠完后迅速的将指端绳环处拉开缠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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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绳。可教会患者家属操作，以节省治疗时间。腕踝针刺激的部位为皮下浅表层，经过调整使针刺

引起的弱冲动引起强反应，适合对病灶部位兴奋控制，使肌痉挛缓解，血循环恢复，疼痛也随之消

除。  2、 药物治疗  类固醇激素和非甾体类抗炎药物，类固醇激素以低剂量口服为主，多口服强的

松 30 ㎎／d,持续 2-3 周或更长时间，也有使用可的松 200 ㎎／d 的报道，少部分患者需重复用药。

张守效等用双氯芬酸钠 50 ㎎饭后服用，消炎痛 25mg，均每日 3 次；强的松 10mg 每日早顿服，加

用红外线或热疗 20min，同时每晚用温水清洁患侧上肢皮肤，均匀涂以扶他林乳胶剂，疗效优于局

部热疗或热敷的对照组。    

结论 康复治疗应用于脑卒中偏瘫后肩手综合征患者中临床效果显著，对于恢复患肢功能、改善患者

生活意义重大，值得临床推广普及。  

 

PU-552 

推拿治疗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 76 例疗效观察 

 

汝玉江 

安徽省淮南东方医院总院 232001 

 

目的  研究小儿推拿在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患者 76 例，按患者就诊先后顺序分为两组，对照组 38 例采用单纯

西医疗法，治疗组 38 例直接予小儿推拿治疗。观察治疗后两组患儿腹泻缓解情况以及家长对治疗方

案的总满意度。 

结果  治疗组消化不良性腹泻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和家长满意度分别为 97.28%、100%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86.20%、61.70%，差异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推拿疗法在小儿消化性腹泻的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疗效，其无痛苦、低花费、易操作、

疗效显著等优点，克服了西医疗法中小儿依从性差、怕打针、恐吃药等困难，在小儿腹泻的临床治

疗中，值得推广。  

 

PU-553 

黛力新联合小剂量阿普唑仑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疗效分析 

 

许雷雷 

洛阳市中心医院 471009 

 

目的  探讨黛力新联用乌灵胶囊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50 例卒中后抑郁患者，将患者分为两组，治疗组采用黛力新加小剂量阿普唑仑治疗，对

照组单纯使用小剂量阿普唑仑治疗，两组间临床资料无统计学差异治疗 。治疗 2、4、6 周末应用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CSS 评分，Barthel 指数（BI)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间 HAMD，CSS 评分，Barthel 指数无显著性差异(P>0.05 ) ，治疗 2 周末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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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差异(HAMD,CSS 评分，Barthel 指数 P<0.05 ) ， 治疗 4、6 周末各项评分改

善更明显，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极显著差异(P<0.01)组内比较:治疗组 HAMD，CSS 评分，Barthel 指

数于 4、6 周末显著改善(P<0.01) 

结论  通过应用黛力新联用小剂量阿普唑仑治疗为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一种有效方法。  

 

PU-554 

经筋排除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的临床研究 

 

刘兰兰
1
 徐亚林

2
 

1.湖南中医药大学 

2.开平市中心医院 

 

目的  评价经筋排刺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完全随机对照实验方法，将 60 例合格受试者随机分配为对照组（30 例）、治疗组（30

例），对照组予常规西药和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予经筋排刺法针刺，2 组均在治疗

前和连续治疗 4 周后评定临床疗效，分别予改良的 Ashworth 痉挛量表(MAS)、简化的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量表(FMA)、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巴氏指数（ADL-BI）、中国脑卒中神经功能缺

损程度评分量表(CSS)及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量表为观察指标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组、对照组均能改善 MAS、FMA、ADL-BI 及 CSS 评分情况（P＜0.01），可有效缓解肌

痉挛、改善上肢运动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促进神经功能恢复，从而提高临床疗效，治疗组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显著差异性。 

结论  经筋排刺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上肢痉挛安全有效，值得推广。  

 

PU-555 

从手法的作用原理出发分析腰痛患者传统手法治疗与症状学评分

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谷广军 

济南复元康复医院 250100 

 

目的  研究腰痛患者手法治疗前后，脊柱对称性与症状学评分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集本院 70 例腰痛患者保守治疗前及治疗 1 个疗程（20d）后症状学评分指标。 包括：直腿

抬高角度（SLR）、视觉疼痛量表（VAS）、日本骨科学会腰突症病情评分(JOA)等  

结果  治疗前后脊柱对称性指标的变化值与症状评分改善值呈正相关关系   

结论  治疗前后侧屈角之比值 LR、侧弯角 M、旋转角 HA，尤其是 LR 与患者临床症状变化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可以客观的阐明脊柱的功能形态和病情恢复程度；传统手法治疗腰痛应该重视脊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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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平衡因素。 本研究对 70 例腰痛患者，保守治疗前后测量脊柱对称性指标和临床评分，并对这些

数据治疗前后的变化值进行相关性分析，表明侧屈角之比可以说明脊柱的功能状态和病情恢复程度，

脊柱的力学失衡与患者的临床状态密切相关，而腰痛的发生致病机制，就要应考虑脊柱力学失衡因

素存在异常情形。  

   【灵枢】曰：―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  【太平圣惠方】―补筋骨，益精髓，通血脉‖  【正

体类要】―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  

【医宗金鉴】―爰因身体上下正侧之象，制器以正之，用辅手法之所不逮，以冀分者复合，欹者复正，

高者就其平，陷者升其位‖   【灵枢】提出―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

矣。‖  【素问】曰―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  

【素问】又曰―诸筋骨皆属于节‖  【血证论】强调―业医不知脏腑，则病原莫辨，用药无方‖脏腑病机

是探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脏腑功能活动失调的病理变化机制。  

   后续研究，可在鉴别结构代偿性侧弯和痛性侧弯角度的指标方面、在腰痛患者疗效临床评价方面、

在其它脊柱损伤与退变性疾病的疗效评价方面、在脊柱健康评价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剖析，具有指导

意义。  

本试验从治疗前后脊柱对称性指标与症状评分变化的趋势分析，随着骨关节错位的纠正，肌肉痛性

痉挛的减轻，脊柱侧弯角和旋转角会随之发生变化，脊柱静力性随之平衡恢复：从脊柱动力性平衡

角度看，随着椎旁肌群运动协调性恢复、后关节及神经根无菌性炎症的消除，患者运动相关性疼痛

减轻，脊柱运动疼痛受限的状况也随之改善，运动幅度和对称性相应改善，脊柱动力性平衡随之重

建。  

   

PU-556 

眼针联合认知训练对脑卒中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廖亮华 江兴妹 滕新 高丽君 古丽梅 周冰峰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516001 

 

目的  探讨眼针联合电脑辅助认知训练治疗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效果。 

方法  选择脑卒中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90 例，按训练方式的不同分为眼针组(A 组=30)、电脑辅助组(B

组=30)和联合组(C 组=30)，眼针组给予眼针治疗、电脑辅助组给予电脑辅助认知训练、联合组给予

眼针联合电脑辅助训练，时间为 2 个月。在训练前及训练后 2 个月分别用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

定成套测验。 

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成套测验各项分值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

疗 2 个月后三组患者项目评分较入院时均有明显提高(P<0．05)，且联合组优于其他两组(P<0．05)。 

结论  眼针联合电脑辅助认知训练对改善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效果更为显著。 

 

PU-557 

张力平衡针法结合牵张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肌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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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 沈毅 李德岩 夏梦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241000 

 

目的  探讨张力平衡针法结合牵张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肌痉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在本科室住院行康复治疗的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后肌痉挛患者 60 例，根据随机原则分

为两组：治疗组 30 例与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采用张力平衡针法结合牵张训练治疗，对照组采用传

统针刺结合牵张训练治疗。2 组均治疗 4 周，每周休息 1 天。两组治疗前后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量

表[1] 及改良 Asworth 量表[2]进行评定，得出数据利用 SPSS17.0 统计系统进行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评定数据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4 周后改良 Bar

thel 指数量表评定数据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疗效评价以改良 Ashworth

量表评分为基础，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0%，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6.67%，表明治疗组的疗效明

显优于对照。 

结论  张力平衡针法结合牵张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肌痉挛有较为显著的临床疗效，降低了患肢肌张力，

提高了日常生活能力，值得在临床推广。 

 

PU-558 

穴位刺激对脊髓损伤患者尿流动力学的影响 

 

张颖 苏严慧 金书晓 陈金 王静 杜金刚 

天津市人民医院 200120 

 

目的  观察穴位刺激联合膀胱功能锻炼对脊髓损伤（SCI）患者尿流动力学的影响。 

方法  选取外伤后 SCI 手术患者 6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

2 组患者均采用单纯膀胱功能训练，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辅以穴位刺激治疗，具体包括针刺治疗、艾

灸治疗及电针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3 个月后及治疗 6 个月后进行尿动力学检查、肾功能评定、

尿路感染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膀胱容量、最大逼尿肌压力、残余尿量、尿素氮水平、血肌酐水平、肾功能

受损情况、尿路感染情况、BI 评分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治疗 3 个月

后及 6 个月后膀胱容量、最大逼尿肌压力、残余尿量、BI 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有不同程度改善（P

＜0.05）。研究组治疗 6 个月后最大逼尿肌压力【（42±17）cmH2O】、残余尿量【（63±27）ml】、BI

评分【（74±22）分】较组内治疗 3 个月后最大逼尿肌压力【（65±19）cmH2O】、残余尿量【（81±2

6）ml】、BI 评分【（65±20）分】改善（P＜0.05）。对照组治疗 6 个月后 BI 评分【（71±25）分】高

于组内治疗 3 个月后 BI 评分【（62±24）分】（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同时间点比较，研究组治

疗 3 个月后除 BI 评分外，剩余指标均优于对照组治疗 3 个月后（P＜0.05）。治疗 6 个月后，研究

组除膀胱容量、BI 评分外，剩余指标均较对照组治疗 6 个月后优异（P＜0.05）。治疗前，患者均采

用尿管导尿。治疗后，研究组反射性排尿、叩击排尿、腹压排尿人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穴位刺激联合膀胱功能锻炼能够显著改善外伤后 SCI 手术患者的尿流动力学，减少患者肾功

能损伤及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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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9 

低功率 He-Ne 激光对带状疱疹治疗的效果 

 

林小东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低功率 He-Ne 激光对带状疱疹患者的疼痛度及生活活动的影响。 

方法  2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10）和实验组（n=10）。两组均接受相同常规治疗（系统药物

治疗及 12 天超短波治疗等），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增加低功率 He-Ne 激光光斑治疗。每天治疗时间为

每区 10 分钟，共治疗 12 天。治疗前后均采用 45 区体表面积评定、视觉模拟量表（VAS）、McGill

疼痛问卷表（MPQ）、Barthel 指数评定。 

结果  治疗后，实验组 45 区体表面积评定、视觉模拟量表（VAS）、McGill 疼痛问卷表（MPQ）、B

arthel 指数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低功率 He-Ne 激光治疗能进一步减轻患者的疼痛，缩短病程，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560 

Local Injection of Methylcobalamin Combined with Lidocai

ne for Acute Herpetic Neuralgia 

 

许纲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of methylcobalamin combined with lidocaine for acut

e herpetic neuralgiia. 

METHODS  204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

e time of onset: immediate-early (IE, 1-3 days) and early stage (ES, 4-7 days) groups and

 then subdivided randomly into control (IE-Ctl, ES-Ctl) and treatment (IE-Tr, ES-Tr) groups. 

Treatment efficacy was assessed based on rash healing time, alteration in pain intensity, a

nd interference with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sh healing time between IE and ES.

 The mean pain scores in IE-Tr (2.4?±?0.7) and ES-Tr (1.3?±?0.7)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s. The median satisfactory response time was 6 d

ays in ES-Tr and 11 days in IE-Tr. The benefit ratio for ES-Tr versus IE-Tr was 14.94.  Th

e incidence of postherpetic neuralgia was 1.1% at 3 months. 

CONCLUSIONS  Local methylcobalamin combined with lidocaine, optimally administered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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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 4-7 days of onset, may be an effective therapeutic option for acute herpetic neuralgia. 

 

PU-561 

关元穴灸法结合间歇导尿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临床疗效观

察 

 

林瑞珠 许建峰 朱宁 刘剑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02DocumentNotSpecified7.8 磅 Normal0 

目的  研究关元穴灸法结合间歇导尿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流动力学、每日平均导尿次数的

影响。 

方法  选择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60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观察组采用关元穴

灸法结合间歇导尿，采用灸架悬灸关元穴，大约距皮肤 2 cm，以皮肤发红不起泡为度，每天 1 次，

每次 1 小时，治疗 4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根据患者膀胱容量及残余尿量进行无菌间歇导尿；对

照组根据患者膀胱容量及残余尿量进行无菌间歇导尿。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行常规尿流动力学测定，

平均膀胱容量（VH2O）、膀胱顺应性（BC）、记录膀胱压力（Pves）和逼尿肌压力（Pdet）等参数；

每日记录排尿日记，记录内容包括导尿次数，自排尿量、导尿尿量，尿液颜色。 

结果  两组治疗后平均膀胱容量（VH2O）和膀胱顺应性（BC）较治疗前均明显提高(P<0．01)，且

改善程度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1，P<0．05)；两组治疗后膀胱压力（Pves）和膀胱顺应性（P

det）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P<0．01)，且改善程度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每日平均导尿次数

比较，两组治疗前组间比较无差异（P>0.05），观察组组内比较较治疗前减少(P<0．05)，观察组与

对照组组间比较，平均导尿次数明显减少(P<0．01)；而对照组在每日平均导尿次数，治疗前后比较

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艾灸关元结合间歇导尿可以很好地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尿流动力学，使患者恢复

膀胱有规律地储存和排出尿液的功能，尽快恢复到平衡膀胱，减少间歇导尿次数从而提高患者的生

活和生存质量。 

 

PU-562 

间歇导尿联合点揉与中频治疗对神经源性膀胱康复的影响 

 

相洁 程晓婕 孙银娣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诊疗中心 710061 

 

目的  探讨间歇清洁导尿联合穴位点揉与穴位中频治疗对脊髓损伤性神经源性膀胱功能康复的临床

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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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1 年 4 月至 2015 年 10 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脊髓损伤(SCI)伴有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的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 32 例，两组

均采用同样的情志疏导、针灸、饮水计划与健康教育,对照组采用常规留置导尿，每天行尿管护理 。

治疗组间歇清洁导尿联合点揉与中频即（1）间歇清洁导尿：指导患者取卧位或坐位，将双手彻底清

洗后清洁会阴部，必要时需经碘伏消毒。将一次性 PVC 尿管（规格 8-10 号）插入尿道，通过挤压、

叩击、增加腹压等方式尽量引出较多尿液，每次导尿量不应大于 400ml，每 6-8h 导尿 1 次。（2）中

频穴位治疗：选取千里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ZP-100CHII 型中频电疗仪，处方为 15 号（尿潴留），两

电极对置放，一电极片放于下腹部的中极、气海、关元，另一电极放于骶尾部的八髎穴（避开伤口），

沙袋按压，保证电极充分接触皮肤，即可输出设定好的调制中频电流，电流强度以患者耐受为度，

每次时间为 15 分钟；（3）穴位点揉：取穴关元、中极，每穴位点揉 5 分钟。2 周为一个疗程,共 3

个疗程，随访 6 个月。治疗结束后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残余尿量、尿动力学、尿常规与尿细菌

学检查及国际 LUTS 症状评分评价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残余尿量、尿动力学、尿常规与尿细菌学检查及国际 LUTS 症状评分无明显

差异(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残余尿量、尿动力学、尿常规与尿细菌学检查及国际 LUTS 症状评

分均有明显差异(P<0.05),且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间歇清洁导尿联合穴位点揉与穴位中频治疗能有效的降低脊髓损伤后患者的泌尿系感染与肾

功能衰竭等并发症,极大改善膀胱功能,并提高了患者的日常生存质量,是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康复护

理的一种有效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PU-563 

患者及家属共同参与慢性腰背痛的疼痛管理临床研究 

 

黄玉英 程晓婕 刘晓霞 相洁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710054 

 

目的 探讨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参与慢性腰背痛的疼痛管理的临床效果观察。 

方法 选取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1 月 24

0 例住院的符合入选标准的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 120 例。对照组患者

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护理、健康教育;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对其照顾的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其内容

包括心理疏导、饮食指导、慢性腰背痛其相关知识、疼痛的认知、自我效能、疼痛应对策略、康复

训练的方法、纠正日常生活不良姿势，生活的调护等，通过对家属与患者进行团体授课与个性化的

健康教育相结合方法，每周 1 次，每次 20 分钟，共 4 次，随访 12 周，随访期间可通过门诊健康教

育与微信健康教育相结合。评价干预前后 2 组患者的疼痛(VAS)、疼痛认知、慢性疼痛自我效能(PS

EQ)、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问卷(ODI)及疼痛应对策略的变化。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疼痛认知、PSEQ、ODI 及疼痛应对策略方面无明显差(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在 VAS、疼痛认知、PSEQ、ODI 患者自我效能及疼痛应对策略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此研究通过患者家属的监督、督促作用,使患者有效地建立疼痛认知和自我效能,掌握疼痛应对

策略,缓解了疼痛,提高疼痛自我管理能力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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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4 

热敏灸联合中药内服治疗肩周炎 30 例的报告 

 

袁涛 刘理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32000 

 

目的  观察热敏灸联合中药三痹汤加减内服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中药内服治疗，观察组采用热

敏灸联合中药内服治疗。3 周后，观察对比两组的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 3 周后，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60.0% 和 83.3%,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中度疼痛例数明显少于对照组 (P<0.01), 无疼痛例数明显多于对

照组(P<0.01)。 

结论  热敏灸联合中药内服治疗可明显减轻肩周炎患者疼痛症状，显著改善肩关节功能，可能与艾

灸刺激热敏反应点、激发经络传感，促进经气运行，激发机体内源性调控系统功能，使失调、紊乱

的生理生化过程恢复有关，热敏灸联合中药三痹汤内服治疗肩周炎，具有明显疗效，热敏灸疗法具

有操作简便、费用低，无痛苦、无副作用、病人接受程度高的优势，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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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5 

物理因子+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疗效观察 

 

毕世庆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附院康复科 563003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 椎间盘退行性改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分手术疗法和非手术疗法。手术疗法创

伤和风险 

较大,费用相对也较高, 同时也有复发的可能,很多病人在心里上不能接受, 往往选择保守疗法而就诊

我 

科。 

目的   观察磁疗+电脑中频+牵引综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与单纯使用电脑中频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磁疗+电脑中频+牵引 80 例作为治疗组,单用电脑中频治疗 50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

疗效。 

结果   治疗 2 个疗程后两组有效率比较( χ2=22.56, P<0.001) , 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治疗组疗效

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磁疗+电脑中频+牵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有较好疗效, 而且对患者身体创伤小, 在临床上具有

推广价值。   

 

PU-566 

原汁犬肉汤加紫外光针治疗带状疱疹临床研究 

 

梁建军 苗慧群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21005 

 

目的  为了寻求及早简单治愈带状疱疹的方法。 

方法  采用原汁犬肉汤加紫外光针治疗带状疱疹。 

结果  应用原汁犬肉汤加紫外光针治疗带状疱疹、比用单纯治疗，疗效和疗程间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用原汁犬肉汤加紫外法，是值得临床进一步和研究推广的。 

带状疱疹是疼痛和疱疹为主的疾病。为更快的消除其较严重的症状，科从 2008 年 2 月-2015 年 9

月采用采用原汁犬肉汤加紫外光针治疗，从而提高了临床疗效，缩短了病程，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疱疹是疱疹性和痛性皮肤病。老年人多。为更快的消除带状疱疹较严重的症状及时解除患者的病痛，

科从 2008 年 2 月-2015 年 9 月采用原汁犬肉汤加紫外光针治疗带状疱疹、提高了临床疗效，缩短了

病程，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临床资料一般资料 80 例均为本院皮肤科和本科门诊的患者。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及病情情况比较

P 值均>0.05 ，说明具有可比性。诊断: 发疹前可有轻度乏力、低热、等全身症状，患处皮肤神经

痛，老年患者常较为剧烈。治疗方法:紫外线现照射(男性照射左手;女性照射左手)内关穴在首次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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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红斑量,以后不再照射,喝三次原汁狗肉汤\分别为第一天、第三天、第五天；在照射穴位后 1-5 天

均按常规行紫外线的正常治疗。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U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和 t 检验， P<0.01 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结果：两疗效间经 χ2 检验 、

χ2=19.55，（P<0.01）说明两者有明显差异。两组疗程间经 t 检验、t=18.56，（P<0.01）。说明：治

疗组疗效佳、疗程短。讨论 红斑反应有刺激穴位作用、可以起到神经反射的效果。 带状疱疹可内

服药物等手段。狗肉汤对于带状疱疹病毒有杀灭作用。紫外线的红斑量作用在内关穴上，形成穴位

疏通作用及紫外线的局部作用总之，服用犬肉汤即能增加营养又能治病；确实值得临床研究和借鉴。 

 

PU-567 

太极拳“云手”在脑卒中偏瘫早期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王梅梅 戴馨 

山西省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041000 

 

目的  观察太极拳―云手‖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神经内科及神经外科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训练

的 38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入院顺序将所有患者划分为两组，即：观察组（19 例）与对照组（1

9 例）。入选标准：①所有患者均与 2007 年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学会颁布的《中

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试行版）》相关诊断标准相符，经 MRI 检查或者 CT 检查确诊（包括脑出血术

后患者）；②初次发病者；③年龄在 18-70 岁范围内；④血压不超过 160/100mmHg。排除标准：①

不符合相关诊断标准；②无偏瘫症状；③严重心肺及肝肾功能不全者；④伴意识障碍者；⑤有肺部

感染发热者；⑥不稳定骨折等严重运动系统疾病者；⑦精神障碍及严重认知障碍不能配合训练者。

对照组 19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给予常规康复治疗（良肢位摆放、PT、OT、针灸等），观察组 19 例脑

卒中偏瘫患者予常规康复加太极拳―云手‖训练，训练要领：根据病情采取卧位、坐位或站立位训练，

不能主动者予健手带患手或治疗师辅助，健手与患手交替进行，自然呼吸，眼随手动，用意不用力，

腰部旋转带动上肢运动。脑梗死患者病情稳定后 48 小时内开始，脑出血及脑出血术后患者病情稳定

后 1 周左右开始。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等）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之前与治疗后 14d 的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 FMA）评分及改

良 Barther 指数（MBI）。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之前的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 FMA）评分及改良 Barther 指数（M

BI）评分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4d，观察组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 

FMA）评分（52.21±7.69 明显优于对照组（41.30±8.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治疗 14d 后，改良 Barther 指数（MBI）评分（26.69±2.87）明显优于对照组（18.53±3.2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太极拳云手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但观察

样本量小，有待多中心、随机的、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进一步观察。 

 

PU-568 

比较逆灸关元、命门穴对力竭运动大鼠糖原、乳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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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歌 孙志芳 王洋 谭莉华 莫捷 王婧 张露芬 任晓暄 郭孟玮 李晓泓 

北京中医药大学 100029 

 

目的  比较逆灸关元和命门穴对大鼠力竭运动时糖原、乳酸的影响，以探讨逆灸不同经穴对调节机

体能量代谢的作用。 

方法  将雄性 SD 大鼠按游泳能力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逆灸关元组、逆灸命门组、力竭对照组、

逆灸关元+力竭组和逆灸命门+力竭组，逆灸组预先进行艾灸，干预 20 天后进行力竭游泳，观察力

竭时间并采用生化法检测肝糖原、肌糖原、肌乳酸、血乳酸的含量。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逆灸关元和命门组大鼠肝糖原、肌糖原、肌乳酸、血乳酸含量均无明显

变化（P>0.05），力竭对照组肝糖原、肌糖原含量极显著下降（P<0.01，P<0.01），肌乳酸、血乳酸

含量极显著上升（P<0.01，P<0.01）；与力竭对照组相比，逆灸关元+力竭组和逆灸命门+力竭组的

力竭游泳时间明显延长（P<0.01 ，P<0.01）；逆灸关元+力竭组肝糖原含量极显著升高、肌糖原无

显著差异（P<0.01，P>0.05），肌乳酸、血乳酸含量显著下降（P<0.05，P<0.01），逆灸命门+力竭

组肝糖原、肌糖原含量显著升高（P<0.01，P<0.05），肌乳酸、血乳酸含量极显著下降（P<0.01，

P<0.01），逆灸命门+力竭组的肌乳酸含量较逆灸关元+力竭组下降更明显（P<0.05）。 

结论  逆灸关元和命门穴均可提高大鼠的运动耐力，使大鼠力竭时间延长，其作用可能与其加强能

量代谢，提高糖原利用率并降低乳酸堆积有关，逆灸命门对肌乳酸的清除力度较关元更为明显。 

 

PU-569 

中风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治疗疗效观察 

 

曲红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康复分院 150020 

 

1 资料、目的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我科 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的 20 例患者，其中男性 13 名，女性 7 名，

年龄最大 72 岁，最小 43 岁，脑出血 6 例，脑梗死 14 例。评定结果肩关节半脱位一横指半 15 例，

一横指 5 例。 

1.2 治疗目的： 

1）通过矫正肩胛骨的位置而矫正关节盂的位置，以恢复原有的锁定机制。 

2）降低神经系统不利的张力，以便使肩关节能复位，恢复肌肉的保护性活动。 

3）刺激肩关节周围稳定肌的活动及张力。 

4）在不损伤肩关节及其周围结构的前提下，保持肩关节无痛性的全范围被动活动。 

5）在日常治疗中保护易受伤的肩关节。 

1.3 治疗方法： 

1）矫正肩胛骨的姿势 

2）降低神经系统张力以矫正半脱位并恢复主动的肌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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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刺激肩周稳定肌的活动和张力 

4）保持肩无痛的全范围被动活动度 

5）在日常治疗中保护易受伤的肩关节 

2 结果 

2.1 疗效评定标准：基本治愈：无肩关节半脱位；有效：症状改善，半脱位范围缩小；无效：无改善

或加重。 

2.2 治疗效果：基本治愈 5 例，占 25%，有效 13 例，占 65%，无效 2 例，占 100%，总有效率 80%。 

3 讨论 

 肩关节半脱位在脑卒中偏瘫患者中极为常见，病因较复杂的一个并发症，如不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

引起肩关节半脱位的病因将会造成肩痛，甚至影响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临床

实践表明，有效的康复训练，去除或减少引起肩关节半脱位的病因，避免疼痛，扩大患肢的活动范

围，并且挤压关节刺激本体感觉；反射性抑制模式降低上肢肩胛带及肩关节的肌肉张力，肌肉收缩

增强主动运动等等。综上所述，中风偏瘫后肩关节半脱位一定要做到积极有效的治疗。 

 

PU-570 

巨刺法针灸联合中药联合治疗脑卒中后感觉异常临床观察 

 

白智鹏 魏芳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康复分院 150020 

 

目的  观察巨刺法针灸联合中药治疗脑卒中后感觉异常临床疗效。 

方法   2 组均给予 Bobatha 法、运动再学习、Rood 技术等常规运动及感觉训练，针灸治疗时头针

取穴一致，体针均于偏瘫患侧上肢取穴肩髃、曲池、外关、手三里、合谷，下肢取伏兔、足三里、

阳陵泉、丰隆、三阴交、血海，治疗组在常规方法基础上增加健侧体针联合中药方法治疗，健侧上

肢取穴内关、养老、中渚，健侧下肢取穴足三里、三阴交、太冲。治疗组予中药予华佗再造丸口服。 

结果  治疗组 4 周后，2 组 FMA 感觉功能均较 4 周前有明显提高，且治疗组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

后 2 组临床疗效相比，观察组痊愈 16 例，有效 7 例，显效 3 例，无效 2 例，对照组分别是 9 例、4

例、8 例、7 例，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讨论 脑卒中属于中医的―中风‖范畴，中医学认为中风病是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阴阳亏虚，气血

逆乱，清窍失养，经络阻滞所致。中风恢复期的患者肝肾阴虚、气血亏虚更为明显，且多伴有血瘀。

肝肾阴虚、气血亏虚，瘀血可使肌肤筋骨失于濡养，从而造成感觉异常，表现为酸麻胀痛及沉重感，

治疗当以补益肝肾、益气补血兼活血化瘀。从西医学角度来讲，患者脑梗死后相应区域供血障碍，

导致对侧肢体偏身感觉麻木异常，不仅影响患者综合运动功能恢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同时，由

于患者血管舒缩功能及血液流变学、微循环的改变，又加重了肢体感觉障碍的程度。针刺能疏通经

络，调畅气血，调节神经系统，兴奋大脑皮层，形成新的突触网，平衡局部与全身机能，对中风感

觉障碍有一定临床疗效。[2-3]治疗组患者偏瘫侧上肢取穴肩髃、曲池、外关、手三里、合谷，下肢

取伏兔、足三里、阳陵泉、丰隆、三阴交、血海，健侧上肢取穴内关、养老、中渚，健侧下肢取穴

足三里、三阴交、太冲，治疗组只行患侧针灸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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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1 

调制中频电流疗法治疗脑卒中后遗症校正异常步态 40 例临床观

察 

 

董艳芳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康复分院 150020 

 

一、调制中频电流疗法为低频调制中频电流其作用如下： 1、克服习惯性 幅度恒定的低频电流为人

体所适应，采用 0-150Hz 的低频电流调制中频电流，使中频电流的幅度随低频电流的频率而发生变

化，由于其波形、波幅、频率不断变化，人体不易产生习惯性。         

   2、兼有低、中频的作用 除具有中频正弦交流电流的特点外，还有低频电流的特点。对运动神经

肌肉：1-10Hz 可引起肌肉单收缩、25-50Hz 可引起肌肉强直收缩、100Hz 可引起肌肉收缩减弱或消

失；对感觉神经：50Hz 震颤明显、100Hz 止痛；对血管：1-20Hz 增高血管张力、50-100Hz 扩张

血管；对自主神经：4-10Hz 兴奋交感神经、20-40Hz 兴奋迷走神经、100-50Hz 抑制交感神经。  

二、治疗作用：  

1、止痛作用 中频电的止痛作用以低频电流调制的中频电流最显著，治疗后使局部的痛阈增高。有

即时止痛作用和后续止痛作用。  

2、促进血液、淋巴循环 50-100Hz 的低频电流调制的中频电流有显著的促进局部和淋巴循环的作用，

可使小血管、毛细血管、淋巴管扩张。作用后可见局部开放的毛细血管数目增多。   

3、对骨骼肌的作用 可使骨骼肌产生收缩活动，电流作用 

深度较大，因此常用于锻炼骨骼肌。  

4、软化瘢痕和松解粘连的作用 等幅正弦中频电流（音频电）有软化瘢痕和松解粘连的作用。  

经过我多年的理疗经验证明，电极片作用于异常模式的拮抗肌肉，能不同程度地校正异常模式，为

PT 治疗师的步态分析及校正做了前期的工作。  

现将 40 例脑卒中后遗症足下垂、足内翻做理疗-调制中频电流疗法对异常模式的校正对照如下：组

  别例 数年 龄异常模式结  果第一组实验组（经过理疗）2055+-4 足下垂、内翻 80%好转第二组

对照组（未经过理疗）2052+-3 足下垂、内翻 20%好转    经过 40 例临床试验证明，脑卒中后遗症

足下垂、足内翻做理疗疗-调制中频电流疗法对异常模式的校正有显著的疗效，能很大程度地减轻了

脑卒中后遗症足下垂、足内翻同时也缩短了康复治疗时间，减轻了病人的痛苦，为患者早日回归家

庭、回归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PU-572 

闹脊索瘤术后吞咽功能障碍治疗个案报道 

 

么洪茹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康复分院 15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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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脑脊索瘤术后致环咽肌失迟缓型吞咽障碍的疗效方法。 

一  资料与方法 

1．1  

吞咽障碍评估：消瘦、反复性肺炎、分泌物异常多、食物经咀嚼后无法下咽、咽部食物滞留感、口

咽返流明显,患者神清可交流（挡住气切口可交流）构音器官运动欠灵活，悬雍垂居中，软腭抬举差，

咽反射消失、鼻漏气、吞咽启动速度缓慢，喉部上台幅度减小,咽后明显呛咳,从气切口喷出分泌出大

量黄色浓痰。 

吞咽专科检查： VF 检查（影像下显示：液体食物咽后即刻返出伴有明显呛咳，固体食物在口内咀

嚼的不充分且无法下咽） 

临床诊断：脑脊索瘤术后恢复期；肺部感染    

语言诊断: 吞咽障碍；构音障碍 

1．2    治疗方法：   

球囊导管扩张术、 

神经肌肉电刺激、 

构音器官训练、   

门德尔松手法、 

声门上吞咽法、 

进食指导训练、 

食物增稠剂的调和及其应用 

1.3  疗效评定： 

该患在气道开放状态下研磨的食物和增稠剂调和后可经口进食，咽下无返流无呛咳，经 VF 检查：

该患经口进食钡剂调和的果汁经口可下咽，无呛咳现象。 

二  结果                 

   脑脊索瘤术后口腔期吞咽障碍合并环咽肌失迟缓的患者经过综合的手法治疗可恢复经口进食，无

呛咳，减少肺部感染的几率，效果肯定。 

三  讨论 

脑脊索瘤是颅内较少见的一种破坏性肿瘤，深在于颅底部位的良性肿瘤,生长缓慢,手术后也可再发，

会残留相应的功能障碍，针对这种功能障碍可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该患吞咽方面表现为口腔期

吞咽障碍和环咽肌方面的问题，球囊扩张治疗和相应的手法训练是解决患者吞咽问题的最直接最有

效的方法。 

１.环咽肌功能障碍：指环咽肌不能及时松弛或发生肌肉痉挛。 

表现形式：松弛开放缺乏、松弛开放时间不当、松弛开放不完全。  

2.食道上括约肌ＵＥＳ开放：牵拉力和括约肌的放松协同使ＵＥＳ扩张，放松不能使ＵＥＳ开放， 

是通过舌骨喉复合体以及潜在的咽部共同产生的生物力学作用促使开放后的肌肉运动表现结果。 

3.球囊扩张手法操作时提拉球囊与吞咽动作同步情况： 

患者配合主动吞咽时抽拉球囊阻力感小，与吞咽动作不同步牵拉球囊，抽拉球囊阻力感明显。 

 

PU-573 

整复推拿治疗偏瘫肩痛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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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舰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康复分院 150020 

 

目的  探讨整复推拿治疗偏瘫肩痛的治疗效果。方法：将 12 例中风病后合并偏瘫肩痛患者分为治疗

组 6 例和对照组 6 例，两组均行脑血管病的常规治疗和护理，对照组在常规处理的基础上给予超短

波等常规处理。1 次/d，6 次为 1 个 疗程，疗程间休息 1d，治疗 2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价；治疗组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颈肩部整复推拿治疗，1 次/d，3 次一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1d，治疗 2 个

疗程后进行疗效评价。结果：两组治疗 2 个疗程后面部表情疼痛量表（FPS-R）评分差异显著，治

疗组上肢的疼痛比治疗前比较有明显改善。结论：整复推拿治疗对消除中风病后偏瘫肩痛有重要意

义，迅速镇痛，防止肩关节变形，肌筋膜粘连，对促进中风病后肢体功能的恢复有重要意义。 

1    资料和方法 

1.1 治疗方法 

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两组，两组均给予中风病常规处理，控制血压、血糖、血脂，降颅压，积极按中

风病防治指南给予二级预防。所有患者在治疗期间均配合主动或被动的肢体康复功能训练。对照组

常规处理给予患肢超短波等常规理疗，1 次/d,6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1d,治疗 2 个疗程后进行

疗效评价。治疗组在常规中医推拿基础上对肩部进行整复推拿治疗,1 次/d,3 次一个疗程,疗程减休息

1d,治疗 2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价。 

治疗组整复具体操作：例左侧偏瘫肩关节疼痛患者，患者仰卧位，施术者位于患者患侧，右手至患

者肩胛骨下，以四指勾住肩胛骨内侧缘，使肩胛骨外旋，后左手压住患者肱骨头前缘，同时右手发

力使外旋肩胛骨向前胸推动，产生弹响施术成功。 

1.2 疗效判定标准 

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及治疗 2 个疗程后进行面部表情疼痛量表（FPS-R）评分（因部分患者不能言

语或轻度认知障碍，故选此表）。观察治疗后两组患者肩部疼痛减轻程度。 

2  结果 

改善明显，评分 90%达到 2 以下 

面部表情疼痛量表（FPS-R）评分：0:非常愉快,无疼痛;1:有一点疼痛;2:轻微疼痛;3:疼痛较明显;4:

疼痛较严重;5:剧烈疼,但不一定哭泣 

3 讨论 

通过对肩关节的整复推拿治疗能迅速有效地缓解肩部疼痛，进而配合肩关节的常规推拿手法治疗，

解除紊乱状态，标本兼治，改善偏瘫肩痛患者的生活状态。整复推拿治疗偏瘫后肩痛疗效肯定，且

明显优于其他传统理疗，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PU-574 

针灸结合穴位注射治疗腱鞘炎的总结 

 

胡斌 韩雄波 

湖北省应城市人民医院 4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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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针灸结合局部封闭治疗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94 例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穴位注射治疗,治疗组采用针灸结合穴位注射治疗。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8.04％，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93.48%，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0.05）。 

结论  针灸结合穴位注射治疗比单独采用穴位注射治疗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疗效更佳。  

【关键词】  狭窄性腱鞘炎  针灸  穴位注射治疗  

       桡骨茎突腱鞘炎是指拇长展肌腱和拇伸肌腱共同通过桡骨突处腱鞘的狭窄性炎症。患者出现腕

部桡侧疼痛，手腕乏力，活动受限患者拇指内收屈曲同时腕关节尺侧倾斜可引起狭窄部剧烈疼痛，

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现将 2015 年开始采用针灸结合穴位注射治疗桡骨茎突部狭窄性腱鞘炎，临

床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研究方法   

       2.1  治疗方法  

       2.1.1 对照组  采用穴位注射治疗:使用 5ml 注射器，穴位注射液为曲安奈德 10mg 加人 2％利

多卡因 3ml 中。注射方法：让患者外展拇指，皮下触摸到拇短伸肌腱作为标志物，沿拇短伸肌腱的

走行方向，自桡骨茎突由远端向近端将注射器针头刺人腱鞘，注入注射液。注射液准确注入第一间

室后，药液沿拇短伸肌腱的滑膜鞘弥散，会出现超越拇指掌指关节的带状皮下膨隆，把这种皮下膨

隆出现以及 5min 后握拳尺偏试验征消失或改善，视为准确注入拇短伸肌腱鞘内的标志。因第一间室

内拇短伸肌腱与拇长展肌腱之间有较高的纤维间隔出现率，为了提高穴位注射治疗的效果，当注射

液残留 1ml 时，把注射针头向拇长展肌腱方向刺入，进行骨膜下注射。每 7d 一次，2 次为一疗程，

4w 后观察疗效。 

3 结果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治疗组高于对照组，所有患者均无不良反应。  

4  讨论  

       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发生于拇长展肌和拇短伸肌腱鞘,拇长展肌和拇短伸肌的肌腱走行于桡

骨茎突部的骨性线沟内，其上面有腕背韧带覆盖，由此形成一纤维骨性鞘管。肌腱出鞘管后折成一

定的角度分别止于拇指及第 1 掌骨。当拇指及腕关节活动时，此折角加大，从而增加肌腱与纤维骨

性鞘管管壁的摩擦，特别是用拇指用力捏持操作，做快速动作的工作，时间久之，即可造成肌腱滑

膜炎症，进而出现临床疼痛等症状。女性此折角较男性大，加之抱孩等家务劳动较多，因此女性发

病率高于男性[2]。  

 

PU-575 

右侧半球损伤致言语失用 1 例报道 

 

吴炳杰 李玲玲 杜雪峰 

诸城市人民医院 262200 

 

言语失用(apraxiaof speech, AOS)是一种运动性言语障碍，表现为讲话速度慢、语调异常、错误的

声音替代、缀语、重复和长音，有时伴有摸索性、试验性和错误的发音动作，可单独发生，也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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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其他言语障碍，是运动计划和/或编程过程中出现的障碍所致[1]。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由 Fred

eric Darley 及其同事进行了特征性的描述。此后经过言语失用领域专家学者 40 余年的研究验证，

于 2006 年出版了第一个关于言语失用的治疗指南 [2]。国内关于言语失用的文献报道尚不多见，对

其言语特征、发病机制、神经解剖学、诊断及治疗等方面，也缺乏相关的系统研究。 

资料显示言语失用的患者训练效果较差，临床多采用常规言语训练及 Rosenbeke 成人言语失用八步

治疗法，患者很难掌握发音的特点，因而了解每个发音的特点，是治疗成功的关键。本例患者在采

用传统的言语训练及Rosenbeke成人言语失用八步治疗法基础上, 加入汉语拼音发音动画视频训练，

强化患者对正确音位的掌握能力, 训练效果有明显提高。 

 

PU-576 

针刺配合手法治疗周围性面神经炎 40 例疗效观察 

 

梅杰民 李婧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医院 466600 

 

目的  面神经炎是指因茎乳孔内面神经非特异性炎症所致周围性面瘫,又称贝尔麻痹 (Bell palsy)或

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为缩短面瘫患者的疗程,防止面瘫后遗症，我们以针刺配合手法为主治疗 40 例

面瘫患者,对比、观察治疗效果。 

方法  本组 40 例病例均属周围性面瘫,临床资料完整。 随机分为治疗组 20 例与对照组 20 例, 两组

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符合周围性面瘫的诊断标

准,排除其他原因致病。治疗组（针刺配合手法治疗） 针刺治疗：治则：祛风通络。取穴：阳白、

地仓、颊车、下关、翳风、合谷。随证配穴：鼻唇沟变平坦者加迎香；鼻唇沟歪斜者加水沟；颏唇

沟歪斜者加承浆；额纹变浅或消失，眼闭合不全者，阳白透鱼腰；口歪、流涎、食物滞留取地仓透

颊车、颧髎；听觉障碍翳风、听会。针刺治疗每日 1 次，7 次为一疗程。 手法治疗：手法治疗需健

侧患侧同时进行，治疗师双手配合治疗。点穴：印堂、攒竹、鱼腰、太阳、四百、迎香、地仓、颊

车、下关、承浆、廉泉等穴定点按揉，即每穴―按一揉三‖，施术 5-10 下。其他推拿：抹印堂-神庭线

（开天门），分抹印堂-太阳线、上下眼眶线，分抹地仓-迎香-精明-攒竹-阳白线，掌揉面颊部，大拇

指与其他四指配合快速弹拨脸颊与同侧前额部。每项手法施术 5-10 下。运动疗法：以患侧辅助健侧

抗阻为原则，嘱患者蹙额，治疗师利用双手拇指，健侧向下抗阻施术，患侧用拇指与中指相对施力

辅助蹙额，并坚持 10s 后继续；沿着面神经分支方向利用中指快速轻刺激患侧面部，以促进神经兴

奋。最后拿法双侧风池、合谷穴，结束治疗。以上手法穿插配合、往返施术。上述治疗 1 次/天，20

-30min/次，7 次为一疗程。对照组（针刺治疗）：单纯用针刺，取穴及治疗方法与治疗组相同。 

结果   治疗前 Portmann 简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Portmann 评分

均明显提高，两组治疗前后 Portmann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两组治疗方法均可提高患者的 Portmann 评分，治疗组的治疗方法疗

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采用针灸配合手法治疗面神经炎，可明显缩短疗程，提高疗效。 

  

PU-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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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康复对纤维肌痛综合症的疗效评价 

 

党长林 郭学军 张海娜 王玉昌 宋丽娜 曹楠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观察心理康复对纤维肌痛综合征的疗效评价。 

方法  按照就诊的先后顺序，依照随机数字表方法将 60 例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分为两组，即实验组

和对照组。实验组 30 例采用综合康复诊疗基础上在配合给予心理康复治疗；对照组 30 例采用单纯

综合康复治疗。治疗 4 周后给予疗效评价。观察指标运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和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对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进行评估。 

结果  实验组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有效率为 76.0％；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V

AS 评分和 HAMD 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好转，具有统计学意义(P<O．05)，治疗 4 周后实验组在 VA

S 评分和 HAMD 量表评分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心理康复应用于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可以显著提高疗效，值得推广。 

 

PU-578 

蒙医白脉温针联合经直肠盆底肌电刺激治疗颈脊髓损伤肌肉痉挛

疗效分析 

 

李剑锋 闫金玉 夏润福 张旭 赵君 谭晓慧 关键 叶震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10030 

 

目的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严重创伤，据 2001-2007 年中国大

陆统计数字表明，脊柱骨折 16.87％并发脊髓损伤。肌痉挛（muscle spasticity）是脊髓损伤患者中

常见并发症之一，SCI 患者中有 12％-37％伴有肌肉痉挛。本研究旨在观察蒙医白脉温针配合经直

肠盆底肌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肌肉痉挛的疗效。 

方法 将 47 例脊髓损伤后肌肉痉挛患者按照知情同意，志愿入组的原则，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

治疗组(24 例)和对照组(23 例)。治疗组采用蒙医白脉温针联合经直肠盆底肌电刺激治疗，按照蒙医

调素体、祛―巴达干‖，通白脉的原则，循白脉取穴，蒙医银针针刺，取艾草约 1cm，温针尖，每五

天治疗一次。经直肠盆底肌电刺激，强度 10 mA、刺激频率 3/min，刺激时间 15 min，每日一次。

对照组主要采用药物治疗。治疗 6 月后各研究对象进行 Barthel 指数及改良 Ashworth 评分。   

结果 治疗后，患者 Barthel 指数较治疗前有所增加，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组 Barthel 指数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改良 Ashworth 评分比较，治疗组

显效率为 12.5.%，有效率为 79.1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

照组。  

结论 蒙医白脉温针配合经直肠盆底肌电刺激治疗可以有效改善脊髓损伤后肌肉痉挛患者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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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下肢活动能力，可明显改善患者肌肉痉挛状况。蒙医传统温针疗法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治疗

安全经济有效，联合现代医学疗法治疗脊髓损伤后肌肉痉挛效果肯定，为临床治疗脊髓损伤提供了

新的方法。 

 

PU-579 

冲击波治疗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效果 

 

谷玉静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冲击波治疗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本院诊断为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患者，按入院顺序分为 3

0 例研究组和 30 例对照组，分别接受冲击波治疗和注射治疗。对比（1）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和

治疗后 VAS 疼痛评分。（2）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疗效。 

结果 （1）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前 VAS 疼痛评分结果比较无差异（P>0.05）；治疗后 VAS 疼痛评分

结果比较有差异（P<0.05）。（2）研究组和对照组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93.3%、

70.0%，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次研究认为冲击波治疗腰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疗效肯定，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症状，减轻疼

痛感。 

 

PU-580 

改良铺灸对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效观察 

 

宋琳琳
1
 徐志伟

2
 陈新旺

3
 冯晓东

1
 王磊

1
 孙伟娟

1
 

1.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3.河南中医学院 

 

目的  探讨改良铺灸法对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改善情况。 

方法  选择 64 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对照组）和改良铺灸组组（治疗组）。

两组均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改良铺灸法。治疗结束后进行膀胱残余尿量，

膀胱容量、建立反射性膀胱时间、膀胱平衡指数的差异评价。 

结果  两组膀胱残余尿量，膀胱容量、建立反射性膀胱时间、膀胱平衡指数均有所改善，而治疗组

的改善程度明显效果优于常规治疗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改良铺灸法对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改善疗效显著。 

 

PU-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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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灸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疗效研究 

 

王莉娜 冯晓东 刘承梅 王晓丹 孙伟娟 刘雁 牛瑛琳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研究温针灸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76 例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8 例，治疗

组给予温针灸及常规康复功能训练，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康复功能训练，训练时间为 4 周。在训练前

及训练 4 周后分别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定（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量表及日常

生活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量表进行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评估并记录相关

数据。 

结果  治疗 4 周后，MoCA 评分显示，两组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提高，温针灸干预组分数提高均数为 5.

29 分，高于对照组的 3.90 分，两组间的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t=3.014,P=0.037）；ADL 量表疗

效分析显示温针灸干预组分数升高均数为 32.75 分，高于对照组的 30.20 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t=5.141, P<0.001）。 

结论  温针灸能明显改善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和提高日常生活能力（ADL），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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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82 

手指点穴对改善中风患者上肢痉挛的临床观察 

 

王静 赵敏 张铭 刘承梅 许梦雅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初步探索中医的手指点穴结合常规的康复治疗对于改善中风患者上肢痉挛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偏瘫上肢痉挛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研究，每组 30 例。2 组患

者均给予常规药物对症治疗，未给予抗痉挛的药物。在治疗过程中，治疗组在第 1 次手指点穴结束

后采用表面肌电的平均积分肌电值（iEMG）测试肱二头肌、桡侧腕屈肌观察有效时间并结合常规康

复治疗。对照组只运用常规康复训练。 

结果  手指点穴后治疗组肱二头肌 iEMG(9.85±4.58),桡侧腕屈肌 iEMG(9.89±5.38)均低于组内治疗

前肱二头肌（14.43±6.41）桡侧腕屈肌（13.95±6.02）（p<0.05）。两组之间比较，治疗组改善程度

大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手指点穴对改善中风患者上肢痉挛的有效时间较好，手指点穴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可有效降低

脑卒中患者上肢痉挛，效果要优于单纯的常规康复治疗。 

 

PU-583 

艾灸联合康复训练在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的应用 

 

鲍颂扬 苏晓娇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研究艾灸联合康复训练在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的应用。 

方法  本研究从2013年12月至2015年01月期间来我院内科进行治疗的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中，

随机抽取 80 例，平均分为两组。一组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康复训练进行护理，另一组为观察组，

采用艾灸联合康复训练方法进行护理。评价两组患者不同护理后的肢体痉挛评分以及生活质量评分，

并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护理方法下的护理总有效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肢体痉挛程度评分为（88.7±10.51），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观

察组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为（90.5±5.14），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观察组患者中显

效共 13 例，有效共 26 例，护理总有效率为 97.5%，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以上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艾灸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痉挛偏瘫患者，疗效显著，能够提高患者的活动能力，控制

患者的肢体痉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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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84 

浅谈理疗的临床应用 

 

寇娟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理疗的存在其实由来已久，但在近代它才逐渐被人们从科学的角度重视了起来，并形成了一门―新兴

的古老学科‖。理疗的本质是运用一些物理性质的因素，使之对患者身体产生一些正面的作用影响，

以促进患者的病情康复，起到一定的医用治疗效果。目前，物理治疗已经发展成为康复治疗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则对作者在理疗上的临床应用体会，做出了总结与分析。 

 

PU-585 

放血疗法治疗中风后肢体痉挛患者 54 例临床观察 

 

刘雁 冯晓东 任彬彬 王晓丹 刘承梅 王莉娜 牛瑛琳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放血疗法对中风后肢体痉挛的临床疗效，为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痪探讨一种简便、廉效的

方法。 

方法 将 54 例中风后肢体痉挛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

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放血疗法，在治疗 20 天前后分别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分级量表（the Mo

dified Ashworth scale，MAS）、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the Modified Barthel Index score，MBI)、

简化 Fugl-Meyer（FMA）运动功能评定量表评价其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 20 天后两组患者痉挛量表评分、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及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与治

疗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治疗组较对照组提高更明显（P﹤0.05）。 

结论 放血疗法可以明显降低中风后肢体痉挛患者肌张力，提高其运动功能，并且改善患者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有利于帮助中风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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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86 

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活动能力影响

的研究 

 

朱叶琳 鲍颂杨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活动能力影响，并总结临床经验。 

方法  本研究从 2014 年 02 月至 2015 年 03 月期间来我院内科进行治疗的急性期脑卒中患者中，随

机抽取 60 例，平均分为两组。一组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康复训练进行护理，另一组为观察组，采

用针刺结合康复训练进行护理。评价两组患者不同护理后的运动功能评分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Ａ

ＤＬ)评分，并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护理方法下的护理总有效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运动功能 FMA 评分为（89.3±9.21），日常生活能力 MBI 评分为（88.9±

7.43），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观察组患者中显效共 10 例，有效共 18 例，护理总有效率

为 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以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及活动能力具有积极影响，疗效显著，能够

提高患者的活动能力，促进患者恢复日常活动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587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脑卒中上肢功能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朱琳 冯晓东 刘承梅 谷玉静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肌电生物反馈方式治疗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康复效果，以期为脑卒中后上肢功能

障碍的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到 2015 年 4 月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就诊的脑卒中患者 3

0 例，所有患者在常规神经内科药物治疗及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肌电生物反馈治疗。观察患者

的治疗效果。 

结果  患者治疗 3 周、6 周和 9 周后肌电值、手腕关节活动度以及上肢腕功能评分均改善，与入选

时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应用于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康复治疗，效果显著，促进了患者上肢功能的恢复，

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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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88 

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吞咽功能训练在脑卒中后吞咽功

能的恢复 

 

兰晓燕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脑卒中患者发病率逐年升高。其并发症甚至可以危及生命。影响受损脑组

织和身体功能的恢复，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脑卒中破坏了吞咽反射的神经

冲动整合、传导机制，造成吞咽肌肌力下降，使得吞咽反射的效率降低，误吸风险增加。国外报道

卒中后吞咽障碍的发生率为 37%-78%。国内报道发生率为 62.5%。  

目的  通过对神经源性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综合应用吞咽行为、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等康复措施

的疗效与单纯采用吞咽行为治疗和单纯电刺激治疗疗效的对比分析，寻找神经源性吞咽障碍简单有

效，易于被患者接受，操作和评估方法科学的临床路径。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脑卒中的住院患者 285 例。均存在吞咽方面障碍的患者。年

龄 42-87 岁。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传统吞咽功能方法训练患者吞咽功能。对照组：采

用 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吞咽功能方法训练患者吞咽功能。 

结果  采用 Vitalstim 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吞咽功能方法训练患者吞咽功能更有效。 

 

PU-589 

探讨康复治疗对改善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的效果 

 

黄莹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对改善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3 月入住某院的 50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分 为康复治疗组和

对照组，对照组（25 例），采用常规的药物治疗治疗组（25 例），采用传统治疗结合物理训练。一

个月观察治疗结束后进行康复效果比较。 

结果  两组治疗结果显示，对照组 25 例患者中有 13 例的吞咽功能恢复正常，有效率为 52%，强化

组 25 例患者中有 23 例吞咽功能恢复正常，有效率为 92%， 两组患者治疗的效果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康复治疗能有效地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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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90 

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苏晓娇 朱叶琳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研究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并总结临床经验。 

方法  本研究从 2014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2 月期间来我院内科进行治疗的脑卒中偏瘫患者中，随机

抽取 70 例，平均分为两组。一组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康复训练进行护理，另一组为观察组，采用

早期康复干预进行护理。评价两组患者不同护理后的运动功能评分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ＡＤＬ)

评分，并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护理方法下的护理总有效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日常生活能力 MBI 评分为（89.4±6.32）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

观察组患者中显效共 13 例，有效共 21 例，护理总有效率为 97.14%，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 ）。

以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明显，疗效显著，能够促进患者运

动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591 

运动训练维持颞下颌关节盘手法复位后的盘-髁关系 

 

姜鑫 刘丽琨 蔡斌 方仲毅 徐丽丽 范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运动训练维持颞下颌关节盘手法复位后盘-髁关系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6 年 1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门诊成功复位关节盘的 19 例急性开口受限

的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盘前移患者，采用手法复位成功后即刻配戴硬质热塑再定位牙合垫，白天自

我维持下颌休息位，夜间配戴牙合垫，同时进行运动训练，包括软管盘复位训练、下颌运动轨迹训

练、关节稳定性训练和颈椎姿势训练，每周 5 次，连续治疗 2 周。疗效评价指标：治疗前、治疗结

束后即刻、1 个月、6 个月、12 个月最大主动开口度，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ore，VAS）

（0～10 分）疼痛指数。MRI 检查评估治疗结束后 1 个月、6 个月、12 个月的盘-髁关系。采用 SP

SS19.0 软件包，用配对 t 检验、卡方检验分析组内治疗前、后差异。 

结果  治疗结束后即刻，最大主动开口度从（21.5±5.9）mm 增加到（40.2±1.8）mm、VAS 评分从

0.9±1.6 下降到 0，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后 1 个月、6 个月、1

2 个月,最大主动开口度≥40mm，VAS 评估均为 0 分。治疗结束后 6 个月，MRI 显示为正常盘-髁关

系 18 例（占 95%），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为 1 例（占 5%）；治疗结束后 12 个月，MRI 显示为正常盘

-髁关系 15 例（占 79%），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为 3 例（占 16%），不可复性盘前移 1 例（5%）。治疗

结束后 12 个月和 6 个月 MRI 显示的盘-髁关系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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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运动训练可以为急性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盘前移手法配合牙合垫复位后的盘-髁关系提供良好

的维持方法。 

 

PU-592 

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塌车对脑卒中早期患者下肢主动运动的

影响 

 

李哲 范家宏 

郑州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康复中心 450052 

 

目的  探讨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踏车对脑卒中早期患者下肢主动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54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 3 组，所有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A

组加用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踏车训练；B 组加用智能循环运动系统；C 组常规康复治疗。共 8

周。治疗前后采用综合痉挛量表（CSS）、下肢 Fugl-Meyer 量表（FMA）、Berg 平衡量表（BBS）、

10m 最大步行速度测试（10m MWS）对所有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三组 CCS 评分、FMA 分级、BBS 评分及 10m MWS 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治疗后，三组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且 A 组明显优于 B 组和 C 组（P<0.05）。 

结论  在基础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踏车可显著改善下肢痉挛状态，提

高脑卒中早期下肢主动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及步行速度，且明显优于单纯常规康复治疗及常规康复

加智能循环运动训练。 

 

PU-593 

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踏车对脑卒中早期患者下肢主动运动的

影响 

 

李哲 范家宏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康复中心 450052 

 

目的  探讨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踏车对脑卒中早期患者下肢主动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54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 3 组，所有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A

组加用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踏车训练；B 组加用智能循环运动系统；C 组常规康复治疗。共 8

周。治疗前后采用综合痉挛量表（CSS）、下肢 Fugl-Meyer 量表（FMA）、Berg 平衡量表（BBS）、

10m 最大步行速度测试（10m MWS）对所有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三组 CCS 评分、FMA 分级、BBS 评分及 10m MWS 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治疗后，三组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且 A 组明显优于 B 组和 C 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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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基础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踏车可显著改善下肢痉挛状态，提

高脑卒中早期下肢主动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及步行速度，且明显优于单纯常规康复治疗及常规康复

加智能循环运动训练。 

 

PU-594 

电针夹廉泉穴为主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疗效观察 

 

毛立亚 毛忠南 张晓凌 姚军孝 李明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30020 

 

目的  观察电针双侧夹廉泉穴为主结合吞咽障碍治疗仪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按照住院顺序随机分成 2 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采用

电针双侧夹廉泉穴配合吞咽障碍治疗仪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针刺配合吞咽障碍治疗仪治疗。分别

于治疗前、治疗 20 次后利用电视透视吞咽功能检查进行吞咽功能评估。分别观察治疗组和对照组治

疗前后的评分，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治疗后电视透视吞咽功能检查评分均优于治疗前(P<0.05)。疗后吞咽障碍评分治疗组优于

对照组 (P<0.05)。治疗组总有效率(93.33%)优于对照组(80.00%)(P<0.05)。 

结论  电针双侧夹廉泉穴为主，结合吞咽障碍治疗仪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临床疗效可靠。 

 

PU-595 

心理治疗在低龄脑卒中患者临床护理中的作用 

 

郑海霞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本文分析认知、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干预对住院低龄脑卒中患者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日常

生活能力、应对方式和住院时间的影响，为低龄脑卒中患者的心理护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和方法，

提高护理质量。心理治疗主要包括认知疗法、认为疗法与人本主义疗法。认知疗法主张，与患者交

流，找出导致产生负性情绪的不合理信念，通过与患者交流，使其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脑卒中病人都

会有残疾，依据现在的医疗条件和积极的康复锻炼可以把残疾程度降到最低，帮助他们找出并消除

不合理的认知，减少或消除焦虑抑郁情绪。一，心理治疗能够减轻住院低龄脑卒中患者的焦虑抑郁

情绪脑卒中后焦虑、抑郁是脑卒中常见并发症，低龄脑卒中患者也普遍存在着焦虑、抑郁负性情绪，

给这些正值盛年的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题，同时也给其本人带来许

多负面影响。焦虑是人处于负性情境中的消极适应现象。抑郁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焦虑抑

郁对躯体疾病的影响，可将其归纳为下述三个方面:导致躯体疾病症状的扩大；导致病人对慢性疾病

心理调节机能减弱；对躯体产生直接的病理生理、生化作用。三者均不利于脑卒中患者的恢复。因

患者躯体残疾未能恢复，又加重了抑郁焦虑。最近的研究也提示抑郁不仅仅是对神经系统疾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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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心理反应，而是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影响。二，心理治疗能够提高住院低龄脑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

能力随着医疗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减低致残率，使脑卒中引起的机体功能障碍降

低到最低程度的问题引起重视，尤其针对住院低龄脑卒中患者，要能够使患者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

护理，从而建立和增强其回归家庭、重返社会的信心。研究发现发病早期人的自然恢复能力是很强。

运动锻炼开始时间越迟，效果越差;开始时间越早，效果越好。在患者住院期间早期进行干预，可以

使患者及照顾者更好地进入适应阶段，使照顾者接受患者患病的现实。荆志伟等人的研究表明，在

患病早期对患者进行运动功能及作业疗法锻炼组的患者在肢体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有

较高的得分。心理治疗可以提高低龄脑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与国内研究的结果一致。心理治

疗能够针对患者的社会以及躯体功能进行干预，患者在心理干预实施者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和指导

下进行进食、洗澡、穿衣、床上转移和入厕几个方面的学习，由于这些训练都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而且功能方面改善较为显著，因此患者和家属的积极性相对较高。本研究结果证实心理治疗不仅

能够促进患者恢复和维持自理能力的信心，而且有助于患者适应脑卒中后的生活，提高患者对护理

的依从性，调动病人锻炼的积极性，充分挖掘病人体内潜能，实现―自我护理‖，恢复家庭和社会角色，

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尽早回归家庭及社会。 

结语  心理治疗能缓解低龄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缩短住院时间。本

研究为提高低龄脑卒中患者的护理质量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和方法，心理治疗可以在低龄脑卒中患

者的临床护理中推广应用。 

 

PU-596 

运动想象疗法结合肌电生物反馈对脑梗塞康复后期患者腕背伸功

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解希曦 刘福谦 孙丽媛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运动想象疗法结合肌电生物反馈对脑梗塞康复后期患者腕背伸功能恢复的影响，为临床

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4 月~2014 年 10 月期间在我科进行康复治疗的脑梗塞患者 40 例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治疗组：男 13 例，女 7 例；年龄平均（63.50±9.27）岁；对照

组：男 11 例，女 9 例；年龄平均（62.80±6.97）岁；治疗前治疗组 FMA 评分（32.30±4.01）分；

BI 评分（49.75±10.94）分；对照组 FMA 评分（30.95±3.46）分；BI 评分（47.05±10.18）分，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实施运动想象疗法结合肌电生物反馈治疗，

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治疗 4 周后分别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运动功能 Fugl-Meyer 评分，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 Barthel 指数的变化情况。 

结果  连续治疗 4 周后，治疗组 FMA 评分（58.10±3.56）分；BI 评分（81.75±3.78）分，对照组 F

MA 评分（46.10±4.54）分；BI 评分（68.25±6.34）分。治疗组患者在运动功能 Fugl-Meyer 评分，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Barthel 指数的变化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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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运动想象疗法结合肌电生物反馈可提高脑梗塞康复后期患者腕背伸功能，进而提高脑梗塞患

者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适合在临床推广应用。 

 

PU-597 

镜像疗法结合穴位埋线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观

察 

 

张锡萍 彭辰 

浙江省桐乡市康复医院 314500 

 

目的 探讨镜像疗法结合穴位埋线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 62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按住院号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1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康复

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镜像疗法结合穴位埋线治疗。两组均治疗 6 周，治疗前及治疗后采用

Fugl-Ｍayer 量表(Fugl-Mayer 

Assessment，FMA)（上肢运动功能评测）、简易上肢运动功能评定(Simple Test For EvaluatingH

and Function, STEF)进行评价。 

结果  在治疗 6 周后的评估中，两组患者的各项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提高,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镜像疗法结合穴位埋线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 

 

PU-598 

MOT0-med下肢智能运动训练结合运动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临床

康复中的应用 

 

巴艳朋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471009 

 

目的  研究 MOT0-med 下肢智能运动训练结合运动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临床康复中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在我科住院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30 例。两组患者均

采用良肢位摆放、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桥式运动、翻身运动、卧．坐转移训练、坐位平衡

功能训练、神经肌肉促进技术、下肢负重训练、步行能力训练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等常规康复

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 MOT0-med 下肢智能运动训练, 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治疗 8 周后采

用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FMA)进行评估。 

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治疗, 研究组患者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FMA)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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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实施 MOT0-med 下肢智能运动训练, 可有效改善其下肢功能, 

促进其康复, 提高生活 

 

PU-599 

黄芪桂枝五物合四物汤加减对外伤性周围神经损伤康复的影响研

究 

 

李万辉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471009 

 

目的  观察黄芪桂枝五物合四物汤加减对外伤性周围神经损伤患者神经功能康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43 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71 例和观察组 72 例。对照组，采用甲钴胺片+

电针+康复训练的综合康复方案，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黄芪桂枝五物合四物汤加减内服。两

组疗程均为 8 周。采用英国医学研究会标准评价感觉功能恢复情况和肌肉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肌电

图检查；采用肌电图仪检测治疗前后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腓总神经和胫神经的神经运动神

经传导速度（MCV）和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CV）；进行治疗前后气血不足，兼瘀血阻络评分。 

结果  观察组肌电图疗效总有效率为 95.83%，对照组为 84.51%，观察组高于对照组（＝5.192，P

<0.05）；经 Ridit 分析，观察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和肌电图改善情况均好于对照组（P<0.05）；治疗

后观察组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腓总神经和胫神经的 MCV 和 SCV 速度快于对照组（P<0.0

1）；观察组中医证候疗效总有效率为 94.44%，对照组为 77.46%，观察组高于对照组（＝8.567，P

<0.01）。 

结论  黄芪桂枝五物汤合四物汤加减内服治疗外伤性周围神经损伤能改善患者的神经电生理情况，

进一步的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促进患者感觉功能和运功功能的恢复，改善中医症状，临床疗效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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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00 

关于股九针结合肌内效贴治疗膝骨关节炎的思考 

 

曹楠 郭学军 周国赢 程远钊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将操作方便、无副作用，易于推广的股九针结合肌内效贴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推广至临床使

用。 

方法  总结李志道教授的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经验及肌内效贴的使用方法。 

结果  现将关于股九针结合肌内效贴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的思考介绍如下，奉之同道。 

结论  李志道教授独创的股九针针对股四头肌、腘绳肌及局部膝关节治疗，临床治疗中取得了较好

的疗效，同时肌内效贴本身不含药物，而是沿着肌肉走向，采用股四头肌、腘绳肌促进贴布和髌骨

支持贴布，从而提升股四头肌、腘绳肌肌力和膝关节的支撑力，稳定肌肉和关节功能状态，减轻膝

关节负荷，恢复髌骨周围组织力学平衡，同时具有消肿、缓解炎症和疼痛，促进组织自然康复的作

用。所以股九针疗法基础上联合肌内效贴疗法治疗 KOA，疗效可叠加，效果更佳，且不影响患者的

生活，也缩短了病程。 

 

PU-601 

脉冲矫正技术配合物理治疗腰肌劳损的临床疗效观察 

 

朱美兰 杨勇明 张晨昱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330006 

 

目的  探讨脉冲矫正技术配合物理治疗腰肌劳损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80 例腰肌劳损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40 例，其中治疗组采用脉

冲矫正技术治疗，同时配合超短波和中频脉冲电治疗；对照组仅采用超短波和中频脉冲电治疗。两

组患者均每日 1 次，治疗 7 次。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后行疼痛 VAS 评分，判定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 7 次后，治疗前后和治疗后组间疗效比较，2 组治疗均有明显效果，但脉冲矫正

技术配合物理治疗腰肌劳损明显优于单纯物理治疗，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腰肌劳损，又称功能性腰痛、慢性下腰损伤、腰臀肌筋膜炎等，实为腰部肌肉及其附着点筋

膜或骨膜的慢性损伤性炎症，是一种积累性损伤，是慢性腰腿痛中常见的疾病之一。常与职业和工

作环境有一定关系，如长时间的弯腰工作，或由于习惯性姿势不良，或由于长时间处于某一固定体

位，致使肌肉、筋膜及韧带持续牵拉，使肌肉内的压力增加，血供受阻，这样肌纤维在收缩时消耗

的能源得不到补充，产生大量乳酸，加之代谢产物得不到及时清除，积聚过多，而引起炎症、粘连。

如此反复，日久即可导致组织变性，增厚及挛缩，并刺激相应的神经而引起慢性腰痛。物理治疗具

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解除肌肉痉挛、使肌肉放松、达到止痛目的，同时可阻止局部肌肉的纤维变

性、防止肌肉硬化、韧带钙化、使劳损组织得到恢复。脉冲矫正技术是通过短暂的连续脉冲波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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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肌肉、韧带、关节囊等内的机械感受器，使之成为抑制元，从而抑制疼痛及交感神经兴奋降

低疼痛，提高肌肉功能。而且通过改变附着肌肉的力量、紧张度及反应时间，来改善人体肌肉状况

和损伤，以减缓痛苦并恢复其功能。两种治疗手段都可以作为腰肌劳损的治疗方法；但脉冲矫正技

术使用明显优于对照组，脉冲矫正技术是利用手动机械装置协助整脊的一种脊柱调整技术，值得推

广应用。 

 

PU-602 

针刺结合低频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熊杰 刘佳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300162 

 

目的  观察运用针刺法结合低频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患者 13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针刺治疗）、治疗组（针刺结合电刺

激治疗)，每组各 65 例。治疗 14d 后采用洼田饮水试验、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中

的吞咽困难亚量表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2 组吞咽功能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p<0.01)，组间的评分差值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1)，治疗组总有效率(96.9%)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84.6%)(p<0.05)。 

结论  针刺结合低频电刺激疗法优于针刺法，其通过刺激咽喉部，实现吞咽反射的恢复和重建，明

显提高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 

 

PU-603 

超短波治疗对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脊柱及髋关节功能改善的临床研

究 

 

刘慧琳 

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超短波治疗对于改善强直性脊柱炎腰背部和髋关节功能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门诊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 2 组，一组仅接受传统药物治疗，一组在接受药物治疗基

础上给予超短波治疗。超短波治疗给予脊柱、骶髂关节、髋关节每日 2 次，每次 10 分钟，连续 10

天疗。间隔 1 周后再以相同方案进行一次连续 10 天的治疗。记录研究前及治疗 1 月后患者血沉、C

RP、BASDAI、BASFI、BASMI、病人总体评分 VAS，夜间痛 VAS 评分。 

结果  治疗 1 月后，两组患者血沉、CRP 无明显差别（P 值均>0.05）。但超短波治疗组患者其功能

评定指标 BASDAI、BASMI、病人总体评分 VAS 和夜间痛 V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只接受传统治疗组

（P 值均<0.05）。虽无统计学意义，但是 BASMI 在超短波治疗组也明显低于传统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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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传统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辅以超短波治疗，是一种短时间内有效地缓解患者疼痛症状，改善关

节功能的辅助疗法。  

 

PU-604 

针刀治疗脑卒中手功能障碍的对照研究 

 

苟成钢 

郑州市中医院 450007 

 

目的  探讨中风针刀康复术对脑卒中后手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患者 8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2 组患者均给

予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实施中风针刀康复术治疗。治疗前及治疗 6 周后，手功能评级

采用偏瘫手指功能测试（香港版）、采用 Barthel 指数(MBI) , 对 2 组患者的康复疗效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手指功能评级、MBI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内与治疗前

比较，2 组患者 6 周后手指功能评级评分、MBI 比较评分均提高(p< 0. 05)。训练 6 周后，治疗组

手指功能评级评分[( 6. 13 士 0.52)分〕,MBI[ (69.08 士 3.51)分〕较对照组手指功能评级评分评分[( 

4. 99 士 1. 63)分〕,MBI[ 50.16 士 9. 

04)分]，高(p<0.01)。 

结论 采用中风针刀康复术合并常规康复训练，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手功能障碍，提高其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 

 

PU-605 

核心肌群渐进式训练模式对膝骨关节炎患者功能改善的临床观察 

 

黄彬洋
1,2
 张安仁

2
 王文春

2
 王倩

2
 庞日朝

2
 刘晓瑞

1
 熊兴娟

1
 陈燕

1
 文奕舒

1
 

1.成都中医药大学 

2.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观察核心肌群渐进式训练模式对膝骨关节炎患者功能改善临床观察。 

方法  使用单中心单盲随机对照方法，将 78 例住院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基础治疗均为电

针和中药熏洗，治疗组 39 例，采用核心肌群渐进式训练模式，是运动链理论为框架，针对股四头肌、

腘绳肌、以及小腿三头肌等膝关节核心肌群，并参照北医三院的运动医学科室的渐进式康复训练模

式进行肌力训练第 1 周，每日肌力训练内容：踝泵训练×2；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训练×2；腘绳肌等长

收缩训练×2。第 2 周：踝泵训练×2；静蹲站桩训练×2；直腿抬高训练×2。第 3 周：抗阻踝泵训练×

2；静蹲站桩训练×2；直腿抬高训练×2。第 4 周：屈伸训练×2；静蹲站桩训练×2；直腿抬高训练×2。

第 5 周：屈伸抗阻训练×2；保护性全蹲训练×2；直腿抬高训练×2。第 6 周：屈伸抗阻训练×2；保护

性全蹲训练×2；本体感觉康复训练×2。第 7 周：屈伸抗阻训练×2；保护性平衡板训练×2；本体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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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2。第 8 周：单足站立训练×2；保护性平衡板训练×2；本体感觉康复训练×2；对照组 39

例，采用常规肌力训练模式，主要训练方式为股四头肌等长收缩与等张收缩相结合，股四头肌等长

收缩训练×2；屈伸训练×2；直腿抬高训练×2。上述运动均 3 次为 1 套，每日两套，每周 6 天休息 1

天，持续 8 周。8 周后观测 VAS 疼痛评分、徒手肌力评定 MMT,Lequesne 指数以及表面肌电图肌电

积分值以及中值频率值，连续治疗 8 周，判定效果。 

结果  两组的基线状况良好，可比性强（P>0.05）。1.VAS 评定：VAS 组内比较，两组在治疗前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治疗后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Lequesne

指数：试验组在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在治疗前后，除行走距离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对照，治疗后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3.徒手肌力评定：组内比较，两组在治疗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组间比较，治疗后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iEMG 值：组内比较，两组在治疗前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治疗后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MF 值：组

内比较，两组在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治疗后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核心肌群渐进式肌力训练可缓解膝骨关节炎患者的疼痛，提高行走距离、改善肌力和每日活

动能力，其功能障碍的改善程度优于传统肌力训练，且操作简便，可作为社区应用的肌力训练新方

案。 

 

PU-606 

发散式冲击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晓琳 

西南大学医院 400715 

 

目的 观察发散式冲击波治疗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2 月，我院康复科就诊的肱骨外上髁炎患者 30 例予以发散式冲击

波治疗。观察治疗前及治疗后肘关节活动度和治疗前、后及治疗后 4 周，8 周的视觉模拟评分（VA

S）及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后肘关节活动度明显优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 4 周， 8 周 VAS 评分明显优于治疗

前（P<0.05）。 

结论 发散式冲击波是一种有效的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疼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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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07 

颈部脉冲磁疗治疗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李茜 田有粮 张昕 韩焕萍 张卉 高绩真 王红艳 胡菲菲 

北京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对颈部脉冲磁疗治疗颈椎病进行疗效观察。 

方法  颈椎病颈型、神经根型和交感神经型患者随机入组，治疗 1 组 90 例（其中：颈型 35 例、神

经根型 22 例，交感神经型 33 例）采用颈部脉冲磁疗（北京清大德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 SK-系列

磁治疗机，磁感应强度为 11～17mT）+电脑中频电疗(北京御健电脑中频治疗机 MTZ-M，下同)，1/

d， 共 20 次；治疗 2 组 86 例（其中：颈型 34 例、神经根型 23 例，交感神经型 29 例）采用脉冲

微波治疗（日本 MICROTIZER MT-SDi)或五官超短波治疗（广东汕头 DL-CⅡ超短波治疗机）+电

脑中频电疗，1/d，共 20 次。患者在治疗前、治疗 5 次、10 次、15 次、20 次后进行临床评价。本

研究以统计推断为主。统计推断时，P 值＜或﹦0.05 将被认为所检验的差别有统计意义，可信区间

选用 95%可信区间。统计推断根据数据分布情况采用 t-检验或 t‘-检验或符号秩和检验。分类指标的

描述用各类的例数、百分数。统计推断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可信区间采用精确二项分

步法（Clopper-Pearson 法）进行估计。等级资料的描述用各类的例数、百分数。统计推断采用 Wi

lcoxon 秩和检验(Mann-Whitney test)。 

结果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脉搏、病程、过去病史、临床诊断等，经统计学

检验，Ｐ值﹥0.05，均没有统计学差异。 两组患者的颈部疼痛、眩晕改善率、颈肩背压痛情况、治

疗前后经颅多普勒检查（TCD）、症状消失时间和总体疗效判定等，均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颈部脉冲磁疗与超短波、微波治疗的疗效相似，均可明显改善颈椎病患者的疼痛和眩晕等症

状。该治疗操作简便，安全性好，适用于社区或基层医疗单位推广开展。  

 

PU-608 

难愈合创口的物理治疗体会 

 

李茜 张昕 韩焕萍 张卉 高绩真 王红艳 

北京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对 80 例难愈合创口采用物理治疗为主的综合性治疗方法。  

方法  本组患者 80 例，其中男性 49 例，女性 31 例，年龄 0y~80y，平均年龄 45.56y；创口类型包

括：腹部手术切口愈合不良 23 例；小腿及踝足部创口不愈合 19 例（含小腿坏死性筋膜炎巨大溃疡

创口）；肛门、肛周及骶尾部创口不愈合（含骶尾部巨大溃疡性压疮、婴幼儿臀部巨大海绵状血管瘤

创面感染）14 例；乳癌根治术后皮瓣坏死创面 9 例；腋臭和腋部术后切口不愈合 7 例；胸背部创口

不愈合 3 例（含胸部手术切口感染裂开、背部皮脂腺囊肿术后切口感染裂开）；耳道术后创口不愈合

3 例（均为耳道内植皮区溃疡创口）；颈部创口不愈合 2 例（含颈部痈致多发窦道溃疡、甲状腺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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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感染）。以上创口面积最大者 15cm 直径；多数（77/80，81.63%）创面深度在皮下组织至深筋

膜，少数（28/80，18.36%）深达肌肉、韧带和支持性结构；病程最短 3 周，最长 2 个月以上。治

疗方法包括创口无害化清理；  

根据创口情况定制选择理疗处方，创口在表皮或粘膜，单用紫外线照射治疗；创口深达真皮层，加

用中波红外线治疗，每次 20~30min，照射时以湿润生理盐水敷料覆盖创口上，然后紫外线治疗，根

据创口大小和深度，选择体腔照射法和/或体表照射法，常规生物剂量或以患者照射后治疗反应确定

照射时间；创口深至皮下组织、深筋膜及深层组织时，加用超短波治疗治疗，每次 15~20min； 创

口周围组织肿胀者，加用脉冲磁疗，每次 20min；对于创口肉芽组织老化或创面生长缓慢者，给予

氦氖激光照射治疗或射频治疗。以上理疗 1 次/d 或 1 次/2~3d，10 次/疗程。  

结果  本组患者 80 例患者中 74 例创口愈合，治愈率 92.5%。  

结论  对难愈合创口进行无害化清理，选择合理的理疗处方和治疗程序以及适当的覆盖材料，可以

促进创口愈合。 

 

PU-609 

中药酊剂蜡疗结合循经推拿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的坐位能力影响的

临床研究 

 

娄元俊，赵继辉，杨志杰，张璞 赵继辉 杨志杰 张璞 

河南省中医院 450002 

 

目的  探讨中药酊剂蜡疗结合循经推拿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坐位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97 例尚无独坐能力的 8～18 个月痉挛型脑瘫患儿，治疗前均进行粗大运动功能评估中坐

位功能区（B 区）的评分，采用中药酊剂蜡疗 1 次/d 结合循经推拿 2 次/d 治疗，1m 为一个疗程，

共 4 个疗程后观察 GMFM（B 区）评分变化。 

结果 治疗后 GMFM（B 区）区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总有效率达 96%。 

结论 中药酊剂蜡疗结合循经推拿治疗能明显地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坐位能力。 

 

PU-610 

无痛物理治疗技术在 TKA 术后超早期快速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吴鸣 崔俊才 

安徽省立医院康复科 230001 

 

目的  观察使用无痛物理法治疗手法技术在 TKA 后早期快速康复治疗，对 TKA 后疼痛及运动能力影

响的研究。 

方法  根据对 2015 年 5 月～8 月,在安徽省立医院骨二科关节中心行单膝首次 TKA 手术的 128 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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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术前 VAS 评估结果，分成常规康复治疗组和无痛康复治疗组两组，患者术后均使用静脉镇痛泵及

术后联合镇痛措施，对两组患者术后 24 小时后起实施常规物理手法治疗和无痛物理手法治疗 4 天，

评价两组患者术后 6～12 小时，24～72 小时每天治疗前后的静息痛和运动痛，24～72 小时关节活

动范围和步行能力变化的情况。 

结果  128 例患者中有 16 例未完成治疗剔除，两组术后 6～12 小时内患者静息痛较术前改善有统计

学意义（p≤0.01）。术后 24～48 小时两组间静息痛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均高于同组术前水

平，静息痛与运动痛两组在术后 48小时均达峰值，无痛组在运动痛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第 36～72 小时，两组间静息痛与运动痛水平均较前下降，组内比较静息痛达术前水平，运动

痛低于术前水平，两组间比较改良无痛治疗组较常规无痛治疗组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同时，改良无痛康复组患者其关节活动范围和步行能力均低于术前疼痛较轻组。 

结论  无痛物理治疗手法技术更加强调康复治疗个体化方案，能有效的减轻 TKA 患者术后早期快速

康复过程中患者运动痛，快速提高术后关节活动范围，增加患者对TKA手术后功能恢复整体满意度。 

 

PU-611 

认知障碍诊治系统 ZM3.1 训练系统对卒中后认知障碍的疗效观察 

 

姜荣荣 陈艳 罗丽娟 潘翠环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 510260 

 

目的  观察认知障碍诊治系统 ZM3.1 训练系统治疗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疗效。 

方法  入选 50 例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采用单盲随机对照方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

5 例，其中实验组予以认知障碍诊治系统 ZM3.1 训练系统进行认知功能训练，对照组采用传统认知

功能训练，均治疗 4 周，治疗前后采用简易智能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

E）评定，比较分析治疗前后患者时间定向力、地点定向力、复述能力、计算能力、记忆能力、辨认

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结构模仿能力 9 项认知功能亚项能力。 

结果  ①实验组治疗后总评分高于治疗前，且时间定向力、地点定向力、复述能力、计算能力、记

忆能力、理解能力等认知功能亚项评分高于治疗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对照组

治疗后总评分高于治疗前，且时间定向力、地点定向力、记忆能力、理解能力等认知功能亚项评分

高于治疗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治疗后实验组在时间定向力、计算能力等认知

功能亚项的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认知障碍诊治系统 ZM3.1 的训练系统治疗可改善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与传统认知康复训

练相比，在时间定向力和计算能力改善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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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2 

推拿配合西药治疗小儿外感高热 

 

张晓丽 伏慧琴 

包头市蒙医中医医院 014040 

 

目的  观察推拿配合西药治疗小儿外感高热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98 例外感高热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 49 例与治疗组 49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抗炎、抗病毒

及口服退热药物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配合推拿，取穴攒竹、坎宫、太阳、天水河，每穴推

揉 300 次，每天 2 次，2 天 1 个疗程。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5%，高于对照组 8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推拿配合西药治疗小儿外感高热疗效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PU-613 

盆底功能性磁刺激治疗的初步观察 

 

李茜 胡菲菲 王启春 支曼 孙晓微 

北京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盆底功能性磁刺激治疗盆底组织相关疾患的临床观察。  

方法  本组患者 19 例,包括临床诊断产后盆底结构松弛 10 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 6 例，脑卒中

后膀胱直肠功能障碍 2 例，脊髓损伤神经原型膀胱 1 例。排除标准：（1）严重的心肺脑疾病；（2）

放置心脏起搏器；（3）阴道炎及盆腔感染；（4）严重肾病；（5）合并尿失禁以外的其他下尿路疾病。

治疗方法：采用盆底功能性磁刺激治疗（北京君乐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产品，磁场强度 2.0T，0~1

0HZ，脉冲磁场 1~4Tesla），座椅式治疗场，每次治疗 15~20min，治疗 10 次/疗程。产后盆底结构

松弛组平均治疗 15 次，女性尿失禁组平均 14 次，脑卒中组 10~39 次，脊髓损伤 90 次。疗效判断：

产后盆底结构松弛由妇产科专家治疗前后检查确定；女性尿失禁治疗前后用 1h 尿垫试验观察漏尿率；

脑卒中和脊髓损伤排尿排便障碍根据患者治疗前后症状改善情况确定。  

结果  各组患者症状体征均明显改善，有效率 100%。  

结论  盆底功能性磁刺激可以改善盆底组织神经功能，促进盆底肌肉活动，对产后盆底结构松弛、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和中枢性排尿排便障碍有良好的治疗效应；治疗为座椅式，非侵入式的治疗提高

了患者治疗的依从性。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557 
 

PU-614 

气压治疗仪配合针刺对早期康复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杜俊卫 郑锐锋 李万辉 王海龙 巴艳朋 刘晓鹏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471000 

 

目的  探讨气压治疗仪配合针刺对早期康复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 

方法  将 112 例康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6 例，治疗组采用气压治疗仪配合针刺治疗，

对照组采用针刺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 

结果  治疗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应用气压治疗仪配合针刺治疗可有效的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值得临床推广。 

 

PU-615 

经颅磁刺激改善电休克治疗后抑郁症患者近事记忆的临床研究 

 

李小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400016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行电休克治疗后近事记忆损害的临床治疗。 

方法  将 40 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患者 21 例，给予电休克治疗及经颅磁刺激治疗 3

周，每周 3 次进行电休克治疗，治疗 3 周，共 9 次电休克治疗；经颅磁刺激治疗每日 1 次，5d 为一

个疗程，3 个疗程，共 15 次经颅磁刺激治疗。对照组 19 例，只给予电休克治疗。在治疗前，治疗

1 周后，治疗 3 周后及疗程结束 3 月后通过加利福尼亚言语学习测验（CVLT）和韦氏记忆量表（W

MS）的测试来明确该治疗对患者近事记忆的影响。  

结果  治疗 1 周、治疗 3 周及疗程结束 3 月后，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与治疗前评分比较，试验组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经颅磁刺激可显著改善电休克治疗后抑郁症患者的近事记忆能力；电休克治疗对抑郁症患者

近事记忆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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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6 

视觉反馈结合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平衡以及

步行能力的疗效观察 

 

周琪
1
 王岩

1
 王蓓蓓

1
 杨冬萍

2
 李凤翔

1
 陆园园

1
 

1.南京明基医院 

2.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观察视觉反馈结合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治疗脑卒中患者对其平衡以及步行能力的影

响。 

方法  脑卒中 3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治疗以及 MOTOm

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训练，观察组在进行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训练时，引导并督促患者

将仪器显示器上显示的两侧对称性尽量都保持在百分之五十，直到训练结束；对照组在进行 MOTO

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训练时遮蔽显示器上的对称性显示。 

结果  治疗 3 周后，两组 Berg 平衡量表（BBS）评分、简式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

MA）评分以及起立步行实验（TUGT）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且观察组三项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P<0.05）。而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中的患侧对称性所占比、训练距离以及训

练强度也较对照组有了明显的进步（P＜0.05）。 

结论  视觉反馈结合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通过患者自身的参与以及自我调整，可以更好地

提高患者的平衡及步行能力。 

 

PU-617 

应用引导式教育提高脑瘫患儿语言表达能力的疗效观察 

 

王学敏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引导式教育对脑瘫患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影响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80 例在我院康复的脑瘫儿童，随机分为两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康复治疗方法进

行言语训练，观察组采用引导式教育治疗进行言语训练。治疗 6 各月后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观

察组 17 例患儿显效，21 例患儿有效，2 例无效，总有效率 95%；对照组 11 例患儿显效，18 例患

儿有效，11 例无效，总有效率 72.5%；二组进行有效率的卡方检验无显著差异 ( P<0.01 )  

结论  应用引导式教育可提高脑瘫患儿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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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8 

脑血管疾病患者恢复期的康复治疗 

 

杨秉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脑血管病偏瘫患者的恢复期康复治疗在病人运动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恢复过程中所起的

积极作用。 

方法  将本院 2011-2015 年收治的 88 例脑血管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康复护理组和对照组。康复护理组

44 例患者进行早期肢体被动康复护理，进行日常护理及心理康复;对照组 44 例按常规神经内科治疗

及护理。 

结果  康复组总有效率9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73.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脑血管患者在恢复期实施相应的综合康复护理,能有效改善患者症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降低

患者致残率,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PU-619 

推拿疗法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潘建芳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推拿疗法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4~11 个月头控障碍的脑瘫患儿 34 例，其中观察组的平均年龄为 5.25 个月，而对照组的

平均年龄为 8.35 个月，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3 个月后采用 GMFM-88 对两组患儿进行粗大运动功能

评定。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评定均较前有所改善，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

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推拿疗法可提高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月龄越小，康复疗效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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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20 

减重步态训练配合 PB-K5 深度呼吸训练器 对老年病患者心肺功

能的疗效观察 

 

张凯 王建伟 张占伟 郭凯庆 郭志峰 王燕晓 杨永胜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目的  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我国国民人均寿命显著延长，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群体基础疾病

（例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慢阻等）的累积，心血管系统及呼吸系统功能的下降，

大大降低了运动功能，极大影响着日常的活动能力以及生存质量。 

本研究方法采用传统减重步行训练配合深度呼吸训练器的治疗策略，旨在观察探讨老年病患者心肺

功能的疗效进展，国内相关文献报道并不多见，故有研究价值。  

方法  30 例均为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来我院就诊的老年患者，常年患有慢性心力衰竭、高血

压、糖尿病、慢阻等基础疾病，心肺功能较差，符合研究标准。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采用减重步行训练，每次 15 分钟，每日两次，30 天为一

疗程；治疗组在减重步行训练的同时配合 PB-K5 深度呼吸训练器，医务人员负责操作软件，并指导

提示患者步行训练同时经口使用 PB-K5 进行快吸慢呼的方法，进行吸气肌的肌力、耐力、协调性训

练。 

结果  经过 30 天治疗，两组患者 6min 步行实验、美国心脏学会功能分级、吸气肌量化指数（负荷、

流速、功率）较治疗前均改善；治疗组上述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老年病患者长期制动导致心功能降低，基础心率加快，舒张期的缩短，将减少冠状动脉血流

灌注，最大摄氧量（VO2max）随之下降下降。同时呼吸肌肌力下降，肺的顺应性变小，肺活量明

显下降。通气/血流比值失调，气管纤毛的功能下降，分泌物黏附于支气管壁，排痰困难，易诱发呼

吸道感染。 

    传统步行训练旨在改善运动功能，对平衡能力及下肢肌力、负重能力效果显著；但针对呼吸系统，

缺乏有效量化的训练指标。PB-K5 深度呼吸训练器是主动吸气肌训练，快吸慢呼是最佳训练方式。

快吸气时膈肌迅速扩张，慢呼有助于将大中小肺泡中的气体残气量降到最低，同时改善吸气肌的肌

力、耐力及协调性，从而增强肺通气功能、增加了肺泡的顺应性，血氧饱和度，促进组织换气。 

综上所述，减重步行训练结合深度呼吸训练疗法，操作简单、效果显著，非常适合综合医院康复中

心以及专科康复医院开展。目前我们仍需进一步研究，明确其机制和作用规律，以保障长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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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21 

物理治疗配合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100 例分析 

 

李超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治疗方法。 

方法  观察 100 例临床患者的治疗进行分析。结果；改善率达 90%。结论；物理治疗配合手法治疗

神经根型颈椎病效果好患者痛苦小便于接受。 

[关键词]  颈椎病；神经根型；手法治疗；物理治疗 

颈椎病是一种骨骼退行性病变刺激或压迫神经根，椎动脉脊髓及交感神经等组织引起的一系列症状，

又称颈椎综合症，是一个长期缓慢的发病过程。分型为脊髓型，颈型，神经根型，其中神经根型颈

椎病多见，常见于中老年患者，据统计目前有年轻化趋势 1.临床治疗主要采取推拿，针灸，牵引西

药等方法。针对我科 2013 年 6 月----2013 年 12 月确诊的 100 例患者采取手法康复及物理治疗，取

得很好的效果。结果如下； 

1.资料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科 2013 年 6 月----2013 年 12 月确诊的 100 例患者，其中男性 70 例，女性 30 例，年龄 20

—60 岁，平均年龄 40 岁，病程 7 天---10 年， 

1.2 疾病诊断 

1.2.1 临床表现参照疼痛诊疗学标准（1）肩背部不适，疼痛或者麻木，颈部硬活动受限，肩部压痛

明显，头晕恶心，耳鸣等症状，体征，颈椎旁压痛，旋颈实验阳性等，x 线或颈椎 CT，MRI 显示；

椎间隙变窄，骨质增生生理曲度变直， 

1.3 治疗方法 

电针，取穴手三里，合谷，外关    （  走那一经络的）（2），1 次/d，30Min/次，10d 一个疗程。牵

引，颈椎持续性牵引，牵引重量根据个体重量和感觉来定，1 次/d，30Min/次，10d 一个疗程.中频

电（放的位置，剂量）手法康复，分步进行（3），1.颈肩部软组织放松手法，以柔或滚按手法放松

肌肉，约 3-5min，（这是病人有什么感觉写下），2.点柔法，取风池，风府，天柱，天容，完骨，肩

井，天宗，曲池，内关，合谷穴位，约 3-5min，3.关节活动手法，在充分放松肌肉后，对症选择环

枢关节扳法，颈椎定位旋转扳法，压顶扳法，牵引下捺正法，多少次。4.放松法；最后再次给于肩

背部拿捏柔叩等方法进行放松，总共时间小于 40min,手法每天 1 次，6 天为 1 个疗程，同时嘱患者

行颈部自主活动， 

结果  本组 100 例病人治疗 2 个疗程后恢复正常 43 例，明显好转 38 例，好转 10 例，无效 9 例，

改善率 90 %。 

讨论  神经根性颈椎病的因素 关节活动手法是治疗的关键，通过手法复位小关节移位，调整椎间关

节紊乱，恢复其生理曲度，减轻压迫症状，同时如果运用不当会引起颈椎骨折，脊髓或神经根的损

伤，施法时应安步奏进行，同时注意方向，力度，幅度。同时配合物理治疗，缓解局部组织紧张和

痉挛，促进血液循环。本组 100 例患者的治疗观察表明，患者恢复效果好，方法便于操作易于接受，

随访中患者复发机率小。颈椎病是骨骼退行性病变，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所以年轻的时候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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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和保护避免寒冷潮湿，外伤日常注意做颈部保健操。 

 

PU-622 

依降钙素联合运动处方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分析 

 

范蕊 

西南大学医院 400715 

 

目的  随着人口寿命延长、老龄进程的加快，骨质疏松症已成为主要慢性病之一，尤其绝经后妇女

雌激素迅速减少,骨吸收大于形成,骨量丢失加快，骨组织的显微结构退化，骨组织脆性明显增加，骨

折风险逐渐增大，并出现腰背部胀痛，影响生活质量，是威胁健康的杀手之一。通过对依降钙素联

合运动处方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疗效的观察及分析,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寻找到经济、安全,

具有明显疗效的治疗方案。  

方法  选择 120 个病例（年龄为 55-75 岁之间）,随机分为 3 组：A 组为试验组：联合应用依降钙素

及运动处方组(40 人)；B 组为对照组 1：单纯应用运动处方组(40 人)；C 组为对照组 2：单纯应用依

降钙素组(40 人)；每组病例同时每日给予相同剂量的钙剂及维生素 D；A、C 组肌肉注射依降钙素，

1 周肌肉注射 1 次，1 次 1 支(以依降钙素计 20 单位)，3 个月为一个疗程；A、B 组均采用运动处方，

进行太极拳、慢跑、健美操等有氧运动，对运动的时间、方式等进行详细计划。共治疗 3 个月；治

疗前及治疗后第 2、4、8、12 周分别测定患者视觉模拟痛疼评分(VAS)，并对 3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

疗后 3、6 个月骨钙素(BGP)及腰椎和股骨颈骨密度（BMD）进行测量。  

结果  治疗后，试验组和对照组 1、对照组 2 总有效率分别为 93.59%、83.54%，81.67%。试验组

和对照组 1、对照组 2 总有效率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三组患者 BGP、腰

椎 BMD、股骨颈 BMD 均明显增加,VAS 评分明显降低,同组治疗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试验组的观察指标明显优于两个对照组，试验组与两个对照组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依降钙素联合运动处方与单纯使用降钙素治疗或运动处方治疗相比骨密度显著提高。  

结论  依降钙素联合运动处方对绝经后骨质疏松性疼痛的镇痛作用明显,疗效明显优于单用依降钙素

或运动处方，且发现运动处方经济、安全，为临床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有效方法，值得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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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23 

吹气笛治疗应用于脑卒中后口唇闭合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吴玲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 OPT(oral placement therapy)吹气笛治疗对改善脑卒中后口唇闭合障碍患者的疗效。 

方法  脑卒中后口唇闭合障碍患者 30 例，选择 2010 年 10 月至 2014 年 9 月在我院收治的脑卒中后

伴口唇闭合障碍症状患者 30 例，其中男 15 例，女 15 例；脑出血 18 例，脑梗塞 12 例；年龄（60.

1±9.6）岁。选取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入院的 15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共有男 7 例，女 8 例；

脑出血 8 例，脑梗死 7 例；年龄 48～75 岁，平均(61.8±9.9)岁。选取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

期间入院的 15 例患者纳入治疗组，共有男 8 例，女 7 例；脑出血 10 例，脑梗死 5 例；年龄 46～7

3 岁，平均(58.3±9.2)岁。每日进行训练 1-2 次，每次 30 分钟，总治疗时间为 12 周。所有入选患者

均针对口唇闭合障碍给予口面、头颈等部位常规康复治疗，包括神经肌肉促进技术、神经肌肉电刺

激、冰刺激等治疗。治疗组患者在上述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辅以吹气笛治疗。分别于入选前及治疗

12 周后采用 Frenchay 构音障碍评定法中闭唇鼓腮分级标准对 2 组患者唇运动进行评定，并对其临

床疗效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闭唇鼓腮分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2 周后，2 组患者口唇

闭合障碍情况较入选前评定结果均有改善(P<0.05)，治疗组显效率为 53.3％，对照组显效率为 33.3％，

治疗组显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两组结果显示，运用常规康复治疗或常规治疗辅以 OPT 吹气笛治疗，均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后

口唇闭合障碍，但辅以 OPT 吹气笛治疗其疗效明显优于常规治疗。 

 

PU-624 

吞咽训练对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疗效的影响 

 

陈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01404 

 

目的  探讨吞咽训练对颅脑损伤所致的意识障碍患者意识觉醒方面的影响。  

方法  选取颅脑损伤后存在意识障碍的患者 30 例，年龄 18-64 岁，发病时间 3 周~5 周，生命体征

平稳，浓流质染色试验未发现误吸。将选入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康复科常规药物治疗、促醒针刺法、直立床、肢体被动运动、维持各关节活动

度及多种感觉刺激输入等综合康复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吞咽训练，每日 1 次，每周 6 次。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①冰刺激唇舌软腭；②咬肌肌肉按摩及下颌部牵张；③―K‖点刺激；④柠檬棒擦

刷舌边促进吞咽动作；⑤直接进食训练；⑥进食耐力训练。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格拉斯

哥昏迷评分（GCS 评分）和格拉斯哥-匹特兹堡昏迷评分（G-PCS 评分）评估 2 组患者的意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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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治疗前实验组 GCS 评分、G-PCS 评分为（4.43±1.33）、（14.68±7.26），与对照组（4.38±

1.53）、（14.59±7.34）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实验组 GCS 评分、

G-PCS 评分分别为（6.21±2.56）分、（22.76±6.32）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治疗 4 周后实验组 GCS 评分和 G-PCS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 4 周后（5.27±

3.01）分和（16.68±7.86）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吞咽训练不仅能使患者恢复进食能力，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还在促进颅脑损伤所致的意识障

碍患者意识觉醒方面有确切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625 

探讨运动疗法对纠正婴幼儿韧带松弛导致的髋关节半脱位的疗效

观察 

 

万凯 尚清 马彩云 吕楠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运动疗法对纠正婴幼儿韧带松弛导致的髋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20 例 2 岁以内因韧带松弛导致的髋关节半脱位婴幼儿，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患

儿通过运动功能训练提高韧带张力，加强髋臼与股骨头的稳定性，从而纠正髋关节半脱位；对照组

按照传统治疗方法佩戴―蛙式位‖支具，两组治疗时间为期 3 个月，观察运动功能训练是否对韧带松

弛所致的发育性髋关节半脱位有改善作用。他们治疗前基本情况无明显差异（p>0.05）。主要观察指

标为治疗时机、疗效、运动功能水平。 

结果  经过 3 个月康复治疗后，治疗组 10 名患儿髋关节半脱位恢复情况及运动功能水平明显优于对

照组. 

结论  运动疗法对纠正婴幼儿韧带松弛引起的髋关节半脱位有明显疗效。 

 

PU-626 

早期作业疗法介入对儿童脑功能损伤后促醒的疗效观察 

 

曾娇峰 岳草 尚清 马彩云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早期作业疗法介入对儿童脑功能障碍后植物状态促醒的疗效。   

方法  脑损伤后处于植物状态的患儿 30 例，除采用一般治疗外进行作业疗法介入 3 个月，按 GCS

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30 例患儿中初步脱离植物状态 8 例，完全脱离植物状态 2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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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作业疗法介入对儿童脑功能损伤后植物状态的促醒效果明显，适于在治疗中开展。 

 

PU-627 

作业疗法在小儿脑性瘫痪中的作用 

 

谷露 尚清 马彩云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作业疗法在脑性瘫痪中的作用。  

方法  脑瘫患儿 100 例,分为 A 组 50 例和 B 组 50 例，均采用运动疗法、按摩、针灸等综合性康复;

B 组同时发辅助作业疗法。两组在治疗前后采用中国韦氏儿童量(C2WISC)智力、修订的小儿脑瘫粗

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及 PDMS 精细运动量表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6 个月后,2 组患儿 C2WISC、GMFM 及 PDMS 精细运动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

与 A 组比较,B 组 C2WISC 及 PDMS 精细运动评分提高更显著。 

结论  对脑瘫的治疗中增加作业疗法能明显提高患儿的智力及 ADL 能力。 

 

PU-628 

电针拮抗肌治疗脑卒中痉挛状态的临床观察 

 

钱宝延 曹留拴 马玉娟 庄卫生 李言杰 程新杰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电针拮抗肌对脑卒中偏瘫痉挛状态的治疗效果。 

方法  1、研究对象：观察患者共 86 例，均为我院神经内科和我科门诊及病房病人，诊断均经头颅

CT 或 MRI 确诊，且认知功能无严重障碍；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5 例，对照组 41 例，全部病人

均处于痉挛的不同阶段。2、治疗方法：两组均在常规治疗的同时给予不同的针刺方法。1） 治疗组：

健侧卧位或仰卧位，患侧肢体以良肢用位摆放，取穴：上肢：肱二头肌痉挛取：肩贞、消泺，前臂

内侧肌群痉挛取：肩髃、曲池；手指屈肌痉挛取：外关、八邪。下肢：大腿内收肌痉挛取：环跳、

风市；小腿屈肌痉挛取：足三里、丰隆；足内翻取：阳陵泉、丘墟。针刺方法：选用 φ0.30×40—5

0mm 毫针，常规洁尔碘皮肤消毒，快速进针，轻手法，注意针尖方向。使用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

的 G6805－II 型治疗仪。用断续密波，每次 25 分钟。2）对照组：患者体位同治疗组；选穴：按《针

灸学》 第六版教材取穴，肩髃、曲池、手三里、外关、合谷；环跳、阳陵泉、解溪、昆仑。针法：

用 φ0.3×40－50 mm 毫针，常规皮肤消毒，平补平泻手法。使用治疗仪及波形同上，刺激强度以患

者耐受为度；每次 25 分钟。两组均每日 1 次，每组 20 次一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5 天，连续 2 个疗

程。并嘱其家属注意患者肢体摆放良肢位，一些抗痉挛的肢具进行间歇性的固定和运动训练。 

结果  两组的肌痉挛程度均采用改良的 Ashworth 痉挛量表(MAS)分级显示，上下肢运动功能的评定

采用简化的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MA)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进行疗效的评定。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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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痉挛程度比较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两

组上下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明显改善(P＜0.05)，其中治疗组 MBI 改善优于对照组(P＜0.

01)。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9.6%，对照组为 82.3%，两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电针是在毫针刺得气的基础上,通过针体导入低频脉冲电流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它集针刺

效应与低频脉冲效应于一体。故电针既可祛风活血,疏通经络,调节经气,使阴阳平衡；又可起到低频

电刺激,用断续波来兴奋肌肉神经。治疗组的选穴,以拮抗肌的穴位为主,且每次均注意调至肢体关节

运动方向的要求,以能对抗痉挛肌的收缩为目的。从而起到抑制痉挛肌群，兴奋瘫痪肌群，促进神经

元修复、再生；同时又起到调整神经机能的作用，这说明针刺拮抗肌是治疗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的有

效方法,对上下肢轻、中度痉挛疗效较显著，是一种良好的促通技术和抑制技术。 

 

PU-629 

针刺肩髃穴对降低脑卒中所致上肢肌张力增高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钊 张健 

天津市职工医院 300050 

 

目的  观察针刺肩髃穴对降低脑卒中后上肢肌张力增高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偏瘫患者 48 例，所有患者均经头 CT 或 MRI 诊断

为脑梗死或脑出血，中医诊断均为中风病，且均伴有不同程度的患侧上肢肌张力增高。随机分为两

组，两组均 24 人，两组在年龄、性别、病程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均给予脑卒中常规护理

及治疗，均予醒脑开窍针刺法，取穴如下：内关（双侧）、人中、三阴交（患侧）、极泉（患侧）、尺

泽（患侧）、委中（患侧）；针灸针选用华佗牌一次性针灸针，规格为 0.25mm×40mm。治疗组加用

患侧肩髃，采用 0.30mm×75mm 针灸针，操作时向下斜刺 1.5—2 寸，施提插补法，使针感缓慢下

传到合谷穴处，施手法 1 分钟，后留针 30 分钟。所有患者针刺治疗每日一次，每周六天，连续 4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对患者行患侧上肢肩关节改良 Ashworth 评估、Fugl-Meyer 上肢运动

功能评价。所有统计学计算应用 SPSS 20.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临床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量资料均值±标准差表示。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P<0.01 为有非常显著

性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改良 Ashworth 评估结果对比，P＞0.05，无统计学差异；治疗组治疗前后评

估结果对比，P＜0.01，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对照组治疗前后评估结果对比，P＜0.05，有统计学

差异；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评估结果对比，P＜0.05，有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治疗前 Fugl-Mey

er 上肢运动功能评价结果对比，P＞0.05，无统计学差异；治疗组治疗前后评价结果对比，P＜0.01，

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对照组治疗前后评价结果对比，P＜0.01，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治疗后治疗

组与对照组评价结果对比，P＜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患侧上肢肩关节痉挛程度均较治疗前降低，但治疗组的患者肌张力下降

程度大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患侧上肢运动功能均较治疗前提高，但治疗组的患者运动功能提高程

度大于对照组。说明两种治疗方法对于缓解脑卒中后上肢肌张力增高、提高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

均有效果，但加用针刺肩髃穴的疗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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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30 

经穴点按结合激光疗法对颈肩肌筋膜疼痛综合征干预的研究 

 

白震民 陈南君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 100084 

 

目的  颈肩肌筋膜疼痛综合征主要因为颈部的肌肉经常承受负荷而紧张，尤其是长期从事头颈部固

定姿势或者劳动强度较大者，表现为持续性或间断性的颈肩部疼痛、肌肉僵硬不舒、运动受限或软

弱无力，中医学将本病归入―肌筋痹‖范畴。本病最常见的病因是各种损伤，或因治疗不够彻底，遗留

局部粘连。本文通过对颈肩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患者痛点的相关穴位进行经穴点按和激光疗法干预，

探讨中医经穴配方对颈肩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作用机制与临床疗效，为损伤的预防与康复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本实验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并结合查体诊断筛选出肩颈痛患者 20 例，10 例作为中医经穴组干

预治疗组，10 例作为空白对照组。其中治疗组辩证选取相应的经穴进行指针点按治疗以及激光干预，

对照组不做任何治疗。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后用美国 Hoggan 肌力与脊椎活动度测试仪进行颈部关

节活动度（AROM）、颈部相关肌力的测量，并用 VAS 量表对受试者的肩颈部不适进行评价，观察

疗效，并进行对比研究。得到数据后，所有实验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处理。   

结果  采用经穴点按和超激光治疗两周后，中医经穴治疗组较治疗前能提高颈椎 AROM（P<0.05），

降低主观疼痛程度（VAS）（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治疗组采用对中医经穴的指针点按和超激光治疗，能有效改善颈肩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有效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讨论与建议：20 世纪以来，由于人体软组织疼痛的发病的某些病因以及病理

实质难以查明，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性很大。因它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甚至能使人们丧失劳动能力以

致生活能力，并引起巨额花费。借助于现代科学知识和种种检查手段，各国医学界对软组织疼痛的

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方法也越来越多，相应提出的学说和观点也越来越丰富，人类对软组织疼痛的

研究己拓展至细胞及分子水平，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本病的认识尚不够统一，诊断标准不一，尤其

是在病因病理实质及发病转机等方面，仍然有待做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本实验仅对足少阳胆经：

风池、肩井、阳陵泉和足太阳膀胱经：天柱、昆仑、委中等经穴进行点按结合激光疗法干预，随后

进行近期的疗效观察，疗效显著。然而由于样本量并不大，使得本结论说服力有限。以后希望进一

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长期的随机对照研究，对患者的远期疗效、患者生存质量、复发率等等问

题进行随访，在研究分组中针对病人的个体情况，进行更加具有可比性的分组，以期建立更加科学

规范的中医经穴配方治疗颈肩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更优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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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31 

研究抑制健侧踝机制对脑卒中后下肢出现运动性失用患者平衡的

影响 

 

孔繁时 怀志刚 杨忠国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研究抑制健侧踝机制对脑卒中后下肢出现运动性失用患者平衡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部 36 位患者，符合以下

标准:1.脑卒中发病后 3—6 个月 2.IMA 神经心理学检查提示观念运动性失用，主要表现为下肢运动

性失用 3.站立平衡一级及以上 4.听理解力基本正常 5.能够配合检查和治疗。将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8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减少支撑面积，由静态到动态等常规平衡训练

法,在此基础上,观察组采用平衡训练时以及每天佩戴使用踝足矫形器（AFO）2 小时来抑制健侧下肢

踝机制的训练方法。两组的平衡训练均进行 20min/d,6d/周,共 4 周。分别于治疗前、后用 Berg 平衡

量表(BBS)和功能性步态评价（FGA）对患者进行平衡能力测试，利用方差分析对两组结果进行比

较。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 BBS 评分为（27.4±3.2）分，观察组 BBS 评分为（28.3±4.5）分；对照组 F

GA 评分为（1.3±0.8）分，观察组 FGA 评分为（1.4±1.0）分；两组结果均无显著性差异。4 周治

疗后,对照组 BBS 评分为（34.0±2.8）分，观察组 BBS 评分为（42.5±3.5）分；对照组 FGA 评分为

（1.8±0.9）分，观察组 FGA 评分为（2.5±0.8）分；两组的 BBS 评分和 FGA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

提高(P<0.05),观察组的 BBS 评分和 FGA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P<0.05)。 

结论  在常规平衡训练基础上,采用抑制健侧踝机制的训练能更有效地改善脑卒中后下肢出现运动性

失用患者的平衡能力。 

 

PU-632 

上肢智能训练反馈对脑卒中中期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郭能峰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观察上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对脑卒中中期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肌力、耐力、关节灵活性

及关节协调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在我科住院的脑卒中中期偏瘫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15 例）、观察组（15 例）。

两组患者均给予套彩盘、推磨砂板、滚筒训练、肌力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神经肌肉促进技术、

运动再学习、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及物理因子治疗等常规康复治疗，每天 120min，每周 5d，共 8

周。观察组除了常规的康复治疗外，增加由广州一康生产的上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 A2 的虚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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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及负重模式等功能训练，针对患者不同阶段，分别一维、二维以及三维的训练模式，每天 30m

in，每周 5d，共 8 周。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治疗 8 周后采用 Brunnstrom 运动功能恢复 6 级分期

评定表、人体关节运动肌群徒手肌力评定表（MMT）之 MRC 标准及偏瘫手功能使用能力评定表对

上肢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 Brunnstrom 运动功能恢复 6 级分期评定表、人体关节运动肌群徒手肌力评

定表（MMT）之 MRC 标准及偏瘫手功能使用能力评定表的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 8 周

后，两组患者 Brunnstrom 运动功能恢复 6 级分期评定表、人体关节运动肌群徒手肌力评定表（MM

T）之 MRC 标准及偏瘫手功能使用能力评定表的评估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观察组较

对照组提高更明显（P<0.05）。 

结论  脑卒中中期偏瘫患者上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结合运动疗法能明显提高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

肌力、耐力、灵活性及协调能力。 

 

PU-633 

针灸配合康复训练对脑梗死偏瘫患者功能康复的积极影响分析 

 

李钊 张健 

天津市职工医院 300050 

 

目的  针灸配合康复训练对脑梗死偏瘫患者功能康复的积极影响。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脑梗死偏瘫患者进行研究，将上述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 40 例，其中，男 26 例，女 14 例，患者年龄在 51-79 岁之间，平均年龄（65.4±

5.6）岁；观察组 40 例，其中，男 25 例，女 15 例，患者年龄在 54-81 岁之间，平均年龄（66.3±6.

0）岁；两组患者在疾病情况、性别、年龄等资料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对照组患者接受康复训练，主要包括患肢被动活动，良肢位摆放，坐卧位平衡训练，步行训练，腰

腹肌锻炼，个人卫生处理以及生活能力训练等内容。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接受针灸治疗，选

择对侧顶颞前斜线、顶颞后斜线、极泉穴、尺泽穴、内关穴、合谷穴、八邪穴、髀关穴、伏兔穴、

阴陵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太冲口穴。快速进针，小捻转间断平补平泻，留针半小时，一天

一次，连续治疗四周。①选择 SSS 量表，比较两组患者精神功能，分数越高，提示精神功能越完善。

②选择 FMA 量表，比较两组患者运动功能，分数越高，提示运动功能越完善。③选择 GQOLI-74

量表，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2]。④选择 MBI 量表，比较两组患者自理能力。采用 spss20.0 数据

处理软件进行综合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和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观察组患者 SSS 评分（45.2±2.7）分、FMA 评分（56.2±4.5）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 MBI 评分（58.6±6.7）分、GQOLI-74 评分（69.8±16.0）分显著

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综上所述，针灸配合康复训练对脑梗死偏瘫患者功能康复的积极影响显著，能有效改善患者

运动功能、神经功能、生活自理能力，全面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值得广泛推广。 

PU-634 

肌筋膜手法治疗慢性颈部疼痛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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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鹏 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本文希望通过相关的实验，探究肌筋膜手法针对慢性颈部疼痛的治疗效果。 

方法  实验指标：主观指标：颈椎功能障碍评分（NDI），该量表每个项目最低得分为 0 分，最高得

分为 5 分，分数越高表示功能障碍程度越重；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客观指标：利用肌力与脊柱

关机活动测试仪（HOGGAN）对受试者本体感觉功能进行评分。实验分组：将 20 例患有慢性颈部

疼痛的患者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实验期间不进行任何颈部的训练及治疗），肌筋膜手法治疗组（进

行每周 3 次，为期 4 周的手法治疗）,在干预前和干预后即刻评定。治疗思路：肌肉与肌肉之间通过

周围结缔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无论肌肉如何单独工作，它总会通过筋膜网对整体的连

续性有功能上的影响。稳定、牵张、变形、固定、弹力以及姿势代偿等都通过这些筋膜组织共同协

调。因此，在治疗慢性颈部疼痛时，应该以整体角度出发，进行整体的评估与治疗。治疗过程：患

者处于仰卧位，治疗师坐在患者头侧，首先对患者颈部表浅筋膜进行放松。在进行放松时，按照解

剖列车的理论，结合后表线上部肌筋膜的走形，对竖脊肌上部、菱形肌上部、头夹肌、颈夹肌、肩

甲提肌等肌肉及其周围筋膜进行放松；其次再重点针对枕骨后肌群：头后小直肌、头后大直肌、头

上斜肌、头下斜肌进行手法放松。最后再对颈部前侧的胸锁乳突肌、斜角肌及其周围的筋膜进行放

松，放松范围包括头皮筋膜、乳突及胸骨柄周围筋膜和胸肋筋膜。治疗过程中，结合患者的主观感

受及治疗师的评估结果，再对重点的症状或结构进行针对性的筋膜松解。 

结果  一个月的运动干预后，VAS 方面，肌筋膜手法干预组低于空白对照组，经 T 检验后，肌筋膜

手法干预组与治疗前相比有显著提高（P<0.01），空白对照组结束后无统计学差异。 NDI 方面，肌

筋膜手法干预组得分低于空白对照组，经 T 检验后，肌筋膜手法干预组得分与治疗前相比有显著降

低（P<0.05），空白对照组结束后无统计学差异。本体感觉方面，肌筋膜手法干预组左旋差值、前

屈差值、左屈差值、右屈差值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均显著（P<0.05），右旋差值更为显著（P<0.01）。 

结论  肌筋膜手法可以改善颈部周围肌肉及筋膜的状态，使紧张的颈肩部得到放松，从而改善患者

的疼痛；通过手法松解深层枕骨下小肌群、肩胛提肌及胸锁乳突肌和周围筋膜，改善颈部异常的姿

势形态，增强颈部活动；枕骨下小肌群得到放松后，有利于颈部本体感觉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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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35 

早期康复治疗对急性脑卒中运动功能恢复的作用分析 

 

王昊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本文主要是探讨和分析早期康复治疗运用在急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 2014 年 9 月到 2015 年 9 月来我院接受治疗 30 例急性脑卒中患者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

象，随机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有 15 例，所有患者都接受常规内科药物治疗，实验组

患者接受早期康复治疗，并且在患者病情稳定之后的 48h、接受康复治疗 1 周、4 周之后利用评分

量表来对其运动功能水平进行评价，并利用 ADL 指数来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价。 

结果  实验组患者接受治疗之 1 周、4 周时的评分和 ADL 水平评分要高于对照组，差异较为明显；

实验组患者的整体疼痛程度要低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86.7%（13/15）；对照组

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66.7%（10/15）。两组患者差异较为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急性脑卒中患者接受早期康复治疗能够产生显著的效果，对于运动功能的改善，患者日常生

活能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影响，值得在今后的临床治疗活动中进行使用和推广。 

 

PU-636 

TSB 接受腔对下肢截肢后残肢萎缩速度的影响研究 

 

陈东 武继祥 李磊 郑倩 林永辉 杨岭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400038 

 

目的  通过对比 TSB 小腿假肢接受腔与 PTK\PTB\KBM 受腔对小腿残肢萎缩速度的影响，证明全接

触负重式 TSB 接受腔的临床可行性。 

方法  随机选取 6 例 2 首次装配小腿假肢的患者，通过对截肢者残端负重情况的分类，给予 TSB 接

受腔、PTK 接受腔和 PTB 接受腔三种处方；通过随访测量患者装配假肢后 6 月、12 月和 24 月后残

肢围长数据；比较三种不同的接受腔对残肢萎缩情况的影响。 

结果  结果显示 TSB 接受腔组 6 月内残肢萎缩约 3%，12 月和 24 月后残肢围长几乎无变化。 2 例

给予了 PTK 假肢接受腔，6 月内残肢萎缩约 5%，12 月后萎缩约 3%，24 月后残肢围长几乎无变化；

对照组 1 例给予了 PTB 假肢接受腔，6 月内残肢萎缩约 8%，12 月后萎缩约 10%，24 月后残肢萎

缩约 15%,结果显示 TSB 接受腔组与 PTK 组萎缩速度明显慢于 PTB 组，而且根据随访，TSB 组与

PTK 组，残端皮肤情况、步态情况、每天使用假肢步行的时间均优于 PTB 组。 

结论 接受腔是连接假肢与残肢的主要载体，残肢的种种变化与假肢的接受腔是密不可分的，其设计

的合理性对于假肢代偿功能和残端舒适度等都有很大影响，还直接影响着残肢的萎缩速度。目前关

于下肢截肢者肌肉萎缩的研究中，普遍认为是肌肉的减少引起废用性萎缩，而忽略了接受腔与残端

内部的力学状态对肌肉生长的影响。全接触负重技术制作小腿假肢接受腔，可以控制接受腔压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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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使之做到与残肢全面接触、适量的残端负重和合理的容积控制，达到更好地接受腔适配，通过

实验证明全接触负重技术可有效减小残肢缓萎缩速度，提高接受腔适配性，是现代假肢接受腔适配

技术的重要理念和新技术要求。 

 

PU-637 

腹针疗法结合普通针刺对中风后遗症患者手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赵渊超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 200215 

 

目的  腹针疗法是通过普通针刺腹部穴位来治疗全身慢性病、疑难病为主的一种新的针灸方法，对

中风后遗症患者的康复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本研究旨在探讨腹针疗法结合普通针刺治疗对中风后遗

症患者手功能恢复的治疗效果。  

方法  研究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择中风后一年内的 40 例有手功能障碍后遗症的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对照组（n=20）采用常规康复训练+普通针刺治疗，观察组(n=20)采用常规康复训练+普通

针刺+腹针治疗，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后患手手功能的恢复情况。疗效判定标准：基本治愈：可以掌屈

和背屈，并有一定的抓握和持物能力；显效：可以掌屈和背屈，但无抓握和持物能力；有效：可以

掌屈，不能背屈；无效：无掌屈和背屈功能。总有效率=基本治愈+显效+有效，显效率=基本治愈+

显效。两组均每次治疗 20 分钟，每周 5 次，4 周 1 个疗程，根据病情治疗 2 个疗程，观察疗效并随

访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确定疗效差异，并探讨腹针疗法的优势，分析其机理。两组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α=0.05。  

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基本治愈 2 例（10%），显效者 4 例（20%），有效者 12 例（60%），无效者 2

例（10%）；观察组基本治愈 4 例（20%），显效者 5 例（25%），有效者 9 例（45%），无效者 2 例

（10%）。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但显效率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两组分

别为 30%和 45%，有明显差异 (p<0.05 )。  

结论  常规康复训练+普通针刺和常规康复训练+普通针刺+腹针疗法两种治疗方案均能改善中风后

遗症患者的患手手功能，但以常规康复训练+普通针刺+腹针疗法治疗方案的疗效更佳，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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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38 

8 例内耳畸形聋儿人工耳蜗术后听觉康复效果研究 

 

张青青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10 

 

目的  评估内耳畸形聋儿人工耳蜗植入术后的听觉康复效果。 

方法  选择 8 例内耳畸形聋儿人工耳蜗植入患儿，其中，Mondinii 畸形 5 例，共同腔畸形 2 例，Mi

chels 畸形 1 例；另选取植入相匹配的 8 例正常聋儿人工耳蜗植入患儿作为对照组。按照聆听技能

发展的阶段开展系统的听觉康复训练，术后一年对所有患者进行 0.5--4kHz 声场听阈测试和听觉能

力评估，听觉能力评估内容包括自然环境声响识别、韵母识别、声母识别、数字识别、声调识别、

单音节词识别、双音节词识别、三音节词识别、短句识别和选择性听取 10 项。  

结果  5例Mondini畸形患者各声场听阈和听觉能力评估结果与耳蜗正常组无明显差别;2例共同腔畸

形患者各频率声场听阈在 45~65dBHL 之间；1 例 Michels 畸形各频率声场听阈在 45~110dBHL 之

间：其 10 项听觉能力评估结果平均值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Mondini 畸形聋儿术后听觉康复效果与耳蜗发育正常者相似，共同腔和 Michels 畸形者人工耳

蜗植入术后听觉康复效果较差。 

 

 

PU-639 

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联合引导式教育对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的

影响 

 

郑梦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CIMT）联合引导式教育对低于最低上肢运动标准的脑卒中偏瘫患

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入组条件（瘫痪侧上肢无明显疼痛；能够听懂并执行指令；功能独立性评定（F1M）

中的认知功能总评分>15 分；肩、臂的 Brunnstrom 分期为Ⅳ期；手功能可低于或高于 CIMT 最低上

肢运动标准即腕关节伸展 0°-10°，拇指外展 0°-10°）的 18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9 例）

和干预组（n=9 例），对照组用神经发育疗法，进行上肢和手功能训练，3h/d,5d/w，连续 3w。干预

组上述疗法基础上采用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结合引导式教育，在治疗期间，课上以塑型技术为主，3

h/d,5 天/周，连续 3 周。课下要求患者健侧上肢穿戴吊带和夹板来限制健肢活动，同时家属监督并

引导患者使用患手进行家庭活动，每天清醒时固定时间不少 90%。治疗前和治疗后 3 周采用 Wolf

运动功能评价量表（WMFT）和 Fugl-Meyer 评价法（FMA）评定偏瘫侧上肢运动功能，采用日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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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日志（MAL）来评价患者的上肢的使用量（AOU）和动作质量（QOM）。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前，干预组 WMFT、FMA、AOU 和 QOM 评分为（10±2.33）分、（20±3.45）

分、（1±1.15）分、（1±0.65）分，对照组 WMFT 和 FMA 评分为（11±1.79）分、（23±2.61）分，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周后，干预组 WMFT、FMA、AOU 和 QOM 的各项评分分别

为（53±3.11）分、（41±1.37）分、（60±3.33）分、（39±2.86）分、较治疗前均显著提高，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P<0,05），组间比较，较对照组 WMFT（24±0.98）分、FMA（28±2.13）分、AOU（1

3±2.22）分和 QOM（7±1.77）分改善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联合引导式教育能明显改善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尤其是对腕及手功

能有显著疗效，优于其他常规疗法。 

 

PU-640 

A 型肉毒毒素注射联合改良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对脑卒中偏瘫下

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陈晓伟 李贺 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 A 型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 type A，BTX-A)注射联合改良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m

odified 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mCIMT）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康复疗

效。  

方法  28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A组和B组，A组采用A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联合改良CIMT疗法，

B 组单独采用改良 CIMT 疗法，治疗前、治疗 3 周后、治疗后 3 个月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量

表评定患侧下肢肌张力、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和 10 米步行测试量表评定下肢运动功能，对评

定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肌张力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下肢运动功能显著改善；两组间疗效比较，A 组

疗效优于 B 组。  

结论  局部注射 A 型肉毒毒素通过降低下肢肌张力，为患侧下肢功能提高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结

合改良 CIMT 疗法强化训练患侧下肢，可显著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下肢运动功能，进一步促进患

侧下肢步行能力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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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41 

NJF 技术对脑卒中后伴肩痛患侧上肢的疗效观察 

 

马双 李志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神经肌肉关节促进（NJF）技术对脑卒中后伴肩痛患侧上肢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首次发病 1 个月内，年龄 18~75 岁，发病后伴偏瘫侧肩痛，且不伴有明显认知障碍的脑

卒中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 2 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神经促通技术 40 分

钟，每周 5 天，共 4 周。观察组先给予 20 分钟常规神经促通技术，后给予 20 分钟 NJF 技术，每周

5 天，共 4 周。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定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肩

痛的程度。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Fugl-Meyer 

Assessment, FMA)评定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上肢运动功能。应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观察组和对照组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结果  观察组男 14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50.64±12.05）岁，肩痛病程（25.84±9.88）天。对照

组男 15 例，女 10 例，平均年龄（51.72±10.95）岁，肩痛病程（24.96±7.64）天。经检验，两组

在性别、年龄、肩痛病程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前 VAS 评分为（5.01±0.8

9）分，治疗后评分为（2.00±0.85）分。对照组治疗前 VAS 评分为（4.98±0.91）分，治疗后评分

为（3.12±0.70）分。观察组治疗前 FMA 评分为（22.32±4.40）分，治疗后评分为（36.12±5.16）

分。对照组治疗前 FMA 评分为（22.48±4.11）分，治疗后评分为（29.64±4.68）分。两组治疗前 V

AS 及 FM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 4 周后 VA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MA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均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 VAS 评分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上肢运动功能评分 FMA 大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脑卒中后偏瘫伴有肩痛的患者，常规神经促通技术联合 NJF 技术在减轻肩痛及改善上肢

功能方面具有更佳的治疗效果。 

 

PU-642 

早期拇指内收干预配合互动游戏对脑瘫患儿精细运动发展的疗效

观察 

 

邬刚燕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 1 岁以内进行拇指内收干预配合互动游戏对脑瘫患儿精细运动功能发展的影响。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将 44 例脑瘫患儿分为对照组 22 例和观察组 22 例；对照组为 1 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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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常规作业治疗训练患儿，观察组为 1 岁以内进行拇指内收早期干预及作业治疗训练的患儿。

另外，再由观察组 22 例细分为常规组 11 例与互动组 11 例，常规组为 1 岁内进行拇指内收干预及

非游戏性训练的患儿，互动组为 1 岁以内进行拇指内收干预配合互动游戏进行手功能训练的患儿。 

结果  观察组手部精细运动分值提高率高于对照组，互动组手部精细功能评分高于常规组（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拇指内收干预配合互动游戏更有助于手部精细运动功能的发展。 

 

PU-643 

磁振热联合电脑中频治疗脑卒中后便秘的临床疗效观察 

 

孙丽媛 闫兆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磁振热联合电脑中频治疗脑卒中后便秘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一 2016 年 3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脑卒中后便秘患者 3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2 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包

括排便教育，心里疏导，改善排便环境及方式，消除病房嘈杂声音，保证充足水分摄入，高纤维素

饮食，腹部按摩，主被动活动；对照组患者接受电脑中频治疗，参数设置：变频调制波形，体表电

极贴于腹部，刺激时间：15min/次,2 次∕日，共治疗 20 天。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

磁振热腰腹部对置治疗，参数设置：脉冲磁刺激模式，强度 2 级（0.2T），温度 38 一 42℃，刺激时

间：15min/次,2 次∕日，共治疗 20 天。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20 天后采用 Wexner 便秘评分系统评估

2 组患者的便秘情况。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患者的 Wexner 便秘评分（23.47±2.56）与治疗组患者的 Wexner 便秘评分（2

4.00±2.72）比较，2 组患者 Wexner 便秘评分差异不大，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0 天

后对照组患者的 Wexner 便秘评分（16.00±2.04），行组内比较，较治疗前便秘情况改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患者的 Wexner 便秘评分（7.07±2.58），行组内比较，较治疗前便

秘情况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与对照组行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义。  

结论  磁振热联合电脑中频治疗能明显改善脑卒中后便秘的情况，提高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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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44 

脑卒中患者早期控球训练对改善上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葛飞飞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比较、观察早期控球训练对存在有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的治疗作用。 

方法  将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45 例脑卒中患者按随机分组分为反馈组

和对照组，其中反馈组 23 例，对照组 22 例，两组的一般资料经比较无明显差异。两组均进行神经

内科药物治疗和常规作业治疗，包括：①良姿位摆放、②主被动关节活动度训练、③运动功能的易

化训练、④坐位平衡能力训练、⑤ADL 能力训练。训练时间每次大约 50—60min，2 次/d，5—6 d

/周。反馈组在此基础上增加上肢控球训练，要求患者姿势正确，训练中治疗师给予简单口令指导。

训练难度调整按照①遵循从近端到远端、②静态→动态、③逐渐减少患侧注意力分配进行。训练时

间每次大约 15—20min。2 次/d，5—6 d/周。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以及治疗 4 周、8 周时采用 Fug

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FMA）进行对比。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FMA 评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

＜0.05），其中反馈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针对脑卒中患者进行早期控球训练有利于加强患者对于相关肌肉的认知程度，抑制异常的运

动模式，改善上肢的运动控制能力，提高上肢的整体运动功能，为上肢和手参与日常生活活动提供

了先决条件。 

 

PU-645 

电脑辅助认知训练结合心理语言系统治疗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的

疗效观察 

 

高怡
1
 鲍勇

1
 谢青

2
 

1.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观察电脑辅助认知训练结合心理语言系统的综合治疗对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疗效的影响并试

图寻求其对应的神经机制。 

方法  将 27 例我科于 2015 年 4 月-2015 年 9 月收治的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症住院病例，随机分为

观察组（N=13）和对照组(N=14)。对照组仅采用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治疗系统(PACA1.0）进行语

言治疗，观察组在采用此系统进行语言治疗的基础上，再增加针对性的电脑辅助认知训练。观察两

组不同治疗方法对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症的作用，两组均采用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价及治疗系统

（PACA1.0)及 Rehacom 电脑辅助认知评估及训练系统评定各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语言功能及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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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认知功能。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为无显著性差异，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治疗三周后，两组组间比较在语言功能方面的图片命名、听词复述、看词朗读以及认知功能

方面的警觉能力、反应控制力、视觉分配能力、视觉搜索能力、工作记忆的疗效，观察组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组内比较 在语言功能方面的图片命名、听词复述、看词朗读以及认知功

能方面的警觉能力、反应控制力、视觉分配能力、视觉搜索能力、工作记忆的疗效，治疗后均显著

优于治疗前(P<0.01)。 对照组组内比较在语言功能方面的听词复述、看词朗读 以及认知功能方面

的警觉能力、反应控制力的疗效，治疗后明显优于治疗前(P<0.05)。 

结论  语言和认知功能具有显著相关性，失语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低于无失语症患者，利用认知与语

言训练相结合的方法治疗失语症，特别预后优于其它失语症的运动性失语，疗效显著优于单纯语言

训练，是临床工作者可以独立提供的辅助性治疗措施，适合医学模式的转变及语言康复发展趋势，

参与治疗脑卒中后失语有重要意义，也为进一步深入机制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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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46 

机械加载促进骨质疏松大鼠种植体骨结合的实验研究 

 

张云龙
1
 王健

1
 陈刚

1
 王钊楠

2
 张平

2
 

1.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2.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本实验探讨机械加载促进种植体周围的骨结合。种植牙目前在临床上应用广泛，种植体骨结

合包括了骨创伤和骨再生两个基本过程。骨质疏松，以骨量减少及骨组织微结构退行性变为主要病

理特征，是有损于骨再生质量的不利因素之一，长期以来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今日中国，老

龄人口逐渐增多，老年人是骨质疏松的易患人群，特别是在绝经期妇女，而牙槽骨是容易罹患的部

位之一。近年来，我们实验室开展了机械加载等现代康复技术治疗骨质疏松的研究并观察到良好的

疗效，本课题的问题是机械加载是否能够促进种植体骨结合？采用大鼠骨质疏松实验动物模型，本

实验观察了机械加载应用于种植体骨结合。 

方法  使用 24 只 SD 雌性大鼠（12 周龄）卵巢切除模型（OVX)模拟绝经后骨质疏松动物，随机分

成四组：假手术组（sham)、假手术膝关节加载治疗组(sham+loading)、OVX 模型组(OVX)和 OVX

膝关节加载治疗组(OVX+loading)(n=6)。OVX 卵巢切除造模四周后，在股骨中段植入直径 1.5mm,

长度 4.5mm 的钛金属种植钉，术后一周对双侧膝关节进行机械加载 6 周（5N，15Hz，3min/侧，共

6min/d，5d/week）。实验前后测量骨密度，并且使用小动物活体成像 X-Ray 观察种植体植入位置以

及周围变化。对股骨进行 Mechanical Test 生物力学测试。 

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OVX 组小鼠骨密度（BMD）显著下降(P ＜0．001)。OVX+loading 组与 

OVX 对照组相比，膝关节机械加载显著改善骨密度( P＜0.001)。小动物活体成像 X-Ray 灰度测量

值，OVX+loading 组比 OVX 组灰度值显著提高( P＜0.001)。Mechanical Test 生物力学测试，sha

m 组、sham+loading 组、OVX 组、OVX+loading 组最大推出力分别是 76.2263±1.37698,89.6911

±0.77667,35.1126±0.65601,53.7038±1.39332N。OVX 膝关节加载治疗组与 OVX 对照组相比弹性

模量，断裂能量，最大推出力显著改善( P＜0.001)。 

结论  机械加载显著促进了骨质疏松大鼠种植体周围的骨结合，并改善了骨质疏松动物的骨密度。

本研究对口腔临床种植疾病治疗开辟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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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47 

脑卒中后感觉障碍的康复训练在作业疗法中的疗效探究 

 

张春林 

信阳市中心医院 464000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感觉障碍的康复训练在作业疗法中的疗效。  

方法  ６０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３０例。治疗组除日常生活训练外加上

深浅感觉及复合感觉训练，对照组只进行日常生活训练。治疗前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评分.感觉

评分和改良的 Barthel 指数评分对两组患者进行康复效果评价。以下介绍有关治疗组感觉训练的方法。

感觉障碍的训练方法：浅感觉训练方法：1.手的抓握训练:经常使用木钉盘,在木钉外侧用各种材料缠

绕,如砂纸.棉布.毛织物.橡胶皮.铁皮等,在患者抓握木钉时,各种材料对患者末梢的感觉刺激和视觉的

参与可提高其中枢神经的感知觉能力。2.患者上肢的负重训练：是改善上肢运动功能的训练方法之

一。患侧上肢负重时，可在支持面下铺垫不同材料的物品，如木板.金属板.棉布.绒布等,这就无形中

对手掌施加了各种各样的感觉刺激。3.用大米搓擦:用 2 斤大米,将手放入其中,由手指远端开始,用大

米在手指上搓擦,力度以患者感觉到发麻为好,搓擦顺序:手指背面.掌面.手背.手心,前臂外侧.前臂内

侧.上臂外侧.上臂内侧。如果躯干也有感觉障碍，也可使用这样的方法。深感觉训练方法：深感觉障

碍主要体现在位置觉障碍和运动觉障碍，两者必须结合训练。最初，由治疗师通过被动运动引导患

者做出并体验正确的动作，然后指示患者用健侧去引导患侧完成这些动作，再进一步，通过双手端

起物品的动作，间接引导患侧上肢做出正确动作。书写练习也是一项有效的训练内容，起初按要求

画线，画圆滑的曲线较画直线易。当患者可较好地运用笔后，可用线格纸，指示患者将字写入格内。

复合感觉训练方法：识别物品，患者闭目，让其尽可能描述手中物品的特征，睁开眼睛，如有遗漏，

补充描述其特点。记录正确识别所需时间。触摸识别应从形状简单.体积较大且质地相同的目标开始,

逐渐过渡到形状复杂.体积较小且质地不同的目标。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感觉和运动评分，改良的 Barthel 指数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治疗组患者

感觉和运动功能，ADL，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证明脑卒中后感觉障碍患者实施感觉训练不仅有利于感觉功能的进一步恢复，而且对提高运

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 ADL 有促进作用，在作业疗法中有很大的疗效。 

 

PU-648 

核心肌群的自我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张微峰 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观察核心肌群的自我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脑卒中偏瘫患者 50 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2 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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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核心肌群的自我训练。于入选时和治疗 6周时采用Berg平衡量表 （Berg balance scale,BBS）

进行平衡功能测试，简式 Fugl-Meyer 评分（Fugl-Meyer assessment, FMA)进行上、下肢运动功能

测试，改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测试。 

结果  治疗 6 周后，2 组 BBS、FMA 及 MBI 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1）。观察组 BBS、FM

A 及 MBI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核心肌群的自我训练能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及运动功能。 

 

PU-649 

肌内效贴布对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疼痛肿胀疗效观察 

 

田贵华 程崇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布对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疼痛肿胀的疗效。 

方法  将 60 例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的常规临

床治疗和康复治疗相同，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肌内效贴布治疗。分别在入组时和治疗 2 周后进行

小腿肿胀程度评定和 VAS 疼痛评分。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的小腿肿胀程度和 VAS 疼痛评分均有显著改善（Ｐ＜0.05），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2 周后，观察组在缓解疼痛和改善肿胀程度的效果上明显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0.05）。  

结论  肌内效贴布能有效改善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疼痛和局部组织水肿，疗效明显。 

 

PU-650 

小剂量腰椎牵引配合腰部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观

察 

 

昝明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康复医学科 230001 

 

目的  观察小剂量腰椎牵引配合腰部轻手法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1 年 6 月-2014 年 6 月期间在我科门诊和住院病例，经临床诊断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患者 6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30例和对照组 30例， 治疗组采用小剂量腰椎牵引（体重 20-50％）

加腰部轻手法推拿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腰椎牵引（体重 50-100％）加腰部轻手法推拿治疗。 

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是 77.3％，对照组的总有效率是 89.2％，临床效果明显，两组比较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剂量腰椎牵引配合腰部轻手法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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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51 

踝关节扭伤后冷疗患部热疗患肢的疗效研究 

 

宋琳 张弛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 100084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踝关节扭伤急性期的患者分别采用冷疗冰敷和冷、热疗交替两种方法进行干预，

观察两种不同方法对踝关节扭伤急性期患者的治疗效果，探讨冷疗或冷、热疗结合作用于踝关节扭

伤急性期的疗效和意义，打破急性期冷疗的固有思维，弥补冷、热疗交替作用于运动损伤急性期的

空白。 

方法 北京体育大学学生 12 人，均为踝关节Ⅱ度扭伤急性期患者。将 12 名受试者随机分为冷疗组

和冷热交替组，分别采用冰敷和冷、热疗交替干预。冷疗组将冰水混合物放置入冰袋中，总量不超

过冰袋的 2/3，排除空气将冰袋口封闭，冰敷踝关节扭伤患处，3 次/日，15-20 分钟/次；冷热交替

组，冰袋同冷疗组，热疗采用石蜡疗法，将电热式蜡袋通电加热，使石蜡融化，温度为 50-60℃，

蜡袋与皮肤之间垫两层毛巾，冰敷踝关节扭伤患处，2 次/日，15-20 分钟/次，热敷患侧下肢大腿根

部，1 次/日，30-40 分钟/次。研究干预周期为 5 天。测试踝关节疼痛程度（VAS 疼痛评分）、踝关

节活动度（ROM）、踝关节围度和患肢负重等指标。 

结果 治疗前后患侧踝关节 VAS 评分显著降低、 ROM 显著增加、围度显著减小，且冷热交替组 V

AS 评分降幅显著大于冷疗组。 

结论 单纯冷疗和冷疗患部热疗患肢两种方法均可减轻疼痛、消除肿胀、增加活动度，但冷疗患部热

疗患肢的交替疗法对缓解疼痛效果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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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52 

基于“督脉通于脑”理论针刺干预脑卒中后抑郁症临床疗效观察 

 

姚丽君 胡春蓉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400700 

 

目的  观察基于―督脉通于脑‖理论，采用通督调神法针刺法（针刺方法采取―新九针‖联合―七神针‖结

合而来）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随机、单盲（第三方评估）对照的研究方案，遵循随机对照试验原则，对我院收治的 PSD 患

者 60 例分为 2 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口服药物帕罗西汀，针刺组给予通督调神法针刺治疗。

操作：①患者俯卧位，以磁圆梅针循经叩刺督脉（自命门穴叩至神庭穴）、双侧夹脊穴（颈夹脊及华

佗夹脊穴）、足太阳膀胱经背部循行线，自上而下，叩刺强度以患者能够耐受为宜，叩至局部皮肤微

红为宜，每次 20 分钟。每日 1 次，每周 6 次。②患者坐位或俯卧位，选用梅花针循经叩刺头部督

脉、足太阳膀胱经及足少阳胆经各循行线，尤其以脑卒中病灶侧为主，叩刺强度以患者能够耐受为

宜，每次 20 分钟。每日 1 次，每周 6 次。③毫针刺，选取―七神针‖的组方：督脉之神庭和百会，手

太阴心经之神门，足少阳胆经本神及经外奇穴之四神聪。按以上共治疗 4 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Barthel 指数变化情况，比较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显效率为 66.7%，对照组为 63.3%，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 H

AMD 评分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前后 HAMD 评分差

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调督通任针刺法是一种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安全性、有效性、重复性高的有效方法，它克服了

以往针刺治疗 PSD 辩证取穴及手法多样性、不确定性、重复性差的缺点，与西药相比之下，针刺治

疗属纯自身绿色、稳态调节，其临床综合疗效优势显著， 值得临床推广。 

 

PU-653 

运用小儿推拿手法防治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应性咳嗽 60 例临床

观察 

 

李春成 李贞兰 刘福谦 闫兆宏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运用小儿推拿手法防治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应性咳嗽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例上呼吸道感染后气道高反应咳嗽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30例和对照组 30例,观察 2组症

状疗效、气道反应性疗效。 

结果 治疗组咳嗽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为 80%,治疗组气道反应性疗效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

为 80%,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气道高反应性转阴 21 例（占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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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转阴 12 例（占 40.0%）,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小儿推拿手法可通过扶正祛邪,改善脏腑功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明显改善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

应性咳嗽，安全绿色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PU-654 

小儿推拿手法防治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应性咳嗽 60 例临床观察 

 

李春成 李贞兰 刘福谦 闫兆宏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运用小儿推拿手法防治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应性咳嗽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例上呼吸道感染后气道高反应咳嗽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30例和对照组 30例,观察 2组症

状疗效、气道反应性疗效。 

结果 治疗组咳嗽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为 80%,治疗组气道反应性疗效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

为 80%,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气道高反应性转阴 21 例（占 70.0%）,

对照组转阴 12 例（占 40.0%）,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小儿推拿手法可通过扶正祛邪,改善脏腑功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明显改善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

应性咳嗽，安全绿色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PU-655 

运用小儿推拿绿色手法防治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应性咳嗽 60 例

临床观察 

 

李春成 李贞兰 刘福谦 闫兆宏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运用小儿推拿绿色手法防治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应性咳嗽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例上呼吸道感染后气道高反应咳嗽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30例和对照组 30例,观察 2组症

状疗效、气道反应性疗效。 

结果 治疗组咳嗽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为 80%,治疗组气道反应性疗效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

为 80%,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气道高反应性转阴 21 例（占 70.0%）,

对照组转阴 12 例（占 40.0%）,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小儿推拿手法可通过扶正祛邪,改善脏腑功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明显改善小儿感染后气道高反

应性咳嗽，安全绿色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PU-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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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平衡推拿治疗大学生急性踝关节扭伤的疗效观察 

 

钱文中 邹佐强 彭晓涛 

西南大学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力学平衡推拿在急性踝关节扭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例急性踝扭伤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30例和对照组 30例。治疗组运用力学平衡推拿治疗；

对照组运用常规的针灸治疗。根据疗效标准观察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力学平衡推拿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具有的十分明显的疗效，且疗效优于针刺组。 

 

PU-657 

针刺联合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对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白亚平 刘二军 张伟玲 赵甫刚 汪建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50031 

 

目的  观察针刺联合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治疗失眠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47 例失眠症患者随机分为 2 组，联合组 74 例针刺百会、四神聪、神庭、印堂、神门、太

冲、行间、阴陵泉、大陵透劳宫、内关、三阴交等穴联合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西药组 73 例口服艾

司唑仑片 1mg，两组均治疗 30 天。各组治疗前后评定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定量表，并评

定各组总疗效。 

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联合组痊愈 22 例，显效 30 例，有效 14 例，无效 8 例，有效率达 89.2%，

西药组痊愈 12 例，显效 24 例，有效 22 例，无效 15 例，有效率 79.5%，近期疗效联合组优于西药

组（P<0.05）；半年后随访观察远期疗效：联合组痊愈 19 例，显效 25 例，有效 18 例，无效 12 例，

有效率达 83.8%，西药组痊愈 8 例，显效 14 例，有效 19 例，无效 32 例，有效率 56.2%，两组比

较有显著差异（P<0.01）。治疗后 PSQI 量表分值比较，联合组 4.68±2.61 分，西药组 7.34±3.05 分，

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针刺法联合经颅微电流刺激治疗失眠疗效确切，且远期疗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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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58 

DMS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治疗对比 

 

孙永秒 靳翔愚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DMS（Deep Muscle Stimulator，深层肌肉刺激仪）是一种次高频（36.7Hz）机械振动仪，

振幅 6mm，自重 2.5kg。在治疗中能依靠机器自重将振动波传到深层肌肉以达到放松张力较高的肌

肉筋膜组织或激活失活的肌肉的目的。本文将对比观察 DMS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临床治疗的作

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科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47 例，并将被选取对象随

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25 例（男 14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 59.53±12.79 岁，VAS 评分

平均 6.31±2.10；对照组 22 例（男 11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 60.34±9.64，VAS 评分平均 6.19±

2.23。所有患者除了采用相同的常规治疗以外，实验组应用 DMS 对后表线进行治疗，治疗过程中手

持 DMS 使振动方向垂直于体表或肌束，沿后表线从上到下对肌筋膜进行刺激，并重点加强腰臀部

的扳机点治疗；对照组采用深层组织按摩疗法治疗，各治疗均为 1 次/天，5 天/周。4 周后进行疗效

评价，数据使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4 周后实验组 VAS 评分平均 3.36±1.75，对照组 VAS 评分平均 3.65±2.32，与治疗前相比两

组均有明显效果（P<0.05），组间对照差异不明显（P>0.05）。 

结论  肌梭是骨骼肌内的特殊感受装置，它与梭外肌呈并联状态，能不断感受骨骼肌受到的牵张刺

激，并使骨骼肌维持一定的张力，垂直于体表或肌束方向的次高频（35-50Hz）振动能有效调整肌

筋膜张力，对后表线的肌筋膜进行治疗可以降低因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肌筋膜紧张，从而减轻疼痛。

因此，DMS 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时的作用较为显著，可以作为临床治疗方法使用。 

 

PU-659 

探讨枕骨下肌、头夹肌、颈夹肌放松对改善婴幼儿角弓反张的疗

效观察 

 

万凯 马彩云 尚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枕骨下肌、头夹肌、颈夹肌放松对改善婴幼儿角弓反张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 20 例 2 岁以内角弓反张的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0 人，对照组进行常规康复训练，治

疗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枕骨下肌、头夹肌、颈夹肌的放松训练，为期 1 个月，观察是否可以改善患儿

角弓反张姿势。他们治疗前基本情况无明显差异（p>0.05）。主要观察指标为治疗时机及疗效。 

结果  经过 1 个月康复治疗后，治疗组 10 名患儿角弓反张较对照组均有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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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枕骨下肌、头夹肌、颈夹肌放松对改善婴幼儿角弓反张有巨大疗效。 

 

PU-660 

运动疗法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疗效分析 

 

张朝石 马彩云 万凯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运动疗法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的疗效与方法。 

方法  对 32 例符合条件的臂丛神经损伤患儿分为运动疗法组和中医针灸组，每组 16 例患儿，并在

训练前一周进行徒手肌力(MMT)6 级肌力分级法标准检查评测，然后分别用运动疗法和中医针灸疗

法提高患儿患侧肌力，两组均进行有选择的、不引起肌肉损伤的运动手法及穴位针灸来诱发和促进

患肢肌力及功能恢复，疗程为 3 个月。 

结果  通过治疗前后对照，运动疗法组提高肌力程度及患肢的功能均明显优于针灸组。 

结论  运动疗法治疗臂丛神经损伤方面具有显著疗效。 

 

PU-661 

推拿疗法对脑瘫患儿坐位障碍的疗效观察 

 

朱元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推拿手法治疗对脑瘫患儿坐位障碍的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年2月到2015年2月在我科进行推拿治疗的坐位障碍的脑瘫患儿 42例进行分析，

按照治疗方法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只给予常规物理治疗训练，治疗组在常规物理治疗训练

的基础上，实施针对性的坐位障碍推拿治疗，分别比较两组患儿治疗 1 个月后坐位稳定的情况。 

结果  治疗组患儿在治疗 1 个月后坐位稳定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瘫患儿针对性坐位障碍推拿治疗能够明显的提高患儿的坐位能力。 

 

PU-662 

关节松动术治疗粘连期肩周炎的松动顺序研究 

 

李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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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通过关节松动术的特定手法松动顺序对粘连期肩周炎关节活动度的改善效果及效率的情

况。 

方法  将 30 例粘连期肩周炎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15 例）和常规对照组（15 例）。治疗组患者通

过关节松动术特定的松动顺序进行治疗，对照组行关节松动术的常规治疗，治疗时间为 3 周或能达

到肩关节全范围活动度。以上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治疗后 1 周、2 周、3 周进行肩关节主被动活动

度测量。 

结果  治疗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肩关节活动度较组内治疗前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组间比较，治疗组对肩关节活动度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更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关节松动术特定的松动顺序治疗，肩周炎患者的活动度改善更为明显，疗程缩短，治疗

效率明显提升。 

 

PU-663 

心理因素对下背痛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观察 

 

范飞 姜贵云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067000 

 

目的 观察心理因素对下背痛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44 例下背痛患者分为观察组 1（情绪因素） (46 例)、观察组 2（疼痛

认知因素）（44 例）及对照组(54 例)。3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14 d 后采用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及日本骨科医师协会（JOA）下背痛评分及改善率对 3 组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 3 组患者疼痛 VAS 评分及 JOA 评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发现 3

组患者疼痛 VAS 评分[观察组 1 为(3.17±0.71)分，观察组 2 为（3.30±0.63）分，对照组为(2.09±0.

76)分]及 JOA 评分[观察组 1 为（24.02±2.81）分，观察组 2 为（23.68±2.71）分，对照组为（25.

30±1.66）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并且上述指标均以观察组 1、2 患者的改善幅度较差（显

著），与对照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心理因素（情绪因素和疼痛认知因素）对 LBP 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明显，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L

BP 与心理因素的临床相关性及其如何心理干预的研究，使 LBP 的治疗方法更系统化，以提高临床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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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64 

透刺外关、悬钟及四关穴治疗颅脑损伤昏迷患者的临床观察 

 

苏玉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透刺外关、悬钟及四关穴（合谷、太冲）在颅脑损伤昏迷患者促醒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4 月我院神经创伤外科住院的颅脑损伤昏迷患者，无康复禁忌症，按

入院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高压氧治疗。治疗组除上述治疗项

目外，予以电针进行促醒治疗，针刺位置选取外关透刺内关、合谷透刺劳宫、悬钟透刺三阴交、太

冲透刺涌泉。透刺达到预定深度(1～1．5 寸)后，行快速捻转提插泻法，以患者出现肢体移动或抽动

为佳。连接电针治疗仪，选用连续波，刺激量由弱逐渐增强，以局部可见肌肉随脉冲频率抽动为度，

每日 1 次，每次 20 分钟，每周 6 次，共 5 周。治疗前后对患者行 Glasgow 昏迷评分量表评分，采

用 SPSS 17.0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入组 50 例颅脑外伤患者，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男 35 例，女 15 例；年龄最小的 18 岁，

最大的 62 岁；昏迷时间最短的 9 天，最长 58 天。按照 Glasgow 昏迷量表评分 ，3～5 分 21 例，

6～8 分 29 例。两组临床特征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按 GOS 分级，治疗组：清醒 22 例，

其中恢复良好 14 例、中度残疾 7 例、重度残疾 1 例；对照组：清醒 18 例，其中恢复良好 10 例、

中度残疾 5 例、重度残疾 3 例，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祖国医学认为―脑为元神之府‖，统领人体全部生理机能，当头部受到暴力伤害时，脑部脉络受

损破裂，出现血溢脉外，瘀阻脑络，而致窍闭不通，出现神昏不醒，肢体不用。此症多属―神昏‖、―昏

愦‖等范畴。多由―瘀闭‖为因，实邪为主，故治法为醒脑开窍，行气活血。外关为手少阳经络穴、八

脉交会穴之一，有清热解表、通经活络之功效，所透内关心包经之络穴，可调神开窍，使心神复明；

悬钟为八会穴之髓会，具有行气通络、滋阴益髓、健脑醒神之效，所透三阴交有补肾、滋阴、生髓

的作用。二穴既可治疗局部肢体不用，又可远端醒脑益髓；四关穴中合谷与太冲均为原穴，合谷通

经开窍、清泻阳明，太冲平肝潜阳、清泻肝火。二穴合用可行全身气血，调和阴阳。所透劳宫、涌

泉具有散热燥湿、开窍回阳之功。诸穴在本身作用的基础上，运用透刺手法可使表里、阴阳经脉相

互渗透，扩大了刺激强度和范围，有利于加强针感并促进气至病所。依据中医经络理论、平衡针的

神经调控学说以及现代医学的神经电刺激，选取肘膝以下在神经干与神经支上的特定穴(外关、悬钟、

合谷、太冲)，运用透刺泻法，并配合电针来增强腧穴及神经刺激双重效应。从而改善脑血流量、兴

奋大脑皮质及脑干网状结构，使处于抑制状态的脑细胞重新苏醒，有利于脑功能的恢复。综上所述，

本法治疗颅脑损伤昏迷具有效好的疗效，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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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65 

小儿推拿”十三大手法“临床应用及手法操作演示 

 

李春成 李贞兰 刘福谦 闫兆宏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了解掌握小儿推拿―十三大手法‖临床应用及手法操作,使之更加系统化，规范化，更好服务于临

床。 

方法 通过讲解―十三大手法‖历史渊源,临床应用,手法操作注意事项等，让后学者更好的了解掌握其

精髓.摇斗肘、打马过天河、黄蜂入洞、水底捞月、飞经走气、按弦搓摩、二龙戏珠、苍龙摆尾、猿

猴摘果、揉脐及龟尾并擦七节骨、赤凤点头、凤凰展翅、按肩井. 

结果 ―十三大手法‖，作用众多，后学者不但要通过临床实践进一步钻研，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而

且还应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以研究提高，使小儿推拿疗法这一奇珍异宝发挥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结论 小儿推拿―十三大手法‖可调整阴阳，祛除病邪或扶正祛邪,改善脏腑功能，治疗小儿常见病，多

发病，安全可靠绿色无任何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PU-666 

综合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王永丽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海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30000 

 

摘要  探讨综合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我科 2013.5-2014.12 月收治的 86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43 例）和对照

组（43 例），对照组给予卧床休息、腰椎牵引、物理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中药熏蒸、针灸

和腰部核心肌群训练综合康复治疗。两组治疗后进行疗效评定，并电话随访复发率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疗效均有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总有效率（95.3%）明显优于对照组（88.4%），

复发率（9.3%）明显低于对照组（62.8%），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具有显著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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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67 

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经皮神经电刺激联合 NAIDS 药物超声导入及

微波治疗对偏瘫患者上肢 I 型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李彤 曹婷婷 

大连港医院 116013 

 

目的  卒中患者偏瘫侧肩部软组织损伤后,常导致患侧肩部及上肢出现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Compl

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CRPS），这种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综合征突出的临床表现包括：肩

关节及手部的肿胀、疼痛，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关节活动受限等，远期可出现肌肉萎缩、挛缩畸形

等改变，是卒中患者以及康复临床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本研究应用经皮神经电刺激联合 N

AIDS 药物超声导入及微波治疗对卒中后合并偏瘫上肢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的患者进行治疗性干预，

并对疗效进行探讨。  

方法  将符合 I 型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CRPS）诊断标准的

50 例卒中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给予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常规康复训练，干预

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经皮神经电刺激(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TENS)， NAID

S 药物超声导入及微波治疗。每项每日治疗 1 次,15 天为 1 疗程,疗程间隔 5-7 天。比较两组患者治

疗前、治疗后 1 个月及治疗后 3 个月时的疼痛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肩关节无痛活

动范围(不产生疼痛的主动关节活动度)、Fugl-m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及 QOL-BRIEF 生活质量评分。

  

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干预组患者 VAS 疼痛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评分(P<0.01)、Fugl-myer 上肢运

动功能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评分(P<0.01)、QOL-BRIEF 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评分(P<0.01)；

对照组患者 VAS 疼痛评分及 QOL-BRIEF 生活质量评分与治疗前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F

ugl-m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评分(P<0.01)。治疗 3 个月后，干预组患者 VAS 疼痛评

分、Fugl-m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QOL-BRIEF 生活质量评分与治疗 1 个月后的评分相比均有显著

改善(P<0．01)；对照组患者各项评分与治疗后 1 个月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皮神经电刺激联合 NAIDS 药物超声导入及微波治疗能够使卒中后合并 I 型复杂疼痛综合征

患者治疗 1 个月至 3 个月在疼痛、上肢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方面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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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68 

作业疗法结合中药贴敷对手外伤患者手功能的临床观察 

 

李亚文 胡秋生 周顺林 吴丽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作业疗法结合中药贴敷对手外伤患者手功能恢复的疗效。 

方法  从手外科门诊选取 40 例手外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0 例。两组均采用

中药贴敷（桃仁、红花、伸筋草、透骨草、白芍、威灵仙等）及蜡疗，治疗时间均为 30 分钟。观察

组在此基础上增加作业治疗（上肢功能训练、手功能训练）。具体作业治疗方法：三周前使用不同类

型的静力型夹板（休息位、功能位）。四周及四周以后可以轻微的主动屈曲手腕，手指的活动，主动

伸展掌指关节和指关节，可以粗大抓握直径大于 10 厘米的物体，达到水肿基本消失。在练习期间和

夜间休息时，均需佩戴带支具，以确保安全。七周以后可以逐渐进行正常关节活动度牵伸、肌肉力

量训练和日常生活能力训练。达到患者可以有效的抓握 5 厘米以上的物体。日常关节活动训练采用

体操棒进行前臂旋前旋后训练，以大号木钉拿放进行掌指关节屈伸训练，以握力器及分指器进行力

量及手指与手指间分离练习。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3 个月对两组患者进行手功能评定（普渡钉板）。 

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手功能评定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尤以观察组疗效

明显，组间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作业疗法可以有效提高手外伤患者的手功能。本研究结果显示，单一的中药外敷结合蜡疗能

够消肿止痛，降低瘢痕粘连，加以作业治疗使日常生活能力和职业能力大大提高，有利于患者更快

地适应社会、融入生活。 

 

PU-669 

电容电阻靶向治疗配合手法对肩周炎治疗效果的追踪研究 

 

叶菁菁 宋琳 杨骄阳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 100084 

 

目的  本研究采用电容电阻靶向治疗配合手法对肩周炎冻结期患者进行治疗干预，评价电容电阻靶

向治疗对肩周炎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肩周炎患者 1 例，女，45 岁，经医院确诊为肩周炎，实验时间距患者确诊 5 个月以上，患者

肩关节周围有明显疼痛和关节活动度受限。本研究针对患侧肩部进行电容电阻靶向治疗，电容模式

用 65mm 治疗头 35％的剂量对肩关节周围浅层组织进行放松治疗 12 分钟，电阻模式用 65mm 治疗

头30％的剂量对深部组织进行治疗14分钟同时配合关节松动和牵引等手法促进关节活动度的恢复，

并在痛点处低剂量（10％）定点治疗 4 分钟对疼痛进行缓解。治疗 3 次/周，共 4 周。治疗前、治疗

2 周后和治疗 4 周后分别测量肩关节活动度(ROM)并填写 SF-36 健康调查问卷；每次治疗前后询问

肩关节疼痛程度（VAS 疼痛评分）；治疗第二天询问前一天的夜间连续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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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2 次治疗之后 VAS 疼痛评分由 8 分降低至 4 分，且每次治疗之后 VAS 平均降低 2.5 分；夜

间连续睡眠时间由第 1 周的平均每天 3.67 小时增加至平均每天 5.17 小时；肩关节 ROM 治疗前，

屈曲 148°伸展 39°水平外展 30°水平内收 93°内旋 66°外旋 18°，治疗 2 周后，屈曲 156°伸展 54°水

平外展 38°水平内收 118°内旋 68°外旋 30°，治疗 4 周后，屈曲 158°伸展 55°水平外展 45°水平内收

125°内旋 68°外旋 34°。SF-36 问卷总评分治疗前 102.6，治疗 2 周后 107.5，治疗 4 周后 111.5。

治疗前后，其生理机能（PF）一般健康状况（GH）评分均有 5 分左右增高，其躯体疼痛（BP）精

力（VT）社会功能（SF）精神健康（MH）评分有 10 分以上的增长。 

结论  电容电阻靶向治疗配合手法对肩周炎患者能够有效缓解疼痛，延长患者夜间连续睡眠时间，

改善关节活动度，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能力。 

 

PU-670 

早期床旁介入 ADL 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李凯霞 吴丽君 周顺林 胡秋生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探讨早期床旁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恢复的作用。 

方法  选择 MMSE10-20 分初发 3-7 天（视生命体征情况而定）脑卒中患者 40 例为观察对象，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治疗前、后分别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及改良 Barth

el（MBI）进行评定。两组均采用传统常规认知障碍训练，在治疗室内进行一般功能训练，如注意力、

语言能力、记忆力、感知能力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床旁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训练：如根据

患者需要可进行转移训练（床上转移，翻身，坐－起、轮椅转移、行走训练）、进食训练（健侧进食、

患侧进食、使用辅具进食）、梳洗训练、穿衣训练（穿衣裤、穿鞋袜、取衣物）、如厕训练 （入厕转

移训练、起－坐训练、取物训练），两组均训练 20min／次，1 次／日，6 次/周，于治疗前、后 4 周

分别对两组脑卒中患者分别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评定患者的认知功能、改良 Barthel(M

BI)评定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 

结果  1、在治疗前观察组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与认知功能和对照组相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0.05)。2、治疗 4 周后，观察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和认知功能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

差异(p<0.05)。 

结论  1、对脑卒中患者进行床旁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训练对认知功能可改善其认知障碍且

优于治疗室内认知障碍训练。2、对单侧忽略、执行障碍的脑卒中患者进行床旁日常生活活动功能(A

DL)训练效果优于治疗室内认知障碍训练。3、对失用、失认症脑卒中患者有明显的临床疗效。日常

生活活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进行的必须的基本活动，通过不断的反复强化训练，更能够促进

大脑功能的重塑及认知功能的重建。早期床旁介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训练，不仅仅满足了

患者的基本需求，使训练更贴近现实生活，进而提高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例如穿衣服、梳洗等，

达到增强学习能力、学会运用重复性的步骤及程序性记忆或补偿的辅助装置，从而加快了认知功能

的恢复，同时提升了患者对康复的依从性，为患者回归正常生活奠定了基础。 

 

PU-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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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基疗法配合整脊疗法治疗腰痛的临床观察 

 

梁国君 胡秋生 周顺林 吴丽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 050091 

 

目的  采用麦肯基疗法配合整脊疗法治疗腰痛的疗效分析。 

方法  将我科 2014 年至 2015 年底收入住院的 40 例腰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

用整脊疗法，具体手法操作：术者坐于患者左后方，助手双手固定患者双膝关节以固定下肢，术者

右手掌根放于患椎右侧，左手放于患椎肩前，此时术者利用自身脊柱及左肩关节带动患者脊柱向左

侧旋转至最大角度数次，当患者处于放松状态，且术者右手掌根感到患者脊柱旋转力到达患椎时，

术者左上臂带动患者脊柱向右做小角度的过旋，此时术者右手掌根瞬间向右推挤患椎，此时可闻及

弹响声。1 次/隔日，10 次为一个疗程。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麦肯基疗法进行治疗（麦肯基疗法主

要动作是伸展运动，屈曲运动，根据患者病史，症状以及姿势，通过独特的评估表及详细静动态运

动试验诊断来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每次 30 分钟，1 次/日。 

结果  两组观察对象分别于治疗后 10d、 20d 时进行腰痛 JOA 评分和 VAS 评分，治疗后都有明显

改善，JOA 评分均有不同程度提高、VAS 评分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尤以观察组明显，差异性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P＜0.05）；组间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整脊疗法在治疗诊断明确的腰痛中，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容易复发。麦肯基疗法是目前

治疗腰腿痛最新的疗法，具有安全性、易操作性，自我治疗性、预防复发性等多重特点。对于姿势

综合症、功能不良综合征，通过拉长适应性短缩的组织，重建丧失的功能组织；对于移位综合症患

者选择屈曲、伸展动作，使脊柱结构发生变化，以改变突出位与神经根的关系，从而减轻症状，达

到治疗目的。通过临床观察，将麦肯基疗法与整脊疗法结合运用于临床腰痛的治疗，能够进一步提

高治疗效果，且能够降低临床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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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72 

气压治疗仪对偏瘫后上下肢水肿的临床应用效果 

 

陈格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目的 探讨偏瘫后患侧上下肢水肿患者采用气压治疗仪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脑损伤后偏瘫并伴有患侧上下肢水肿的患者 42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 21 例，

对照组针对肢体水肿，采用穿弹力袜、温水浸浴、向心性按摩、功能性电刺激、低频脉冲电治疗、

抬高患肢、主动踝、腕背伸训练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气压治疗仪治疗，连续治疗 3 周，比

较两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肢肿胀程度显著减轻，患侧股静脉，桡静脉血流速度显著增快，患肢 FuglMe

yer 评分显著增高；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以上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 。 

结论  气压治疗仪可有效减轻脑损伤后偏瘫上下肢水肿程度，改善局部静脉回流，促进患肢功能恢

复，安全性好。 

 

PU-673 

安徽省成年残疾人辅具适配总体现状调查 

 

洪永锋 吴建贤 1、、 丁毅 邓璐 张艳 张松东 姜畅 金欠欠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通过调查了解安徽省成年残疾人的辅具适配、使用状况，为省残联制定―十三五‖辅具适配相关

政策提供参考数据。方法 调查区域：从安徽省东南西北中 5 个地区内各随机抽取一个市，每个市各

随机抽取 2 个区/县，每区/县中再随机抽取 2 个街道的 4 个社区或 4 个自然村作为最终的调查区域

（共 40 个）。调查对象：除精神病、智障外的所有成年残疾人。调查途径：在省残联辅具中心的协

调下，由社区、村干部对符合调查条件的残疾人逐家入户完成调查表。课题组从回收的调查表中抽

取 20%～30%进行入户或电话回访，以确保调查准确性。 

结果 共回收 1382 份调查表；受调查残疾人平均年龄 56.22±16.49 岁；24.5%未上过学，31.7%仅

上过小学；82.0%无工作；月收入≤1000 元的占 72.8%；能靠自己维持生计的仅占 25.5%，29.6%

完全由家人抚养，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占 88.8%；65.2%需要辅具，但在需要辅具的残疾人中 53.7%

目前无辅具；使用辅具后残疾人功能有改善的占 93.9%；需要辅具但目前无辅具的原因：24.4%选

不知道自己具体需要什么样辅具，22.0%选不知道如何获得辅具，13.5%选在残联还没有申请到免费

辅具；15.8%认为目前拥有的辅具不适合自己；28.1%受访者认为辅具不适合的原因系装配的辅具种

类不是自己最需要的，59.4%认为系因辅具陈旧未得到修理或更换；46.7%认为自己使用辅具有困难

或根本无法使用辅具；使用辅具有困难的原因：选不会正确使用的占 6.5%；在―是否有辅具专业人

员教您如何正确维护辅具‖条目下 51.0%选没有；从未接受过医院内康复的有 824 人，占 61.3%；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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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残疾人中 7.5%无任何医疗费用报销途径。 

结论及对策（1）本次残疾人调查对象功能障碍普遍较重，需要包括残联在内的全社会多方位给予关

注（如免费提供辅具、健康体检、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2）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对家庭成

员的依赖程度非常大，残疾人家庭成员对残疾人承受了非常繁重的身心负担，残疾人照料者非常需

要被关心和保护。建议设立残疾人照料专项基金，为残疾人家庭减负。（3）辅具能够切实提高残疾

人的活动能力，但目前存在辅具供应量及个性化适配不足问题。应开发应用网络适配系统，由需求

的残疾人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完成网上选择辅具并申报；政府按照网络适配系统显示的辅具实际需

求量、需求种类统一购买、发放辅具。（4）对残疾人辅具的适应性使用、维护培训需要加强。通过

制定针对辅具相关工作人员的长期培训计划，加强教学，逐步扩大该队伍，不断增强其专业化辅具

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足量、合格的辅具相关工作人员面向基层实现对残疾人辅具使用、辅

具维护的培训。（5）残疾人功能康复工作薄弱， 亟待改善。主要通过县级以下医院及社区的康复专

业人员对残疾人科学、系统的康复训练指导，挖掘残疾人功能潜力，以最大限度发挥辅具功效。 

 

PU-674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对正常人下肢深静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凌康 夏清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0011 

 

目的  探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对下肢深静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从中筛选促进静脉血液回流的最佳

治疗压力以及分析作用效果持续时间。 

方法  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 15 名正常人左下肢股总静脉（在腹股沟韧带股动脉搏动点的内侧找

到股静脉及大隐静脉, 在大隐静脉汇入股总静脉处近心端 1cm 处）的血流动力学指标（血流峰速度、

血流平均速度及血流量）。要求每位受试者完成以下几组检测（1）受试者在完成每组实验前，先仰

卧位安静休息 10min，测量受试者静息状态下左下肢血流动力学指标。(2) 实验组 A：空气波压力治

疗仪：工作模式：模式 A（压力从第一腔起，每次一个腔连续移动到第 12 腔），治疗压力：40mmH

g；治疗时间为 20min。测试时间：治疗结束后立即（60s 内）、20 分钟、40 分钟、60 分钟时左下

肢血流动力学指标；（3）实验组 B：治疗压力 60 mmHg，余同实验组 A；（4）实验组 C：治疗压

力 80 mmHg，余同实验组 A；（5）实验组 D：治疗压力 100 mmHg，余同实验组 A。组内比较分

析干预后随着时间的延长四组血流血流动力学指标各自的变化特点；组间比较分析相同时间点时四

组间血流动力学差异。 

结果  组内比较：干预后四组血流峰速度、平均速度、血流量较静息状态下显著增高（P < 0.05）。

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四组血流动力学指标逐渐恢复到静息水平。组间比较：四组静息状态下血流

峰速度、血流平均速度及血流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结束后四组间血流动力学

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80mmHg 时促进静脉回流的效

果最佳，作用效果可持续 40min，可以考虑作为今后临床康复治疗中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治疗参数选

择的参考条件之一。?著意义（P＜0.05）；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患侧平均轨迹误差与足轴角成正相关（r

=0.52,p＜0.05）。 

结论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动态平衡减弱，本体感觉受损，影响步态，动态平衡与足底压力分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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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相关性。使用股四头肌增强训练，可能应该补充内外旋肌肉的训练，以干预及减慢 KOA 的

进展，加强动态平衡训练，改善膝关节稳定性及步态。 

 

PU-675 

双重认知任务干预对青年人足底压力分布的影响 

 

凌康 夏清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0011 

 

目的  探讨认知任务干预对正常人步行时足底压力分布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3 名健康青年人为研究对象。要求受试者完成以下 2 种条件下的步行：单任务组：要求

受试者赤足沿平板步道，从 3m 外以平时正常步速通过压力平板 3 次，通过平板后至少步行 1m 以

上，每次测试间隔 2min，取 3 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进行数据分析。双任务组：要求被试者在步行同

时执行连续减 7 任务。从数字 150～300 之间随机选取一个数字（选取数字的个位不可以是 7 或 0），

要求被试者以该数字为被减数，执行连续减 7 的任务并将每次计算过程及结果口述出来（受试者要

首先完成一次计算过程后，再立即进行边计算边步行的任务，如果在计算过程中出现错误，则重新

开始测试），共完成 3 次测试，每次测试间隔 2min，取 3 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进行数据分析。利用

Footscan7 步态足底压力测试系统检测受试者足底压力的分布，分析比较受试者在 2 种条件下步行

时足底支撑期分期参数（足跟触地、前足触地、全足支撑、前足离地 4 个阶段）、冲量（足跟、足弓

和前足三个区域）、足底接触面积（足跟、足弓和前足三个区域）的差异。 

结果  （1）双任务组足跟触地、前足触地、全足支撑时间均明显高于单任务组（P<0.01）；前足离

地时间明显低于单任务组（P<0.01），受试者左右足在支撑期各阶段未见明显差异；（2）双任务组

足跟冲量及足弓冲量明显高于单任务组（P<0.01）；前足冲量明显低于单任务组（P<0.01），受试者

左、右足冲量未见明显差异；（3）组间比较各分区接触面积未见明显差异（P>0.05）。组内比较左

足足跟接触面积和足弓接触面积明显低于右足足跟（P<0.01），前足触地面积左、右足未见明显差

异（P>0.05）。 

结论  双重认知任务干预会影响正常人步行过程中支撑期分期参数以及足底冲量的分布。在认知任

务干预时受试者步行过程中双足支撑期和单足支撑期均显著延长同时足底压力中心存在后移的趋势，

但是认知任务干预不会对足底各分区接触面积造成影响。run:'yes';font-family:宋体;line-height:150%;

font-weight:bold;font-s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结论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动态平

衡减弱，本体感觉受损，影响步态，动态平衡与足底压力分布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使用股四头肌

增强训练，可能应该补充内外旋肌肉的训练，以干预及减慢 KOA 的进展，加强动态平衡训练，改善

膝关节稳定性及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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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76 

探究 30 例健康大学生腹式呼吸对立位平衡的影响 

 

董超 金荣疆 刘建华 张安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  探究健康大学生腹式呼吸対立位平衡的影响。 

方法  选取年龄在 20-23 岁之间的健康大学生 30 名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重心动摇计，对每位受试者

先后分别进行三次平静呼吸（16 次/分）和腹式呼吸（10 次/分）两种情况下立位平衡能力的测定。 

结果  受试者在进行腹式呼吸时的重心移动轨迹总轨迹长度（LNG）和重心移动轨迹外周面积（En

v.Area）明显减小（P<0.05）。 

结论  与平静呼吸相比，腹式呼吸能够提高立位平衡能力。 

 

PU-677 

72 例慢性疲劳综合征的针刺经穴及安慰针刺治疗随机对照研究 

 

董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  以安慰针刺为对照，评价针刺经穴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CFS）

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72 例 CFS 患者随机分为针刺经穴组 47 例、安慰针刺组 25 例。入组 0 周、

4 周、16 周时采用疲劳严重程度量表（FSS）、躯体和心理调查报告（SPHERE）进行评价, 治疗 1

6 周时随访。 

结果  1.治疗 4 周后经穴组和安慰组 FSS 和 SPHERE 积分均降低（P<0.05），经穴组的 FSS 和 SP

HERE 积分降低值显著大于安慰组（P<0.05）。2.16 周随访时经穴组和安慰组的 FSS 和 SPHERE

积分降低值与治疗前相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短期针刺经穴治疗 CFS 在减轻疲劳程度，减少伴随症状等方面均明显优于安慰针刺，针刺经

穴对 CFS 有特异性的治疗作用，但如需巩固针刺经穴治疗的疗效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的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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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78 

运动想象疗法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的影响 

 

侯奕慧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运动想象疗法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的影响。   

方法  选 40 名入院时意识清楚，无明显感觉障碍与智力障碍的初次脑卒中发病患者，生命体征均稳

定并正在接受康复治疗且处于恢复期的脑卒中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

标准，发病时间在 2 个月以上 3 个月以内，并经颅脑 CT 和/或 MRI 检查证实，所有患者运动想象问

卷（MIQ）评定积分﹥25 分，将 40 例脑卒中病人随机分成治疗组（n=20）和对照组（n=20），对

照组按照常规康复采用神经发育促进技术进行治疗，治疗组按照常规神经发育促进技术结合运动想

象训练进行治疗，所有患者均为 40 分钟/次，1 次/日，每周训练 6 次，共 8 周，治疗前采用 Fugl-

Meyer 评定法（FMA）、Barthel 指数对两组病人上肢运动功能和 ADL 进行评定。8 周治疗结束后，

再次采用 Fugl-Meyer 评定法（FMA）、Barthel 指数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定。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评

分的变化与两组间治疗的差异。   

结果  两组病人治疗前后 Fugl-Meyer 评分治疗前后均有明显改善，Barthel 指数评分对照组治疗前

与治疗后并无明显改善有效率为 45.8%，而治疗组 Barthel 指数评分治疗后对比治疗前有较为明显

的改善有效率为 74.9%，治疗组 Fugl-Meyer 评分与 Barthel 指数评分治疗前与治疗后的改善幅度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常规的康复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可有效的提高脑卒中患者上肢瘫痪病人的 ADL 与上肢运动功能。 

 

PU-679 

最小音位对比训练对提高听障儿童语音清晰度的效果研究 

 

贺花兰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究运用最小音位对比训练法帮助听障儿童提高语音清晰度的效果。 

方法   抽取本中心满足条件的 60 名 3-5 岁听障儿童，进行音位识别能力评估，构音语音能力评估评

估、语音清晰度测试评估、构音器官结构与运动功能的主观评估。经过评估确定易混淆音位对，通

过强化训练待习得音位对、构音治疗策略、言语矫治等方法进行训练，记录训练前后评估数据并进

行比对。 

结果   经过训练后音位识别能力评估中声母识别测试、韵母识别测试；构音语音能力与音位识别能

力评估中构音语音能力及音位对比测试百分比分值、以及语音清晰度评估结果较之前都有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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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训练结果显示在听障儿童听觉语言关键发展期，最小音位对比训练法能较大程度提高听障儿

童语音清晰度。 

?之前都有较大提高。 

 

PU-680 

针刺结合放血疗法治疗小儿脑炎后遗症临床观察 

 

吴海鸥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观察体表运动点电刺激引导下 BTX-A 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的有效性。 

方法  选取我科 2012 年以来确诊小儿脑瘫痉挛型病例 58 例，在体表运动点电刺激的引导下注射 B

TX-A，采用 MAS 量表及关节活动度测量，评定肌张力变化情况，比较治疗前后结果。 

结果  显效 24 例，有效 32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7%。 

结论  体表运动点电刺激引导 BTX-A 注射是适合于儿童的有效治疗方法。 

 

 

PU-681 

智能踝关节被动训练仪结合推拿疗法治疗脑瘫尖足的疗效观察 

 

王亮 陈镇 蔡俊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研究智能踝关节被动训练仪结合推拿疗法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尖足的疗效。  

方法  将 120 例患儿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74 例、对照组 48 例。治疗组采用智能踝关节被动训练

仪结合推拿疗     

法，对照组采用运动疗法和推拿疗法。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后分别采用尖足评分法和足背屈角度

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组的评分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小年龄组的治疗效果要优于大年龄组的患儿。 

结论  智能踝关节被动训练仪结合推拿疗法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尖足疗效显著，年龄越小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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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82 

功能性电刺激脚踏车训练对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

作用 

 

薛白洁 

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功能性电刺激脚踏车训练对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下肢肌肉力量，耐力已经运动强度的影

响 

方法  10 名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损伤平面 T12-L2）进行为期 10 周，每周 5 日，每天一次，每次

最多 30 分钟的功能性电刺激脚踏车训练。整个训练前 1 天，以及 10 周训练后第 3 天的股四头肌的

肌力，肌肉耐力将记录并进行统计学分析。脚踏车初始训练设置 0 N 阻力，逐渐增加到 20 N，阻

力的调整根据运动频率始终保持在 50-60 次/分钟，当频率下降到 30-40 则降低阻力，若频率降低到

10-20 则试做疲劳，记录训练时间。训练一周后（第五日）患者耐受的最大阻力，运动时间将作记

录并与训练第十周最后一日的记录进行对比。功能性电刺激参数依照电脑程序，根据患者运动表现

自动调整。统计学 T 检验 P < 0.05 提示有显著性改变。 

结果  10 周训练后，患者股四头肌的肌力，肌肉耐力，最大耐受训练阻力，运动时间均显著性的提

高。 

结论  功能性电刺激脚踏车训练对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下肢力量，耐力，以及运动表现有明显的改

善。这些改变可能提示患者下肢的日常生活能力（ADL）可能同时得到提升。同时，患者在训练时

通过电脑屏幕得到视觉反馈对患者的心里行为上的积极影响最终可能对患者的运动表现也产生促进

作用。 

 

PU-683 

舌针配合言语训练治疗中风后失语症的临床研究 

 

李斌 苏振珠 

安徽省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 232001 

 

目的  观察舌针配合言语训练治疗中风后失语症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选取患者均为 2012 年—2015 年淮南市东方医院集团总院康复科的住院病人为研究对象。符

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共 56 例，随机分为舌针配合言语训练治疗组 28 例、单纯采用言语训练治疗组 2

8 例，观察组男 24 例，女 4 例；平均年龄（51.30±11.25）；脑梗死 18 例，脑出血 10 例；平均病程

（23.31±10.37 天）。对照组男 20 例，女 8 例；平均年龄（60.33±11.25）；脑梗死 18 例，脑出血 1

0 例，平均病程（25.30±11.45 天）。两组间性别、年龄、病性、病程经统计分析无明显差异（P>0.

05），具有可比性。治疗方法  2 组患者均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偏瘫肢体康复治疗。言语训练组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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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言语训练；针刺训练组同时接受舌针针刺和言语训练。1、采用 Schuell 刺激法，通过对患者视

觉、听觉刺激、手势和文字图案等帮助患者理解语言，以获得有益的语言刺激。根据患者日常生活

交流的需要和兴趣爱好选择治疗课题，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刺激、强化，进而激发患者

的言语功能；2、采取听语指图或指物作业，选择发音转换、文字构音训练，听理解、会话、复述训

练等，随着患者语言能力的提高，逐步过渡到实用交流能力的训练，充分调动患者残存的语言能力，

以获得实用化的交流能力。每天训练一次，每次 40 分钟。针刺方法  临床选用：语门穴（舌体腹侧）、

中矩穴（舌上举，位于舌底与齿龈交界处）、聚泉穴（舌面中央）、金津、玉液等。舌针每次取 3—4

穴，交替使用，针刺前用 3%过氧化氢或 1：5000 高锰酸钾液漱口，以清洁口腔。患者自然将舌伸

于口外，选用 1.5 寸毫针，分别对语门、聚泉等穴进行针刺，针刺深度 1.2—2.5mm,进针后顺时针

捻转，行 4—6 度手法，不留针；中矩、金津、玉液分别采用点刺放血的方法，出血 1—2ml，治疗

隔日一次，10 次为一疗程。   

结果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 89.0%，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64.0%，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有差（P<0.

05），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求得对照组 =0.5；观察组 1=0.710 提示观察组疗

效优于对照组。 

结论  病人一旦确诊为失语，在采用舌针治疗的同时，尽早进行言语训练，可加快代偿活动，帮助

病人尽早恢复语言理解能力及表达能力。本文所示的治疗方法操作简单，疗效较好，患者容易接受，

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价值。 

 

PU-684 

活血止痛散配合推拿对急性踝关节扭伤的疗效观察 

 

王学锋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活血止痛散配合推拿对急性踝关节扭伤的疗效观察。 

方法  随机将 2013 年 5 月——2016 年 1 月来我科就诊的 46 例急性踝关节扭伤患者分为 2 组，每

组 23 例。均未合并踝关节骨折。治疗组采用活血止痛散配合推拿治疗，具体方法为：将细辛，牛膝，

川草乌，乳没，附子，干姜，透骨草，当归，红花，秦艽各等份研末，用冬青油调匀敷于患处，然

后每天配合做推拿手法治疗。对照组采用推拿治疗。观察两组的疗效。 

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结论  活血止痛散配合推拿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具有操作方便、效果明显、副作用少等优点，可

以促进踝关节肿胀和疼痛快速的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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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85 

利用三维运动平台(IMOOVE多功能康复治疗仪)治疗偏瘫后平衡功

能障碍疗效观察 

 

郑兵
1,2
 赵春梅

2
 杨德英

2
 殷樱

1,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宽仁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使用三维运动平台(IMOOVE 多功能康复治疗仪)治疗偏瘫后平衡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针对我院收治的 32 例偏瘫患者，随机分成常规治疗组和使用 IMOOVE 治疗（IMOOVE 组），

连续治疗 4 周，治疗前和治疗后利用 Berg 平衡量表评分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4 周后，患者 Berg 评分治疗前常规组(25.52±2.13),IMOOVE 组(27.17±1.52)，治疗后分别提

升至(32.33±1.09)和(41.92±3.35),治疗前后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IMOOVE 组改善程度优于

常规组(P<0.05)。 

结论  三维运动平台(IMOOVE 多功能康复治疗仪)针对偏瘫平衡功能障碍患者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

法 

 

PU-686 

痉挛肌治疗仪对脑卒中后上肢痉挛疗效的临床观察 

 

卢中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痉挛是脑卒中患者最主要的运动功能障碍之一，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各项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

本研究旨在探讨痉挛机治疗仪 XY-K-JLJ-3D 是否能降低脑卒中患者上肢的痉挛，提高运动功能。 

方法  将 36 名符合研究要求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8 名，对照组采取 Bobath 技

术中的控制关键点和反射性抑制以及特殊手法牵伸进行治疗，治疗时间 20min/天，6 天/周；观察组

在采取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痉挛肌治疗仪 XY-K-JLJ-3D 治疗，20min/天，连续观察 4 周，治

疗前后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和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量表对患者进行痉挛和肢体功

能恢复程度评定，采用 FIM 量表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上肢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分较治疗前均降低，Fugl-Meyer 评分和 FI

M 评分均升高，且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痉挛机治疗仪 XY-K-JLJ-3D 对脑卒中后降低上肢痉挛，提高患者运动功能均有明显的的疗效。 

 

 

PU-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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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训练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健 李彪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 510700 

 

目的  观察悬吊训练（SET）对轻、中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AIS）的临床疗效。 

方法  21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轻、中度 AIS 患者，接受 4 个疗程的 SET 悬吊训练，使用 Cobb 角和简

体中文版脊柱侧凸研究学会患者问卷表（SRS-22），分别于治疗开始前、治疗 4 个疗程后、随访 3

个月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总有效率为 95%；治疗后 Cobb 角较治疗前显著减小（P＜0.01）；治疗后 SRS-22 量表

的功能活动、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 4 个维度评分以及亚总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均 P＜0.

05）。随访 3 个月评估结果基本同前。  

结论  SET 悬吊训练可以有效缓解轻、中度 AIS 患者的脊柱侧弯和改善其生活质量。 

 

PU-688 

震动疗法配合常规牵伸促进脑卒中患者分离运动观察 

 

刘通 苏振珠 

安徽省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 232001 

 

目的  观察震动疗法配合常规牵伸促进脑卒中患者分离运动观察 

方法  对脑卒中病 痉挛肌 使 震动仪器按照 定功率刺激固定时间后，再使 常规牵伸 法治疗后，

在有或 震动刺激的情况下让患者主动屈伸。具体如下：上肢：在腕背伸的情况下以适度的刺激量轻

触患者前臂屈肌肌腱，单位时间后停 治疗。在患侧 背 仪器快速轻刷，并询问患者反应。嘱患者主

动背伸 腕， 眼可 患者收缩后， 仪器刺激伸腕肌群，辅助患者完成腕背伸动作。反复多次。最后

嘱患者再 次做肩、肘、 、指的伸展。可 患者做出动作后伸肌肌群功能得到改善。 躯干：在竖脊

肌上也可以使 震动器材放松紧张的 侧改善脊柱两侧肌 不协调的情况，也可让患者主动向 侧发 ，

去强化肌 ，改善脊柱周围肌 紧张的情况。 下肢：刺激股四头肌肌腱放松伸肌肌群。踝：持续震动

跟腱单位时间，继续刺激患侧 趾和脚背增加本体感觉，嘱患者踝背屈如脚踝向内翻则刺激胫 前肌，

使脚踝在背伸时在 个中 位置，辅助患者完成踝背伸动作。反复多次  

结果  患者痉挛肌 放松伸展得到改善，可以 期坚持使 该 法促进分离运动。  

结论  般脑卒中病 上下肢分期达到 3 期时开始运 此法，通过 5000-7500 转/分的震动仪器，刺激

指定肌群达到放松或收缩的 的，使痉挛肌 得到放松、迟缓或者  肌 得到收缩，引起关节运动，达

到分离运动的产 。在刺激的同时可以嘱患者主动放松或主动收缩。可以反复多次通过任务导向或 

令练习。震动疗法配合常规牵伸治疗脑卒中患者分离运动，效果良好，设备使 简单，经过指导患者

可  操作， 便快捷。可以作为家庭康复指导的基础课程。易为病 家属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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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89 

神经肌肉电刺激可改善脑瘫患儿肢体功能 

 

李松林 

安徽省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 232001 

 

目的  临床神经肌肉电刺激改善脑瘫患儿肌肉功能疗效观察。  

方法  对被刺激的肌肉以及所应用的刺激参数和刺激的目的，通常将贴头位于肌肉的起止点，或者

肌肉的敏感部位，如沿着胫前肌的走向贴，采用的 NMES 的剂量通常有很大的不同，从每次刺激三

十分钟，每天 1 次，到每次刺激 1 个小时，每天 3 次不等，治疗的总体时间从 2 周到 3 个月不等。

神经肌肉电刺激所应用的所有参数必须由康复治疗师根据病人情况已经所要达到的康复目标制定。

神经肌肉电刺激通过电极将电流传递到肌肉，能用于功能性的训练，起到代偿的作用。为了确定在

脑瘫儿童中，采用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方案刺激胫前肌和腓肠肌对肌肉纤维和结构大小的短期变化，

我们将一批脑瘫患儿分成两组，A 组接受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 + 常规物理治疗，B 组仅接受物理

治疗。在治疗前后对受试者进行评估记录，包括粗大运动功能，选择性运动控制，关节活动度和痉

挛程度等，  

结果  在 A 组中经过治疗后，关节活动度和痉挛程度明显改善，而 B 组的受试者经过治疗后，较

以前并无太大变化，其他的评估方式在两组间并无显著差异。针对 2 例 10 岁痉挛型脑瘫患儿的胫前

肌、足背伸肌进行 NMES 治疗，结果发现患儿肌力增强、步态改善、踝关节活动范围也明显改善。

又对 3 例脑瘫患儿的下肢进行 NMES，结果发现 20 月龄的患儿有即时效应，站立能力得到提高，6

岁半和10岁患儿的运动能力在短期内亦有提高。从中可以看出NMES可提高脑瘫患儿的运动能力，

并且与患儿的年龄有相关。  

结论  脑瘫患儿中，尤其是痉挛型脑瘫，在经过数十次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后，主动肌和拮抗肌都

有所改善，关节活动度和痉挛程度都有明显改善，肌纤维也有所变化。值得临床推广。 

 

PU-690 

反排木鼓舞对苗族中老年人心肺耐力和肌肉力量耐力的影响 

 

张培珍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 100084 

 

研究目的  我国人口正处于快速老龄化时期，老龄人口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的身体机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衰退，许多疾病的风险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因此中老年人的健康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反排木鼓舞是苗族文化发展的产物，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是关于反排木鼓舞对于中老年人心肺耐力和肌肉力量耐力的影响尚缺乏研究。本文以苗族中老年人

为对象，研究了反排木鼓舞锻炼对中老年人心肺耐力和肌肉力量耐力的影响，进而促进少数民族中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的提高和健康长寿，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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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通过招募和筛选体检获得 43 名无规律性体育锻炼的苗族中老年人（45～65 岁）为研究

对象（其中女性 23 人，男性 20 人），进行反排木鼓舞锻炼。以斑鸠舞、斑鸠长舞、扎夏舞、扎夏

露舞、黎当方舞五个章节编成一套适合中老年人的舞蹈，由专业反排舞老师编排和指导，每天 1 次，

每次 40～60 分钟，每周 5～6 天，锻炼周期为 2 个月。观察了锻炼前后中老年人的心肺耐力、肌肉

力量耐力等的改善情况。 

研究结果  经过 2 个月的反排木鼓舞锻炼后，(1) 男性和女性中老年人的心脏功能能能力（function

al capacity, F.C.）都较锻炼前提高了 5%，且其变化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0.05）；(2) 男性

和女性中老年人 1 分钟俯卧背伸的次数均较锻炼前显著性增加（P＜0.05）；(3) 双手背勾实验时男

性和女性中老年人双手中指之间的最短距离均较锻炼前显著缩短（P＜0.05），且女性的变化幅度显

著大于男性（P＜0.05）；(4) 中老年女性的体重指数（BMI）较锻炼前显著下降（P＜0.05），中老

年男性的 BMI 则无显著性改变（P＞0.05）。 

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反排木鼓舞是一种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健身方式，2

个月的反排木鼓舞锻炼能够明显提高苗族中老年人的心肺耐力，有效促进中老年人肌肉力量耐力的

增长，改善柔韧性和身体成分，而且柔韧性的提高和身体成分的改善以中老年女性更为明显。 

 

PU-691 

热敏灸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疗效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

析 

 

张阳
1
 唐巍

1
 

1.安徽中医药大学 

2.安徽中医药大学 

 

目的  系统评价热敏灸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CSR）的疗效。 

方法  检索 CNKI、CBM、VIP、WanFang Data，Pubmed 和 Cochrane Library 查找有关热敏灸疗

法治疗 CSR 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10 个研究，共 1008 例受试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1.13,95%CI(1.06,1.21),Z=3.54,P=0.0004]，治疗组痊愈率高于对照组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RR=1.80,95%CI(1.52,2.13),Z=6.82,P<0.00001]，治疗组简式 McGill 疼痛指数（S

F-MPQ）改善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4.44,95%CI(-6.38,-2.50),Z=4.49,P<0.00001]，

治疗组视觉模拟评分（VAS）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0.36,95%CI(-0.50,-0.23),Z=5.4

2,P<0.00001]、 治疗组白介素-6（IL-6）改善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7.32,95%CI(-1

1.49,-3.14),Z=3.44,P=0.0006]。 

结论 本 Meta 分析结果提示，热敏灸疗法治疗 CSR 临床疗效、疼痛改善和炎症指标优于对照组，

从而为当前 CSR 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在临床上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由于纳入研究

样本量小且质量较低，上述结论尚需要高质量、大样本的随机盲法对照试验加以证实。 

 

PU-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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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联合针刺加耳穴贴压综合治疗耳鸣耳聋 80 例 

 

何斌 滕进忠 何忠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330002 

 

目的  突发性耳聋主要是指突然发生的感音神经障碍性听力损伤，其起病突然，病因尚不明确，患

者多伴有耳鸣、眩晕、恶心等临床症状，严重影响其生活。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药物联合高压氧治疗，观察组在药物、高压氧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针刺、耳穴

贴压。 

结果  观察组经治疗后临床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中 A1 组治疗效果明显好于 A2 组（P＜0.05），表明高压氧联合针刺加耳穴贴压综合治疗时间越

早疗效越好。 

结论  现代医学认为耳聋、耳鸣、听力减退与内耳动脉痉挛，微循环障碍，内耳缺血缺氧，病毒感

染损伤内耳听神经及神经传导通路病变有关。据研究报道，导致神经性耳鸣的主要原因是血管袢压

迫或神经脱髓鞘病变，常伴神经纤维的电生理改变，失髓鞘可以使神经纤维绝缘性下降，动作电位

可以从一条纤维传至另一条，产生听神经冲动的泛化现象，从而产生高低不一，强弱有别的鸣响。

国外研究表明，耳鸣发生和维持与听觉中枢间出现微循环振荡类型的神经电生理活动有关。高压氧

是目前唯一能增加内耳供氧，进而恢复听力的治疗方法，其作用作用机制为：①快速纠正内耳的缺

氧状态；②使内耳微循环得到改善；③使缺血-再灌注及自由基对耳蜗的损伤减轻；④使免疫反应对

内耳的伤害减轻；⑤减轻内耳水肿[3-7]。高压氧主要是通过切断内耳循环障碍导致的恶性循环的方

式治疗突发性耳聋耳鸣。 

中医学认为耳鸣耳聋病因有客邪蒙窍，内郁痰热，肝热蒸动痰气上壅，或久病肝肾亏虚，真气不足，

或脾胃气虚，清阳不升[8]。我们选取百会，翳风、听宫和耳穴贴压法，治疗神经性耳聋、耳鸣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百会位于殿顶，属督脉之要穴，又为手足三阳经与督脉之会，―总督诸阳‖，具有

调节全身阳经经气的作用。翳风穴系手少阳三焦经之穴，为手足少阳经交会穴；手足少阳经脉绕行

予耳之前后，取手少阳经的中渚、外关、翳风、耳门，足少阳经的听会疏导少阳经气，听宫为手太

阳小肠经穴，据实验报道，针刺此穴能改善耳蜗微循环及细胞供应，减轻毛细胞坏死。太冲为肝经

原穴，可以疏肝解郁、滋补肝肾、清泻虚火。耳穴贴压通过对耳穴的刺激，使经络气血畅调，从而

驱散病灶中郁滞的气血。因肝肾同源，肾开窍于耳，耳穴取肝肾可滋补肝肾、疏肝泻火。外耳、内

耳为相应部位取穴，神门、皮质下有镇静安神、调节大脑皮层功能。 

神经性耳聋耳鸣是一种较为难治的疾病，病程长短是决定疗效的关键，病程短，治疗效果好，病程

长，治疗效果差，对于病程长的患者，经过治疗多数患者症状明显减轻或达到不影响工作和正常生

活的疗效，本病宜早治疗。在临床上治疗时结合临床症状，根据辩证施治的原则进行治疗，高压氧

联合体针加耳穴巧妙结合，一般都会有明显效果。 

 

PU-693 

脑磁治疗对脑卒中患者伴睡眠障碍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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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强 许梦雅 崔永刚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14 

 

目的 观察脑磁治疗对的脑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的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睡眠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治疗组在

治疗时加上脑磁治疗，每日一次，每次 30min；治疗前、治疗 30d 后分别对患者进行  评分，对治

疗效果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 评定，30d 后治疗组的  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 脑磁治疗能有效治疗脑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改善睡眠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 

 

PU-694 

Brunnstrom 疗法配合针刺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偏瘫患者的疗效

观察 

 

崔永刚 李树强 许梦雅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14 

 

目的  探讨 Brunnstrom 疗法配合针刺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所致偏瘫的早期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86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偏瘫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采用 Brunnstrom 技术配合针刺进行早期康复治疗，对照组单纯运用 Brunnstrom 疗法治疗，疗程 1

个月。采用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IHSS），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

法（MBI）于初期和末期（1 个月）对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 NIHSS 评分及 MBI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明显减少（P<0.05）。 

结论  早期采用 Brunnstrom 疗法配合针刺的综合治疗可促进患肢运动功能恢复，提高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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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95 

中低频电刺激联合普瑞巴林治疗中枢性疼痛: 一个随机、对照研

究 

 

王芳 吴睿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14 

 

中枢性脑卒中后疼痛是脑卒中后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一种并发症。尽管目前临床医生不断的在

寻找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目前在临床上治疗中枢性疼痛仍然是一种挑战。我们进行了一个随机

对照试验，来探讨中低频治疗仪联合普瑞巴林对中枢性卒中后疼痛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三组随机

分配的中枢性卒中后疼痛患者，分别给于普瑞巴林联合中低频治疗仪治疗或只给予普瑞巴林或中低

频治疗仪治疗。我们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1、2、3 及 4 周后评价了患者的疼痛程度（视觉模拟评分

 VAS）,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PSQI），生活质量（健康状况调查表 SF-36）。观察发现，

三组患者的疼痛均有显著缓解，普瑞巴林组联合 TENS 治疗 2 周后，其 VAS、PSQI 评分明显低于

其他两组。并且 SF-36 中评价身体疼痛的维度联合治疗明显低于单独给予普瑞巴林或中低频治疗仪

治疗。其他数据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普瑞巴林联合中低频治疗仪治疗中枢性卒中后疼痛，对于减

少病人的临床疼痛和改善健康状况的效应高于单用普瑞巴林或中低频治疗仪治疗。 

 

PU-696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治疗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许梦雅 吴睿 崔永刚 庄敏 罗珣 简玉琴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14 

 

目的  探讨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脑卒中偏瘫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 60 例,根

据就诊顺序编号和知情同意原则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双号为治疗组，单号为对照组）, 

2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将 60 例脑卒

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运动疗法、功能电刺

激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德国 Reck 公司的 MOTOmed Viva2 上肢运动训练系统练习上肢功

能。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治疗 6 周后进行评估。采用简式 Fugl- Meyer 运动功能评定法（Fugl- 

Meyer 

Assessment,FMA）对患者上肢运动功能进行评定；拍肩关节正位片测量肩峰与肱骨头的间距(acro

mio 

humeral interval,AHI)，两侧 AHI 值相等,指诊肩峰与肱骨头间隙＜1/2 横指,表示肩关节复位[5]。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前 FM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周后，治疗组的 FMA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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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疗前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与对照组同期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治疗组复位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MOTOmed Viva2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以圆周循环运动的训练方式，不仅可

增加肩关节的正确运动感觉输入，增加肩关节的主动运动功能，促进关节的稳定性；同时还增加了

病人正确训练的时间，减少了治疗师的工作量，MOTOmed 训练系统与运动疗法和功能电刺激治疗

相结合，明显提高了肩关节半脱位的治愈率，缩短了病程，提高了上肢运动功能。 

 

PU-697 

体外冲击波联合肌内效贴对肱骨外上髁炎疗效的观察 

 

韦宝珠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理疗科 710032 

 

目的  研究体外冲击波联合肌内效贴对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 

方法  选择慢性肱骨外上髁炎患者 2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14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理疗

（超短波、红外线、磁热治疗）和针灸治疗，治疗组在采取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体外冲击波

（1.6-2.0pa，15Hz，3000 次）和肌内效贴治疗（I 型、X 型、Y 型贴布），6 天一个疗程，两组均

治疗 3-4 个疗程，治疗前后均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对患者疼痛进行评定，采取 Verhaar 对网

球肘康复疗效进行评定。 

结果  患者疼痛 VAS 评分和 Verhaar 评分均明显降低，且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联合肌内效贴在肱骨外上髁炎治疗上有明显的疗效。  

 

PU-698 

虚拟现实技术对小脑卒中患者静态平衡功能及稳定极限范围的影

响 

 

彭涛 

武汉市汉口医院 430000 

 

目的  研究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 VR)对于小脑卒中患者静态平衡功能及稳定极限范围的影

响。 

方法  选取 71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小脑卒中患者 随机分为实验组(n =36)和对照组( n =35)；实验组

接受 VR 游戏训练，对照组接受常规平衡训练。分别于训练前、训练 4 周后采用平衡测试仪对所有

患者的身体压力中心移动面积和稳定极限进行测量。 

结果  训练后两组患者身体压力中心移动面积和稳定极限参数均较训练前改善(P<0.05)，实验组优于

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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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基于 VR 的平衡训练较常规的平衡训练能更有效地改善小脑卒中患者的静态平衡功能和稳定

极限范围。 

 

PU-699 

足穴与平承山穴药物注射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尖足疗效观察 

 

苏春娅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40000 

 

目的  观察平足穴与承山穴药物注射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尖足的疗效。 

方法  脑性瘫痪是是一种以运动障碍为主难治性的疾病。痉挛型脑瘫是脑瘫的常见类型，占脑瘫患

儿的 60%～70%。尖足是痉挛型脑性瘫痪最常见的异常姿势之一，为小腿三头肌痉挛所致，导致姿

势不协调，平衡差，易导致残疾，严重影响了患儿的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以及患儿心理；120 例

痉挛型脑瘫尖足患儿按住院次序分为治疗组 60 例和对照组 60 例, 对照组采用康复运动治疗、推拿

按摩疗法，配合家庭训练综合康复；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基础上，加用平足穴（腓肠肌肌腹最

高点）与承山穴药物注射治疗，隔日一次，十次一疗程，三个疗程后评估疗效。采用改良的 Ashwo

rth 痉挛评定量表评定腓肠肌的肌张力及结合足背屈角测量综合判断其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尖足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 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肌肉痉挛是造成脑瘫运动发育迟滞、运动姿势异常的重要原因之一。肌肉痉挛为上运动神经

元损伤导致，是脑性瘫痪的主要临床表现，脑性瘫痪导致尖足主要由于小腿三头肌痉挛所致，局部

治疗的目的为缓解腓肠肌痉挛。平足穴与承山穴药物注射治疗能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尖足的状况，

由于腓肠肌的位置表浅，肌肉解剖位置明显，痉挛后常明显异常隆起，触之僵硬，收缩状态更易于

触摸，故临床易于定位。通过穴位注射刺激局部肌肉和穴位，药物浸润营养局部肌肉，以缓解局部

肌肉痉挛，到达治疗疗效。将药物注射到人体特定的位置，将局部刺激与药物对机体的双重刺激作

用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药物的药理作用营养神经肌肉，加强局部作用，降低肌张力，改善痉挛，

增强肌肉功能，以期纠正异常姿势。穴位注射治疗方法操作方法简单，价格低廉，又可以减少患儿

家庭经济负担，同时减轻社会负担，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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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00 

针刺肩三针结合超短波治疗肩关节病的临床观察 

 

杜丽芳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5500 

 

目的  观察针刺肩三针结合超短波治疗肩关节病的临床观察。 

方法  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合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口服扎冲十三味丸，治疗组在此基础

上加用针刺肩三针及超短波治疗，两组疗程均为八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肩关节疼痛和活动度的治

愈率和总有效率。 

结果  治疗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在相同八周的疗程内，治疗组 60 例中：治愈 36

例，好转 16 例，无效 8 例，治愈率 60.00%，总有效率 86.67%；对照组 60 例中：治愈 20 例，好

转 23 例，无效 17 例，治愈率 33.33%，总有效率 71.67%。两组比较，治疗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针刺肩三针结合超短波治疗肩关节病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在相同时间疗程内的单

纯服药治疗。肩关节病在服药的基础上，加用针刺肩三针及超短波治疗，提高了治愈率和总有效率。 

 

PU-701 

经皮穴位电刺激对小儿脑瘫运动功能的作用: 初步研究 

 

张备 朱俞岚 姜从玉 李策 刘培乐 王凡 程宝颖 赵娟 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经皮穴位电刺激（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TEAS）是通过经皮电刺

激模仿针刺的作用。这是一项无创的治疗技术，广泛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疼痛以及提高脑卒中患者

的运动功能。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观察 TEAS 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治疗作用。 

方法  选取入组 28 名腕部存在痉挛 MAS1 级以上的脑瘫患儿（1-6 岁）随机分入治疗组（14 例）和

对照组（14 例）。治疗组采用 TEAS 刺激手三里穴和合谷穴（2Hz，200μs，12-18mA，电流强度无

疼痛），每天 20 分钟，每周 5 天，持续 8 周。对照组在相同位置放置电极片但不给予电刺激。常规

康复训练每天 40 分钟，每周 5 天，持续 8 周。儿童粗大运动评定量表（GMFM）和儿童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量表（ADLS）在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进行，评估患儿运动功能和生活能力。数据使用 SP

SS20.0 分析。 

结果  两组间基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治疗前，对照组和治疗组 GMFM 分值分别为 1

45.14 ± 56.80 分和 142.00 ± 58.45 分；治疗后，分别为 169.79 ± 55.77 分和 179.07 ± 54.27

分。治疗前，对照组和治疗组 ADLS 分值分别为 56.04 ± 27.95 分和 51.14 ±27.97 分；治疗后，

分别为 67.61 ±31.09 分和 72.07 ±28.63 分。治疗前后 GMFM 分值在治疗组和对照组内分别提高了

37.07 ± 18.32 分（30%）和 24.64 ± 16.80 分（17%）。然而，组间比较 GMFM 变化量差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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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 = 0.073）。治疗前后 ADLS 分值在治疗组和对照组内分别提高了 20.93 ± 13.93 分

（40%）和 11.57 ± 8.08 分（21%）。组间比较 ADLS 变化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41）。治

疗前后 ADLS 变化量与分组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 = 0.039），而 GMFM 变化量与分组的相关

性无统计学意义（P = 0.073）。 

结论本研究初步结果提示 TEAS 可能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和生活能力有促进作用。 

 

PU-702 

不同小腿假肢接受腔对小腿截肢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何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比较三种小腿假肢接受腔（①全接触式末端承重小腿接受腔 TSB②髌韧带承重髁上悬吊小腿假

肢接受腔 PTK③髌韧带承重皮带悬吊小腿假肢接受腔 PTB）对小腿截肢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12 位小腿截肢术后一年内首次装配小腿假肢的患者，其中 4 位装配全接触式末端承重小

腿假肢接受腔、4 位装配髌韧带承重髁上悬吊小腿假肢接受腔、4 位装配髌韧带承重皮带悬吊小腿假

肢接受腔。并均进行装配假肢前后的康复训练。一个月后，通过①足印法测量；步频、步速、步长、

步行周期、支撑相和摆动相占步行周期的比例。②nelson 步行功能评定测量：静态负重能力（双足

站立、健足站立时间、患足站立时间）、动态重量转移、基本的步行效率。③上下台阶能力。④其他

异常步态。 

结果 对以上数据进行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并与正常成人的步行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装配全接

触式末端承重小腿假肢接受腔患者步态优于另外两种小腿假肢接受腔。 

结论 全接触式末端承重小腿假肢接受腔（TSB）使残肢整个表面，尤其是残肢末端与接受腔全面接

触，减小了单位面积残肢上承受的压力，避免了局部受压，减轻患者步行中的不舒适感，改善患者

的步态；残肢末端承受了来自腔底的轴向压力，在摆动期血液到达残肢末端，而支撑期接受腔底部

压迫残肢将血液泵出，促进残肢末端的血液循环，减缓残肢的萎缩和色素沉着；另一方面全接触接

受腔增大了与残肢的摩擦力，提供良好舒适的悬吊，是小腿假肢接受腔的首选。但此类接受腔需要

良好的残肢条件，要求残肢末端软组织丰富，无明显骨突骨刺，无神经瘤，无敏感疼痛，因此截肢

手术和术后的康复训练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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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03 

微波治疗作用于胸小肌综合征的疗效 

 

王淑雅 

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 7100005 

 

目的  胸小肌综合征是由于胸小肌增厚使胸小肌后方的血管神经束受压，导致患者患侧手及手指出

现胀满感，前臂及手指出现麻木，刺痛感等临床症状。本文主要研究微波疗法对胸小肌综合征症状

的作用效果。  

方法 收集胸小肌综合征患者的病史，症状进行分析并通过特殊检查及 X 片检查与颈椎病，肩周炎等

患者进行鉴别诊断。予胸小肌出口综合征患者的喙突下方进行剂量为 30%的微波治疗，每次治疗时

间为 15 分钟，六天为一个疗程。在每个疗程中及疗程结束后及时对患者患侧上肢的疼痛，麻木等症

状及临床表现进行记录并对患者患侧上肢活动进行评估。并注意收集患者治疗后的主观感受。 

结果  微波治疗两个疗程后患者患侧手及手指的胀满感，前臂及手指的麻木，刺痛感已明显减轻，第

三个疗程中期患者胸小肌出口卡压症状已基本消失。患者患侧上肢活动也已明显改善。 

结论 微波治疗对患者胸小肌有显著放松作用，对胸小肌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明显疗效。 

 

 

PU-704 

梅花针叩刺治疗头面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临床观察 

 

陈晓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三中心医院 450042 

 

目的  观察梅花针叩刺治疗头面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1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本科 30 例由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头面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患者，并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15 例，采用梅花针叩刺法诊疗，每 2 天治疗 1

次，共治疗 10 次，对照组 15 例，给予口服甲钴胺片 0.5mg/次，加巴喷丁胶囊 0.6g/次，每日 3 次，

共治疗 20 天。 

结果  治疗组治愈 10 例，好转 5 例，无效 0 例，总有效率 100%；对照组治愈 6 例，好转 5 例，无

效 4 例，总有效率 66.67%。 

结论  梅花针叩刺疗法对头面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有较好疗效，可操作性好，可进一步推广提高

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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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05 

脉冲整脊技术对颈椎病的临床观察 

 

刘笑宇 

郑大五附院 450052 

 

目的:观察脉冲整脊技术对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选取符合入选条件的颈椎病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两组患者均接

受常规康复治疗,包括物理治疗、电动肌肉松动和运动疗法,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使用脉

冲整脊技术进行矫正。分别评估治疗前、治疗 2 周后。患者的视觉模拟评分(VAS)、颈椎活动度和 N

DI 得分。 

结果:经过 2 周治疗,两组患者的 VAS、颈椎活动度和 NDI 得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明显改善,且观察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常规康复治疗联合脉冲整脊技术对颈椎病的疗效更显著。 

 

PU-706 

PNF 牵伸对膝关节骨折术后功能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金铭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复理疗科 710032 

 

目的  观察运用 PNF 牵伸对膝关节骨折术后功能障碍患者膝关节主动活动范围、疼痛以及膝关节功

能的影响。 

方法  将 36 例膝关节骨折术后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18 例）和对照组（18 例）。对照组采

用蜡疗、中频电刺激、关节松动术、JAS、冷疗等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 PN

F 牵伸。PNF 牵伸包括：收缩—放松（Contract relax, CR）、维持—放松（Hold relax, HR）和收

缩—放松—拮抗肌收缩（Contract relax agonist contract, CRAC）。CR/HR 是被动地将靶肌肉摆

放到受限的关节活动终末端，之后相应的做靶肌肉的等长收缩，再将关节被动的放到一个更大关节

活动末端。CRAC 是在靶肌肉等长收缩后，通过拮抗肌的向心性收缩将靶肌肉摆放到一个新的关节

活动末端。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分别进行患膝的主动关节活动度、VAS 疼痛评分及 Lys

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 

结果  （1）主动关节活动度：两组患者在治疗 4 周后主动关节活动度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

且治疗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2）视觉模拟评分（VAS）：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 VA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且治疗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3）Lysholm 膝关节

功能评分：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 Lysholm 评分均较治疗前增高（P<0.05），且治疗组改善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结合 PNF 牵伸，通过 PNF 牵伸的神经生理学机制：自身抑制(Aut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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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 inhibition)和交互抑制（Re-ciprocal inhibition)促进周围软组织放松缓解疼痛、增强肌肉力量、

肌肉柔韧性和易化肌肉延长的能力及增加关节活动度和对新获得的关节活动度的控制。从而能显著

增加膝关节骨折术后患者膝关节的主动关节活动度，减轻局部疼痛，改善患者膝关节功能。 

 

PU-707 

水中核心稳定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张明
1,2
 周敬杰

1
 张玉明

1
 

1.徐州市中心医院 

2.徐州市康复医院 

 

目的  研究水中核心稳定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后期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住院及门诊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40例，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每组 20 例，2 组患者均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案包括物理因子治疗、牵引治疗及推拿手法治疗等，实

验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水中核心稳定训练，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分别对 2 组患者进行下腰痛评分表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 Score ，VAS）、

健康状况调查简表（36-item short-from，SF-36）以及腰椎关节活动范围(range of motion，ROM)

进行评估，以比较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差异性。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在 JOA、VAS、SF-36 及 ROM 这 4 个方面评估无明显统计学差异，2 组治疗

4 周后 4 方面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提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之间治疗后相比较实

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水中核心稳定训练能明显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症状和功能，同时可有效的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 

 

PU-708 

实物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及其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的影响  

 

周顺林 胡秋生 吴丽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实物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上肢功能键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 45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 23 例和对照组 22 例，2 组患者均

根据自身功能障碍评估结果给予对应的常规物理康复治疗方法（良肢位摆放、肌力训练、关节活动

度训练、坐位及立位的平衡反应训练等），作业治疗在作业治疗室，选择适合患者自身功能障碍的活

动进行训练（磨砂板、木钉作业、滚筒训练、拼图、穿脱衣服训练等），治疗组物理康复治疗项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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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作业治疗根据患者功能障碍情况，训练地点选择在作业治疗室，或床旁、或 ADL 训练室，

进行实物（水果、蔬菜、穿衣服、进食、家务等）训练。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采用 Brunnstrom 分

期、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MA）上肢部分、功能独立性评定（FIM）处理能力部分以及

改良的 Barthel 指数（MBI）分别评估 2 组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  

结果  治疗后，2 组患者上肢和手的 Brunnstrom 分期〔（4.15±1.21）期和（3.49±1.43）期〕、FMA

上肢部分评分〔（37.89±18.99）分〕、MBI 评分〔（83.02±13.94）分〕、FIM 处理能力评分〔26.65±

5.67）分〕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实物训练方法通过视觉反馈、感觉刺激等一系列训练，不仅可以提高患者训练的兴趣性、趣

味性，还可显著改善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上肢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709 

作业疗法结合体感游戏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

响 

 

吴丽君 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 050091 

 

目的  观察作业疗法结合体感游戏训练对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48 例，按数字表法随机分

为 2 组，每组 24 例，均给予 Bobath 疗法及神经肌肉功能电刺激等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加用作业疗法及体感游戏训练,作业治疗活动设计尽力采用贴近日常生活化及游戏性的训练，以手

的灵活性、上肢协调性及上肢及躯干粗大动作为训练目的，如穿衣、系纽扣、摆棋子、翻书、摆扑

克牌、套圈等。治疗前及治疗 1、3 个月后，采用 Barthel（BI）指数评定日常生活能力。治疗前 2

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2 组 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组间

比较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个月后，2 组 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且观察组

比对照组更为明显，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作业治疗是通过设计及利用治疗活动提高残疾人在自理、工作及闲暇活动中的独立能力。通

过有目的和针对性地进行某项活动，以进一步改善和恢复躯体、心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功能，增强手

的灵活性、眼的协调性以及对动作的控制能力和耐力。ADL 训练是作业治疗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尽

早从床边开始，以帮助患者尽早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技能。在作业治疗训练中，根据患者的生活习惯、

日常喜好、兴趣等安排作业活动，帮助患者重新掌握正确运动技巧，强化上肢的精细活动，使上肢

运动功能恢复到最大程度。在丰富的作业训练中再增减体感游戏训练既可提高患者的兴趣，改善患

者的整体平衡和协调功能，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还可以充分发挥患者的主动性，增强患者独立感

及自信心，进而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促进患者的全面康复，有利于患者重返家庭，回归社会。  

 

PU-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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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经取穴干扰波联合艾灸治疗颈背肌筋膜炎的疗效观察 

 

刘晓霞 孙引娣 相洁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诊疗中心 710054 

 

目的 循经脉取穴三维立体动态干扰波联合艾灸治疗颈背肌筋膜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康复诊疗中心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6 月颈背肌

筋膜炎的 68 例患者，均符合纳入标准。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4 例，两组患者给予中药

塌渍与健康教育，对照组采用循经络取穴，即取督脉（大椎穴、至阳穴））胆经（双肩井穴）小肠经

（双天宗穴），应用龙之杰三维立体动态干扰波疼痛治疗仪，3 组（蓝、黄、绿）圆形吸附负压吸引

式电极（温热导子吸附于体表），蓝色以督脉的大椎穴、至阳穴为中心放置，黄绿色分别放于胆经（肩

井穴）小肠经（天宗穴）交叉放置。输出-选择 4，2 极，治疗方法-IFCW 立体向量，吸引压在 80m

mHg～130mmHg 范围内，负压脉冲为 16～18 次／min，输出频率为正弦断续波，基础频率为 400

0Hz，差频为 0—100Hz，电流强度为 0.5-2.0mA，电流输出强度均以出现舒适的刺激感为宜。每次

治疗 15 分钟，每天 1 次.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艾灸，取膀胱经（风门、三焦俞、命门穴），督

脉（大椎穴）、胃经（足三里）、脾经（三阴交），每穴位艾灸 5 分钟，每天 1 次；14 天为 1 个疗程，

共 2 个疗程，随访 6 个月。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VAS)、颈项部活动度、临床疗效与满意度。

疗效标准： 治愈—治疗后颈项背疼痛消、活动正常、半年无复发； 好转—颈项背疼痛明显减轻、

活动稍有不适感； 无效— 症状无改善。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颈项部活动度、临床疗效与满意度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患

者 VAS、颈项部活动度、临床疗效与满意度明显改善 P<0.05，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循经脉取穴三维立体动态干扰波联合艾灸能有效的缓解颈背肌筋膜炎患者疼痛与不适，易被患

者接受，操作简单，副作用小，值得临床推广。 

 

PU-711 

局部浴槽水疗结合作业疗法对脑卒中上肢功能的影响 

 

周海梅 张韬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400016 

 

目的 通过观察局部浴槽水疗（HT）结合作业疗法（OT）在脑卒中上肢运动功能重建中的应用，探

讨其对改善脑卒中患侧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60 例脑卒中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为对照组（n=20）、OT 组（n=20）和 HT 组（n=20），

三组患者均接受包括偏瘫肢体综合训练、关节活动训练、肌力训练、物理因子治疗等常规康复训练

项目，OT 组在常规训练基础上增加作业疗法，HT 组在 OT 组训练基础上联合应用局部浴槽水疗对

患侧上肢进行浸浴治疗，每日两次，每次 20 分钟，共训练 4 周，治疗前后使用改良 Ashworth 肌张

力评定量表、FMA（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评定量表上肢部分、BI（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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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组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自理能力及上肢运动功能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的改良 Ashworth 评分、FMA 上肢评分、BI 指数评分组间比较，且差异均

无统计学差异（P=0.063，P＞0.05）；治疗后，三组患者的 Ashworth 评分、FMA 上肢评分、BI 指

数评分与治疗前进行组内比较，评分均有明显提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1，P＜0.05）；

与对照组比较，OT 组和 HT 组的三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1=0.046，P＜

0.05）；OT 组与 HT 组的组间比较，HT 组的三项评分均明显高于 OT 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39，P＜0.05）。  

结论 在脑卒中患者患侧上肢运动功能重建训练中，应用局部浴槽水疗结合作业疗法训练有利于脑卒

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改善，从而提高其日常生活活动自理能力。 

 

PU-712 

百笑灸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 

 

焦淼 相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61 

 

目的  百笑灸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本科室收治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76 例，按照就诊先后顺

序随机分为两组，各 38 例，对照组行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观察组行百笑灸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

法治疗，两组治疗前 VAS 评分及颈椎活动度评分大体一致，无统计学差异，经 10~15 天治疗后对

比两组临床疗效、疼痛程度及颈椎活动度积分。 

结果  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68.4%(26/38)，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89.4%(34/38)，观察组疗效显著优

于对照组，治疗后观察组 VAS 评分(2.2±0.3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3.5±0.7 分)，颈椎活动度评分(51.4

±2.1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44.2±2.5 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百笑灸配合传统颈椎推拿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显著，能够全面改善临床症状，并恢

复颈椎活动功能，是临床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理想方法，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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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13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功能疗效观察 

 

周惠嫦 张盘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功能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9 名孤独症儿童，语言水平均为语言前阶段和Ⅱ型交流态度不良，注视能力不足 1 秒，

分别同步进行经颅直流电刺激和常规语言训练，每次治疗 20min，20 次一疗程，进行一疗程后休息

一个月，共 2 疗程。关于选取经颅直流电刺激的靶向定位区，其中 5 名儿童选取 Wernica 区，另外

4 名儿童选取 Broca 区，电刺激与语言训练同步进行。第一疗程治疗前后、第二疗程治疗前后均对

儿童进行 CRRC 版 S-S 法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和简易口部运动评测。疗效评定：语言功能在同一阶

段有进步者为好转，上升一阶段者为显效，无进步或退步者为无效。 

结果  所有患者治疗 1 疗程和治疗 2 疗程后，与未接受治疗前比较，注视能力、交流态度、语言功

能好转率均有显著性改善（P<0.05）。治疗两个疗程，患儿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显效率显著（P

<0.05），其中理解能力、注视时间均较表达能力的改善明显，5 名 Wernica 区的儿童改善更为明显

（P<0.05）。模仿能力的改善在第 1、2 疗程结束后均有改善（P<0.05），4 名 Broca 区的儿童以手

势和唇部运动模仿为主的改善明显。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结合常规的语言训练，能改善患儿的交流态度、模仿能力和语言功能，无论

刺激颞叶还是额叶，患者的理解能力的改善程度较表达能力的改善显著，经过小样本观察，针对性

刺激 Wernica 区，无语言的自闭症儿童语言功能改善明显，针对性刺激 Broca 区，患儿的语言功能

改善以模仿能力和理解能力增强为主。 

 

 

PU-714 

Thera-Band 训练对肩关节功能障碍的康复的影响 

 

刘晓霞 刘娜 王军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710054 

 

目的  探讨 Thera-Band 训练对肩关节功能障碍的康复疗效. 

方法  将 44 例肩关节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组与治疗组,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物理

治疗和关节松动）对照组组 21 例在此基础上给予常规锻炼；治疗组 23 例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增加

Thera-Band 训练,治疗时间 3 次/d，30min/次，7d 为 1 个疗程,共进行 3 个疗程.分别对两组患者于

治疗前、1 个疗程结束后、3 疗程结束后采用 Constant-Murley 的肩功能评分量表(CMS)评定与满意

度比较.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疼痛、功能活动、肌力、关节活动范围无统计学意义(p.0.05);1 个疗程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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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患者的疼痛、功能活动、肌力、关节活动范围四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P＜0.05),对照

组的功能活动、肌力、关节活动范围三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P＜0.05),而疼痛指标与治疗前

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②对照组及治疗组的 CMS 肩功能总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P＜0.05),

而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③3 疗程结束后,对照组及治疗组的疼痛、功能活动、

肌力、关节活动范围四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疼痛、功能

活动、肌力指标改善较显著(P＜0.05),关节活动范围指标改善两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④对照

组与治疗组的 CMS 肩功能总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P＜ 0.05),治疗组较对照组提高显著(P＜0.0

5). 

结论  Thera-Band 训练能显著改善肩关节功能障碍.,有利于临床推广. 

 

PU-715 

气囊扩张术在重症脑损伤合併肺部感染治疗中的应用 

 

吴红瑛 周君桂 邓水娟 梁衍泉 范建中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康复医学科 510515 

 

目的  探讨气囊扩张术在重症脑损伤合併肺部感染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6 月由重症医学科转入我科重症康复病房的经头颅 CT 确诊的重

型颅脑损伤或脑出血、脑梗死重症患者 25 例，采用球囊扩张技术加挤压震动胸廓进行排痰治疗，1

-2 次/天。治疗前和治疗 1 周后观察 CPIS 评分（体温、听诊呼吸音、吸痰，观察痰液的量、性状、

X 光片、血气分析、痰培养和药敏、血常规）、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等。所有资

料均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SD 表示，采用 t 检验方法。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 1 周后 CPIS 评分、CRP 和 PCT 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对重型颅脑损伤或脑出血、脑梗死重症患者合併肺部感染患者，使用气囊扩张术加挤压震

动胸廓有利于呼吸道分泌物排出，增加静态肺顺应性，增加肺泡氧化，降低呼吸道阻力，有利于肺

部感染的控制，是一项切实有效的康复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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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16 

不同负荷运动对衰老小鼠大脑 P16、P53 基因表达的影响 

 

王志红 

成都体育学院 610041 

 

目的  在 P16 基因认为是细胞衰老主导基因抑制，p53 基因有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因此，通过基

因 P16 和 p53 可以从分子层面上监测运动对脑衰老的影响，本实验通过建立小鼠 8 个月不同负荷游

泳运动模型，采用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探讨长期不同负荷有氧运动致小鼠大脑衰老后 P16 和 P53

白和基因表达的变化，为科学健身及运动延缓大脑衰老机制提供分子水平的理论依据和实验资料。 

方法  2 月龄健康雄性昆明小鼠 60 只，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12 只，即自然衰老对照组（C 组）、10

min 运动组（E1 组）、30min 运动组（E2 组）、60min 运动组（E3 组）、90min 运动组（E4 组）。C

组不加任何干预，经 8 个月常规喂养使其自然衰老。E1-E4 组分别进行 5 天/周，1 次/天，为期 8 个

月的不同负荷游泳运动。所有小鼠于造模最后一天运动结束后立即断头处死，取其大脑组织，采用

Western bolt、RT-PCR 技术分别检测大脑组织 P16、P53 蛋白及 mRNA 表达。 

结果  （1）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P16 蛋白表达量，E3 组非常显著性低于 C、E1、E2、E4 组

（P <0.01），E2、E4 组非常显著性低于 C 组（P<0.01），其他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53

蛋白表达量，E3 组非常显著性高于 E1、E2、E2、E4 组（P<0.01），E2、E4 组非常显著性高于 C

组（P <0.01），E1、E4 组非常显著性地低于 E2 组（P <0.01），其他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RT-PCR 结果显示，P16mRNA 表达 E4 组非常显著性低于 C、E1、E3 组且非常显著性高于 E

2 组（P <0.01），E2 组非常显著性低于 C 组（P <0.01），E3 组非常显著性低于 C、E1 组（P <0.

01），其他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3 组非常显著性高于 C、E1、E2、E4 组（P <0.01），E2、

E4 组非常显著性高于 C 组（P <0.01），其他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讨论与结论  P16 基因是目前研究较多的肿瘤抑制基因之一，被认为是细胞衰老主导基因抑制 P16 

可延缓细胞衰老；p53 基因有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但近有研究表明，P53 功能是双向的，亦被视

为延缓衰老的基因。长期不同负荷有氧运动使衰老小鼠骨骼肌 P16 蛋白和基因表达均较自然衰老对

照组有所下调，在 60min 表达量达到最大，而 P53 蛋白和基因表达均较自然衰老对照组有所上调，

在 60min 表达量达到最小，提示 60min 的运动负荷对延缓大脑衰老较为有效，是比较理想的运动负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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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17 

合肥市康复医学现状调查与分析 

 

夏清 袁海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0011 

 

目的  对合肥市康复医学机构现状进行调查,了解人员配置及科室规模,为合肥市康复医学发展规划

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采用调查量表与电话结合的形式对合肥市康复医学机构进行调查，各单位填写完调查表后，

通过邮件形式发送至合肥市康复医学质量控制中心，统一汇总分析。 

结果  合肥市共有 11 家医疗机构接受调查，康复医学治疗面积平均达 894.2m2；所调查医院的康复

医师硕士学历占 18.5%均为三甲医院所有，专科学历水平医师占 1.92%为二级医院所有，37 名（5

2.1%）专科水平治疗人员为二级医院、专科医院及市残联所有；康复医学治疗及评定项目开展率分

别为 76.1%与 71.7%。 

结论  目前，合肥市康复医学机构设置、康复从业人员数量方面尚未达到卫生部对康复医学科设置

的基本标准，康复资源分布不均，高学历人才主要集中在三级医院。 

 

PU-718 

提高综合医院康复服务能力，加强康复专业人才建设 

 

张芳 程晓荣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以及疾病谱的改变，患者对康复医学的治疗需求日益增加，根据卫生部制

定《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管理规范》，全国各地综合医院相继建立康复医学科，但是在康复医学工作

开展中，康复医学科服务能力成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本文从康复医学科设置模式、科室之间沟通

交流、人才建设、康复医学科管理、康复治疗设备、科研六个方面阐述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服务能

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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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19 

认真防范理疗纠纷 

 

白海霞 

安阳市人民医院 455000 

 

目的  熟练掌握过硬的理疗专业技术可消除或减少理疗纠纷。 

方法  通过实际工作总结分析，消除隐患。 

结果  至今无 1 例理疗纠纷发生。 

结论  严谨的工作态度，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可有效防止理疗纠纷的发生。 

 

PU-720 

康复医疗服务的前移及操作要点 

 

唐卫东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康复医疗服务前移的意义，及其基本要求与操作的具体措施； 

方法  根据近年工作开展的成功经验，介绍如何将康复医疗服务前移，让临床各科的患者，其康复

需求得到有效体现，并就具体的要求与操作要点，逐一进行分析。 

结果  根据近期操作的经验，实施康复治疗前移后，临床各科患者的康复医疗需求能够完整掌握，

康复医学科的业务量大幅度提高，相关各科室整体服务水平明显改善。 

结论  康复医疗服务的前移，已经成为突破康复医学学科发展瓶颈，重要的策略。 

 

PU-721 

风险管理在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的应用 

 

孙银娣 张平安 相洁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 710054 

 

目的  探讨风险管理在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应用效果. 

方法  对 2013年5月至 2015年 4月期间，中医骨科康复诊疗中心的病例护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通过建立风险管理组织，明确风险管理职责，建立意外风险、高危风险评估表与评估制度；强化医

生、治疗师、护士分级培训与考核；规范康复治疗护理技术管理，严格执行操作规范，重视高龄、

危重、术后及可能发生医疗纠纷者交接，注重医患关系与陪护管理，规范教学管理，及时完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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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文书，提升医治护风险意识与能力；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鼓励医、治、护主动上报不良事

件；注重安全文化建设，加强缺陷管理，力争"零缺陷，重点细节管理。 

结果  通过对中医康复诊疗中心风险管理后，医疗和护理质量都有明显提高,护理缺陷、事故、投诉

的发生数明显减少，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明显提高，与实施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风险管理能够提高医、治、护人员风险意识,保证了患者的生命安全,也使医疗护理质量不断提

高，有利于康复工作的安全有效地运行。 

 

PU-722 

穿戴式头穴治疗设备的设计与实现 

 

朱路文 唐强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1 

 

目的  人体的头部、脚部、手部经络穴位（穴区）众多，适合开发一系列可穿戴设备。本文基于大

脑皮质功能定位、头部经络理论及低频调制中频电刺激原理，以头部为开发领域，设计一种新型的

穿戴式头穴治疗设备，融合头穴、鍉针和低频调制中频电刺激，使其能够发挥头穴及电刺激的优点，

并验证可行性及安全性。 

方法  该头部穿戴装置结构设计基于大脑皮质的功能在体表的投影，结合头部经络的循行，划分为

额区、顶区、顶前区、颞区、顶区、顶下区、颞区七个刺激区。在每个刺激区固定 3-5 根鍉针，每

根鍉针都连接低频调制中频电流，电流由一种低频调制中频系统控制仪控制。制作原型机并观察使

用过程中的安全性，采用 Fugl-Meyer 评分、ADL 评分观察临床疗效。 

结果  成功制作了原型机并进行了初步的临床验证。治疗过程中患者体温、脉搏、呼吸均未发生变

化，血压未见升高；治疗 1 个月后，患者的 Fugl-Meyer 评分、ADL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文设计的穿戴式头穴治疗设备安全可操作性强，是中医康复与现代康复有机结合，完成了

可穿戴设备在头穴研究领域的一次探索。 

 

PU-723 

浅析肌骨超声在康复医学科的应用价值 

 

宋利娜 郭学军 周国赢 程远钊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讨论肌骨超声在康复医学科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从肌骨超声的发展简介、肌骨超声对康复医学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及治疗、介入性超声在康复

医学科的应用几个方面，通过相关文献的查考，观察肌骨超声在康复医学科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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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肌骨超声在肌肉骨骼系统疾病、外周神经系统等疾病的诊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结论  肌骨超声应该作为康复医师的新武器，更安全有效的为康复医学科常见病种服务。 

 

PU-724 

经颅直流电联合运动疗法治疗口颜面失用临床疗效观察 

 

黄丽虹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康复医学科 230001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联合运动疗法治疗在口颜面失用患者治疗中的作用，为临床治疗口颜面失用

提供新思路。  

方法  在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康复医学科住院患者中选择口颜面失用患者 10 例，随机分为经颅直流电

联合运动疗法（以下简称经颅直流电治疗组）和传统治疗对照组，每组各 5 例。经颅直流电治疗组，

电极片阳极放置在患侧 Broca 区，阴极放置在枕后，电流强度 1.2~1.4mA，同时进行口舌运动训练，

每次治疗 20 分钟，每天 2 次。传统治疗组患者只进行口舌运动训练，每次 20 分钟，每天 2 次。两

组均采用口颜面失用和口部运动量表进行评估。2 周为一疗程，共 2 个疗程。 

结果  经颅直流电治疗组患者与治疗前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传统治疗组与治疗前对比，有显

著差异(p<0.05)，经颅直流电治疗组与传统治疗组对比，存在明显差异（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联合运动治疗法与传统治疗法疗效相比，存在明显优势，经颅直流电可以调节大

脑皮层神经元活动，阳极具有兴奋大脑皮质作用，阴极具有降低大脑皮质兴奋性作用，是一种安全、

有效的治疗方法，联合运动训练能够提高神经可塑性和行为改变，两者结合为进一步提高口颜面失

用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提供了依据。 

 

PU-725 

生物反馈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尿失禁的临床观察 

 

何松照 

许昌市人民医院 461000 

 

目的  观察生物反馈疗法对脑卒中后尿失禁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 0 13 年 8 月至 2 0 1 5 年 8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患者 49 例，所有患者均在脑卒

中后出现尿失禁。纳入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 1 9 9 5 年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标准

并经过头颅影像学检查证实相关病灶的存在 患者系首次发病 尿动力学检查证实为尿失禁 患病前

无尿失禁症状 脑血管病发病意识清楚后尿失禁 6 0 天内。均为意识清楚 病情稳定且配合治疗。排

除标准: 下尿路梗阻 泌尿系统感染 意识不清 癫痫高危 严重心脏疾病 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将其随

机分为 2 组，两组患者均于入院后给予脑卒中常规药物治疗及康复训练 。治疗组给予生物反馈电

刺激治疗。本研究选用深圳产 AM 900 型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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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 C L P 精简问卷评分治疗组治疗后较对照组治疗后问卷评分明显下降( P <0. 0 1) 9 治

疗组治疗后膀胱最大收缩压~尿道闭合压力和残余尿量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9 膀胱充盈初始感觉明显

提高(P <0 . 0 1 )。 

结论  生物反馈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尿失禁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是一种安全无创的的诊疗技术值得推

广应用 同时脑卒中后尿失禁的类型多样按 B u r n e y 分类法可将其按尿流动力学分为 5 类。

是否对于不同类型的尿失禁有不同疗效 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PU-726 

Lokomat 下肢机器人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 

 

彭广卫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200090 

 

目的  探讨 lokomat 下肢机器人对脊髓损伤后患者的步行能力刺激的作用，是否对下肢感觉的出现

起到促进作用，从而推广下肢机器人应用与脊髓损伤后患者。 

方法  应用课题研究的方法，筛选出符合要求的脊髓损伤患者 40，根据随机分配原则，其中 20 位

患者给予 lokomat 下肢机器人的训练，同时对照组给予相同时间的物理刺激或其他刺激，在相同的

时间内不断的评估患者的感觉平面，以及其他的评估方式，对照比较 2 组患者的进步情况，三个月

后观察患者的恢复程度，从而得出初步的观察结果，为下次的科研做基础。具体方法：筛选不完全

性颈椎损伤患者年龄 20 到 70 岁之间，意识清醒，无其他并发症，损伤时间不超过 3 个月，录入。

随机分配对照组与观察组，单独给予观察组的患者只进行下肢机器人的训练 30 分钟，同时给予对照

组患者常规的康复治疗 30 分钟，每三个月做一次全面的评估，包括肌力，平衡，活动，步行或步态

等评估项目，追踪治疗一年，科研取其中追踪结果的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20 名，超过仍采用随机抽取

原则。一年以后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直观表现观察有无步态的出现，步态出现后步行能力的比较，

再深入具体的比较 2 组患者各项功能的恢复程度。 

结果  lokomat 下肢机器人的参与的康复治疗恢复程度要优于人工治疗恢复的程度，下肢功能的出现

及恢复都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下肢机器人的出现，大量的解放了康复治疗师的劳动力，同时又能达

到康复治疗师所不能达到的一种早期的脊髓损伤患者的步行，大量重复的步行，每天达到 2000 步

的步行。 

结论  lokomat 下肢机器人是对脊髓损伤患者是步行能力恢复是具有促进作用的，科技的进步对人类

生命科学的进步是有促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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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27 

一种基于 B/S 结构与 Android 平台的脊髓损伤综合康复信息管理

系统的设计与初步实现 

 

崔尧
1,2
 李建军

1,2
 丛芳

1,2
 陈迪

1,3
 周红俊

1,2
 桑德春

1,2
 金龙

1,2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3.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 

 

目的  设计研发一种脊髓损伤综合康复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基于 B/S 结构的 Web 应用程序、基于 A

ndroid 平台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基于 R 语言的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平台。简化脊髓损伤临床信息的规

范化收集、保存、分析及展示，探索移动医疗技术在脊髓伤康复治疗中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促

进 ICF 理念在康复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探索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康复团队工作模式。提高脊髓损伤临

床及康复治疗的信息化水平。探索―大数据理念‖和―移动医疗技术‖在康复医疗领域的应用价值与发展

前景。 

方法  系统分析脊髓损伤康复工作流程和所需处理的数据，据此设计并建立分布式数据库系统，进

而开发相应的应用模块，如基本信息、康复评定、计划制定、疗效评价、结局预测、绩效考核、患

者自我管理等。 

结果  初步开发成功脊髓损伤综合康复信息管理系统一套，并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局域网内试运行。 

结论  基于 B/S 结构与 Android 平台的脊髓损伤综合康复信息管理系统在理论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

基于网络的脊髓损伤康复团队工作模式可行且高效，信息化工具有助于促进 ICF 理念在康复临床工

作中的应用。 

 

PU-728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不完全性脊髓损伤的疗效分析 

 

邵岚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26 例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损伤平面 T10-L1, ASIA 分级 C）随机分为治疗组（13 例）和

对照组（13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增加了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观

察时间为 4 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ASIA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LEMS）、步行运动指数（AMI）、

脊髓损伤步行指数Ⅱ(WISCIⅡ)和脊髓功能独立性评定（SCIM）的变化。 

结果  治疗前后比较两组患者各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比较，治疗组步行运动指数（AMI）、脊髓损伤步行指数Ⅱ(WISCIⅡ)显著高于对照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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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其他两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增加经颅磁刺激治疗有利于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恢复，提

示经颅磁刺激是不完全性脊髓损伤较为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 

 

PU-729 

ICB 矫形鞋垫对青壮年女性足部疾病足底压力系统参数调节的即

时效应观察 

 

许轶 韩秀兰 王楚怀 黄东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700 

 

目的  通过对存在足部疾病的青壮年女性行国际生物力学学院（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Biomecha

nics，ICB）矫形鞋垫矫治前、后及赤足活动时足底压力系统参数分析，探讨 ICB 鞋垫对该类患者足

底压力系统参数即时调整效应。 

方法  自门诊病人中选取确定存在足部疾病且同意接受 ICB鞋垫矫正治疗的20例青壮年女性患者作

为观察对象。采用 Platform FreeMed 足底压力参数测定系统分别检测患者在赤足（Barefoot），着

普通运动鞋 (Shoe) 和着普通运动鞋+ICB 鞋垫 (Shoe+ICB) 三种状况下静态站立、动态最适速度

（CWS）匀速步行时足底压力、负荷、面积等参数指标并对比分析。 

结果  静态站立位，患者 Shoe、Shoe+ICB 合共最大压力（714.08±141.28、699.08±135.55gr/cm
2）、

平均压力(295.33±42.73、282.05±34.64 gr/cm
2
)均较 Barefoot 组（950.9±178.23、426.82±70.07 

gr/cm
2）明显减少，合共面积（94.95±18.65、98.30±15.02cm

2）、前/后足面积（49.78±14.18/45.1

3±8.25 cm
2、55.60±12.45/43.55±7.86 cm

2）较 Barefoot 组（65.85±12.11、31.53±9.01/34.13±4.

81 cm
2）均增多；Shoe+ICB 前-后足负荷差值（6.85±5.79%）较 Shoe（10.50±5.57%）、Barefoo

t 组（12.55 ±8.22%）明显减少；CWS 步行位，Shoe、Shoe+ICB 合共最大压力（1644.6±165.5、

1583.8±228.1gr/cm
2）、平均压力(670.7±75.3、645.6±93.1gr/cm

2
)均较 Barefoot 组（2030.7±331.

2、865.4±157.0 gr/cm
2）明显减少，合共面积（131.4±27.0、137.5±21.2cm

2）较 Barefoot 组（9

1.9±10.9cm
2）均增多；进一步进行足底分区发现：Shoe、Shoe+ICB 较 Barefoot 组第 2-5 足趾、

第 1-5 跖骨头等足底承重区接触面积均明显增加、负荷比率更均衡；Shoe+ICB 原最小承重内侧足

弓区（MA）足底接触面积（11.84±5.35 cm
2）较 Shoe（8.61±5.85 cm

2）、Barefoot 组（3.73±3.0

9 cm
2）及负荷比率（8.31±3.92%）较 Shoe（4.92±3.42%）、Barefoot 组（2.94±2.45%）增加显

著，足底负荷更加均衡。 

结论  ICB 矫形鞋垫可能通过调整距下关节重回中立位而即时改善青壮年女性足部疾病患者足底压

力分布，使足底各部位负荷、接触面积等指标更趋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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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730 

间歇 Theta 节律刺激联合 1Hz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上肢运

动功能康复的疗效 

 

孟莹 张带 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观察间歇 Theta 节律刺激(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tion，iTBS)联合 1Hz 重复经颅磁刺

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对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康复的疗效。 

方法  28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双侧治疗组(A 组，n=10)、单侧治疗组（B 组，n=10）、

对照组(C 组，n=8)。A 组采用 iTBS（1200 脉冲，60％-80％静息运动阈值（（resting motor 

threshold,rMT），400 秒/天）刺激患侧皮层 M1 区和 1Hz rTMS（1200 脉冲，100％rMT，24 分钟/

天）刺激健侧皮层 M1 区，共 10 天；B 组采用患侧 M1 区 iTBS 假刺激、健侧 M1 区 1Hz rTMS 刺

激；C 组采用患侧 M1 区 iTBS 假刺激、健侧 M1 区 1Hz rTMS 假刺激。三组患者均于磁刺激治疗后

给予常规康复及药物治疗。治疗后采用患侧拇短展肌、指伸肌、肱二头肌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U-FMA)、Barthel 指数（Barthel index，BI）进行

评定。 

结果  1、MEP 波幅及潜伏时变化：1.1 组内比较：A 组患者治疗后拇短展肌、指伸肌、肱二头肌

MEP 潜伏时及波幅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B 组患者治疗后拇短展肌（P＜0.01）、指伸肌（P

＜0.05）、肱二头肌（P＜0.01）MEP 潜伏时及波幅较治疗前好转；C 组治疗前后拇短展肌（P＜0.05）、

肱二头肌（P＜0.01）波幅及潜伏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指伸肌未见显著差异。1.2 组间比较：A 组

与 B 组比较，拇短展肌、指伸肌、肱二头肌 MEP 潜伏时及波幅的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A 组与 C 组比较，治疗后拇短展肌（P＜0.01）、肱二头肌（P＜0.01）、指伸肌（P＜0.05）MEP 潜

伏时及波幅的改善差异显著。2、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2.1 组内比较：A 组（P＜0.01）、

B 组（P＜0.01）和 C 组（P＜0.05）治疗前后组内比较 FMA 评分、BI 评分均有显著性差异。2.2

组间比较：治疗后 FMA 评分、BI 评分增加值，A 组与 B 组（P＜0.05）、A 组与 C 组（P＜0.01）

比较差异显著。3、所有患者都能配合完成 10 次治疗，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1、患侧 M1 区 iTBS 联合健侧 M1 区 1Hz rTMS 及单独健侧 M1 区 1Hz rTMS 均可提高患侧皮

层兴奋性，改善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并且 iTBS 联合 1Hz rTMS 治疗较

单独 1Hz rTMS 治疗更有效的促进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恢复。2、该实验所用 iTBS 刺激方案刺激患侧

皮层 M1 区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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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001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住院脑瘫患儿坠床发生率中的应用体会 

 

常艳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降低脑瘫患儿坠床发生率的应用效果。 

方法  组建品管圈，选定的主题是―降低脑瘫患儿坠床发生率‖。采用头脑风暴法分析坠床发生的根本

原因，制定相应措施并进行实施。 

结果  通过品管圈活动的开展，脑瘫患儿坠床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0.09‰降低到 2015 年的 0.18‰，

目标达成率是 117%。 

结论  品管圈活动有效地降低了脑瘫患儿坠床发生率，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确保了脑瘫

患儿的住院安全。 

 

LT-002 

认知功能障碍对偏瘫患者康复的影响 

 

韩振萍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050011 

 

综述：n  认知是指人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中对感觉输入信息的获取、编码、操作、提取和使用

的过程，是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的内部心里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和语言等。

认知的加工过程通过脑这一特殊物质实现。 

认知功能障碍与痴呆：n认知功能障碍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脑高级皮质功能一方面或多方面的损害，

包括记忆、注意、语言、视空间、思维、定向、理解、计算、学习能力和判断功能等，可以伴有精

神行为或人格的变化。认知障碍是指上述几项认知功能中的一项或多项受损，当上述认知域有 2 项

或以上受累，并影响个体的日常或社会能力时，可诊断为痴呆。 

认知障碍的各种表现： 认知障碍对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认知障碍的评定： 影响认知功能的因素： 认

知障碍的康复： 

 

LT-003 

脑卒中患者认知康复治疗的试行效果初评 

 

王艳华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目的  探析脑卒中患者认知康复治疗的施行效果。 

方法  选择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58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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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给予对照组常规治疗，而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再给予认知康复治疗，对比分析两组的

治疗效果。 

结果  经过 3 个月治疗，观察组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MBI）、运动功能评分（Fugl-Meyer）以及认

知功能评分（MMSE）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上给予脑卒中患者认知康复治疗，不仅可以促进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还

能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促进患者康复。 

 

LT-004 

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患者早期康复护理的效果观察 

 

刘庆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效果观察。 

方法  对 43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20 例采用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常规护理方

法,康复组 23 例在此基础上采用早期系统化康复护理方法,包括基础训练、吞咽功能训练、摄食训练。 

结果  康复组患者吞咽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早期康复训练,有助于恢复吞咽功能,减少并发症。 

 

LT-005 

职业能力评估与早期返岗相关关系分析 

 

仲荣洲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 201619 

 

目的  研究上肢损伤患者不同上肢职业能力与早期返岗相关关系，寻找通用型可量化的职业功能作

为康复训练目标。 

方法  对 2014.1-2015.12 收住我院 101 例上肢损伤患者，结合美国 Baltimore Therapeutic Equip

ment（BTE）设备测定评估推、拉、提（双手提至离地 38.1cm（15 英寸），提至屈肘 90°）、携（单

手提至离地 38.1cm（15 英寸）），以及常规的职业能力携水桶（携水桶不同重量水桶，行走 10m，

至出现轻度疼痛为计量值）及动态搬运能力（将不同重量箱子从地面搬到平肩搁架上，最大重量值

为计量值），以 Kg 计值。对这些工伤患者，进行普遍职业体能训练 2 小时/天+对应的 BTE 模拟职业

体能强化 20 分钟/次，1 天 2 次+手功能训练 2 小时/天，6 周为一疗程，再进行上述评估。同时，针

对这些工伤职工，通过电话随访，调查其 3 月的返岗情况，结果为返岗及不返岗。入院、出院职业

功能并调查其三月返岗情况，对职业能力评估值及返岗情况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出院职业能力值均明显提高，出院动态搬运、右手携带、右手提水桶能力以及动态

搬运改善值与返岗呈显著相关。 

结论  动态搬运、右手携带、右手提水桶能力作为常用职业能力，常规代表患者上肢职业能力，可

作为通用型可量化的职业功能作为康复训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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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006 

浅谈智障儿童认知能力的干预方法 

 

陈川帆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智力障碍是由于不同病因导致未发育成熟的大脑受到损害或损伤，加之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

而致脑发育迟滞，其中特异性的感知觉与认知功能障碍，严重阻碍发育期儿童综合能力发展，但儿

童的生理和心理发育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渐发展，他们的脑神经发育有较大的可塑性，因此，

对智障儿童实施有计划、有步骤的认知能力的干预能收到良好的康复效果。 

方法 通过主/客观评估、观察了解到智障儿童的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之后，确定对其感知觉

的干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及数概念的训练方法，重点训练儿童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触觉能力，同时采用追视训练、触摸训练、辨识训练、取物训练、分类、排序、点数、背儿歌等方

法来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 

结果 对智障儿童实施感知觉的干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及数概念的训练后，智障儿童的的认

知水平显著提高，理解运用能力得到一定发展，互动沟通能力得到相应的提高。 

结论 智障儿童认知能力提高能促进他们的语言能力、运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综

合能力的同步提高，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融入主流生活，自立于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LT-007 

脑卒中 Broca 失语患者的早期语言功能训练 

 

卢璐 

洛阳市中心医院 471009 

 

目的  Broca 失语是语言障碍中的一种，是脑血管病患者除偏瘫及偏身感觉障碍外，较常见的症状之

一。它不仅给患者生活带来不便，而且也为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对失语的患者，应提高患

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使其早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体现价值。笔者

对脑卒中 Broca 失语的 59 例患者进行早期语言功能训练，用以探讨早期语言功能训练对脑卒中 Br

oca 失语患者的疗效。 

方法  根据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指定的汉语标准失语症评定法评定Broca失语患者的类型及轻重程度，

选择脑卒中所致 Broca 失语患者 59 例，男 35 例，女 24 例。年龄 30-76 岁，平均 53 岁。其中脑梗

死 38 例，脑出血 21 例，均经 CT 或 MRI 确诊。发病前文化水平为小学至大专，智力及言语功能正

常，入院第 2 天即开始接受语言功能训练。训练时间为上午患者精力及体力充沛时。训练环境为单

间，或用屏风与他人隔离，避免过多干扰，室内光线、温度均适宜。训练的主要内容分为 1 口唇运

动训练配合发唇音练习，每天 5 次，每次 10min；2 舌运动训练，每天 5-10 次，每次 5-10min；3

软腭抬高训练；4 简短对话训练；5 日常用语复述训练；6 合理反馈，给予适当的鼓励。训练的同时

也要注意心理疏导，耐心与病人沟通，细心观察病人表情和细微动作，给予专业的帮助，给予患者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成就感，变被动训练为主动训练。 

结果  以康复治疗 3 个月时恢复情况评定：恢复 35 例，明显好转 9 例，好转 8 例，稍好转 6 例，无

效 1 例。 

结论  1.通过正规专业失语症评定量表对失语症患者进行积极有效的评定，应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

语言康复训练 ，能尽早促进神经功能的重组或功能再现，加速代偿活动，挽救损伤语言区半暗带，

达到最大限度的功能恢复。 

2.语言训练时口腔发音肌肉的运动也有效的防止了参与发音器官肌肉的萎缩，对已有语言肌肉萎缩

的患者有更明显的康复治疗作用。 

3.入院第 2 天开始早期正规语言训练，坚持训练 3 个月的脑卒中 Broca 失语患者的效果满意。 

 

LT-008 

作业疗法应用多彩画笔在小儿痉挛型脑瘫康复中的作用分析 

 

孙榛誉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02 

 

在我国脑瘫患儿康复训练的过程中,作业疗法对脑瘫患儿的康复训练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

脑瘫患儿康复训练过程中多彩画笔的应用，对脑瘫患儿的视觉神经的感知恢复和大脑的事物感知恢

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脑瘫患儿通过视觉对色彩的观察，可以对神经的多元化协调的搭配起到促

进的作用，有利于患儿对世界色彩的形象认识，加强患儿对色彩的感知度，提升患儿大脑的辨别能

力和思考能力，立足于此，本文就多彩画笔在作业疗法中应用展开多角度的探讨，旨在促进脑瘫患

儿更好更快的康复。 

 

LT-009 

经口球囊扩张治疗环咽肌失弛缓 1 例个案报道 

 

黄丽虹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康复医学科 230001 

 

   环咽肌失弛缓症常导致吞咽障碍。部分脑干梗死患者常出现环咽肌失弛缓症，临床上表现为吞咽

不能、咽下困难、呛咳等，常伴有反流等吞咽障碍表现，可继发脱水、营养不良、误吸致肺部感染

等不良后果。吞咽造影检查可明确诊断该疾病，其治疗首选局部扩张术。窦祖林等利用改良的球囊

扩张管进行环咽肌失弛缓的扩张治疗，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LT-010 

言语与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方法 

秦红霞 李长君 

三亚市中医院 5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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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言语和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方法。 

结论  康复训练对于言语和吞咽障碍患者的恢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LT-011 

偏瘫步态的表现及训练方法 

 

林晶晶 李长君 

三亚市中医院 572000 

 

随着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脑外伤的不断上升，脑血管疾病和脑外伤致残率已成为当今医学界乃至

社会关注的热点，偏瘫病人步行能力的恢复,对患者日后是否能回归生活,回归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

有报道指出,约有 80％的偏瘫病人、可恢复步行能力，但由于缺乏早期康复的正确干预,大部分病人

形成固有的偏瘫步行模式。本文在此将偏瘫步态训练分为三期主要讨论偏瘫步态的表现及主要训练

方法。 

 

LT-012 

山东小儿推拿三大流派简介及流派特色 

 

李春成 李贞兰 刘福谦 闫兆宏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了解掌握山东小儿推拿三大流派及流派学术特色，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更好服务于临床。 

方法 山东地区小儿推拿疗法颇为盛行。目前认为，主要有原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孙重三、青岛市

中医院李德修和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汉臣三位，三大流派各有所长，通过诊断辩证，选穴，手法

操作特点等方面剖析各个流派之特色。 

结果 三大流派各有所长，后学者应取众家之长，不但要通过临床实践进一步钻研，使之系统化、理

论化，而且还应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以研究提高，使小儿推拿疗法这一奇珍异宝发挥出更加灿烂

的光辉。  

结论 小儿推拿手法可调整阴阳，祛除病邪或扶正祛邪,改善脏腑功能，治疗小儿常见病，多发病，

安全可靠绿色无任何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LT-013 

高压氧结合康复治疗对脑出血运动功能的影响 

 

刘雪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2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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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出血是神经科常见的急症，有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近年来，随着诊疗技术水平的不断发

展，脑出血的救治率得到明显提高，但 80%存活的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本研究采用早期高

压氧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出血患者 30 例，疗效较好。脑出血早期进行高压氧联合康复治疗是一种有

效的治疗方法，可为脑出血患者的治疗提供选择。 

 

LT-014 

对脑卒中康复治疗患者家属焦虑的心理干预 

 

张明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心医院 450003 

 

目的  针对脑卒中急性期康复治疗的患者家属的焦虑心理进行干预,以缓解其焦虑情绪。 

方法  对入选的 61 例患者家属进行调查,选取有焦虑情绪的家属 30 例,调查其焦虑的原因,对其进行

干预。利用汉密顿焦虑量表,在干预前后进行评分。将评分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干预前后分值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干预措施有效,可以减轻脑卒中康复治疗患者家属的焦虑心理。 

 

LT-015 

耳穴放血、贴压法治疗失眠症疗效观察 

 

苏晓娇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患者 60 例,男 35 例,女 25 例，年龄 29～70 岁，病程 3 个月～2 年。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成 2 个疗程治疗，60 例患者中治愈 45 例，显效 10 例，有效 3 例，无效 2 例。

总有效率为 96.67%。耳穴放血、贴压法治疗失眠效果显著。 

 

LT-016 

对持续植物状态针刺治疗组方的一些建议 

 

陈俊琦
1,2
 陈绮倩

2
 徐敏鹏

1
 刘刚

1
 

1.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 

 

针刺疗法是治疗持续植物状态的常用治疗方法之一，为提高其疗效，更好地促醒，提高患者生

存率和生活质量，建议针刺治疗时，避免出现穴位、经络疲劳现象；面面俱到，头颈、四肢均要刺

激；留有余地，综合刺激，优化流程；久病耗气，气虚及血，调和气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