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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 
PL-01 步行康复的创新思维 ----------------------------------------------------------------------------------------------- 励建安 1 

PL-02 腰部疾患-循证预防与康复 ------------------------------------------------------------------------------------------- 顾新 1 

PL-03 康复临床路径的重要性 -------------------------------------------------------------------------------------------- 岳寿伟 1 

PL-04 重症康复的内涵策略与实践 -------------------------------------------------------------------------------------- 刘宏亮 2 

PL-05 国家康复医学质控工作规划及 2016 报告解读 --------------------------------------------------------------- 周谋望 2 

PL-06 我国康复医学发展的多样性及思考 ----------------------------------------------------------------------------- 张志强 3 

PL-07 干细胞与再生康复医学 -------------------------------------------------------------------------------------------- 张素春 3 

PL-08 脑损伤患者脑功能无创性监测与康复治疗 ----------------------------------------------------------------------- 吴毅 4 

PL-09 关注骨骼康复 ------------------------------------------------------------------------------------------- 李玲,李晓,李娅娜 5 

PL-10 康复医师技术发展的思考 ----------------------------------------------------------------------------------------- 王兴林 5 

PL-11 早期康复“关键词”研究报告 ----------------------------------------------------------------------------------- 何成奇 6 

PL-12 姿势控制及其在骨骼肌肉疼痛康复中的应用 ----------------------------------------------------------------- 王楚怀 7 

专题发言 
S-01 躯干控制，脑卒中恢复步态的前提 ----------------------------------------------------------------------------- 朱玉连 8 

S-02 姿势解密技术简介 ----------------------------------------------------------------------------------------------------- 王强 8 

S-03 ICU 重症康复要点 -------------------------------------------------------------------------------------------------- 倪朝民 8 

S-04 经颅磁刺激的精准治疗 ----------------------------------------------------------------------------------------------- 袁华 9 

S-05 经颅磁刺激（TMS）对脑损伤患者意识障碍康复治疗的作用 ----------------------------------------------- 吴毅 9 

S-06 吞咽障碍的影像学应用及研究 ----------------------------------------------------------------------------------- 窦祖林 9 

S-07 吞咽障碍康复治疗机制的分析 ----------------------------------------------------------------------------------- 王兴林 10 

S-08 特发性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 -------------------------------------------------------------------------------------- 杜青 10 

S-09 经颅磁刺激技术在儿童语言发育障碍应用的探索 -------------------------------------------------------------- 赵澎 10 

S-10 儿童重症康复 -------------------------------------------------------------------------------------------------------- 李恩耀 11 

S-11 中枢-外周共同参与：脑-肢协同调控治疗方法 --------------------------------------------------------------- 燕铁斌 11 

S-12 正中神经电刺激昏迷促醒的临床及机制研究 -------------------------------------------------------------------- 冯珍 11 

S-13 植物状态的康复 ----------------------------------------------------------------------------------------------------- 关晨霞 12 

S-14 脑损伤后姿势评估及康复策略  ---------------------------------------------------------------------------------- 郭钢花 12 

S-15 膝骨关节炎：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手术治疗？ ----------------------------------------------------------- 何成奇 13 

S-16 膝关节，骨关节炎与骨质疏松相关性研究进展 -------------------------------------------------------------- 虞乐华 13 

S-17 全膝关节置换术康复 ----------------------------------------------------------------------------------------------- 张长杰 13 

S-18 放散式冲击波在康复科的应用 ----------------------------------------------------------------------------------- 马跃文 14 

S-19 软组织贴扎临床应用述评（或临床应用进展） -------------------------------------------------------------- 陈文华 14 

S-20 呼吸训练在重症康复中的应用价值 -------------------------------------------------------------------------------- 黄怀 15 

S-21 从 RICU 到呼吸康复：一例重度间质性肺炎的康复实践 ----------------------------------------------------- 王朴 15 

S-22 经颅磁刺激的康复治疗应用 -------------------------------------------------------------------------------------- 王宝军 15 

S-23 水中运动疗法新进展 ------------------------------------------------------------------------------------------- 丛芳,崔尧 16 

S-24 脑卒中后上肢功能康复 -------------------------------------------------------------------------------------------- 潘翠环 16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 

 

S-25 脑卒中单侧忽略症的评估与训练新进展 ------------------------------------------------------------- 闫彦宁,刘靖斐 16 

S-26 中国肿瘤康复的发展梦想 ----------------------------------------------------------------------------------------- 励建安 17 

S-27 运动疗法在肿瘤康复中的应用 ----------------------------------------------------------------------------------- 王楚怀 17 

S-28 癌症患者的心理康复 ----------------------------------------------------------------------------------------------- 虞乐华 17 

S-29 肿瘤相关性淋巴水肿定量评价技术进展 ------------------------------------------------------- 潘钰,徐泉,孙小花等 18 

S-30 神经运动训练在慢性疼痛康复中应用 ---------------------------------------------------------- 潘钰,谢树,孙小花等 18 

S-31 基于 MDT 模式下的盆底康复团队建设 ------------------------------------------------------------------------ 李建华 18 

S-32 康复科医生的核心胜任力——注射技术 ----------------------------------------------------------------------- 敖丽娟 19 

S-33 我国康复医学教育 35 年之我谈 --------------------------------------------------------------------------------- 李红玲 19 

S-34 帕金森病的循证康复 ----------------------------------------------------------------------------------------------- 王宁华 19 

S-35 大型康复医学中心建筑的结构特点 ----------------------------------------------------------------------------- 张志强 20 

S-36 可诱导的多潜能干细胞在脊髓损伤中的应用前景 -------------------------------------------------------------- 陈红 20 

S-37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物理因子治疗脊髓损伤 -------------------------------------------------------------- 张立新 21 

S-38 “神”来治“弊”神经干细胞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的研究进展 ----------------------------------------------- 袁华 21 

S-39 神经干细胞的永生化及应用 -------------------------------------------------------------------------------------- 白定群 21 

S-40 利用人多潜能干细胞探讨钙离子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发病中的作用 -------------------------------------- 李哲 22 

S-41 运动对脊髓损伤的功能恢复的基础研究国内现状 ---------------------------------------------------- 王彤,李向哲 22 

S-42 临床常见脊髓损伤类型的动物实验研究机临床意义 ----------------------------------------------------------- 刘捷 23 

S-43 康复治疗技术对猕猴脑损伤功能恢复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尹勇 23 

口头发言 
OR-001 肌肉记忆 30/48 原则对脑卒中深感觉障碍患者步行能力改善的研究 ------------------------- 孔繁时,怀志刚 24 

OR-002 间歇性 Theta 节律刺激对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的影响 -------------------------------------------------- 汤昕未 24 

OR-003 实时超声反馈下腹横肌运动控制的研究 ------------------------------------------------------- 张洲,谭茗丹,王楚怀 25 

OR-004 使用钟摆运动客观定量诊断脑卒中患者膝关节屈伸肌的肌紧张状态 ----------------------------------- 靖大铮 25 

OR-005 减重步态联合平衡训练对小脑梗死伴共济失调患者运动及平衡功能影响的个案报道 -------------- 李宏伟 26 

OR-006 特色作业治疗活动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 吕慧颐 26 

OR-007 手法治疗对急性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的疗效观察 ---------------------- 李玉学,王永慧,张杨等 27 

OR-008 不同性别健康人群腰部深层多裂肌 EMG 差异 ----------------------------------------------- 张珊珊,吴文,许轶等 27 

OR-009 重建生活为本的康复治疗对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 

 超早期回归生活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 吴鸣,倪朝民,尚希福等 28 

OR-010 严重脑损伤后意识障碍的艺术治疗 ---------------------------------------------------------- 谢秋幼,吴超,虞容豪等 28 

OR-011 重症脑损伤康复患者气道的临床管理 -------------------------------------------------------------------------- 尤春景 29 

OR-012 胸锁关节松动术治疗肱骨近端骨折术后患者 肩关节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 陈伟,周敬杰,翟宏伟等 29 

OR-013 基于肌骨超声影像的康复科常见肩痛患者的流行病学特点分析 ---------------------- 贺涓涓,卫小梅,李娜等 30 

OR-014 负重时间对股骨转子间骨折 PFNA 内固定术后骨折愈合的影响 ----------------------------------------- 田贵华 30 

OR-015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刺激辅助运动区（SMA）与刺激 M1 区 

 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效果比较 ------------------------------------------------------------- 琚芬,袁华,牟翔 31 

OR-016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 Imoove 三维平衡运动平台 

 对卒中患者大脑皮层兴奋性及平衡、步行功能的影响 ------------------------------------------- 熊昊,牟翔,袁华 31 

OR-017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严重意识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研究 ---------------------------------------------- 李红玲,池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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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8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认知障碍的影响及静息态网络机制 ---------------- 尹明宇,胡昔权,高家欢等 32 

OR-019 不同色彩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临床研究 ---------------------- 李小宏,白定群,余和平 33 

OR-020 rTMS 应用于脑卒中后失语症的临床观察 ----------------------------------------------------- 范天君,周新,武继祥 33 

OR-021 食管上括约肌在吞咽中的作用 ----------------------------------------------------------------------------------- 岳寿伟 34 

OR-022 吞咽辅助凝胶应用于服用胶囊的临床观察研究 ------------------------------------------- 戴萌,窦祖林,安德连等 34 

OR-023 延髓梗塞后慢性期吞咽障碍的康复 ---------------------------------------------------- 陈辉,柴田斉子,千手佑树等 35 

OR-024 改良球囊扩张治疗对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皮质脑干束兴奋性的影响 ------- 卫小梅,戴萌,王玉珏等 35 

OR-025 超声波在评估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中的意义 ------------------------------------------------------- 熊华春,黄姣姣 36 

OR-026 表面肌电图在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者康复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 李丹丹 36 

OR-027 2 岁前不同时机康复介入对脑瘫高危儿粗大运动的疗效影响 --------------------------------------------- 洪永锋 37 

OR-028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临床疗效研究 ------------------------------- 张盘德,封虹宇,周惠嫦等 38 

OR-029 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康复治疗随机对照研究 ---------------------------------------- 周璇,杜青,孙锟 38 

OR-030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症患者的足底压力差异分析 ------------------------------------- 韩秀兰,许轶,王楚怀等 38 

OR-031 引导式教育对 1-3 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 黄燕霞 39 

OR-032 运动疗法对小年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生长发育促进的疗效：一项系统综述 ------------------- 梁菊萍,杜青 40 

OR-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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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澄杰等 40 

OR-034 动觉想象和视觉想象对脑卒中上肢功能康复及日常生活活动的影响 ------------- 高家欢,胡昔权,尹明宇等 41 

OR-035 PVA 法测量脑积水患者侧脑室容量扩张程度与分流术后功能恢复间的关系 ------- 刘博群,张志强,张立新 42 

OR-036 吞咽同步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合并认知功能缺损的疗效 ---------------------- 边仁秀,周玲,陶静炎等 42 

OR-037 有创与无创穴位电刺激对老年脑卒中患者手功能障碍康复治疗的研究 ------------------------- 兰彩琴,贾杰 43 

OR-038 下肢功能性电刺激对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疗效 ----------------------------------------------------------------- 金旭 44 

OR-039 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对不完全性截瘫患者平衡及下肢痉挛的影响 ---------------------------- 金铭亮,牟翔 44 

OR-040 PNF 技术躯干模式强化训练对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 朱玉连,刘珏,杜亮等 44 

OR-041 动态手矫形器对拇指对掌功能丧失的补偿作用 -------------------------------------------------------------- 王冰水 45 

OR-042 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生物力学机制研究 ------------------------------------- 王群,谢斌,黄真等 45 

OR-043 上肢功能活动表现对老年骨关节病患者的自我效能的影响 ------------------------------- 陈越,冯丹玲,周贤丽 46 

OR-044 北极星移动功能量表评价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运动功能的临床研究 ---------------------- 秦伦,黄真 46 

OR-045 脑卒中后检查量表在部分中澳患者中的观察性研究 ---------------------------------------- 沈光宇,倪隽,梅程瑶 47 

OR-046 三维超声在脊柱侧凸康复评定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 王谦,M.S.WONG,Edmond H. M. Lou 等 47 

OR-047 应用情景互动式上肢康复评定和训练系统中不同频率的外在错误视听反馈 

 改善慢性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随机对照研究 ------------------------------------------------------- 范文可,吴毅 48 

OR-048 膝骨关节炎超声定位注射 -------------------------------------------------------------------------------------------- 马超 48 

OR-049 个体化术前康复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功能转归的影响 ------------------------------------------- 杨延砚,周谋望 49 

OR-050 冲击波结合肌筋膜方法对黏连性肩关节囊炎疼痛的影响 ---------------------------- 元香南,张志强,周宇鑫等 49 

OR-051 本体感觉训练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 ------------------------------- 卢中奇,牟翔,袁华等 50 

OR-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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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OR-053 新型弯月形双弧刃针刀对椎旁软组织减张减压联合微创介入手术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 ------------------------------------------------------------------------------- 戴江华,罗军 50 

OR-054 脊柱机械加载通过调控血管生成治疗骨质疏松的机制研究 ------------------------- 王钊楠,徐晋峰,李心乐等 51 

OR-055 腰椎稳定性训练对下腰痛患者的功能以及多裂肌和腹横肌形态影响 ------------------- 孙文江,叶刚,高美等 52 

OR-056 短波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 王海明,张驰,高呈飞等 52 

OR-057 认知行为疗法治疗颈椎病临床疗效观察 ------------------------------------------------------------- 连林立,靳翔愚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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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8 紫外线照射部位对中老年卧床患者 维生素 D3 水平及免疫功能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 赵晓琳,张立新 53 

OR-059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有氧能力的影响 --------------------------- 朱玉连,刘珏,杜亮等 54 

OR-060 体外冲击波联合藻酸盐敷料治疗脊髓损伤后Ⅳ期压疮的临床疗效观察 ------------- 段好阳,刘娜,徐国兴等 54 

OR-061 不同足偏角度下半蹲对股内侧肌、股外侧肌表面肌电的影响 ------------------------------------- 丛芳,袁珠琳 55 

OR-062 不同肘关节屈曲角度下等长收缩时的力矩与表面肌电信号变化规律 ------------------------- 何任红,范建中 55 

OR-063 VR 技术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控制的临床疗效观察 ------------------------------------------------------ 刘小平 56 

OR-064 中国作业治疗的现状与前景 -------------------------------------------------------------------------------------- 闫彦宁 56 

OR-065 脉冲式关节机械加载治疗中期骨关节炎的组织学观察 ---------------------------------------- 高哲,李心乐,张平 57 

OR-066 脑卒中患者跌倒后动作反应管理对其步行能力的影响研究 ---------------------------------------- 张韬,白定群 57 

OR-067 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患者背侧注意网络功能连接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 李丽,王芹 58 

OR-068 基于静息态脑网络的运动皮层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失语症的疗效及机制 研究 ------------ 萧演清,屠媛媛 59 

OR-069 tDCS 结合计算机辅助训练对健康老年人和脑卒中患者工作记忆的影响 -------------------- 胡荣亮,陈卓铭 59 

OR-070 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神经型胸廓出口综合征的臂丛 MRN 观察 -------------- 王俊,凌琳,谢井文等 60 

OR-071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fNIRS)观察 rTMS 治疗 SCI 神经痛 

 前后大脑功能区 Oxy-Hb 的变化 ------------------------------------------------------------------- 段强,袁华,牟翔等 61 

OR-072 卒中后偏瘫肩痛患者肩关节超声影像特点 ------------------------------------------------- 蔡桂元,贺娟娟,李娜等 61 

OR-073 普拉提训练联合生物反馈治疗仪预防产后盆底肌功能障碍效果分析 ------------------------- 董庆君,金道红 62 

OR-074 自噬在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不同阶段的表达 ---------------------------------------- 曾凡硕,张力,崔宝娟等 62 

OR-075 定量间歇清洁导尿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效果分析 -------------------------------------- 匡乃峰 63 

OR-076 现代学徒制理念下的康复医学科临床实践教学体会 ---------------------------------- 胡永林,肖玉华,朱红梅等 63 

OR-077 “现代学徒制”视角下“医院课堂”的实践探索 ------------------------------------- 朱红梅,肖玉华,卢红建等 64 

OR-078 多元教学模式联合在康复医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 乔鸿飞,张巧俊,袁海峰等 64 

OR-079 PBL 教学模式在作业治疗学临床实践教学中的探索性研究 ---------------------------------- 赵婧,郭能峰,吴鸣 64 

OR-080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突出临床能力培养——全科医生带教经验分享及展望 ------- 段晓琴,康治臣,张军等 65 

OR-081 康复医学科专硕生骨科康复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 周云 66 

OR-082 联想扩展情景对话教学法在听障儿童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梁彩凤 66 

OR-083 感觉统合训练在听障儿童亲子康复教学中的效果观察 ----------------------------------------------------- 冯丽佳 67 

OR-084 “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理念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 周顺林,李凯霞 67 

OR-085 康复医学科 ICU 病房康复护理管理 --------------------------------------------------------------------- 刘荣,万春晓 68 

OR-086 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在重度脊柱侧凸行后路矫正术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 李小金,王楚怀 68 

OR-087 有氧联合阻抗运动对冠心病患者心肺功能及运动能力的影响 ---------------------------------- 刘遂心,张文亮 69 

OR-088 长期运动降低高血压和改善血压调节的机制研究 ------------------------------------- 赵晓霖,余俊贤,彭雯雯等 69 

OR-089 脉冲电磁场对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的影响 -------------------------------------------------- 刘静,钟培瑞,李 能等 70 

OR-090 小胶质细胞表型转变和髓鞘 再生在运动训练改善慢性脑低灌注 

 大鼠认知功能中的作用及机制 ---------------------------------------------------------------- 蒋婷,张丽颖,潘晓娜等 71 

OR-091 成对关联刺激对缺血性脑卒中大鼠 学习记忆功能及突触可塑性影响的研究 ------ 胡艳,张香玉,鲁银山等 71 

OR-092 强化神经肌肉电刺激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及舌骨喉运动速度的影响 - 赵殿兰,王强,孟萍萍等 72 

OR-093 TRPV4-P38α信号通路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 ------------------------------------ 张晓,张丽娟,闫平平等 72 

OR-094 血小板衍性生长因子-BB 对碘醋酸钠诱导的大鼠膝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 

 和蛋白激酶 1/2 信号通路的影响 ------------------------------------------------------------- 蔡宇,周华军,朱朋飞等 73 

OR-095 创伤后应激障碍样大鼠海马区 p38MAPK 的改变探讨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样大鼠海马区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的改变及其意义 ------------------------------ 庞雨婷,邢文龙,张桂青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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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96 大鼠膝关节挛缩两种制动方式动物模型的比较 ---------------------------------------------- 范帅,蔡斌,陆沈吉等 74 

OR-097 呼吸训练对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患者干预效果观察 -------------------------------------------------------- 赵航琨 75 

OR-098 运动训练相关应力刺激通过初级纤毛调控软骨发育的机制研究 ---------------------- 向威,王胜洁,郭风劲等 75 

OR-099 5α还原酶协同运动激活 PCOS 大鼠 PI3K-AKT 转导机制的研究 ----------------------------- 吴雏燕,江钟立 76 

OR-100 TNFα对脊髓损伤细胞模型存活、凋亡、坏死性凋亡及 necroptosis/apoprosis 

 信号通路的影响研究 ------------------------------------------------------------------------------- 刘慧芳,杨周源,余茜 76 

OR-101 抗痉挛体位下的振动疗法对脑卒中后上肢痉挛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 郭钢花,梁英姿 77 

OR-102 Thera-band 弹力带训练对老年肩袖损伤患者的疗效分析 ---------------------------------------------------- 张静 77 

OR-103 探讨肌内效贴技术结合 Bobath 疗法在运动发育落后中的应用 -------------------------------- 王彦军,胡长芳 78 

OR-104 电针结合生物反馈治疗脊髓损伤后尿失禁的临床疗效观察 ---------------------------------- 王宇,沈毅,李德岩 78 

OR-105 不同残肢压缩量对小腿截肢患者穿戴假肢后残肢萎缩的影响 ------------------------------------- 李磊,武继祥 79 

OR-106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大脑运动前区皮层（PMC）联合初级运动皮层 

 （M1）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性疼痛的影响 --------------------------------------------------------- 琚芬,牟翔,袁华 79 

OR-107 帕金森病患者躯干肌表面肌电活动特征分析 ------------------------------------------------------- 王美华,靳令经 80 

OR-108 电针健康人通里穴的 fMRI 脑功能成像研究 -------------------------------------------------------- 杨万章,秋云海 81 

OR-109 Treadmill exercise enhances therapeutic potency of transplanted bon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cerebral ischemic rats via anti-apoptotic effects ------------ Liu Nan,Zhang Yixian,Jiang Xinhong etc. 81 

OR-110 Correlating interleukin-10 promoter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human cerebral infarction onset ----------------------------- Liu Nan,Jiang Xinhong,Zhang Yixian etc. 82 

Y-01 The Effects of Botulinum Toxin Type A Combined with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on Triceps Spasticity in Stroke Patients -------------------- Duan Haoyang,Li Zhenlan,Chen Xiaowei etc. 83 

Y-02  Exosome Derived from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   

  Attenuating neuroinflammation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Li Xiao,Li YaNa,Jiang Shan etc. 84 

Y-03  Low frequency ultrasonic brain stimulation regulates brain plasticity and improves functional  

  recovery of mice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via  

  modulating IL-10-mediated immune regulation -------------------- Wang,Jixian|Xie,Qing|Guo-Yuan,Yang 85 

Y-04 The effect of knee loading on regulating abnormal bone remodeling  

 in osteoarthritis by micro CT ----------------------------------------- Li Xinle,Yang Shuang, Liu  Daquan etc. 86 

Y-05 Correlation of Electromyographic Signals of the Anterior Tibial Muscle between  

 Surface and Needle Electrodes Based on the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ystem ------------------------------------------ Zhang Shanshan,Wu Wen,Tang Yan etc. 87 

Y-06 Mechanism Explore of BCI+Exoskeleton for Patient with Hand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 Wu Qiong,Wang Jing,Xu Quan etc. 87 

Y-07 Quantitative evaluations of stroke-impaired muscles changes  

 and stiffness using shear wave elastography ------- Ou Haining,LI LIANGFANG,Shen JianHong  etc. 88 

Y-08 Correlations between lumbar neuromuscular function and pain, lumbar dis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 Hu,Haoyu|Wang,Xueqiang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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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9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ameliorates cartilage degeneration by inhibiting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in a rat model of osteoarthritis -------------------- Liu Jing,Sun Guanghua,Liao Yuan etc. 90 

Y-10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Stable Phas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Community by Ai chi -------------------------------------------------------------------------- yuan,jiehua 91 

Y-11 Neurorehabilita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don't neglect the brain --------------------------- Hou,Jingming 92 

Y-12 Juvenile treatment with a novel mGluR2 agonist/mGluR3 antagonist compound,  

 LY395756, reverses learning deficits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impairments in adults  

 in a neurodevelopmental model  

 of schizophrenia ----------------------------------------- Li Menglin,Gulchina Yelena,Monaco Sarah A.  etc. 93 

Y-13 Degron Peptide Mediated Inhibition of PTEN as a non-genetic Approach  

 for mTOR Activation after SCI ---------------------------------------------- Tan Botao,Moosvi Sahir,Liu Jie etc. 94 

Y-14 The effectiveness of hippotherapy and therapeutic horseback riding  

 in improving balance and mobility in older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Sun,Nianyi|He,Yu|Zhang,Anren 95 

论坛发言 
FO-01 基于整骨测试的骶髂关节调整技术治疗非特异性下腰痛的疗效观察 ------------------------- 高伟鹏,王晓玉 97 

FO-02 肌电触发机器手对脑卒中早期患者手功能康复的影响 ---------------------------------- 肖长林,潘翠环,陈艳等 97 

FO-03 A 型肉毒毒素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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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伟,刘娜等 98 

FO-04 大型医疗机构开设“医养结合”养老院模式探索 ------------------------------------------------- 白定群,李宏伟 98 

FO-05 作业治疗结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 

 日常生活能力的疗效观察 ---------------------------------------------------------------------- 何宇,赵利娜,邹文晨等 99 

FO-06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 邵岚,余和平,白定群 99 

FO-07 电压门控 Ca2+ 通道最佳靶点假说：基于经颅磁电技术治疗 

 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观点 ----------------------------------------------------------------------------- 孙作东 100 

FO-08 行为管理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膀胱影响的对照研究 -------------------------------------------------- 朱春燕 100 

FO-09 嗅鞘细胞移植抑制脊髓损伤后 P2X4R 介导的神经性疼痛 -------------------------------------- 杜晓静,郑遵成 101 

FO-10 药物调控的人胚胎干细胞分化而来的皮质神经前体细胞移植治疗大鼠 

 缺血性脑卒中的实验研究 ---------------------------------------------------------------------- 彭姣姣,陈潞婷,陈红等 101 

FO-11 康复专科护士对非专科护士规范化培训与成效 ---------------------------------------------------- 刘红英,陈东明 102 

FO-12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中的应用 ------------------------------------------- 郑瑞,刘红英 102 

FO-13 长期卧床患者常见问题对康复的影响 ---------------------------------------------------------------- 何维春,杨彩军 103 

FO-14 Effect of Robotic Assisted Gait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Spinal Cord Injury --------------------------------------------------- Huang,ben|Yang,Zhenhui 104 

FO-15 超前镇痛干预下早期负重训练对股骨骨折大鼠后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 陈云强,颜时姣,王思源等 105 

FO-16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执行功能的影响 ---------------------------------------------- 刘远文,潘翠环 105 

FO-17 Short sleep duration leads to muscle mass decline： A cohort study  

 in Chines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 fu,liyuan|Guo,Qi 106 

FO-18 二氯化钴模拟缺氧诱导自噬及肌萎缩的相关机制研究 ------------------------------------- 陈睿,佘燕玲,周珊瑶 107 

FO-19 三叉神经第一支感觉神经传导及额支带状疱疹神经痛患者神经电生理特征 ------------------- 许纲,周朝生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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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20 悬吊技术配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矫正上交叉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 李澎 108 

FO-21 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康复治疗疗效观察 ---------------------------------------------- 王莉,黄晓琳,谢凌锋 108 

FO-22 自制“8”字姿势矫正带对上交叉综合征患者姿势调整的疗效观察 -------------- 刘娜,段好阳    ,李贞兰 109 

FO-23 Relationship among trunk muscle strength, muscle endurance, and proprioception  

 in subjects with and without low back pain ----------------------------------------- Zheng,Yili|Wang,Xueqiang 109 

FO-24 不同支具位分指板改善脑卒中患者手功能的效果观察 ------------------------------------------- 韩星云,白定群 110 

FO-25 虚拟现实训练对养老院老年人跌倒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 ---------------------------------- 孙志成,王彤,王青等 111 

FO-26 信息理疗学的理念与方法 ----------------------------------------------------------------------------------------- 马晓彤 111 

FO-27 调控性压力治疗对于增生性疤痕的疗效及介入时机研究 ------------------------------- 李攀,李曾慧平,罗伦等 112 

FO-28 著名舞蹈团演员躯体稳定性控制能力与职业性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 胡国炯,唐一鸣,陈斌等 113 

FO-29 拔罐疗法对肌肉状态短期影响的定量研究 ------------------------------------------------- 尹莉,李文静,谢衡辉等 113 

FO-30 MyotonPro 数字化肌肉触诊仪测量健康成人竖脊肌生物力学特性的信度研究 ------- 李文静,郭瑞君,尹莉 114 

FO-31 Electroacupuncture protects against articular cartilage erosion by inhibiting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in a rat model of osteoarthritis ------------------ Sun Guanghua,Liao Ying,Liao Yuan etc. 114 

FO-32 适量体力活动对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患者的干预效果研究 ----------------------------------------------- 舒璇 115 

FO-33 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态运动学参数及步行功能影响的相关性研究 ---------- 张韬,白定群 115 

FO-34 应用运动训练维持颞下颌关节盘手法复位后的盘-髁关系 ------------------------------------------------- 刘丽琨 116 

FO-35 The effect of RUSI combined with sEMG on multifidus in core muscles dynamic feedback  

 training among healthy adults ----------------------------------- Zheng Yaochao,Lin Caina,Ke Songjian etc. 116 

FO-36 PNF 技术联合表面肌电生物反馈对痉挛期卒中患者腕手伸展功能的影响研究 --------------- 张韬,白定群 117 

FO-37 躯干本体感觉训练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 宋建霞 118 

FO-38 功能性磁刺激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效研究 ------------------------------- 孙晓培,鲍勇,潘惠娟等 118 

FO-39 运用 PDCA 循环缩短康复患者治疗等待时间 --------------------------------------------------------- 何维春,李娟 119 

FO-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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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FO-41 The Effectiveness of Ultrasound-guided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iniscalpel-needle Release in the Treatment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 Zhang Subo,Li Xiao,Ke Songjian etc. 120 

FO-42 超早期系统化康复治疗对 TAK 围手术期失血量的影响 ------------------------------------ 张阳,吴鸣,崔俊才等 121 

壁报交流 
PO-001 洼田饮水试验在急性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评估中的应用 ------------------------------------------- 叶玉玲,石含英 122 

PO-002 健康人足底压力评测重复性研究 ---------------------------------------------------------------------- 张洪鹏,王宁华 122 

PO-003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症患者的足底压力差异分析 

 及穿戴矫形鞋垫对患者的影响 ---------------------------------------------------------------- 韩秀兰,王楚怀,许轶等 123 

PO-004 外源性硫化氢对大鼠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 -------------------------------------------- 韩伟 123 

PO-005 The Role of Hippocampal structural synaptic plasticity in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o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male SAMP8 mice ----------------- Ma,Jiang|Wang,Mingwei 124 

PO-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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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PO-007 客家语母语者对粤语声调辨识的特征分析 ------------------------------------------------------------- 高汉雄,陈艳 125 

PO-008 Mppa 介导的光动力疗法通过诱导自噬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 白定群,苟慧,李开庭 126 

PO-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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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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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 阻断 BDNF-TrkB 通路后运动训练对脊髓损伤大鼠功能恢复的影响研究 ----------------------- 李向哲,王彤 127 

PO-011 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通过上调内源性组织型激肽释放酶促进大鼠缺血性卒中的功能恢复 ----------- 梁丹 127 

PO-012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s) improve deteriorated bone strength induced  

 by ovariectomy via inhibiting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NF-α and IL-6) responses: newer  

 potential targets for therapeutic PEMFs --------------------- ZHU SIYI,He Hongchen,Wang Haiming etc. 128 

PO-013 丰富环境对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幼鼠学习记忆及海马区 自噬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苑爱云,侯梅,孙向峰等 129 

PO-014 Sustained Effect of Hyperglycemia and Calcitriol on Native Mechanical  

 Tendon Properties ------------------------------------------------------------------------------------- Gao,Wenshuang 130 

PO-015 三七皂苷对运动性贫血大鼠海马 BDNF 表达的影响 ------------------------------------------ 缪吉,杨光显,金丽 131 

PO-016 机械加载通过调节内质网应激治疗骨关节炎 ---------------------------------------------- 李心乐,李杰,王钊楠等 131 

PO-017 毫火针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 陈莉秋 131 

PO-018 慢病毒干扰 MAPK1 对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神经元 TRPV4 表达的影响 ------------------------ 贾磊 132 

PO-019 婴幼儿脑损伤合并 IEDS 认知功能损害治疗的对照研究 ----------------------------------------------- 张雁,刘芸 133 

PO-020 TSA（曲古抑菌素）作用于 HDAC6 后对小鼠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的自噬 

 和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 苏敏,计莹樱 133 

PO-021 延伸护理服务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期的应用效果分析 ------------------------------- 周玉妹,符芳,方小群等 134 

PO-022 重庆某三甲医院老年住院患者的首次不当尿导管置入分析 ------------------------------- 蒋玮,李青,张欢欢等 134 

PO-023 FHL 联合跖肌腱移植和腓肠肌腱膜修复陈旧性跟腱断裂的治疗和康复护理 ---------------------- 华飞,张岚 134 

PO-024 自我清洁导尿在西南医院康复中心的应用与拓展 ---------------------------------------------------- 胡青,石含英 135 

PO-025 高能激光等光疗仪在 5 例不同伤口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沙彬秀 135 

PO-026 老年股骨胫骨折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康复护理研究 ------------------------------------------- 张莉莉,刘承梅 136 

PO-027 自我效能理论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 李娜,刘承梅 136 

PO-028 小组式疼痛护理在骨科康复患者中的应用 ---------------------------------------------------------------- 廖阳,施娟 137 

PO-029 强化护理风险管理中的细节管理在康复护理管理中的临床研究 ---------------------------------- 相洁,刘晓霞 137 

PO-030 1 例脊髓损伤患者间歇导尿不规律的护理体会 -------------------------------------------------------- 宛鸿珊,李娟 138 

PO-031 Physical exercise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 by decreasing β-Amyloid  

 deposition through PI3K/Akt/eNOS pathway  

 in the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 Zhang Liying,Hu Xiquan,Luo Jing etc. 138 

PO-032 The effect of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th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valve replacement ------------------------------------------------------ wu xiaoqing,Zhang Lu,Hao Yan etc. 139 

PO-033 Upregulation of NLRP1 Inflammasome by STAT3 Activation and STAT3-dependent  

  Histone Acetylation in DRG Contributes to Painful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duced by Bortezomib ----------------------------------------------- Liu Cuicui,Huang Zhuxi,Zhang Subo etc. 140 

PO-034  rTMS to promote FES  by  cAMP/PKA-MAPK-BDNF-CREB pathway mediated  

 activity-dependent motor plasticity in vascular dementia-------- Lin,Yangyang|Dong,Juntao|Yan,Tiebin 141 

PO-035 台湾护理之家发展概况及对我国大陆养老服务的启示 ------------------------------------------- 刘远文,潘翠环 142 

PO-036 家庭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 程明高 142 

PO-037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注意障碍的影响 ---------------------------------------- 胡雪艳,张通,刘丽旭等 143 

PO-038 重症手足口病并昏迷无自主呼吸儿童的早期康复促醒治疗 ---------------------------------------- 高琦,常建洛 143 

PO-039 膝关节周围骨折后末端强化训练对步行能力的影响 -------------------------------------------------------- 郑栋华 144 

PO-040 下肢闭链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肌肉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 张学慧,邵静雯,张弛等 144 

PO-041 血友病性关节病康复治疗的初步研究 -------------------------------------------------------------------------- 汪承凤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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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2 瑞士球训练治疗下背痛患者后表面肌电信号变化 ------------------------------------------------- 王泽熙,姜贵云 146 

PO-043 新型可穿戴康复设备在前叉韧带重建术后的应用 ------------------------------------------------------- 郑娅,张静 146 

PO-044 脑卒中下肢肌肉痉挛患者不同收缩状态下的表面肌电特征分析 ---------------------------------- 汪菲,李建华 147 

PO-045 生酮饮食对急性大鼠脊髓损伤神经保护效应的实验研究 ---------------------------------- 谭波涛,蒋辉,刘捷等 147 

PO-046 阶段化角度牵引治疗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观察 ---------------------------------- 高强,高伟鹏,郑遵成等 148 

PO-047 基于表面肌电信号变化评价冲击波联合综合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 ----------------- 冯小军 148 

PO-048 从学员及其家人的角度看引导式教育 ----------------------------------------------------------------------------- 陈玲 149 

PO-049 由脑出血所致的他人手综合征 1 例临床报道 ---------------------------------------------------------- 李德岩,王宇 150 

PO-050 帕金森病患者坐站起立试验下大腿肌群表面肌电图信号特征研究 ---------------------------- 廖志平,李建华 150 

PO-051 脑瘫患儿流涎情况及其与吞咽障碍和粗大运动功能水平的关系 ------------------------- 王利江,侯梅,刘秋燕 150 

PO-052 肩关节多方向训练仪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 

 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效果 ---------------------------------------------------------------------- 李娅娜,曹岚,徐影等 151 

PO-053 悬吊训练改善脑卒中患者腹横肌的有效性及超声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 ---------------- 庞红,张立新,张永强 151 

PO-054 基于手机 APP 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应用研究 ------------------------------------------------ 高汉义,高强 152 

PO-055 Sph2 调节绿原酸诱导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脂过程中的增殖与分化 ------------------------------------ 袁真 152 

PO-056 机械振动对去卵巢大鼠骨折免疫炎症因子的影响 ----------------------------------------------------------- 周丹丹 153 

PO-057 磁刺激联合悬吊训练对儿童吉兰巴雷综合征的 神经电生理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 李宁,袁华 154 

PO-058 影响颞颌关节紊乱患者的工作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因素调查 ------------------------------- 陈越,周贤丽,张鑫等 154 

PO-059 脑卒中患者上肢三维运动中的协同性分析 ------------------------------------------------------- 谢斌,罗春,王翠等 155 

PO-060 抗肌萎缩蛋白病的基因突变类型及骨骼肌病理改变与临床分型之间的关系 ---------- 李文竹,张巍,袁云等 155 

PO-061 引导式教育结合传统运动疗法对脑性瘫痪患儿运动功能 

 和日常生活能力的疗效 ---------------------------------------------------------------------- 李利红,白国芳,陈素菊等 156 

PO-062 四川地区医务人员颈椎病患病率及危险因素调查分析 ------------------------------- 卢家春,尹帮兵,周祖刚等 157 

PO-063 自重力曲度牵引结合麦肯基诊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随机对照研究 ------- 王文春,卢家春,柯晓华等 157 

PO-064 PDMS-2 及其指导下的家庭训练方案在脑瘫高危儿精细运动的应用 ------------- 班会会,马艳丽,任麦青等 158 

PO-065 电针疗法联合脑电治疗仪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康复的临床研究 ------- 周厚勤,蔡志军,李科科等 158 

PO-066 酰胺类局麻药对兔脂肪起源干细胞毒性的初步研究 ------------------------------------- 吴涛,李扬政,宋海新等 159 

PO-067 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后感觉运动区结构和功能重组机制研究 ---------------------------- 潘钰,窦维蓓,王跃恒等 159 

PO-068 加速康复外科理论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康复中的应用价值 -------------------------------------- 刘西纺 160 

PO-069 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及应用 SPECT 探索其发病机制 -------------------------------- 张昕,尹勇 160 

PO-070 Ghrelin 对兔激素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中 BMP-2 的影响 ---------------------------- 黄来刚,崔宝娟,曾凡硕等 161 

PO-071 离心收缩训练在冈上肌部分撕裂中的应用疗效探究  --------------------------------------------- 李婷婷,王广兰 161 

PO-072 基于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的中医五行音乐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 李鸿章,李彦杰,秦合伟 162 

PO-073 虚拟现实 WII 游戏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 韩晓晓,蒋松鹤,柯将琼等 163 

PO-074 Nustep 分级抗阻训练对合并糖尿病脑卒中患者血糖血脂的影响 ------------------------ 李岩,卢健,董燕飞等 163 

PO-075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腹肌厚度研究     ---------------------------------------------------- 李旭红,杨硕,周艳华等 164 

PO-076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本体感觉的康复 ----------------------------------------------------------- 安雅喆 164 

PO-077 悬吊式模拟踏步床的研制及对亚急性脑梗塞患者的临床应用 ---------------------- 金翩翩,陈海丽,舒真谛等 165 

PO-078 四肢联动联合虚拟现实训练对创伤性脑损伤患者 

 下肢功能与平衡功能的影响 ------------------------------------------------------------------- 李娅娜,王会会,曹岚等 165 

PO-079 Effect of Moderate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 Shu,Xuan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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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0 帕金森病与特发性震颤震颤模式及表面肌电特征分析 ---------------------------------- 李婷婷,张天宇,靳令经 166 

PO-081 rTMS 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Meta 分析 --------------------------------- 王宏斌,袁华 167 

PO-082 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足弓发育及步态的影响 ----------------------------------------------------------- 刘翠娟 168 

PO-083 不同病程膝关节创伤患者关节活动度康复效果的回顾性分析 ------------------------- 陈斌,曹宪信,罗小清等 168 

PO-084 八段锦运动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影响效果的随机对照研究 ------------------------------- 李丽,王芹,冯梓芸 168 

PO-085 改良强制性运动训练对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恢复及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代谢的影响 ---- 高蓓瑶,白玉龙 169 

PO-086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对脑卒中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流动力学和凝血功能的影响 ---------------------- 凌康,袁海 170 

PO-087 平衡垫训练对慢性踝关节不稳定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 颜沛沛,崔芳 170 

PO-088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人工膝关节单髁置换术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 廖华,崔芳,颜沛沛等 171 

PO-089 躯干镜像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患侧上肢功能恢复的效果 ------------------------------------- 陈诚,万春晓,傅帆 171 

PO-090 MET 技术促进梨状肌综合征患者康复的疗效研究 ---------------------------------------------------------- 叶超群 172 

PO-091 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患侧体感诱发电位与运动诱发电位相关性分析 ------------------------- 张慧,傅静,杨峰等 173 

PO-092 早产儿和足月儿脑性瘫痪的危险因素分析及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的比较 ------- 童光磊,马其洲,金玉莲等 173 

PO-093 有氧运动联合传统康复对卒中偏瘫患者心肺运动功能及康复效果的临床研究 ------------------- 徐泉,潘钰 174 

PO-094 162 例青壮年腰痛患者发病特点及康复疗效研究 ----------------------------------------------------------- 叶超群 174 

PO-095 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对肺癌术后患者残肺代偿生长形态和功能的影响 ---------- 张鸣生,刘霜纯,李新平 175 

PO-096 中西医结合康复方案治疗脑梗死急性期患者的研究进展 ------------------------------------------- 马玉玺,齐瑞 176 

PO-097 神经系统电刺激合并吞咽训练治愈延髓梗塞后吞咽障碍 1 例 ---------------------------- 林小东,毛利,胡旭等 176 

PO-098 早期康复对气管切开病人拔管的影响 ------------------------------------------------- 任钰,古丽巴哈尔,黄海霞等 177 

PO-099 运动训练对脊髓损伤后痉挛大鼠脊髓内钾-氯离子协同转运体 2 表达的影响 --------------------------- 方露 177 

PO-100 视觉反馈排尿训练治疗糖尿病膀胱过度活动疗效观察 ------------------------------------------------- 齐冰,李响 178 

PO-101 针灸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神经系统电刺激仪治疗真性球麻痹的疗效观察 ---------------- 李婷,牟翔,袁华 178 

PO-102 Activation of RAGE/STAT3 pathway in DRG contributes to the persistent pain  

 hypersensitivity induced by lumbar disc herniation ------------ Zhang Xinsheng,Li Xiao,Luo Hai-Jie etc. 179 

PO-103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中枢性疼痛及皮层兴奋性的影响 ---------------------------- 孙玮,赵晨光,袁华等 179 

PO-104 重症获得性脑损伤患者痉挛状态康复治疗方案的临床研究 ---------------------------------- 吴军发,李放,吴毅 180 

PO-105 大鼠股二头肌激痛点定位方法及神经纤维分布的相关研究 ------------------------------- 王永慧,孟菲,岳寿伟 180 

PO-106 顺带法结合综合语音治疗对完全性失语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 马艳平 181 

PO-107 持续性牵引结合牵伸对创伤后膝关节僵硬的疗效观察 ---------------------------------------- 陈斌,陈斌,张宪等 181 

PO-108 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不同程度认知障碍康复疗效的影响 ------------- 曹瀚元,夏文广,郑婵娟等 182 

PO-109 经筋疗法结合整脊枪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临床疗效观察 ------------------------------------- 王超,李帆,阮祯等 182 

PO-110 脑卒中患者家庭关怀对失眠状况的影响：确定控制感、 

 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 ------------------------------------------------------------------------- 范志光,袁群明,门瑞雪等 183 

PO-111 悬吊运动疗法(SET)治疗颈椎病的生物力学机制的临床研究 -------------------------------------- 阴涛,郑遵成 183 

PO-112 悬吊训练联合振动疗法在脑卒中患者 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 彭俊峰,李彦杰 183 

PO-113 康复治疗在脑卒中患者上肢及手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 朱琳,黄海霞,张铁成等 184 

PO-114 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治疗非特异性腰痛的效果研究 ------------------------------------------- 吴少鹏,周贤丽 185 

PO-115 呼吸功能训练对颈髓损伤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 尹凯,周贤丽 185 

PO-116 Rocabado 手法治疗应用在颞颌关节紊乱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 张鑫,周贤丽 186 

PO-117 观察不同形式接受腔设计对残肢肌肉萎缩速度的影响 ------------------------------------- 陈东,武继祥,李磊等 186 

PO-118 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对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影响 ------------------- 袁望舒,陈丽霞,沈建雄等 187 

PO-119 实物实景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上肢功能 及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周顺林,胡秋生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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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作业疗法改善脑卒中患者手功能的疗效 ----------------------------------------------- 王淑雅 188 

PO-121 中医心理治疗及护理技术在社区临终关怀老年人中的应用研究 ---------------------------- 祝燕,赵春善,高玲 188 

PO-122 肺部气囊扩张术在重症脑损伤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治疗中的应用 ---------------------- 吴红瑛,周君桂 189 

PO-123 NJF 结合神经肌肉反馈重建技术对脑卒中后患侧肩胛骨稳定性及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郑梦瑶 189 

PO-124 基于 IDDSI 食物性状分级与鼻咽癌放疗后吞咽障碍患者 

 吞咽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 陈丽珊,周惠嫦,张盘德 190 

PO-125 容积-粘度吞咽测试在脑卒中后口咽期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经口摄食管理中的应用 ---------------------- 高怡 190 

PO-126 肌内效贴扎术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改善脑卒中下颌运动障碍的疗效观察 ------------------- 周惠嫦,张盘德 191 

PO-127 肿瘤相关从业人员肿瘤康复知识调查分析 ------------------------------------------------------------- 阚世锋,张雯 191 

PO-128 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对策及成效分析 ---------------------------------------- 罗伦,何成奇,向桃等 192 

PO-129 经颅直流电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 

 及体感诱发电位的影响 ------------------------------------------------------------------------- 李亚斌,冯海霞,李姣等 192 

PO-130 机器人辅助虚拟现实技术对偏瘫上肢运动功能和活动能力康复的临床研究 ---------- 姜荣荣,陈艳,潘翠环 193 

PO-131 穿戴式头穴治疗设备的设计与实现 ------------------------------------------------------------- 朱路文,叶涛,唐强等 194 

PO-132 心电监护仪 SpO2 意义及应用 -------------------------------------------------------------------------------------- 刘琳 194 

PO-133 等速训练对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肌力及步行功能的影响 ---------------------- 王志涛,吴霜,田新源 195 

书面交流 
PU-001 虚拟现实技术结合活动平板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态参数的影响 ------------------------- 黄臻,刘言薇,刘超等 196 

PU-002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及主要照顾者的 

 生存质量调查研究 ---------------------------------------- 库尔班乃木·卡合曼,席艳玲,卡思木江·阿西木江等 196 

PU-003 肌电图在面瘫患者评估中作用的研究 ------------------------------------------------------- 王琰,李勇强,郑遵成等 197 

PU-004 脑卒中患者减重步行训练对下肢运动能力恢复的影响 ------------------------------------- 李军涛,赵现,霍会永 197 

PU-005 Reproducibility of plantar pressure distribution measurements  

 in healthy people ------------------------------------------------------------------------------------- Zhang,Hongpeng 198 

PU-006 Clinical usefulness and validity of kinematical and surface myoelectrical measures  

 of reaching movement in hemiparetic patients with stroke ----------------------------------------- Wang,Qun 199 

PU-007 腰骶神经根病 CPT 测试和 H 反射的对比研究 ----------------------------------------------- 陈海萍,张威,李璇等 200 

PU-008 四方格跨步试验及其临床应用 ---------------------------------------------------------------- 黄美欢,曹建国,张奎彪 200 

PU-009 高频超声在中枢神经系统损伤肩痛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 李莉,胡凤娟,戴桂英等 200 

PU-010 压力中袜测量方法的信度研究 ---------------------------------------------------------------------------- 韩莹莹,戴玲 201 

PU-011 Berg 平衡训练在表面肌电评定引导下 的临床应用研究 ---------------------------------- 王建伟,张凯,张占伟 201 

PU-012 温州市中医院康复科开展 FEES 检查经验介绍 ---------------------------------------------- 陈炳,张垣,吴登宠等 202 

PU-013 腭裂鼻音功能亢进儿童嗓音音质特征的研究 ------------------------------------------------- 赵风云,杜青,万勤等 202 

PU-014 不同性别健康青年站立平衡功能测定分析 ---------------------------------------------- 金翩翩,王杰枝,舒真谛等 203 

PU-015 云南地区 0-3 岁彝族婴幼儿智力发育状况与与汉族的比较 ---------------------------------------- 程昱,黄高贵 203 

PU-016 9 轴无线加速度传感器对评估健康青年人脊柱本体感觉的应用 ----------------------------- 陈晨,付连慧,伍勰 204 

PU-017 不同部位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障碍定量分析及与 Berg 评分相关性研究 ------------------------------ 李艳艳 204 

PU-018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与年龄的关系研究 ---------------------------------------------------------- 严朝珊 205 

PU-019 10 例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测验的研究 ---------------------------------------------------------------------- 严朝珊 206 

PU-020 腰痛患者与健康人屈伸膝等速运动的对照研究 ------------------------------------------------- 罗春,谢斌,王宁华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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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 创新康复型医养结合模式，践行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 ----------------------------------------------------- 陈庆华 207 

PU-022 隔日限食疗法可促进钳夹型脊髓损伤大鼠运动功能的恢复 ---------------------------- 孙年怡,熊兴娟,何宇等 207 

PU-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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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范家宏,李哲 208 

PU-024 脑卒中偏瘫患者在坐位躯干旋转时躯干肌群表面肌电信号特征研究 ------------- 关晨霞,郭钢花,郭小伟等 208 

PU-025 虚拟现实技术治疗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疗效观察 ---------------------------------------------- 高晓辉,宋清 209 

PU-026 中国社区居住老年人短时间睡眠会导致肌肉质量下降——一项队列研究 ---------------------- 傅丽媛,郭琪 209 

PU-027 不同疗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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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 210 

PU-028 Effects of 1,25-dihydroxyvitaminD3 on bone mechanical structure  

 in diabetic rats --------------------------------------------------------------------- Zheng,Ya|Zhang,Jing|Xue,Liying 211 

PU-029 临床路径在脑出血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 邵雯 211 

PU-030 “形神共养”对 MCAO 大鼠运动功能、SYN 及突触超微结构的影响 ------------------------------------ 张璇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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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噬细胞亚型分化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 冯智萍,张立新 213 

PU-033 运动训练对高血压大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 张丽颖,胡昔权,罗婧等 214 

PU-034 体外冲击波通过 Notch,PI3K/AKT 和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促进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 张静,康楠,马跃文等 215 

PU-035 经皮电刺激对失神经支配大鼠比目鱼肌力学特性 及相关结构影响的研究 ------ 喇高燕,周谋望,邢华医等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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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 浅谈脊髓损伤患者发的皮肤管理 -------------------------------------------------------------------------------- 孙雪梅 217 

PU-040 加拿大作业表现量表在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 周海梅,白定群 218 

PU-041 品管圈在物理治疗大厅基础环境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 高佳,王惠芳,刘华卫 218 

PU-042 浅析交感神经在脊柱源性疾病中的作用 -------------------------------------------------------------------------- 刘佳 219 

PU-043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滑膜炎的发病机制及研究进展 ---------------------------------------------------- 丁呈彪,周云 219 

PU-044 电针对去卵巢大鼠软骨及软骨下骨的影响 ---------------------------------------------------- 孙光华,廖瑛,廖源等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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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 太极拳治疗高血压的系统评价及 meta 分析 ------------------------------------------------------------------ 周修五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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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 脑瘫患儿康复治疗 -------------------------------------------------------------------------------------------------- 季蒙蒙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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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6 股四头肌配合下肢外展功能锻炼中频治疗 -------------------------------------------------------------------- 孙志光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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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8 三焦气化针刺治疗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的临床观察 ------------------------------------- 陈莉秋,汪雅茹,刘立飞等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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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 经颅弱磁促进骨髓源神经元形成参与鼠脑损伤神经再生 ---------------------------------------- 白文芳,张鸣生 228 

PU-061 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监测的认知状况调查研究 ---------------------------------------------- 刘芸,黄高贵 229 

PU-062 磁疗对下肢 PICC 置管术后预防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 -------------------------------------------------------- 冯华 229 

PU-063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FES) denfends against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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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 脑梗死大鼠认知功能障碍模型的筛选 ------------------------------------------------------- 孙巨,温红梅,孙瑞芳等 231 

PU-066 低频电磁场对毛发生长及相关因子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 ------------------------------- 张鸣生,刘晓涵,李新平 231 

PU-067 简单反应速度训练对降低老年跌倒风险的效果 ------------------------------------------------- 张弘,江园,张海等 232 

PU-068 Effect of Local Anesthetic on the human adipose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 in vitro study -------------------------------------------------------------------- Su,Min|Qu,Wenchun 232 

PU-069 血流在脑缺血再灌注中的机械作用及机制研究 ------------------------------------------------- 田闪,吴毅,朱玉连 233 

PU-070 集束化护理在 A 型肉毒素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中的作用 ---------------------------------------- 纪婕,胡翠琴 233 

PU-071 新型助力式注食器在长期鼻饲患者中的研究和应用 ------------------------------------------------- 纪婕,赵继红 234 

PU-072 中国大陆与台湾医学院校康复治疗学专业本科教育课程设置之比较 ------------------------- 刘远文,潘翠环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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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 镜像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 方小群 236 

PU-077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中的应用 ------------------------------------------- 郑瑞,刘红英 237 

PU-078 Onset admission interval (OAI) and length of rehabilitation stay (LORS) after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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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 运用品管圈提高颈椎病患者牵引过程舒适率的实践 ---------------------------------------------- 郑红玉,王瑞臣 240 

PU-084 颅脑损伤的康复护理 ----------------------------------------------------------------------------------------------- 刘庆冉 240 

PU-085 康复护理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影响探讨 ---------------------- 古丽苏木阿衣·吐尔逊,艾比拜·阿不力孜 241 

PU-086 关于康复评定学教学实践的体会 ------------------------------------------------------------- 邢若星,李彦杰,任锟等 241 

PU-087 神经肌肉电刺激与早期被动活动对机械通气患者 ICU 获得性虚弱的影响 --------- 陈红,李建华,任小莉等 241 

PU-088 洁悠神在预防间歇性清洁导尿术并发尿路感染中的应用效果 ---------------------------------- 柳凤英,石含英 243 

PU-089 脑出血早期主动运动干预及护理措施对偏瘫肢体患者的康复影响 ----------------------------------------- 白璐 243 

PU-090 急性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早期康复护理的效果观察 -------------------------------------------------------- 靳美娜 244 

PU-091 护理干预对糖尿病性膝关节炎患者疼痛的影响 ----------------------------------------------------------------- 卲雯 244 

PU-092 高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作业治疗方向课程设置的研究 ------------------------------------- 章荣,周密娟,谢冰等 244 

PU-093 康复治疗专业本专科生临床 PBL 教学应用 ---------------------------------------------------------------------- 冯虹 245 

PU-094 个体化健康宣教在降低住院患者跌倒/坠床发生率的应用 --------------------------------------- 李晓娜,刘红英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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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4] 

 

PU-096 循证护理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及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 张亚妮 246 

PU-097 心理干预对脊髓损伤患者康复的影响 -------------------------------------------------------------------------- 惠琳娜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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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恢复的影响 -------------------------------------------------- 王娟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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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 早期康复护理用于脑卒中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 陈芸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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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 自我管理模式对间歇导尿患者回归家庭前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 -------------------------------------------- 曹辉 251 

PU-107 ICU 转出后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患者肺部感染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 高影 251 

PU-108 观察以湿性敷料覆盖氦氖激光及紫外线局部照射后压疮的临床效果 ----------------------------------- 董晓瑜 251 

PU-109 康复护理对脑卒中伴吞咽困难的预后及观察 -------------------------------------------------------------------- 高咪 252 

PU-110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李晓娇,张军,刘喆等 252 

PU-111 “六关键”管理在康复病房中的应用 ----------------------------------------------------------------------------- 牛丹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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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 不同气道湿化方式对脊髓损伤气管切开患者手术后康复的效果观察 -------------------------------------- 杨帆 253 

PU-114 超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的影响 ----------------------------------------------------------- 杜霞 254 

PU-115 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的护理 ---------------------------------------------------------------------------------- 童敏,牟翔 254 

PU-116 骨科康复护理技术在高龄老人股骨颈骨折关节置换术后的应用研究 ------------------------- 胡冰冰,刘承梅 254 

PU-117 脊髓损伤患者的心理特征与康复护理依从性的关系研究 ---------------------------------------- 张玉洁,刘承梅 255 

PU-118 当前医患关系背景下对高等院校康复治疗人文的教学与实践浅议 ------------------- 张姗姗,袁野,白定群等 255 

PU-119 早期康复护理对中风患者的运动功能影响 ------------------------------------------------------------- 陈茜,刘承梅 255 

PU-120 老年男性脑卒中患者尿失禁护理方法研究 -------------------------------------------------------------------- 张相东 256 

PU-121 中风急性期康复护理与治疗干预研究 ------------------------------------------------------------------- 王芳,刘承梅 256 

PU-122 住院康复患者亲属照顾者负担与主观幸福感水平研究 ---------------------------------------------- 李丽,冯梓芸 256 

PU-123 图片结合手机视频在脑性瘫痪患儿早期康复中的应用 -------------------------------------------------------- 阎琼 257 

PU-124 沟通本在儿童脑性瘫痪家庭康复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 高旭妹 257 

PU-125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及护理 -------------------------------------------------------------------------------------- 李娟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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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 外伤性截瘫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态与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 ---------------------------------------- 相洁,刘晓霞 258 

PU-128 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对肺癌术后患者膈肌运动和肺功能的影响 ---------------------------- 刘霜纯,张鸣生 259 

PU-129 Intervention time and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of isokinetic strength training  

 have a different impact on walking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 Duan Haoyang,Liu  Na ,Xu Guoxing etc. 259 

PU-130 Association between Oral Health Index and Incident of Hypertension: a 3-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older adults ---------------------------------------------------------------------------------- Jia,Liye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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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 Physical exercise suppresses amyloid-β generation to ameliorate cognitive impairment  

 by attenuating autophagy after ischemic stroke  

 in spontaneous hypertensive rats --------------------------------- Pan Xiaona,Hu Xiquan,Zhang Liying etc. 262 

PU-134 The effect of exercise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al recovery following cerebral  

 ischemia in rats: the best theraputic time ------------------ Yang Huaichun,Hu Xiquan,Zhang Liying etc. 263 

PU-135 The Effect of Preoperative Management Bundle for Heart Surgery  

 in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 Lin,Song 264 

PU-136 The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Capacity of Children with Acyanot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ompared to the Normal Children ----------------------------------------- liang juping,Du Qing,Sun Kun etc. 265 

PU-137 STAT3 mediated NLRP3 activation in the microglia and neuron of spinal dorsal horn  

 contributes to Bortezomib-induced neuropathic pain. ------------ Huang Zhuxi,Li Xiao,Zhang Subo etc. 266 

PU-138 The Efficacy of Contrast Water Therapy(CWT) on Delayed-onset Muscle Soreness  

 among Healthy Individuals --------------------------------------------------------------- Zhu,Xiaoxia|Wang,Yuling 267 

PU-139 医师指导的家庭康复训练对中风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 马钧阳,吴家兵,陈玉等 268 

PU-140 建立社区康复三级网络医联体的初探 ----------------------------------------------------------------------------- 沈毅 268 

PU-141 脑卒中后遗症的社区康复 ------------------------------------------------------------------------------- 何志广,何晓霞 269 

PU-142 大健康背景下的智能康复 ----------------------------------------------------------------------------------------- 张锦明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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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 PDMS-2 运动训练方案在 54 例高危儿家庭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 马艳丽,吴丽 270 

PU-145 麦肯基疗法对腰 3 横突综合征的影响及其机制 ---------------------------------------------- 焦睿,石娇,余淑芳等 270 

PU-146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结合 PNF 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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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 家庭髋关节姿势管理对痉挛型双瘫儿童髋关节发育的影响 ---------------------------------------- 黄晶晶,周云 271 

PU-148 创伤性膝关节挛缩应用 MOTOmed 功能训练的临床效果 --------------------------------- 周云,王锋,张全兵等 272 

PU-149 脉冲矫正技术治疗软组织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 朱美兰,杨勇明  ,张晨昱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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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 1 例重度脑外伤合并血气胸、肠梗阻的康复治疗 -------------------------------------------- 凌泽莎,李蓓,董超等 273 

PU-152 表面肌电监测下康复训练对下背痛患者疗效观察 ------------------------------------------------- 王泽熙,姜贵云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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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 虚拟情景结合常规康复疗法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 卢茜,周云,王锋等 275 

PU-156 电视荧光放射技术(VFSS)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气道管理中的精准应用 ------------------------------- 孙洁 276 

PU-157 头针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对中风偏瘫患者神经电生理指标的影响 ---------------------- 赵宁,李浩,杨万章等 276 

PU-158 Neurac 技术治疗肩关节功能障碍的疗效分析 ------------------------------------------------ 唐一鸣,陈斌,张宪等 277 

PU-159 虚拟现实技术对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的影响 -------------------------------------------------------------------- 任锟 277 

PU-160 水疗结合低频氙光治疗老年偏瘫患者腕关节疼痛的临床观察 ---------------------------------- 何星飞,董新春 278 

PU-161 悬吊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的影响 ------------------------------------------------- 金国圣,侯梅,丁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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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 海南省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及回归社会现状调查 ---------------------------------------------------- 陈颖,符彩萍 279 

PU-164 运动想象疗法结合瑞士球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 林丕鹏,武宝爱,许志强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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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 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临床研究及康复治疗 -------------------------------------------------------------------- 韩振萍 281 

PU-168 脑卒中早期站立姿势平衡训练对躯体控制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项文平,薛慧,王宝军等 281 

PU-169 冲击波联合微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观察 ---------------------------------------------------------- 赵伟,雷会杰,米慧 282 

PU-170 A 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联合康复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下肢运动功能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高永强,牛国辉 282 

PU-171 综合康复治疗乳腺癌术后慢性淋巴水肿的疗效观察 -------------------------------------------------------- 李文茂 283 

PU-172 体外冲击波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肩袖损伤的临床疗效 ---------------------------------------- 张维奇,张寅萌 283 

PU-173 体外冲击波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临床疗效观察 ------------------------------------------------------- 张维奇,张寅萌 283 

PU-174 循经辨证针刺联合常规康复对中风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随机对照研究 ------- 夏文广,郑婵娟,张璇等 284 

PU-175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后上肢及手功能恢复的随机、对照研究 ------------------- 郑婵娟,夏文广,张璇等 284 

PU-176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 王宝军,项文平,薛慧 285 

PU-177 康复训练与针灸结合治疗脑瘫患儿力弱肌群的临床观察 ---------------------------------------- 刘文娟,陈均洁 285 

PU-178 肌内效贴对脑卒中患者肩关节半脱位后肩痛的疗效观察 ------------------------------- 施伯瀚,朱燕,厉坤鹏等 286 

PU-179 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强化感觉训练前后步行能力的比较 -------------------------------- 贾东奇,金伟 ,李曦光等 286 

PU-180 康复训练结合针刺对卒中后抑郁患者疗效的观察 ----------------------------------------------------------- 樊振勇 287 

PU-181 神经肌腱滑行训练结合电针治疗轻中度腕管综合症的疗效观察 ---------------------- 寿依群,蒋红,陈文君等 287 

PU-182 丁苯酞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梗死患者神经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 成先柄 288 

PU-183 加压冷疗在创伤性膝关节功能障碍治疗中的临床观察 ------------------------------- 邹丽丽,钱宝延,曹留拴等 288 

PU-184 《1 例高龄老人粗隆间骨折术后的康复评估与实施》 --------------------------------------------------------- 李清 289 

PU-185 早期康复治疗联合肩外展支具的使用对运动性肩袖损伤微创术后 

 患者肩关节功能的影响 ------------------------------------------------------------------------- 贺前武,赵正恩,刘怡江 289 

PU-186 体重指数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骶管注射治疗的影响 ---------------------------- 任正意,李鸿亮,齐运卫等 290 

PU-187 振动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 闫平平,张晓,杨洪友 290 

PU-188 脑控康复训练系统在脑卒中康复中的应用 ---------------------------------------------------------- 王晓玉,郑遵成 291 

PU-189 高压氧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神经功能、心理问题的近、远期疗效观察 -------------------------- 冯娟娟 291 

PU-190 持续牵引治疗创伤性关节挛缩 ------------------------------------------------------------------------- 郑遵成,王晓玉 292 

PU-191 淋巴回流联合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脑卒中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 郑遵成,王晓玉 292 

PU-192 针刺治疗腓总神经损伤验案 1 则 ------------------------------------------------------------------------- 赵奉茹,范涛 293 

PU-193 重型颅脑损伤继发肺损伤病人综合康复治疗的临床疗效 ---------------------------- 魏彦龙,刘忠良,康治臣等 294 

PU-194 参芪强力胶囊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进行性腓肌萎缩症 60 例 -------------------------------------- 周顺林,李红霞 294 

PU-195 早期康复干预治疗对格林巴林综合征患者近期疗效评价 ------------------------------------------- 张沙,周顺林 295 

PU-196 化痰通遂汤联合康复训练治疗痰浊壅塞、瘀阻经络型 脑卒中偏瘫的临床研究 ---------------------- 刘春茹 295 

PU-197 TDP 治疗器治疗儿童腰椎穿刺后腰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 左月仙 296 

PU-198  小儿推拿疗法在新生儿疾病康复中的应用及其独特优势 --------------------------------------- 李春成,李贞兰 296 

PU-199 体外冲击波联合超短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观察 ----------------------------------------------------- 魏新春 297 

PU-200 早期体外膈肌起搏结合针刺对有机磷农药中毒呼吸功能的影响 ----------------------------------------- 邢孝民 297 

PU-201 小儿脑瘫流涎家庭康复指导对脑瘫流涎患儿康复疗效观察 ----------------------------------------------- 何晓霞 298 

PU-202 肌内效贴技术联合康复训练对治疗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 薛白洁 298 

PU-203 rTMS 治疗脑卒中患者重度失眠 ------------------------------------------------------------------------------------ 宋清 298 

PU-204 rTMS 治疗脑卒中患者重度失眠 ------------------------------------------------------------------------------------ 宋清 299 

PU-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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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姚芬芬,罗军 299 

PU-206  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足部生物力学异常及其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关系 --------- 苑爱云,侯梅,刘秋燕等 300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7] 

 

PU-207 AIMS 量表评价丰富环境干预对轻中度发育障碍婴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 苑爱云,侯梅,刘秋燕等 300 

PU-208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致脑性瘫痪的临床分析 ---------------------------------------------------- 孙殿荣,候梅,于荣 301 

PU-209 红外线治疗在跟骨骨折患者围手术期应用的疗效观察 ------------------------------------------------- 熊斌,周云 301 

PU-210 冲击波联合手法治疗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的疗效观察 ---------------------------------------------- 李凯,周云 302 

PU-211 肌肉起止点推拿配合悬吊运动训练治疗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 聂怀利,袁淑华,郑遵成 302 

PU-212 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偏瘫上肢康复治疗后 肌电 F 波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 吴建贤,张松东 303 

PU-213 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实践与探索 ------------------------------------------------------- 聂怀利,袁淑华 303 

PU-214 睡眠质量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康复的影响 ------------------------------------------------------- 李蕊,田晓滨 304 

PU-215 创伤暴露者早期叙事治疗干预的相关研究 ------------------------------------------------- 庞雨婷,隋莲和,张桂青 304 

PU-216 一般交通事故经历者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隋莲和,庞雨婷,张桂青 304 

PU-217 口部肌肉定位训练结合面神经功能训练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瘫的疗效观察 ------- 姜韫赟,王晓晴,宁文文等 305 

PU-218 超短波联合牵引治疗对小儿寰枢椎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 阚秀丽 305 

PU-219 针康优化技术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及提高日常生活能力的临床研究 ---------- 姜慧强,范振林,李冰 306 

PU-220 针刺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不同时效的临床观察 ------------------------------------------- 任彦景,魏文志,李香社等 306 

PU-221 体外放射冲击波联合直流电四槽浴治疗顽固性足底筋膜炎疗效的观察 -------- 刘晓广,杨学民, 宋作新等 307 

PU-222 站桩配合综合治疗在老年性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 高竹林, 阳绪华 307 

PU-223 等速训练对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上肢功能影响的研究 ------------------------------- 王陶黎,解骏,赵奕超等 308 

PU-224 垂直律动治疗脑卒中患者偏瘫下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 刘晓梅 308 

PU-225 超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技术在 TKA 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 崔俊才,吴鸣,倪朝民等 309 

PU-226 推拿配合平衡针法结合推拿治疗周围性面瘫 ------------------------------------------------------- 张学儒,任彦景 309 

PU-227 穴位注射 GM1 联合康复疗法改善脑瘫患儿智力障碍的研究 --------------------------------------------- 李恩耀 310 

PU-228 水针对脑瘫患儿智力影响临床分析 ----------------------------------------------------------------------------- 李恩耀 310 

PU-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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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PU-230 定期电话随访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康复远期疗效的影响 ---------------------------- 张阳,吴鸣,崔俊才等 311 

PU-231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平衡功能障碍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 袁海 312 

PU-232 高压氧联合中西医药物治疗脑梗死的临床观察 ---------------------------------------------------- 颜如冰,武继祥 312 

PU-233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联合康复训练对不完全性 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及 ADL 的影响 -------------- 胡可慧 313 

PU-234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e mutation types, myo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linical phenotypes of dystrophinopathy ------------------------- Li Wenzhu,Zhang Wei,Yuan Yun etc. 313 

PU-235 缪刺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 ---------------------------- 李怡,张剑,王雪梅等 314 

PU-236 墙壁拉力器训练对老年下腰背痛的疗效研究 -------------------------------------------------------------------- 张静 314 

PU-237 鼠神经生长因子与甲钴胺穴位注射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对比研究 ---------------- 李江,张永祥,柏广涛等 315 

PU-238 针刺百会、四神聪为主穴治疗中风后抑郁的临床疗效 ----------------------------------------------------- 董连喜 316 

PU-239 偏侧忽略的相关研究 -------------------------------------------------------------------------------------------------- 张润 316 

PU-240 应用关节松动术对 1 例颈源性眩晕患者的即时疗效 ---------------------------------------- 王永福,郑栋华,仇辉 317 

PU-241 筛网状紫外线照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张海娜,刘忠良,张军等 317 

PU-242 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对胸段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 陈吉保,姚加佳 318 

PU-243 腹背肌肌力训练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 张海娜,徐广甍,刘忠良等 318 

PU-244 舌压抗阻反馈训练联合常规吞咽训练治疗复杂性吞咽障碍一例 ---------------------- 李娜,王玉珏,谢纯青等 319 

PU-245 唑来膦酸联合经皮骨成形术治疗多发溶骨性转移瘤一例 ------------------------------- 范真真,刘训伟,邵迴龙 319 

PU-246 不同时期针刺结合康复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肢体运动障碍的临床研究 ---------- 任彦景,魏文志,李香社等 320 

PU-247 金刚烷胺对植物状态促醒作用的 fMRI 研究 -------------------------------------------------------- 陈晓伟,李贞兰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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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8 冲击波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肌张力过高的疗效观察 ----------------------------------------------------- 郝又国 321 

PU-249 超短波、超声药物透入疗法联合康复训练治疗慢性踝关节损伤的疗效观察 -------------------------- 许招娣 321 

PU-250 脑机接口结合外骨骼闭环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康复作用初探 ------------------------- 吴琼,王晶,徐泉等 322 

PU-251 间歇运动在慢性心衰中的应用初探 -------------------------------------------------------------------------------- 靳阳 322 

PU-252 小腿三头肌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 冀磊磊 323 

PU-253 吞咽言语治疗仪在脑瘫伴有吞咽障碍患儿中的应用 ------------------------------------------------- 高婧慧,黄艳 323 

PU-254 多学科协作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延续康复中的效果分析 ------------------------------- 肖玉华,卢红建,沈晓明等 324 

PU-255 家属指导的髋外展训练对偏瘫步态的影响 ------------------------------------------------------- 毛利,牟翔,袁华等 324 

PU-256 适宜游泳锻炼对大鼠脑出血后神经功能的影响 ---------------------------------------- 卢红建,沈加兵,宋新建等 325 

PU-257 脑出血患者吞咽障碍的早期康复护理 -------------------------------------------------------------------------- 王田田 325 

PU-258 呼吸训练联合运动疗法在早期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的肺功能治疗效果观察 ----------------------------- 何霞 325 

PU-259 安德森电流治疗膝疼痛、肿胀的临床观察 ---------------------------------------------------- 易蓉,陈海萍,杨明瑞 326 

PU-260 两步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220 例疗效分析 ----------------------------------------------------------------- 杨庆宇 326 

PU-261 超声介入与冲击波治疗肱二头肌长头腱鞘炎的临床研究 ------------------------------------------- 刘晓娜,梁英 327 

PU-262 重症康复治疗进展 -------------------------------------------------------------------------------------------------- 潘化平 327 

PU-263 脑卒中后运动性疲劳康复进展 ---------------------------------------------------------------------------- 冯慧,潘化平 327 

PU-264 床边深度呼吸训练改善晚期帕金森病患者吸气肌功能的临床研究 ---------------------- 冯慧,朱丽,开绍江等 328 

PU-265 膝关节功能障碍的无痛治疗 -------------------------------------------------------------------------------------- 倪秀斌 328 

PU-266 通腑净化汤联合西医常规方法治疗严重骨创伤后肠功能障碍 ----------------------------------------------- 李瑶 329 

PU-267 电针联合四物汤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疗效观察 -------------------------------------------------------- 赵若谷 329 

PU-268 脊柱脉冲枪（SIT）联合电动牵引装置对颈椎病曲度变直反弓的治疗疗效分析 -------- 袁鸿儒,牟翔,袁华 329 

PU-269 镜像疗法改善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障碍的 Meta 分析 ----------------------------------------- 彭娟,胥方元 330 

PU-270 小儿脑损伤综合症的康复治疗与临床疗效评价 ---------------------------------------------- 武志华,黄艳,巩克波 330 

PU-271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全面性发育迟缓的前瞻性研究 ------------------------------------------- 朱登纳,李平,王军等 331 

PU-272 冲击波联合离心肌力训练治疗慢性跟腱炎的效果研究 ---------------------------------- 张思卓,王广兰,李现强 331 

PU-273 功能性运动疗法在重症肺炎患者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 王薇 332 

PU-274 卒中后抑郁发病机理探讨—基于病人的临床研究 ---------------------------------------------------- 郑琼飞,尹勇 332 

PU-275 A 型肉毒毒素联合冲击波疗法对脑损伤后下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 ----------------------------------------- 王虹 333 

PU-276 SET 悬吊训练结合关节松动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裴强 333 

PU-277 脑卒中后抑郁发病的相关因素分析及其发病机制探讨 -------------------------------------------------------- 张婷 334 

PU-278 患侧单腿支撑健侧上下楼梯对脑卒中的异常步态疗效观察 ------------------------------------- 刘万林,刘万林 334 

PU-279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联合反应的影响 ---------------------------------------- 张微峰,马跃文 335 

PU-280 浙江省桐乡市卒中住院患者调查分析 ---------------------------------------------------------- 李强,韩静,陈剑飞等 335 

PU-281 SET 结合运动疗法对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躯干控制功能的影响 --------------------- 张韬,白定群 336 

PU-282 SET 结合运动训练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 张韬,白定群 336 

PU-283 "一例格林-巴利综合征综合症患者的康复治疗 ----------------------------------------------------------------------- " 何飞 337 

PU-284 功能性电刺激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疗效观察 ---------------------------------- 鲍金磊,庞虹 337 

PU-285 早期核心肌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躯干控制能力的影响 ----------------------------------------------------------- 张喆 337 

PU-286 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能力的影响 -------------------------------------------------------- 于灏 338 

PU-287 失语患者的认知训练疗效观察 -------------------------------------------------------------------------------------- 宋爽 338 

PU-288 认知康复训练对颅脑损伤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许新天保 338 

PU-289 发育迟缓儿童运动康复个案分析-以 Halliwick 技术为例 ------------------------------------------------------ 罗玲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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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 腰痛对生活的影响 -------------------------------------------------------------------------------------------------- 刘德阳 339 

PU-291 调查分析现代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 李丽萍 340 

PU-292 关于脑卒中后心理治疗对康复的影响 ----------------------------------------------------------------------------- 黄柯 340 

PU-293 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整日流程康复管理效果分析 ------------------------------------------------- 白国芳,安媛 341 

PU-294 脑卒中偏瘫临床疗效观察 -------------------------------------------------------------------------------------------- 刘贝 341 

PU-295 成人臀肌挛缩症并发症及临床康复 ------------------------------------------------------------- 叶斌,陈友燕,叶斌等 342 

PU-296 呼吸神经生理促进疗法结合体外膈肌起搏器对卒中后呼吸功能的效应研究 ---------- 刘超,黄臻,段榴斯等 342 

PU-297 473 名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 BMI 与侧凸程度相关性研究 --------------------------------------------- 杜青,周璇 343 

PU-298 应用红外线眼动仪观察针刺治疗眼肌麻痹急性效应的研究 -------------------------------------------------- 袁媛 343 

PU-299 手部 CPM 训练对偏瘫患者手部痉挛及手功能疗效的对照观察 -------------------- 孙远标,荆丽艳,程子翠等 344 

PU-300 冰刺激对偏瘫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观察 ----------------------------------------------------------------------- 刘莎莎 344 

PU-301 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对慢性盆腔炎大鼠细胞因子的影响   ------------------------------- 杨阳,常征辉,胡利杰 345 

PU-302 牵引对颈椎病康复的影响 ----------------------------------------------------------------------------------------- 王晓明 345 

PU-303 脑卒中后踝关节的保护 -------------------------------------------------------------------------------------------- 江子华 345 

PU-304 电针对 SD 大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的影响 -------------------------------------------------------------------- 廖源 346 

PU-305 电针对 SD 大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的影响 ---------------------------------------------------- 廖源,周君,李能等 346 

PU-306 脉冲磁疗联合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 苏琦 347 

PU-307 96 例脑卒中患者吞咽困难康复训练疗效观察 --------------------------------------------------------- 兰晓燕,张铭 347 

PU-308 超声导航下注射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临床疗效研究 ----------------------------------------------------- 李爽 348 

PU-309 医用臭氧水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研究 ------------------------------------------------- 辛瑶瑶,周友龙,夏令杰 348 

PU-310 重症监护病房神经重症患者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的康复防治策略 ------------------------- 王春燕,万春晓 349 

PU-311 脑机接口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 赵晨光,牟翔,袁华 349 

PU-312 传统康复疗法结合现代康复对地震伤后高位截瘫患者疗效 

 和并发症预防的观察-1 例报道 ------------------------------------------------------------------- 陈晓琴,王璐,彭小莉 350 

PU-313 冠心病的家庭健康教育 ----------------------------------------------------------------------------------------------- 孙瑜 350 

PU-314 肌内效贴结合功能锻炼对脑瘫患儿头控不稳的影响 -------------------------------------------------------- 王晓锋 351 

PU-315 高压氧对载脂蛋白Ｅ基因敲除小鼠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 邵迴龙,范真真,钟萍 351 

PU-316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疗效的观察 ----------------------------------------------- 上官王钱 352 

PU-317 探讨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的影响 ---------------------------------------------------- 陈琛,谢鸿翔,陈方川 352 

PU-318 肌内效贴布治疗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疼痛肿胀疗效观察 ----------------------------------------------- 田贵华 353 

PU-319 词联导航训练法联合 tDCS 改善慢性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的言语功能 ------------------------- 张芹,江钟立 353 

PU-320 遗传病误诊为脑瘫病例分析 ----------------------------------------------------------------------------------------- 刘楠 354 

PU-321 机械通气患者的床边康复疗效观察 ------------------------------------------------------------------------- 叶林,陶亮 354 

PU-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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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PU-323 肩托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训练治疗后肩痛的影响 ----------------------------------------------------------- 周莹 355 

PU-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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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平,穆燕芳 356 

PU-325 一例 MYH2 基因突变患儿康复治疗策略的个案报导 --------------------------------------- 陈楠,杜青,余永国等 356 

PU-326 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结合弹力带抗阻对冠心病患者血脂、心功能治疗效果的观察 ---------- 李海霞,陈江明 356 

PU-327 针刺与安慰针刺改善失眠伴抑郁情绪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 惠茹婷 357 

PU-328 关键点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 靳翔愚,金兵站 357 

PU-329 隔日限食疗法对中重度急性脊髓损伤后 IKK/NF-kB 炎症通路的影响 ------------ 熊兴娟,孙年怡,王文春等 358 

PU-330 脑性瘫痪儿童健康状况研究 ------------------------------------------------------------------- 林波,谢鸿翔,陈方川等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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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1 沙袋衣负重训练对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 ----------------------------------------------- 陈方川, 谢鸿翔,陈琛 359 

PU-332 云南省 0～3 岁婴幼儿发育迟缓的早期干预研究 ----------------------------------------------------- 黄高贵,刘芸 359 

PU-333 云南省 0～3 岁儿童发育迟缓的调查研究 -------------------------------------------------------------- 刘芸,黄高贵 359 

PU-334 不同兵种军事训练伤流行病学调查 ----------------------------------------------------- 李鸥,李爱萍 , 吴立红 等 360 

PU-335 综合康复训练对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 黄丽虹 360 

PU-336 伸膝装置深层手法松解治疗累及三柱胫骨平台骨折术后关节后期僵硬 ---------- 仲荣洲,褚立希,许嘉宁等 360 

PU-337 经颅超声波辅助治疗脑梗塞及脑出血术后的疗效观察 ------------------------------------------- 何珊珊,刘朝晖 361 

PU-338 核心训练对踝关节扭伤后慢性踝关节不稳的影响 ---------------------------------------- 李奇,胡康杰,李亚男等 361 

PU-339 镜像疗法对脑卒中上肢功能的影响  --------------------------------------------------------- 张军,王宝军,满乾坤等 362 

PU-340 电动肌肉振动治疗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肩袖损伤的康复疗效观察 ----------------------------------------- 陈彦 362 

PU-341 脑卒中偏瘫 30 例早期康复训练与恢复期心理康复 --------------------------------------------------------- 田跃龙 363 

PU-342 等速技术在康复医学领域中的研究进展 ------------------------------------------------------- 吴建贤,宣磊,魏良忠 363 

PU-343 有氧运动对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心功能及运动耐力的影响. ----------------------------------------------- 唐大智 363 

PU-344 系统髋膝关节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后肢体偏瘫康复疗效的影响 ---------------------------------------- 廖华,崔芳 364 

PU-345 急性脑梗死患者溶栓联合康复治疗对患者早期运动功能的影响 ---------------------------- 崔莉,崔芳,常青等 364 

PU-346 早期积极康复介入对高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 ------------------------- 余研,崔芳,颜沛沛等 365 

PU-347 指屈肌腱狭窄性腱鞘炎的超声诊断及引导下治疗 ---------------------------------------------------- 尹莉,郭瑞君 365 

PU-348 高强度感应电治疗配合大负荷牵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个案报道 -------------------------------------- 易江 365 

PU-349 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对 copd 患者膈肌活动度的影响 ----------------------------------------- 刘亚康,张鸣生 366 

PU-350 吞咽训练联合针刺和感觉统合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 宋建霞 366 

PU-351 针灸与 A 型肉毒素治疗卒中后上肢肌肉痉挛疗效的对比 Meta 分析 ----------------------------------- 苑杰华 367 

PU-352 利用脑电非线性分析预测脑损伤后 UWS 和 PVS 患者的预后 ------------------------------------------- 吴东宇 367 

PU-353 IBA57 突变致多发性线粒体功能障碍综合症 1 例并文献分析 ------------------------------- 李红,童光磊,张敏 368 

PU-354 机械辅助康复训练在偏瘫康复训练作用的临床研究 ------------------------------------- 雄鹰,倪彦军,朱林剑等 368 

PU-355 探讨小儿脑瘫的康复护理 ----------------------------------------------------------------------------------------- 刘广豪 369 

PU-356 运动想象疗法配合常规康复治疗偏瘫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 熊德启,刘浩,李敏等 369 

PU-357 毫针焠刺对老年性膝骨关节炎患者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 胡秋生 370 

PU-358 非负重功能锻炼配合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 韩磊 370 

PU-359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 原永康 371 

PU-360 有氧运动对轻度高血压患者血压、炎症反应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 孙秀珍,潘燕霞 371 

PU-361 生物反馈放松疗法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临床疗效及肌电值的分析 ------------- 肖文武,黄肖群,韦春霞等 372 

PU-362 记忆广度训练对脑梗后感觉性失语症患者语句听理解能力的疗效观察 ------------------- 阚弢,戴立磊,成逸 372 

PU-363 骨科康复----一位治疗师的心声！ --骨科康复的一些体会 ------------------------------------------------- 王凯斌 373 

PU-364 早期康复训练介入对肩袖损伤微创术后患者关节功能的影响 -------------------------------------------- 刘晓霞 373 

PU-365 早期系统的康复介入对脊髓损伤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 刘晓霞 373 

PU-366 分层次执行功能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影响的初步研究 ---------------------- 邹淑怡,温红梅,窦祖林等 374 

PU-367 言语训练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外侧裂周失语的疗效及 BOLD-fMRI 表现 --------------------------------- 付婧 375 

PU-368 强化肩胸关节训练对卒中致偏瘫后肩痛及 肩关节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 陈伟,周敬杰,翟宏伟等 375 

PU-369 运用核心疗法训练提高脑瘫异常运动模式的控制研究 ------------------------------------------- 卢伟娜,周大勇 376 

PU-370 体外膈肌起搏对脑卒中相关性肺炎疗效观察 ---------------------------------------------- 刘文静,郑遵成,杨洪友 376 

PU-371 Effect of aerobic exercise on the atherogenic index of plasma in middle-aged  

 Chinese men with various body weights ------------------------- Shen Shiwei,Lu Yun ,Dang Yingjie  etc.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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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2 Swimming exercise increases serum irisin level and reduces body fat mass  

 in highfat- diet fed Wistar rats ---------------------------------------- Lu Yun,Li Hongwei,Shen Shi-Wei  etc. 378 

PU-373 康复辅助器具在髋关节置换术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的应用观察 -------------------------------------- 张洁 379 

PU-374 康复治疗对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分析 ----------------------------------------------------- 彭立伟 379 

PU-375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对急性心肌梗死支架术后 2 周患者 心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 范雪梅,吕云 380 

PU-376 老年尿失禁尿潴留及尿频证的非药物疗法 ----------------------------------------------------------------------- 孙霞 381 

PU-377 认知任务条件下的平衡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站位平衡的影响 ----------------------------------- 曹晓光 381 

PU-378 璟云精准康复综合服务平台 ---------------------------------------------------------------------------- 陈楚乔,陈卓铭 382 

PU-379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结合弥散张量成像研究失语症恢复机制 1 例报告 ------------- 李淑青,王红  ,戴燕红等 382 

PU-380 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痉挛型膀胱的尿动力学研究 ---------------------------------------- 朱得婷,周云 383 

PU-381 体外冲击波对脑卒中患者下肢痉挛及电生理的影响 ---------------------------------------- 李亚梅,张晶,黄林等 383 

PU-382 局部脉冲振动联合气压弹道放散式冲击波 治疗颈肩腰腿疼痛临床疗效观察 ------------------ 曹书源,肖登 384 

PU-383 膀胱冲洗后发生神经源性休克个案报道 ------------------------------------------------------------- 陈海萍,康治臣 384 

PU-384 膀胱治疗仪在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应用观察 ---------------------------------------------- 陈建军,穆燕芳 384 

PU-385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假性球麻痹的疗效观察 ----------------------------------------------------------------- 郭现军 385 

PU-386 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的个体化护理 ------------------------------------------------------------------- 郑瑞,沈海明 385 

PU-387 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兴奋性疾病领域 

 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价 ---------------------------------------------------------------------- 李亚斌,罗相桂,万苗等 386 

PU-388 肌内效贴结合手指向心性加压缠绕对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 

 手部功能疗效观察 ------------------------------------------------------------------------------------- 解希曦,王雪,辛浩 386 

PU-389 超声引导联合电刺激定位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上肢痉挛 5 例 ------------------------------ 陈法言,王蓓蓓 387 

PU-390 移动法则对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昏迷患者促醒的临床研究 ------------- 孙翠云,吴含,金伟等 387 

PU-391 Local Injection of Methylcobalamin Combined with Lidocaine  

 for Acute Herpetic neuralgia --------------------------------------------------------------------------------- 许纲,程超 388 

PU-392 电针结合间歇导尿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 的临床疗效 ---------------------------------------------- 韩婷 388 

PU-393 1 例家族性高脂血症合并双侧非止点跟腱腱病临床诊治及观察 ----------------------- 李放,李学敏,陈卫民等 389 

PU-394 膀胱治疗仪联合托特罗定治疗痉挛型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观察 ---------------------- 陈义乾,朱春燕,郑遵成 389 

PU-395 急性期脑梗死偏瘫患者减重步行训练对平衡功能的影响 ---------------------------------- 李军涛,霍会永,赵现 390 

PU-396 成年型进行性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分析及康复干预影响 ---------------------------- 周顺林,李新 390 

PU-397 往复运动式踝足治疗仪缓解卒中患者小腿三头肌肌张力的研究 -------------------------------------------- 唐迪 391 

PU-398 头项八穴刺井法治疗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 秦合伟,李彦杰,李鸿章等 391 

PU-399 FMS 结合点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 陈春燕 392 

PU-400 穴位注射对减轻中风患者偏瘫肢体痉挛的研究 ----------------------------------------------------------------- 王哲 392 

PU-401 中药熏蒸改善卒中后下肢痉挛的疗效观察 ------------------------------------------------- 司马振奋,龚剑秋,冯玲 393 

PU-402 Wallenberg 综合征患者相关吞咽障碍的康复 --------------------------------------------- 孟菲,王道清,崔宝娟等 393 

PU-403 导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神经性环咽肌失迟缓症的临床观察 ---------------------------- 彭彦孟,熊明峰,余洪俊等 394 

PU-404 慢速 MOTOmed 训练治疗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肱二头肌痉挛的研究 --------------------------- 贾钟淇,段好阳 394 

PU-405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效果观察 ------------------------------- 刘青竹,金道红 395 

PU-406 调神利咽针刺法联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 ----------------------------------------- 赵帅 395 

PU-407 低强度激光联合肩部控制训练对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肩痛的影响 ---------------- 胡永林,肖玉华,陆安民等 395 

PU-408 埋针结合吞咽训练在早期卒中吞咽患者中疗效观察 ------------------------------------------------- 杨映月,吴静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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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9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配合动态牵伸训练对脑卒中 

 后小腿三头肌痉挛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 刘训灿,段好阳 396 

PU-410 针刺配合走罐治疗脑血管病后便秘的疗效观察 ---------------------------------------- 王红格,魏文志,李香社等 397 

PU-411 湿性愈合理论在治疗脊髓损伤患者压疮中的应用 -------------------------------------------------------------- 李娟 397 

PU-412  体外冲击波联合耳穴压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疼痛临床研究 ------------------------------------------- 高燕 397 

PU-413 简易膀胱容量和压力测定在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中的应用 ---------------------------- 刘红英,刘宏晶,王颖等 398 

PU-414 体外冲击波联合激光治疗足跟痛的疗效分析 ----------------------------------------------------------------- 王永召 398 

PU-415 8 周康复训练联合贴扎术治疗足底筋膜炎疗效观察 --------------------------------------------------------- 芦劼明 399 

PU-416 康复协同护理在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自助间歇导尿中的应用观察 ------------------------- 肖群,刘睿,刘朝晖等 399 

PU-417 假性延髓麻痹所致吞咽障碍患者的康复护理干预 ----------------------------------------------------------- 刘芳芳 400 

PU-418 泥蜡联合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肱二头肌痉挛的疗效观察 ----------------------------------------------------- 马双 400 

PU-419 Vocastim-Master 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康复疗效的观察 ------------------------------------------------ 王丽 400 

PU-420 Effectiveness of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nd Transcutaneous Nerve Stimulation on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 zhou,meimei|Li,Fang 401 

PU-421 针刺治疗颈髓室管膜瘤术后尿失禁一例 ------------------------------------------------------------- 朱明跃,刘元标 402 

PU-422 丹红注射液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老年抑郁症的疗效及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 冯枫,牟翔 402 

PU-423 电针治疗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观察 ------------------------------------------------------- 钱宝延,曹留拴,李言杰等 403 

PU-424 介入性超声治疗对肩袖损伤的疗效研究  ------------------------------------------------------------------ 梁英,曾波 403 

PU-425 吞咽障碍患者的康复训练与饮食管理 ----------------------------------------------------------------------------- 杨辉 404 

PU-426 女性尿潴留并发症的康复治疗方案设计及效果分析 ---------------------------------- 曲福玲,刘忠良,张江春等 404 

PU-427 中医疗法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的系统评价 ---------------------- 文奕舒,张安仁,王文春等 405 

PU-428 穴位埋线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的临床观察 ------------------------------------------- 郭琦,陈静 405 

PU-429 肉毒毒素局部肌肉注射治疗脑损伤患者足趾屈曲痉挛的疗效观察 ----------------------------------------- 程立 406 

PU-430 超声引导下自血疗法在肌腱性损伤修复治疗疼痛康复中的应用 ----------------------------------------- 王海涛 407 

PU-431 饮食指导中食团质构调整对吞咽障碍的影响 ----------------------------------------------------------------- 姜禄婷 407 

PU-432 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神经源性环咽肌失弛缓症的疗效观察 ---------------------------------- 兰晓燕,白艳杰 407 

PU-433 卒中后误吸的时空分析及行为学治疗策略 ---------------------------------------------------- 何怀,招少枫,倪波业 408 

PU-434 动力灸在颈椎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陈莉秋,张娜,马庭秀等 408 

PU-435 Efficacy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frontal lobe dysfun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Zhang Hong,Li Wenmao ,Li He etc. 409 

PU-436 基于 130 例患者的盆底肌训练策略 -------------------------------------------------------------------------------- 刘鸿 409 

PU-437 ICU 脑出血非手术患者早期吞咽训练的安全性及疗效观察 ----------------------------------------------- 黄丽虹 411 

PU-438 肌内效贴联合物理治疗对老年人退行性脊柱侧弯慢性腰背痛疗效观察 ---------------- 庄鑫,陈运,丁雨晴等 411 

PU-439 针刺和电针治疗神经源性膀胱 ----------------------------------------------------------------------------------- 任倍倍 411 

PU-440 立体动态干扰电对枕大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 杨庆宝,邵迴龙,钟萍 412 

PU-441 脑卒中不同病灶部位吞咽障碍的特点分析 ------------------------------------------------------- 李超,曾妍,戴萌等 412 

PU-442 电脑记忆游戏训练对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改善的疗效观察 ---------------------------- 赵琳,李凯霞,郭明月 413 

PU-443 提垂汤在神经源性膀胱、肠道治疗中的应用及机制探讨 ---------------------------------- 罗强,田春艳,保华等 414 

PU-444 颌下肌群重复周围磁刺激对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 ------------------------------- 朱其秀,王杰 414 

PU-445 深层肌肉刺激仪（DMS)治疗腰肌劳损的疗效观察 --------------------------------------------------------- 吕云昉 414 

PU-446 镜像疗法在复杂区域性疼痛综合征治疗中的应用 ---------------------------------------------------- 白玉龙,华艳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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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7 手法松解并头颈部磁疗治疗颈源性头痛临床研究 ----------------------------------------------------------- 田有粮 415 

PU-448 脑仿生电刺激加中频联合电针治疗 CSA ------------------------------------------------------------------------- 王琪 415 

PU-449 物理因子联合运动疗法对周围性面神经炎恢复期的疗效观察 ------------------------------------- 韦宝珠,牟翔 416 

PU-450 推拿手法对中风偏瘫肢体表面肌电信号影响的研究 -------------------------------------------------------- 蔡华安 416 

PU-451 神阙灸联合针刺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 范真真,王莹莹,邵迴龙 417 

PU-452 探讨有氧运动对骨质疏松功能状态改善情况 ---------------------------------------------- 凌泽莎,阙方旭,董超等 417 

PU-453 肌筋膜松解联合悬吊系统训练治疗颈型颈椎病的疗效 ----------------------------------------------------- 董庆君 418 

PU-454 PNF 联合悬吊技术对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肌力训练的疗效观察 --------------------------------- 陆萍,段好阳 418 

PU-455 心理康复对老年性下背痛伴情绪障碍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 ---------------------------------------- 范飞,姜贵云 419 

PU-456 功能性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偏瘫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陈佩顺,闵瑜,谭碧东等 419 

PU-457 虚拟现实技术对中风患者上肢运动功能、上肢活动能力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以及参与的 Meta 分析 -------------------------------------------------------------------------- 白钟飞,舒甜,张子未等 420 

PU-458 子午流注针刺治疗脑卒中后麻木的临床疗效研究 ---------------------------------------------------- 原筝,李彦杰 420 

PU-459 作业疗法联合固定型腕手矫形器对偏瘫手功能影响的研究 -------------------------------------------------- 刘微 421 

PU-460 有效沟通在工伤患者康复训练中的应用 ---------------------------------------------------------------- 王娟,刘燕飞 421 

PU-461 传统康复针刺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耳鸣 41 例临床对比观察 ------------------------------------------------ 祁凤梅 421 

PU-462 经筋推拿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120 例临床观察 ---------------------------------------------- 阮祯,王超,李帆等 422 

PU-463 中西医结合治疗软组织损伤临床疗效观察 ---------------------------------------------------- 王小月,陈琴,刘丽等 422 

PU-464 针灸康复疗法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的临床效果观察 -------------------------------------------------------- 程密密 423 

PU-465 钩针刀和小针刀刺激多裂肌治疗包容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 王恺,罗军 423 

PU-466 骨内温针术结合手法药熨治疗膝骨关节炎临床研究 ------------------------------------------------- 张金学,许艳 423 

PU-467 老年人不同的肥胖指标与抑郁症状的临床相关性研究 ---------------------------------------------- 陈小雨,郭琪 424 

PU-468 针刺结合理疗套餐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 胡珊,戴家超,娄梅 424 

PU-469 于氏头穴丛刺联合八段锦锻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 

 下肢运动能力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 叶涛,朱路文,唐强等 425 

PU-470 徒手呼吸训练联合构音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言语康复疗效研究 ---------------------------------- 葛宣宣,贾慧敏 425 

PU-471 重建生活在脑卒中的应用研究 ----------------------------------------------------------------------------------- 赵庆贺 426 

PU-472 针刺联合药物竹罐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 侯立波,李光,孙以琳 等 426 

PU-473 工娱康复训练对工伤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与分析 ---------------------------------- 周顺林,李凯霞 426 

PU-474 观察为外伤性截瘫患者应用针灸联合物理疗法的康复价值 ------------------------------------------- 李群,王宁 427 

PU-475 冷疗配合运动疗法对周围性面瘫的恢复 ------------------------------------------------------- 林小东,胡旭,毛利等 427 

PU-476 经颅直流电结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 后抑郁患者的疗效 ------------------------ 李姣,冯海霞 428 

PU-477   电针联合直接灸治疗马尾神经损伤后尿潴留  ------------------------------------------------------ 孙昊,陆景华 428 

PU-478 重建生活生活为本访谈联合综合康复对截瘫患者生活质量的疗效观察 -------------------------------- 李庆军 429 

PU-479 关节松动术配合针灸、玻璃酸钠注射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 申园 429 

PU-480 体外冲击波治疗偏瘫患者肩痛的疗效 ----------------------------------------------------------------------------- 陈浩 430 

PU-481  从人体气机升降谈小儿推拿调理脾胃在小儿内科病康复中的重要性  -------------------------------- 李春成 430 

PU-482 观察小针刀配合手法复位及外敷中药治疗陈旧性踝关节扭伤的疗效 -------------------------------------- 鲁鹏 430 

PU-483 镜像疗法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手的 

 运动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侯奕慧 431 

PU-484 拔罐结合头面部按摩对特发性面神经炎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 ---------------------------- 高萌,李品梅,米法朋 431 

PU-485 有氧康复训练对煤尘肺（CWP）患者呼吸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周顺林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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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6 上肢机器人训练对卒中后偏侧忽略的影响研究 -------------------------------------------------------------- 孟桂宇 432 

PU-487 关节松动术结合软组织松动技术应用于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的疗效 ----------------------------------- 胡旭 433 

PU-488 镜像治疗结合足底压力分布测量技术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 詹菁,白定群 433 

PU-489 上海地区工伤患者复工特点及其预测因素 ---------------------------------------------------- 白钟飞,舒甜,余丹等 434 

PU-490 简易牵引配合龙氏整脊疗法 治疗寰枢关节失稳 79 例临床观察 ------------------------------- 李德成,王芳芳 434 

PU-491 探究等速运动训练在膝关节骨折术后早期的作用 ---------------------------------------------- 张潇,丁萍,戴朝秦 435 

PU-492 VR 技术对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 吴丹丹 435 

PU-493 引导式教育应用于运动型构音障碍的研究 ---------------------------------------------------------------- 饶茜,周云 435 

PU-494 调序治疗仪对脑瘫儿智力低下语言障碍的临床观察 ------------------------------------- 曲凤媛,兰颖,商淑云等 436 

PU-495 下肢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行走步态的临床研究 ------------------------------------- 李艳芹,于东 ,徐文 等 437 

PU-496 医学训练式治疗对平衡功能的影响 ---------------------------------------------------------- 徐珊珊,王雪娇,王广兰 437 

PU-497 佩戴式下肢助行仪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 张运锋 438 

PU-498 呼吸训练缓解慢性腰背疼痛的效果分析 ---------------------------------------------------------------- 杨红,周贤丽 438 

PU-499 电针疗法联合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下肢运动功能康复的临床研究 ---------------------------------------------------------------- 赵晶,李彦杰,秦合伟等 439 

PU-500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失眠症治疗效果的临床观察 -------------------------------------------------------------- 任晓青 439 

PU-501 针刺肌筋膜疼痛触发点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临床疗效 ---------------------------------- 李丽辉,黄强民,马彦韬 440 

PU-502  不同粘度液体进行直接吞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疗效的影响 ---------------------------------------- 陈晶 440 

PU-503 联合气压治疗对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疗效 ----------------------------------------------------------------------- 崔静静 441 

PU-504 贴扎技术在小儿脑瘫患者手功能训练的应用 ----------------------------------------------------------------- 梁树影 441 

PU-505 早期床旁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 张利芬 442 

PU-506 早期作业治疗对 脑卒中患者床-椅转移功能重建的影响 -------------------------------- 李登耀,罗伦,周蕴启等 442 

PU-507 肌肉能量技术结合关节松动术对青年早期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张立强,张微峰,马跃文 442 

PU-508 Lokomat 全自动康复机器人对早期脑卒中病人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戴军,王梅 443 

PU-509 悬吊摆动联合关节松动术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的临床研究 -------------------------------------------- 王玉辉 443 

PU-510 基于影像学定位下的局部手法及深层肌训练在颈椎病中的应用研究 ----------------------------------- 付高勇 444 

PU-511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小儿脑瘫睡眠障碍的临床研究 -------------------------------------------------------------- 徐军 444 

PU-512 虚拟情景互动结合上肢悬吊技术在早期上肢偏瘫患者的康复应用 ---------------------------- 杨庆宝,邵迴龙 445 

PU-513 视觉反馈和运动模拟训练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 井于玲 445 

PU-514 视觉反馈在中频疗法治疗截瘫患者肌肉萎缩中的应用 -------------------------------------------------------- 魏静 446 

PU-515 心理治疗在脑卒中运动康复中的应用 -------------------------------------------------------------------------- 陈梦思 446 

PU-516 全身振动治疗改善脑瘫患儿步行功能的 Meta 分析 ----------------------------------- 彭康龙,梁显荣,曹建国等 446 

PU-517 肌内效贴结合作业治疗对偏瘫型脑瘫上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 顾小元,曹建国,贠国俊等 447 

PU-518 推拿手法配合针刺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临床观察 ------------------------------------- 吴寿桐,吴凌云,张卫锋等 447 

PU-519 肿瘤型膝关节假体术后康复 ----------------------------------------------------------------------------------------- 卢凤 448 

PU-520 太极拳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及其降压机制的研究进展 ---------------------------------------------- 周修五,潘化平 448 

PU-521 桥式运动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功能及步行功能的影响 ---------------------------- 冯垚娟,白定群 448 

PU-522 肌内效贴布联合康复综合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疼痛疗效分析 ---------------------- 米燕,原奎,练涛 449 

PU-523 早期心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康复效果及自理功能的影响 -------------------------------------------------- 张艳荣 449 

PU-524 截瘫患者的心理护理 ----------------------------------------------------------------------------------------------- 王艳玲 450 

PU-525 论赛艇运动员多发伤病腰肌劳损的康复 ------------------------------------------------------- 袁涛,王广兰,施志东 450 

PU-526 FTS 训练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 满乾坤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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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7 作业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 田婧 451 

PU-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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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方元 451 

PU-529 小剂量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 刘慧琳,孙玮,赵晨光 451 

PU-530 穴位注射联合拔罐治疗对中风后肩痛患者上肢肌张力的影响 ---------------------------- 刘红英,姜慧强,王哲 452 

PU-531 震动排痰仪在早期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 昝明 452 

PU-532 穴位注射联合拔罐治疗对中风后肩痛患者上肢肌张力的影响 ---------------------------- 刘红英,姜慧强,王哲 453 

PU-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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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疗效 ---------------------------- 昝明,昝明 453 

PU-534 呼吸功能康复训练体会和方法 -------------------------------------------------------------------------------------- 尹波 454 

PU-535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大脑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孙玮,袁华,牟翔 454 

PU-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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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PU-537 改良铺灸对脑卒中后偏侧肢体痉挛的康复疗效观察 ---------------------------------------------- 王晓丹,刘承梅 455 

PU-538 电针结合 Bobath 技术治疗脑卒中恢复期足内翻的疗效观察 --------------------------------------------- 孟宪忠 455 

PU-539 透针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 王晓丹,刘承梅 456 

PU-540 探究物理因子康复治疗在慢性软组织损伤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 -------------------------------------------- 寇娟 456 

PU-541 威伐光对脑卒中后合并慢性湿疹患者的影响 ---------------------------------------------- 朱二秋,袁方,程昌波等 457 

PU-542 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康复诊治方案探讨 ----------------------------------------------------------------------- 刘方铭 457 

PU-543 脑卒中早期 Bobath 疗法疗效观察 ------------------------------------------------------------------------------ 刘旭生 457 

PU-544 肝移植术后快速康复物理治疗对肝移植患者在 ICU 期间的影响 --------------------- 张春岩,李贞兰,王婷婷 458 

PU-545 头面部穴位经络按摩对脑瘫儿童睡眠障碍的影响 ------------------------------------------------- 王雅元,梁少英 458 

PU-546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构音基础训练对脑卒中所致 Broca 失语伴口 

 颜面失用患者口颜面运动模仿能力的影响 -------------------------------------------------------------------- 陈小旭 458 

PU-547 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对脑瘫患儿社交能力的影响分析 ----------------------------------- 王学敏 459 

PU-548 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症状的疗效观察 -------------------------------------------------------------- 樊嘉婧 459 

PU-549 针刺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疗效分析 -------------------------------------------------------------------------------- 顾莎 460 

PU-550  早期同步规范化家庭康复在痉挛型脑瘫患儿运动治疗中的应用 --------------------- 谢瑞娟,杨信才,刘涓等 460 

PU-551 肺部气囊扩张术在重症脑损伤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治疗中的应用 ---------- 吴红瑛,周君桂,何任红等 460 

PU-552 家长参与对治疗脑瘫患儿语言发育迟缓的效果观察 -------------------------------------------------------- 邬刚燕 461 

PU-553 生物反馈治疗对肱骨外髁骨折术后患儿上肢功能的影响 ---------------------------------- 杨晓颜,杜青,周璇等 461 

PU-554 针刺结合悬吊循经弹拨技术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研究 ------------------------------------------- 李丽,孙敬龙 462 

PU-555 PNF 技术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膝过伸的疗效观察 ------------------------------------------ 庄鑫,陈运,丁雨晴等 462 

PU-556 抗重力位下负重加压对脑瘫患儿躯干核心稳定的影响 ----------------------------------------------------- 吴莹莹 463 

PU-557 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治疗脑性瘫痪语言障碍的临床研究 -------------------------------------------------- 邵宪花 463 

PU-558 一次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的教学查房记录 ------------------------------------------------- 陈小云,陈卓铭,严嘉健 464 

PU-559 穴位注射治疗脑瘫患儿足外翻的临床研究 ----------------------------------------------------------------------- 孙攀 464 

PU-560 针刺治疗失语症 1 例临床观察 ----------------------------------------------------------------------------------- 杜丽芳 465 

PU-561 整脊疗法配合颈椎动态牵引治疗颈椎病的临床观察 -------------------------------------------------------- 梁国君 465 

PU-562 骨盆运动控制训练在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的重要性 ---------------------------------------- 刘超,王保叶 465 

PU-563 脑卒中患者步态分析与精准治疗 ------------------------------------------------------------------------- 何维春,许宁 466 

PU-564 伤口在清创后照射激光促进伤口愈合的疗效分析 -------------------------------------------------------------- 郭颖 467 

PU-565 针刺配合中国灸治疗肩周炎的效果观察 ----------------------------------------------------------------------- 谢挺杉 467 

PU-566 穴位点揉与情志疏导对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负性心理与生存质量的 ------------------------- 程晓婕,刘晓霞 468 

PU-567 艾灸联合情志护理对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不良情绪与生存质量的影响 ------------------------- 刘晓霞,相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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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8 BTE PrimusRS 系统对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恢复期下肢肌萎缩和功能的影响 -------- 刘西纺 469 

PU-569 初论脊髓损伤的康复（附典型病例报告） ---------------------------------------------------- 张弛,杨迎丰,范寿兰 469 

PU-570 贴扎技术结合 Bobath 疗法在偏瘫患者肩手综合征手肿治疗疗效观察 ----------------------------- 曲红,张涵 469 

PU-571 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治疗脑性瘫痪语言障碍的临床研究 -------------------------------------------------- 邵宪花 470 

PU-572 针灸治疗非小细胞型肺癌脾虚痰湿证 3 例的总结 ----------------------------------------------------------- 白智鹏 470 

PU-573 作业治疗对脑卒中单侧忽略患者疗效观察 ----------------------------------------------------------------- 许晓寒思 471 

PU-574 小儿推拿疗法在综合三甲西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实践与探索  ------------------------------- 李春成 471 

PU-575 皖南康复医院康复治疗师管理模式探讨 ----------------------------------------------------------------------- 张致亮 472 

PU-576 甲强龙冲击疗法联合眶周注射曲安奈德治疗中重度 Graves 眼病患者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 陈青青 472 

PU-577 浙江康复医疗中心的历史、现状和建设经验 ------------------------------------------------- 邱纪方,高宏,王飞等 472 

PU-578 推动体医结合——体育对接健康中国的路径研究 -------------------------------------------------------------- 金晨 473 

PU-579 运动治疗借助三维动态椭圆运动治疗肩周炎效果观察 ---------------------------------- 黄顺当,阮家灿,李承莉 473 

PU-580 脑功能康复仪（脑康仪）对脑循环和脑功能的影响 ---------------------------------- 焦明德,徐丹枫,李兰英等 473 

PU-581 平衡仪在脑瘫儿童康复的应用 ----------------------------------------------------------------------------------- 李玉娟 474 

PU-582 可微调自制气管套管封堵器的应用 -------------------------------------------------------- 曾林芳,倪朝民, 陈进等 474 

PU-583 可微调自制气管套管封堵器的应用 ---------------------------------------------------------- 曾林芳,倪朝民,吴鸣等 475 

PU-584 足底压力动态检测对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的评估与临床应用 ------------------------------- 陆沈吉,王典,蔡斌 475 

PU-585 脑梗偏瘫患者下肢康复机器人康复治疗分析 ---------------------------------------------------------- 赵胜挺,叶斌 476 

PU-586 上肢痉挛定量评估的初步研究 ------------------------------------------------------------------------- 胡保华,穆景颂 476 

 



 

 

 

大会报告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 

 

PL-01 

步行康复的创新思维 

 
励建安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步行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也是最基本的行为。 

步行是多组织多器官共同参与的运动，涉及运动意识、神经传递和反馈调节、肌肉和骨关节结构与

组织代谢、感觉和感官功能、心肺功能、代谢功能、排泄功能、心理状态等。这些功能的作用和相

互关系在讲座中将进行阐述。 

     步行障碍是最常见的功能障碍之一，同样涉及多组织多器官的病损。步行功能的恢复不仅涉及

到相关组织和器官病损的功能康复训练，也涉及到心理干预和环境因素。在身体功能无法恢复的情

况下，代偿和替代的机制同样可能带来实际步行能力的恢复。 

     现代康复技术给步行康复训练创造了大量新的机遇，包括康复机器人、可穿戴装备、虚拟情

景、人机互动和功能性电刺激、新型材料和 3D 打印、新型矫形器具/助行器具/移动器具等。本讲

座将全面介绍智慧步行康复的新思路和新趋势。 

 
 

PL-02 

腰部疾患-循证预防与康复 

 
顾新 

北京医院 100730 

 

     腰痛是康复医学临床工作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大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腰痛的治疗效果还不理

想。发言者从临床实践的需求出发，学习循证医学的方法，分析其对腰痛康复的意义。循证医学的

方法学从牛津法转变为 GRADE 法，在注重研究质量的基础上强调收益与风险的差距评估，使得推

荐更有价值。腰痛的异质化和运动疗法的异质化会弱化常规方法 RCT 的结果。方向特异性训练和

核心稳定性训练是腰痛康复常用的两种方法，虽然系统回顾和临床指南对两种方法的支持力度不

一，但发言者通过具体实例说明，即使是被推荐的方法，在临床实践中也要遵循科学规律，避免风

险。对临床证据不足的方法，则需要从机理方面学习研究，调整临床的操作误区，使其发挥出应有

的效益。只有将最好的科学研究结果和最佳的临床医疗水平相结合，并关注患者个人的意愿和独特

性，才能取得最理想的康复结局。 

 
 

PL-03 

康复临床路径的重要性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临床路径(clinical pathway, CP)是既能降低单病种平均住院日和医疗费用，又能达到预期治疗

效果的诊疗标准。 

方法 指医生、护士及其他专业人员等多个相关学科研究者针对某个 ICD 对应病种或手术，以循证

医学为基础，以预期的治疗效果和成本控制为目的，制定的有严格工作顺序和准确时间要求的程序

化、标准化的诊疗计划，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减少康复延迟及资源浪费，使患者获得最佳的医疗

护理服务。 

结果 康复临床路径的发布，对规范康复诊疗行为，提高康复医疗服务质量，保证康复治疗安全，

有着重要的意义。康复临床路径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康复服务质量，规范康复医疗行为 ，提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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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协作，增加患者本人的参与 ，缩短平均住院日 ，降低康复医疗成本 ，使康复医疗服务更加合理

化、人性化。 

结论 临床路径作为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诊疗标准化方法，是持续改进医疗质量的新的管理模式,以

缩短平均住院日、合理支付医疗费用为特征，规范诊疗过程所应常规进行的诊疗操作，减少一些不

必要、不合理的诊疗行为，增强了诊疗活动的计划性，促使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 

 
 

PL-04 

重症康复的内涵策略与实践 

 
刘宏亮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重症医学近来发展迅猛，重症医学使患者死亡率明显下降，同时存活患者的致残率明显上升。

重症医学困境在于：如何缩短患者 ICU 住院时间，顺利回归普通病房、社区以及家庭。ICU 后综合

症的概念：ICU 重症患者在生理、认知和心理方面新出现或加重的一系列功能障碍,这些障碍在患

者出院后,持续影响患者本人或患者家属。ICU 后综合症主要表现：认知功能障碍、心理障碍、生

理功能障碍。这些正是重症康复所面临并需要解决的临床问题。 

ICU 认知功能障碍主要表现：谵妄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执行功能障碍等。谵妄增加 ICU 患

者病死率，延长住院时间。ICU 心理障碍主要表现：焦虑、抑郁、PTSD，心理障碍，其在 ICU 后

1 年甚至更长时间持续出现，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属生活质量。ICU 生理功能障碍主要包括：ICU 获

得性肌无力、呼吸功能减弱、心功能减弱、免疫功能减弱、废用综合症、深静脉血栓等等。 

重症康复实施的时机是早期进行，早期康复与疾病治疗同时进行，进入 ICU 后即开始评估患者能否

进行康复治疗，生理功能稳定后即开始实施重症康复。 

重症康复的应遵循科学实施、循序渐进的康复治疗，总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危重病后的功能障碍与

并发症。在重症康复实施过程中首先确保患者安全和自身医疗安全，改善患者的功能障碍要分主

次、先后。意识清楚的患者以脱机、坐位、站立为目标，意识不清的患者以预防压疮、水肿、深静

脉血栓、关节挛缩、肌肉萎缩等并发症为目标。为防止不良事件发生，必须多学科合作模式、充分

安全评估和康复评估、及时调整康复方案。重症康复是在特殊评估要求下的安全操作，重症康复具

有较高的安全性，康复效果明显。重症康复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康复手段解决一切可以解决的问题，

重症康复要预防与治疗并重、功能障碍与并发症兼顾。 

 
 

PL-05 

国家康复医学质控工作规划及 2016 报告解读 

 
周谋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质控）是用专业手段对医疗服务全过程实行动态管理，保障医疗质量安

全和患者满意度。 

     作为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全国康复医学质控中心,我们成立了国家级康复医学质控中心工作团队。

组织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康复医学专家制定了国家康复医学质控工作的近期及中远期规划。拟

定康复医学专业医疗质量控制相关制度和技术文件、康复医学专业质控指标、标准和质量管理要

求；督导省级质控中心开展康复医学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收集、分析相关医疗质量数据，提出质量

管理机制工作建议；组织―国家康复医学专业医疗质量控制工作会议‖。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顺利完

成《2016 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康复医学专业部分）。在国家层面首次公布国内有关

康复医学有关质控的报告。本演讲将对《2016 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相关部分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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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6 

我国康复医学发展的多样性及思考 

 
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一、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条件不对等 

1.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习惯不同，气候差异，病种分布各有特点 

2.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支付能力差别大，医疗条件不对等 

二、人员结构、教育背景、区域位置不一致 

1.从业人员结构上各地存在明显差异 

2.教育背景层次不均等 

3.各单位所处的医疗环境及发展空间不一致 

4.各级领导对康复医学发展的认同度不同，重视程度不同 

三、体制的差异性 

1.人员结构中的差别：临时、合同、全民 

2.私营、承包、集团、事业 

3.各自的激励机制，员工的经济收入的差异性，员工积极性的调动 

四、对策与建议 

中国目前康复医学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各自发展是一个多元化的规律，在战略上有共同点与方向，但

在战术上有各自的特点与区别，用一个标准统一模式可能不利于学科发展。 

1.标准的建立应遵循国家标准，这是一个最低标准，准入标准，所以不能过高，是否应有地域差

别。（企业标准应更高） 

2.高端前沿与普及提高并重 

3.借鉴国外经验，同时不能盲目学习照搬 

结合我国国情——中医 

4.重视学科的基础建设 

康复医学的质量控制——一定要有自身特点，能站住的数据 

学科发展应该有专门的讨论平台——杂志的利用、会议的利用 

对新情况、新问题对应，不断地调整 

5.如何布局康复医学人才结构 

6.自身可持续发展问题  

 

 

PL-07 

干细胞与再生康复医学 

 
张素春 

美国威斯康复大学麦迪逊分校 

 

     The ultimate goal of regenerative therapy is to achieve functional restoration. Stem cells, 
including pluripotent stem cells and adult stem cells, are potential sources for repairing damaged 
or diseased tissues, thus leading to regenerative therapy. Yet, a simple repair by 
stem cells is often not sufficient to achieve restoration of appropriate function. Physical and 
functional rehabilitative strategies are necessary to modify stem cells, e.g., through modulation of 
cell survival, maturation,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thus achieving functional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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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8 

脑损伤患者脑功能无创性监测与康复治疗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脑损伤后患者常出现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缺损，早期对脑损伤患者进行脑功能监测对临床诊治

和判断预后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无创性脑功能监测手段逐渐被应用于临床，本文

将从影像学、脑电图和经颅磁刺激三方面介绍脑损伤患者脑功能的无创性监测和康复治疗研究进

展。 

1.影像学检查 

通过头颅 CT、MRI 检查可以了解患者颅脑损伤的严重程度、颅脑损伤后是否存在继发性的变化，

从而为脑损伤后的诊治提供更多的信息。除此之外，新的神经功能影像学方法也不断应用于脑功能

的无创性监测，为我们实现对颅脑损伤患者的精准评定和治疗提供了手段。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TI）是一种能有效观察和追踪脑白质纤维束的非侵入性检查方法，可以客

观评价脑损伤后白质纤维的破坏情况，帮助判断患者的预后和制定个体化的康复方案。 

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能追踪脑激活模式的动态变化，可用于脑损伤后各种功能障碍恢复机制的

研究。例如通过 fMRI 观察偏瘫侧手和健手运动时大脑不同的激活情况，可以研究损伤后大脑皮质

功能的代偿和重组模式，从而指导康复治疗方案的选择和判断预后。 

2.脑电图检查 

脑电图（EEG）是从头皮记录到脑神经细胞的自发生物电活动，其时间分辨率较高，但空间分辨率

较低，在癫痫的诊断和指导用药方面有很高的价值。EEG 还可以动态监测重症及意识障碍患者的

皮质功能，并已有大量研究证实昏迷患者的脑电图分级越高，预后越差。为了得到更高空间分辨率

的大脑信号，近年发展了 EEG-fMRI 同步记录技术，通过将脑电生理信号和血氧代谢信号融合，能

够从时空信息上更精确地观察脑功能的动态变化过程。 

诱发电位作为一种简便、无创、客观的检查手段，也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它能帮助病损定位，并

监测特定神经通路的功能状态。例如体感诱发电位（SEP）和听觉诱发电位（BAEP）能够反应特

异性躯体感觉传入通路、耳蜗至脑干的听觉通路、脑干上行网状系统、以及大脑皮层结构与功能的

完整性；事件相关电位（ERP）则可以反映认知过程中大脑的神经电生理改变。 

3.经颅磁刺激 

经颅磁刺激（TMS）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非侵入性脑部刺激技术，其原理是利用交变电磁场作用于

大脑皮层神经元形成感应电流，改变其电生理活动。TMS 可以测定运动诱发电位（MEP）和中枢

运动传导时间（CMCT），从而评价皮质脊髓束的完整性和传导性，判断脑损伤后患者运动功能的

预后。TMS 还可以测定皮质间抑制、皮质间易化等多种神经生理参数，帮助我们追踪脑损伤后大

脑可塑性的变化。除评定以外，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TMS 可以改变突触可塑性，对多种神经损伤和

功能障碍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另外，TMS-fMRI 把外界对大脑的刺激和神经成像方法同步进行，由此观察到大脑各个区域网络之

间的相互作用，并证明脑区活动变化的因果关系。而 TMS-EEG 则可以直接检测 TMS 刺激诱发的

脑电信号的传导过程和各脑区之间的连接性，并测定皮层的兴奋性，由于此过程中不需要受试者的

主动参与（仅要求保持觉醒状态），也不要求功能完整的传入和传出通路，因此已有研究表明

TMS-EEG 在区分重症脑损伤患者意识障碍程度及预后判断中有显著优势。 

综上所述，影像学、脑电图和经颅磁刺激作为无创性的检查方法，能够客观地反映大脑功能的变化

情况，在脑损伤的功能诊断、病情监测、预后判断、精准康复和机制研究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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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9 

关注骨骼康复 

 
李玲,李晓,李娅娜 

解放军第 304 医院 100048 

 

     衰老、疾病及损伤常导致骨骼的退变引起骨质疏松，由于骨质疏松是一个静悄悄的发展过程，

早期无明显临床症状，常常被医生和患者忽略。骨质疏松症严重后果：疼痛、致残、致死（如髋部

骨折：第一年死亡 15-20%，存活者 50%终生致残）、生活质量下降、增加家庭、社会负担。积极

补充钙及维生素 D；加强肌肉力量、本体感觉控制、平衡功能训练等运动疗法；紫外线、磁疗等理

疗；调节骨代谢药物治疗，健康教育及改善环境等综合康复措施‗可延缓骨衰老过程，预防骨折发

生，降低死亡及致残率 

 
 

PL-10 

康复医师技术发展的思考 

 
王兴林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物理医学与康复由于其疗效独特，低风险，许多专业进入此领域，各个专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

景，提出了康复治疗及评价的方法。康复医师在康复医学快速发展之时依靠自己的临床医学背景形

成自己的技术特色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康复医生获得社会认可及尊严的关键。 

患者看病的目的：诊断、治疗、预后。 

诊断是患者是否对你信任的关键性因素,包括：什么病？存在的问题。康复医师在与临床学科

交叉中吸取各个学科相关的知识形成自己的诊断特色，如神经瘫涉及神经内、外科、骨科、儿内科

等。病变性质：血管性、感染、畸形、脱髓鞘、变性、外伤、肿瘤、放射性等，纵向建立一套诊断

及鉴别系统；及某种疾病系统的诊治体系，如下运动神经元瘫：累及下运动神经元：包括运动神经

元病、脊髓灰质炎、缺血性变性、脊髓前动脉栓塞等；神经根病变：包括神经根炎、神经根损伤及

神经分支病变与损伤等。建立完整的神经瘫细致的查体流程，如周围神经损伤患者发现微弱的肌肉

运动，判断神经是否完全横断比肌电图更重要等，需要康复医生具有非常好的解剖知识及细致的工

作程序。影像片的阅读是诊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发现病变的同时，能识别哪些患者的康复治疗疗

效好，而哪些患者的疗效不好。在康复诊断中，评价患者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康复治疗方

案，对其他治疗如手术带来的结果及风险有所了解。 

物理医学与康复治疗自然想到的是 PT\OT 技术，特别是运动医学的广泛性普及，给患者的印

象是物理医学与康复科各种的康复运动。而忽视了康复医生应具备的治疗技术，如封闭治疗、骶管

注射、关节腔穿刺及注射、椎间盘微创治疗、关节镜的使用等等，而这些治疗对于医生技术的提高

是非常重要的。微创治疗技术疗效快、易被患者接受、效益好，是目前快速发展的领域，如超声

科：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注射，微波及射频消融、旋切术；风湿病的关节镜检查与治疗；消化科：

内镜下的切除术；心内科的射频消融、支架治疗；神经内科的导管溶栓；中医的肛肠、美容等。我

们用十余年创建了体表射频消融显微修复术，国际上我们率先使用显微镜去除体表病变，发明了

XL-射频皮肤治疗仪，获得了颠覆性的疗效。微创治疗的开展满足了患者的需求也提高了医生的技

术与尊严，对康复医学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因此，物理医学与康复科建立 PT/OT 治疗室的同

时，建立微创治疗室非常重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的定义应扩大我们的领域及范围，为未来的康复

医生的发展提供宽阔的平台。 

运动康复治疗大部分由康复技师和体育院校老师创建，有其独特性也有其制约，如医生根据自

己的临床检查及影像学，针对性采用物理因子及运动疗法，有助于提高治疗水平，使医生融合到治

疗领域内，形成自己的特色。目前治疗偏瘫的方法很多，包括 Bobath、PNF、M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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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nstrom、Rood、Kobat 等治疗技术，说明都有效，但都不是特效。医生根据影像学及患者存

在的问题针对性康复治疗，医生的价值将会得到体现。我们将偏瘫的运动治疗归纳为七个方面:⑴

关节活动度的维护；⑵运动诱发；⑶肌力增强；⑷抗痉挛；⑸运动平衡、步态及协调性治疗；⑹异

常运动及姿势矫正；⑺体能恢复或体能防治性衰退。根据患者存在的问题及影像资料针对性康复治

疗，明显提高疗效。在腰腿痛患者康复治疗中，我们很熟悉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骨质增生等，

筋膜链及核心肌群训练等，不应忽视的是先天性病变带来的影响，如先天性髋臼发育不全、骶裂、

腰椎骶化、骶椎腰化、腰骶角变平或垂直等带来的影响。 

康复治疗的机制各种学说很多，我们归纳为：⑴中枢神经的病变主要是感觉信息的输入如本体

觉、听觉、视觉促进运动、认知等功能恢复。⑵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主要是通过肌肉泵的作用实

现，在促进周围神经损伤再生，骨折愈合，抗感染，纤维结缔组织吸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有

效的方法是肌肉抗阻力及神经肌肉电刺激，因此，我们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制了 NMR 型神经肌肉康

复仪。⑶增加肌力、防治全身功能衰退等。对康复治疗的生物力学关系应有清楚的认识，有助于分

析病情，提供科学合理的康复治疗，如吞咽功能障碍，是食管上括约肌还是食管上括约肌开大肌的

功能障碍，还是食管、口腔的问题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物理因子在康复治疗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

物理因子的作用原理及适用范围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康复治疗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药物治疗是康复医生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康复医生应掌握的一个重要内容，康复医

学涉及的范围宽，掌握所有药物治疗难度大，与我们密切相关、有明显疗效的药物如激素、脱水

药、抗感染药、抗痉挛药、降压药及抗凝药的使用是我们康复医生应具有的基本技能。 

总之，康复医生在康复医学中应具有自己独到的诊断及治疗技术。 

 
 

PL-11 

早期康复“关键词”研究报告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早期康复对预防并发症、回复功能、缩短病程、改善预后及继发性残疾意义重大。德国是最早

开展早期康复的国家，甚至在 2001 年将―早期康复‖设入立法。本研究基于成都市早期康复大数

据、部分国内康复机构调研及专家咨询意见，探讨早期康复的常用康复技术、期限及实施早期康复

的医疗机构准入条件，旨在为相关医疗机构实施早期康复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研究对象选取颅脑损伤、脑卒中、持续性植物状态（缺氧缺血性脑病）、烧伤（化学

性、电击伤）、脊柱脊髓损伤、周围神经损伤、骨折、手外伤及关节及软组织损伤等九种临床常见

损伤患者早期康复的常用康复技术、康复期限及相关医疗机构作为研究对象；以调查法为手段，提

取成都市相关大数据，出外四川省到相关康复机构调研，同时邀请组织相关专家对开展早期康复的

医疗机构标准进行咨询并总结专家反馈建议和意见。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

果：成都市内调查共提取了 130 家医疗保险定点机构数据，出外调研 5 家医院，征集专家意见 15

位。早期康复的共有技术：康复评定、针灸/电针治疗、低中频脉冲电治疗、气压式四肢血液循环

促进治疗、关节松动训练及其他推拿训练、有氧训练和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等。此外，各病种还对

应专项的康复技术；早期康复治疗期限大部分病种为 2-3 周。各病种分别为：持续性植物状态（缺

氧缺血性脑病）13-14 天；骨折 11-18 天；关节及软组织损伤 12-14 天；脊柱脊髓损伤 31-47 天；

颅脑损伤 11-18 天；烧伤（化学性、电击伤）14-19 天；手外伤 10-12 天；周围神经损伤 9-20

天；脑卒中 13-21 天；实施早期康复医疗机构准入条件：二甲及以上的综合医院且具备独立的康复

治疗室及康复病房、早期康复设备及具备资质的专职康复医师与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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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2 

姿势控制及其在骨骼肌肉疼痛康复中的应用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本讲座介绍姿势控制的类型、姿势控制的神经机制，姿势的分析评估，导致姿势不良的因素，姿

势不良对骨骼肌肉疼痛的影响以及应对的康复治疗方法。 

 
 



 

 

 

专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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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 

躯干控制，脑卒中恢复步态的前提 

 
朱玉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脑卒中偏瘫患者常因多种影响因素，导致不同的神经功能障碍，失去躯干控制的可变性和适应

性，出现僵硬甚至异常的躯体运动模式，主要表现为患侧躯体肌张力降低，下降长度略短于健侧，

健侧肌张力相对增强或过剩，造成身体两侧平衡失调，重心向一侧偏移，继而无法维持正常的姿势

控制和合理分布重心。躯体活动是患者完成日常生活自理、进行高级行为活动的先决条件。临床的

物理治疗中易于忽视躯干的问题，从而影响到整体康复的疗效。 

脑卒中后，可以通过躯干控制测试（the Trunk Control Test,TCT）、 躯干损伤量表（the 

Trunk Impairment Scale，TIS）、脑卒中患者姿势评定量表 (Postural Assessment Scale for 

Stroke Patients, PASS)以及各平衡量表直接或间接评估躯干控制能力。 

早期脑卒中患者选择性进行腹式呼吸训练、早期的翻身训练、卧坐转移训练以及各类神经促通

技术可加强躯干控制，改善患者躯体灵活性、平衡协调能力、步行能力及日常生活能力。 

 
 

S-02 

姿势解密技术简介 

 
王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500 

 

       姿势解密技术（Discovery of Posture Secret）是韩国康复治疗师元相喜教授创立，由元教授

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强教授共同总结而成。该技术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剪切运动的理 论，并阐

述了剪切运动在姿势异常中的重要作用。该技术对颈肩腰腿痛及神经系统疾病均有独 特的疗效。 

本次讲座主要从人体正常姿势、异常姿势的讲解入手，阐述异常姿势疼痛损伤的机制，分析异

常姿势的临床评估技术，并着重讲解 4R 技术的原理及使用。 

 
 

S-03 

ICU 重症康复要点 

 
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是医院对因创伤或疾病导致危及生命或处于危险状

态，并且有一种或多个器官衰竭的患者，进行多学科合作和多功能监护与救治的医疗单元。ICU 早

期康复治疗是针对重症患者相关的功能障碍，主要采用物理治疗、认知与作业治疗、吞咽与交流功

能训练、心里干预和传统中医康复治疗等康复措施，防治并发症，减轻由于卧床或制动对人体产生

的不利影响，改善受损功能，为患者早日回到普通病房及今后的全面康复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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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 

经颅磁刺激的精准治疗 

 
袁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经颅磁刺激是近三十年来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一种非侵入性脑功能调节技术。在神经、精

神、康复领域，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经颅磁刺激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因

素，一是准确定位，一是频率等参数的设定。 

大脑皮层的不同分区有其相应的功能，比如中央前回的初级运动皮质是控制躯体运动的功能

区，这是经颅磁刺激调节脑功能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初级运动皮质某一区域，

可以引起对应的靶肌肉收缩并检测到运动复合电位，容易判断经颅磁刺激是否刺激到正确的部位；

但是大脑的很多功能如情绪、认知、学习、记忆等并没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刺激效应，如何做到准

确定位呢？除了解剖学标志和脑电图 10-20 系统定位，目前无框架神经导航系统，将患者磁共振数

据导入重建大脑皮层 3D 模型，准确选择刺激部位，并且实时监测线圈刺激点位置，实现了经颅磁

刺激的可视化、可重复的精准定位，极大地促进了其在临床的科学应用。 

 
 

S-05 

经颅磁刺激（TMS）对脑损伤患者意识障碍康复治疗的作用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经颅磁刺激技术作为治疗方法在抑郁症、强迫症、脑卒中等神经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中得到了

相当可观的进展，而其直接作用于神经电生理活动从而改变神经突触可塑性，进而重塑神经功能及

结构的机制恰好可有针对性地改善创伤性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的神经病理改变，从而使得其在

促醒治疗领域具有一定应用前景及研究价值。国外专家 Louise-Bender 等首次将 TMS 运用于意识

障碍患者促醒研究，采用高频模式作用于患者右侧前额叶背外侧皮层。自此，研究者们针对于此展

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不少研究结果支持 TMS 对于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促醒的价值。一方面，这

些成果令人欣喜，而另一方面，在医疗保障安全性的基础上，对于 TMS 促醒治疗的研究方向也转

向对最有效的表面皮质刺激区域的探求，需对于不同损伤程度、性质及部位进行细分同时进行深入

的机制研究和详细的疗效评定。无论如何，TMS 技术为脑损伤后意识障碍的康复治疗提供了新的

方向，相关研究具有深远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 

 
 

S-06 

吞咽障碍的影像学应用及研究 

 
窦祖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吞咽造影是吞咽障碍评估的金标准，几十年来一直沿用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通过

半定量及定量的分析更加精准地判断吞咽障碍患者是否存在误吸及残留、滞留。本讲座将向大家介

绍吞咽障碍的半定量及定量分析方法。包括时间学参数如口腔运送时间、软腭上抬时间、舌骨位移

及喉关闭时间等；运动学参数包括舌骨向前位移、向上位移程度，环咽肌开放幅度及咽腔收缩力。

讲座中将向大家具体介绍如何测量与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内容精彩，一定使您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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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7 

吞咽障碍康复治疗机制的分析 

 
王兴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方法：1.球囊扩张；2.神经肌肉电刺激；3.康复训练。口咽部是呼吸与吞咽

共用通路，呼吸占绝大部分，而吞咽只占很少部分。呼吸时喉处于低位，喉本身的重量及气管的牵

拉，喉易处于低位，生理学上食管上括约肌没有必要发育很大拉喉处于低位，另一方面食管上括约

肌发育很大易引起食管上端梗阻及影响食物的进入。因此，食管上括约肌失迟缓，绝大部分不是食

管上括约肌失迟缓，而是食管上括约肌的开大肌力量不足引起。食管上括约肌的开大肌在哪？需要

我们从吞咽生物力学关系分析，控制食管上括约肌的开大肌为舌骨前、后肌群及甲状舌骨肌的协调

运动。吞咽肌肉控制的神经是双侧支配的，为什么出现吞咽困难，因为食管上括约肌开大肌的肌力

不足或肌张力降低，打开食管上口不到位引起。这就解释了吞咽困难的患者饮水呛咳，而进食团状

物不呛咳的原因。神经肌肉电刺激作用在舌骨肌群及甲状舌骨肌，提高肌力及肌张力；此外通过感

觉神经传导通路，刺激中枢神经对吞咽肌的控制，获得明显的疗效，因此，我们与清华大学合作研

制成功了 NMR 型神经肌肉康复仪。运动训练根据吞咽的生物力学特点及分析吞咽障碍控制的问题

设计相应的训练方法，提高吞咽肌肌力及肌张力。在治疗吞咽困难咽期时，应注意食管期及口腔期

的康复治疗，获得系统的康复疗效。 

 
 

S-08 

特发性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 

 
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特发性脊柱侧凸（Idiopathic Scoliosis，IS）是指病因不明的脊柱侧凸，好发 10-16 岁青少

年，脊柱侧凸造成的身体外表畸形往往会对患者自我形象和自尊心带来负面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

他们的生活质量，更甚者出现心理畸形。10%左右的 IS 需要某种形式的治疗，高达 0.1%的患者处

于需要手术治疗的危险。轻度侧凸的治疗方法为随访观察和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中度则为支具

治疗，严重则进行脊柱手术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有别于牵伸和力量训练，是基于特

定主动矫正模式和运动训练，同时进行稳定性训练、神经运动控制、本体感觉和平衡训练等，结合

日常生活活动，开展家庭康复。该疗法可作为单一保守治疗方法，也可作为支具治疗的辅助治疗、 

术前康复治疗和术后康复治疗。 

 
 

S-09 

经颅磁刺激技术在儿童语言发育障碍应用的探索 

 
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语言发育障碍指发育早期有正常语言获得方式的紊乱，表现为发音、语言理解或语言表达能力

发育的延迟和异常。引起语言发育障碍的原因较为复杂，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4

版）属于精神发育迟滞中言语发育障碍范畴，在 DSM-Ⅴ归于神经发育障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无

创神经电生理技术。运动诱发电位的评估可以体现神经突触的修剪和精化、脑回分化，及白质的髓

鞘化程度，体现小儿神经系统发育水平。重复性经颅磁刺激可通过调节皮层的兴奋性进而起干预作

用。对于语言发育障碍患儿，首先应尽可能寻找病因，必要时可行拷贝数变异、全外显子测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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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功能影像学研究成果，制定合理的个性化磁刺激方案，同时注意共患癫痫、社交学习障碍等问

题，实现对患者的整体康复管理。 

 
 

S-10 

儿童重症康复 

 
李恩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00 

 

      重症康复（Rehabilitation intensive care unit，RICU)是指针对危重症病人在病情允许的范围内

提高患者的身体、心理及社会功能所进行的治疗。包括在医院 ICU 内的康复干预，以及在重症过度

病房、康复医学科病房内的治疗。早期康复治疗应与疾病治疗同时进行，患者进入 ICU24h 后即开

始评估患者能否进行康复治疗，生理功能稳定后即开始实施早期康复治疗，不需要等到准备撤除呼

吸机或转出 ICU 后才开始进行。重症康复的实际可实施性就在于重症康复病房的建立，为患者提供 

24 小时密切医疗监测和护理，开展早期积极床旁康复训练。早期康复根据针对人群的不同，又可

分为意识清醒病人和昏迷病人，意识清醒病人以促进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为主，而昏迷病人则

以促醒为主。准确把握康复介入时机、中止条件、禁忌症。工作过程中根据病人情况制定个体化的

康复方案，确保病人安全、预防感染、改善功能。儿童重症康复病房的建立，实现―抢救、治疗、

康复‖一体化模式，实现康复贯穿整个医疗过程的指导思想在临床中的应用，是儿童康复医学发展

的创新。 

 
 

S-11 

中枢-外周共同参与：脑-肢协同调控治疗方法 

 
燕铁斌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一、概念 

首次提出脑-肢协同调控康复模式。是指将治疗脑部疾患的有效康复技术同时或分别应用于患者的

脑部和肢体，产生中枢-外周同时或先后有序刺激的环境，以进一步提高单一的脑部或单一的肢体

治疗效果。 

二、模式 

1.脑-肢协同调控同步治疗：脑和肢体同时接受治疗。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脑部和肢体在相同时间内同

时接受不同因子的刺激，产生中枢和外周的―共鸣‖或协同作用。 

2. 脑-肢协同调控不同步治疗：又可以分为 

（1）顺序治疗：治疗时先接受作用于脑部治疗（如 TMS、tDCS、头部针灸等），随后接受作用

于肢体治疗（如功能模式训练、功能性电刺激、肢体针灸等）。其特点是先刺激脑部，让脑组织在

最佳状态下接受后续的肢体治疗。肢体治疗应以模式化治疗或功能导向治疗为主。 

（2）反序治疗：治疗时先接受治疗肢体方法，随后接受治疗脑部方法。其特点是先刺激肢体，产

生重复性活动或反复外周信息输入，让脑组织在足够强的信息下整合肢体信息。 

 
 

S-12 

正中神经电刺激昏迷促醒的临床及机制研究 

 
冯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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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脑损伤后患者昏迷时间长短与其预后直接相关。神经电刺激主要包括正中神经电刺激

（MNS）、脊髓电刺激（CSCS）、迷走神经电刺激（VNS）和脑深部电刺激（DBS）等。其中，

MNS 已成为临床上使用较广泛的一种昏迷促醒疗法，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课题组通过临床

研究证明了其促醒作用，并揭示其促醒作用可能与改善 TBI 患者损伤脑区的脑血流灌注有关；同

时，本课题组通过基础研究发现，MNS 可上调大脑前额叶皮质和下丘脑 Orexin 等兴奋性神经递质

水平，下调 GABA 等抑制性神经递质水平而达到促醒作用。可喜的是，该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组获

得第 2 个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的立项提供了理论依据。 

 
 

S-13 

植物状态的康复 

 
关晨霞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随着急救医学和重症监护技术的发展，许多原来无法挽救的急诊患者得到了及时的挽救，但也

使一些昏迷患者转为植物状态(vegetative state，VS)。植物状态（vegetative state，VS）是一种

临床特殊的意识障碍，植物状态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持续性植物状态（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PVS），VS 的病因以颅脑外伤和脑血管疾病为最多，其他可见于心搏骤停、休克、药物中

毒、CO 中毒、酒精中毒、溺水等严重缺血缺氧性脑病以及脑肿瘤术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植物

状态可恢复至最小意识状态,最小意识状态进一步恢复,可转为清醒状态。其评价有意识障碍量表、

电生理、影像学检查等,可精确评估患者的意识状态，并为植物状态的预后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植物状态患者的康复治疗中营养支持及并发症的防治不可忽视。目前对植物状态和最小意识状态的

治疗尚无任何特效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康复治疗，药物治疗，高压氧治疗，中医针灸、情景综合

促醒治疗和经颅磁刺激等等。上述综合措施应早期介入到植物状态患者的救治疗。 

 
 

S-14 

脑损伤后姿势评估及康复策略 

 
郭钢花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脑卒中引起的运动功能障碍称为上运动神经元综合征。 

     它表现为阳性症状（部分肌张力增高、痉挛）和阴性症状（肩带、骨盆带躯干无力）以及原始

反射释放和异常运动模式。临床经常使用的评估量表如 ADL、FIM、Berger、Brunnstrom 分级等,

对于功能障碍水平的评估非常重要，但它不能直接反映功能障碍的具体构成要素,对康复治疗策略

的制订缺乏有效的引导。对康复治疗策略充分如果在充分理解人类运动的不同类型、姿势控制的运

动生理基础上，从姿势评估入手,认真分析评估姿势的异常控制表现，从中发现异常的关节对位对

线问题，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康复训练方案，利用各种反射运动，纠正姿势控制异常，再通过本体

感觉刺激，恢复相反神经支配关系，从而达到神经功能促通和脑功能重组，最终达到运动功能恢复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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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5 

膝骨关节炎：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手术治疗？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的治疗现状：内科医师强调药物治疗，康复医师更

看重物理治疗而外科医师则倾向于手术治疗。到底如何决策？这是 KOA 康复的重要问题！ 

1.药物治疗 包括局部外用药物和全身用药。可使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s)的乳胶剂、膏剂、贴剂

和非 NSAIDs 擦剂，可以缓解关节轻中度疼痛，且不良反应轻微。中重度疼痛可口服非甾体类消炎

镇痛药物，如双氯芬酸、吲哚酰酸类、布洛芬等，消化道溃疡患者可选用选择性抑制环氧合酶-2 的

药物如塞来昔布等。NSAIDs 治疗无效且疼痛严重者，可使用少量曲马多片、阿片类镇痛剂。氨基

葡萄糖或硫酸软骨素类药物具有一定软骨保护作用。关节腔内注射用药也是重要治疗手段，常用药

物有透明质酸钠和糖皮质激素。透明质酸的有效性证据结论不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腔内注射糖

皮质激素有破坏软骨细胞合成等不良作用，不宜长期使用。近年来对于富血小板血浆的关节腔内注

射逐渐成为热点，需要临床证据证实。 

2.物理治疗包括运动疗法与物理因子治疗。运动疗法包括有氧训练、肌肉力量训练、提高耐力的训

练、本体感觉和平衡训练等，改善关节活动范围，增强肌力，改善患者本体感觉，提高关节稳定

性，改善关节功能。常选择的物理因子包括高频电疗(微波、短波、超短波)、脉冲电磁场治疗、冷

疗、蜡疗、激光、经皮神经电刺激疗法、中频电疗、超声波等治疗。 

3.手术治疗。经非手术治疗无效者，可以选择手术治疗。对于合并半月板损伤及关节游离体的患者

可以选择关节镜手术，进行关节冲洗术和关节清理术。对于膝骨关节炎终末期患者，经非药物和药

物相结合疗法后疼痛未明显缓解，功能未改善，应考虑行关节置换术。 

总之，膝骨关节炎的治疗应在循证的基础，科学选择健康教育、物理治疗、药物治疗，必要时手术

治疗。 

 
 

S-16 

膝关节，骨关节炎与骨质疏松相关性研究进展 

 
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是两种不同的常见骨关节病，学界对于二者的相关性研究仍然存在较大争

议。年龄、性别、激素水平、基因遗传、骨密度水平、体质指数等对二者的发生发展均有着重要的

影响。一方面，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都均属于与人体衰老密切联系的退行性疾病，均易出现在老年

女性患者中。另一方面，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的基本病理又各有不同。骨关节炎的病理特征以关节

软骨、软骨下骨等组织的退变、硬化和增生为主。而骨质疏松则以系统性骨量减少、骨组织微细结

构破坏、骨脆性增加为主。本文总结了近年来针对膝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相关性的研究报告，结合

部分回顾性病例分析结果，为临床治疗膝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提供参考。 

 
 

S-17 

全膝关节置换术康复 

 
张长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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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进行康复训练，恢复患肢肌力及活动度等功能以利患者回复正常日常生活

功能。 

康复计划：关节活动度：应在术后尽早开始。可使用 CPM，术后第一天就开始（0～40 度），依

病人状况调整。一天增加不要超过 40 度。达到 0～90 度的范围。术后一周必须达到 90 度。 

1.术后第一天：于床上做下肢肌肉等长收缩运动。开始主动及被动 ROM 运动。除非有其它医嘱，

骨水泥式装具可将膝盖固定于床边全身承重站立。 

2.术后第二天：继续做 ROM 及床上运动，强调手术侧膝盖完全伸直。开始训练移位。使用助行器

及在平行杆中训练全身承重行走。可穿膝关节固定器。 

3.术后第三天到出院：继续训练移位。开始坐立运动训练。教导趴姿运动，让足跟碰臀部并维持

10 秒钟，重复做。 

检查：伤口愈合度、下肢循环情形、有无并发症：感染、DVT （Deep vein thrombosis, 深静脉血

栓）、无菌松脱、神经麻痹、髌骨不稳定、膝 ROM 降低。 

出院目标： 

1.可独立行走及上下楼梯。 

2.可独立转移。独立 ADL。 

3.可继续在家运动训练。 

4.尽可能让膝关节能弯曲至 95 度。 

 
 

S-18 

放散式冲击波在康复科的应用 

 
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冲击波是近几年在我国兴起并快速发展的一种非常有效的物理治疗方式。放散式冲击波是聚焦

式的换代产品，其适应症更加广泛，我们科室自 2011 年引入放散式冲击波后，在治疗运动损伤等

末端痛的基础上拓展了许多适应症，将其应用于骨科常见的筋膜炎、腱鞘炎外，尚用于髋关节、膝

关节和踝关节肿胀、疼痛、慢性损伤；以及神经系统疾患，如脊髓损伤，周围神经损伤所导致运动

障碍；对于软组织感染，如疖、痈、静脉炎合并感染、严重压疮等也取得了非凡的治疗效果；在男

性疾患如前列腺增生、炎症、性功能障碍方面也具显著疗效。 

 
 

S-19 

软组织贴扎临床应用述评（或临床应用进展） 

 
陈文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软组织贴扎技术流派较多，自上世纪 70 年代肌内效贴布问世以来，这种利用弹性贴布的贴扎

方法逐渐成为主流的软组织贴扎技术。由于肌内效贴布对消除肿胀、缓解疼痛、筋膜引导、促进或

放松肌肉等方面有特效，且具有透气性好、防水、防过敏、不影响运动的良好特性，因此在运动损

伤防治、骨科康复、神经康复等领域得以迅速发展，相关的科学研究也逐年增加。肌内效贴扎的理

论核心是贴扎与人体之间的力学互动与感觉输入。贴扎前需重视评估，贴扎方法则体现治疗师的治

疗理念与思路。该项技术具有―简、便、效、廉‖的优点，宜在临床康复治疗及运动医学领域大力推

广。依目前现状，肌内效贴贴扎技术及理论不断完善，适应症不断拓广，而相应的作用机制及原理

研究不甚充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5 

 

S-20 

呼吸训练在重症康复中的应用价值 

 
黄怀 

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 510010 

 

     康复治疗在美国 ICU 病房已成常规，我国也在逐步开展。其中呼吸康复可追溯到 1781 年，并

于 1974 年由美国胸科医师学会提出定义，此后多个学会组织发布了相关指南、共识。重症病人常

面临 ICU 获得性衰弱、肺炎、谵妄、深静脉血栓、心理疾病及长期卧床带来的系列问题。通过综合

评估，早期个性化选择应用体位管理、气道廓清、胸廓放松、呼吸训练、运动训练、咳嗽训练、疼

痛管理、中医传统疗法、物理因子治疗、音乐疗法、心理干预及康复宣教等技术，尤其强调运动疗

法的原则及安全生理标准，遵循国内外机械通气患者运动训练的安全原则，可预防 VAP，控制感

染，降低抗生素使用率和谵妄发生率，减少机械通气及 ICU 住院时间，提高脱机成功率，促进运

动、心肺、吞咽等功能的整体恢复。 

 
 

S-21 

从 RICU 到呼吸康复：一例重度间质性肺炎的康复实践 

 
王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间质性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简称 ILD) 是以弥漫性肺实质、肺泡炎和间质纤维化为病

理基本改变，患者因限制性通气障碍、弥散功能(DLCO)降低和低氧血症而表现为活动性呼吸困

难。患者，男，57 岁，咳嗽咳痰伴呼吸困难，高热收治瑞金医院急诊科，急查胸片示：两肺炎症

渗出，两中上肺野部分实变，双侧胸腔积液，诊断为 ILD。次日收入呼吸内科 ICU 行抗感染及支持

治疗。患者当日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氧合下降，给予口气管插管呼吸机治疗。患者入 RICU 后即接

收系统化的康复评估与治疗。后经 10 天 RICU 治疗，转入康复医学科住院部。经 20 天系统化和针

对性的康复干预后患者耐力功能，运动功能，呼吸功能改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在此过程

中，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第一、RICU 中康复医学如何介入？早期 RICU 患者应该给予何种系统的

康复评估与治疗？第二、进入到康复医学治疗单元，患者接受了那些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康复评估与

治疗？第三、我们如何利用该病例做出肺康复的临床路径和 FRGs；第四、整个过程中我们是如何

把握医疗质量与提高患者满意度的？第五、患者后期出现外周神经损伤症状，我们如何思考该问题

的出现并及时给予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与践行。此次交流将围绕以上 5 个问题进行详细阐

述。 

 
 

S-22 

经颅磁刺激的康复治疗应用 

 
王宝军 

包头市中心医院 

 

     脑梗死是临床发病率、致残率、致死率较高的疾病，在脑卒中后存活的患者中，有约 80％的患

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瘫。因此寻找有效的促进脑卒中后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正常大脑两侧半球间存在相互性抑制，从而达到并维持大脑功能的匹配和平衡。但脑卒中后

大脑这种相互性抑制失去平衡。经颅磁刺激是 Barker 教授于 1985 年首次提出的一种通过磁场刺激

大脑皮质诱导皮层下产生感应电流的一种神经电生理技术。它可通过改变大脑半球之间的兴奋性而

达到治疗脑卒中后偏瘫的目的。且具有非侵入性、创伤小、安全性高、操作简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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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3 

水中运动疗法新进展 

 
丛芳,崔尧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100068 

 

      近年来水疗康复事业蓬勃发展，水疗康复机构及从业人员逐年增多，水中运动疗法内涵也不断

丰富。本文针对近年来水中运动疗法基础理论与治疗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对国际主流的水

中功能评定、水中治疗技术、临床推理方法及水疗康复计划制定等做简要的系统介绍。目前常用的

水疗技术包括：Halliwick 理念的 ―十点程序（The-Ten-Point-Programme） ‖和 ―水中特殊治疗

（Water Specific Therapy）‖，前者主要教授游泳技能，后者主要用于身体结构缺陷和功能障碍；

巴德格拉茨泳圈疗法（Bad Ragaz Ring Method）由许多结构化运动模式构成，其治疗目标主要集

中在身体功能水平，多用于康复早期；水中太极（Clinical Ai Chi）技术重视姿势控制、呼吸控制及

主动放松，主要用于预防跌倒及松动结缔组织。 

 
 

S-24 

脑卒中后上肢功能康复 

 
潘翠环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0260 

 

      脑卒中是常见病、多发病，约 55％～75％的患者会遗留不同程度的上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肢活

动能力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尽管康复治疗技术和方法众多，但其上肢运动功能恢复仍是康复

的难题。 

     近年来，经颅磁刺激作为脑卒中后促进运动功能恢复的新技术与手段，已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

究，非侵入性大脑刺激方式可直接对大脑产生影响，已被证明可以改善卒中后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

能。rTMS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大脑刺激方式，因其无创无痛，副作用较少，容易被患者及临床工

作者接受，因此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临床研究和治疗，为临床神经康复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技

术，  rTMS 通过特定的刺激频率达到兴奋或抑制大脑皮层兴奋性，使大脑皮层兴奋性再平衡，促

进上肢运动功能的康复卒中患者 rTMS 刺激在短时间内结合功能锻炼，治疗效果会更好。 

 
 

S-25 

脑卒中单侧忽略症的评估与训练新进展 

 
闫彦宁,刘靖斐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1 

 

     单侧空间忽略是脑损伤患者常见的知觉行为障碍之一，是影响患者日常生活自立及回归家庭、

社会的严重障碍之一。在早期患者中其发生率高。目前，对于偏侧忽略现象机理尚不完全清楚。传

统的纸笔测验方法简便易行可在床边开展,适用于对偏侧忽略的快速筛查,但敏感性不高。行为学评

估通过对患者日常生活行为进行长期、密切的观察，敏感性较高，但评估周期太长，且易受外界因

素影响。目前凯瑟林-波哥量表（CBS）、 行为忽略量表（BIT）、半侧结构量表等标准化的成套

测试以及一些单项评定方法的功能性评估，有明确的评分标准，能定量测试患者忽略的严重程度，

不仅可以筛查出患者是否存在单侧忽略，还可以有效发现患者在日常生活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障碍，

全面、定量、客观地提供评价结果。临床上，针对忽略症患者主要是通过给予患者忽略侧躯体各种

物理刺激，使患者注意力转移到忽略侧空间。近年来，新用于临床的棱镜适应、强制性使用疗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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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眼遮避、重复经颅磁刺激、经皮神经电刺激、眼遮蔽、行为认知训练等对于忽略症患者的治疗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S-26 

中国肿瘤康复的发展梦想 

 
励建安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肿瘤是最常见的一类疾病，是导致死亡和医疗资源消耗的主要疾病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功能障

碍的常见原因之一。 

     目前肿瘤的临床医疗集中在手术、放疗和化疗，此后到死亡之前的时间长达数月至数年，患者

缺乏必要的医学手段和关注，从而为巫医提供了―黄金时间‖。带瘤生存的肿瘤患者人数是新发生肿

瘤人数的 10 倍，是一个潜在和巨大的刚性医疗需求市场。以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为纲的康复医疗

正是恰当的解决方案。 

     肿瘤康复的核心是聚焦肿瘤患者临床前、中、后的各类功能障碍，积极通过改善、代偿和替代

的路径使患者的功能障碍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得患者的生存期具有尽可能高的生活质量。更重

要的是，肿瘤康复要积极消除肿瘤发生的诱因，包括四个主要方面：1、创造无污染环境；2、提供

强大的心理支持（包括宗教和心理治疗手段）；3、积极纠正不良行为方式，鼓励患者参加文体活

动，改善体质；4、推行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营养治疗。这些诱因的去除将有利于患者接受更多的

临床干预，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甚至帮助治愈。 

    有关理论、研究成果和操作模式将在讲座中阐述。 

 
 

S-27 

运动疗法在肿瘤康复中的应用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本讲座介绍目前运动疗法在肿瘤康复应用的现状与某些进展。当今运动治疗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肿瘤的康复，并被认为是肿瘤治疗与康复的重要方法之一。运动疗法在肿瘤的各个阶段均可以应

用，包括术前和治疗的准备阶段和治疗过程（如化疗，放疗，和免疫疗法），合适的运动可减轻化

疗和放疗的副作用和毒性，并且能提高治疗效果。运动疗法对肿瘤病人体质的改善及功能的提高有

重要作用，而且，有证据表明运动可降低肿瘤复发的风险。对一些不可治愈的肿瘤，合适运动对于

维持生活质量乃至生存都起着重要的协同治疗作用。 

 
 

S-28 

癌症患者的心理康复 

 
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癌症是一种心身疾病，大多数学者认为心理社会因素在癌症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包括 C 型

行为，不幸生活事件，负性情绪及心理神经免疫通路。同时，癌症患者在病程中常伴有心理障碍，

主要表现为抑郁、焦虑和认知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因此心理康复是癌症治疗的重要方

法之一，包括教育性干预、行为训练、认知疗法、安慰剂疗法、音乐治疗、艺术疗法、气功、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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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太极拳等。通过这些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情绪，缓解疼痛，减轻治疗副作用，抗疲劳，延长生

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 

 
 

S-29 

肿瘤相关性淋巴水肿定量评价技术进展 

 
潘钰

1
,徐泉

1
,孙小花

1
,刘玉洁

2
,邹丽丽

1
,马丽娜

1
,严红松

1
,牛倩

1
,季林红

3
 

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清华大学体育系 

3.清华大学机械系 

 

      肿瘤手术或放化疗导致的淋巴水肿是继发性淋巴水肿最常见的病因，其中上肢淋巴水肿主要发

生在乳腺癌术后，下肢淋巴水肿常见于盆腔或腹部恶性肿瘤术后，包括子宫颈癌、外阴肿瘤、子宫

内膜癌、阴茎肿瘤、前列腺癌、黑色素瘤等。淋巴水肿容易合并感染，影响肢体活动和心理状态，

严重者发生恶变。早期发现并定量评价水肿情况，早期干预以减轻水肿和预防水肿加重至关重要。

传统技术排水法可测量水肿肢体体积，便于治疗前后比较，但操作不便和不能早期发现淋巴水肿。

3D 立体扫描影像技术操作简便，测量体积与排水法相关性好，有望替代排水法进行临床推广应

用。生物电阻抗技术可有效测量细胞内外水含量，被认为是对水肿定量的唯一方法，采用生物电阻

抗有助于诊断亚临床淋巴水肿，预防临床型淋巴水肿发生。皮肤弹性测试可定量评价淋巴水肿皮肤

纤维化和僵硬程度，用于评价治疗效果和随访管理。 

 
 

S-30 

神经运动训练在慢性疼痛康复中应用 

 
潘钰,谢树,孙小花,樊森朝,陈固稳,苏胜民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慢性肌肉骨骼疾病和运动损伤后慢性疼痛是康复医学科门诊常见疾病，其康复问题通常包括四

肢和／或脊柱核心肌力下降、平衡和稳定性下降、本体感觉下降等。神经运动控制训练是通过姿势

控制和前庭功能训练，提高肌力、稳定性和平衡功能，可有效改善慢性疼痛和提高运动功能。

Huber360 系统是在不稳定平面上进行的神经运动控制训练。研究表明该训练系统能有效提高下腰

痛和运动损伤后核心肌力、下肢肌力、平衡和稳定性；因训练募集更多肌肉参与可增加耗氧量和改

善人体成分。定量评估和进阶训练方案为老年和体力较差患者提供安全训练平台。 

 
 

S-31 

基于 MDT 模式下的盆底康复团队建设 

 
李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盆底肌可分为前盆、中盆、后盆三个部分，前盆主要包括膀胱、尿道，中盆包括阴道、尿道口

等，后盆包括肛门、直肠。目前针对于盆底肌的评估和治疗方法中均将盆底障碍的疾病分为部分进

行诊治，前盆主要为泌尿科、中盆主要为妇产科、后盆主要为肛肠科。盆底障碍的患者可出现包括

解剖和功能上的复杂的主诉和症状，这些盆底障碍可以在各个部分之间独立存在，也可以是多个部

分共存的，且盆底障碍疾病的评估和治疗技术众多。多学科合作的目的是将盆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诊治。盆底障碍性疾病常常需要结合泌尿外科、妇产科、肛肠科和康复医学科和物理治疗师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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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进行复杂的分析评估和治疗，各个学科之间存在一定的治疗手段、疾病观察角度视野的限制，

结合多学科之间的资源进行盆底障碍的整体诊治有利于对疾病实现更好的把握，实现医疗资源的优

势互补，何时选择手术治疗、何时选择保守治疗、一个症状如盆底疼痛等在各个科室之间反复纠正

却得不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S-32 

康复科医生的核心胜任力——注射技术 

 
敖丽娟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本文阐述了美国、台湾、中国康复科专科医生的核心胜任能力：1、服务病患和操作技能；2、

医学知识；3、针对实践的学习和能力提升；4、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5、专业素养；6、基于服

务系统的执业能力。其中重点阐述了康复科医生应该学习和掌握的主要注射技术包括适应症的掌

握、不良反应的处理、注射技术的应用。同时介绍 ISPRM 中国康复专科医生培训项目网络及面授

课程的设计与运行。 

 
 

S-33 

我国康复医学教育 35 年之我谈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卫生部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老一

辈医学专家革新性、创造性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于 1982 年把康复医学从国外―引进‖国内。至今已

35 年。 

康复医学在我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35 年来是如何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国家和政

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康复人的艰辛付出、奋争耕耘，才收获到今天的成绩。本文将结合康复医学学

科的发展历程，重点介绍康复医学教育（医师、治疗师、学历教育、在职教育、教材编写等）的发

展历程，同时还会结合康复医学教育现状（专业人才短缺、康复意识薄弱、康复观念偏误、康复服

务能力不足、服务效率不高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S-34 

帕金森病的循证康复 

 
王宁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帕金森病是指黑质和脑内其他多巴胺能及非多巴胺能区域多巴胺能神经元缺失所致的一种慢性

进展性的神经变性病。临床中可表现为静止性震颤、强直、运动迟缓和姿势不稳等运动功能障碍，

以及自主神经和感觉功能障碍和心理等问题。临床循证研究显示了帕金森病患者在运动功能方面，

如运动控制和运动执行、平衡功能、步态异常、上肢够物和操作功能、呼吸功能、口咽部运动和适

应性运动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并揭示了运动训练在帕金森病的治疗基础。任务和环境相关训练、提

示疗法、认知疗法、增强体能训练、保持身体灵活性的训练、维持肌力和做功的训练成为帕金森病

的循证康复训练方法和指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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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5 

大型康复医学中心建筑的结构特点 

 
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一、建筑结构特点 

1.治疗区分布 

2.通道设计 

3.病室设计 

4.服务区域预留 

二、病房单元 

床位-医师-技师-护士  配比 

三、与卫计委标准存在一定的距离 

1.我国现状可持续发展，成本控制的要求 

2.卫计委标准 

3.盛京医院情况 

 
 

S-36 

可诱导的多潜能干细胞在脊髓损伤中的应用前景 

 
陈红 

武汉同济医院 430030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和脊髓损伤是以运动神经元丧失为代表的难治性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萎缩侧

索硬化症被国际卫生组织列为 5 大绝症之一，脊髓损伤是脊柱损伤最为严重的并发症：其发病率

高，致残率高，病人群体多为年轻男性。以上两种疾病均无有效治疗手段，给家庭和社会经济带来

了巨大损失。 

多潜能干细胞技术是继克隆技术、基因工程之后现代生物科技的第三大科学成就。它可通过定

向分化诱导产生各种特化的细胞和组织：包括神经系统各类细胞，为治疗如肌萎缩侧所硬化症、脊

髓损伤、脑卒中等多种难治性神经系统疾病带来了划时代的革命！ 

       然而细胞库的建立、定向诱导干细胞分化为人们需要的特定神经细胞、然后利用部位特异性细

胞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修复损伤的神经系统是目前该领域撍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们围绕以上的问题，经过长期系统研究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成绩。 

课题组首先利用废弃的人胚胎建立了人胚胎干细胞库。首次证实人低形态学评分的胚胎可作为建立

人多潜能干细胞库的新的有效来源，同时课题组采用仙台病毒技术，经加热去除病毒 RNA 获得无

病毒整合的人 PSC 系，成功建立多种遗传病及非遗传病干细胞库。成果发表在国际一流期刊 Cell 

Stem Cell 上，影响因子为 22 分。所获得的 hESC 和 iPSCs 经鉴定各项多能性指标符合国际标

准。 

       如何将多潜能干细胞定向分化为高纯度的运动神经元呢？原有的拟胚体的方法获得运动神经元

需周期长，且纯度仅为 30-70%，成为限制整个领域发展的瓶颈。我们的创新地采用单层定向诱导

分化的技术，首次在 3 周内即获得了>95%的运动神经元且这些神经元具有成熟神经元的生物学特

性。成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影响因子分别为 11.470。 

       在以上的工作基础上将人类多潜能干细胞来源的脊髓前体细胞移植入成年严重免疫缺陷鼠的脊

髓内，首次建立了人鼠脊髓嵌合模型，为研究人类星形胶质细胞发育、病理等提供了有力模型，也

为脊髓损伤和 ALS 的脊髓前体细胞移植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发现人类 iPSC 来源的脊髓前体

细胞，能够在脊髓内广泛迁移；更有趣的是人类细胞替代小鼠的星形胶质细胞并和小鼠脊髓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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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上形成整合，包括和内源性神经元形成紧密联系，与毛细血管共同形成血脑屏障等该项成果

被作为突出贡献发表在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影响因子为 13.262 分。成果提示可诱导

多潜能干细胞可作为脊髓损伤的细胞替代治疗的重要来源。 

 
 

S-37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物理因子治疗脊髓损伤 

 
张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13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联合物理因子治疗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再生的影响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BMSCs）移植治疗脊髓损伤，它可以分化为神经元样细胞或神

经胶质细胞，填补损失的神经元及髓鞘, 分泌神经营养因子，改变炎性环境，促进功能恢复。但移

植后存活率低，发挥作用较小，本课题组研究的联合治疗物理因子有超短波、高压氧等。BMSCs

移植与超短波联合治疗对脊髓损伤有协同作用，其机制可能通过分泌各种神经营养因子及抑制炎症

细胞因子，减轻水肿及炎症，减轻脱髓鞘，促进髓鞘再生，通过 BMSCs 分化成神经元样细胞共同

作用来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同样 BMSCs 移植与高压氧联合治疗大鼠脊髓损伤可在促进运动功能

恢复、改善轴突再生微环境、减轻神经元损伤及脱髓鞘反应方面的治疗效果优于 BMSCs 移植或高

压氧单独治疗。 

 
 

S-38 

“神”来治“弊”神经干细胞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的研究进展 

 
袁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 NSCs）是具有自我复制、增殖及多种分化潜能的细胞。采用

NSCs 移植以替代损伤区域缺损的神经元及胶质细胞，从而达到神经系统结构重建及功能再生的目

的，被认为是治疗神经系统损伤一种很有前景的方法，相关研究也日渐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

视。本讲座首先简要地介绍了神经干细胞的生物学特征，然后分别阐述胚胎细胞、iPS 细胞等不同

来源的神经干细胞在脑损伤及脊髓损伤移植治疗中的进展及问题展望。 

 
 

S-39 

神经干细胞的永生化及应用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神经干细胞/祖细胞（NSC/NPC）在治疗各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基

础研究及临床使用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移植神经干/祖细胞在替代受损神经组织，调控神经细

胞可塑性中通过建立内源细胞联系、分泌神经生长因子、抑制免疫/炎症应答等方面较内源性干细

胞体现出更多优势。然而，在体外对其进行制备、纯化对操作技术要求高，培养及分化条件要求苛

刻，经过移植的神经干细胞存活能力有限。通过外源性导入目的基因将神经干/祖细胞实现永生化

可能使其培养保存方式改善，拓展其应用研究范围。本专题将对神经干/祖细胞的永生化方式及其

应用取得的进展进行讨论及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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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 

利用人多潜能干细胞探讨钙离子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发病中的作

用 

 
李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钙离子在家族性肌萎缩侧索硬化症（FALS）发病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利用 FALS 病人来源及基因校正后多潜能干细胞，用小分子化合物将其分化为脊髓运动神经

元，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两组细胞在分化阶段中钙离子相关基因的表达变化。 

结果 在检测的数十种相关基因中，S100A6 蛋白，钙结合蛋白小白蛋白（parvalbumin）和钙结

合蛋白 D28K 在分化 MNP 阶段，实验组较对照组有明显升高趋势。 

结论 家族性 ALS 中，突触间隙谷氨酸积累，钙离子增加等激活星形胶质细胞，使其过表达

S100A 蛋白，以维持钙离子稳态。运动神经元可能通过钙结合蛋白 parvalbumin 和钙结合蛋白

D28K 表达代偿性增加，以躲避发病过程中谷氨酸及钙离子介导的神经毒性。钙结合蛋白可作为保

护性治疗 ALS 治疗的新靶点。 

 
 

S-41 

运动对脊髓损伤的功能恢复的基础研究国内现状 

 
王彤

1
,李向哲

1,2
 

1.江苏省人民医院 

2.苏州科技城医院 

 

脊髓损伤（SCI）是一种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创伤性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及生存质量。运动训练作为一种无创性、功能性康复治疗手段，在 SCI 的临床及基础研究中已广泛

应用。目前，SCI 后运动训练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神经保护、神经再生、神经可塑性及脊髓远端

运动发生器等。本文对近 5 年来国内 30 余篇 SCI 运动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总结如下：1)单纯运

动训练：运动训练可以促进 SCI 后多种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包括：BDNF、NGF 和 NT-3，并可

减小神经损伤面积、减轻损伤局部炎症细胞浸润，并可增加 mTOR 的表达，调控 SCI 后的轴突再

生；其中，运动对 SCI 大鼠 BDNF 及 TrkB 的表达的促进作用在大鼠脑部感觉运动皮层、脊髓损伤

远端腰髓、损伤局部均可观察到；并且―骨骼肌-运动神经-脊髓‖逆向传导通路在其中起着重要作

用；SCI 后阻断 BDNF-TrkB 信号通路，运动训练的促进功能恢复作用受到明显抑制；此外，运动

训练还可通过 BDNF-TrkB 信号通路调节 KCC2 的表达，减轻 SCI 后痉挛与疼痛。2)运动联合电针

治疗：该联合治疗可更大程度地促进 BDNF、NGF 及 NT-3 的表达，增加 Nestin、细胞周期调节蛋

白和 GAP-43 的合成，减少神经生长抑制性因子，促进损伤脊髓的修复及轴突再生。3)运动联合干/

祖细胞治疗：目前应用于 SCI 模型的干细胞包括：hADSCs、内皮祖细胞、BMSCs、嗅鞘细胞

等，联合疗法可更有效地促进 BDNF 的表达，促进 SCI 后的功能恢复；但该联合治疗的系统性、

可控性及作用机制尚需深入研究。4)运动联合甲强龙治疗：该联合疗法可显著提升受损脊髓内

BDNF 的表达，但其病理生理学机制尚需深入研究。总的来说，相对于单纯运动训练，联合治疗可

能具有更佳的治疗效果。但多数研究仅停留于特异性蛋白或基因的检测，未能深入研究。且国内相

关研究的投入、关注度与研究深度均欠缺，与国外研究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鉴于此，加大运动训

练对 SCI 后功能改善的深层次探讨，如：脊髓内运动发生器的作用、神经环路/网络重塑、促神经

纤维生长的条件、再生微环境的调节、运动干预与其他治疗技术的协同作用、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

的转化，将为我国 SCI 后运动等综合干预措施的应用与研究揭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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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2 

临床常见脊髓损伤类型的动物实验研究机临床意义 

 
刘捷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探索修复合作组织 (ICORD) 

 

       临床常见的因脊柱外伤引起的脊髓损伤，可根据脊柱损伤模式的不同，分为错位伤 

(dislocation)，挫伤 (contusion) 和牵拉伤 (distraction)；而这些不同的损伤模式也会通过不同的生

物力学作用机制造成脊髓被剪切(shear)，撞击(impact) 和拉紧 (tension)。过去十多年来，我们采

用多种研究技术对不同脊柱损伤模式造成的脊髓损伤做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动物实验研究。结果显

示，不同的脊柱损伤模式造成的脊髓损伤在组织学，行为学，和影像学上都有很大区别；生物力学

研究也提示，不同的损伤位移，速度，持续时间等指标是造成脊髓损伤程度异同的重要因素；同一

损伤模式的生物力学损伤机制与其组织学和行为学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希望这些结果能为基

础研究工作者和临床医生今后进一步探讨脊髓损伤治疗策略提供有价值科学依据。 

 
 

S-43 

康复治疗技术对猕猴脑损伤功能恢复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尹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康复治疗技术可促进损伤神经修复，但对损伤神经修复从中枢神经到周围神经系统整个神经通

路的影响，目前尚无报道，本研究拟选用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与人类相似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猕猴作

为实验对象，制备神经损伤模型，应用神经电生理技术检测康复治疗技术对损伤神经组织动作电位

的影响，使用免疫组化测定康复治疗前后神经营养因子的变化，通过红外眼动仪测量眼球运动功能

的改变，探索不同康复治疗技术对损伤神经修复从中枢神经到周围神经系统整个神经通路中不同部

位的作用及相关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口头发言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4 

 

OR-001 

肌肉记忆 30/48 原则对脑卒中深感觉障碍患者 

步行能力改善的研究 

 
孔繁时,怀志刚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应用肌肉记忆 30/48 原则训练脑卒中后深感觉障碍患者对其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部 30 例深感觉障碍患

者，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对照组进行基础康复治疗,包括神经营养

药物、神经发育疗法、日常生活活动(ADL)训练、必要的矫形器应用等；观察组在基础康复治疗基

础上,增加肌肉记忆 30/48 原则进行训练（站立位膝关节屈曲 10 度至屈曲 5 度角的稳定性强化训

练，30 分钟/次，1 次/48 小时）。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对患者平衡功能和步行能力进行综合

评价，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计时起立-步行测验（TUG）和功能性步行量表(FAC)进行评

价。 

结果 经过 4 周康复治疗后,两组患者训练后平衡功能和计时起立-步行测验均显著高于组内治疗前

(均 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平衡功能和计时起立-步行测验评分高于对照组,均有显著差异(均

P<0.01)。两组患者训练后功能性步行评分显著高于组内治疗前(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功能

性步行评分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应用肌肉记忆 30/48 原则训练脑卒中后深感觉障碍患者能显著提高其步行能力。 

 
 

OR-002 

间歇性 Theta 节律刺激对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的影响 

 
汤昕未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探索间歇性 Theta 节律刺激（intermittenttheta burst stimulation，iTBS）作用于患侧初级运

动皮质（primary motor cortex，M1）对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的影响。 

方法 招募我院住院治疗的脑卒中后恢复期（1-6 月）严重手功能障碍患者（I≤手 Brunnstrom 分级

≤II）。随机分为 iTBS 组和假刺激组。每位患者接受 2 周共 10 次（每天 1 次，周一至周五）患侧

M1 的 iTBS 刺激或假刺激干预，干预前、干预结束后第二天和 1 个月随访时分别对受试者进行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ugl-Meyer Assessment，FMA）、运动功能状态（Motor Status 

Scale，MSS）量表、巴氏指数（Barthel Index，BI）的评定和静息运动阈值（ resting motor 

threshold，RMT）的测定。干预和评定均由经过专业培训后的专人完成。除干预实施者外，患者

和所有涉及的研究人员均不知晓分组情况。 

结果 共有 16 名患者（每组各 8 人）完成了这项前瞻性、单中心、单盲、随机、假刺激对照的探索

性临床试验。所有受试者均能够耐受 iTBS 或假刺激，试验过程中没有患者出现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相关的不良反应。干预前后和随访时两组间的 FMA、

BI、MSS 评分和健侧 RMT 均无显著差异（P＞0.05）。iTBS 组与假刺激组干预后和 1 个月随访时

的各项量表得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P＜0.05），但干预后和随访时的健侧 RMT 与基线相比无明

显改变（P＞0.05）。所有受试者干预前后和随访时均无法引出患侧第一骨间背侧肌（first dorsal 

interosseous，FDI）的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 

结论 对于脑卒中后恢复期的严重手功能障碍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额外增加 iTBS 刺激可能

并不能在短时期内促进其运动功能的恢复和 ADL 的改善，提示了这类患者可能对 iTBS 等以兴奋患

侧运动皮质为目的的非侵入性脑部刺激技术收益较小。另外，本次试验结果还显示两组患者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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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随访时的相关量表评分较干预前均明显提升，我们考虑可能是由于常规康复治疗以及脑卒中后早

期的自然恢复所致。 

 
 

OR-003 

实时超声反馈下腹横肌运动控制的研究 

 
张洲,谭茗丹,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观察实时超声反馈对腹横肌运动控制的影响；探讨下腰痛患者腹横肌运动控制训练的方法。 

方法 对 33 名实验对象随机分组，比较在有无实时超声反馈下两组实验对象腹横肌的收缩率和腰椎

稳定性从 1 级上升至 2 级所需的训练次数和训练时间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腹横肌收缩率，P=0.662>0.05，说明两组间无差异；训练次数 P=0.018<0.05 和训练时间 

P=0.011<0.05，说明两组间存在差异，且训练次数均值实验组（1.5 次）小于对照组（3.1 次），

训练时间均值实验组（13.4min）小于对照组（30.8min）。 

结论 实时超声反馈不会增加腹横肌收缩的效率；实时超声反馈能使实验对象用较少的次数，在较

短时间内掌握腹横肌收缩的方法。 

 
 

OR-004 

使用钟摆运动客观定量诊断脑卒中患者 

膝关节屈伸肌的肌紧张状态 

 
靖大铮 

日本仙台青叶学院短期大学 981-0931 

 

目的 痉挛性麻痹是脑卒中高发症状。虽然「运动功能评定量表(MAS)」被广为使用，但缺乏客观

定量依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是确定膝关节钟摆运动指数与 MAS 分类的诊断标准的关系，用于临

床。 

方法   研究对象：正常人 10 名，弛缓性麻痹 5 名，Mas1 和 2 患者各 5 名。 

  测试设备：肌电图和膝关节角度测定（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LabChart」和电子角度计），膝

关节振子运动的角速度和加速度测定（株式会社 ATR-Promotions 「TSND121」）。 

  膝关节钟摆运动指数＝初始下降角度/最终静止角度 

结果 1. 膝关节钟摆运动指数：弛缓-2.34/座位，2.37/半卧位。Mas1-1.73/座位，1.78/半卧位。

Mas2-1.02/座位，0.92/半卧位。 

2. 膝关节钟摆运动次数：弛缓-12(9-18)/座位，11(7-17)/半卧位。Mas1-9(8-10)/座位，9(8-10)/半

卧位。Mas2-6(4-7)/座位，5(3-6)/半卧位。 

3. 肌放电量测定：膝关节屈曲时，拮抗肌―股直肌‖比―股外肌和股内肌‖高，尤其 Mas2。伸展时，

Mas2 拮抗肌的―股二头肌和半腱肌半膜肌‖最高。 

4. 膝关节最大钟摆运动角速度：弛缓-353dps/座位，333 dps/半卧位。Mas1-335 dps/座位，316 

dps/半卧位。Mas2-313 dps/座位，241 dps/半卧位。 

5. 膝关节最大钟摆运动加速度：弛缓-205mg/座位，198mg/半卧位。Mas1-238mg/座位，224mg/

半卧位。Mas2-648mg/座位，520mg/半卧位。 

结论 第一次揭示了膝关节屈肌在脑卒中痉挛性麻痹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对于痉挛性麻痹的发

生，康复学界一直认为―痉挛性麻痹与关节屈伸速度有关‖，更正确地应该是―痉挛性麻痹发生强度与

关节屈伸加速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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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5 

减重步态联合平衡训练对小脑梗死伴共济失调患者运动及平衡功

能影响的个案报道 

 
李宏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共济失调是小脑梗死患者主要表现之一，共济失调可导致患者行走不稳、容易跌倒摔伤，严

重影响患者安全及生活质量，而临床上涉及共济失调患者康复训练的研究报道也较少。本研究观察

减重步态联合平衡训练对小脑梗死伴共济失调患者运动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对一例 3 个月病程的小脑梗死伴共济失调的 27 岁男性患者进行减重步态联合平衡训练改善其

运动和平衡功能，患者每天上午进行 30 分钟减重步态训练，下午进行 30 分钟平衡训练，根据患者

的恢复情况，给予适当的治疗调整（减少减重重量从 60%自身体重到 10%自身体重，增加速度从

1.5km/h 到 3km/h，增加平衡训练的难度等），每周治疗 6 天，于入选时和训练后的 4 周、8 周分

别采用国际合作共济失调量表(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taxia Rating Scale，ICARS）,10 米步行

测试（10-m walk test,10MWT）和 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入选时其国际合作共济失调量表（ICARS）评分为 41 分，4 周及 8 周后分别为 33 分和 28

分；10 米步行测试(10MWT)时间为 27s，4 周及 8 周后分别为 12s 和 6s；入选时 Berg 平衡量表

(BBS)得分为 35 分，4 周及 8 周后分别为 44 分和 49 分。 

结论 此个案研究表明减重步态联合平衡训练可能对小脑梗死伴共济失调患者共济失调运动及平衡

功能的改善有一定意义，此种联合训练方式具有可行性，值得参考。 

 
 

OR-006 

特色作业治疗活动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吕慧颐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康复医疗团队联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采取多种方式的特色作业治疗活动，对其康复疗

效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和作业治疗工作模式的建立。 

方法 采取随机对照研究，选取本院 2015.10-2016.3 期间住院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干

预组 32 例和对照组 30 例。两组患者治疗前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

和作业治疗。干预组除了接受常规的康复训练和作业治疗以外，参加科室医护技组织的集体健康宣

教和特色小组作业治疗活动。医护技集体健康宣教从多种角度提高患者及家属对疾病及相关治疗护

理的理解和认识，提高遵医行为。作业治疗团队以传统节日及节气安排特色小组作业活动，如插

花、拼图、做贺卡、摆果盘、包饺子等；每周突破日常生活能力训练重点，如第一周：床椅转移；

第二周：穿脱衣指导；第三周：室内步行；第四周：上下楼梯指导。康复护士在病房 24 小时持续

跟进，更有针对性的对所管患者进行进食、修饰、如厕等日常生活能力训练。 

结果 两组患者分别在住院当天、住院两周、住院一月对其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做出评价。数

据运用 SPSS13.0 软件分析，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患者日常生活能

力和生活质量评价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明显提升。 

结论 脑卒中肢体偏瘫导致的 ADL 受限和生活质量下降是常见临床问题。―黄锦文‖提出作业治疗要

从寻找意义开始，要在仿真的作业环境中，从自己内心出发，深入了解生活的意义与性质，追求有

意义的生活。―梁国辉‖曾提出生活重整的概念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重建生活为本‖

的脑卒中作业治疗模式。康复医疗团队对脑卒中患者进行特色作业治疗及延续跟进，对患者的康复

疗效起到积极的作用。小组治疗是作业治疗一种最佳的训练方式，可以提高患者的理解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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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应力及执行能力并增加治疗趣味性，提供给患者积极主动参与的机会，而且展示患者在小组

作业治疗活动中的作品，更能增强患者的生活信心，发挥活动的后续效应，对于促使患者回归家

庭，回归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中的集体作业治疗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和患者兴趣爱好的基础

上，增添和强化患者与生活相关的康复治疗元素，协助患者把基本功能转代为生治能力而设计作业

治疗活动，符合黄锦文教授的作业治疗从寻找意义开始的观点，且符合―生活重整‖理念，即纵使患

者有长期功能障碍，也可循序渐进地重建成功、幸福及快乐的生活。此模式可以固定化，常态化，

值得推广。 

 
 

OR-007 

手法治疗对急性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的疗效观察 

 
李玉学,王永慧,张杨,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评估手法治疗对急性颞下颌关节不可复性盘前移位患者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将 34 例急性不可复性盘前移位患者随机分为联合治疗组(n=18)及对照组

(n=16),对照组仅接受传统治疗(包括半导体激光、超短波治疗、脉冲磁疗、轻柔的 ROM 活动和热

敷、健康教育),治疗组在传统治疗的基础上应用手法(颞下颌关节附属运动、被动下颌骨关节活动度

和持续下颌骨牵伸、颞下颌关节本体感受训练、颞下颌关节运动协调性练习)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10

天采用下颌关节功能受限评分 JFLS-8、下颌骨下降的主动活动范围最大张口度 (maximal 

interincisal opening,MIO)、下颌骨前伸的主动活动范围、下颌骨的侧向偏移主动活动范围、目测类

比法(visual analog scale,VAS)评价疗效。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类似。治疗后两组颞下颌关节 JFLS-8、MIO、下颌骨前伸的主动活

动范围、下颌骨的侧向偏移主动活动范围、VAS 得分较治疗前改善(P<0.05),组间比较,治疗组在

JFLS-8、MIO、下颌骨前伸的主动活动范围、下颌骨的侧向偏移主动活动范围、VAS、评分比对照

组改善(P<0.05)。 

结论 手法治疗颞下颌关节急性不可复性盘前移位疗效明显,值得推广。 

 
 

OR-008 

不同性别健康人群腰部深层多裂肌 EMG 差异 

 
张珊珊

1
,吴文

2
,许轶

1
,唐雁

1
,王楚怀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采用表面肌电（sEMG）分析系统结合丝电极探讨健康人群腰部深层多裂肌活动的 EMG 信号

特征，分析不同性别健康人群多裂肌功能状态差异。 

方法 31 名健康受试者（15 男 16 女）采用针头导入 0.16mm 钢丝电极线至 L4 水平深层多裂肌后

完成改良 BST 动作，采集多裂肌最大随意收缩时的 EMG 信号，比较不同性别健康受试者平均肌电

值（AEMG）、均方根值（RMS）、中位频率（MF）、平均功率频率（MPF）和非线性指标 LZ

复杂度的差异性。 

结果 不同性别健康人群腰部深层多裂肌电信号时域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多裂肌 AEMG、

RMS 明显大于女性（P＜0.05）；两组间频域指标 MF、MPF、MFs、MPF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男性和女性中，双侧多裂肌电活动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采用 sEMG 系统结合丝电极能够可靠、灵敏地检测出腰部深层多裂肌的肌电活动，这是一种

针对性地评估深层肌肉功能活动的有效方法，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同时不同性别健康人群深

层多裂肌 EMG 的差异性为设置多裂肌正常肌电值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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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9 

重建生活为本的康复治疗对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

超早期回归生活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吴鸣

1
,倪朝民

1
,尚希福

1,2
,段文秀

1
,张阳

1
 

1.安徽省立医院 

2.安徽省立医院骨科 

 

目的  探讨以重建生活为本理念的康复治疗对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术式（ direct anterior 

approach,DAA）全髋关节置换（THA）患者术后的疗效观察。 

方法 采用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试验设计假设对两组患者均实施早期重建生活为本康复理

念的治疗措施，对于改良 DAA 组和小切口后外侧入路（min-incision posterolateral approach，

MIS-PLA）组 THA 超早期回归生活的临床研究。选取 2016 年 8 月至 12 月在安徽省立医院骨科关

节中心行 THA 的 159 例患者，按不同术式入路分成改良 DAA 组和 MIS-PLA 组，其中改良 DAA 组

84 例，男性 33 例，女性 51 例，平均年龄 57.95±13.39；MIS-PLA 组 75 例，男性 35 例，女性 40

例；平均年龄 60.72±13.73。患者入组后均在术前开始实施重塑生活治疗措施，包括访谈患者及家

属讨论患者对于术后早期日常生活能力独立要求的康复目标，以及预防心肺能力下降和相关并发症

的康复治疗措施，术后当天直至出院的生活自我照料能力的作业治疗，快速康复回归生活独立能力

等方法。并分别在术前、术后 1-3 天、出院当天及 1-3 月随访观察总住院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视

觉模拟（VAS）疼痛评分、静息痛和运动痛、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髋关节 Harris 评分等指标的变化

情况。 

结果 ①改良 DAA 组总住院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较 MIS-PLA 组显著缩短，有统计学差异

（P<0.01）②视觉模拟（VAS）疼痛评分结果，两组患者术后当天-出院当天和术后 1 个月的静息

痛逐渐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当天-出院当天、术后 1、3 个月运动痛逐渐减

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③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定结果，术后 2-3 天和出院当

天，改良 DAA 组比 MIS-PLA 组穿袜和上下楼能力差异显著（P<0.01），术后 3 个月，两组患者

穿袜、上下楼项目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髋关节 Harris 评分，出院

当天和术后 1、3 个月，两组患者疼痛、步态、行走距离、楼梯、坐、鞋袜、髋关节活动范围和

Harris 总分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以重建生活为本理念的康复治疗可缩短改良 DAA 全髋关节置换患者术后总住院日和术后住院

日，减轻疼痛，术后超早期重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独立和髋关节功能。 

 
 

OR-010 

严重脑损伤后意识障碍的艺术治疗 

 
谢秋幼

1
,吴超

2
,虞容豪

1
,夏维伦

2
,温蕴

1
,吕志红

1
,曹园

1
,朱娟

1
,黄莹辉

1
 

1.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目的 探讨艺术治疗用于严重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的康复疗效。 

方法 收集我科自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间特重型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 23 例。采用国际

通用的昏迷恢复量表修改版(CRS-R)进行行为学评定，其中植物状态(VS)15 例，微意识状态

(MCS)8 例。由临床医生、艺术家、心理师共同组建的艺术治疗小组根据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

结合音乐、绘画、制作视频片段，包括激发能量（生命/自然能量）、刺激欲望（食欲/性欲）、促

进行动（积极想象引导，如崩塌与重建，英雄重生，躲避危险）、安宁愈合(放松/安睡)等片段。在

专用视听室给患者播放。每周 3 次每次半小时，共 4 周。采用自制的包含生命体征、意识状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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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情绪、注意在内的观察量表记录治疗过程中的反应。分别以治疗增加 4 分以下、4 分、6 分、8

分、12 分为响应程度等级(无响应、响应、响应增加、明显、显著)。 

结果 4 周治疗结束时，23 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显著响应 48 人次，明显 65 人次，增加 110 人

次，响应 35 人次，无响应 18 人次。治疗过程中患者以生命体征、情绪变化及注意力改变为主要响

应因素。治疗结束后 CRS-R 再评分总分增加者 18 例，无变化 5 例。7 例患者由 VS 进入 MCS，3

例脱离 MCS。 

结论 以跨学科创作为背景的艺术治疗对于意识障碍患者的康复具有积极的作用，为意识障碍康复

领域首次实践。艺术治疗又称艺术疗法，它包括音乐、绘画、雕刻、制陶、黏土、拼贴、舞蹈、诗

歌、戏剧等，在处理以情绪困扰为主要症状的心理问题时优势突出，为患者提供了非语言的表达和

沟通机会。艺术将人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可建立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桥梁。以往艺术治疗多用于

认知发展迟缓、情绪障碍、自闭症、多动症及有生理或心理创伤经历的患者，没有固定的治疗方

式。鉴于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的认知与行为能力严重下降，传统治疗方法手段有限。而我们试图

将艺术治疗用于改善患者的意识状态、情绪、认知和行为，作为临床一种尝试，初期效果确切。后

期基于对患者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意识经验进行的重构、模拟和还原创作的个性化视听刺激，以

及采用实时脑电、功能磁共振(fMRI)等评价方法、与预后相关性分析等研究也在进行中，期望有助

于此类患者的康复。 

 
 

OR-011 

重症脑损伤康复患者气道的临床管理 

 
尤春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索直接拔除气管套管的可行性 

方法 比较 80 例重症脑损伤康复气管切开患者，直接拔除气管套管与堵管后拔管的成功率，并发症

等相关指标。拔管前需要进行气道重建，肺部物理治疗，气道湿化，达到拔管条件者进行拔管或者

堵管。 

结果 两组拔管成功率均为 91%，直接拔管者并发症为 15.38%，堵管后拔管者并发症为 30.77.拔

管不成功者为气管软化后气道狭窄或者准备准备不充分。 

结论 重症脑损伤患者气管导管宜尽早拔除，且可以采用直接拔管方式拔管 

 
 

OR-012 

胸锁关节松动术治疗肱骨近端骨折术后患者 肩关节功能障碍的

临床研究 

 
陈伟

1
,周敬杰

1
,翟宏伟

1
,徐磊

2
,张明

1
 

1.徐州市中心医院 

2.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目的 探讨在常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配合胸锁关节松动术对肱骨近端骨折术后肩关节功能障碍的康

复疗效。 

方法 将 40 例肱骨近端骨折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各 2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案：

关节松动术、超声波治疗、中药熏蒸、干扰电疗法，观察组在常此基础上加入胸锁关节松动术。治

疗前及治疗 4 周和 8 周后均采用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功能评分量表(CMS)、目测类比评分法

(VAS)及肩关节活动范围对患者的肩关节功能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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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治疗 4 周及 8 周后，两组患者 CMS 总分评定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治疗 4 周后，

观察组在日常活动（12.95±2.8）及关节活动范围（17.40±3.32）评分较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

0.05）。治疗 8 周后，观察组除疼痛评分外，在日常活动（14.70±3.79）、关节活动范围

（22.10±4.38）及力量测试（15.3±2.94）评分上较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②治疗 4 周及

8 周后，两组患者在肩关节活动度及 VAS 评分上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P＜0.05）。治疗 4 周

后，两组患者肩关节前屈（108.2±26.28）°、外展（78.35±19.49）°及 VAS（3.55±0.14）评分较

前变化无显著意义（P>0.05）。治疗 8 周后，观察组肩关节前屈（127.75±25.30）°、外展

（95.50±16.93）°及 VAS（2.05±0.15）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胸锁关节松动术可有效扩大肩关节活动范围，改善肩关节运动

功能。 

 
 

OR-013 

基于肌骨超声影像的康复科常见肩痛患者的流行病学特点分析 

 
贺涓涓,卫小梅,李娜,解东风,陈兆聪,窦祖林,蔡桂元,姜丽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000 

 

目的 基于肌骨超声影像分析康复科门诊肩痛患者的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对 2016-6-1 至 2017-3-31 期间我科门诊连续收治的肩痛患者进行肌骨超声检查，保存并分析

患者肩关节超声影像表现特征，同时收集相关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外伤

史、患肩数等，对肩痛患者的肌骨超声影像表现的流行病学特点进行横断面分析。 

结果 共收集 116 例肩痛患者，平均年龄 54.5±12.6 岁，其中 51~60 岁组患者 36 例（31.0%）、

41~50 岁组 34 例（29.3%）；男性 36 例，女性 80 例；肩痛病程 1 ~3 个月者 60 例（51.7%）；

105 例（90.5%）患者无外伤史；116 例患者中单侧肩痛 98 例（84.5%），双侧肩痛 18 例

（15.5%）；超声影像检查确诊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 27 例（20.1%）、喙突下滑囊炎 38 例

（28.4%）、肩胛下肌肌腱病变 33 例（24.6%）、肩锁关节退行性病变 40 例（29.9%）、肩峰下

撞击征阳性 45 例（33.6%）、肩峰下滑囊炎 88 例（65.7%）、冈上肌肌腱病变 78 例

（58.2%）、冈下肌和小圆肌肌腱病变 8 例（6.0%）、粘连性肩关节囊炎 22 例（16.4%）。与青

年组相比，中、老年组冈上肌肌腱病变（60.7% vs 32.1%, P<0.05；71.1% vs 32.1%, P<0.05）和

肩锁关节退行性变（36.1% vs 3.6%, P<0.05；37.8% vs 3.6%, P<0.05）的发病率显著增高；且

老、中、青三组相比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的发病率不全相同。 

结论 康复科门诊肩痛患者多无外伤史，以女性多见，年龄分布范围集中在 41~60 岁，多为单肩

痛、1~3 个月病程者多见；超声影像表现以肩峰下滑囊炎和冈上肌肌腱病变为主；中、老年肩痛患

者冈上肌肌腱病变和肩锁关节退行性变的发生率高于青年肩痛患者。 

 
 

OR-014 

负重时间对股骨转子间骨折 PFNA 内固定术后骨折愈合的影响 

 
田贵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通过术后早期负重及延迟负重比较，探讨股骨转子间骨折 PFNA 内固定术后负重时间对疗效

的影响，为指导术后康复训练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符合条件的股骨转子间骨折 PFNA 内固定术后患者 36 例，随机分为早期负重组 18 例、

延迟负重组 18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相同的常规康复治疗，早期负重组患者术后 3 天开始扶拐部分

负重，至术后 4 周完全负重。延迟负重组患者术后 4 周开始逐渐负重。记录并分析两组患者在术后

4 周、术后 8 周、术后 12 周的骨痂质量，比较两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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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术后 4 周、8 周和 12 周两组患者的骨痂质量评分均无明显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时间也无明显区别，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股骨转子间骨折 PFNA 内固定术后早期负重对于骨折愈合、内固定稳定性没有明显的影响，

具有可行性。 

 
 

OR-015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刺激辅助运动区（SMA）与刺激 M1 区

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效果比较 

 
琚芬,袁华,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本研究旨在比较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刺激患侧大脑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MA）与患侧初级运动皮层（M1）对脑卒中患者患侧肢体运动功能的治疗效果。 

方法 在我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患者 29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两组均给予常规物理治疗。

治疗组（n=14）给予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部位为患侧大脑辅助运动区（SMA）。对照组

（n=15）给予导航下重复经颅磁刺激的治疗部位为患侧到啊 M1。两组治疗均每日 1 次，每周 6

次，共治疗 2 周。于治疗开始前，2 周治疗结束时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改良 Barthel 指数、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分、MEP 潜伏期、MEP 波幅。 

结果 治疗 2 周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ugl-Meyer 平衡功能评

分、改良 Barthel 指数、MEP 波幅明显升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MEP 潜伏期虽

有缩短，但是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偏瘫肢体运功功能障碍，刺激辅助运动区（SMA）

其效果优于刺激 M1 区。 

 
 

OR-016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 Imoove 三维平衡运动平台对卒

中患者大脑皮层兴奋性及平衡、步行功能的影响 

 
熊昊,牟翔,袁华 

西京医院 710000 

 

目的 探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 Imoove 三维平衡运动平台对卒中患者大脑皮层运动诱

发电位(M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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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例卒中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15 例。其中，对照组给予常

规护理，以及中频电疗、脉冲空气波压力治疗、偏瘫肢体综合训练等常规康复治疗，实验组在此基

础上增加〔1﹞rTMS 治疗（刺激部位选取健侧 M1，刺激频率为 1 Hz，刺激强度为 80％～110％ 

运动阈值，刺激脉冲数为 1800 次/d，治疗时间约 30 min/d，1 次/日）；〔2﹞Imoove 三维平衡运

动平台（设定个体化的运动速度和运动幅度，逐步增加难度。初次训练时间为 5-10min，以后逐渐

增加至 15—20min，1 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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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gl-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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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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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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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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低频 rTMS 联合 Imoove 三维平衡运动平台可以改善卒中患者的平衡及步行能力。这可能与低

频 rTMS 抑制健侧大脑兴奋性，从而解除健侧大脑对患侧大脑功能的抑制作用有关。 

 
 

OR-017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严重意识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研究 

 
李红玲,池林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 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对意识

障碍患者的促醒作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04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入住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外科、急诊科的由多种

原因造成的意识障碍患者。纳入标准：(1)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 评分为 8 分以下的患者；(2)明

确诊断为植物状态(VS )或持续植物状态（PVS)或最小意识状态(MCS)者；(3 病因为外伤或非外

伤；(4)年龄在 18~80 岁之间；(5)均为首次发病，病程 20~40 天。(5)均同意并签署治疗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生命体征不稳定及存在经颅直流电刺激禁忌症者。将纳入研究的 38 名患者随机分

为试验组与对照组，试验组 19 例，病程为 22~40 天，平均为(29.63±4.69)天；对照组 19 例，病程

为 20~38 天，平均为(27.42±4.69)天；年龄、病因等两组间资料可比，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 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方法，如高压氧疗法、小脑顶核电刺激、四肢神经肌肉电刺激、下肢

智能康复训练系统（床边）等。1 次/日，6 次/周，30 次为一疗程，疗程间休息 5~7 天。试验组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行 tDCS 治疗，tDCS 阳极刺激部位为左侧前额叶背外侧，参考电极位于右眼眶上

缘或右肩刺激强度为 1~2mA，刺激时间 20min/次，1 次/日, 6 次/周，20 次为一疗程，疗程间休息

20 天。 疗效评估方法：(1) Glasgow 昏迷量表或 PVS 量表评分；(2)神经电生理评估：脑电图

（Hockaday 评分）、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Greenbery 评分))、上肢体感诱发电位(USEP，

Greenbery 评分)；（3）临床疗效评估。 

结果 本试验中患者治疗时间为 10~45 天，平均治疗时间(21.87±1.44)天。疗前各量表评分可比，

无统计学意义(P＞0.05)，疗后各指标评分均较疗前提高，且实验组优于对照组，且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4.21%%。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89.47%，两组对比 P＜0.05。在

治疗过程中，未发现 不良反应。 

结论 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基础上，加用 tDCS 可明显提高意识障碍的促醒

率。且安全、方便、副作用小。 

 
 

OR-018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认知障碍的影响及静息态网络机制 

 
尹明宇

1
,胡昔权

1
,高家欢

1
,康庄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放射科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患者认知障碍的影响及探讨静息态网络在其中的作用

机制。 

方法 将 16 例脑卒中后存在认知障碍的患者（病程 1 个月－6 个月）随机分为实验组（n=8）和对

照组（n＝8）。两组患者均予为期 4 周的常规药物治疗及常规康复训练，包括传统的电脑辅助认知

功能训练，实验组在此基础上予高频（10Hz）rTMS 刺激左前额叶背外侧区（DLPFC），对照组

在相同部位予假刺激，每天刺激 20 分钟，每周 5 天。于刺激前、刺激 2 周后及刺激 4 周后采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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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筛查认知功能，采用 Stroop

色词测验（CWT）评定执行功能，采用 Rivermead 行为记忆测验（RBMT）评定日常生活记忆功

能；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技术，并通过图论的分析方法检测并分析两组患者刺

激前、后静息态网络中默认网络（DMN）区域功能连接的变化情况。 

结果 入组时两组患者的 MMSE 评分、MoCA 评分、CWT 评分及 RBMT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刺激 2 周后，实验组 MMSE 评分（P>0.05）、RBMT 评分（P>0.05）及 CWT（A、

B、C 三部分反应时）评分（P>0.05）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刺激 2 周后，实验组

MoCA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刺激 4 周后，实验组 RBMT 评分

（P>0.05）、CWT（A、B、C 三部分反应时）评分（P>0.05）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刺激 4 周后，实验组 MMSE 评分（P<0.05）、MoCA 评分（P<0.05）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rTMS 刺激前、后分别对患者进行静息态磁共振扫描，通过图论的分析方法可见患者

默认网络区域中双侧额上回内侧、双侧后扣带回脑区存在功能连接增加。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认知障碍，其机制可能与脑卒中认知障碍患者默认网络

相关脑区的功能连接增加有关。 

 
 

OR-019 

不同色彩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临床研究 

 
李小宏,白定群,余和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不同色彩联合重复经颅刺激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疗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50 例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患者，随机分为白色背景+ rTMS（对照组）和绿

色背景+ rTMS（试验组），每组 25 例患者。两组患者均给予 rTMS 治疗，每周 5 次，共治疗 4

周，对照组治疗室设置为白色背景，试验组治疗室设置为绿色背景，治疗前后进行视觉模拟评表

( Visual Analogue Scale ， VAS) 、简明  McGill 疼痛量表 ( Short-form of Mc Gill Pain 

Questionnaire ，SF-MPQ) 评定。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后 VAS 评分、SF-MPQ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降低( P ＜ 0. 05) ，试验组有效率为 

82. 1% ，优于对照组的 70. 6% ( P ＜ 0. 05) ;且试验组患者在感觉项、情感项和疼痛程度评分均低

于对照组( P ＜ 0. 05) 

结论 绿色背景下给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于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效果更好。 

 
 

OR-020 

rTMS 应用于脑卒中后失语症的临床观察 

 
范天君,周新,武继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临床观察 rTMS 对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的言语功能改善的情况。本研究采用 rTMS 对右侧

Broca‘s 镜像区低频刺激方法改善脑卒中后失语症。 

方法 20 例脑卒中后运动性失语患者病程在 3 月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言语功能训

练，每日一次，每周五次；试验组采用 rTMS 对右侧 Broca‘s 镜像区（Brodmann 分区 44、45

区），频率 1HZ，强度 90%RMT 1100 脉冲。评定方法： 治疗前后由专人进行评定，采用 CRR-

CAE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失语症检查法、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ABC 汉语失语成套测验、图片命名

测定，每四周评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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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两组患者理解、命名、

复述、描述等功能均有提高，但试验组理解、命名、复述、描述等功能与平衡积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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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TMS 是一种无痛、无创伤的绿色治疗方法。磁场以磁力线的形式，无创伤的作用于

中枢神经系统（主要是大脑），改变皮层神经细胞的膜电位，使之产生感应电流，影响脑内代谢和

神经电活动，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的神经刺激技术。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用于治

疗主要是通过改变它的刺激频率而分别达到兴奋或抑制局部大脑皮质功能的目的。目前认为语音功

能网络的组成包括左侧 Broca 区和 Wernicke 区；右侧与 Broca 区和 Wernicke 区相对应的语言

区，即言语镜像区；前额叶及额叶的运动前区；顶叶下部。依据双侧大脑半球存在―经胼胝体相互

抑制‖，即生理状态下两侧大脑半球相互抑制，处于平衡状态。大脑左侧半球损伤后，这种平衡被

打破，左侧大脑半球的抑制减弱甚至消失，导致右侧大脑半球兴奋性相对增强，不利于语言恢复。

应用低频 rTMS 抑制右侧语言镜像区皮层的过度兴奋，可促进语言功能网络的重组。本研究采用

rTMS 对右侧 Broca‘s 镜像区低频刺激方法，治疗 2 月后，试验组理解、命名、复述、描述等功能

明显改善。 

结论 rTMS 对脑卒中后失语症有明显改善作用。 

 
 

OR-021 

食管上括约肌在吞咽中的作用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013384 

 

目的 吞咽是食团从口腔到胃的转移过程，同时也是感觉、运动事件顺序发生的复杂过程。吞咽功

能障碍是指吞咽时食物或水从口腔至胃运送过程中，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粘着、停滞、梗阻或疼痛。

常见造成吞咽障碍的病因有神经肌肉病变、炎症、占位性病变及手术后等。 

方法 食管上括约肌（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 UES）由其后方比邻的甲咽肌、环咽肌、食管

上段环形肌组成，是咽、食管移行处的功能性高压区，是生理意义上的括约肌。正常情况下，处于

肌肉紧张状态，以防止吸气时气体进入食管，呼气时食管内容物反流入咽。环咽肌是食管上括约肌

的主要功能部分。环咽肌失弛缓是吞咽障碍常见的原因。临床治疗环咽肌失迟缓的方法包括球囊扩

张术、肉毒毒素注射、环咽肌切开术等。 

结果 我们采用食管球囊造影联合 CT 引导，进行环咽肌肉毒毒素注射，疗效满意。 

结论 环咽肌肉毒毒素注射治疗环咽肌失弛缓引起的吞咽障碍，创伤小，临床疗效满意。 

 
 

OR-022 

吞咽辅助凝胶应用于服用胶囊的临床观察研究 

 
戴萌,窦祖林,安德连,张耀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经口服用药物在其味道、适口性和体积上对服用者而言均可能引起不适、哽咽，对于老人及

儿童尤为甚之。通常，我们用水送服药物，但对于儿童来说，水送服的掩味性不佳，容易引起抗

拒，对于潜在的吞咽障碍老人来说，水发生误吸的可能性大，存在安全隐患。综上，口服药物在吞

咽过程中存在安全性及有效性的问题，甚至可能影响患者服药的依从性。本研究的目的是用主观及

客观的评价方法来观察用吞咽辅助凝胶送服胶囊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正常受试者 20 名，每名受试者均需在吞咽造影检查时用水和吞咽辅助凝胶分别

送服胶囊（00 号）1 粒。胶囊由硫酸钡干粉填充以便显影，水和吞咽辅助凝胶需添加硫酸钡干粉调

成 25%w/v 的浓度以显影。完成吞咽后每名受试者均需完成包括适口性、掩味性、哽噎感和不良反

应（包括呛咳、误吸）四方面的自评量表。评估者对每名受试者的吞咽造影视频进行数字化定量分

析获取相关时间学及运动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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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适口性、掩味性与哽噎感三方面，吞咽辅助凝胶均表现出显著优势，而两者服药过程中均

未出现呕吐、呛咳等不良反应。吞咽启动时间，环咽肌开放时间、咽期运送时间、舌骨位移及环咽

肌开放幅度在用水吞咽时要大于用吞咽辅助凝胶，而口腔运送时间在用吞咽辅助凝胶时则较长，以

上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此外，在用水送服时，胶囊吞服的咽期结束时间要晚于水的咽期结束时

间，而在吞咽辅助凝胶时则相反，两者的时间差在两组间有显著差异。 

结论 本研究表明使用吞咽辅助凝胶虽需要较长的口腔运送时间，但在其他环节，吞咽更为轻松、

高效，同时能够改善患者在口服药物时的不适感，优于用水送服药物。 

 
 

OR-023 

延髓梗塞后慢性期吞咽障碍的康复 

 
陈辉

1,2
,柴田斉子

1
,千手佑树

1
,赤堀遼子

1
,山路 綾

3
,粟飯原けい子

3
,森 志乃

1
,田矢理子

1
,青柳陽一郎

1
,小野木

啓子
4
,加賀谷斉

1
,才藤栄一

1
 

1.藤田保健衛生大学医学部康复医学 I 講座 

2.鸬鹚康复病院 

3.藤田保健衛生大学病院康复部 

4.藤田保健衛生大学医療科学部康复学科 

 

目的 本文报告一例左侧延髓梗塞后吞咽障碍 7 个月的患者，根据吞咽造影和高精度食道测压结

果，通过系统康复治疗，实现了由鼻饲营养到三餐经口摄取的康复目标。 

方法 67 岁男性，某年 2 月，左侧脑桥?延髓梗塞发病，合并吞咽障碍。3 个星期后胃管留置状态

转入某康复科医院，实施了吞咽造影和左侧卧位直接训练，治疗过程中并发吸入性肺炎，被迫停止

直接训练。同年 9 月，患者为进一步康复治疗，转入我院。 

结果 入院后完善吞咽造影检查，发现两侧梨状窝可见食块通过，左侧梨状窝多量食物残留。行高

精度食道测压发现吞咽时左侧环咽肌（UES）失迟缓，右侧环咽肌部分失迟缓。两侧舌根部压力低

下（右 15 mmHg，左 53mmHg）。根据检查结果，首先进行右侧食道入口的球囊扩张、舌肌运

动、Shaker 体操等间接训练。2 个星期后，患者舌根部的压力上升（右 152 mmHg，左

131mmHg），开始进行直接训练。直接训练从右侧倾?头部左回旋体位进食果冻开始，逐渐升级。

2 个月后，患者能够直立座位?头部左回旋姿势下一日三餐经口摄取软饭（主食）和吞咽调整食

（副食）。 

结论 我们推测在本例的治疗过程中，食物在环咽肌的通过从患侧转到健侧，因此发生了吸入性肺

炎。高精度食道测压的定量数据，为判断食物通过侧和判定治疗效果提供了有力依据。 

 
 

OR-024 

改良球囊扩张治疗对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皮质脑干束兴奋

性的影响 

 
卫小梅,戴萌,王玉珏,万桂芳,窦祖林 

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改良球囊扩张治疗对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下颌舌骨肌兴奋性的影响及其与吞咽功能

的关系  

方法 选取 30 例单侧脑干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经吞咽造影证实存在上食道括约肌功能障碍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治疗，每天 2 次，每次 30min）、实验组（球囊扩张治疗＋常规治疗，每天

各 1 次，每次 30min），每组 15 例，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疗终点时分别记录双侧下颌舌骨肌

的运动诱发电位(MHMEP)、渗漏误吸评分(PAS)、功能性经口进食评分（F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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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脑干卒中患者治疗前 MHMEP 波幅平均为（150±140）uV，且检出率为 43.3%。重复方差分

析提示组别、时间以及记录侧的三个因素存在交互作用（F=3.46, P=0.02），两两比较发现，治疗

前，两组的 MHMEP 波幅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的患侧 MHMEP 均较治疗前增加，

但仅球囊扩张组患侧 MHMEP 波幅较对照组增加（P＝0.02）, 但两组中健侧 MHMEP 治疗前后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 FOIS 和 PAS 无统计学差异（P=0.39,P=0.48），治

疗后球囊扩张组的 FOIS 较治疗前增加(P<0.001), PAS 评分降低（P<0.001），而对照组治疗前后

变化无显著差异（P>0.05）。患侧 MHMEP 的波幅变化仅与 PAS 评分呈正相关(P<0.01,r=0.815), 

与 FOIS 无关(P=0.08)。  

结论  

改良球囊扩张治疗可以提高皮质－患侧脑干－吞咽肌通路的兴奋性，并与吞咽的安全性提高有关。  

 
 

OR-025 

超声波在评估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中的意义 

 
熊华春,黄姣姣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颏下高频超声波（submental ultrosonography，SUS）检查在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评估

中的意义。 

方法 纳入 20 名口咽期吞咽障碍的儿童（8 名依赖管饲进食，12 名常规经口进食）和 25 名吞咽功

能正常儿童分别作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应用 SUS 测量吞咽 5 毫升水时舌肌厚度的变化和舌骨位移

幅度。将测量结果与经口摄食功能量表（the functional oral intake scale，FOIS）评估临床吞咽困

难的结果进行比较，确定应用 SUS 检查判断是否依赖鼻饲的界值；通过比较试验组和对照组吞咽

5ml 水时舌肌厚度变化和舌骨位移幅度来评定 SUS 检查的信度；通过不同评估者应用 SUS 测量受

试者舌肌厚度变化和舌骨位移幅度，计算 25 名吞咽功能正常儿童的组内相关系数（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进行评定 SUS 检查的评估者间和评估者内信度。 

结果 应用 SUS 判断是否依赖鼻饲的界值为舌肌厚度变化等于 1.0cm，舌骨位移幅度等于 1.5cm；

试验组舌肌厚度变化和舌骨位移幅度均较对照组明显减小；SUS 呈现出较好的评估者间/评估者内

信度。 

结论 SUS 检查能够辅助评估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的吞咽功能。 

 
 

OR-026 

表面肌电图在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者康复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李丹丹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1、应用表面肌电图(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EMG)研究正常成人和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

者单次空吞咽持续时间和平均振幅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2、探讨 sEMG 在脑损伤后吞咽障碍康复评估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方法 1、征集正常对照组（正常志愿者 29 人），病例组（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者，24 人次），依

次行洼田饮水等级评分、吞咽严重程度 VFSS 评分及分级标准和 sEMG 吞咽检查；应用表面肌电

图仪采集左右两侧的咬肌、颏下肌群、舌骨下肌群空吞咽时的平均振幅和持续时间，分析病例组和

对照组空吞咽时各组肌群平均振幅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两组受试者空吞咽持续时间是否具有统计

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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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洼田饮水实验筛查出 15 人次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者，先后行吞咽表面肌电检查和吞咽严重

程度 VFSS 评分及分级标准检查，分析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者表面肌电图检查结果与洼田饮水实验

和吞咽严重程度 VFSS 评分及分级标准是否具有相关性。 

结果  1、空吞咽时病例组肌群肌电活动持续时间较对照组肌电活动持续时间显著延长

（p<0.001）； 

2、病例组和对照组空吞咽时咬肌、颏下肌群、舌骨下肌群肌电活动的平均振幅未见统计学差异

（p >0.05）； 

3、空吞咽时病例组组内右左两侧咬肌、颏下肌群、舌骨下肌群肌电活动的平均振幅均未见统计学

差异（p＞0.05）；空吞咽时对照组组内右左两侧咬肌、颏下肌群肌电活动的平均振幅未见统计学

差异（p>0.05）； 

4、空吞咽时对照组组内右侧舌骨下肌群肌电活动的平均振幅显著高于左侧（p <0.05）； 

5、平均时程与洼田饮水实验和吞咽严重程度 VFSS 分级及评分分别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p1<0.001，R1=0.865，呈正相关；p2<0.001， R=-0.793，呈负相关；平均时程与 VFSS 口腔期评

分和咽期评分分别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p＞0.05，无相关关系存在；平均时程与 VFSS 误吸

评分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p<0.001，R=-0.835，呈负相关。 

结论 sEMG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对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者康复评估是可行的,可以为脑损伤

后吞咽障碍患者康复评估提供客观依据,并可指导吞咽障碍患者康复治疗方案的制定。 

 
 

OR-027 

2 岁前不同时机康复介入对脑瘫高危儿粗大运动的疗效影响 

 
洪永锋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了解 2 岁前不同时机康复介入对脑瘫高危儿粗大运动的疗效影响。 

方法  2011.1～2015.12 月将产科、新生儿、康复医学科有脑瘫高危因素、14 d NBNA<35 分的新

生儿作为脑瘫高危儿。给予家长同意的脑瘫高危儿正规康复干预，家长不同意者则给予家庭康复干

预。根据脑瘫高危儿开始接受正规康复干预的时间分为≤3M 组(A 组)、≤6M 组(B 组)、≤12M 组(C

组)、≤24M 组（D 组）、家庭康复干预组（E 组，仅接受家庭康复干预）。评估：（1）分别于 3M

大、6M 大、12M 大、24M 大采用 GMFM-88 检测运动发育；（2）统计确诊的脑瘫、运动发育迟

缓例数；（3）统计 2 岁时各等级愈后例数。 

结果 （1）入组前：各组的脑瘫高危因素、异常体征由多至少的组别为 A、B、C、D、E，两两组

间比较均 P<0.05；14 d NBNA 得分由大到小的组别为 E、D、C、B、A，两两组间比较均

P<0.05。（2）GMFM：3M 两两组间比较均 P<0.05；6MA、B、C 两两组间比较均 P>0.05，其余

两两组间比较均 P<0.05；12MA、B，A、E 组间比较 P>0.05，其余两两组间比较均 P<0.05；24M

两两组间比较均 P<0.05。（3）住院时间：C 组最长，其次为 A、B 组，D 组最短，E 组未住院。

（4）脑瘫 ∕运动发育迟缓发生率：A 38.1∕7.1%、B 29.8∕10.6%、C21.6∕56.8%、D 12∕68%、E 

3.236.5∕%。（6）愈后：各组优良率分别为 A 组 88.1%、B 组 78.7%、C 组 62.2%、D 组 48%、E

组 31.7%。 

结论 （1）具有脑瘫高危因素、14d NBNA＜35 分的新生儿应该作为脑瘫高危儿给予及时康复干

预；（2）生后 6M 内即开始的（超）早期正规康复介入或许不能明显降低脑瘫发病率，但可显著

降低脑瘫高危儿 6 月大后运动发育迟缓的发生率；（3）脑瘫高危儿越早接受正规康复其疗效越

好；（4）脑瘫高危儿的康复干预应规范执行（措施综合、疗程到位）方可获得较理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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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8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临床疗效研究 

 
张盘德,封虹宇,周惠嫦,袁楚娇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是儿童语言障碍的常见类型之一，影响患儿的学习能力、交流能力、心理

健康等，增加了家庭的心理、经济负担。目前尚无统一的、效果明显的治疗方法。经颅直流电刺激

（transc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属于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能够调节大脑皮质兴奋

性、脑功能等。tDCS 在成人脑卒中失语症患者的临床研究中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并在儿童青少

年孤独症、注意力障碍、读写障碍、脑瘫运动功能的康复研究中显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课题组在

前期研究中发现 tDCS 联合常规语言训练较单一语言训练能更为有效地改善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

言功能。因此，我们推测 tDCS 能改善儿童语言发育落后情况。本研究目的：验证 tDCS 在儿童语

言发育迟缓治疗中的作用，探索疗效维持效果，为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新治疗方法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纳入因―语言障碍‖就诊于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和儿科并经 S-S 法诊断为语言发育

迟缓的儿童 80 例，随机分为 4 组：（1）家庭指导组，仅在首次评估后由康复治疗师指导患儿家长

进行家庭训练；（2）语言训练组，给予常规语言训练；（3）tDCS 组，给予 tDCS 治疗；（4）综

合训练组，给予常规语言训练联合 tDCS 治疗。受试儿童入组第一个月进行治疗（5 次／周，共 4

周）；第二月休息观察。在治疗前、治疗一个月后，第二个月末采用 S-S 法对语言发育阶段进行评

估，同时测量视线交流时间以及记录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 

结果 最终 71 例儿童完成试验并纳入统计，其中男 57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 4.0±1.2 岁。家庭指

导组、语言训练组、tDCS 组各 18 例，综合训练组 17 例。经过一个月治疗后语言训练组、tDCS

组、综合训练组儿童的表达能力和操作能力、视线交流时间较治疗前提高，且休息停止治疗一个月

后仍能维持治疗效果，综合训练治疗还能提高儿童的理解能力。 

结论 tDCS 对于儿童语言发育迟缓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可以改善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尤其在表达

能力、操作性课题方面。 

 
 

OR-029 

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康复治疗随机对照研究 

 
周璇,杜青,孙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研究证实，大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存在运动发育落后的风险，但该领域有关的运动疗法研

究十分匮乏。本研究旨在确定家庭康复治疗对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运动功能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为评估者盲、随机对照研究。研究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开展。

招募 21 名即将开展介入手术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随机分配至干预组（11 名) 、对照

组（10 名）。干预组进行家庭康复训练，对照组只接受康复教育。采用 Peabody 运动

发育量表第 2 版评估两组患儿的运动商。 

结果 对照组患儿平均 29.1 ± 16.2 个月（女 7 名，男 3 名），干预组患儿平均 24.7 ± 17.4 个

月（女 6 名，男 5 名）。对照组和干预组的总运动商分别为 93± 6.3 、92.2± 8.3。治疗后，干

预组的平均运动商显著提高（治疗前：92.2；治疗后： 99.6) ，而对照组无显著差异(治疗前：

93；治疗后：89.9)。 

结论 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开展家庭康复训练可提高患儿总运动商。 

 

OR-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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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症患者的足底压力差异分析 

 
韩秀兰,许轶,王楚怀,张桂芳,李丹,张梓敬,张振发,李娅抒,李小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症（AIS）患者的足底压力指标，探讨 AIS 患者的足底压力特

征。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康复科就诊的 AIS 患者 56 例

（侧弯组），以脊柱侧弯方向的不同分为 3 小组,脊柱向右侧弯 18 例，脊柱向左侧弯 18 例， S 型

脊柱胸腰段侧弯 20 例，另选同期健康对照组 19 例，对 4 组受试者的双侧足总压力，前半足、后半

足压力等生物力学指标进行检测和比较，以分析不同类型 AIS 患者和健康人的足底压力分布特征。

对 3 组穿戴了矫形鞋垫的患者，分析其穿鞋垫前后足底压力变化，并对穿着矫形鞋垫条件下重新拍

摄脊柱全长片的患者，分析其 Cobb 角度的变化。 

结果 不同组间足底压力分布不同。与对照组相比，右侧弯组患者的左足平均压力、左前半足压力

小于对照组，右足平均压力、右后半足压力大于对照组（P＜0.017）。左侧弯组患者的右前半足压

力小于对照组，右后半足压力大于对照组（P＜0.017）。S 型脊柱侧弯组左前半足压力小于对照

组。右侧弯组左足平均压力（44.72±6.01）明显小于右足平均压力（55.39±6.00），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P＜0.05），左侧弯组、S 型胸腰弯组与对照组左右足底压力无差异。配制矫形鞋垫后，

即刻为患者测量穿戴矫形鞋垫时的足底压力，单弯型脊柱侧弯（左侧弯或右侧弯）患者足底压力分

布存在差异，而胸腰段 S 型患者穿戴前后足底压力无差异。患者在穿戴矫形鞋垫前后 Cobb 角度对

比没有统计学意义，P=0.102。 

结论 右侧弯患者的左右足底压力对称性较差，胸腰段 S 型患者的左、右足底压力呈现对称。矫形

鞋垫可以有效调整单弯型脊柱侧弯（左侧弯或右侧弯）患者的足底压力分布，但对于患者侧弯角度

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跟踪观察。 

 
 

OR-031 

引导式教育对 1-3 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黄燕霞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通过引导式教育对 1-3 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行为问题干预，改善其不良的情绪社会行为问

题，提高其对不良事件的应对能力及其社会适应能力；提高患儿的生命质量，和谐家庭氛围，减轻

社会负担；且为其他残疾康复提供借鉴价值。 

方法 将 186 例 1-3 岁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及引导式教育组。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引导

式教育组再加以引导式教育。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运动疗法、生物反馈疗法、作业疗法、语言训

练、传统针灸、推拿等其它康复治疗措施。康复治疗每周 5 次，每天 1 次 ，共 6 月。 引导式教

育 ①采用集体训练和家庭训练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集体训练需家长陪同一道进行训练，每次 30～

35 min，1 次／日，5 次／周。同时家长应用本训练中心编制的《引导式教育家庭训练教案》家庭

训练患儿。②由经过正规训练并有康复基础的引导员按照发育商程度对患儿评估分组，每组 4～8

个患儿。③以促进患儿运动、语言、认知、生活自理、社会适应能力为目标，分阶段设计、制订具

体的引导式教育训练计划。治疗 1-2 个月后再次评估、再次制定训练，共 6 个月。采用粗大运动功

能测试(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88)、中国儿童社会情绪发展量表(CITSEA)观察两

组训练前后情绪社会性评估及粗大运动评定结果的变化。 

结果 干预 6 月后情绪社会性评估,引导式教育组能力域分值有明显提高，内隐域、失调域分值有明

显下降，两组分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0.01）；粗大运动评定，两组治疗 6 个月后较治疗

前分值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两组治疗 6 个月后分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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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0.0000pt;" >程度对患儿评估分组，每组 4～8 个患儿。③以促进患儿运动、语言、认知、

生活自理、社会适应能力为目标，分阶段设计、制订具体的引导式教育训练计划。治疗 1-2 个月后

再次评估、再次制定训练，共 6 个月。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88)、中国儿童社会情绪发展量表(CITSEA)观察两组训练前后情绪社会性评估及粗大运动评

定结果的变化。 

结论 引导式教育可以改善脑瘫患儿不良的情绪社会行为问题，提高其对不良事件的应对能力及其

社会适应能力。 

 
 

OR-032 

运动疗法对小年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生长发育促进的疗效：一项

系统综述 

 
梁菊萍,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本研究概括了目前用于小年龄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儿童的运动疗法，以确定这类人

群最佳的评估方法、时机、基于娱乐的运动模式以及最佳治疗方案。 

方法 我们检索了至 2016 年 12 月的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the Cumulative 

Index to Nursing and Allied Health Literature (CINAHL.EBSCO), the 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PEDro), the 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共 8 个数据库中所有评估运动疗

法对小年龄先心病儿童生长发育促进疗效的所有相关研究。 

结果 共获得 154 篇文章，但仅有 6 篇文章、共 574 名先心病儿童符合纳入标准。结果显示，短期

的运动疗法（3 个月）可能无法提高小年龄先心病的运动能力，然而，却可以提高患儿与年龄相匹

配的运动技能，尤其是对有运动发育落后的患儿有效。康复训练可以预防住院先心病儿童出现相关

并发症，有效帮助绝大部分先心病患儿快速从手术中恢复。母亲的适应性调整可显著影对患儿的疗

效。 

结论 通过运动疗法提高小年龄先心病儿童的生长发育促进是一项值得进一步开展的研究。同时也

需要开诊更大样本量的随机对照研究来确定这类人群最佳的评估方法、时机、基于娱乐的运动模式

以及最佳治疗方案。 

 
 

OR-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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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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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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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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034 

动觉想象和视觉想象对脑卒中上肢功能康复及日常生活活动的影

响 

 
高家欢

1
,胡昔权

1
,尹明宇

1
,张淑娴

1
,黄丽

1
,冼庆林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科 

2.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动觉想象和视觉想象对于脑卒中上肢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的影响。 

方法 将 45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三组，其中动觉想象训练组（KI 组）14 例，视

觉想象训练组（VI 组）15 例及对照组（CON 组）16 例。三组患者均接受相同时间的如运动疗

法、作业治疗、针灸及电刺激等常规康复治疗干预，在此基础上，动觉想象组接受每天 1 次，每次

30 分钟，持续 4 周的动觉运动想象训练，视觉想象组接受相同时间的视觉想象训练，对照组接受

相同时间的放松训练/病情教育。干预前后用 Fugl-Meyer 上肢部分（FMA-UE）分别评估各组上肢

功能的改善情况，用改良的 Barthel 指数（MBI）评估各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改善情况。运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s)的方式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

验，治疗前及治疗后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两两比较采用 LSD 检

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取检验水准 α=0.05。 

结果 在进行干预前，KI 组、VI 组和对照组的 FMA-UE 评分（F =0.164，P =0.850）、MBI 评分

（F =0.040，P =0.96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进行干预后，KI 组和 VI 组在 FMA-UE

评分的改变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133）；KI 组和对照组在 FMA-UE 评分的改变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01）；VI 组和对照组在 FMA-UE 评分的变化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22）。KI 组和 VI 组在 MBI 评分的改变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450）；KI 组和对照组在

MBI 评分的改变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6）；VI 组和对照组在 MBI 评分的改变上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36）。 

结论 运动想象可提高脑卒中患者的上肢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不同运动想象方式对脑卒中患

者上肢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无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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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5 

PVA 法测量脑积水患者侧脑室容量扩张程度与分流术后功能恢复

间的关系 

 
刘博群,张志强,张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利用 PVA 法（部分容积分析法）测量成人慢性脑积水患者术前侧脑室容量，观察术前侧脑室

容量扩张程度与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功能恢复间的关系，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可能的预后评估。  

方法 21 例成人慢性脑积水患者于腰大池引流前颅脑 CT 图像上利用 PVA 法分别测量侧脑室容量，

同时测量脑室径与双顶径之比（V/BP）、额角最大宽度与双顶径之比（Evan 比）。按照术前侧脑

室容量扩张程度分为 2 组：侧脑室容量≤140ml 组；侧脑室容量>140ml 组。两组分别于术前及脑室

-腹腔分流术术后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进行 MMSE 量表评分、GCS 量表评分、Barthel 指数评

分、Fugl-Meyer 量表评分，于术后 3 个月分别进行 Salmon 评分。  

结果 1、随着侧脑室容量的扩张，两种线性测量值也随之增加，但是两者扩张程度并不均衡，其

中，额角扩张程度较脑室径更明显 (P<0.05)。V/BP 与容量、Evan 比与容量间均显著相关

（P<0.001），其中，Evan 比与容量之间较 V/BP 与容量之间更相关（r=0.927>r=0.917）。单纯线

性测量难以反映侧脑室扩张的全貌，利用 PVA 法进行侧脑室容量测量能更准确反映出脑积水患者

侧脑室的整体扩张程度； 

2、利用 PVA 法测量术前侧脑室容量≤140ml 组较术前侧脑室容量>140ml 组，行脑室-腹腔分流术

术后有效率更高，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 

3、21 例纳入病例分流术后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 MMSE 评分、GCS 评分、Barthel 指数、Fugl-

Meyer 评分均较术前有所增加，其中，术后 3 个月 GCS 评分较术前明显增加（P<0.05）。利用

PVA 法测量术前侧脑室容量≤140ml 组 MMSE 量表评分、GCS 量表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

Fugl-Meyer 量表评分均较术前侧脑室容量>140ml 组改善，有趋势，但尚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成人慢性脑积水患者在侧脑室容量≤140ml 时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手术有效率高，术后功能恢复较

好。  

 
 

OR-036 

吞咽同步电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合并认知功能缺损的疗效 

 
边仁秀,周玲,陶静炎,张璐,华单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 在吞咽障碍康复治疗中, 合并认知功能缺损患者的吞咽功能恢复慢, 程度不理想。本研究通过

对脑卒中后合并认知功能缺损的吞咽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同时评估吞咽同步电刺激治疗对

脑卒中后合并认知功能障碍及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恢复的有效性。 

方法  将 30 例脑卒中后合并吞咽功能障碍及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

（n=15）和 B 组（n=15）。A 组患者给予吞咽功能训练（常规吞咽功能基础训练，吞咽摄食训

练）、认知功能训练，和经颅磁刺激治疗（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B 组受试

对象给予吞咽功能训练（常规吞咽功能基础训练，吞咽摄食训练）、认知功能训练，和 TMS 治疗

和吞咽摄食训练时同步电刺激。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评估认知功能；洼田饮水试验、

标准吞咽功能评估(SSA)和电视透视吞咽功能检查（VFSS）评价其吞咽功能；利用吞咽障碍特异

性生活质量量表（SWAL-QOL）对其生存质量进行评定。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1 个月对两组患者进

行认知功能和吞咽功能的评定，并对两组受试对象之间的疗效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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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比较 A 组和 B 组患者 MMSE、洼田饮水试验、SSA、SWAL-QOL 评分、及口腔期通

过时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 1 个月两组吞咽功能评定与自身治疗前相比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P<0.05），但两组间洼田饮水试验评分、SSA、及口腔期食团通过时间比较 B 组明显优

于 A 组，且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患者在认知功能训练后 MMSE 评定与自身治

疗前相比略有改善，但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性（P>0.05）。 

结论 脑卒中后认知功能缺损的存在可加重吞咽功能障碍的程度，但临床上认知功能的康复耗时

长、效果差，且认知功能的恢复程度决定了吞咽功能恢复的程度。吞咽障碍合并认知功能缺损的患

者表现为对食物的认知、摄食的程序、纳食动作的功能障碍，导致口腔期明显延长。故对此类患者

给予吞咽同步电刺激，促进摄食程序的启动，缩短口腔期食团通过时间，从而使合并认知障碍的吞

咽障碍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得到有效的改善，有利于认知功能和吞咽功能的及早康复，对提高患者

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OR-037 

有创与无创穴位电刺激对老年脑卒中患者手功能障碍康复治疗的

研究 

 
兰彩琴,贾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我国现在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卒中患病风险增加，老年患者是脑卒中

患者中的主要构成部分。手及上肢功能在肢体功能中最为复杂且最为常见，手功能障碍往往会对日

常 生 活 、 工 作 等 造 成 明 显 影 响 。 电 针 （ Electrical acupuncture ） 与 经 皮 穴 位 电 刺 激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TEAS）均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但是电针刺

激为有创治疗，经皮穴位电刺激为无创治疗，二者用于老年脑卒中患者手功能障碍康复哪种效果更

好，目前仍没有确切的研究数据。探究哪种治疗方式对老年脑卒中患者更为适用是本试验的研究目

的。 

方法 本研究是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科技部―十二五‖科技支撑课题《脑卒中后手功能障碍的中医

康复临床规范和评价研究》，课题编号：2013BAI10B03）中的一部分，共 115 例年龄≥60 岁患，

其中，电针+基础康复治疗组（n=57），TEAS+基础康复治疗组（n=58）。两组患者同时均给予

基础康复训练。每周干预 5 天，共干预 6 周，每 2 周为一个疗程。治疗开始前、治疗开始后 2 周、

4 周、6 周，治疗结束后 4 周、12 周对患者进行 Brunnstrom 分期-上肢、手分期，WOLF 评分，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  改良 Ashworth 分级评定、改良 Barthel 指数等评定。用

SPSS20.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比两组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过程中与治疗结束后随访，共 5 次评定结果较治疗前评分均有差异（P＜0.05）。 

两组之间对比治疗前后 Brunnstrom 分期-上肢、手分期，WOLF 评分，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

评分等所有评定结果均无差异（P＞0.05）。 

结论 1.经皮穴位电刺激安全、有效，适应人群广，患者接受度高，医疗设备成本较低，容易购

买，简单容易学习，可作为治疗老年脑卒中后手功能障碍的适宜技术进行广泛推广普及。  

2.电针组、经皮穴位电刺激对老年脑卒中后患者手功能障碍康复均有良好疗效。  

3.电针组、经皮穴位电刺激对病程小于一年的老年脑卒中后患者手功能障碍康复干预三个疗程产生

的疗效在治疗结束 12 周内无明显区别。 

3.电针组、经皮穴位电刺激对老年脑卒中后患者手功能障碍康复过程中及治疗结束后第 12 随访疗

效均无明显差异。 4.电针组、经皮穴位电刺激对提高老年脑卒中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均有疗效、且

在治疗结束 12 周内疗效无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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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8 

下肢功能性电刺激对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疗效 

 
金旭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究下肢功能性电刺激对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疗效。 

方法 选择我科有步行功能障碍的偏瘫患者 40 人，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两组均接受相同的常规康

复治疗，实验组 20 人还每天用下肢功能性电刺激治疗 20 分钟。所有患者根据威斯康性步态量表

（WGS）和 Tinetti 步态评定量表在治疗前和 4 周后进行评估。 

结果 在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在 WGS 和 Tinetti 的评估上均有明显改善（P<0.01），且实验组改

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下肢功能性电刺激对偏瘫患者的步行功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OR-039 

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对不完全性截瘫患者平衡及下肢痉挛的影

响 

 
金铭亮,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对不完全性截瘫患者平衡及下肢痉挛的影响。 

方法 将 36 例不完全性截瘫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18 例，2 组患者均采用

常规康复训练，如被动活动训练、牵伸训练、跪位训练、坐站训练、肌力训练等，治疗组在此基础

上辅以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患者选择仰卧位，用悬吊系统将患者骨盆和下肢悬吊距治疗床 2 厘

米，将震动频率设置 5HZ，治疗时间为 10-15 分钟。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用 Berg 平衡量

表（BBS）、Ashworth 量表（MAS）对两组患者的平衡功能和肌张力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Berg 平衡功能、MAS 肌张力评定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 4 周

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且治疗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增加多点多轴悬吊震动治疗可以改善不完全性截瘫患者的平衡功

能，降低其肌张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040 

PNF 技术躯干模式强化训练对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影

响 

 
朱玉连

1
,刘珏

1
,杜亮

2
,朱秉

1
,徐一鸣

1
,田茹锦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 

 

目的 探讨 PNF 技术躯干模式强化训练对早期脑卒中患者躯干活动能力、上下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42 例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常规训练组）和实验组（躯干强化训练组）。对

照组采用综合性规范化康复治疗方法，实验组采用以综合性规范化康复治疗结合 PNF 技术躯干模

式强化训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进行躯干损伤量表(TIS)、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MA）和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Barthel 指数(BI)的评估。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45 

 

结果 ①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TIS、FMA-UL、FMA-LL、Barthel 指数评分组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②实验组治疗后较对照组在 TIS 和 BI 评分上差异更显著，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

0.05）,FMA-LL两组相比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PNF 技术躯干模式强化训练能促进早期脑卒中患者躯干活动能力、下肢的运动功能及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的提高，尤其对下肢的运动功能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效果。 

 
 

OR-041 

动态手矫形器对拇指对掌功能丧失的补偿作用 

 
王冰水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康复医学科 518100 

 

目的 研究动态手矫形器对合并正中神经损伤后不可逆性拇指对掌位功能缺失的患手功能活动的治

疗及补偿作用。 

方法 为 4 例正中神经损伤后拇指外展、对掌功能障碍的患手制作并使用动态手矫形器，经过日常

生活训练一个月后观察矫形器对手功能改善的作用。采用 Carroll 氏上肢功能评定标准对上肢及手

的整体功能进行定量评定。 

结果 4 例配戴动态对掌位矫形器的患者临床观察表明，经训练使用动态对掌位矫形器，对掌、

握、捏功能恢复良好，上肢及手的功能评定显示功能等级明显增高。 

结论 合并正中神经损伤后使用矫形器，可以治疗和补偿拇指外展及对掌位功能缺失，最大限度提

高患者 ADL，明显改善手的功能活动。 

 
 

OR-042 

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生物力学机制研究 

 
王群

1
,谢斌

1
,黄真

1
,潘冰玉

2
,靳婷婷

1
,罗春

1
,王翠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中国科学院大学 

 

目的 探讨脑卒中患者偏瘫侧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异常运动学和表面肌电特征，并分析其机制和临

床意义。 

方法 选取 39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和 25 例健康人分别设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应用穿戴式微型传感器

运动捕获系统和表面肌电技术采集受试者上肢前屈够物时的三维运动学数据和表面肌电信号，经处

理后提取 5 个运动学参数，即躯干扭转度、肩关节活动度、运动速度、等张失稳度和等长失稳度，

以及 2 个肌电参数，即积分肌电值（integrated electromyography，iEMG）和肌肉做功比。将前

屈够物的整个过程分为前屈阶段和维持阶段，分别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前屈阶段的运动学参数和

2 个阶段的肌电参数，并分析实验组运动学参数和肌电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  ①实验组患侧的躯干扭转度、等张失稳度和等长失稳度大于对照组，而肩关节活动度和运动

速度小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够物前屈阶段，实验组偏瘫侧上肢的斜方

肌上部 iEMG 值大于对照组，而三角肌前束和肱三头肌的 iEMG 值小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三角肌中束和肱二头肌的 iEMG 值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角肌前

束/斜方肌上部做功比和三角肌前束/中束做功比小于对照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做功比大于对照

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够物维持阶段，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各肌肉 iEMG 值及肌

肉做功比的统计结果与前屈阶段相一致。④躯干扭转度与斜方肌上部 iEMG 值呈正相关

（r=0.359，P<0.05）；肩关节活动度与三角肌前束 iEMG 值呈正相关（r=0.366，P<0.05）；运动

速度与三角肌前束 iEMG 值呈正相关（r=0.344，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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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脑卒中患者偏瘫侧上肢在够物过程中运动学参数和表面肌电参数出现异常的特征性改变,可以

用于运动功能障碍的定量评估和指导康复治疗。 

 
 

OR-043 

上肢功能活动表现对老年骨关节病患者的自我效能的影响 

 
陈越,冯丹玲,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评估老年骨关节炎患者的自我效能以及探讨自我效能与上肢功能活动表现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对 40 位 65 岁以上的老年骨关节病患者进行上肢功能活动表现及自我效能的评估。其

中上肢功能活动表现评估包含上肢肌力、关节活动度和手部灵活性三方面，自我效能评估采用自我

效能感知测量表进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主要利用双变量和多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上肢功能活动表现偏低的老年骨关节炎患者的自我效能感知也较差，同时统计

数据表明自我效能感知与握力（p<0.01）和手部灵活性（p<0.05）呈明显正相关，当患者握力及手

部灵活性越差时，其自我效能感知也会越低。以上结果说明上肢功能活动表现度是影响老年骨关节

炎患者自我效能感知的重要原因之一，且患者手部的握力与灵活性是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重要相关

因素。 

结论 握力和手部灵活性是上肢功能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直接影响上肢功能表现的评分。当

这二者表现评分偏低时，老年骨关节炎患者的自我效能也会降低。上述结论从侧面证明了对于老年

骨关节炎患者而言，有效的上肢功能训练会提高其自我效能感知，这一点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力

及全身功能的改善都会有较大帮助。另外，大量文献证明自我效能感知与抑郁和焦虑相关，后期研

究方向可侧重于老年骨关节炎患者的情绪状况和生活质量的研究。 

 
 

OR-044 

北极星移动功能量表评价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运动功能的

临床研究 

 
秦伦,黄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针对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探讨北极星移动功能量表（North Star Ambulatory 

Assessment，NSAA）与下肢关键肌磁共振影像学评价的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就诊于我科的 44 名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的可

独立步行的患儿，平均年龄 6.2±4.8 岁(2-12 岁)。所有患儿均由同一名专业治疗师进行 NSAA 评

测，并与下肢抗重力关键肌的磁共振脂肪化分度进行相关性分析。NSAA 量表专门用于评估可步行

的 DMD 患儿的运动功能。肌肉磁共振脂肪化分度评分，可用于反映肌肉受损程度。踝关节背屈角

度、使用激素年龄评分及臀大肌磁共振脂肪化分度评分被作为影响因素对 NSAA 评分进行了多重线

性回归分析。 

结果 NSAA 评分与下肢不同关键肌的磁共振脂肪化分度评分具有不同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r 在臀

大肌、股四头肌、内收肌群分别为 0.82、0.75、0.61。踝关节背屈角度、使用激素年龄评分、臀大

肌磁共振分度评分均对 NSAA 评分有影响。偏回归系数 t 检验 p 值均小于 0.05,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分别为 0.34、0.17、0.38。 

结论 NSAA 用于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运动功能的评估结果与下肢关键肌磁共振脂肪化分度

有着高度相关性，且以臀大肌最为显著，是一种可以快捷、经济反应患儿肌肉受损程度的评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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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臀大肌的脂肪化程度与踝关节的背屈角度对于 NSAA 评分具有较大的影响，提示保护臀大肌和

预防跟腱挛缩的重要性。早期使用激素治疗对 NSAA 评分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OR-045 

脑卒中后检查量表在部分中澳患者中的观察性研究 

 
沈光宇,倪隽,梅程瑶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通过研究脑卒中后检查量表（Post Stroke Checklist，PSC）在部分中澳脑卒中后遗症期患者

中的试用，来识别及检查患者存在的长期问题及其发生的频度，以改善脑卒中后遗症期患者的随访

及处理，为我国脑卒中患者后遗症期存在的长期问题提供更好的管理及干预。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在我国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招募患者 97 人,在澳大利亚的 Alfred 医院和

Epworth 医院招募 89 人。脑卒中后六个月，通过电话，应用脑卒中后检查量表对参与者进行评

估，完成 PSC 后患者还需要完成满意度问卷量表。 

结果  1.PSC 确定了一个广泛的脑卒中后遗症期患者存在的长期问题的范围，其中最常见的是卒中

后生活问题，中国 60.8%（59 例），澳大利亚 44.2%（38 例），其他问题依次是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移动、认知、情绪等，中国试点每个患者平均有 3.63 个问题，澳大利亚有 2.86 个问题。中国

患者存在的长期问题及其发生的频度普遍高于澳大利亚。 

2.患者整体对 PSC 的满意度较高，采用十分制（0=非常不满意，10=非常满意），中国 9.2 分，澳

大利亚 8.58；可能获得的服务资源评分较低，中国 8.1，澳大利亚 8.36。 

3.中国脑卒中不同年龄段的患者存在的长期问题：大于 65 岁段平均 3.85 个，50-65 岁段平均 3.90

个，35-50 岁段平均 3.13 个，小于 35 岁段平均 1.33 个。单因素方差分析，小于 35 岁，与大于 65

岁和 50-65 岁有差异 P<0.05。 

4. 城市患者平均存在 3.50 个长期问题，农村 3.65 个。相差最大的是认知障碍：农村 55.70%，城

市 33.30%，其次相差较大的是 ADL：城市 63.90%，农村 52.50%。 

结论 PSC 可以更好的检查及识别脑卒中患者后遗症期存在的长期问题，改善脑卒中后遗症期患者

的随访及转诊工作。 

 
 

OR-046 

三维超声在脊柱侧凸康复评定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王谦

1
,M.S.WONG

2
,Edmond H. M. Lou

3
,Winnie C. W. Chu

4
,T. P. Lam

5
,Jack C. Y. Cheng

5
,何成奇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香港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跨领域学部 

3.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 

4.香港中文大学威尔士亲王医院 影像与介入科 

5.香港中文大学威尔士亲王医院 骨科 

 

目的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 是一种三维脊柱畸形，表现为

脊柱在冠状面和矢状面上的侧凸畸形，以及在水平面上的旋转畸形。目前，放射性 X 线检查是 AIS

诊断与评估最基本的方法。然而，多次的 X 线检查增加肿瘤等疾病的发生率，且 X 线图像不能真

正反映出 AIS 脊柱三维畸形特征。因此，探索更加安全、可靠和准确的三维影像学评估方法成为

AIS 的研究热点。 

三维超声成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超声图像能够在三维平面上对 AIS 进行评估与测量。因此，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索三维超声评估 AIS 患者侧凸与旋转角度的可行性及评价三维超声测量的信度

与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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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香港中文大学-威尔士亲王医院收取 40 例 AIS 患者，同时进行三维超声和 MRI 的全脊柱扫

描。 三维超声和 MRI 的图像进行随机分配，2 位评测者随机抽取图像进行测量；所有图像均需进

行 3 次测量，每次测量间隔 1 周，且测量过程中对 2 位评测者采取盲法。三维超声采用椎板中心法

评估 AIS 的侧凸与旋转角度；而 MRI 采用 Cobb 方法评估侧凸角度和 Aaro-Dahlborn 方法评估旋

转角度。通过组内相关系数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2, k]) 评价三维超声评估的信

度；采用 Bland-Altman 方法及 Pearson 相关系数，评价三维超声评估的效度。 

结果 三维超声成像评估 AIS 患者侧凸与旋转角度具有较高的评测者内和评测者间信度 (ICC>0.9, 

p<0.001)。三维超声和 MRI 成像测量方法评估 AIS 侧凸角度的结果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r>0.8, 

p<0.001)；评估 AIS 旋转角度的结果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r>0.8, p<0.001)。Bland-Altman 方法

提示，对于 AIS 侧凸角度评估，两种方法测量差值的均数为 0.3°，最大差值为 5.5°；对于 AIS 旋

转角度评估，两种方法测量差值的均数为 0.2°，最大差值为 3.2°；当 AIS 侧凸角度在 60.0°以上

时，三维超声测量效度降低。 

结论 三维超声成像技术可用于评估 AIS 患者的侧凸与旋转畸形，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

结果为三维超声在 AIS 康复评定领域中的研究与应用提供基础；有助于探寻 AIS 无辐射、三维的影

像学康复评定技术；并为三维超声优化 AIS 患者康复治疗与脊柱矫形器制作提供精准康复的研究基

础。 

 
 

OR-047 

应用情景互动式上肢康复评定和训练系统中不同频率的外在错误

视听反馈改善慢性脑卒中患者 上肢功能的随机对照研究 

 
范文可,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运动学习是一种通过实践获得新技能的过程，并且会受到反馈的影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

么频率的反馈有利于运动学习。以往有研究提示较少的外在反馈更好，因为学习者可以使用自己的

内在反馈。然而，不清楚该假设是否适用于情景互动式上肢康复评定和训练系统的错误外在视听反

馈。因此，我们旨在测试什么频率的外在错误视听反馈有利于学习协调的联合运动模式。 

方法 40 名脑卒中患者使用该设备练习学习新的肩前屈达到动作的协调运动模式，共 3 周获得期，

接收每个动作（即 100％反馈，n = 20）或每隔一个动作（即 50％反馈，n = 20）基于错误提示的

实时的 KP+KR 视听反馈。受试者在 3 周末（即时保留期）和 1 周后（延迟保留期）即时执行没有

反馈的肩前屈运动。分别在获得期前、即时保留期和延迟保留期评价 UE-FMA 和运动学数据。 

结果 时间点对所有参数的影响是显著的，两组的 UE-FMA 评分和运动速度均较获得期开始时显著

增大，运动时间、速度峰值和手路径比均较获得期开始时显著降低。干预的影响对 UE-FMA 评

分、运动时间和速度峰值的影响是显著的，100%反馈组显示出比 50%反馈组更高的 UE-FMA 评

分、更低的运动时间和速度峰值。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获得新的上肢肩前屈协调的联合运动模式期间提供更多、基于错误

信息的 KP+KR 视听反馈可以使技能更好的保留。 

 
 

OR-048 

膝骨关节炎超声定位注射 

 
马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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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9 

个体化术前康复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功能转归的影响 

 
杨延砚,周谋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观察个体化术前康复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功能转归的影响。 

方法 进行单盲随机对照研究，将拟行人工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的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术前康复组与对照组。术前康复组从入组之日开始进行个体化康复治疗，对照组无术

前康复干预。两组患者入院后均接受常规术前康复教育、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治疗。在入组日、术

前 3 天内、术后 6 周、3 个月及 6 个月进行功能评定，具体包括疼痛、主动关节活动范围、躯干屈

伸肌群徒手肌力检查、肢体围度测量、等速肌力测试、立位平衡测试、体重及 BMI、简易步态分

析、计时―起立-行走‖测试、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Hospital of special surgery Knee Score, 

HSS-KS）及膝关节损伤和骨关节炎转归评分（Knee injury and Osteoarthritis Outcome Score, 

KOOS）。应用 SPSS V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研究共纳入患者 65 例，脱落 6 例，共有术前康复组 30 例、对照术 29 例完成研究。两组患

者的一般情况及入组时的各项评定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NRS 评分、躯干背伸肌群肌力、HSS－

KS 评分、6 分钟步行距离、TUG、KOOS 日常生活功能评分、KOOS 娱乐／体育活动功能评分和

KOOS 生活质量评分在术前 3 天有统计学差异；NRS 评分、躯干下段屈曲肌群肌力、跌倒指数、

HSS-KS 评分、KOOS 疼痛评分、KOOS 日常生活功能评分和 KOOS 娱乐／体育活动功能评分在

术后 6 周有统计学差异；NRS 评分、躯干下段屈曲肌群肌力、躯干背伸肌群肌力、跌倒指数、

TUG、HSS-KS 评分、KOOS 疼痛评分和 KOOS 日常生活功能评分在术后 3 个月时有统计学差

异；躯干背伸肌群肌力、KOOS 疼痛评分和 KOOS 日常生活功能评分在术后 6 个月时有统计学差

异。主动屈／伸膝活动范围、躯干上段屈曲肌群肌力、髌上 10cm 大腿围度、髌骨中点围度、屈／

伸膝峰力矩／体重比、屈／伸膝总功、BMI、术侧下肢站立相所占比例和 KOOS 症状评分在各个时

间点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个体化术前康复能够在 TKA 术前有效改善部分膝关节功能，并防止部分膝关节功能障碍进一

步加剧。 

 
 

OR-050 

冲击波结合肌筋膜方法对黏连性肩关节囊炎疼痛的影响 

 
元香南,张志强,周宇鑫,宫苑,万峪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黏连性肩关节囊炎的患者常被疼痛困扰，尤其夜间痛明显，影响生活。应用肌筋膜理论思路

查找问题肌筋膜，并结合冲击波针对黏连性肩关节囊炎的患者进行治疗，探讨分析对疼痛的作用 

方法 20 例诊断为黏连性肩关节囊炎的患者，病程均超过 3 个月，分为两组，冲击波组及对照组。

治疗前进行疼痛评分（VAS），关节活动度评定。对照组进行常规物理治疗，包括热疗、超短波、

中频电等，并结合关节松动手法治疗，治疗周期为 3 周；冲击波组进行完善的病史采集后，进行肌

筋膜查体，发现最有问题平面的协调中心点（CC 点），制定治疗计划，应用冲击波针对 CC 点进

行治疗，每周进行一次治疗，冲击波组结合关节松动手法治疗，冲击波治疗 3 次，治疗周期为 3

周。第一次治疗后进行疼痛评分及关节活动度评定，最后一次治疗后进行疼痛评分及关节活动度评

定。 

结果 冲击波组第一次治疗后疼痛评分立即改善一半，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周期结束后两组的疼

痛评分均有改善，冲击波组疼痛缓解明显，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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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肌筋膜方法进行查体，查找有问题的平面及协调中心点，治疗整个上肢有问题的肌筋

膜，而不仅仅针对肩关节局部进行治疗，对于疼痛的缓解作用明显。 

 
 

OR-051 

本体感觉训练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 

 
卢中奇,牟翔,袁华,金铭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本体感觉训练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  

方法 将 32 例单纯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两组各 16 例，两组均采用

常规治疗方法，如热磁、干扰电治疗、关节松动术、肌力训练、站立及步态训练等，治疗组在此基

础上增加本体感觉训练，如闭眼倒退走、―8‖字跑、―Z‖字跑训练、平衡球训练、Imoove 训练，两组

各治疗 2 个月，均采取 Berg 平衡量表和 FIM 量表以及步态分析对患者进行功能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Berg 平衡功能和 FIM 功能以及步态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 2

个月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且治疗组行走功能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本体感觉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功能康复有非常大的影响，临床工作中应予以高度重

视。 

 
 

OR-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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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表面肌电检测非手术脊柱减压系统（Non-surgical Spinal Decompression System，

SDS）与普通腰牵治疗过程中腰椎旁肌肌电信号的变化，对比两种治疗方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

（Lumber disc Herniation，LDH）患者腰椎旁肌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 12 例确诊为 L4/5 椎间盘突出的患者，随机分为 SDS 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6

人，分别行单次 SDS 治疗及腰牵治疗，记录两组数据进行对比。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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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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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053 

新型弯月形双弧刃针刀对椎旁软组织减张减压联合微创介入手术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 

 
戴江华,罗军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采用新型弯月形双弧刃针刀对腰部椎旁软组织减张减压联合微创介入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症，对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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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62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32）例和对照组（30 例）。试

验组采用腰部椎旁软组织减张减压联合微创介入手术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椎间盘微创介入治疗，

通过为期 1 个疗程的治疗后进行相关疗效比较。试验组采用腰部椎旁软组织减张减压联合微创介入

手术治疗。腰部椎旁软组织减张减压：采用新型弯月形双弧刃针刀治疗对患者的标记部位进行刺、

割、挑对病变部位松解减压。3 d 后进行微创介入手术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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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仅行微创介入手术治疗，方法与试验组相同。 

结果 根据评定疗效标准：（1）治愈 腰腿痛消失,直腿抬高试验 70°以上,能恢复原工作；（2）好

转 腰腿痛明显减轻,腰部活动及功能改善；（3）无效 治疗前后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试验组与

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7.73%，71.92%，试验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腰部椎旁软组织减张减压联合微创介入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疗效好。将腰部椎旁软

组织减张减压与微创介入手术有机结合的优点：（1）通过椎间盘微创介入手术对腰椎间盘突出患

者进行直接治疗的方法，可以达到有效缓解患者椎间盘源性疼痛的目的；（2）由于新型弯月形双

弧刃针刀兼具刺、割、挑等多种功能，对病变部位松解、减张、减压效果比较充分，通过腰部病变

及僵硬的椎旁软组织减张减压能较大程度纠正脊柱失稳，使患者神经压迫得以减轻，促使其脊柱生

物力学得以建立新的平衡；（3）通过穴位治疗疏通经络达到一定的止痛效果。本研究将腰部椎旁

软组织减张减压与微创介入手术紧密结合，可较快地缓解患者的腰腿疼痛症状。总之，腰部椎旁软

组织减张减压联合微创介入手术治疗腰突症较单纯的微创介入手术或传统的保守治疗如小针刀等效

果更佳。 

 
 

OR-054 

脊柱机械加载通过调控血管生成治疗骨质疏松的机制研究 

 
王钊楠,徐晋峰,李心乐,张平 

天津医科大学 300221 

 

目的 骨质疏松是一种以骨量减少，骨微结构破环和骨折风险增加为特征的代谢性骨骼疾病，多发

生于绝经后妇女。我们的前期工作表明，机械加载改善骨质疏松小鼠的骨量丢失。然而，我们原创

的脊柱加载治疗仪对血管的调控机制尚不清楚。我们使用绝经后骨质疏松模型即卵巢去势（OVX）

小鼠，验证以下假设：脊柱机械加载通过激活 Wnt 信号通路促进血管生成治疗骨质疏松。 

方法 33 只 C57BL/6 雌性小鼠（14 周龄）随机分为三组（n=11）：假手术组，OVX 模型组和脊柱

加载治疗组。小鼠实施卵巢切除手术，术后 3 周进行腰椎脊柱机械加载（4N，10Hz，5min/d，

7d/week）3 周，加载台面积 12 x 5 mm
2
。每组取 5 只麻醉后墨汁灌注，观察股骨微血管情况。此

外，每组取 6 只处死，收集髂骨、股骨和胫骨的骨髓来源的细胞，在模型组和治疗组分别加入 Wnt

和 DKK 因子（Wnt 抑制剂）诱导，观察其血管内皮细胞发育情况。 

  

结果 血管造影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OVX 组小鼠股骨远端的血管数量减少，血管面积百分

比显著减少（p<0.01）。与 OVX 组相比，脊柱机械加载明显改善血管灌注，血管面积百分比增加

（p<0.05）。体外细胞实验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OVX 组血管内皮细胞迁移数目减少，成

管能力较弱，血管数量显著减少（p<0.001），机械加载和加入 Wnt 因子后，血管迁移数目显著增

加，血管数量显著增加（p<0.001），而加入 DKK 后，加载治疗效果显著抑制（p<0.001）。 

结论 本研究表明，脊柱机械加载通过激活 Wnt 信号通路促进血管生成，从而改善了 OVX 导致的

骨质疏松。卵巢去势可以导致骨血管的减少而机械加载可以改善股骨远端血管生成，体外细胞实验

进一步证明机械加载通过激活 Wnt 信号通路起到治疗作用。进一步，我们还需深入探索机械加载

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的分子机制。脊柱机械加载可以成为绝经后老年妇女骨质疏松的一个新型的治

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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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5 

腰椎稳定性训练对下腰痛患者的功能以及多裂肌和腹横肌形态影

响 

 
孙文江

1
,叶刚

1
,高美

1
,施加加

2
,倪赟

1
,葛岚

1
,张凡

1
 

1.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昆山市康复医院 

 

目的 观察腰椎稳定性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的疼痛、功能、关节活动度的影响，以及是

否能够增加腰椎多裂肌横截面积和腹横肌厚度。通过研究腰椎稳定性训练对慢性下腰痛患者腰腹深

层核心肌群的形态学影响，去探索改善下腰痛的机制，这更加有助于临床工作者明确治疗思路，找

对治疗方向，从循证医学的角度为建立标准化的慢性下腰痛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共招募 25 位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CLBP）作为受试者。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2 个月

进行评估，评估参数包括疼痛数字评估法（NRS）、Oswestry 腰椎功能障碍指数问卷(ODI)、腰椎

的关节活动范围（ROM）、腰椎多裂肌的横截面积和腹横肌厚度。腰椎稳定性训练方法由研究人

员在已有的训练方法基础上修改制定，一共四个动作，动作 1 和 3 是锻炼腰背核心肌肉，如：竖脊

肌和多裂肌；动作 2 和 4 锻炼腹部核心肌肉，如：腹直肌和腹横肌。腰多裂肌横截面积和腹横肌厚

度：由一位超声医师负责检查受试者仰卧位左右侧第四腰椎水平多裂肌的横截面积以及俯卧位肚脐

水平腹横肌的厚度，测两次取平均值作为录入值。 

结果 25 位受试者经过 2 个月的腰椎稳定性训练后，NRS、ODI 以及 ROM 评分均下降，与治疗前

比较，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右侧多裂肌的 CSA 与腹横肌厚度也有改善，其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腰椎稳定性训练可以明显降低下腰痛患者的疼痛、提高关节活动度以及改善腰椎功能，并且

能够增加腰多裂肌的横截面积和腹横肌的厚度。腰痛的改善机制可能与腰腹核心肌肉的形态有关。

核心稳定训练方法值得推广应用到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治疗方案中去。 

 
 

OR-056 

短波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王海明

1,2
,张驰

1,2
,高呈飞

1,2
,朱思忆

1,2
,魏全

1,2
,何成奇

1,2
 

1.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四川省康复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评估短波与对照组治疗膝骨关节炎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了各常用数据库（MEDLINE, CENTRAL, EMBASE, 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CINAHL and OpenGrey）从建库至 2016 年 10 月 26 的所有文献。纳入的研究必须为短波治疗膝

骨关节炎的临床随机对照实验，且对照组为假短波组或者为没有短波干预的对照组。对于连续性数

据结果采用标准差（SMD）来计算差异，二分类变量采用风险比计算差异。异质性检验采用 I2
评

估，所有纳入的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共 8 篇临床研究（542 例病人）符合纳入标准。短波在改善膝骨关节炎疼痛方面显示出了有

效性（SMD, -0.53; 95% CI, -0.84 to -0.21）。对于疼痛缓解的亚组分析显示脉冲的疗效更优

（SMD, -0.83; 95% CI, -1.14 to -0.52），在女性膝骨关节炎中短波改善疼痛的效果更好（SMD, -

0.53; 95% CI, -0.98 to -0.08）。在改善伸肌肌力方面，短波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I
2
=0%）。

在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功能方面短波较对照组无明显差异（SMD, -0.16; 95% CI, -0.36 to 0.05）。

短波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副作用方面无差异。 

结论 短波可以改善膝骨关节炎的疼痛（脉冲波疗效优于连续波；在女性患者疼痛改善中有效）；

短波联合等速肌力训练对于改善伸膝肌力有效。短波对于改善膝骨关节炎功能方面无明显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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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7 

认知行为疗法治疗颈椎病临床疗效观察 

 
连林立,靳翔愚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450052 

 

目的 观察认知行为疗法对颈椎病临床疗效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院 60 例颈椎病患者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给予牵

引、理疗等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认知行为疗法。每天 1 次，每 7 次 1 疗程，共治疗

2 疗程；评价治疗前、治疗后 2 周末及治疗后 12 周末患者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评分改善情况

与临床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NDI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 2 周末及 12 周末，两组 NDI 评分

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显著改善（P<0.01），观察组 NDI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改善 (P<0.05)；治疗后 2

周末，两组间总有效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 12 周末，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认知行为疗法通过改变观念和行为的不良认知，重建良好动作模式，符合生物力学失衡是产

生颈椎病主要原因的认识，改善了颈椎病患者的功能，提高了远期临床疗效，值得在临床广泛应

用。 

 
 

OR-058 

紫外线照射部位对中老年卧床患者 维生素 D3 水平及免疫功能的

影响的实验研究 

 
赵晓琳,张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紫外线照射可以改善机体钙磷等的水平，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预防相关性疾病。国内有人

发现在流感期间进行紫外线照射可降低发病率。随着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部分人不能够接触

到充足光照，尤其对于阳光缺乏地区和一些活动不便、甚至长期卧床的的中老年人来说，接触阳光

更加有限，从而可能导致各种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增高。有研究证明，卧床时间长将会导致老年患者

免疫功能降低及维生素 D3 缺乏。免疫功能下降，尤其对于卧床的患者来说，容易导致一系列相关

的并发症，如肺内感染、尿道感染等；而维生素 D3 缺乏将会导致患者骨质疏松，同时还会影响长

期卧床患者的病情和预后。临床上，曾有人采用紫外线足底照射预防及治疗感冒、呼吸系统炎症，

并取得满意的疗效，但是尚未见到对足底进行紫外线照射来观察机体免疫功能的研究。目前国内外

对于紫外线可提高血清 1,25-（OH）2D3 水平得到一致结果，但是尚未见到不同部位紫外线照射对

于血清 1,25-（OH）2D3 水平的影响。本文目的在于观察紫外线照射中老年卧床患者的不同部位对

其维生素 D3 水平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5 例年龄在 55-80 岁的卧床患者，利用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实验组（足底照射组、腹

部照射组）及对照组。对照组仅给予日常的康复训练，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分别给予足底或腹部紫外

线照射，一天一次，共 20 天。3 组患者均在照射前后抽血化验 T 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及维生素

D3 水平。 

结果 足底组患者 T 细胞亚群中 CD4
+
/CD8

+
较其余两组升高。足底组及腹部组维生素 D3 水平较对

照组升高。 

结论 足底紫外线照射可提高中老年卧床患者的免疫功能。不同部位紫外线照射均可提高机体维生

素 D3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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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9 

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有氧能力的影响 

 
朱玉连

1,2,3
,刘珏

1,2
,杜亮

2,3
,吴毅

1,2
,刘宇

3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院康复医学科 

3.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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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 6 分钟步行有氧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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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例患者在入选时及 4 周后 8 周后进行临床步行能力评估，包括 6 分钟步行能力等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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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2 组患者 6 分钟步行能力干预前后，mCIMT 组干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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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P>0.05）；两组组间比较在 4 周后出现显著性差

异（P<0.05）。三维步态分析发现，两组患者的步速、步宽及健侧步长同时优于对照组

（P<0.05），具有统计学上显著性差异，患侧的步长两组比较未见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进行下肢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可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 6 分钟步行能力，直接提升了其有氧能

力的改善，值得临床推广。 

  
 

OR-060 

体外冲击波联合藻酸盐敷料治疗脊髓损伤后Ⅳ期压疮的临床疗效

观察 

 
段好阳,刘娜,徐国兴,刘福迁,闫兆红,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联合藻酸盐敷料治疗脊髓损伤后Ⅳ期压疮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脊髓损伤后Ⅳ期压疮患者 15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敷料组（7 例）和联合组（8

例），2 组患者压疮局部均接受常规的彻底清创治疗。敷料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藻酸

盐敷料填塞压疮，隔日 1 次，每周 3 次，连续治疗 12 周。联合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接受

体外冲击波联合藻酸盐敷料治疗，体外冲击波的治疗参数设置：压强为 2.0～3.0bar、频率 4～

5Hz、总脉冲数为（200/300）+100 次/cm
2
，每周 1 次，连续治疗 12 周。体外冲击波治疗结束

后，给予藻酸盐敷料治疗，方法与疗程同敷料组。于治疗前、治疗 6、12 周后分别采用压疮愈合量

表(Pressure Ulcer Scale for Healing，PUSH)评价患者压疮的愈合程度。 

结果 治疗前 2 组压疮愈合量表各项评分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周后，

联合组患者的压疮面积、渗液量、创面组织和总分分别为 (6.84±2.02)分、 (1.35±0.41)分、

(1.96±0.54)分和(10.07±3.49)分均优于敷料组的(8.65±2.23)分、(1.71±0.49)分、(2.53±0.69)分和

(13.22±4.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2 周后，联合组患者的压疮面积、渗液量、创

面组织和总分分别为(3.46±1.13)分、(0.52±0.26)分、(1.68±0.48)分和(3. 61±2.90)分均优于敷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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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93±2.07)分、(1.34±0.42)分、(2.13±0.55)分和(9.37±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2

周后联合组愈合率为（5 例/8 例）62.50%，显著优于敷料组愈合率为（1 例/7 例）14.29%。 

结论 体外冲击波联合藻酸盐敷料能显著改善脊髓损伤后Ⅳ期压疮的临床症状，疗效优于单纯应用

藻酸盐敷料治疗。 

 
 

OR-061 

不同足偏角度下半蹲对股内侧肌、股外侧肌表面肌电的影响 

 
丛芳

1,2
,袁珠琳

1,2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目的 本实验主要探讨在不同足偏角度半蹲对下肢股内侧肌（VMO）、股外侧肌（VL）表面肌电值

的影响，寻找半蹲时保护膝关节最佳的足偏角度范围，为临床的康复训练提供依据。 

方法 本实验选择健康大学生，分别在足偏 0°、15°、30°、50°下进行统一标准化半蹲，利用表面

肌电仪监测 VL、VMO 表面肌电变化，比较分析 VL、VMO 表面肌电值。 

 结果 ①随着足偏角度增大，VL 平均表面肌电 AEMG 增大，但无统计学意义。VMO 平均表面肌电

AEMG 随着足偏角度的增大，有先增加再减小的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②随着足偏角度增大，

VL 均方根肌电值 RMS 有增大的趋势。随着足偏角度增大，VMO 均方根肌电值 RMS 先增大后减

小，15°和 30°、50°存在明显差异（P=0.035<0.05，P=0.000<0.05）。③VMO/VL 0°与 15°无统计

学意义（ P=0.379>0.05 ），而 0°与 30°、 50°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44<0.05 ，

P=0.000<0.05）。 

结论 随着足偏角度的增大，VL 表面肌电活动增强，VMO 表面肌电活动先增强后减弱，二者的比

值 VMO/VL 在 0°和 15°最大，无统计学意义，而 30°和 50°存在统计学差异，说明在 0°到 15°范

围，VL、VMO 肌电活动较为同步，有利于髌股关节的稳定。 

 
 

OR-062 

不同肘关节屈曲角度下等长收缩时的力矩与表面肌电信号变化规

律 

 
何任红,范建中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不同肘关节屈曲角度下最大用力等长收缩时的力矩与表面肌电信号的变化规律，分析表

面肌电不同指标在评估肌肉等长收缩活动中的作用。 

方法 募集健康受试者 21 例，采集受试者基本资料，包括臂围和上臂皮脂，然后分别在肘屈 30°、

60°、90°和 120°时做最大用力的等长收缩，期间使用等速测试系统检测等长收缩时的力矩变化，

同时使用表面肌电评估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肌电信号变化。等长收缩连续测试 3 次，每次间隔

1min；不同角度间的测试间隔 48h。分析不同关节角度间的力学和肌电值的差异及两者之间的联

系。 

结果 皮脂厚度可影响表面肌电信号采集，皮脂越厚，收集到的肌电信号会越弱。在肘屈 60°时，

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的峰力矩及 RMS 值最大，与其它角度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等长收缩中期，

出现力矩平台区，RMS 值在力矩平台期时呈锯齿状变化，力矩与 RMS 值无显著相关性。ZCR、

MF 与 MPF 在连续三次收缩中及不同角度收缩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结论 不同的关节角度会影响等长收缩活动，临床上需根据不同训练目的选择合适的关节角度。表

面肌电是评价肌肉活动的重要方法，在使用时，要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及指标间的差异，表面肌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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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直接反应肌力的大小，不同情况下，不同的指标所具有的意义不同，临床上也应要合理使用表

面肌电。 

 
 

OR-063 

VR 技术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控制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小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促使 VR 技术在临床康复中的应用 

方法 通过对脑卒中导致下肢运动控制障碍的患者，康复评定后无认知功能障碍的，Brunnstrom 分

期为三期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康复治疗技术，每周 6 次、共 3

周；治疗组在常规的康复治疗基础上给予 VR 技术型号为 htc 进行系统练习，每周 6 次，共 3 周。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Brunnstrom 分期下肢运动功能恢复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VR 技术结合一般康复治疗技术有助于脑卒中患者运动控制的功能恢复。 

 
 

OR-064 

中国作业治疗的现状与前景 

 
闫彦宁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1 

 

目的 通过对中国作业治疗的起步、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探讨目前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发展前景 

方法中国 OT 现状 

（一）服务领域包括：1.疾病 OT(脑中风、脊髓损伤、骨科、手外科、心肺等）；2.儿童 OT；3.老

年 OT；4.精神 OT 

（二）OT 从业部门：1.卫生部门（综合医院、康复专科医院、社区）；2.工伤部门（工伤康复医

院、工伤康复中心等）；3.残联部门；4.民政部门；5.工会医院 

（三）学术团体：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作业治疗学组（2011.10 成立），现在第二

届，委员 83 人；全国（除西藏、贵州、陕西）。目前正在筹备成立―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业

委员会‖。广东省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委会 2011 年成立。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作业治疗学组（2016 年成立） 

（四）OT 理念及相关研究：逐年增加，《中国康复》2015 和 2016 出版两期―作业治疗专栏‖ 

（五）学术会议：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全国作业治疗论坛‖（6 届）；在中国内地

举办的 OT 国际会议（3 次） 

（六）作业治疗师资培训 

（七）作业治疗技术培训 

（八）与 WFOT 的接触 

（九）作业治疗教育：康复治疗专业（OT 方向）―2+2 模式‖；康复作业治疗学专业（2017 年 3 月

教育部批准）；作业治疗教育国际化（5 所院校 OT 课程获得 WFOT 认证）。全国康复教育大会三

届康复治疗专业学生技能大赛（OT 单独进行） 

（十）作业治疗教材与相关书籍出版 

（十一）作业治疗相关网站 

（十二）国内作业治疗相关期刊 

（十三）中国作业治疗论坛 QQ 群、微信群 

（十四）资格认证、培训、作业治疗师现状调查 

（十五）从业人数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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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中国作业治疗专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展。国家相继出台的政策给作业治疗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

展机遇，但仍然面临资格认证、专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实际问题。 

结论  

中国 OT 发展任重道远，希望得到国内外同道和组织的支持 、帮助和认可；国内 OT 从业者共同努

力，中国作业治疗发展前景光明。  

 
 
 

OR-065 

脉冲式关节机械加载治疗中期骨关节炎的组织学观察 

 
高哲,李心乐,张平 

天津医科大学 300070 

 

目的 骨关节炎（OA）以软骨变性、丢失及软骨下骨的异常骨重建为特征。我们的前期工作表明，

脉冲式关节机械加载可以促进骨生长和修复骨损伤。然而，机械加载对中期骨关节炎的疗效尚不清

楚。因此，我们采用手术建立的创伤性骨关节炎动物模型验证假设：关节机械加载通过改善关节软

骨下骨异常骨重建实现内外侧骨量平衡，并抑制软骨细胞死亡，治疗中期骨关节炎。 

方法 30 只 C57BL/6 雌性小鼠（14 周龄）随机分为 3 组（n=10）：假手术组，OA 模型组和膝关

节机械加载组。小鼠双侧膝关节施行内侧半月板切除术，术后 3 天进行双侧膝关节机械加载

（1N，5Hz，3min/d，5d/week）4 周。取膝关节冠状位石蜡切片，应用番红 O、H&E 染色，以前

后交叉韧带为界，进行关节内侧和外侧的组织形态学观察。通过 OARSI 评分、滑膜评分、骨赘评

分评估关节的病变程度及机械加载疗效。 

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OA 组膝关节内侧半关节软骨缺损，OARSI 评分和滑膜评分显著增高(p＜
0.001)，软骨细胞空泡数明显增多(p＜0.001)，软骨下骨板（SBP）厚度明显增加(p＜0.01)，软骨

下骨量（BV/TV）显著增多（p<0.01），关节边缘有软骨增生，出现骨赘形成的趋势。与 OA 组相

比，膝关节机械加载显著降低了关节内侧半 OARSI 评分和滑膜评分及软骨细胞空泡数 (p＜0.01)；

抑制了软骨增生及软骨下骨的异常骨形成，显著减少 SBP 厚度和 BV/TV (p＜0.01)。值得注意的

是，在模型组膝关节的外侧半中，关节软骨及滑膜未出现显著改变，但是，BV/TV 较假手术组显著

降低(p＜0.001)，且较内侧也有显著降低(p＜0.01)。与 OA 组相比，膝关节机械加载显著抑制了关

节外侧半 BV/TV 的减少(p＜0.01)。 

结论 研究证实，由于关节的不稳定、受力不均造成软骨下骨的骨量失衡和关节软骨不同程度的磨

损。关节加载一方面通过调节关节内外侧软骨下骨的骨量，纠正异常的骨重建实现骨量平衡；另一

方面抑制软骨细胞死亡和软骨退变，从而改善骨关节炎病变。其相关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索。关节机

械加载可成为治疗中期骨关节炎的一个有效方法。 

 
 

OR-066 

脑卒中患者跌倒后动作反应管理对其步行能力的影响研究 

 
张韬,白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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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主动动作反应管理训练，对其降低跌倒损伤风险，提高步行

能力的影响。 

方法 根据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选取在我院住院治疗的脑卒中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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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 BBS（Berg 平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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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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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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干预组患者的 BBS 评分、10m-

MWS 评分、TUGT 评分明显高于常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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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患者不可避免发生跌倒时，通过训练自发、主动调整的动作反应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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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067 

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患者背侧注意网络功能连接的静息态功能

磁共振研究 

 
李丽

1
,王芹

2,1
 

1.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原：济南铁路中心医院） 

2.福建中医药大学 

 

目的 基于血氧水平依赖效应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患者的背

侧注意网络（dorsal attention network，DAN）功能连接的改变，分析其与记忆功能的相关性，初

步探讨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的神经影像学机制。 

方法 纳入符合纳入标准并不符合排除标准、损伤部位在右侧的 27 例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患者，

同时纳入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与之相匹配的 27 例无记忆功能障碍的健康受试者。采用修订韦

氏记忆量表（Wechsler Memory Scale-Revised of China, WMS-RC）评测记忆功能，GE 3.0T 磁

共振扫描仪收集磁共振数据。运用独立成分分析的方法，采用两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受试者 DAN

与脑区功能连接的差异性。为探索功能连接与行为学数据间的关系，将所有受试者的 DAN 功能连

接与修订韦氏记忆量表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两组 WMS-RC 总量表分及各分测验量表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患者 DAN 与前额叶皮质（左侧中央前回、左侧额

下回、右侧额下回、额中回）、右下顶叶、右侧岛叶功能连接降低(表 1，图 1)。 

（3）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DAN 与右侧中央前回、额中回、额下回、岛叶之间的功能连接与

WMS-RC 总量表分呈正相关 

  

结论 （1）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患者的 DAN 与前额叶皮质（左侧中央前回、左侧额下回、右侧

额下回、额中回）、右下顶叶、右侧岛叶功能连接降低，提示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患者的 DAN

与脑区功能连接异常可能是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的神经影像学机制。 

（2）DAN 与右侧中央前回、额中回、额下回、岛叶之间功能连接与 WMS-RC 总量表分呈正相

关。这提示 DAN 与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变化与记忆功能评分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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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8 

基于静息态脑网络的运动皮层经颅直流电刺激 

治疗失语症的疗效及机制研究 

 
萧演清,屠媛媛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0000 

 

目的  

观察左侧大脑运动区阳极 tDCS 刺激治疗语义损伤失语症的疗效，明确左侧大脑运动区是否可作为

tDCS 治疗语义损伤失语症的一个有效的刺激部位，通过静息态 fMRI 脑网络分析方法观察大脑运动

区与语言区的功能连接情况，通过与行为学相关性分析，初步阐明运动区在语义加工网络中的作用

及对其他语言加工网络如语音网络及言语发音网络产生影响，探讨 tDCS 对脑卒中后语义损伤失语

症患者语言功能恢复作用的机制，建立 tDCS 治疗失语症的多种刺激部位组合方案。 

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身前后对照 A—B—C 设计。A 期：常规语言治疗+运动区 tDCs 治疗 2 周；B 期:常规语

言治疗+运动区 tDCS 治疗+Wernicke 区 tDCs 治疗;C 期：常规语言治疗+运动区 tDCS 治疗+Broca 区

tDCs 治疗 2 周。tDCS 治疗时间：20min/次，2 次/天，每周 5 天，每个治疗方案 2 周。 采用计算机

控制的―汉语失语症心理语言评价与治疗系统‖对每个患者进行语言检查:包括 1）语义水平 2）词汇

通达水平 3）语音水平 4）言语运动计划水平。 

结果  

对 2 例病程 4 个月严重听理解障碍伴言语失用的失语症患者进行运动区阳极 tDCS 刺激及联合

Wernicke 区和 Broca 区刺激，2 例患者听理解及复述能力均可见明显改善。2 例患者治疗前后的静

息态脑网络分析，结果发现两例患者运动区及相关语言区脑区间的连接加权度显著增加，而脑区内

网络连接特征路径变短。 

结论 运动区 tDCS 刺激及联合 Wernicke 区和 Broca 区刺激相结合的方案促进语义加工网络、语音

网络及言语发音网络的功能连接，从而促进语言功能的恢复。 

 
 

 

OR-069 

tDCS 结合计算机辅助训练对健康老年人和脑卒中 

患者工作记忆的影响 

 
胡荣亮

1
,陈卓铭

2
 

1.江门市中心医院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健康老年人和左额叶脑卒中患者工作记忆表征特点； 

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阳极刺激前额叶背外侧（DLPFC）区结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健

康老年人及左额叶脑卒中患者不同负荷工作记忆成绩的影响。 

方法 1. 研究采用随机、双盲、对照及交叉设计的方法，将 30 例正常老年人和 30 例左额叶脑卒中

后记忆障碍患者随机各分为三组。 

2. 所有受试者均接受 2 个阶段干预。第一组干预模式为：首先 tDCS 真刺激 5 次（第一阶段），休

息 2 天后再进行 tDCS 伪刺激 5 次（第二阶段）；第二组干预模式为：首先 tDCS 伪刺激 5 次，休

息 2 天后再进行 tDCS 真刺激 5 次；第三组干预模式为：首先 tDCS 真刺激同时结合计算机辅助训

练 5 次，休息 2 天后再进行 tDCS 伪刺激同时结合计算机辅助训练 5 次。其中真刺激 tDCS 阳极作

用于左侧前额叶背外侧（DLPFC）区，电流强度为 1mA，持续 20min/次，1 次/天；伪刺激先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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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秒电流强度同前的刺激，随后强度设置为 0 mA，作用时间同前；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主要为针

对言语及视空间工作记忆训练，持续 20min/次，1 次/天。 

3. 所有受试者均于干预前（T0）、第 1（T1）和第 2（T2）阶段干预后进行听觉言语工作记忆（顺

背、倒背数字广度）、视觉言语和空间工作记忆（n-back 任务）评估。 

4. 统计学分析比较受试者各项工作记忆和其他认知控制任务成绩在不同组别及不同测量时间的差异

性。 

结果 与单独 tDCS 作用比较，联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可进一步提高健康老年人顺背及倒背数字

广度成绩、中负荷（1-back）条件下言语工作记忆和低、中负荷（0、1-back）条件下视空间工作

记忆任务的正确率（P＜0.05）；可进一步提高左额叶脑卒中患者顺背数字广度成绩、不同负荷

（0、1、2-back）条件下视觉言语工作记忆和低、中负荷（0、1-back）条件下视空间工作记忆任

务的正确率（P＜0.05）。 

结论 1.左额叶脑卒中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言语和视空间工作记忆受损。 

2. 单独 tDCS 阳极刺激左侧 DLPFC 区或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均可改善健康老年人和左额叶脑卒中

患者的言语工作记忆和左额叶脑卒中患者视空间工作记忆，且 tDCS 作用具有时间依赖的衰退效

应。 

3. 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可进一步增强 tDCS 对健康老年人和左额叶脑卒中患者言语及视空间工作记

忆的改善作用，两者联合使用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OR-070 

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神经型胸廓出口 

综合征的臂丛 MRN 观察 

 
王俊

1
,凌琳

2
,谢井文

1
,邓晓妃

1
,向云

1
,杨万章

2
 

1.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神经型胸廓出口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探讨治疗前、后臂丛

MRN 变 

方法 采用自身交叉对照试验，将 30 例拟诊为神经型胸廓出口综合征患者给予序贯两阶段治疗，第

一阶段给予消炎镇痛常规治疗 1 周，治疗不佳者给予第二阶段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记录

两阶段治疗前、后 VAS 评分，同时记录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主观感受评价；于第一阶段

治疗前、第二阶段治疗 2 周后给予患者 3.0T 磁共振臂丛神经 MRN 的 3D-STIR 序列平扫+增强扫

描，进行图像配准分析，观察臂丛神经及其周围斜角肌组织情况。 

结果 第一阶段治疗前 VAS 评分（8.25±1.53）分、治疗后 VAS 评分（7.85±2.04），两组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二阶段治疗 2 周后 VAS 评分 （2.57±1.06）分，与第一阶

段治疗前比较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后 0.5h 内所有

患者治疗侧颈肩部胀、热，上肢麻木、乏力，疼痛改善起效时间平均为注射后 4.0±1.5h，12 例患

者自觉头清目明、视物清晰；治疗前、后臂丛神经 MRN 平扫均提示臂丛神经走形正常，神经周围

和斜角肌未见异常压迫，增强扫描臂丛神经和周围斜角肌组织未见异常强化；治疗前、后臂丛神经

MRN 图像进行配准分析，发现治疗后臂丛神经未见异常变化，但斜角肌横断面直径较前缩小。 

结论 定位精准的超声引导颈部肌间沟注射治疗神经型胸廓出口综合征有效，高分辨率臂丛 MRN

平扫和增强可以检查出臂丛卡压部位，但检查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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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1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fNIRS)观察 rTMS 治疗 SCI 神经痛前后大脑功

能区 Oxy-Hb 的变化 

 
段强,袁华,牟翔,孙玮,陈春燕,张艳荣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采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评估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脊髓损伤病理性神

经痛前后患者脑功能区的氧合血红蛋白（Oxy-Hb）的变化，初步探讨 rTMS 缓解脊髓损伤后神经

痛的脑血流机制。 

方法 按照数字表法将 18 例脊髓损伤神经病理性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n=9）与对照组

（n=9）。两组患者据病情均给予加压治疗、中频电治疗、站立床及偏瘫肢体综合训练等常规康复

治疗，并据 VAS 疼痛评分进行药物辅助治疗（如卡马西平、度洛西汀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

加 rTMS 治疗（刺激部位为左侧大脑 M1 区，频率 10Hz，脉冲 1200 串，80%MT）,所有治疗均每

天一次，连续 2 周。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 2 周后对两组患者进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

（fNIRS）、运动诱发电位（MEP）检测、疼痛 VAS 评分、脊髓损伤独立性评估（SCIM），观察

大脑运动区（M1）、运气前区（PMC）、辅助运动区（SMA）、初级体感联合皮层（pre-

SAC）、体感联合皮层(S1)等脑功能区的含氧血红蛋白蛋白（Oxy-Hb）和脱氧血红蛋白（DeOxy-

Hb）的变化，以及上肢皮层运动诱发电位（MEP）波幅和潜伏期的变化，同时采用 VAS 疼痛量表

进行疼痛评估，并分析 Oxy-Hb 和 MEP 的变化与 VAS 疼痛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治疗 2 周后，两组患者的 VAS 疼痛评分明显降低（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 VAS

疼痛评分明显降低（P<0.01）。治疗组中，MEP 波幅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也有

改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 fNIRS 检测发现，与治疗前相比，治疗组患者大脑右侧

PMC、双侧 SAC 区中 Oxy-Hb 明显增加（P<0.05）,对照组也有增加，但无统计学意义。通过

Pearson 相关研究发现，fNIRS 检测中大脑 PMC 和 SAC 区含氧血红蛋白（Oxy-Hb）的变化与

VAS 疼痛的改变具有正相关（r=0.652，P<0.05），而治疗组中 MEP 波幅变化与 VAS 疼痛评分改

变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作用于大脑 M1 区 rTMS 能够缓解脊髓损伤神经病理性痛，能够提高大脑运动皮层的兴奋

性，但疼痛改善与皮层兴奋性的变化无明显相关性；其缓解疼痛机制可能与改善脑功能区血流有

关，且多个脑区（PMC、SAC、SMC 等）参与了 TMS 缓解疼痛的调节,具体机制需要进一步研

究。 

 
 

OR-072 

卒中后偏瘫肩痛患者肩关节超声影像特点 

 
蔡桂元

1
,贺娟娟

2
,李娜

2
,陈嘉如

3
,姜丽

2
 

1.中山大学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3.广东药科大学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对脑卒中后偏瘫肩痛患者进行肩关节超声检查，观察卒中后肩关节超声影像学

特点，为临床个体化治疗偏瘫肩痛提供依据。 

方法 纳入 31 例偏瘫患者进行研究，根据 NAS 评分分为肩痛组和非肩痛组，所有患者双侧肩关节

均进行超声检查。体格检查包括被动关节活动度、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定、内收内旋肌群肌张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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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肩痛组患者肩关节半脱位发生率（81.3%）高于非肩痛组（40.0%） ,两者有明显差异

（P=0.018）。肩痛组患者肩胛下肌-喙突滑囊粘连（81.3%）、肩峰下撞击征（75.0%）和肩峰-三

角肌下滑囊病变（56.3%）的发生率高于非肩痛组，两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卒中后偏瘫肩痛患者中肩关节半脱位、肩胛下肌-喙突滑囊粘连、肩峰下撞击征及肩峰-三角肌

下滑囊炎发病率高于非肩痛患者。超声可以明确卒中后偏瘫肩痛患者肩关节病变，为临床个体化治

疗提供参考依据。 

 
 

OR-073 

普拉提训练联合生物反馈治疗仪预防 

产后盆底肌功能障碍效果分析 

 
董庆君,金道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41 

 

目的 探讨普拉提训练联合生物反馈治疗仪预防产后盆底肌功能障碍效果分析 

方法 将 16 列产后 42 天阴道分娩初产妇随机分为治疗组（8 例）和对照组(8 例）。治疗组进行普

拉提训练及使用盆底生物刺激反馈治疗仪治疗，对照组只给予使用盆底生物刺激反馈治疗仪治疗，

治疗时间均 6-8 周.应用 Glazer 评估分析治疗前后患者盆底肌快速收缩表面肌电最大值、盆底肌持

续收缩表面肌电平均值、盆底肌耐受收缩表面肌电平均值变化。 

结果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治疗前盆底肌快速收缩表面肌电最大值、盆底肌持续收缩表面肌电平均

值、盆底肌耐受收缩表面肌电平均值为（15.30±4.47）、（17.40±2.84）、（12.60±1.72），

（17.90±2.06）、（19.63±2.65）、（13.91±1.75），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与治

疗组患者治疗后盆底肌快速收缩表面肌电最大值、盆底肌持续收缩表面肌电平均值、盆底肌耐受收

缩表面肌电平均值为，（27.13±3.46）、（28.95±2.44）、（20.50±2.78），（36.85±2.60）、

（32.10±2.11）、（24.90±1.23）。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患者盆底肌表面肌电值均高于治疗前，

且治疗组治疗后盆底肌表面肌电值更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普拉提训练联合生物反馈治疗仪治疗产后盆底肌肌力，能有效的改善产妇盆底肌肉的肌力，

预防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 

 
 

OR-074 

自噬在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不同阶段的表达 

 
曾凡硕,张力,崔宝娟,黄来刚,王道清,孙强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观察自噬在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不同阶段中逼尿肌中的表达情况。 

方法 我们选取 36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脊髓损伤组、假手术组，每组 18 只，随机选取 6 只实

验组大鼠分别在手术后 1 天、4 天、14 天处死。在每一个时间点，我们测量了大鼠的 BBB 评分、

残余尿量、膀胱功能评分。应用 western blot、免疫荧光染色、RT-PCR 检测 LC3 和 P62 在膀胱逼

尿肌组织中的表达。 

结果 我们发现手术后脊髓损伤组的大鼠双下肢运动功能丧失，从术后第 1 天开始，脊髓损伤手术

组大鼠的运动功能逐渐恢复。脊髓损伤组的膀胱功能也在术后出现障碍，但是也逐渐有所恢复。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脊髓损伤组 LC3-II/actin 比假手术组增高，并且 LC3-II 的表达在第三天

达到了峰值。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在术后 1 天、4 天、14 天，相比于假手术组，脊髓损伤组

LC3II 蛋白的表达增加；同时术后 1 天，P62 开始表达，在第 4 天开始下降，14 天持续降低。RT-

PCR 检测结果显示术后 1 天、4 天（P<0.01）、14 天（P<0.05），脊髓损伤组膀胱逼尿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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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LC3mRNA 的表达比假手术组限制增高；脊髓损伤组术后 4 天逼尿肌 LC3mRNA 的表达比术后

1 天增高，术后 14 天比术后 4 天表达减少；在术后 1 天，脊髓损伤组逼尿肌中 P62mRNA 水平和

假手术组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术后 4 天和 14 天，脊髓损伤组逼尿肌中 P62mRNA 水平比

假手术组明显减少，而且术后 14 天比术后 4 天 P62mRNA 水平增加。 

结论 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恢复的过程中自噬被激活，而且持续一段时间。自噬可能在神经源性膀

胱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可能参与膀胱功能自我修复机制。 

 
 

OR-075 

定量间歇清洁导尿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效果分析 

 
匡乃峰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探讨定量间歇清洁导尿在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治疗中的优势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我科符合纳入标准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80

例，分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40 例接受定时间歇清洁导尿治疗，观察组 40 例接受定量间歇清洁

导尿治疗，观察两组尿流动力学指标变化、肌电图变化及总体临床效果差异 

结果 观察组患者经治疗后日均排尿次数、日均漏尿次数及残余尿量均少于对照组，而日均单次排

尿量与对照组相比增加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观察组患者经治疗后日均最大

尿流量、平均膀胱容量及膀胱顺应性与对照组相比增加明显，而膀胱压力和逼尿肌压力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观察组阴部神经运动、感觉传导潜伏期均低于对照组，

波幅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观察组形成生理膀胱、反射性膀胱、自

主膀胱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0.05）。 

  

结论 定量间歇清洁导尿能显著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尿流动力学、电生理及膀胱功能，

效果优于现行的定时间歇清洁导尿，可作为临床治疗的优选方案 

 
 

OR-076 

现代学徒制理念下的康复医学科临床实践教学体会 

 
胡永林

1
,肖玉华

1
,朱红梅

1
,陆安民

1
,华永萍

1
,赵磊

1
,黄飞

2
,卢红建

1
 

1.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南通市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目的 临床实践是医学生接受实践检验，巩固和加强所学理论知识，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和提高职业

素质和医德素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临床实践教学是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医

学生将基础理论过渡到临床工作的重要纽带，其对医学生的医学起步甚至长期的医疗工作均会带来

深远影响。康复医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践能力

的培养。 

方法 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的学徒培训与现代学校教育思想结合的一种企业与学校合作的职业教育

制度，是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形式。将现代学徒制引入康复治疗专业的实践教学，既是一种创新，

也是一种探索。 

结果 通过现代学徒制，将课堂与工作岗位、学生与学徒、学习内容与工作任务有机结合，突破了

传统学徒制和职业教育的学习框架以及单一主体指导学习的形式，强调情境化学习，激发学生内在

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并能够将所获得的康复理论知识、职业素养、实践技能和经验知识融合到相应

的工作情境中，从而加深对康复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理解，促进康复治疗专业学生临床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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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对学生个体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以及康复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很大的推动

作用。 

结论 在临床实践教学过程中，带教老师要按照现代学徒制理念，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发散性

思维能力以及医德医风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其创造力。 

 
 

OR-077 

“现代学徒制”视角下“医院课堂”的实践探索 

 
朱红梅

1
,肖玉华

1
,卢红建

1
,沈晓明

1
,卫燕

1,2
 

1.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南通市卫生高等职业学校 

 

目的 为响应―现代学徒制‖的理念，探索现代学徒制下的教学实践，培养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治疗师，

以适应康复医学的不断发展的需求。 

方法 自 2016 年起，南通市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合作，开展

现代学徒制教学实践的探索，将康复治疗专业的专业技术课程搬进了医院，我们称之为―医院课

堂‖。另外，从―医院课题‖模式的构建、现代学徒制中师傅培养、课程目标与内容的重新修订、教学

方法的灵活选择、技术高手的共同培养等方面对医院课堂进行了实践的探索。 

结果 现代学徒制下―医院课堂‖的设立得到了政府、社会、医院和学校高度认可。 

结论 目前医院课堂的实施尚处于合作办学的探索阶段，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探索解决。在今后的研

究中需要不断改进与完善。文章提出了医院课堂目前还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政府应出台相应激励

政策，学生的职业技术资格证应可在医院课堂里获取，―现代学徒制‖视角下的―医院课堂‖应有相应

的经费支持和社会认同感有待继续增加等。 

 
 

OR-078 

多元教学模式联合在康复医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乔鸿飞,张巧俊,袁海峰,杨峰,李立博,惠艳娉,吴仲恒,张妮,郭方圆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探讨陕西中医药大学 2012-2013 级康复治疗专业四年制本科生康复医学临床实践的教学课程

中采用 CAI、PBL、CBL 联合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的教学效果。 

方法 选择陕西中医药大学 2012-2013 级本科康复治疗专业在我院临床实践学生，2013 级实施

CAI、PBL、CBL 联合教学模式为实验组，2012 级实施传统教学模式为对照组；课程结束后进行

考试考核和不记名调查问卷以评价教学效果。 

结果 采用 CAI、PBL、CBL 联合教学模式班在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学

习兴趣增加方面优于对照组，学生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 

结论 在康复医学临床实践教学中采用多元的教学模式联合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教学模式能激发学生

在康复医学临床实践中的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增加学生对康复医学学习的兴趣，并能提高学

生考试成绩，适于教学中推广。 

 
 

OR-079 

PBL 教学模式在作业治疗学临床实践教学中的探索性研究 

 
赵婧,郭能峰,吴鸣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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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以问题为基础教学（PBL）模式与传统教学在作业治疗学临床教学产生的应用效果。 

方法 以 2016 年至 2017 年在安徽省立医院康复医学科实习的 83 名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为研究对

象。根据自愿选择教学模式的原则，将实习生分为传统教学（对照组）和 PBL 教学（PBL 组）。对

照组采用了课堂授课的方式为主，讲授人主要是作业治疗组两位代教老师，每周进行一次作业理论

基础知识授课和一次技能操作授课。试验组除了参与代交老师授课，同时采用了围绕“问题”进行

教学，PBL 教学以“小组”及“个人”两种形式展开。小组形式围绕“问题”进行教学，以小组的

形式进行案例学习。个人形式实习生从 15 个作业治疗学专业相关的专题中根据自己兴趣从中挑选

专题，根据学习资料及相关网上资源，在出作业治疗组前向带教老师及同时期的实习同学汇报分享

选择的专题。两组实习同学均在在作业治疗组共进行了 1 个月的学习，入科前进行了作业相关理论

考试，学习结束后，带教老师对两组实习同学进行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同时，实习生出作业治疗

组前，必须完成三方评价，即实习生对带教老师的教学质量评价，带教老师对实习生表现的评价，

患者对实习生工作表现的评价。 

结果  两组同学出组理论考试成绩均比入组成绩有显著提高，但 PBL 组同学提高差值

（11.24±7.84）明显高于对照组（5.59±12.0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PBL 组与传统

组在技能考核总分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对操作的定义上实验组（9.39±0.88）明显高于对照组

（8.77±0.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带教老师对学生的评价显示，PBL 组同学医德医风

（ 4.96±0.20 ）和 理论基 础方 面（ 4.29±0.49 ） 明显 优于 传统 组同学 （ 4.69±0.48 ） 、

（3.92±0.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同学对带教老师的各方面表现评价较为一

致，没有明显差别。患者对 PBL 组学生满意度为（97.50±4.49）明显高于（90.20±6.20），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PBL 教学在作业治疗临床教学中较传统教学法存在优势，研究证明 PBL 教学更能提高学生的

学习能力，对作业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及服务患者的临床表现能力。 

 
 

OR-080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突出临床能力培养——全科医生带教经验分

享及展望 

 
段晓琴,康治臣,张军,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本研究从全科医生培养目标入手，通过笔者近年来带教全科医生的经验积累及深入思考，分

享全科医生带教中常见问题——怎么教？教什么？达标了吗？等的建议，试图探索一条值得广大临

床带教老师借鉴、推广的教育途径。 

方法 我院近些年来承担全科医生的培养工作，康复医学科作为实践教学培育科室之一，也积极参

与到临床带教工作中，本教学团队积极探索全科医生培养机制及管理模式，特总结所得的工作经

验。 

结果 通过我们过去全科医生带教工作的探索和总结，可以得出：全科医生的实践培养，以科室负

责人或科秘为引导，教研室成员积极配合的团队式教学模式开展较好；可以以―执业医师‖考试大纲

为引导，进行―三基‖教育；出科时可以进行理论和实践―三基‖的双重考核。 

结论 以团队式教学为引导，以―执业医师‖考试大纲为核心的―三基‖教育及考核途径，值得临床带教

人员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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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1 

康复医学科专硕生骨科康复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康复医学科专业硕士生在临床上普遍缺乏骨科康复基本知识，缺少先进的治疗理念，因此无

论是在病房中还是在治疗室内，工作积极性都较低，临床思维单一、片面，难以将课本中的理论转

化为实际临床应用。本研究旨在探讨康复医学科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骨科康复临床思维能力的培

养。 

方法 通过制定骨科康复专业知识学习规划，增加相应的骨科康复治疗实践，坚持以临床思维能力

为教学核心，病房教学联合各治疗室教学，并将 PBL 教学模式改良并加以应用，积极参与病人康

复治疗后的各种随访研究等方法，来培养康复医学科专业硕士生的骨科康复临床思维能力。组织科

室内一名上级医师带领专业硕士生，成立 8 人一学习小组，选择骨科康复中疑难病例为研究对象，

由专业硕士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严格逻辑推理，并鼓励专业硕士生辩证、批判，提出自己的观

点，让学习者带着问题进入学习模式，加以合理解释，并由其中一人总结后提交结果，由上级医师

循循善诱，引导专业硕士生们得出正确的答案。最终，专业硕士生在经过改良的 PBL 教学后能够

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临床实践，并在下一次改良的 PBL 教学中对该次教学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通过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有利于促进康复医学科专业硕士生积极参与骨科疾患病人康复治疗及

随后的各种随访研究，能够明显提高他们在临床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结论 康复医学科专业硕士生通过制定骨科康复专业知识学习规划，增加相应的骨科康复治疗实

践，坚持以临床思维能力为教学核心，病房教学联合各治疗室教学，并将 PBL 教学模式加以应用

改良，能够明显提高其临床思维能力，为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骨科康复医生奠定基础。 

 
 

OR-082 

联想扩展情景对话教学法在听障儿童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梁彩凤 

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听力和语言不单是人类沟通中所使用的最基本、最方便的工具,更是学习的重要媒介，因此听

障儿童作为社会特殊群体，应当采取特殊的教育方式，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指导。 

方法 以联想扩展为基础的情景对话教学法是当下较为前沿的教学方法，本文首先分析情景对话教

学法的基本设计原理，继而提出面向听障儿童实施联想扩展教学技巧，从本中心按照年龄、性别、

接受培训的时间、听力受损状况抽取 10 名聋儿作为研究对象，对抽取的 10 名聋儿进行联想扩展情

景对话教学。经过为期六个月的教学训练,最终进行教学成果的评估。 

结果 联想扩展情景对话教学训练前后发生明显差异.对于听障儿童而言，良好的情景对话教学方法

可以帮助其充分开发学习能力，在其康复治疗的过程中作用明显。 

结论 情景对话教学法是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的创新，在众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技能传授活动中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对听障儿童的知识教育和康复训练意义重大，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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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3 

感觉统合训练在听障儿童亲子康复教学中的效果观察 

 
冯丽佳 

宁波聋儿康复中心 315040 

 

目的 感觉统合训练在前庭感觉、触觉、本体感觉以及智能方面对听障儿童的影响。 

方法 对 18 例 18~24 个月之间的听障儿童进行以亲子康复的教学模式进行感觉统合训练 3 个月，

并在训练前后进行感觉统合评定量表评分及 0~7 岁格雷费斯儿童精神发育量表评分。 

结果 进行感觉统合训练后，前庭感觉、触觉、本体感觉均有明显改善（P<0.01 或 P<0.05）。神

经心理改善，其中运动、社交、发育商方面明显改善（P<0.05），手眼协调、操作方面明显改善

（P<0.01）。 

结论 感觉统合训练为听障儿童秦子康复教学提供了一种科学与游戏相结合的训练环境，能作为一

种有效的康复训练手段，用于听障儿童的感觉障碍及精神心理发育的改善。 

 
 

OR-084 

“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理念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周顺林,李凯霞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探讨―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理念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及其价值。 

方法 选取 58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29 例）和对照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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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包括上肢功能训练和手

功能训练（滚筒、木钉、磨砂板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融入―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理念及治

疗模式，作业治疗内容由康复医师、作业治疗师、患者和家属共同制定，包括床旁自理（穿衣、进

食、洗漱、如厕等）、家务活动（清洁、整理衣物等）、生活技能（手工、烹饪等）、文康娱乐

（麻将、扑克、书法等）、社区生活（出行、购物、餐厅、银行等）、社会融入（公益活动等）及

居家康复训练等。康复训练计划以患者需求和愿望为中心，以―重建生活、回归家庭和社会‖为终极

目标，循序渐进、逐级训练。治疗前后分别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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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后 4 周、8 周、12 周分别进行评定，两组 MBI 和 WHOQOL-100 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观

察组 MBI 和 WHOQOL-100 评分明显提高（P＜0.05），且观察组更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理念是由香港职业治疗学院梁国辉先生提出。此理念建基于康复

医学的基本精神，与―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完全吻合，不仅丰富了―P-E-O‖ 模式的内涵，更

是拓展了 ―P-E-O‖模式的外延；是一种全新的康复理念，一种高层次的作业治疗服务模式。其核心

思想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作业治疗活动，协助患者把功能及资源转化为新的生活能力；其康复训练计

划紧紧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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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简单到复杂、由病房到室外再到社区及家庭。在作业治疗

过程中，尽可能采用正确的肢体姿势和肌肉活动模式引导患者主动参与、快乐高效的完成每项活动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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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患者的―全人‖康复。―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在康复治疗中以其

前瞻性、整体性和朴素性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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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5 

康复医学科 ICU 病房康复护理管理 

 
刘荣,万春晓 

天津市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重症康复病房建设在我国处于初级阶段，探讨康复医学科 ICU 康复护理管理策略应用的效

果，推进重症康复护理的发展。 

方法 对 2016 年 9 月～2017 年 2 月收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康复医学科 ICU 的 97 例重症患者给

予综合护理管理干预。在护士培训方面，通过选派护士到我院 NICU 进行 ICU 护理技能培训及科内

康复护理技能培训的措施提高护士对危重患者的护理能力。采取医护技社一体化的团队工作模式，

责任护士接诊患者后进行全面的护理评估并及记录，再由医生、护士、治疗师共同进行评定，制定

个性化、规范的康复护理计划。在早期康复护理过程中基础护理与康复护理相结合：密切观察危重

患者的监护数值，为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提供依据及动态信息，对于高热的患者给予亚低温治疗，观

察疗效；体位管理是患者康复的基础，在每 2h 翻身的同时根据患者的病情给予抗痉挛体位的摆

放，同时观察患者全身的皮肤及下肢有无肿胀情况，可及时发现压疮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对于

气管切开的患者，给予持续气道湿化，雾化吸入后进行翻身拍背及电震动排痰的方法促进痰液排

除，吸痰时遵守操作规范；中心静脉穿刺是危重患者的首选静脉治疗通路，经临床观察锁骨下静脉

穿刺的位置可以避免患者进行肢体的主动及被动训练时造成导管移位和机械性静脉炎，更适合康复

医学科重症康复的患者；肠内营养的患者，鼻饲前回抽胃液，观察胃残留情况，摇高床头大于 45°

角，观察患者有无误吸现象；危重患者因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膀胱功能不稳定，大量输液，此

期留置导尿为主。对意识清楚的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给予排尿意识训练、延时排尿、盆底肌训练等膀

胱再训练技术；神经源性直肠的患者给予腹部按摩、直肠反射刺激，促进排便，逐步养成定时排便

的习惯。落实消毒隔离制度，防控院内感染。 

结果  患者出院时 GCS 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分别为 9.87±2.793 分、25.57±23.913 分，均高

于入院时评分 8.77±2.907 分、19.23±22.860 分，P=0.0001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重症患者通过综合护理管理干预给予的康复特色护理措施，可以有效改善重症患者功能障

碍，促进患者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OR-086 

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在重度脊柱侧凸行后路矫正术患者康复中的应

用 

 
李小金,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 510700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在重度脊柱侧凸行后路矫正术患者康复中的作用。 

方法 应用 FTS 的核心理念，应用多模式控制围手术期的病理生理变化来控制围手术期各种创伤所

致的应激。综合应用的方法包括术前告知快速康复各阶段措施、可能出现状况及解决方法；禁食 6

小时，禁水 2 小时，术前 2 小时服用含糖液体 300ml，不常规肠道准备与不常规留置胃管；术中实

行限制液体的管理；术中使用保持体温的空气加热罩以维持体温正常的保暖措施，术中补液、冲洗

液加温至 37°；术后 2h、4h 用汤匙喂水 20ml，适应后逐渐增加，观察腹部情况，术后 8h、12h 饮

50ml 水，24 时日进食粥水、汤水 100ml/次，每日进 6 餐，48 小时后每次进食调整为 300ml，72

小时后改为普食。加强疼痛护理，术中经硬膜外或静脉途径安置镇痛泵按需给药并于术后 3 天经静

脉按需加给止痛药。 

结果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无显著差异性的两组患者（p＞0.05），FTS 组患者在术后首次肛门排

气时间（28.1±5.5h）较传统组（40.4±10.2h）短，FTS 组患者术后首次排便时间（48.5±6.5h）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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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传统组（85.6±5.7h）短，统计有显著差异性，p＜0.05；FTS 组患者在术后发生腹胀例数

（3.5±0.7 例）较传统组（7.5±0.5 例）少，统计有显著差异性，p＜0.05；FTS 组患者术后第一次

下床活动时间（5.5±1.4d）较传统组早（8.8±1.8d），第一次站立发生头昏例数（2 例）较传统组

（6 例）少，统计有显著差异性。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 7 天 SDS 、SAS 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P＞0.05），但 FTS 组 SDS、SAS 评分术后第 1 天（58.34±5.99 分）、第 3 天

（49.32±7.22 分）比较与传统组术后第 1 天（67.77±6.23 分）、第 3 天（57.74±6.11 分）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FTS 能最大限度控制手术相关的各种应激反应，减少患者心理生理的不良反应，手术并发症

等，促进患者的快速康复。 

 
 

OR-087 

有氧联合阻抗运动对冠心病患者心肺功能及运动能力的影响 

 
刘遂心,张文亮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低水平心肺功能与高心血管病死亡率及全因死亡率相关，提高心肺功能可降低死亡风险，运

动训练可以提高患者心肺功能。本研究探讨康复中心结合家庭康复模式下，无氧阈水平的有氧联合

弹力带阻抗运动对冠心病患者心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入选符合标准的冠心病患者 73 名，随机分为对照组（n=38）和运动组(n=35)。对照组予以

强化健康教育、标准化的药物治疗；运动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通过康复中心（2 周）结合家庭康复

（10 周），予以无氧阈水平的有氧运动联合弹力带阻抗运动治疗，共干预 12 周。两组干预前、后

分别行心肺运动试验评估患者心肺功能(峰值公斤氧耗、无氧阈、峰值氧脉)及运动能力（峰值功

率、最大代谢当量）。 

结果 （1）与干预前相比，对照组峰值公斤氧耗、无氧阈、峰值氧脉、峰值功率、最大代谢当量均

无明显变化（P＞0.05)。运动组峰值公斤氧耗（20.88±4.59＆26.25±5.14）、无氧阈（13.52±2.92

＆ 15.24±2.75 ） 、 峰 值 氧 脉 （ 9.77±2.49 ＆ 11.91±2.89 ） 、 峰 值 功 率 （ 103.66±27.89 ＆

113.23±34.01）、最大代谢当量（6.00±1.32＆7.57±1.46）均较运动前上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2）与对照组比较，运动组峰值公斤氧耗（22.32±4.00＆26.25±5.14）、无氧阈

（13.76±2.51＆15.24±2.75）、峰值氧脉（9.99±2.15＆11.91±2.89）、峰值代谢当量（6.47±1.17

＆7.57±1.46）均有明显改善，P＜0.05。 

结论 12 周无氧阈水平的有氧运动联合弹力带阻抗训练可以明显改善冠心病患者心肺功能，提高运

动能力，可能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康复中心结合家庭康复运动过程中，患者均无严重的心血管事

件发生，均顺利完成运动治疗，表明以康复中心与家庭康复相结合的方式是安全的，可以提高患者

依从性，值得临床推广。冠心病的运动康复是一种非常有效治疗手段，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和探

索。 

  
 

OR-088 

长期运动降低高血压和改善血压调节的机制研究 

 
赵晓霖

1
,余俊贤

2
,彭雯雯

1
,刘国英

1
,潘燕霞

1
 

1.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研究长期运动降低高血压、改善血压调节与中枢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关系，探讨长期运动

降压的中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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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雄性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和正常大鼠（WKY）各 20 只，随机分成安静组和运动组。

20 周适度跑台运动后，分别检测运动和安静大鼠的血压、血压调节反射。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心血管中枢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血管紧张素 II（AngII）1 型受体

（AT1）的 mRNA 和蛋白表达。侧脑室注射 AT1 受体激动剂及拮抗剂，研究中枢 ACE-AngII-AT1

轴在运动改善血压调节中的作用，揭示运动训练降压的中枢机制。 

结果 长期运动降低 SHR 大鼠血压 16.7mmHg（P＜0.001）、增强血压调节反射（P＜0.01）。长

期运动也降低 WKY 大鼠 5mmHg（P<0.05），轻度提高 WKY 大鼠血压调节反射，但尚未达到统

计学意义。中枢应用 AngⅡ取消运动训练降压、改善血压调节反射的作用。相反，应用 AT1 受体

拮抗剂则增强运动训练降压、改善血压调节反射的作用。长期运动抑制 SHR 大鼠心血管中枢

ACE、AT1mRNA 和蛋白表达(P＜0.05 或 P＜0.01)。 

结论 长期运动降低高血压、增强血压调节反射可能与抑制心血管中枢 ACE-AngⅡ-AT1 轴激活有

关。 

 
 

OR-089 

脉冲电磁场对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的影响 

 
刘静,钟培瑞,李 能,廖 源,成果,周君,廖瑛 

湖南省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21001 

 

目的 探索脉冲电磁场（PEMFs）对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的影响。 

方法 将 30 只 Sprague-Dawley 雌性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去卵巢组、脉冲电磁场组,每组 10

只。去卵巢组和脉冲电磁场组大鼠行双侧卵巢切除术，假手术组大鼠只切除卵巢周围与卵巢大小相

仿的脂肪组织。手术后, 脉冲电磁场组给予脉冲电磁场治疗，假手术组和去卵巢组不做干预。干预

12 周后，收集大鼠外周血液样本，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方法，测定血清 TRACP5b、BALP 水

平；处死实验大鼠后迅速取出 L5 椎体、右股骨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测量骨密度；采用 AG-

IS 生物力学测试系统在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上做股骨三点弯曲试验和 L5 椎体压缩试验，直到骨

折，进行骨生物力学性能检测，记录最大载荷和破坏能两个指标；取 L4 椎体和右胫骨，采用显微

CT 进行骨组织显微结构观察；取左胫骨、左股骨和 L3 椎体，参照 Trizol 试剂盒说明书从关节软骨

中提取总 RNA，进行 RT-PCR；在 20 μL 的逆转录体系中合成 cDNA，以 5 μL cDNA 为模板加入

靶基因上下游引物，在 50 μL 体系中进行 PCR 扩增，检测骨保护素(OPG)mRNA、核因子 κ B 受

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mRNA 的表达。 

结果  干预 12 周后，PEMFs 能明显降低大鼠血清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RACP 5b）水平

(P<0.01)，PEMFs 组血清血清骨碱性磷酸酶（BALP）水平与去卵巢相比无统计学差别(P>0.05)；

PEMFs 组骨密度（BMD）明显高于去卵巢组(P<0.05)；PEMFs 组与去卵巢组比较，胫骨骨体积分

数（BV/TV）、骨小梁数量（Tb.N）、骨小梁厚度（Tb.Th）增加(P<0.05)，而骨小梁分离度

（Tb.Sp）无统计学差异 (P>0.05)。腰椎骨体积分数、骨小梁数量增加，骨小梁分离度降低

(P<0.01)，骨小梁厚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PEMFs 组最大载荷、破坏能比去卵巢组显著增高

(P<0.01)；PEMFs 组较去卵巢组相比，OPG mRNA 表达显著增加(P<0.01)，RANKL mRNA 表达

明显降低(P<0.05) 。  

结论 脉冲电磁场通过降低骨转化生化标记物水平，提高骨密度，改善骨组织显微结构，增加抗骨

折能力等作用，对治疗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有良好的疗效，RANKL/RANK/OPG 信号系统可能是其

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之一。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71 

 

OR-090 

小胶质细胞表型转变和髓鞘 再生在运动训练改善慢性脑低灌注

大鼠认知功能中的作用及机制 

 
蒋婷,张丽颖,潘晓娜,郑海清,陈曦,罗婧,胡昔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613000 

 

目的 探讨小胶质细胞表型转变和髓鞘再生在运动训练改善慢性低灌注大鼠认知功能中的作用及机

制 

方法 选取雄性 wistar 大鼠 54 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对照组，训练组（n=6）。以两血管法（2-

VO）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建立慢性脑低灌注模型，激光多普勒血流仪监测手术前后脑血流。训练组

于术后 48h 进行跑笼训练，假手术及对照组置于相同环境下不予训练干预。术后 28d 采用 Morris

水迷宫和新物体识别实验评估认知功能；Luxol fast blue 染色、SMI32/MBP 免疫荧光双标观察髓

鞘和轴突损伤程度；NG2/Brdu、APC/Brdu 免疫荧光双标观察少突胶质祖细胞增殖与分化；

IGF1/Iba1 免 疫 荧 光 双 标 、 RT-PCR 检 测 小 胶 质 细 胞 表 型 转 变 ； Western Blot 检 测

CX3CL1/CX3CR1 信号轴及其远端 MAPK 家族炎症信号的表达。 

结果 运动训练能够改善慢性脑低灌注大鼠的空间记忆和新物体识别能力；Luxol fast blue 染色及

SMI32/MBP 免疫荧光染色显示，运动训练能够减轻髓鞘损伤程度评分，并降低 SMI32/MBP 荧光

强度比值，改善髓鞘丢失和轴突损害；IGF1/Iba1 免疫荧光双标显示运动训练能够增加 IGF1/Iba1

阳性 M2 型小胶质细胞的表达；RT-PCR 发现运动训练能够增加 M2 型小胶质细胞标记（CD206、

Arg1、Ym1）、抗炎因子（IL-4、IL10）及神经营养因子（BDNF、IGF1）的表达，并降低 M1 型

标记（CD86、iNOS）及促炎因子（IL-6, TNFα, IL-1β）的表达；进一步 western Blot 发现运动训

练能够增加 CX3CR1 的表达，并下调 JNK、ERK1/2 的磷酸化水平。 

结论 运动训练可能通过激活 CX3CL1/CX3CR1 信号轴下调其远端的 JNK、ERK1/2 炎症信号，诱

导小胶质细胞由 M1 向 M2 型转变，促进少突胶质细胞发生和髓鞘再生，最终改善慢性低灌注大鼠

的认知功能。 

 
 

OR-091 

成对关联刺激对缺血性脑卒中大鼠 学习记忆功能及突触可塑性

影响的研究 

 
胡艳

1,2
,张香玉

3
,鲁银山

1
,张秀娟

1
,郭铁成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3.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成对关联刺激对缺血性脑卒中大鼠学习记忆功能及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方法 3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 PAS 组（n=10）。模型组和 PAS 组大

鼠采用线栓法制作大脑中动脉栓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模型，假手术组除

不插入线栓外，其余操作方法与模型组和 PAS 组相同。PAS 组于术后第 1d 开始给予 0.05Hz、共

90 对脉冲的 PAS 治疗（其中周围神经电刺激强度为 300%感觉阈值，波宽 200μs；经颅磁刺激强

度为 120% RMT），每次持续 30min，每日一次，连续 28d；模型组和假手术组不予任何干预措

施。采用 Morris 水迷宫检测各组大鼠学习记忆功能，MED64 微电极阵列检测海马脑片 CA3-CA1

区的 LTP，以 θ 爆发式刺激（theta burst stimulation, TBS）来诱导 LTP，记录 TBS 刺激前和刺激

后的场兴奋性突触后电位（field excitatory post synaptic potential，fEPSP）；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反转录酶-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检测海马区 BDNF、NR1、NR2B mRNA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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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PAS 对学习记忆功能的影响：模型组较假手术组逃避潜伏期显著延长、穿越平台次数显著

减少（P<0.05）；PAS 组较模型组逃避潜伏期缩短、穿越平台次数显著增多（P<0.05）。2.PAS

对海马 LTP 的影响：假手术组 TBS 后即刻 fEPSP 波幅显著增加，并在 60min 内保持较稳定的水

平；模型组 TBS 后即刻 fEPSP 波幅显著增加，随着记录时间的延长逐渐衰减；PAS 组 TBS 后即

刻 fEPSP 波幅也显著增加，随后有所降低，但降低的程度不如模型组显著；PAS 组 TBS 后

30min、60min 时 fEPSP 波幅显著高于模型组（30min P=0.045, 60min P=0.016）。3.PAS 对海

马 BDNF、NR1、NR2B mRNA 的影响：模型组大鼠海马 BDNF、NR1 和 NR2B mRNA 的表达较

假手术组显著降低（P<0.05）；PAS 干预后，BDNF、NR1 和 NR2B mRNA 的表达显著高于模型

组（P<0.05）。 

结论 PAS 可增加海马 BDNF、NMDAR（NR1 和 NR2B）的表达，促进海马 LTP 的恢复，从而改

善缺血性脑卒中大鼠的学习记忆功能障碍。 

 
 

OR-092 

强化神经肌肉电刺激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及舌骨喉运

动速度的影响 

 
赵殿兰,王强,孟萍萍,李展菲,张子青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观察不同强度的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及舌骨喉复

合体运动速度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脑卒中咽期吞咽功能障碍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MES

组和强化 NMES 组，每组各 10 例。3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吞咽功能训练，NMES 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每日 1 次神经肌肉电刺激，强化 NMES 组给予每日 2 次神经肌肉电刺激，共治疗 4 周。分别于治

疗前、治疗 2 周及 4 周后进行视频透视吞咽检查(VFSS)，测量舌骨、甲状软骨在吞咽半流质食物

时向前、向上的运动幅度、时间，计算运动速度，同时采用洼田饮水试验、才藤分级、Rosenbek

渗透-误吸量表（PAS）对 3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后，3 组患者洼田饮水试验、才藤分级、PA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洼田

饮水试验在治疗 2 周后，强化 NMES 组、NMES 组显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才藤分级在治

疗 2 周、4 周后强化 NMES 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AS 评分在治疗 2 周、4 周后强化 NMES 组较

NMES 组、对照组均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舌骨前移速度中强化 NMES 组

在治疗 2 周［（20.52±8.39）mm/s］、4 周［33.00±19.83）mm/s］后较 NMES 组及对照组增

快；同时 PAS 评分与舌骨前移速度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呈中度相关（P<0.05）。 

结论 强化 NMES 对于改善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优于 NMES，舌骨喉复合体运动速度增快可明显

改善吞咽障碍的治疗效果。 

 
 

OR-093 

TRPV4-P38α 信号通路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 

 
张晓

1
,张丽娟

2
,闫平平

1
,王永慧

3
,岳寿伟

3
 

1.泰安市中心医院 

2.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3.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TRPV4 和 P38α 基因表达变化，初步明确

TRPV4-P38α 信号通路在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致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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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清洁级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CCD1 天组、CCD7 天

组，CCD21 天组，每组各 10 只。通过将直径 0.63mm,长约 4mm 的 U 型不锈钢棒植入大鼠 L4、

L5 椎间孔内，制备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模型；于术前 1 天、术后第 1、7 和 21 天进行机械刺

激痛阈值测量；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技术检测各组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TRPV4 和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变化。 

 结果 1.大鼠机械刺激痛阈值变化 

     术前 1 天，各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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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1 天、7 天、21 天组大鼠术侧机械刺激痛阈值明显下降；与 CCD1 天组相比，CCD7 天组

大鼠术侧机械刺激痛阈值明显下降；与 CCD7 天组相比，CCD21 天组大鼠术侧机械刺激痛阈值明

显升高；以上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运动功能评分 通过对 CCD 模型大鼠自由行走时的步行姿态进行评分，以确定 CCD 手术是否造成

了运动神经功能损伤。标准如下： 

1 分：表现为行走步态正常、无术侧足畸形；2 分：表现为步态正常但术侧足畸形明显；3 分：表

现为步态障碍同时伴有术侧足下垂；4 分：表现为步态障碍严重伴术侧后肢肌无力。 

我们研究发现，CCD 模型大鼠均表现为步态正常，足无畸形，评分为 1 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2.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TRPV4 和 P38α 基因表达变化 

RT-PCR 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CCD1 天、7 天、21 天组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TRPV4 和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均明显升高；与 CCD1 天组相比，CCD7 天组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

细胞内 TRPV4 和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增加；与 CCD7 天组相比，CCD21 天组大鼠术侧背根

神经节细胞内 TRPV4 和 P38α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降低，以上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大鼠术侧背根神经节细胞内 TRPV4 和 P38α 基因表达变化与机械刺

激痛阈值变化相一致，TRPV4-P38α 信号通路可能参与 CCD 所致致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病理过程。 

 
 

OR-094 

血小板衍性生长因子-BB 对碘醋酸钠诱导的大鼠膝关节炎软骨细

胞凋亡和蛋白激酶 1/2 信号通路的影响 

 
蔡宇,周华军,朱朋飞,王宁,肖婷 

武汉市普爱医院 430033 

 

目的 观察血小板衍性生长因子-BB（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对碘醋酸钠诱导的大

鼠膝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和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 regulated kinase，ERK1/2）信号通路

的影响，探讨其治疗膝关节炎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 3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220±20g），随机分为空白组（A 组）、模型组（B 组）、NS

组（C 组）和 PDGF 组（D 组），每组 10 只。B 组、C 组和 D 组利用 28 号注射器将 3mg/50ul 的

碘醋酸钠注射到大鼠右侧膝关节腔内，成功建立大鼠膝关节炎模型，3 周后 C 组给予 0.9%NS，

50uv 右侧膝关节腔注射治疗，1 周/次；D 组给予 PDGF-BB，200ng/kg 右侧膝关节腔注射治疗，1

周/次。所有老鼠饲养 7 周后，1%戊巴比妥（70mg/kg）麻醉后，收集血液和组织标本，石蜡包埋

等。利用番红固绿染色法评估膝关节炎病变程度，采用原位缺口末端标记 （TUNEL 法）检测各组

软骨细胞凋亡情况，实时荧光定量技术（RT-PCR 法）和免疫印迹技术（Western-blot 法）检测正

常 ERK1/2 和磷酸化 ERK1/2、P53 蛋白、caspase-3 蛋白的表达。 

结果 番红固绿染色提示 A 组关节软骨软骨表面光滑，软骨细胞排列整齐，且数量多；B 组关节软

骨缺损严重，软骨细胞少；C 组关节软骨缺损严重，软骨不平整且细胞少；D 组经过 PDGF-BB 干

预后，软骨缺失基本修复，软骨较为平整，软骨细胞较 B 组和 C 组多。与 B 组和 C 组相比，D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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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骨细胞凋亡率、P53 蛋白、caspase-3 活性的表达显著降低（P＜0.05）；ERK1/2 蛋白的表达

升高（P＜0.05）。 

结论 PDGF-BB 通过促进 ERK1/2 表达，调节 ERK1/2 信号通路下游 P53 和 caspase-3 活性的表

达来抑制碘醋酸钠诱导的软骨细胞凋亡。除此之外，PDGF-BB 还具有促进软骨细胞蛋白多糖的合

成，加速软骨成熟和分化，对软骨缺损具有一定的修复作用。 

 
 

OR-095 

创伤后应激障碍样大鼠海马区 p38MAPK 的改变探讨精神创伤后应

激障碍样大鼠海马区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的改

变及其意义 

 
庞雨婷,邢文龙,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8 

 

目的 探讨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样大鼠海马区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的改变及其意

义。 

方法 将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空白对照组、PTSD 1d 组、PTSD 4d 组、PTSD 7d 组，每组

各 8 只。PTSD 组建立 SPS&S 模型，采用旷场实验、Morris 水迷宫等方法检验各组大鼠造模前后

的行为学指标变化并评估造模效果，采用逆转录酶-多聚酶链反应（RT-PCR）及蛋白质免疫印迹法

(Western blot)测定各组大鼠海马组织中 p38MAPK 的水平变化。 

结果 应激后大鼠海马区 p38MAPK 水平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创伤后应激障碍大鼠海马区 p38MAPK 升高，可能导致学习及记忆功能受损。 

 
 

OR-096 

大鼠膝关节挛缩两种制动方式动物模型的比较 

 
范帅,蔡斌,陆沈吉,徐丽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关节制动可以治疗肌骨疾患、缓解关节疼痛、减少炎症刺激，但其常见并发症是关节活动度

（range of motion，ROM）减少，直接导致关节挛缩，对患者功能造成极大障碍，同时在康复治

疗上需要耗费极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因此，为探讨其发生机制，国内外学者制备了动物模型进行

深入研究。本研究拟观察关节内创伤后，不同制动方式对大鼠膝关节活动度受限的影响。 

方法 20 只 8 周龄 SD 大鼠，分为钢丝制动组和缝线制动组，每组各 10 只。无菌条件下先将大鼠

造成膝关节内创伤，（内侧纵切口 2cm，外脱位髌骨后，切断前后交叉韧带，再反关节撕裂后方关

节囊。）再分别在股骨和胫骨外侧切开 1cm，然后钢丝组用 0.8mm 直径克氏针分别股骨和胫骨钻

孔后，0.5mm 钢丝口字型固定；缝线组用 0.5mm 手术缝线绕股骨近端和胫骨远端固定，两组均固

定于屈膝 45 度。制动 4 周，然后拆除固定自由活动 4 周。观察两组拆除固定即刻与 4 周自由活动

后的膝关节活动度变化。 

结果 拆除固定即刻，钢丝制动组活动度（30.5±6.5 至 55.1±7.2）明显小于缝线制动组活动度

（28.6±4.5 至 96.9±8.9），P<0.05。拆除固定自由活动 4 周后，钢丝制动组活动度（29.6±4.3 至

93.2±7.2）仍明显小于缝线制动组活动度（27.2±4.7 至 128±7.2）,P<0.05。缝线组健患侧活动差

异较小。 

结论 制动时，关节能小范围活动导致的关节粘连程度小于完全不能活动的固定方式。提示膝关节

创伤后，早期主动活动对预防膝关节粘连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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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97 

呼吸训练对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患者干预效果观察 

 
赵航琨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呼吸训练对脑卒中后卧床患者肺部感染的疗效  

方法  

将西京医院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4 月治疗的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患者 40 例作为研究对象，借

助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两组，每组 20 例，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医疗处理和传统康复训练，观察

组在常规医疗处理和传统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患者呼吸训练，观察并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干预效

果，经临床治疗效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观

察组患者临床体征改善时间和对照组相比较短， P<0.05,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借助呼吸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并发肺部感染患者进行医治，临床干预效果显著。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 15 天治疗，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中肺部感染治愈结果的有效率分别为

95.0％、80.0％，观察组临床干预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临床症状体征改善时间观察组比对照组相

对较短，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间接的说明：借助呼吸训练的康复方法对脑卒中并

发肺部感染患者进行训练，临床上有着较为显著的积极意义。  

 
 

OR-098 

运动训练相关应力刺激通过初级纤毛调控软骨发育的机制研究 

 
向威,王胜洁,郭风劲,许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究初级纤毛和自噬的交互作用在应力刺激调控软骨发育过程中的机制。 

方法 分离培养新生 SD 大鼠关节软骨细胞，通过四点弯曲力学加载仪给予不同强度（0、1000、

2500、4000 μstrain）和不同时间（0、0.5、1、2、6 小时）的周期性应力刺激，并以无血清饥

饿，Chloral Hydrate,Rapamycin,3MA 分别调控初始纤毛和自噬的表达，免疫荧光染色和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纤毛和自噬小体的定位，及纤毛相关蛋白 IFT88 与自噬相关蛋白 LC3A/B 的表达关

系。western blot 检测 COL II， IFT88、LC3A/B 及 MAPK 信号通路的表达。进一步通过在体实验

构建大鼠创伤性骨关节炎（PTOA）模型，造模成功后 1 月予以中强度（15m/min）跑步运动训

练，分别于运动后 1 天、7 天、14 天、28 天取出患膝关节，蕃红固绿和甲苯胺蓝染色检测软骨细

胞基质的表达，免疫组化染色检测纤毛相关 IFT88 和自噬相关 LC3 表达情况。O‘Driscoll 评分评估

运动训练对软骨损伤修复的影响。 

结果 免疫荧光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饥饿可诱导软骨细胞初始纤毛和自噬表达，Choral Hydrate

抑制纤毛表达并下调自噬水平，纤毛和自噬的表达呈明显相关性。中低强度（ 1000 和

2500μstrain）应力刺激能上调 COL II、IFT88 和 LC3A/B 的表达并上调纤毛的表达率，高强度

（4000μstrain）应力刺激则具有相反效应； Chloral Hydrate 能下调 2500μstrain 刺激对蛋白表达

的促进效应；应力刺激能上调 MAPK 通路中 P38 和 ERK 的磷酸化水平，并呈时间和强度依赖性。

甲苯胺蓝和蕃红固绿染色显示，运动训练能上调关节软骨基质表达；短时间的运动训练能迅速增强

关节表面软骨细胞的自噬，随着时间的延长 LC3 表达轻度下调并以深层软骨表达为主；纤毛相关

IFT88 蛋白表达随运动时间延长而增高。O‘Driscoll 评分显示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中等强度的运

动训练对关节软骨的修复呈正向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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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初级纤毛和自噬的表达呈明显正相关，运动训练相关的应力刺激能通过初级纤毛影响细胞自

噬，影响软骨细胞的发育过程，适当强度的运动训练能促进软骨损伤的修复。 

 
 

OR-099 

5α 还原酶协同运动激活 PCOS 大鼠 PI3K-AKT 转导机制的研究 

 
吴雏燕,江钟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通过建立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大鼠模型，采用运动和两种还原酶抑制剂非那雄胺（2 型

还原酶抑制剂，5α-R2I）和度他雄胺（1 型和 2 型还原酶抑制剂，5α-RI）来对 PCOS 大鼠模型进

行干预，并探讨 5α-R1 在运动激活 PCOS 大鼠骨骼肌 PI3K/Akt 信号通路中的作用。 

方法 大鼠随机分为 PCOS 运动组（n=15），PCOS 非运动组（n=15）和对照组（n=5），PCOS

运动组（n=15）分为：单纯运动组（n=5）、5α-RI 运动组（度他雄胺运动组）（n=5）和 5α-R2I

运动组（非那雄胺运动组）（n=5）；PCOS 非运动组（n=15）分为：静止组（n=5）、5α-RI 组

（度他雄胺组）（n=5）和 5α-R2I 组（非那雄胺组）（n=5）。运动组采用游泳训练方案。度他雄

胺组（1mg/kg/day）每天灌胃，非那雄胺组（5mg/kg/day）每天开始光照后的第 3 小时灌胃。实

验结束后测量大鼠体重、体长、卵巢重量、计算 Lee 指数；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OGTT）测定

0、30min、60min、120min 葡萄糖、取血采用 Elisa 法测定空腹胰岛素、睾酮浓度；采用 Real-

Time PCR 测定 PCOS 组以及对照组骨骼肌中 5α-R1mRNA、PI3K mRNA、AKT mRNA，采用

Western blot 法测定 5α-R1 蛋白表达以及 PI3K、AKT 蛋白磷酸化水平。 

  

结果 与 PCOS 静止各组相比，PCOS 运动各组胰岛素和 HOMA-IR 均显著降低。在 PCOS 单纯运

动组和 5α-R2I 运动组，5α-R1mRNA 以及蛋白表达降低。PCOS 单纯运动组以及 PCOS 5α-R2I 运

动组骨骼肌中 Akt 磷酸化水平在运动后显著升高, 与 PI3K p85 表达水平与之相一致。 

结论 运动通过抑制 1 型 5α 还原酶增加了 PI3K p85 表达水平以及 Akt (Ser473) 和 Akt (Thr 308) 

磷酸化水平，促通了 PCOS 大鼠骨骼肌 PI3K/AKT 信号通路。 

 
 

OR-100 

TNFα 对脊髓损伤细胞模型存活、凋亡、坏死性凋亡及

necroptosis/apoprosis 信号通路的影响研究 

 
刘慧芳

1
,杨周源

2
,余茜

1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是临床常见的严重疾病之一，呈现高发生率、高致残率、高

耗费和低龄化这―三高一低‖的特点，是全球康复界乃至整个医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本研究拟

通过探讨 TNFα 对 SCI 细胞模型存活、凋亡、坏死性凋亡及 necroptosis/apoprosis 信号通路的影

响，为从分子基因水平研究脊髓损伤的病理机制，探索脊髓损伤早期精准治疗的新方法，促进脊髓

损伤患者快速康复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基础。 

方法 通过 TNFα 干预 PC-12 细胞株进行造模，并依据加入凋亡抑制剂 zVAD 与坏死性凋亡抑制剂

Nec-1 的与否，将其分为空白对照组、 TNFα 组、 TNFα+zVAD 组、 TNFα+Nec-1 组及

TNFα+zVAD+Nec-1 五组。分别采用 CCK-8 法、流式细胞学法观察 TNFα 对细胞存活的影响，并

探讨 TNFα 对 necroptosis/apoprosis 信号通路关键分子 Caspase-3，CYLD，RIP3，MLKL 的

mRNA 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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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TNFα 明显抑制 PC-12 存活，zVAD 与 Nec-1 能一定程度阻断 TNFα 抑制细胞存活的影

响，两种抑制剂共同作用可更好的抑制 TNFα 促细胞死亡作用； 

（2）流式细胞学结果显示，TNFα 诱导细胞凋亡比例最多，与 Blank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Nec-1 或 zVAD 抑制 PC-12 细胞坏死性凋亡和凋亡，与 Blank 组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两

抑制剂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NFα+z-VAD 组和 TNFα+z-VAD+Nec-1 组减少凋亡最为显著。 

（3）TNFα 能明显上调 PC-12 细胞表达凋亡信号通路关键分子 caspase-3、CYLD、RIP3 

MLKLmRNA 表达水平；采用凋亡抑制剂 zVAD 和坏死性凋亡抑制剂 Nec-1 能抑制 TNFα 诱导的

caspase-3 mRNA 的表达。 

结论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TNFα 可以诱导 PC-12 细胞上调表达两条死亡信号通路（坏死性凋亡和

凋亡）的关键分子及去泛素化酶 CYLD 的 mRNA 表达水平，两条死亡信号通路之间可以相互影

响。 

 
 

OR-101 

抗痉挛体位下的振动疗法对脑卒中后上肢痉挛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郭钢花,梁英姿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观察在抗痉挛体位下使用振动疗法对脑卒中后偏瘫上肢痉挛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偏瘫上肢痉挛患者 3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 15 例和对照组 15 例。

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联合抗痉挛体位下的振动治疗。两组患

者均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后、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分级法(MAS)、患肢肱二头肌及

腕屈肌群表面肌电图被动牵伸状态下的均方根值(RMS)评定偏瘫侧上肢的痉挛程度；采用肩、肘、

腕关节的主动运动范围（A-ROM）、Fugl-Meyer 运动评分(FMA)评定患者偏瘫侧上肢的运动功

能；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ADL)。 

结果 治疗 2 周、4 周后，两组患者偏瘫侧上肢 MAS、RMS、A-ROM、FMA、MBI 评分与组内治

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治疗后上述指标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亦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抗痉挛体位下的振动疗法能有效降低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上肢痉挛程度，并改善其偏瘫上肢

的运动功能和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其效果优于单纯的康复训练。 

 
 

OR-102 

Thera-band 弹力带训练对老年肩袖损伤患者的疗效分析 

 
张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35 

 

目的 探讨 Thera-band 弹力带训练对老年肩袖损伤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科的 80 例老年肩袖损伤

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由肩关节 MRI 诊断为部分肩袖损伤（Gerber 损伤分型），采用随机

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综合康复疗法(手法、功能性

电刺激、射频电疗)，试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 Thera-band 弹力带对肩袖肌群康复训练，两组患

者均每周治疗 5d，连续治疗 3 个月。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以及治疗 1、3 个月后应用肌骨超声监测

声像图改变，测量肩袖撕裂长度、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冈上肌腱厚度；并采用欧洲肩关节协

会的评分系统 Constant 量表，测量 Constant 评分以评价康复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肩袖撕裂长度、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冈上肌腱厚度及 Constant 量表

评分均未见统计学差异(P ＞0.05)。治疗 1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较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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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加，且试验组优于对照组(P ＜0.05)；治疗 3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肩袖撕裂长度较治疗前显

著减小，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和冈上肌腱厚度均较治疗前显著增加，且试验组患者肩袖撕裂长

度、三角肌厚度、冈上肌厚度和冈上肌腱厚度分别为（0.93±0.20）cm、（1.99±0.21）cm、

（2.04±0.25）cm 和（0.64±0.18)cm，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1、3 个月后，试验组患者 Constant 量表各子量表评分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同时间点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治疗 1、3 个月后，试验组患者 Constant 量表评分总分分别为

(70．53±1．42)分和(86．38±0.69)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同时间点的(62.03±0.95)分和(65.59±0.94)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在综合康复疗法的基础上增加 Thera-band 弹力带训练，可有效增加肩袖肌群的肌肉力量，从

而改善肩关节功能，提高临床疗效。 

 
 

OR-103 

探讨肌内效贴技术结合 Bobath 疗法在运动发育落后中的应用 

 
王彦军,胡长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和总结肌内效贴技术结合 Bobath 疗法在治疗儿童运动发育落后坐位不稳的疗效和体会。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在江西省儿童医院小儿康复中心收治的 30 例确诊为运动发育

落后的患儿，头控可，坐位平衡较差，年龄在 10 个月到 18 个月之间。严重排除认知功能障碍、

心、肝、肾功能不全、癫痫以及依从性较差者，并且经监护人同意者。采用随机、单盲、对照设计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分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组采用肌内效贴技术和 Bobath 疗

法训练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治疗方法。治疗组方法：1）肌内效贴贴布法：促进竖脊肌和背阔肌收

缩贴法，①摆位：患儿俯卧位于枕头上，上肢向前伸展于两耳侧。②―I‖―Y‖形贴布，自然至中度拉

力；―Y‖形贴布：―锚‖固定于腰骶部，―尾‖沿脊柱旁向上延展至颈 7，两侧贴法相同。―I‖形贴布：―锚‖

固定于腰骶部两侧，―尾‖沿背阔肌走向延展至腋横纹后端。2) Bobath 疗法：①抑制后仰法：患儿

伸腿坐在球上，治疗师在患儿前方或后方，给予患儿相应的支持位，然后向后方滚球，诱导向患儿

正确的姿势发展：头屈曲、两下肢向前方伸展、躯干前屈。②诱发患儿躯干回旋法：患儿伸腿坐在

球上，治疗师扶住患儿最易活动的部位，将球和患儿一起向侧后方倾斜，则患儿的身体重心移至其

下方侧的臀部上，这时治疗师通过扶患儿的手来回旋患儿的躯干向非负重侧回旋，促进躯干和中枢

的控制能力。 

结果 经过 3 个月的治疗，两组患儿脑瘫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A 区分值、坐位平衡分级以

及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定量表( Barthel 指数)都高于治疗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治疗组患儿的脑瘫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A 区分值、坐位平衡分级以及日常生活能力

(ADL)评定量表(Barthel 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肌内效贴技术结合 Bobath 疗法在治疗儿童运动发育落后坐位不稳中有效，值得临床应用和推

广。不足点：在这治疗 3 期间，患儿的自身生长发育可能影响疗效的真实性。 

 
 

OR-104 

电针结合生物反馈治疗脊髓损伤后尿失禁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宇,沈毅,李德岩 

安徽省皖南康复医院/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241000 

 

目的 探讨电针结合生物反馈治疗脊髓损伤后尿失禁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在本科室住院行康复治疗的符合纳入标准的脊髓损伤后尿失禁患者 60 例，根据随机原则

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0 例与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采用电针结合生物反馈治疗，对照组采用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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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两组治疗前后均用生物反馈治疗仪进行盆底肌测定，记录表面肌电（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SEMG）数据，利用 SPSS17.0 统计系统进行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盆底肌 SEMG 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3 个月后两组盆底肌 SEMG 值

除在盆底肌放松状态下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治疗后 SEMG 平均值高于治疗前，尿失禁

症状明显改善。 

结论 电针结合生物反馈治疗脊髓损伤后尿失禁有较为显著的临床疗效，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OR-105 

不同残肢压缩量对小腿截肢患者穿戴假肢后残肢萎缩的影响 

 
李磊,武继祥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小腿截肢患者在首次安装假肢时，残肢的萎缩速度普遍较快，导致第一个假肢的穿戴时间通

常都较短。本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修型时残肢压缩量对假肢穿戴后残肢萎缩情况的影响，并对假肢的

制作提供参考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单位共收治 18 例首次安装小腿假肢的患者，选取残肢形状良

好且软组织量适中者（最大围长在 25～40cm 之间），共 14 例，分别记录取型残肢围长和修型后

阳模的围长，计算出残肢的压缩比例。假肢在交付使用后，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并分别记录 1、

3、6 月后的残肢围长，得出残肢的萎缩比例。同一患者的测量由同一名假肢师完成，测量时都采

用两次测量的平均值。统计学分析：患者不同时期的残肢围长采用配对 t 检验（Paired T-test），

不同压缩比例后，残肢的萎缩比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 

结果 患者穿戴假肢后残肢都有不同情况的萎缩，萎缩速度随假肢穿戴事假逐渐变慢。对残肢不同

压缩比例的假肢，残肢的萎缩比例总体成 U 型分布，也就是 3%左右的残肢压缩量时，残肢萎缩最

慢，过多或过少的残肢压缩时，残肢萎缩都更快。对比压缩比例在 3%左右的残肢情况，结果显

示，残肢围长越大，压缩量较多的假肢患者，其残肢的萎缩速度相对较慢。 

结论 在初次为患者安装小腿假肢时，为了使残肢的萎缩速度更慢，在假肢制作时，对残肢的压缩

量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控制，总体来说，压缩量在残肢围长的 3%左右。同时，如果残肢软组织较多

的患者，压缩量也需要适当的增大。 

 
 

OR-106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大脑运动前区皮层（PMC）联

合初级运动皮层（M1）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性疼痛的影响 

 
琚芬,牟翔,袁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大脑运动前区皮层（premotor cortex，

PMC）联合初级运动皮层（M1）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性疼痛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共选取了在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伴有神

经性疼痛的患者共 39 例。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的分为 PMC+M1 组（n=12）、M1 组

（n=14）和假刺激组（n=13）。三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及药物治疗。PMC+M1 组在导航系

统引导下于患者左侧大脑运动前区皮层（premotor cortex，PMC）及初级运动皮层（M1）分别给

予 10Hz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1200 个脉冲，80%RMT（resting motor threshold），各 7 分钟/

次，每天一次，每周六天，治疗 2 周。M1 组在导航系统引导下于患者左侧大脑初级运动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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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给予 10Hz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参数同 PMC+M1 组。假刺激组给予假刺激。于治疗前及

治疗 2 周后对三组患者分别进行 VAS 评分、RMT、CMCT、MEP 波幅及潜伏时评估。 

结果 PMC+M1 组与 M1 组相比治疗后患者 VAS 评分明显减轻，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MC+M1 组 RMT 及 CMCT 明显降低（P<0.01）。治疗后 PMC+M1 组及 M1 组 MEP 波幅明显增

大，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三组 MEP 潜伏时均有缩短，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能有效缓解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性疼痛，且刺激 PMC+M1 区效果优

于只刺激 M1 区。 

 
 

OR-107 

帕金森病患者躯干肌表面肌电活动特征分析 

 
王美华

1
,靳令经

2
 

1.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宁波市第三医院） 

2.上海市同济医院 

 

目的 帕金森病的姿势异常目前缺乏特效治疗手段，本研究拟对比帕金森病患者与正常对照者躯干

肌肌电活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不同严重程度帕金森病患者躯干肌肌电活动差异，从而推测躯干肌

受累模式。 

方法 选择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在上海市同济医院诊断为帕金森病的患者和招募健康志

愿者作为研究对象。采集研究对象一般信息。采集帕金森病患者发病年龄、病程、用药情况等，进

行异常姿势评估，帕金森病综合评分量表评估、帕金森病 Hoehn-Yahr(修正)分级量表评分。使用

十六导表面肌电图进行表面肌电采集。采集平躺、站立、行走三种不同位置下的双侧胸锁乳突肌、

头夹肌、斜方肌上部、T8~10 竖脊肌、L2~4 竖脊肌、腹外斜肌、腹直肌的表面肌电振幅均值。分

别采集 3 次，每次采集时间 30s。用 SPSS24.0 版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1、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4 月最后纳入研究对象：正常对照组 8 例，PD 组 19 例。正常对

照组与帕金森病组的性别构成、年龄、体重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帕金森病组与

对照组躯干肌表面肌电比较，在平躺、站立、行走时帕金森病组均有多块躯干肌肌电振幅均值较对

照组增大（P<0.05）。3、不同严重程度帕金森病患者中，PD1 组中，除平躺时胸锁乳突肌较对照

组肌电活动增加（P<0.05），余躯干肌在三种不同位置下均未见明显肌电活动增加(P>0.05)。而在

PD2 组中有一组或两组的躯干伸肌或屈肌肌电活动增加，在 PD3 组则有更多的躯干肌肌电活动增

加。4、不同位置姿势变化时帕金森病组和对照组躯干表面肌电变化特征中，正常对照组在平躺、

站立、行走三种位置姿势下躯干表面肌电活动有差异（P<0.05），而帕金森病组躯干肌电活动无

明显差异（P>0.05）。5、躯干前曲症组在平躺时腹直肌、竖脊肌肌电活动比正常人增加

（P<0.05），站立、行走时胸锁乳突肌、头夹肌、腹外斜肌、竖脊肌肌电活动增加（P<0.05）。

Pisa 症组平躺时、行走时自身双侧躯干肌肌电活动无差异（P>0.05），站立时躯干偏向对侧的

L2~4 竖脊肌肌电活动较躯干偏向侧增加(P<0.05)。 

结论 1、帕金森病患者存在颈部及躯干肌张力改变，伸肌、屈肌的肌电活动同时增高。2、帕金森

病患者 H-Y 分级越高，躯干肌受累越广泛。3、帕金森病患者不同位置姿势变化时躯干肌肌电活动

无正常对照者的协调变化。4、不同异常姿势的帕金森病患者存在不同的躯干肌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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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8 

电针健康人通里穴的 fMRI 脑功能成像研究 

 
杨万章

1,2
,秋云海

1,2
 

1.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2.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目的 运用 fMRI 研究电针健康人右侧通里穴是否存在语言区的激活，探索电针通里穴临床应用的作

用机制。 

方法 入组 7 例健康志愿者，按非随机自身对照设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电针右侧通里

穴，对照组电针右侧通里穴旁开假穴。两组实验间隔 1 周，采用组块设计方案。实验结束后应用

SPM8 软件处理产生脑区激活图像，分析比较两组实验的脑区激活分布、体素、强度。 

结果 图片命名任务时两组实验激活脑区一致性较好，为视觉、语言、认知相关脑区，包括双侧矩

状裂、小脑、梭状回、舌回、枕叶、中央前回、补充活动区，左侧额下回，右侧颞下回等。实验组

第一次电针任务主要激活双侧额中回、罗兰多壳盖、缘上回、颞上回，左侧小脑、扣带回后部、背

外侧额上回、颞横回、顶骨下方除了缘上回和角回的脑回、中央后回、中央前回、颞中回，右侧海

马、丘脑。实验组第二次电针任务主要激活双侧岛叶、罗兰多壳盖，左侧扣带回后部、颞上回，右

侧缘上回。对照组与实验组激活区域有重叠部分。实验组强于对照组的激活脑区有：第一次电针任

务时有左侧扣带回后部、中央后回、中央前回，右侧额中回、背外侧额上回。第二次电针任务时有

双侧罗兰多壳盖，左侧岛叶、枕中回、颞上回，右侧扣带回前部、额下回。 

结论 语言表达过程可能与多个相关脑区组成的网络连接有关，右侧半球参与了正常语言的产生过

程。基于图片命名任务激活的脑区，与对照组比较，电针右侧通里穴能明显激活双侧语言相关脑

区，如 Broca‘s 同名区（右侧 BA45 区）和边缘系统（扣带回、海马）等，推测这有可能是电针通

里穴在临床应用上起效的作用机制。 

 
 

OR-109 

Treadmill exercise enhances therapeutic potency of 

transplanted bon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cerebral 

ischemic rats via anti-apoptotic effects 

 
Liu Nan,Zhang Yixian,Jiang Xinhong,Cheng Hongbin,Cheng Ronghua,Du Houwei 

union hospital， Fujian medical unversity 350001 

 

Objective The transplantation of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MSCs) has proved to ameliorate 

ischemic brain injury in animals, but most transplanted MSCs undergo apoptosis in the ischemic 
penumbra, greatly compromising the therapeutic value of this treatment. Meanwhile, cell 
apoptosis can be inhibited by post-ischemia exercise which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improve 
the expression of related anti-apoptotic proteins.Considering the anti-apoptotic effects of 
exercise,it may have synergetic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with MSCs transplantation in the stroke 
treatment. Thu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readmill exercise can 
enhance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ransplanted MSCs in a rat experimental stroke model by 
comparing the combined therapy of treadmill exercise and MSCs transplantation with either 
exercise or MSCs transplantation only.  

Methods Sixty adult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ighed 220–250 g) were used in this 

study.Rats were subjected to 2h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 Twenty-four hours 
after reperfusion, they were assigned randomly to receive no MSCs treatment and no exercise 
(control group), intravenous transplantation of MSCs and treadmill exercise (MSCs + Ex group), 
MSCs transplantation only (MSCs group) and treadmill exercise only (Ex group).The ra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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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group and MSCs + Ex group under-went the treadmill exercise 2 days after the surgery at an 
intensity of 30 min per day for a maximum of 14 days. The rats in the control and MSCs groups 
were allowed to move freely in their cages, but no additional treadmill exercise was 
employed.Neurological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by a 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ore, the 
anti-apoptotic effects of each treatment were examed by TUNEL stain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and bcl-2 was perform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SCs group and Ex group, the MSCs + Ex group reported markedly 

improved neurological funct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poptotic cells, and increased 
expressions of survivin and bcl-2 (p < 0.05 or p < 0.01, respectively). Interestingly, the treadmill 
exercis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apoptosis of transplanted MSCs.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engrafted MSCs in the MSCs + Ex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SC group (p < 
0.01).   

Conclusions Treadmill exercise enhances the therapeutic potency of MSCs by improving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possibly through inhibition of cells apoptosis, including neuron cells and 
transplanted MSCs themselves. These effects may involve a greater expression of survivin and 
bcl-2. A combination of treadmill exercise and MSCs transplantation may be a new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ischemia. 
 
 

OR-110 

Correlating interleukin-10 promoter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human cerebral infarction onset 

 
Liu Nan,Jiang Xinhong,Zhang Yixian,Du Houwei,Cheng Ronghua,Cheng Hongbin 

union hospital， Fujian medical unversity 350001 

 

Objectiv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interleukin-10 (IL-10) deficiency exacerbates inflammation 

and worsens the outcome of brain ischemia. In view of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c sites -1082 (A/G) and -819 (C/T)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he IL-10 gene,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orbidity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The patien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ere inpati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in 

Union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from August 2011 to February 2013. In the 
cerebral infarction group, there were 181 cases, consisting of 123 males and 58 females, aged 
66.1 ± 10.5 year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115 healthy subjects, consisting of 68 males 
and 47 females, aged 65.4 ± 11.6 years . Two mL samples of fasting antecubital venous blood 
from both groups were placed in EDTA-Na anticoagulant tubes. After Genomic DNA extraction, 
IL-10 promoter polymorphism detection were genotyped by ARMS-PCR. which was performed in 
25 μL volumes containing 25-50 ng genomic DNA, 0.25 mM specific primers, and 0.1 mM internal 
control primers in the presence of 1.5 mM MgCl2, 0.2 mM each dNTP, 500 mM KCl, 200 mM 
Tris-HCl, 0.001% gelatin, and 0.5 U Taq DNA polymerase. Allele frequency was calculated as: (2 
× homozygotes + heterozygotes)/(2 × the number of patients). Representative samples from each 

group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Hardy-Weinberg balance method. Categorical data [n(%)] were 

analyzed by chi-square test. Measurement data (mean ± SD) characterized by normal 

distributions were analyzed by two-samplet-tests. Non-conditional probabilit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liminate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potential and confounding factors.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otype distribution and allele frequency of the IL-

10-1082 A/G allele between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control groups (chi (2) = 6.643, P = 0.010). 
The IL-10-1082 A allele frequenc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erebral infarction group (92.3%)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86.1%) (P = 0.015). Moreover, cerebral infarction risk of the AA 
genotype was 2-fold higher than with the AG genotype (OR = 2.031, 95%CI: 1.134-3.637). In 
addition, AA genotype together with hypertension was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cereb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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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arction (OR = 2.073, 95%CI: 1.278-3.364).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genotype distribution or 
allele frequency of IL-10-819 C/T was found between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control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L-10-1082 A/G gene polymorphism is involved in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increased A allele frequency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ccurrence of 
cerebral infarction. 
 
 

Y-01 

The Effects of Botulinum Toxin Type A Combined with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on Triceps Spasticity 

in Stroke Patients 

 
Duan Haoyang,Li Zhenlan,Chen Xiaowei,Liu Na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to provide clinical basis for application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triceps spasticity after stroke. 

Methods 36 stroke patients with triceps spastic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18 patients for each group. 
All patients accepte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and BTX-A injection locally, select 2 to 3 site in medial 
and lateral head of gastrocnemius, soleus muscle site more than 2 cm between each site, 
maximum injection volume of 100U in each muscle. Besides,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frequency of 8Hz, intensity of pressure is 2.0 ~ 
3.0bar, 2000 times for each therapy, 3 days a week, 4 weeks in total.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pseudo-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gauze of 2cm thickness were placed 
between the probe and skin, no coupling agent, handle pressure was 0, intensity of pressure of 
0bar, the left were same with treatment group. The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joint passive activity, 
simplified Fugl-Meyer score and modified Barthel index were used before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2 weeks 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to assess ipsilateral triceps spasticity, passive 
ankle dorsal angle, lower limb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 

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p <0.05). Between groups, the 

MAS score (2.15 ± 0.56) and PROM （44.37°±8.02）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While 
the FMA score (15.66 ± 7.32) and MBI score (37.58±9.04) of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control group (p> 0.05), in which FMA score was (14.07 ± 6.55) and 
MBI score was (35.92 ± 8.50).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MAS score, PROM, FMA score and 
MBI score were (1.41 ± 0.48), (56.92 ± 8.79), (23.48 ± 9.53) and (58.61±12.47) in the treatment 
group, (2.04 ± 0.51), (45.48 ± 7.86), (19.63 ± 8.24) and (45.39 ± 11.07)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s Botulinum toxin type A combined with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triceps spasticity,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and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fter stroke, it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clinical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triceps spasticity after stroke, but 
the effect of botulinum toxin type A can last about 3 months, further clinical study is needed to 
observe whether it can maintain or prolong the effect by combination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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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2 

Exosome Derived from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  Attenuating neuroinflammation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Li Xiao,Li YaNa,Jiang Shan,Li Ling,Cao L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048 

 

Objective Role of neuro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 activa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remains elusive. MSCs therapies have ob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several CNS diseases clinical trials, which will accelerate the application of MSCs in 

TBI treatment. Exosome derived from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which are regarded 

as promising candidates for cell replacement therapies, are able to regulate 

inflammation response. Here, we evaluated role of Exosome Derived from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  reduce neuro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 after TBI. 

Methods TBI was induced by a fluid percussion TBI device. All rats were killed at 24 h 

and 48h after TBI. White blood cell (WBC) count and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C-reactive 

protein (CRP),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α)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rats and controls were measured. The ipsilateral hippocampus in all rats was analyzed 

with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of 

TLR4, NF-κB/P65 and p-P65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neuro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 

Double staining of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TLR4 and microglia was used to 

assess the changes of neuroinflammation after TBI;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of TNF-α , interleukin-1β (IL-1β) and interleukin-10 (IL-10)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s. 

Results We found TBI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of rats or 

microglia exposed to lipopolysaccharide (LPS), increased TNF-α and IL-1β levels and 

decreased IL-10 levels. The level of TLR4, NF-κB/P65 and p-P65 were also increased in 

TBI rats and LPS induced microglia. Immunofluorescence images showed TLR4 expression 

in microglia of TBI rats increased after 24 hours. hUCMSC-exosome administration 

successfully reversed this reaction in TBI rats and LPS induced microglia. Further 

studies showed that anti-TLR4 in the exosome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regulating 

neuroinflammation. Compared to hSFC-exosomes, hUCMSC-exosomes more effectively 

suppressed the TLR4/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nd alleviated neuroinflammation in TBI 

rats and LPS induced microglia. Administration of TLR4 knockdown significantly reduced 

LPS-induced TLR4, NF-κB/P65 and p-P65 expression and the neuroinflammatory reaction 

in microglia in vivo and vitro.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highlight TBI could induce neuro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 LPS enhance of neuro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 could increase the level 

of TLR4, NF-κB/P65 and p-P65 which indicated that targeting neuro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 may be a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BI. hUCMSC-exosome decreased TLR4 

expression and subsequently reduced NF-κB/p65 activation, which was an important 

mediator in regulating inflammatory factor expression and restricting 

neuro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 of TBI rats.hUCMSC-exosomes reduces neuro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 by downregulating the TLR4 signaling pathway in T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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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frequency ultrasonic brain stimulation regulates 

brain plasticity and improves functional recovery of 

mice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via modulating IL-10-

mediated immun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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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Ultrasonic brain stimulation (UBS) is a non-invasive simple novel stimulation 

technique that has been proved to regulate neural activity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in both normal 
human and animals, as well as promotes hippocampus neurogenesis in normal mice. However, 
how it plays a role in modulating neural plasticity in mice during cerebral ischemia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are largely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UBS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immune-regulation in mice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Methods  8-week CD-1 mice underwent 60 min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tMCAO). One week after ischemia, low frequency (0.5M HZ) UBS was applied transcranially to 

the ischemic hemisphere of mice for 7 consecutive days (Figure 1A, 2 times per day, 5 minutes 

each time). Infarct volume was calculated by cresyl violet staining 14 days after ischemia. 
Neurological behavior was assessed by neurological severe score (NSS), elevated body swing 
test (EBST), corner test and rotarod test at 1, 7 and 14 days after ischemia. Neurogenesis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staining of BrdU and DCX.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UBS 
on regulating brain plasticity, expression of immune-regulatory factor IL-10R were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 (Figure 1B). 

Results Cresyl violet staining showed that UB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farct volume of stroke 

mice, compared to unstimulated mice (Figure 1C, p<0.05). Compare with the unstimulated 

control group, NSS scores and percentage of right bias swing of EBST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ercentage of right bias of corner tes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experimental 

group (Figure 1D-1F).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rotarod test in the two 

groups. Immunostaining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UBS increased BrdU+/DCX+ cells in 

subventricular zone of stroke mice (Figure 1G), suggesting UBS promoted neurogenesis in mice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Furthermore, IL10R expression was substantially upregulated in ischemic 

area and subventricular zone of stroke mice after UBS (Figure 1H-1I).  

 

Figure 1. A. Low frequency (0.5M HZ) UBS was applied transcranially to the ischemic 

hemisphere of mice. B. Schematic of experimental design. UBS was performed 7 days after 

stroke and Outcomes were measured at the indicated intervals. C. Representative sets of 

cresyl violet-stained brain sections from stroke mice and ultrasound stimulated stroke mice. 
Functional recovery was evaluated in sham mice, stroke mice and ultrasound sti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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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ke mice using Neurologic score (D), EBST (E) and corner test (F). G. BrdU+/DCX+ cells 

were increased after ultrasound brain stimulation. Green: BrdU, red: DCX. H. IL10R was 

mainly expressed in ipsilateral hemisphere and SVZ region of stroke mice, and ultrasound 

brain stimulation greatly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IL10R (I). Green: IL10R; Blue: DAPI.  

Conclusions Here, we conclude that UBS enhanced neural rehabilitation through promoting 

neural precursor cell proliferation after stroke, which may modulate by IL10/IL10R axis mediated 
immune-regulation. Our study will provide not only theoretical basis for using UBS to promote 
nerve repair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ischemic stroke, but also the basis of its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Y-04 

The effect of knee loading on regulating abnormal bone 

remodeling in osteoarthritis by micro CT 

 
Li Xinle,Yang Shuang, Liu Daquan,Zhang Ping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300070 

 

Objective Osteoarthritis (OA) is a whole joint disorder that involves cartilage degradation and 

remodeling of the subchondral bone. The cartilage degeneration can be influenced by 
subchondral bone remodeling through crosstalk of bone-cartilage. Knee loading promotes bone 
formation and chondroprotect, but the effect of knee loading for subchondral bone of 
osteoarthritis is unclear. Using a surgery-induced mouse model, we hypothesized that 
mechanical loading improves abnormal bone remodeling of subchondral bone for osteoarthritis 
treatment in OA. 

Methods Fifty C57BL/6 female mice (~ 14 weeks of ag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n 

= 10): sham control, osteoarthritis 4 weeks, osteoarthritis 8 weeks, loaded osteoarthritis 4 weeks, 
and loaded osteoarthritis 8 weeks. The medial collateral ligament was transected and the medial 
meniscus was removed on the right knee to induce osteoarthritis. Daily dynamic knee loading 
was applied at 1 N, 5 Hz, 5min/day for 4 weeks or 8 weeks. The effect of knee loading on the 
structure of femoral and tibial subchondral bone was analysed by μCT. Knee joints were 
harvested for histomorphometry. Bone marrow-derived cells from subchondral bone were isolated 
to examine osteoclast development and osteoblast differentiation. 

Results μCT showed subchondral bone of 4 weeks OA exhibited lower BMD, BV/TV, Tb.N, 

TB.Th and increased Tb.Sp in distal femora and proximal tibia compared to sham control (all 

p<0.05). Compared to OA group, knee load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MD and TB.Th in distal 

femora (both p<0.05), restored BMD, BV/TV, Tb.N, TB.Th and decreased Tb.Sp in proximal tibia 

(all p<0.05). However, late stage OA exhibited higher BMD, BV/TV, Tb.N, and TB.Th in distal 

femora and proximal tibia subchondral bone, and lower Tb.Sp in proximal tibia post 8 weeks 

surgery (all p<0.05). Knee loading for 8 week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MD, BV/TV, Tb.N, TB.Th 

and increased Tb.Sp relative to OA (all p<0.05). In addition, osteoclasts on trabecular bone 

surface in subchondral bone were increased post 4 weeks OA surgery, and knee loading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the osteoclast activity. But in 8 weeks osteoarthritis increased osteoblast 
number, and application of knee loading showed reduction of the number of osteoblast. Using 
bone marrow-derived cells from subchondral bone, osteoclast formation, migration and adhesion 
was activated in OA, but knee loading significantly reduced osteoclast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d osteoblast differentiation post 4 weeks surgery. Interestingly, CFU-F and CFU-OBL 
increased in late 8 weeks OA, and knee loading attenuated both CFU-F and CFU-OBL. 

Conclusions Knee loading reduces bone resorption of subchondral bone in early 4 weeks OA, 

but prevents bone formation in 8 weeks OA. Bone marrow-derived cells might involve in the 
improvement of abnormal bone remodeling by knee loading. The current study shows th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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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knee loading on subchondral bone of osteoarthritis. Knee loading provides a new potential 
strategy for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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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of Electromyographic Signals of the Anterior 

Tibial Muscle between Surface and Needle Electrodes 

Based on the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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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EMG) is a unique technique that enables dynamic real-

time measurements of neuromuscular function in a noninvasive, low-cost, and easy-to-use 
manner.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record EMG signals of deep muscles. In this study, we used the 
sEMG system to compare EMG signals of the anterior tibial muscle detected using surface 
electrodes with those detected using needle electrodes for assessment of neuromuscular 
activation of a single muscle, especially a single deep muscle. 

Methods Twenty-two healthy subjects (11 females, 11 males; age, 22.50 ± 2.97 years) underwent 

EMG during maximum isometric voluntary contraction of the anterior tibial muscl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to determine potential correlations among 
average EMG (AEMG), root mean square (RMS), median frequency (MF), mean power 
frequency (MPF), and nonlinear index Lempel–Ziv (LZ) complexity between surface and needle 
electrodes. A two-tailed paired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differences between EMG surface and 
needle-electrode signals. Linear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etween the EMG needle-
electrode signals of AEMG and MF and pain intensity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of AEMG and RMS as time domains and of MF and 

MPF as frequency domains between the surface and needle-electrode signals (P < 0.05).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AEMG or RMS between the two electrodes (P > 0.05). However, the 

frequency domain parameters of MF and MPF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for the needle electrode 

than for the surface electrode (P < 0.00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LZ 

complexity and the three different states for the surface electrode (one-way ANOVA, P > 0.05). 

However, LZ complexit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resting state than in the contraction state 

for the needle electrode (Kruskal–Wallis H test, P < 0.001), which was (P < 0.001), but there were 

no EM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ntraction states of maximum strength and strength 

endurance (Tamhane‘s T2, P = 0.54). VAS score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either AEMG or MF 

needle-electrode signals (p > 0.05).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sEMG system with a novel combined needle-

electrode technique can be used as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method for evaluating 
neuromuscular activation of single muscles, especially deep muscles.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es showed no evide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G activity and VAS scores induced 
by needle pain stimuli during isometric muscle contraction, which provides new insight into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EMG signals in response to the perception of pain of a single 
muscle. Moreover, analyses of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Z complexity in different forms 
of muscle contracture provided additional insight into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in nonlinea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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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incidence of hand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was suspected to be pretty high,and 

the recovery of hand function is always more difficult than that of the lower limbs. The key of 
rehabilita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neural function recover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 training can promote neural remodeling and induce the activation 
of motor cortex activation.The exoskeleton device can achieve long-term, repetitive training, to 
ensure stability of the motion feedback signal. Our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the BCI combined 
with hand exoskeleton can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severe hand 
dysfunction. However,The exact neural mechanism and action target is unclear.With the help 
multi-modal brain network integration method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s of hand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we intends to ultilize the MRI, especially the new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of neural mechanism of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 combined with hand 
exoskeleton training on patients with hand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Methods Based on routine rehabilitation, 7 hemiplegic patients after stroke were treated with BCI+ 

exoskeleton system 60 min/d, 5 times a week for 4 weeks. During BCI+exoskeleton training, 
patients were instructed to desynchronize SMR rhythms measured by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electrodes overlying the ipsilesional motor cortex by intending to move their impaired 
upper limb.The training using the arm orthosis targeted the patient‘s ability to move the upper arm 
and reach forward. Upon hearing the corresponding auditory cue, the patient was instructed to try 
to reachgrasp, and bring an imaginary cup in the screen, thus involving finger extension during 
the reach and grasp movement.The motor function of upper limb was assessed by 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 (FMA), Action Research Arm Test (ARAT) and 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MFT). Moreover, 2 patients finished resting-state fMRI examination pre- and after training. 

Results All the hand function item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aining (P<0.01)，Comparing 

with pre training, 2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 accuracy improvement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motor planning and execution area. Meanwhile ,activity of auditory and visual related areas 
increased. 

Conclusions BCI+ exoskeleton training was a kind of feasibl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for stroke 

survivor, since it can promote improvement of hand function for stoke patients. The neural 

mechanism might related with activation and remodeling of brain motor，auditory and visual 

network. The conclusion will build intelligent rehabilitation clinical pathway of stroke patient，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judge standard of the prognosis of hand function and offer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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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Material properties of muscles are clinically important 

parameters for evaluating altered muscle function.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descriptions 
about muscle stiffness of stroke patients used shear wave elastography in previous researches. 

However,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iffness of muscle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 after stroke survivors.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quantifying the passive stretching stiffness of the biceps brachii(Bic) and 

brachialis(Bra) and brachioradialis(BR) in the stroke patients, using quantitative 

shear-wave ultrasound elasticity technique to investigate the Young’s modulus,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iffness of stroke-impaired muscle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and find a noninvasive examination method. 

Methods This study enrolled 37 participants of both genders (mean age: 58.2±15 years) with 

unilateral hemiplegia. Modified Ashworth Scale(1,1+,2,3)each have 7,14,12,3 participant.Shear 
wave ultrasound measurements were made at resting and passives stretching position. The 
Young‘s modulus value of biceps brachii and brachialis and brachioradialis of the paretic and 
non-paretic limbs were measured. We used the MAS to assess the muscle tone of the stroke-
impaired elbow flexors muscles. 
Ultrasound images were captured using an ultrasonography system(Aixplorer SuperSonic 
Imagine, Aix en Provence, France)with a linear transducer array (4–15 MHz, SuperLinear 15–
4,Vermon,Tours,France)was used in SSI mode (musculo-skeletal preset).We collected images of 
the paretic side and non-paretic side sequentially (three images per muscle). The elastography 
window was first allowed to stabilize for 5 s before the 1st elastography image was acquired. The 

2nd and 3rd elastography images were then captured 3 and 6s later. 
5
The muscle shear elastic 

modulus was calculated as follows:μ=ρVs2 

Resul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Young‘s modulus between three elbow flexor muscle 

in the paretic resting positions.In the passives stretching position paretic brachialis were greater 
than biceps brachii and brachioradialis .And the passives stretching stiffness of stroke-impaired 
muscle of biceps brachii wer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grade in MAS,so as brachialis and 
brachioradialis . As the grade was higher in MAS, the Young‘s modulus of elbow flexor muscle in 
the passives stretching position was greater. 

Conclusions Using SW ultrasound elastography ,we demonstrated that SSWE travel faster in the 

paretic limb than in the non-paretic limb of stroke survivors, when the muscle is at passive 
stretching.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affected stroke survivors have altered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composition, specifically greater stiffness,and these changes in material properties 
showed apparently when muscle received stimulus.SW speed was also demonstrated to increase 
in MAS with increasing stiffness. 

we applied SSWE to quantify muscle positional spasticity and stiffness,knowing the 

changes difference in muscle material properties in stroke muscle and the spasticity 

degree of each muscle.Measurement of spasticity degree can be done more accurately and 

conveniently using shear wave elas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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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lumbar neuromuscular function 

and pain, lumbar dis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NSLBP). 

Methods Ninety patients, with ages 18 to 37 years old, with NSLBP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The lumbar neuromuscular function was tested by the CON-TREX multi-joint isokinetic test and 
training machine. This study uses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and Roland–Morris Disability 
Questionnaire (RMDQ) to evaluate the pain and the dysfunction index of patients who have low 
back pain, respectively.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umbar neuromuscular function and the VAS and RMDQ scores. Scores of 0.0–0.2, 0.2–
0.4, 0.4–0.6, 0.6–0.8, and 0.8–1.0 points represent ―extremely weak or no correlation‖, ―weak 
correlation‖, ―moderate correlation‖, ―strong correlation‖, and ―extremely strong correlat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VAS scores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proprioception in lumbar 

vertebra flexion (r = 0.268, P = 0.011). RMDQ scores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proprioception in 
lumbar vertebra flexion (r = 0.317, P = 0.002) and extension (r = 0.218, P = 0.039). VAS scores 
are correlated with flexion muscle at 60°/s (r = ?0.504, P < 0.001), and extension muscle at 60°/s 
(r = ?0.389, P < 0.001), 120°/s (r = ?0.301, P = 0.004), 180°/s (r = ?0.429, P< 0.001). RMDQ 
scores are correlated with flexion muscle at 60°/s (r = ?0.503, P< 0.001); extension muscle at 
60°/s (r = ?0.341, P < 0.001), 120°/s (r = ?0.295, P = 0.005), 180°/s (r = ?0.374, P < 0.001). VAS 
values show a correlation with average power in flexion muscle at 60°/s (r = ?0.257, P = 0.014), 
120°/s (r = ?0.423, P < 0.001) and average power in extension muscle at 60°/s (r = ?0.222, P 
=0,036). RMDQ scores have a correlation with average power in flexion muscle at 60°/s (r 
= ?0.249, P =0.018), 120°/s (r= ?0.39, P < 0.01), and average power in extension muscle at 60°/s 
(r = ?0.226, P =0.032) . VAS values show correlation with flexion muscle at 60°/ s(r = ?0.88, P < 
0,001), 120°/s (r= ?0.301, P = 0.005), and 180°/s (r= ?0.511, P < 0.001), and extension muscle at 
60°/ s (r = ?0.376, P < 0,001). RMDQ scores show correlation with flexion muscle at 60°/s (r 
= ?0.695, P < 0.001), 180°/s (r= ?0.369, P < 0.001), and extension muscle at 60°/s (r = ?0.358, P 
< 0.001). 

Conclusions The decrease of lumbar muscle strength, endurance, and lumbar proprioception of 

the lumbar vertebra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pain intensity and lumbar disabilit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patients with chronic low back pain require targeted training in muscle strength, 
endurance, and lumbar proprioception,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NSLBP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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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We assessed the effects of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PEMF) on cartilage 

degen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MAPKs)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 in an experimental rat model of osteoarthritis induced by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ransection (ACLT). 

Methods Thirty Three-month old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following groups: sham operation plus placebo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Sham 

group);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ransection (ACLT) plus placebo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ACLT group); and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ransection plus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treatment (PEMF group).One week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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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ament transection, rats received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or placebo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for 12 weeks.After treatment,We performed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o assess cartilage degeneration, urine C-terminal cross-linking 

telopeptide of type II collagen (CTX-II), and mRNA expression of extracellular signal-

regulated kinase (ERK), c-Jun N-terminal kinase (c-Jun), p38, and MM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rinary C-terminal cross-linking 

telopeptide of type II collagen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at baseline (P > 0.05); 

however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urinary C-terminal cross-linking telopeptide of type 

II collagen was observed in the ACLT group compared to the Sham group at post-

operative weeks 1, 5, 9, and 13 (all P < 0.01). Of note, a significant decrease(﹣

24.5%,﹣28.6%, respectively) in urinary C-terminal cross-linking telopeptide of type II collagen was 

observed in the PMEF group from that in the ACLT group at post-operative weeks 9 and 13 (P < 0.01 at 

both time-points).  Cartilage over the tibial plateau was stained with Safranine O. 

Cartilages in the right tibia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ransection rats 

showed decreased cellularity, coarse cartilage surface and markedly degenerative 

matrix.In the PMEF group, the cartilage exhibited a near-normal histological 

appearance with thin, smooth laminae filled with flattened chondrocytes. Manki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CLT and PEMF groups in comparison to those in the Sham group (P < 

0.01 and P < 0.05, respectively)，and Mankin scores in the PEMF group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ACLT group (P < 0.01). On real-time PCR, mRNA expressions of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1, c-Jun N-terminal kinase, p38,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3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3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the ACLT group, a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Sham group (all P < 0.01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mRNA expressions in the PEMF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ACLT group (P <0.01, P <0.01, P <0.05, P <0.05, respectively) 

with the sole excep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3, the mRNA expression of which 

was not affected by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treatment. 

Conclusions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may be mediated via regulation of the catabolic 

factors,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3, and, at least partially, through inhibiting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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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is a clinical common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not completing reversible airflow limitation, which can be prevented and treated. 
The limited airflow is progressive, and accompany with pulmonary toxic particles or gases lungs, 
which may cause chronic inflammation, airway anomalies. The chronic inflammation can cause 
the destruction of lung parenchyma, leading to emphysema, destroy the normal repair and 
defense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also lead to small airway fibrosis. Acute exacerbation and 
its complications affect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this disease are 
high, if repeated attacks, may result in a decline in lung function progressively, and will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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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 the patients labor and life quality, also increase the economic burden of family and society. 
Therefore, to prevent and delay the COPD patients further deterioration is the purpose of long-
term treatment.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on the prevention and care of stable phas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community by Ai chi. 

Methods  6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drugs and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f TCM，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Ai chi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for 3 months，3 times each week，40 minutes each 

time. Observation items includes pulmonary ventilation function, 6 minutes walking test, Borg 
index, 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SGRQ) scores. 

Results 3 months late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first 

second largest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the first second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FEV1)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FEV1 and exhale (FEV1%) ， FEV1/expected value(%) were 

improved(P<0.05); 6 minutes walking test, Borg index, 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score and TCM syndrome improved significantly(P<0.01). Compare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ulmonary ventilation function, 6 minutes walking test, Borg index，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score improvement was not obvious(P>0.05).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6 minutes walking test，Borg 

index and 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scor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1). 

Conclusions  Ai chi can improve the motor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COPD，breathing difficulties，
life quality and TCM syndrome.The results show that Ai chi among people with COPD can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sports ability, sports endurance, improve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improve the syndrom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i chi motor recovery in patients 
with COPD is an effective measures. Because period is short, this study to improve lung function 
is not obvious, comprehensive curative effect is not obvious, needing further research. The safe 
and reliable method, clinical observation phase does not appear some discomfort caused by 
practicing five-animal and original diseases. Long-term practice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achievement method can enhance human viscera function, enhance immunity, improve body 
function, be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Therefore, in COPD stable phase, Ai chi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Y-11 

Neurorehabilita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don't 

neglect the brain 

 
Hou Jingming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8 

 

Objective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although various therapi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restoring motor function in SCI, to date, there are no efficient clinical treatments available for SCI 
patients. One potential reason holding back improvements in SCI therapies is that most of 
previous studies of SCI mainly focus on the local changes in the spinal injury site and neglect the 
intimate interconnection with the brai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brain structural 
change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SCI,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and patients‘ motor recovery. 

Methods Twenty-five SCI patients were split into two groups (Good recoverers group& Poor 

recoverers group)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motor recovery at 6 months follow-up. The 
study participants also included 25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gions with brain structural chang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and patients‘ motor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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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both poor recoverers and good recoverers ha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in the bilateral primary motor cortex. Poor recoverers 
exhibited more serious and widespread structural damages, in addition to reduced cortical 
thickness in the primary motor cortex, poor recoverers also showed de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in the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and premotor cortex when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s, poor recoverers showed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the right primary motor cortex and posterior limb of the internal capsule; good 
recoverer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Furtherm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at the internal capsule and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motor recovery rate at 6 months follow-up.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SCI causes significant anatomical changes in the human 

sensorimotor system in the early phase of SCI, and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directly affect the 
motor recovery of SCI. The current findings may also indicate damage to the cell bodies in the 
brain motor system. If the cell body is damaged, the axon will die as well and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axon regeneration would be futile. In general, loss of cortical projection 
neurons may contribute to the lack of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limit the gains that can be achieved 
with exogenous treatment. That is the reason why current therapeutic approaches promoting 
regeneration of the injured spinal cord have limited effectiveness. Thus, future interventional 
studies should target both the injured spinal cord and brain. It is also reasonable to speculate that 
therapeutic repair strategies aimed at modulating or reversing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spine and brain may have therapeutic potential. Given that structural changes occurred early, as 
revealed by the current study, these interventions should ideally be used in the early stages after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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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chizophrenia (SCZ) is a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with prominent positive, 

negative, and cognitive symptoms occurring at various stages of the disease (Insel, 2010; van Os 
& Kapur, 2009). The onset of cognitive impairments typically arise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and 
lasts throughout the entire disease progression of SCZ. Cognitive impairments are the best 
predictor of long-term functional outcome (Cannon, 2015);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remain unclear. Nevertheless,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s (NMDAR) 
hypofunctioning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PFC) has been strongly implicated in the pathology of 
SCZ. Currently, the widely used therapeutics for SCZ, including both typical and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mainly target the dopamine system (Howes & Kapur, 2009; Miyamoto, 
Duncan, Marx, & Lieberman, 2005). Although antipsychotics are effective in ameliorating positive 
symptoms, these drugs are typically accompanied by strong side-effects and encompass limited 
efficacy in improving cognitive impairments (Gomes, Rincon-Cortes, & Grace, 2016; Miyamoto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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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5).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earch for other potential drug candidates for 
SCZ. 

Pharmacologically targeting metab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 2/3 (mGluR2/3) offers 

promising therapeutic effects to patients with SCZ (Conn, Lindsley, & Jones, 2009; 

Fell, McKinzie, Monn).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mpounds targeting mGluR2/3 

are well-tolerated, exhibit few side-effects, and demonstrate a strong potential for 

alleviating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both animal models and human subjects with 

SCZ.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tested this hypothesis with western blotting, electrophysiology and 

cross-maze behavioral test by further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LY39 on NMDAR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in juvenile rats of the neurodevelopmental methylazoxymethanol acetate (MAM) 
model for SCZ.  

Results We found that gestational MAM exposure induc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otal protein 

levels of the NMDAR subunit, NR2B, a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pNR2BTyr1472 in the juvenile 
rat PFC. Treatment with LY39 in juvenile MAM-exposed rats effectively recovered the disrupted 
NMDAR expression. Furthermore, a subchronic LY39 treatment in juvenile MAM-exposed rats 
also alleviated the learning deficits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impairments when tested with a cross-
maze based set-shifting task in adult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lthough LY39 had no effects on NMDAR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in saline-treated animals or on neuronal excitability of prefrontal cortical neurons in vitro, 
treatment with LY39 during the juvenile period significantly reversed the misexpression of 
NMDAR subunits in MAM-treated rats. Importantly, treatment with LY39 in juveniles 
successfully reversed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adults when examined on a cross-maze task. Our 
data provide novel insight for early intervention with mGluR2 activ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SCZ. Therefore,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argeting dysfunctional 
NMDARs with an mGluR2 agonist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SCZ could be an effective strategy in 
preven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in addition to ameliorating cognitive impairments of 
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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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Nerve fibers (axons) in the spinal cord fail to regenerate after a spinal cord injury (SCI) 

and this failure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sustained dysfunction/deficits of SCI patients. This 
regenerative failure is multifactorial and caused in part by the inhibitory nature of the spinal cord 
injury environment and the diminished intrinsic capacity for growth of the nerve cells in adult 
mammals as well as humans. Robust axonal regeneration has been observed in the optic nerve 

following gene deletion of PTEN and (or) SOCS3. However, translation to human patients would 

require alternate approaches that do not depend on transgenic technologies. 

Methods Coined degron peptides were developed for protein degradation that carries a Tat 

domain, consists of a 10-amino acid transduction sequence from the HIV-1 Tat protein, which 
renders them highly membrane permeable. This Tat domain was linked to a targeting peptide that 
can specifically bind to the protein of interest (here we mean PTEN) and direct them to 

lysosomal/proteasomal degradation. The effects of this designed peptides were tested both in 
vivo - cultured dorsal ganglion cells (DRG) and cortical neurons and in vitro - a model of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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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al cord dorsal crush injury. WB, immunostaining, ALEZT osmotic pump implantation and 
anterograde tracing were used for verifying the Degron effects. 

Results WB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ltured cortical neurons exhibited a decreased PTEN 

levels as early as 4 hours and sustain up to 48 hours post peptides intervention. The enhanced 
DRG neurite outgrowth was observed in PTEN peptide treated DRGs. Increased level of 
phosphorylation of S6 was found (up to 14 days tested) by peptide injection/infusion into the brain, 
which means that the mTOR pathway was activated. However,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p-S6 
was not observed eight weeks later. Though axonal regeneration across the lesion site was not 
promoted by PTEN degron peptide infusion (2 weeks), retraction of the corticospinal tract was 
inhibited in the peptide-treated mice. 

Conclusions Degron peptide successfully degrades PTEN and stimulates neurite outgrowth in 

cultured DRGs and cortical neuron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PTEN degron peptide 

administration for two weeks was able to activate mTOR pathway and induce a mild effect on 
axonal sprouting/regeneration proximal to the lesion site. The regeneration promoting effects 
were not observed distal to the lesion site. No functional recovery of the forelimb  was observed 
in the PTEN Degron infusion group. Extended infusion time and combination with Socs3 degron 
peptide need to be test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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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Population aging i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people over 60 are expected to 

represent one-fifth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by 2050. Health car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have became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challenge facing the world. Besides visceral 
diseases, unintentional injuries are the fifth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older adults, and falls are 
responsible for two-thirds of the fatalities resulting from unintentional injuries.Age associated 
decline in muscle strength and the nervous system can make falls and imbalance occur 
commonly in the elderly, which may result in injury and loss of quality of life, subsequ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as well as substantial costs to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Multi-component 
exercises have been shown to prevent falling, if older adults receive a regular and sustainable 
exercise regime, their functional abilities will improve and the risk of falls will reduce. In particular, 
physical therapy utilizing equine movement, such as hippotherapy and therapeutic horseback 
riding(THR), is just that kind of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This review sought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hippotherapy and therapeutic horseback 

riding(THR) on balance and mobility in older adults. 

Methods Data Sources: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Pubmed, MEDLINE, 

ACP Journal Club, DARE, EMBASE, AMED, PsycINFO, ASP, ERIC, CINAHL and PEDro were 
searched from earliest record to April 2016, and a manual search of the reference lists of all 
relevant articles was performed. 

Study Selection: We inclu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published in English examining 

effects of hippotherapy and THR on balance and mobility in older adults. 

Data Extraction: Two independent reviewers completed the article selection, data extraction 

and rating. PEDro scal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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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RevMan version 5 software. We evaluated the level of 
evidence by using the GRADE approach.  

Results F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volving 130 older adul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view. 

Meta-analysis provided very-low-quality evidence that hippotherapy or THR improved dynamic 

balance(SMD = 1.53; 95% CI = 0.94 to 2.11; p ＜0.00001), and the Timed "Up-and-Go" test(TUG) 

(SMD = -0.96; 95% CI = -1.44 to -0.49; p ＜0.0001).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found 

regarding static balance(SMD = -0.15; 95% CI = –1.63 to 1.30; p = 0.83), and Berg balance 
scale(BBS) (SMD = 0.44; 95% CI = -0.14 to 1.02; p = 0.14). 

Conclusions Hippotherapy and THR may have a benefit on dynamic balance and mobility in 

some older adults. There was no evidence for effects of hippotherapy and THR on static balance 
and BBS in older adults. More large and high-quality trials are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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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整骨测试的骶髂关节调整技术治疗非特异性下腰痛的疗效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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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骶髂关节调整技术治疗下腰痛的临床疗效，评价整骨测试对非特异性下腰痛评定的特异

性及灵敏度，探讨其在非特异性下腰痛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均采用常规康复治疗训练：推拿、理疗、运动疗

法训练，治疗组加用骶髂关节调整技术治疗，各项治疗均 30MIN/次，每日一次。治疗周期 4 周。

骶髂关节调整技术：采用意大利米兰整骨测试技术，包括：1.髂后上棘活动质量变化：站立位、坐

位测试对比两体位身体前屈时髂后上棘的启动速度、活动范围等判断患者疼痛来源；2.STORK 测

试：单腿站立位，非支撑侧下肢做屈髋屈膝运动，根据髂后上棘活动变化对比左、右侧异常，

3.DOWNING 测试确定髂骨前倾、后倾角度。根据以上测试准确判断出患侧髂骨功能障碍后，定位

障碍点通过呼吸配合法，运用 MET/SHRUST 技术调整髂骨，使其恢复中立位。疗效观察：疼痛评

定：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法（VAS）；腰椎功能障碍评定：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问卷(ODI)；下肢

生物力学评定：双下肢长度差（mm），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结束 1 个月后各评定一次，并对收

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各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VAS 评分：治疗后两组 VAS 评分均较前降低，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对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治疗结束后 1 月，治疗组 VAS 评分改变优

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ODI 评分：治疗后及治疗结束后 1 月两组 ODI 评分均较治

疗前降低，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两组评分无明显差异，治疗结束 1 月后治疗组

ODI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双下肢长度差：治疗后、治疗结束 1 月时

治疗组双下肢长度差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与治疗前相比无明

显变化。 

结论 1、骶髂关节调整基技术可有效改善腰部运动质量，明显减轻疼痛，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效果优于常规康复治疗方法。 

2、非特异性下腰痛患者很大比例存在非结构性双下肢不等长，这也可能是导致非特异性下腰痛的

因素之一。骶髂关节调整技术可有效矫正因下肢生物力学原因导致双下肢不等长，可更好维持治疗

效果，减少非特异性下腰痛的症状反复。 

 
 

FO-02 

肌电触发机器手对脑卒中早期患者手功能康复的影响 

 
肖长林,潘翠环,陈艳,叶正茂,方丽婷,罗丽娟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肌电触发康复机器手对脑卒中早期患者手运动功能康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脑卒中患者 3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15）和实验组

（n=15），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予以肌电触发康复机器

手训练。患者在治疗前、治疗 4 周后以 Fugl-Meyer 量表（FMA）评定腕、手亚项运动功能评分及

其总分，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评定四指（示指、中指、环指、小指）痉挛，以及康复机器

手自带的表面肌电系统评估四指、拇指和全指伸肌、屈肌最大自主收缩时的平均肌电幅值。 

结果 1.两组患者治疗后 FMA 手腕、手指亚项评分及总分较治疗前有显著提高（P<0.01），且实验

组 FMA 总分优于对照组（p<0.05），而手腕、手指亚项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2.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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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MAS 评分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P<0.05），并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治疗前

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对照组和实验组四指、全指屈伸肌以及伸拇肌平均肌电幅值较

治疗前显著提高（P<0.05），实验组全指屈肌平均肌电幅值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实验组四指、拇指屈伸肌以及全指伸肌平均肌电幅值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肌电触发康复机器手可提高早期脑卒中患者患手运动功能。 

 
 

FO-03 

A 型肉毒毒素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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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伟,刘娜,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 A 型肉毒毒素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的疗效，为临床应用体外冲

击波治疗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提供参数依据。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患者 3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8 例。2 组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均接受 A 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治疗，腓肠肌内、外侧

头、比目鱼肌各选择 2～3 个位点进行注射，位点间距＞2 cm，每块肌肉的最大注射量为 100 U。

治疗组接受体外冲击波治疗，频率为 8Hz，压强均为 2.0～3.0bar，一次治疗总冲击次数均为 2000

次；1 次/日，连续治疗 3 日后，改为 1 次/3 日，共 4 周；对照组接受伪体外冲击波治疗，体外冲击

波探头与皮肤间隔厚度约 2cm 的纱布，无耦合剂做传导介质，手柄压力为 0，压强 0bar，余治疗

方法和方案同治疗组。于治疗前、治疗后 2 周和 4 周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关节被动活动度、

简化的 Fugl—Meyer 评分法和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分别评定 2 组患者患侧小腿三头肌痉挛程度、

踝关节被动背伸角度、下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各项评分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后，2 组

患者的各项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行组间比较，治疗组的 MAS 评分和

PROM 分别为（2.15±0.56）分和（44.37±8.02）度，显著优于对照组的（2.73±0.62）分和

（36.74±6.75）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组的 FMA 评分和 MBI 评分分别为

（15.56±7.32）分和（37.58±9.04）分，与对照组的（14.07±6.55）分和（35.92±8.50）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治疗组患者的 MAS 评分、PROM、FMA 评分和 MBI

评分分别为（1.41±0.48）分、（56.92±8.79）度、（23.48±9.53）分和（58.61±12.47）分，与对

照组的（2.04±0.51）分、（45.48±7.86）度、（19.63±8.24）分和（45.39±11.07）分行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 型肉毒毒素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可显著缓解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降低肌张力，改善

患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可以作为治疗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的有效手段在临床应用。 

 
 

FO-04 

大型医疗机构开设“医养结合”养老院模式探索 

 
白定群,李宏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索大型医疗机构开设―医养结合‖养老院的模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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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研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办养老机构的背景，过程，机构设置，运行机制，阐明康

复医学科深度融合医养结合养老院的过程。如何发挥大型医疗机构在养老过程中的作用。养老机构

中养老院，护理院，康复医学科的深度融合，养老护理人才的培训机制。 

结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青杠老年养护中心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第一家由大型医疗机构开设的养

老院，开创了医疗机构主办养老机构的新模式，在已经运行的护养一区中，养老区入住 275 人，入

住率 94.02%（不含套房，套房入住率为 55.6%），护理院 98 人，入住率 140%(不含新增床位)，

康复医学科 60 人，入住率 100%。形成了养老区，护理院，康复医院三者结合的养老机构，制定

了不同区域的入住标准，标准化的评估流程，以及双向转诊的流程。康复医学科形成了―急慢分

治、分级康复‖的模式，院本部收治重症康复，青杠康复病区承接院本部下转及养老院需要收治入

院的患者，其中，每年在院本部与青杠病区转诊的患者超过 200 人次。并且远期规划了一家 3 级康

复医院。新成立重庆市护理职业学院，培训具有高级护理能力的护理员及康复治疗师，养老院成为

学校的实习见习基地。  

结论 在大型公立医院的基础上开办养老机构，能克服常规养老机构医疗能力不足的短板，能够保

证老人的养老需求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证其医疗安全，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模式。 

 
 

FO-05 

作业治疗结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日常

生活能力的疗效观察 

 
何宇,赵利娜,邹文晨,张永强,黄昊楠,周伟,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作业治疗结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60 例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予作业治

疗结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治疗，对照组予单纯作业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日常生活能力，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评定运动功能，采用蒙特利尔认知

量表评估认知水平。 

结果 在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评分、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评分上，

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治疗后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分和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评分上作业治疗结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组优于单纯作业治疗组（P＜
0.01）。 

结论 作业治疗结合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疗法能够促进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患侧肢体运动功能的

恢复，特别是在提高日常生活能力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同时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认知水平。 

 
 

FO-06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

恢复的影响 

 
邵岚,余和平,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研究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 35 例 ASIA 分级为 C 级，损伤平面为 T10-L1 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17 例）和对照组（18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系统康复治疗，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增加了重复经颅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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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治疗，观察时间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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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ASIA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LEMS）及脊髓功能独立性评定（SCIM）的得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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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07 

电压门控 Ca2+ 通道最佳靶点假说：基于经颅磁电技术 

治疗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观点 

 
孙作东 

黑龙江省亚欧脑科学研究院 150090 

 

目的 该假说曾被命名为脑细胞激活论。是一种基于经颅磁电刺激技术有效治疗帕金森病、阿尔茨

海默病的新观点。 

方法 基本内容：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元退行性变疾病，与物理门控离子通道密切相

关，可用物理手段来解决，激活递质能神经元是治疗的关键，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则是物理手段激

活的最佳靶点，目的是诱导钙离子内流触发神经元轴突终末突触囊泡释放神经递质。 

结果 脑细胞激活论，指出了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元退行性变疾病的治疗原则、方法与

目的，提示了试图通过药物化学手段来寻求神经元退行性变疾病的解决办法，可能会动摇我们应对

疾病的信心，而物理手段的应用或物理化学手段的联合应用也许是我们今后应对一些重大脑病的主

要科研方向。 

结论 脑细胞激活论，可理解成狭义―细胞激活论‖，而广义―细胞激活论‖，适用于脑病但又不局限于

脑病，可做为创建―物理疾病学‖学科的理论基础。 

 
 

FO-08 

行为管理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膀胱影响的对照研究 

 
朱春燕 

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探讨行为管理对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膀胱功能恢复的效果。 

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5 年 8 月-2016 年 2 月期间收治于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科的脊

髓损伤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20 例。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研究，对患者进行行为管理，神经源性膀胱

行为管理包括执行清洁间歇导尿术、执行饮水计划、膀胱再训练、盆底肌训练、书写排尿日记。对

比规范行为管理前后脊髓损伤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功能恢复的情况。 

结果 治疗 8 周后，患者与治疗前相比较残余尿量明显减少、自主排尿量增加、尿中白细胞数及清

洁尿培养细菌数降低、泌尿系感染发生率明显减少、生活和生存质量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胱再训练、盆底肌训练、书写排尿日记。对比规范行为管理前后脊髓损伤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膀胱

功能恢复的情况。 

结论 通过统计学分析发现行为管理是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膀胱的有效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01 

 

FO-09 

嗅鞘细胞移植抑制脊髓损伤后 P2X4R 介导的神经性疼痛 

 
杜晓静,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脊髓损伤后的神经性疼痛是 SCI 后的顽固并发症，疼痛通常表现为刀割样痛、烧灼样痛、针

刺样痛、放射痛、紧缩痛、冷感及令人烦恼等，持续存在并难以忍受，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尽管神经性疼痛的危害如此严重，但由于其发病机制不是完全清楚，尚无确

切的诊断标准和有效的治疗措施。近年来，胶质细胞激活，特别是小胶质细胞的激活，逐渐成为神

经性疼痛的研究热点，并且研究已经证实活化的小胶质细胞表面表达的 P2X4 受体可以诱导神经性

疼痛。本实验在建立 SCI 后中枢性疼痛大鼠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免疫荧光化学的方法检测 P2X4 

受体、GFAP、NF200 的表达情况，初步研究嗅鞘细胞移植对 P2X4 受体介导的神经性疼痛的治疗

作用。 

方法 将 3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假手术组，OEC 组（n = 10）。Allen‘s WADE 法建立脊

髓损伤后中枢性疼痛大鼠模型。从新生大鼠中分离和提取嗅鞘细胞，细胞鉴定采用 P75NGFR 行免

疫荧光鉴定。将准备的 OEC 移植到受损的脊髓中。通过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lot 分析，测定

P2X4R，NF200，GFAP 的蛋白表达水平。损伤后每周进行感觉阈值（CPT），定量测定感觉神

经。使用 BBB 评分每周行为评估。 

结果 脊髓损伤后 OEC 组与对照组相比，5Hz 和 250Hz 电流感觉阈值显著升高，较正常对照组有

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5,250 和 2000Hz 通常分别激发无髓鞘的 C 纤维，有髓的 Aδ 纤维和

粗髓鞘的 Aβ 纤维。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 NF200 表达显着增加，GFAP 表达下降，感觉神经功能

改善。OEC 移植抑制 P2X4R 的过度表达，其在神经性疼痛中起重要作用。 

结论 OEC 移植减少 P2X4R 的过表达，并抑制脊髓损伤后的神经性疼痛。 

OEC 移植显着改善了脊髓损伤后的感觉功能，尤其是 C 纤维和 Aδ 纤维。 

OEC 移植抑制胶质瘢痕形成，为脊髓损伤后的神经功能重建提供有利条件。 

 
 

FO-10 

药物调控的人胚胎干细胞分化而来的皮质神经前体细胞移植治疗

大鼠缺血性脑卒中的实验研究 

 
彭姣姣,陈潞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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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药物调控的人胚胎干细胞分化而来的皮质神经前体细胞移植对大鼠缺血性脑卒中功能改

善的治疗作用 

方法 （1）采用单层分化培养方法，利用 SMAD 信号抑制剂小分子（DMH1、SB431542）将人多能干

细胞（hPSCs）在体外分化为前脑神经上皮细胞，贴壁培养 12 天后悬浮培养，在体外分化 18 天之

后，将神经球消化成单个细胞，贴到多聚鸟苷酸/层粘黏蛋白（PLL/laminin）包被的盖玻片上继续

培养，用免疫荧光的方法检测相关功能标志物 foxg1、pax6、Tuj1、Map2、Synapsin、vGlut1 等的

表达。（2）神经球悬浮培养 30 天后，用酶消化成单个细胞，制备 10
5
个/ul 细胞悬浮液，采用线

栓法制备缺血性脑卒中模型，90min 后拔出线栓，模型 7 天后移植 2X10
5
 个细胞。（3）将实验动

物进行分组：假手术组、MCAO 模型组、MCAO 模型+细胞移植组，在细胞移植前 1 天及移植之后，每

天腹腔注射免疫抑制剂环孢素 A 10mg/Kg，在第-1 天，7 天、14 天、21 天、28 天通过转棒实验、

身体摇摆实验检测各个组别大鼠神经功能改善情况。（3）MCAO 模型+细胞移植组，在第 28 天给予

细胞调控药物（CNO、SALB）之前及之后再次通过转棒实验、身体摇摆实验检测大鼠神经功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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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4）免疫荧光分析并计数移植细胞的数量、分布及在体内分化情况：HN/HO、Tuj1/HN、

Nestin/HN、GFAP/HN、Synaptophysin（Syn），PSD-95 表达情况。 

结果 在体外采用单层分化培养方法，使用 SMAD 信号抑制剂，可获得 90%以上 foxg1
+
/sox1

+
的前

脑神经上皮细胞，继续分化培养可获得高纯度的皮质谷氨酸能的神经前体细胞，免疫荧光染色

foxg1
+
、Tuj1

+
、NKX2.1

-
、PAX6

+
、OTX2

+
、vGlu1

+
、Map2

+
、synapsin 阳性。在前脑神经上皮阶段

加入 SHH agonist 小分子，可使神经前体细胞腹侧化，获得高纯度皮质 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 

结论 采用单层分化培养方法，加入不同的小分子，可获得高纯度的皮质谷氨酸能的神经前体细胞

和皮质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 

 
 

FO-11 

康复专科护士对非专科护士规范化培训与成效 

 
刘红英,陈东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康复专科护士对非专科护士进行规范化培训的效果。 

方法 康复专科护士通过理论讲课、实践操作、护理查房的方法对非专科护士进行培训并考核。 

结果 康复非专科护士的理论知识考核和操作考核成绩及患者/家属满意度均有提高，培训前后数据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 

结论 经过培训，康复非专科护士专业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技能均得到提升，对专科工作的完成质

量有了保证，提高了患者/家属的满意度，为康复护理专科的发展培养了后备人才。 

 
 

FO-12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中的应用 

 
郑瑞,刘红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目的 观察品管圈活动在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中的效果。 

方法 我科室成立品管圈，确立―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的活动主题，采用循环管理

（PDCA）方法，进行计划拟定、现状把握、要因分析、实施与检讨、效果确认及检讨改进等，随

机抽取入院评估为部分依赖及全部依赖的 52 例偏瘫患者进行现场调查并记录，查找分析出导致良

肢位摆放不合格的原因，运用品管圈工具柏拉图―二八定律‖确认活动的改善重点，制定相应的对策

进行现场的再次检验。 

结果 应用品管圈活动后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由 42.32%提高到 65.38%，每名圈员提高了品

管手法、有了更强的责任心、自信心、更积极的完成工作并感受到了团队的凝聚力更胜从前，且医

护、护患之间的沟通更加协调，增加了住院患者的满意度。 

结论 品管圈活动能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的合格率、有效的降低了偏瘫患者的致残率，提高了

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利于患者早日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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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13 

长期卧床患者常见问题对康复的影响 

 
何维春,杨彩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长期卧床的患者除卧床的各种并发症及各系统的改变外，常被忽视的问题是什么，康复治疗

师更关注什么，影响功能恢复的又是什么...？？？通过实地考察和回顾性研究发现以下问题对患者

的功能提高有很大的影响。 

方法 一、体位摆放的问题 

良肢位摆放不到位：直接造成肌肉走形的变化、肌肉的短缩、肌肉的损伤、关节的损伤、关节的疼

痛、关节的粘连及感觉输入错误等问题。间接造成肌肉不能有效的收缩，站立时脊柱及髋关节不能

抗重力伸展，骨盆旋转，髋关节外旋等。 

膝关节滞空出现的问题：膝关节塌陷、跟腱的短缩、足下垂、屈髋肌的短缩等，以上均可导致患者

站立行走时出现膝反张、足下垂、骨盆前倾、髋关节屈曲及抗重力伸展等。 

二、被服对患者的问题 

    被服对呼吸的影响：增加吸气的阻力、限制了胸廓的扩张导致呼吸功能下降等。 

     被服对肢体的影响：足下垂(感觉、压力）致关节挛缩、肌肉短缩、下地站立步行时出现足下

垂，首次着地消失，重心转移不能充分的完成及膝反张的出现。减少肢体的活动（感觉、压力），

限制肌力低下患者的运动，被服对高张力患者的影响等。    

三、床垫对患者的问题 

    对呼吸的影响：长期卧床的患者就会出现胸大肌的短缩、肩关节内收、内旋及前臂的旋前等姿

势，导致呼吸肌的短缩、胸廓的缩小、肺容量的减少、肺活量的下降、肺内分泌物堆积等。 

对肢体的影响：肌肉短缩、关节挛缩，还有我们医护人员及家属经常将影像学检查的片子、护理垫

等其他物品压在床垫下，特别是压在床尾，这样就使患者腿部后群的肌肉持续的牵伸及下肢过伸展

等问题。 

四、护理操作对患者的问题 

患侧肢体输液及留置针，特别是在患者手背及关节处输液和留置 PICC 等，限制了患者的主动及被

动活动，同时也为日常护理带来了不便。 

    床头柜的位置：床头柜的位置应根据患者的情况而定，做到有利于患者对肢体应用、有利于认知

的训练、 有利于感觉、视觉的输入、 特别是半侧空间忽略的患者。 

五、照顾者操作对患者的问题 

过度的肢体被动运动、不正确的坐位姿态、过早的负重及步行、过度的照顾等。 

结果  患者在早期及卧床阶段容易发生各种问题，各种的损伤，或者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往往是

被我们忽视问题，也是造成医疗费用增高、住院天数增加、预后不良的结果。 

结论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针对性处理，发现患者在后续的康复中患者在姿势控制、运动控制、身体

图示、抗重力伸展、骨盆稳定及膝反张等方面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和矫正，为康复提供了很好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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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14 

Effect of Robotic Assisted Gait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Spinal Cord Injury 

 
Huang ben

1
,Yang Zhenhui

2
 

1.Suzhou Ruisheng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2.Guangdong Provincial Work Injury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bjective Recovery of walking ability is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patient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SCI), a factor associated with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robotic-
assisted gait training (RAGT)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overground training.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motor incomplete spinal cord injury (SCI) were included in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by comparing RAGT to conventional overground training. 
The RAGT group received RAGT three sessions per week at duration of 40 minutes with regular 
physiotherapy in 4 weeks. The conventional group underwent regular physiotherapy twice a day, 
5 times a week. All participants were assessed within 48 hours of starting and the end of training 
period. The muscular strength of the lower limb was measured with ASIA lower extremity motor 
score subscale (LEMS; range 0 to 50) and the ambulatory motor index (AMI; range 0 to 30). The 
ability to walk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outdoor and in- door mobility domain of the Spinal 
Cord Independence Measurement III mobility section (SCIM3-M; range 0 to 30) and the walking 
index for spinal cord injury version II (WISCI-II). WISCI-II was a 20-item scale measuring the 
walking status of a patien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assistance and/or bracing and/or walking 
aids. SPSS ver. 21.0 software (IBM SPSS Inc., Armonk, NY, USA) was used for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considered when p-value was less than 0.05.   

Results At the end of rehabilitation, both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LEMS, AMI, 

SCIM3-M, and WISCI-II. Based on WISCI-II,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observed in 
the RAGT group. For the remaining variables,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The RAGT group showed 
more improvement in the AMI with borderline significance. Each group achiev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ambulation ability based on SCIM3-M and WISCI-II. Patients in the RAGT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greater gain.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a SCI patient graded AIS-D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muscle 

strength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an average of 4 weeks of treatment, with favorable 
outcome showing in the RAGT group.  RAGT group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rom baseline to 
follow-up with respect to FIM-L, WISCI-II, LEMS, and walk distance. RAGT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physiotherapy could yield more improvement in ambulatory function tha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lone, therefore improving muscle strength and walking ability in motor 
incomplete SCI patients. RAG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training methods to provide 
safe and effective way to perform neuromuscular re-education for SCI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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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15 

超前镇痛干预下早期负重训练对股骨 

骨折大鼠后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陈云强

1
,颜时姣

1
,王思源

2
,陈扬平

3
,吕传柱

1
 

1.海南医学院 

2.中国医科大学 

3.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股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大鼠在不同干预条件下后肢运动功能恢复的情况 

方法 选用 3 月龄（200-220g）SD 雌性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四组：超前镇痛早期负重组（A

组）、超前镇痛延迟负重组（B 组）、超前镇痛非负重组（C 组）和非超前镇痛早期负重组（D

组）。负重训练时程为 6 天，每天 10 分钟。各组大鼠分别于术前 1 天及术后第 2、7、13 天行后

肢运动功能评定（BBB 量表、斜扳实验），最后一次评定后处死取骨折断端行 HE 染色。 

结果 （1）BBB 评定：A 组术后各时间点评分均优于 B、C、D 组(P<0.05)；B、D 组术后第 7、13

天评分优于 C 组(P<0.05)；B 组术后第 2 天评分优于 D 组(P<0.05)；D 组术后第 7 天评分优于 B 组

(P<0.05)；（2）斜板实验：A 组术后第 2 天评分优于 C、D 组(P<0.05)，术后第 7、13 天评分均优

于 B、C、D 组(P<0.05)；B、D 组术后第 7、13 天评分优于 C 组；D 组术后第 7 天评分优于 B 组

(P<0.05)。 

结论 曲马多超前镇痛和术后早期负重训练均有利于骨折大鼠后肢运动功能的恢复，两者联合运用

效果最佳。 

 
 

FO-16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患者执行功能的影响 

 
刘远文

1,2
,潘翠环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 

 

目的 观察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后执行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疗效。 

方法 将 36 例脑卒中执行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n=18)和对照组(n=18)，试验组予 rTMS 治

疗和认知功能训练，对照组予认知功能训练，共 4 周。治疗前后采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

(MMSE)、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WCST)、数字符号测验(DST)和数字广度测验(DS)进行评定。 

结果 4 周后，两组 WCST 完成应答总数组内、组间比较均无显著差异 (P＞0.05)；对照组

MMSE、DST 评分较治疗前改善(P＜0.05)，DS 评分及 WCST 完成正确数、持续错误数、完成分

类数较治疗前改善不明显(P＞0.05)；试验组 MMSE、DST、DS 评分及 WCST 完成正确数、持续

错误数、完成分类数较治疗前改善(P＜0.05)，且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高频 rTMS 联合认知功能训练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执行功能障碍，且疗效优于认知功能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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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17 

Short sleep duration leads to muscle mass decline： A 

cohort study in Chines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fu liyuan

1,2
,Guo Qi

1,2
 

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2.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EDA International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Cardiovascular Clinical College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Objective With the growth of age, more and more elderly people suffer from sarcopenia, a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progressive and generalized loss of muscle mass and muscle 
function (walk speed and grip strength). The decrease of muscle mass, grip strength and walk 
speed leading to high risks of falls and subsequent fractures, even lose independence, increas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ates.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report that more than half of people who 
over the age of 65 years suffer from variable sleep problems. Abnormal sleep duration(short and 
long sleep duration) increase all-cause mortality and risk of disease. So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whether abnormal sleep duration leads to muscle mass and muscle function decline. Our 
previous cross-sectional study showed that abnormal sleep dur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grip strength and walk speed. Though other studies reported abnormal sleep duration was 
associated poor muscle mass, grip strength and walk speed, while these are cross-sectional 
studies which cannot derive any casual relation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muscle mass and 
muscle function. Though a cohort study report that sleep duration lead to muscle mass, it is not 
enough to evidenc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bnormal sleep duration. And the effects on walk 
speed of sleep duration haven‘t reached to an agreement. Thu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for the effect of sleep on the muscle mass and function.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conduct a cohort study to determine whether sleep duration make effects on muscle function and 
muscle mass decline among Chines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individual. 

Methods Our study population comprised residents of the township central hospital in the 

suburban of Tianjin, China. Muscle mass was measured using a direct segmental multi-frequency 
BIA. We measured muscle strength and walk speed by grip, 4-m walk test. We divided sleep 
duration into four groups <7h, 7-8h, >8-9h, >9h. 

Results A total 902 participants had completed 3-year follow up data (Male, 45%, mean age 67.8 

years). Short sleep duration and long sleep duration may lead to high risk of falls. It present a U-
shaped relation on fall risk by 2.28 (1.08, 4.76), 1, 1.06 (0.62, 1.88), 1.46 (0.79, 2.69). After 
adjustment, sleep dur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muscle mass decline in <7h group by -6.49% (-
11.85%, -3.83%). Long sleep duration (>9h) has higher mortality risk than mid-range sleep 
duration (7-8h), with 2.89(1.40, 5.96). 

Conclusions In Chines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short sleep duration may lead to muscle 

mass decline. Short sleep and long sleep duration may lead to high risk of falls in elderly. Long 
sleep duration might have higher risk of 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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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18 

二氯化钴模拟缺氧诱导自噬及肌萎缩的相关机制研究 

 
陈睿,佘燕玲,周珊瑶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510317 

 

目的 自噬参与缺氧、营养匮乏、病原体侵染等多种病理生理过程。适当的自噬有利于细胞在不良

环境进行防御，而过量的自噬则可能导致细胞死亡。本实验研究二氯化钴（cobaltous chloride，

CoCl2）模拟缺氧诱导 C2C12 骨骼肌细胞自噬、肌萎缩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将小鼠成肌细胞系 C2C12 置于不同浓度 CoCl2 （0-200μM）24 小时。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免疫蛋白印记、电镜检测自噬发生。同时检测自噬相关蛋白、肌萎缩相关蛋白，如缺氧诱导

因子 1-α （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 ， HIF-1α ）、 Bcl2/ 腺病毒 E1B 19kDa 相关蛋白

3(Bcl2/adenovirus E1B19kDa interacting protein3，BNIP3)、beclin1 、AMP 依赖的蛋白激酶

（Adenosine 5‗-monophosphate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哺乳动物类雷帕霉素

靶基因（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肌肉萎缩盒 F 基因 atrogin-1。另外，通过

自噬抑制剂 3-Methyladenine (3-MA)抑制自噬，采用吉姆萨染色观察肌细胞形态，流式细胞术检测

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CoCl2 模拟缺氧诱导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3II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1 light chain 3II，LC3II)蛋白表达上升、Sequestosome1(p62/SQSTMl) 蛋白表

达下降，电镜下可观察大量的溶酶体产生。自噬通路关键蛋白 HIF-1α、BNIP3、Beclin-1, p-

AMPKα 表达增加，而 p-mTOR 含量减少。另外，肌萎缩特异性蛋白 atrogin-1 表达量随 CoCl2浓

度的升高而升高。抑制自噬发生可促进肌管形成，减少 atrogin-1 的表达及凋亡数量。 

结论 CoCl2 模拟缺氧引起 C2C12 小鼠成肌细胞自噬上调及自噬活性增加。其机制可能与激活 HIF-

1α/BNIP3/Beclin-1、AMPK/mTOR 通路有关。同时，CoCl2 模拟缺氧可诱导肌萎缩。抑制缺氧下

自噬的发生对肌萎缩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FO-19 

三叉神经第一支感觉神经传导及额支带状疱疹神经痛患者神经电

生理特征 

 
许纲,周朝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疱疹性神经痛和 PHN 的患者常经受各种疼痛的折磨，潜在的机制涉及受累神经受到 VZV 的

破坏。对 HON 患者的 V1 功能进行检测，有助于我们对潜在损伤机制的认识。感觉神经传导检测

可直接测量感觉神经动作电位（SNAP），振幅和感觉传导速度（SCV），可定量测定大纤维的神

经功能，并为临床诊断神经损伤提供有用的工具。V1 是纯感觉神经，其主要分支是前额神经。眶

上（SONs）和上棘（STN）神经构成额神经末端分支。本研究摸索滑车上（STN），眶上浅支

（SON）和深支（SON-d）的感觉神经动作电位（SNAPs）的方法，并评估三叉神经额支（V1）

带状疱疹神经痛（HON）患者的该神经功能状态。 

方法 20 例健康志愿者和 40 例亚急性 HON 受试者进行感觉传导研究。采用反向技术进行 SCV 的

测定。使用具有标准感觉神经传导设置的 KEY-POINT V 2.02 EMG 诱发电位仪器

（DantecElektronik，Denmark），连续记录来自 STN 和 SON 的 SNAP。第一个通道用于记录

STN 的 SNAP。将细针状电极沿着发际线沿着发际线在头前侧的中线水平方向水平地插入 19mm

深度，与前额皱纹平行。第二个电极记录 SON-s，水平插入放置在靠近第一电极针尾。第三个电

极记录 SON-d，与眉毛平行地水平地皮下插入，置于接近第二电极的针尾位置，高于眉弓 60 至

80mm。将共同参考电极插入到远离记录电极的额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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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确定了 STN 和 SON 的波幅和传导速度(SCV)，并用于预测 HON。相应的幅度截止值范围为

13.75μV 至 14.34μV。传导速度的相应截止值范围为 44.78 m/s 至 45.51 m/s。与正常人相比，

HON 患者 STN 和 SONs 的 SCV 显著低于健康平均值(p <0.05)，与正常人相比，HON 患者的

SNAP 幅度下降了 36%(p <0.05)。 

结论 我们摸索了一种 3 通道同时采集测定 STN 和 SON 传导的技术，并建立了 60-75 岁患者 STN

和 SONs SNAPs 参数的正常值。而 STN 和 SON 的感觉传导对于 HON 评估有髓纤维的损伤有临

床意义。 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亚急性 HON 患者的受累分支的振幅明显较低和 SCV 延迟。 SNAP

的幅度是 HON 较敏感的评估指标。 

 
 

FO-20 

悬吊技术配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矫正上交叉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李澎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验证悬吊技术配合肌内效贴矫正上交叉综合征的效果，以及与其它方法的科学性对比，探索

针对上交叉综合征更好的矫正方法。 

方法 符合上交叉综合征临床表现的病人 60 例，按照随即分组，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康

复科治疗师 4 人组成，分别用悬吊技术配合肌内效贴扎技术和拉伸与抗阻训练技术，矫正上交叉综

合征的体态。两组以《姿势检查表》数据变化；《功能检查表》数据变化；颈椎前倾角度指数、肩

胛面偏离角度指数、肩胛骨外展距离指数作为评价效果依据。 

结果 两组在训练 1 周相关评价数据无明显差距（P>0.05）；第 2、3 周，相关评价数据差异有差

异（P=0.03）；第 4 周相关评价数据差距明显（P<0.01），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悬吊技术配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比起传统拉伸与抗阻训练技术在矫正上交叉综合征，短时间

无明显优势，2-4 周优势明显。 

 
 

FO-21 

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康复治疗疗效观察 

 
王莉,黄晓琳,谢凌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综合性脊柱侧凸矫治疗法对照家庭锻炼治疗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疗效。 

方法 共收集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于我科门诊就诊的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

（Cobb 角＜25°）12 例，随机分入综合矫治组(n=6)和家庭锻炼组(n=6)。家庭锻炼组每周进行 6

次姿势纠正训练，每次 60 分钟。综合矫治组每周进行 3 次门诊锻炼指导和 3 次家庭锻炼，前者内

容包括患者教育、手法治疗、姿势纠正训练，每次 90 分钟，后者内容为姿势纠正训练，每次 60 分

钟。两组均记录训练日志。两组均于首次治疗前和治疗 12 周分别进行全脊柱 X 片拍摄、整体姿态

分析，SRS-22 问卷评估，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冠状面 Cobb 角、椎体旋转角度、整体姿势和

SRS-22 问卷评分情况。 

结果 治疗 12 周后，综合矫治组的 Cobb 角较前明显改善（P<0.05），家庭锻炼组 Cobb 角较前无

明显差异（P＞0.05）。综合矫治组 Cobb 角平均减少 4.8°，家庭锻炼组平均增加 1.5°。综合矫治

组和家庭锻炼组 X 片上椎体旋转度均无明显差异（P＞0.05）。综合矫治组治疗前后整体姿势分析

中的两侧 ASIS-中线的距离和两侧 PSIS-中线的距离更对称（P<0.05），其它指标无明显差异（P

＞0.05）。家庭锻炼组的整体姿势分析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异（P＞0.05）。门诊治疗组 SRS-22 问

卷中患者的自我形象评分较前明显改善（P<0.05），其它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家庭锻炼

组治疗前后的 SRS-22 问卷评分无明显改变（P＞0.05）。综合矫治组 SRS-22 问卷中对治疗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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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较明显优于家庭锻炼组（P<0.05）。患者记录的家庭日志显示，综合矫治组平均每周训练 6

次，而家庭锻炼组平均每周训练 2.5 次。 

结论 综合性脊柱侧凸矫治疗法和单纯家庭锻炼相比，前者可有效的减少脊柱侧凸的 Cobb 角，增

加两侧躯干的对称性，改善患者的自我形象评分。综合性脊柱侧凸矫治疗法的患者满意度更高，依

从性更好。 

 
 

FO-22 

自制“8”字姿势矫正带对上交叉综合征患者姿势调整的疗效观

察 

 
刘娜,段好阳 ,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自制―8‖字姿势矫正带对上交叉综合征患者姿势调整的疗效 

方法 选取上交叉综合征患者 2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13 例，2 组

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治疗。干预组在此基础上适配自制―8‖字姿势矫正带，自制―8‖字姿势矫正

带主要由肩带和肩胛骨板构成，左右两侧以弹性皮筋相连接，主要于伏案工作时使用，每日穿戴 6-

8 小时，每 2 小时取下休息半小时，连续佩戴 4 周。治疗前、治疗 2 周后和治疗 4 周后，记录患者

颈椎前屈、旋转的主动关节活动度和矢状面上重心偏移距离，评价患者颈背部主动活动度的改善；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法的变化评价患者颈背部疼痛的改善。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颈椎前屈、旋转的主动关节活动度和矢状面上重心偏移距离以及视觉模拟评

分法（VAS）评分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后，实验组颈椎前屈、旋转的

主动关节活动度和矢状面上重心偏移距离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3.00±0.56）分优于对照组（4.17±.02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4 周后，实验组颈椎前屈、旋转的主动关节活动度和矢状面上重心偏移距离以及

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分别为（ 43.05±1.07）°（ 54.37±3.48）°（ 0.97±0.89） cm

（0.80±0.53）分均优于对照组（38.97±6.44）°（48.60±7.00）°（4.03±0.33）cm（3.99±0.53）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自制―8‖字姿势矫正带可以明显改善上交叉综合征患者的异常姿势及疼痛症状 

 
 

FO-23 

Relationship among trunk muscle strength, muscle 

endurance, and proprioception in subjects with and 

without low back pain 

 
Zheng Yili,Wang Xueqi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200082 

 

Objective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 (NSLBP) affects the health of all generations and leads to 

deficiency in lumbar neuromuscular functio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human body. Th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athletes with and without NSLBP 
showed different neuromuscular performances in terms of trunk proprioception, muscle strength, 
and muscle endurance.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condition involving these 
three aspects in non-athletes with and without NSLBP.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differences in neuromuscular function of participants with 

and without NSLBP.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among lum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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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ioception, muscle strength, and endurance in individual with and without NSLBP. 

The results may serve as reference for NSLBP functional evaluation and in designing 

rehabilitation plan in clinics. 

Methods A total of 33 patients with NSLBP and 33 normal subjects voluntarily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Every participant received lumbar proprioceptive testing and lumbar isokinetic strength 
testing at the angular speed of 60°/s, 120°/s, and 180°/s. The parameters measured were as 
follows: absolute error angle for proprioception test and peak torque (PT), average power (AP), 
and endurance for isokinetic strength test.  General data for the two groups were calculated by 
Chi-square test and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Difference in proprioception was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waist strength, endurance, and proprioception 
was evaluated using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P < 0.05 indicat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sults As a result, the NSLBP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flexion proprioception (P = 

0.003) and extension proprioception than the normal group. P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NSLBP 
group (P < 0.05) than in flexion muscles of the normal group at an angular velocity of 60°/s and 
120°/s (P < 0.001) and in extension muscles of the normal group at 60°/s, 120°/s, and 180°/s (P < 
0.05). AP of the flexion and extension muscl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NSLBP group than in 
the normal group at 60°/s, 120°/s, and 180°/s (P < 0.05). Enduranc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NSLBP subjects than in the lumbar flexion muscles in normal group at 60°/s, 120°/s, and 180°/s 
(P < 0.05) and in extension muscles at 60°/s and 180°/s (P < 0.05).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flexion and extension proprioception and P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neuromuscular function of the NSLBP patients is inferior to that of 

normal individuals. Physical therapist can provide an unstable plane to patients with NSLBP to 
activate more proprioceptors, so that increase the ability of proprioceptive sensation and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s for spine‘s shallow and deep core muscle group, muscle strength and 
endurance train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core stability and lessen the severity of 
the symptoms. Moreover, lumbar proprioception is not correlated to muscular strength in 
indi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NSLBP. In clinics, an exercise method combined with lumbar 
proprioception training,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and endurance training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LBP patients, saving time and medical costs spent for both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FO-24 

不同支具位分指板改善脑卒中患者手功能的效果观察 

 
韩星云,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00 

 

目的 探讨腕关节水平位和背伸位分指板改善脑卒中上肢屈肌痉挛患者手功能的效果观察。 

方法 56 例确诊脑卒中且病程在 4-6 个月的住院患者，随机分成腕背伸位组（n=28）和腕中立位组

（n=28），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的抗痉挛药物和康复治疗。给予 A 组偏瘫患者低温板材制作的腕

背伸位分指板，B 组偏瘫患者低温板材制作的腕中立位分指板。AB 两组均在每日康复训练之后使

用，使用时间为 6-8 小时。两组患者在使用前和使用 4 周后分别接受改良 Ashworth 量表评定和简

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评定。 

结果 腕背伸位分指板组改善腕手屈肌痉挛的程度明显优于腕中立位分指板组（P＜0.05） 

结论 两种支具位分指板都是利用对肌肉被动牵拉使亢进的牵张反射活动减弱，降低肌张力，且都

被用于临床治疗上肢屈肌痉挛脑卒中患者。腕关节背伸位分指板较水平位分指板更明显的缓解脑卒

中患者腕手屈肌痉挛，拉长挛缩的肌腱，促使腕关节背伸和手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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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25 

虚拟现实训练对养老院老年人跌倒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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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3.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4.南京江宁沐春园护理院 

5.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6.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7.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8.南京江宁沐春园护理院 

9.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10.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11.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12.南京江宁沐春园护理院 

 

目的 探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训练对养老院老年人跌倒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 

方法 选择南京江宁沐春园护理院（江苏省老年医院管理）住养区有防跌倒意愿并符合标准的的老

年人 6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VR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防跌倒运动

训练，VR 组接受 VR 训练。VR 训练包括鸟儿飞翔游戏、滑雪游戏、深海夺宝游戏以及健身房游戏

等 4 种游戏训练。两组均每周训练 3 次，每次 50min，共训练 12 周。于训练前和训练 12 周后分别

采用平衡功能测试系统、计时起立行走测试（TUGT）、30s 座椅站立试验（30sCST）、Tinetti 步

态评分及修订版跌倒效能量表（MFES）评价静态平衡功能、动态平衡功能、下肢肌力、步态功能

及跌倒效能。随访老年人训练结束后 1 年内的跌倒次数。 

结果 训练后两组养老院老年人的静态平衡功能参数指标（睁眼及闭眼状态下压力中心 X 轴偏移、

压力中心 Y 轴偏移、覆盖 90％椭圆区域面积及功能表面区域的轨迹长度（LFS）指数）、TUGT

评定、30sCST 评定、Tinetti 步态评分和 MFES 评分均显著提高（P<0.05），且 VR 组优于对照组

（P<0.05）；训练后一年随访期内，两组老年人的跌倒次数均较组内训练前有显著下降

（P<0.05），且 VR 组下降幅度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虚拟现实训练能有效改善养老院老年人的平衡功能、下肢肌力、步态功能及跌倒效能等跌倒

相关危险因素，降低跌倒次数，且效果优于常规防跌倒训练。对进一步探索养老院―医养结合‖的工

作方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FO-26 

信息理疗学的理念与方法 

 
马晓彤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100700 

 

目的 中西医治疗技术均不外乎内科、外科与理疗三领域。其中理疗部分包括物理与心理治疗两个

方面，而物理治疗又含有机械和能量理疗两个类型。现代理疗学基于物理和心理技术与西医实践发

展而来，由于缺少强有力医学理论支撑，其地位明显低于外科与内科。以针灸为代表的传统中医理

疗技术，由中医理论引领，随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壮大，已形成现代意义的信息理疗学雏型，可与

机械和能量理疗并列互补，形成完备新理疗体系，这是中医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为中西医结合创造

了重要的学理与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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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信息理疗系统需可实证与量化的治疗与疗效评价技术组合，由经络口电信息治疗技术、和合

治疗技术及频谱治疗技术构成的治疗技术群和经络阻抗检测技术、脏腑红外检测技术和气血脑象图

检测技术构成的疗效评价技术群已形成功能完整的系统. 

结果 在青少年近视、颈椎病、结石症、便秘、损伤、脑瘫等常见病治疗中显现功效。 

结论 该系统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经络、脏腑、气血信息化测量的信息医学，其原理在于气化、运

化、疏泄三机能，虚、瘀、毒三病机，以及补、泻、调三治法。除了便于知识传播、技能培训及生

态环保，信息理疗学的建立还可解决困扰中医产业标准制定中的规模化与个体化矛盾，为全面中医

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信息理疗学的形成与发展，会带来三个意义明显的变化：从本质上推进中医现

代化进程，改变其长期徘徊、方向迷茫的被动局面；从理疗领域深度融合中西医的观念与方法，消

除两个医学体系，即结构医学与信息医学之间的鸿沟，在 1+1〉2 的超越中，实现高层次的融合；

提高理疗技术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的地位，扩大适应症范围，改变人们传统中对理疗功效的普遍轻视

状况，为建立人际、环境友好，高覆盖率，低成本，高性价比的促进医改新医疗模式做出积极贡

献。 

 
 

FO-27 

调控性压力治疗对于增生性疤痕的疗效及介入时机研究 

 
李攀

1,2,3
,李曾慧平

2
,罗伦

1
,王孝云

1
 

1.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2.香港理工大学 

3.四川大学 

 

目的 增生性疤痕在国内烧伤患者中的发生率高达 70%，不仅造成外观受损、疼痛、关节僵硬乃至

挛缩，还可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损害患者的生活质量。压力治疗作为常用的非侵入性治疗增生性

疤痕的手段，虽然在临床广泛应用，但对其适合的介入时机并无定论，对其有效性也存在争议，其

具体应用尚无可供参考的临床规范。本研究旨在借助客观的评估手段，观察增生性疤痕在压力治疗

过程中的变化，对压力治疗进行动态调控，观察调控性压力治疗对于增生性疤痕的疗效，并比较不

同介入时机的疗效差别，建立压力治疗的临床应用规范。 

方法 纳入 65 例来自烧伤患者肢体部位的增生性疤痕，给予为期 6 月的调控性压力治疗，采用

Pliance X 系统检测压力值，据此对压力衣进行动态调整以维持 10-15mmHg 的压力范围。治疗

前、后及治疗过程中每月进行一次评估，采用 MiniScan XE 分光测色仪评估疤痕颜色，Terason 

t3000 超声系统评估疤痕厚度，并记录温哥华疤痕量表（VSS）和目测类比评分法（VAS）的评估

结果，将评估所得的疤痕颜色、厚度、血管、硬度、疼痛、瘙痒等情况绘制成疤痕成熟趋势图。所

有疤痕被回顾性地分为早期干预组（伤后 2 月内开始调控性压力治疗）和晚期干预组（伤后 2 月后

开始调控性压力治疗），并对两组上述疤痕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经过调控性压力治疗，所有疤痕都表现出颜色（亮度、黄色程度）、厚度方面的明显改善

（p<0.01），且早期组疤痕红色程度的减轻有显著意义（p<0.01），所有疤痕 VSS 评分及 VAS 评

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1）。两组间比较显示早期组对疤痕红色程度的改善（p<0.05）、厚

度增生的控制（p<0.01）和颜色评分（VSS，p<0.01）、硬度评分（VSS，p<0.01）、瘙痒症状

（VAS，p<0.05）的改善优于晚期干预组，且早期组各个指标相较晚期组均保持较好水平。 

结论 调控性压力治疗能有效改善增生性疤痕的外观，减轻疼痛及瘙痒症状。伤后早期开始压力治

疗能有效地控制疤痕增生，加速疤痕的成熟过程，获得更好的治疗结果。因此，在增生性疤痕治疗

过程中，掌握好压力治疗的介入时机、对治疗过程进行严密的监督和调控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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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28 

著名舞蹈团演员躯体稳定性控制能力与职业性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胡国炯,唐一鸣,陈斌,肖震,李冰,王惠芳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619 

 

目的 研究著名英国专业现代舞舞蹈演员的躯体稳定性控制能力与防止职业性损伤的相关性。 

方法 对比调查研究专业舞蹈演员同普通人的躯体稳定性控制能力。从英国某国际著名现代舞团抽

样调查 20 名专业舞蹈演员。招募与其身高、年龄等相对应的普通人 20 名。对每位受试者通过随机

方式，采用 1.Tetrax Balance 评估系统（以色列 Sunshine Medical 公司）评估综合姿势稳定性，2.

躯干稳定性测试（Trunk Stability Test，TST）评估核心稳定性控制，3.下肢功能运动平衡测试

（Lower Quarter Y-balance test）评估下肢动态平衡能力及其对称性。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比

较两组人员的评估结果差异。 

结果 姿势稳定性评估结果，专业演员组跌倒指数 26.70±23.18，普通人组 16.20±11.69，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躯干核心稳定性控制评估，专业演员组 5.8±2.77，普通人组 9.63±5.44，

两组人员评估结果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下肢功能运动平衡测试中，演员组 0.82±0.08，普

通人组 0.90±0.10，两组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人员组内对比显示，下肢左右侧动

态平衡功能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专业演员同普通人正常人相比，综合姿势稳定性无明显区别； 躯干核心稳定性控制能力比普

通人控制良好，但下肢动态平衡功能却较普通人差。专业现代舞舞蹈演员日常需要做大量的大幅度

肢体舞蹈运动，容易发生组织劳损及运动损伤。目前对于该领域相关病损的预防、诊治及康复治疗

等研究还相对薄弱。本研究结果显示专业舞蹈演员并不比普通人更具有良好的躯体稳定性控制能

力。而躯体稳定性控制能力同相关病损的关联性还需进一步跟踪研究。 

 
 

FO-29 

拔罐疗法对肌肉状态短期影响的定量研究 

 
尹莉,李文静,谢衡辉,曹文,张玲玲,郭瑞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 利用 MyotonPRO 数字化触诊仪（Digital Palpation Device，DPD）评估拔罐疗法（Cupping 

Therapy，CT）对慢性非特异性腰痛（Chronic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CNLBP）患者肌张力

及肌肉力学性能的短期影响。 

方法 41 例 CNLBP 患者行 10~15min 竖脊肌拔罐治疗，右侧为拔罐组，左侧为对照组，测量治疗

前后两侧肌肉肌张力（F）、肌肉弹性（D）及肌肉硬度（S）值。 

结果 治疗前两组 F、D、S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F=0.239；pD=0.781；pS=0.586）；治疗

后拔罐组较对照组肌张力和硬度升高，弹性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F=0.045；pD=0.004；

pS＜0.000）；拔罐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肌张力和硬度升高，弹性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F=0.001；pD＜0.000；pS＜0.000）。 

结论 CT 可短期改变肌肉状态，使其肌张力与硬度升高，弹性降低，这种变化可以被 DPD 定量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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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30 

MyotonPro 数字化肌肉触诊仪测量健康成人竖脊肌生物力学特性

的信度研究 

 
李文静,郭瑞君,尹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 评价 MyotonPRo 数字化肌肉触诊仪用于测量健康成人竖脊肌生物力学特性的信度。 

方法 选择 20 名健康志愿者。两名经过培训的检查者先后使用 MyotonPRo 测量受试者双侧竖脊

肌，先测量右侧，再测量左侧。24h 后检查者 A 在相同体位和环境下重复测量。 仪器测量模式选

择三次扫描模式。观察指标：振动频率（F）、振幅的对数衰减值（D）、动态硬度 S）、德博拉

数（C）、机械压力释放时间（R）。应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评

价各项观察指标信度，ICC<0.50 为差；0.50~0.75 为中等；ICC≥0.75 为好。应用配对 t 检验对比

左右两侧竖脊肌的各项观察指标，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同一检查者一次测量中三次扫描、同一检查者重复测量及检查者间各项观察指标的信度均为

好，ICC 值均>0.75。左右两侧竖脊肌的各项观察指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MyotonPRo 数字化肌肉触诊仪用于测量健康成人竖脊肌生物力学特性信度好。健康成人左右两侧

的竖脊肌生物力学特性一致。  

 
 
 

FO-31 

Electroacupuncture protects against articular cartilage 

erosion by inhibiting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in a rat model of osteoarthritis 

 
Sun Guanghua,Liao Ying,Liao Yuan,Zhou Guijuan,Wu Qi,Liu Jing,Zeng Yahua,Li Neng,Zhou J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421001 

 

Objecti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EA) on osteoarthritis (OA) are well 

documented, however, the precise mechanisms of action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elucidate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A on cartilage in an experimental animal model 
of OA induced by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ransection (ACLT) and to examine for concomitant 
changes in the expression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MAPKs) in the articular cartilage. 

Methods Thirty 3-month old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groups (n=10 each): sham operated group (Control group), ACLT without treatment (ACLT 
group), and ACLT with EA treatment (ACLT+EA group). One week after ACLT, rats in the 
ACLT+EA group received 12 weeks of EA treatment at ST36 (Zusanli),SP9 (Yinlingquan), GB34 
(Yanglingquan), and SP6 (Sanyinjiao) in the right leg.And Electrical stimulation was applied using 
an SDZ-V nerve and muscle stimulator at a frequency of 3 Hz and intensity of 1 mA. The changes 
of bodyweight,Histological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A on cartilage morphology (quantified using modified Mankin 
scores) and expression of MAPKs (p38, c-Jun N-terminal kinase (c-Jun), and extracellular signal-
regulated kinase (ERK)1),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odyweight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at 

baseline (p>0.05) and mean bodyweight gradually increased in all groups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experiment(p<0.05).Although,the EA-treated ACLT rats showed little gain in bodyweight. 
Accordingly,the mean bodyweight of rats in the ACLT+E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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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LT group at 9 and 13 weeks following ACLT (p=0.026 and p=0.033, respectively).ACLT 
produced coarse cartilage surfaces, fibrous degeneration, and fissuring, all of which were 
suppressed by EA treatment.Manki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CLT+EA and ACLT 
groups relative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05 and p<0.001,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mean 
Manki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ACLT+EA versus the ACLT groups 
(p<0.001).mRNA expression of c-Jun, ERK1, and p38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ACLT 
group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01).Moreover, mRNA expression of c-Jun, ERK1, 
and p38 was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in the ACLT+EA versus ACLT groups (all p<0.001).Similarly, 
mRNA expression of MMP-13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p<0.001) 
and EA significantly reduced mRNA expression of MMP-13 compared to untreated ACLT rats 
(p<0.001). 

Conclusions EA appears to prevent the degeneration of articular cartilage, at least partly, 

through regulation of MMP-13 and inhibition of MAPKs in the cartilage of rats with ACLT-induced 
OA. 
 
 

FO-32 

适量体力活动对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患者的干预效果研究 

 
舒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适量体力活动对改善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全（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CVI）的效

果进行探究，同时与医用弹力袜（medical compression stockings，MCS）加压治疗进行比较，评

价适量体力活动对改善 CVI 症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使其能够得到认可与应用。 

方法 采取 CEAP 分级选择 C1C2C3 的 CVI 患者 14 人，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进行每周 7 次，共

计 4 周的运动干预，对照组采用医用弹力袜（medical compression stockings，MCS）加压治疗。

干预前后使用 CIVIQ-20、SF-36、VCSS 评定、小腿围度评价轻度至中度静脉功能不全患者的身体

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受试者在慢性静脉疾病生活质量问卷（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questionnaire，CIVIQ-20）、静脉临床严重分数（venous clinical severity score VCSS）、生活质

量评价量表（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SF-36）得分方面均有明显改善。小腿围度

也各自减少。受试者尤其在 SF-36 的得分和 VCSS 的静脉水肿症状有明显缓解。 

结论 适量的体力活动对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患者的总体感觉、日常生活活动、精神和心理状态

均有明显效果；对其生活质量和日常生活受限的改善也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对其疼痛或其他不适、

静脉曲张、静脉水肿症状均能有效改善。且相对与医用弹力袜加压治疗在某些方面更能起到明显作

用。 

 

FO-33 

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态运动学参数及步行功能影

响的相关性研究 

 
张韬,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通过观察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态运动学参数及步行能力的影响，探讨下

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干预与卒中患者步行能力恢复的的相关性。 

方法 从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患者中选择

5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组为常规组和干预组，每组 25 例，常规组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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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常规组训练基础上增加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每日 1 次，每次 30 分钟，共训练 8 周。训练前

后应用三维步态分析软件采集步频、步长、步速、髋膝踝关节运动角度等步态运动学参数进行分

析，应用 Berg 平衡量表，FMA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量表对两组患者的下肢运动控制功能状态进行步

行能力评价。 

结果 训练前两组患者的步态运动学参数及 FMA 评分的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训

练后两组 FMA 评分均较训练前均显著提高（P＜0.05），干预组两项评分均优于常规组（P＜

0.05）；常规组步态运动学参数仅患侧/健侧步长、步幅显著增加（P＜0.05）；干预组的患侧/健侧

步长、步幅显著增加（P＜0.05），步态周期时间显著缩短（P＜0.05），患侧髋关节后伸运动最

大角度显著增加（P＜0.05），患侧单足支撑百分比明显增加（P＜0.05），患侧健侧迈步百分比

显著增加（P＜0.05）； 

结论 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与常规步态训练均可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步行功能，两种训练方式无显

著性差异，但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明显能提高步态周期中患侧髋关节后伸运动角度范围，与卒中患

者步态周期中患侧单足支撑百分比呈显著性相关，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作为步态训练新技术，值得

在脑卒中患者步行功能重建工作中进一步推广应用和研究。 

 
 

FO-34 

应用运动训练维持颞下颌关节盘手法复位后的盘-髁关系 

 
刘丽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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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佩戴硬质热塑再定位颌垫，白天

自我维持下颌休息位，夜间佩戴颌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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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治疗前、治疗结束后即刻、

1、6、12 个月最大主动开口度，以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ore，VAS）（0～10 分）法

确定疼痛指数。MRI 检查评估治疗结束后 1、6、12 个月的盘-髁关系。采用 SPSS19.0 软件包分析

比较组内治疗前、后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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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显著（P<0．05）。 治疗结束后 1、6、12 个月,最大主

动开口度≥40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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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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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 3 例（占 16%），不可复性盘前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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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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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垫复位后的盘-髁关系提供良好的

维持。 

 
 

FO-35 

The effect of RUSI combined with sEMG on multifidus in 

core muscles dynamic feedback training among healthy 

adults 

 
Zheng Yaochao,Lin Caina,Ke Songjian,Ruan Yuting,Luo Haijie,Wu Shaoling,Ma Chao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5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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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Core muscles exercise has been recommended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core stability and strength among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those with musculoskeletal complaints. 
However, many compensatory actions will happen to impair the effect of core exercises. The 
dynamic feedback which can efficaciously display muscle activation while performing core 
exercises is beneficial to instruct the trainer and avoid unnecessary activation of other muscles. 
Rehabilitative ultrasound imaging (RUSI) and surface electromyogram (sEMG) can efficiently 
evaluate the multifidu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ression of low back pain. Thus, in this 
study, RUSI combined with sEMG were used to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fidus thickness 
and detect sEMG signal characteristics in real time in order to form correct muslce activation 
pattern in the core muscles dynamic feedback training. 

Methods 42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two groups: dynamic feedback group 

(22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20 cases). During the core exercise, the dynamic feedback group 
were monitored by real time RUSI and sEM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ieved only traditional 
core muscle exercise without dynamic feedback. Both groups completed the specific core 
muscles exercise 2 times a week for 4 weeks totally in the same place. In the late 2 weeks, 
participants received advanced training. RUSI and sEMG signal were collected to record the 
thickness and activation of multifidus before and after the core muscles strength dynamic 
feedback training in two weeks and four weeks. The multifidus thickness value and root mean 
square (RMS) value were then extracted from the raw data for analyses. 

Results The baseline show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ickness value and RMS value of 

lumbar multifidus between two groups(P>0.05). After 4 weeks‘ training, the thickness value of 
lumbar multifidus in both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aining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Meanwhile, RMS value of lumbar multifidus in these groups were also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aining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After the same core muscles training, 
not only the thickness value but also the RMS value of lumbar multifidus in dynamic feedback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great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s The core muscles strength dynamic feedback training using RUSI combined with 

sEMG can obviously increase multifidus thickness and RMS value in healthy adults. Meanwhile, 
the effect of dynamic feedback training is better than the effect of same training without dynamic 
feedback, providing a more effective method to maximize the effect of core muscles training. 
 
 

FO-36 

PNF 技术联合表面肌电生物反馈对痉挛期卒中患者腕手伸展功能

的影响研究 

 
张韬,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临床观察 PNF 技术联合应用表面肌电生物反馈仪，探讨其对改善痉挛期脑卒中患者手功能恢

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进行康复治疗的 36 例 Brunnstrom 分期为

III-IV 期出现腕手抓握痉挛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组为 PNF 组（n=12）、表面肌电生物反馈组

（n=12）和联合应用组（n=12），三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之外，PNF 组进行上肢 D1E/D2F 前

臂、腕部及伸肌群训练，表面肌电生物反馈组进行患侧桡侧腕长伸肌、桡侧腕短伸肌、尺侧腕伸

肌、指伸肌等患侧前臂伸肌及手指伸肌诱发训练，联合应用组在 PNF 操作时同时在相应肌群应用

表面肌电生物反馈仪进行伸展动作诱发训练，共训练 6 周。训练前后使用简式 Fugl-meyer 量表、

Jebsen-Taylor 手功能评分、腕手伸肌 MMT 肌力评定对三组患者患侧腕手伸展功能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后三组患者 Fugl-meyer 量表、Jebsen-Taylor 手功能评分、腕手伸肌肌力评定较治疗前

均显著提高（P＜0.05）；且联合应用组患者的腕手伸展功能改善程度明显优于 PNF 组合和表面肌

电生物反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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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NF 上肢 D1E/D2F 前臂、腕部及伸肌群训练及表面肌电生物反馈均能改善痉挛期卒中患者

患侧腕手伸展功能，对解决痉挛期患者手部抓握后无法释放抓握物体的问题都能起到积极作用，但

两者联合应用时，改善明显优于单一治疗方式，值得进一步在临床推广应用和研究。 

 
 

FO-37 

躯干本体感觉训练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宋建霞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观察躯干本体感觉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LDH）患者的疗效。 

方法 共选取 43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20 例和对照组 23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

常规康复治疗（物理因子治疗、牵引和核心肌群肌力训练等），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同时接受

Tecnobody 平衡仪躯干本体感觉训练。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均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

JOA 下腰痛评分系统、平衡仪稳定指数（SI）进行评定。 

结果 经过 4 周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JOA 评分、SI 均有改善（P<0.05），并且实验组上述指

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躯干本体感觉训练能进一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程度、增强躯干稳定性、改善患者

腰背功能，提高临床疗效。 

 
 

FO-38 

功能性磁刺激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效研究 

 
孙晓培,鲍勇,潘惠娟,陈俊彦,谢青 

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200023 

 

目的 国内外研究表明，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及生活质量，故临床干预意义

重大。目前常规康复治疗措施包括：导尿治疗、药物治疗、盆底肌功能训练、行为治疗、电刺激治

疗等。功能性磁刺激作为一种新的物理因子治疗，对神经源性膀胱治疗方面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学

者关注。本文拟应用功能性磁刺激结合常规康复治疗来探讨功能性磁刺激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

胱的临床疗效及价值。 

方法 本研究选取上海市东南医院 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脊髓损伤所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10

例（高反应性膀胱患者 4 例，低反应性膀胱患者 6 例）。治疗前对入选病人进行膀胱最大容量、膀

胱最大压力、残余尿、漏尿情况、自主排尿次数等膀胱功能评定并记录。对入组患者进行功能性磁

刺激治疗，刺激部位为 S1 体表投射区，以可引起患者肛门收缩的强度作为治疗强度，治疗频率为

5 赫兹（刺激时间 1 秒，放松时间 1 秒），治疗时间为 15 分钟/次，同时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在治

疗一个疗程（3 周）结束后再次进行膀胱功能评定比较治疗前后各参数变化，以评估膀胱功能改善

情况。同时回顾性研究我院常规康复康复治疗一个疗程前后患者膀胱功能改善情况，作为对照组。 

结果 经过 3 周的功能性磁刺激治疗+常规康复治疗， 高反应膀胱患者最大膀胱容量显著增加、最

大膀胱压力显著降低、残余尿量显著减少，漏尿次数显著减少，自主排尿次数显著增加；低反应性

膀胱患者最大膀胱容量显著减少、最大膀胱压力显著增加、残余尿量显著减少，漏尿次数显著减

少，自主排尿次数显著增加.于对照组相比患者膀胱功能改善情况更为显著。 

结论 功能性磁刺激可有效改善不同类型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膀胱功能，改善自主排尿功

能，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常规康复治疗结合功能性磁刺激可更好地促进膀胱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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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39 

运用 PDCA 循环缩短康复患者治疗等待时间 

 
何维春,李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为了提高康复患者治疗的有序性、安全性及康复治疗的效率，保证康复质量，最大限度地恢

复患者肢体的运动功能，使患者早日达到生活自理、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方法 主题选定：通过头脑风暴选定主题，成立 CQI 小组、制定甘特图。 

现状分析：统计一周内 36 位患者每日在做治疗前等待时间的长短，做出此查检表，患者的等待时

间有 0-10 分钟、10-20 分钟、20-30 分钟、30-40 分钟、40-50 分钟、50-60 分钟不等，46.1%的

患者等待时间为 20-30 分钟。 

目标设定：改善前平均等待时间 25 分钟，改善后平均等待时间 15 分钟，基础等待时间 10 分钟。 

原因分析：头脑风暴确定早交班时间长、仪器设备少及空间小、治疗师对患者治疗安排不规范为主

要原因。 

制定措施：5W1H 

结果 统计一周内 36 位患者每日在做治疗前等待时间的长短，做出此查检表，改善前 46.1%的患者

等待时间为 20-30 分钟，改善后 25.3%的患者等待时间为 20-30 分钟，改善后 47.7%的患者等待

时间为 10-20 分钟。 

结论 PDCA 循环管理方法适用于康复医学科患者的质控管理，可有效提高康复疗效，确保各项康

复治疗措施的落实执行和质量的持续改进。 

 
 

FO-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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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观察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30 例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分为研究组及对照组，每组 15 例。2 组患

者均给予计算机认知康复训练，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辅以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于治

疗前、治疗 20 d 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及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表（LOTCA）对

2 组患者认知功能改善情况进行评定，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 2 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

（ADL）能力情况。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MMSE、LOTCA、MBI 评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

分别经 20 d 治疗后，发现其 MMSE、LOTCA、MBI 评分均有所改善(P<0.05)；并且治疗后研究组

MMSE、MBI 评分 ( 25.4±2.3
ab
、68.1±16.1

ab
)及 LOTCA 知觉、思维能力评分 (11.60±2.92

a
、

16.93±2.26
a
)亦显著优于对照组水平，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计算机认知康复训练基础上辅以 rTMS 能进一步改善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及 ADL 能力，对

促进患者早日回归家庭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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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41 

The Effectiveness of Ultrasound-guided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iniscalpel-needle Release in the 

Treatment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Zhang Subo

1
,Li Xiao

1
,Ke Songjian

1
,Liu Cuicui

1
,Lin Caina

1
,Xin Wenjun

2
,Wu Shaoling

1
,Ma Chao

1
 

1.Sun Yat sen Memorial Hospital 

2.Zhongshan Medical Schoo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nerve entrapment 

syndromes. Several therapeutic methods have been recommended, including splinting, physical 
therapy, steroid injection, surgical release and so on, in which steroid injection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strategy. However,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is effective only through its local anti-
inflammatory mechanism. So this method inevitably has some limitations on the efficacy of carpal 
tunnel decompression, especially for those patients with obvious carpal tunnel stenosis and nerve 
entrapment. Therefore, sometime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loosen the transverse ligament of wrist 
and reduce mechanical compression. Take into account the side effects of surgical release, 
percutaneous release has been introduced. Miniscalpel-needle (MSN), developed in China, is a 
medical instrument similar to acupuncture needle, which can release fascia ligament and is 
minimally invasive. Furthermore, as 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permeate with each other, 
the technology of ultrasound guidance has been gradually used in treating with several conditions. 
So,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SN 
release for treatment of CTS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We hypothesized it could be more 
beneficial than steroid injection alone. 

Method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conducted and subjects with CTS were recruited. 

Sixty-one wrists in 54 patients with CT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group and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SN release group. All the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in an out-of-plane manner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was evaluated using Boston carpal tunnel questionnaire (BCTQ), cross-sectional 
area (CSA) of the median nerve and five electro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including distal motor 
latency (DML), compound motor action potential (CMAP), sensory nerve action potential (SNAP), 
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MNCV) and 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SNCV) at 
pretreatment, 4 and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 All the staffs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outcome 
data were blinded to the group assignment. 

Results Fifty-six wrists in 50 patients completed the study. Both of the two groups had obvious 

therapeutic effect at week 4 and 12 than before (P<0.05). However, at week 4 after treatment, 

CMAP and SNAP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ly in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SN releases group (P<0.05) but not in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group (P>0.05). Besides, 

when compared with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group at week 12 after treatment,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BCTQ scores, CMAP and SNCV 

values (P<0.05). The average improvement of DML, MNCV, SNAP and CSA in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was more than that in simple steroid injection group after 12 weeks,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side effects (P>0.05). 

Conclus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ultrasound-guided steroid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MSN 

release for CTS is superior to that of steroid injection alone, which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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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42 

超早期系统化康复治疗对 TAK 围手术期失血量的影响 

 
张阳,吴鸣,崔俊才,段文秀,赵婧 

安徽省立医院 230036 

 

目的 探讨超早期系统化康复治疗对初次单侧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TKA)围手术期失血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5 年 10 月，在安徽省立医院骨二科关节中心行首次单膝 TKA 手术的

120 例患者，按照随机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超早康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试验组给予骨科术后常规

治疗方案和超早期系统化化康复治疗（术前康复宣教、术后系统化康复治疗技术及每小时康复管理

等综合康复措施）。对照组仅接受骨科术后常规治疗，分别比较两组手术前后的血红蛋白、红细胞

压的变化，围手术期两组失血总量、显性失血、隐性失血和术后第 1 天至第 2 天两组手术侧膝关节

关节活动范围、静息痛和运动痛情况。 

结果 超早康组手术前后血红蛋白变化为（25.20±9.42）g/L，红细胞压积变化为

（0.076±0.030），失血总量为（848.19±361.83）mL，显性失血量为（248.43±148.96）mL，隐

性失血量为（599.76±349.39）mL；术前静息痛、运动痛评分（1.93±1.29）和（5.29±1.36），术

后 1 天运动痛、静息痛评分（2.33±0.98）和（4.64±1.25），术后 2 天静息痛、运动痛评分

（2.00±1.41）和（3.89±1.35），对照组手术前后血红蛋白变化为（23.88±12.13）g/L，红细胞压

积变化为 0.069±0.031，失血总量为（551.15±375.65）mL，显性失血量为（244.17±126.02）

mL，隐性失血量为（684.35±480.12）mL，术前静息痛、运动痛评分（2.33±1.43）和

（5.67±1.27），术后 1 天静息痛、运动痛评分（2.64±1.43）和（4.52±1.35），术后 2 天静息

痛、运动痛评分（2.15±1.18）和（4.42±1.28），两组以上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超早康组术后住院时间为（4.93±1.23）天，术后天 1 天、术后 2 天节关活动范围分

别为（78.84±16.51）和（89.13±16.47）与对照组术后住院时间（7.43±1.29）天，术后 1 天、术

后 2 天关活动范围分别为（53.21±20.75）和（62.61±18.2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超早期系统化康复治疗不仅不会增加 TAK 围手术期的失血量，而且还缩短了术后住院日，增

加了术后的关节活动范围，加速了 TKA 术后功能的恢复。 

 
 



 

 

 

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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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洼田饮水试验在急性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评估中的应用 

 
叶玉玲,石含英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洼田饮水试验在急性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评估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2017 年 3 月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患者 68 例，

男性 41 例，女性 27 例，年龄 32-79 岁。纳入标准：①经头颅 CT 或核磁共振成像（MRI）证实存

在脑梗死或脑出血病灶，②均为意识清楚并能按照指令完成实验。在患者入院后 24h 内由专门受过

培训的护士对患者进行吞咽功能评估，患者取端坐位，为安全起见，先让患者喝下 2-3ml 温开水，

如无问题，再让患者一次性喝下 30ml 温开水，观察和记录所需时间及有无呛咳。洼田饮水实验共

分 5 级：1 级（优）能顺利地一次将水咽下，无呛咳；2 级（良）分两次以上，能不呛咳的将水咽

下；3 级（中）能一次咽下，但有呛咳；4 级（可）分两次以上咽下，有呛咳；5 级（差）频繁呛

咳，不能全部咽下。利用洼田饮水试验早期诊断吞咽障碍、预测误吸风险，早期采用正确的进食姿

势，制定合理的饮食调整策略，可降低脑卒中患者早期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促进患者功能恢复。 

结果 68 例患者中有 42 例存在不同程度的吞咽障碍，阳性率为 61%，其中：2 级 16 例、3 级 8

例：给予指导自行吞咽训练；4 级 10 例：给予吞咽训练及指导自行吞咽训练；5 级 8 例：给予留置

胃管及吞咽功能训练。 

结论 洼田饮水实验具有简便、快速、无创、可重复、易操作等优点，能明确不同程度的吞咽功能

障碍，再给予相应的护理干预，既避免了不必要的留置胃管，及早予置鼻饲管能有效减少肺部感染

的发生率。可见，洼田饮水试验在临床吞咽障碍评估中具有应用价值，是目前最经典的吞咽功能筛

查试验。 

 
 

PO-002 

健康人足底压力评测重复性研究 

 
张洪鹏,王宁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行走是人体完成日常生活活动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足底压力评测作为步态分析内容之一可

定量评估行走能力。本研究采用 Footscan0.5cm 平板压力测试系统对健康人足底压力进行相关参

数的重复性分析和研究。 

方法 选取 26 名健康人，其中男性 10 名，女性 16 名，年龄范围 23y-40y，体重指数范围（BMI）

20 kg/m
2
-23.5 kg/m

2
，纳入本研究。所有实验对象采用二步法行走三次，分别采集三次行走的右足

足底压力数据，然后求三次平均值，其平均值作为最后的分析数据。次日要求所有受试者再次进行

与前一日相同的测试方法和过程。分别记录实验对象二日完成的所有数据。采用高频率（最高

500Hz）、高密度（4 个/cm
2
）的 Footscan0.5m 平板压力测试系统进行足底压力数据采集。采集

数据的包括：右足足底 10 个区域，分别为踇趾区（Toe1）、第 2-5 足趾区（Toe2-5）、第 1 跖骨

区（M1）、第 2 跖骨区（M2）、第 3 跖骨区（M3）、第 4 跖骨区（M4）、第 5 跖骨区（M5）、

中足区（MF）、足跟内侧区（HM）及足跟外侧区（HL）；这 10 个区域分别采集的参数是：接触

面积、峰值压力、峰值压强、压强-时间积（冲量）和右足中心压力轨迹宽度（COPx）。通过比较

分别二日的数据平均值进行重复相关性分析。 

结果 右足除 Toe1 区足底接触面积的重复性属于中等程度（ICC 值为 0.60）,其余区域足底接触面

积重复性好（ICC 值均>0.75）。右足 Toe1、Toe2-5 区域峰值压力重复性中等（0.5<ICC 值

<0.75），其余区域峰值压力重复性良好（ICC 值均>0.75）。右足所有区域峰值压强重复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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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 值均>0.75）。右足所有区域压强时间积重复性良好（ICC 值均>0.75）。右足压力中心轨迹

宽度（COPx）重复性良好（ICC 值>0.75）。 

结论 Footscan 0.5m 平板压力测试系统所采集的压力数据在 M2~5、MF 和 HF 区域能够显示出较

好的重复性，而在 M5 和 Toe 区域（尤其是 Toe2-5 区域）所得到的数据需要谨慎考虑；同时在进

行足趾区足底压力参数评测时，建议使用间接参数如峰值压强及压强时间积分。本研究所得到的结

果证明，Footscan 0.5m 平板压力测试系统作为足底压力测试工具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其高频率和

高密度的采集方式在临床及科研应用中更能发挥其精准作用。 

 
 

PO-003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症患者的足底压力差异分析及穿戴矫形鞋

垫对患者的影响 

 
韩秀兰,王楚怀,许轶,李小金,张桂芳,李丹,张梓敬,张振发,李娅抒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 510080 

 

目的 分析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症（AIS）患者的足底压力指标，探讨 AIS 患者的足底压力特

征。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康复科就诊的 AIS 患者 56 例

（侧弯组），以脊柱侧弯方向的不同分为 3 小组,脊柱向右侧弯 18 例，脊柱向左侧弯 18 例， S 型

脊柱胸腰段侧弯 20 例，另选同期健康对照组 19 例，对 4 组受试者的双侧足总压力，前半足、后半

足压力等生物力学指标进行检测和比较，以分析不同类型 AIS 患者和健康人的足底压力分布特征。

对 3 组穿戴了矫形鞋垫的患者，分析其穿鞋垫前后足底压力变化，并对穿着矫形鞋垫条件下重新拍

摄脊柱全长片的患者，分析其 Cobb 角度的变化。 

结果 不同组间足底压力分布不同。与对照组相比，右侧弯组患者的左足平均压力、左前半足压力

小于对照组，右足平均压力、右后半足压力大于对照组（P＜0.017）。左侧弯组患者的右前半足压

力小于对照组，右后半足压力大于对照组（P＜0.017）。S 型脊柱侧弯组左前半足压力小于对照

组。右侧弯组左足平均压力（44.72±6.01）明显小于右足平均压力（55.39±6.00），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P＜0.05），左侧弯组、S 型胸腰弯组与对照组左右足底压力无差异。配制矫形鞋垫后，

即刻为患者测量穿戴矫形鞋垫时的足底压力，单弯型脊柱侧弯（左侧弯或右侧弯）患者足底压力分

布存在差异，而胸腰段 S 型患者穿戴前后足底压力无差异。患者在穿戴矫形鞋垫前后 Cobb 角度对

比没有统计学意义，P=0.102。 

结论 右侧弯患者的左右足底压力对称性较差，胸腰段 S 型患者的左、右足底压力呈现对称。矫形

鞋垫可以有效调整单弯型脊柱侧弯（左侧弯或右侧弯）患者的足底压力分布，但对于患者侧弯角度

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跟踪观察。 

 
 

PO-004 

外源性硫化氢对大鼠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 

 
韩伟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外源性硫化氢（H2S）对大鼠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SCII）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3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 H2S 干预组，制备大鼠 SCII 模型， H2S 干预组

于恢复灌流即刻 60s 内由大鼠尾静脉按 10mg/kg 剂量注射 NaHS，假手术组和模型组以同样的方

法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分别于再灌注后 3h、6h 和 12h 时，按照 BBB 评分标准对各组大鼠进行

下肢神经运动功能评分，免疫组化观察各组大鼠脊髓组织变化，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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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脊髓组织中 NF-κB、VCAM-1、TNF-α 和 IL-6 基因表达，Western blot 法检测各组大鼠脊髓组

织中 p38MAPK、p-p38MAPK、ERK、p-ERK、JNK 和 p-JNK 蛋白表达。 

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H2S 干预组再灌注后 3h、6h、12h 时大鼠神经行为学评分均升高，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相比，H2S 干预组大鼠脊髓组织中 NF-κB、VCAM-1、TNF-α 和

IL-6 mRNA 相对表达量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相比，H2S 干预组大鼠

脊髓组织中 p38MAPK、p-ERK、JNK 蛋白相对表达量均升高，而 p-p38MAPK、ERK、p-JNK 蛋

白蛋白相对表达量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外源性硫化氢可有效减轻大鼠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改善脊髓神经功能，其机制可能是通过

抑制 NF-κB 和 MAPK 信号通路而减少炎症反应、保护神经元。 

 
 

PO-005 

The Role of Hippocampal structural synaptic plasticity 

in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o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male SAMP8 mice 

 
Ma Jiang

1
,Wang Mingwei

1,2
 

1.First Hospital of Shijiazhuang 

2.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has been used to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but the stimulation protocols are variable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unclear. Therefore, we intend to examine whether 5Hz rTMS with 30% maximum export could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s in senescence-accelerated-prone mouse 8 (SAMP8) through 
changing synaptic plasticity. 

Methods SAMP8 and senescence-accelerated-prone mouse /resistant 1 (SAMR1) (7-month old 

mal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SMAP8 rTMS group (P8-rTMS), SMAP8 sham-rTMS 
group (P8-sham), and SAMR1 sham-rTMS group (R1-sham). The P8-rTMS group was treated 
daily with 5Hz rTMS with 30% maximum export for 14 consecutive days, whereas the other two 
groups were controls without rTMS stimulation. Morris water maze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after rTMS or sham treatment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rTMS on cognitive function.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Western blot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SYN and PSD95 in the hippocampus of these mice. 

Results The mean escape latency of each mouse finding the platform from the four quarters was 

recorded in each of the five days. As usual practice, the mean escape latency of the mice 
became shorter with tim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trials. The mean escape latency of P8-rTM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P8-sham group (P=0.022<0.05). The escape latency 
on these days was markedly shorter in R1-sham group than those in P8-rTMS group or P8-sham 
group (P<0.01).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were clearly shown at day 6 (R1-sham Vs P8-sham or 
P8-rTMS, P<0.01, and P8-rTMS Vs P8-sham, P=0.019<0.05). The number of platform crossings 
was markedly higher in R1-sham group than those in P8-rTMS group or P8-sham group (P<0.01). 
The number of platform crossings for the P8- rTM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P<0.01) higher than 
those for P8-sham group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14 days of rTMS could significantly reverse 
the impairments of learning and memory in SAMP8 mice, but could not recover to normal levels 
as in SAMR1 mice.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14 days of rTM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SYN and PSD95 in the hippocampus of p8-rTMS mice compared to those in P8-
sham mice ( P<0.01), yet it was lower than the normal level shown in R1-sham control mice.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SYN and PSD95 in the different group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 corresponding proteins. In addition, the mRNA levels of SYN and PSD95 were the highest in 
the R1-sham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P8-Sham group and P8-rTMS group 

(P<0.01). Results from the semi-RT-PCR and relative mRNA express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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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M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the mRNA expression of SYN and PSD95 in p8-rTMS mice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P8-sham mice (P<0.01). 

Conclusions 5Hz rTMS with 30% maximum export enhances learning and memory in the 

SAMP8 mice. This improvemen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synaptic 
structure proteins SYN and PSD95 in the hippocampus. 
 
 

PO-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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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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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常压

氧（1.0ATA）治疗组、高压氧治疗组：1.8ATA 组、2.0ATA 组、2.2ATA 组，每组 18 只，按不同

治疗压力于造模后 24h 进行治疗，1 次/d，各组分别于造模成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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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治疗组各时间点较对照组表达均增加，1d、3d、5d 时常压氧治疗组、

1.8ATA 组、2.0ATA 组、2.2ATA 组与对照组比较有差别；1d 时 2.0ATA 组与 2.2ATA 组比较无差

别；3d 时 1.8ATA 组与 2.0ATA 组比价无差别；5d 时常压氧治疗组与 2.0ATA 组比较无差别，

1.8ATA 组与 2.2ATA 组比较无差别。2、Bax 表达：治疗组 1d 和 3d 时较对照组表达均减少，1d、

3d、5d 时 1.8ATA 组与对照组比价有差别，而常压氧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别；1d 时各高压氧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均有差别，1.8ATA 组与 2.0ATA 组比较无差别；3d 时 2.0ATA 组与对照组比

较有差别，2.2ATA 组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别；5d 时 2.2ATA 组与对照组比较有差别，2.0ATA 组与

对照组比较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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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TA、2.0ATA、2.2ATA 三个治疗压力没有比较明确的最

适合压力 

 
 

PO-007 

客家语母语者对粤语声调辨识的特征分析 

 
高汉雄,陈艳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0260 

 

目的 探讨习得粤语的客家语母语者对粤语声调辨识的特征。 

方法 募集广东籍受试者 32 名，其中母语为粤语者（粤语组）20 名，母语为客家语者（客家语

组）12 名。我们使用《香港粤语声调辨识测验》对两组受试者进行测验，分析两组受试者对粤语

声调辨识的特征，并从声/韵母、粤语声调系统及受测者自身母语系统三方面对客家语母语者的粤

语声调辨识特征进行探讨。 

结果 ①两组受试者均未错选声/韵母相近字干扰项；②粤语组除 T2/T5（89%）、T4/T6（89%）

声调的辨识准确率较低外，其他声调辨识率均在 95%以上。客家语组除 T2/T4（85%）、T2/T5

（81.7%）、T3/T4（93.3%）、T3/T5（93.3%）、T3/T6（68.3%）、T4/T6（83.3%）及总的声

调的辨识准确率较低外，其他声调辨识率在 95%以上。③两组受试者在 T1/T2、T2/T4、T3/T4、

T3/T6 及总辨识准确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 T2/T5 及 T2/T4 的辨识准确率两组受

试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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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习得粤语的客家语母语者对粤语声调的辨识能力可能与粤语声调本身的调值、调型特征及其

母语声调系统等对粤语声调感知影响等有关。 

 
 

PO-008 

Mppa 介导的光动力疗法通过诱导自噬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白定群,苟慧,李开庭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索 Mppa 介导的光动力疗法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治疗作用 

方法 选择巨噬细胞 raw264.7 细胞系作为研究对象；流式细胞技术用于检测细胞内 Mppa 的聚集和

ROS 的量；光照（功率：30mW）用于刺激胞内的 Mppa，cck8 试剂盒用于检测细胞活力；MDC

染色、透射电子显微镜和免疫印迹法都用于检测和验证自噬小体的形成，ELISA 用于检测炎症因子

水平。 

结果 Mppa 在 48 小时内胞内摄入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前 12 小时；胞内 ROS 的量在 Mppa-PDT

处理后 1 小时内呈增长趋势，Mppa-PDT 可降低 TNF-α 的水平并能诱导自噬。 

结论 亚致死剂量的 Mppa-PDT 可在体外通过诱导自噬来抑制巨噬细胞产生炎症因子，通过抑制炎

症反应从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生成。 

 
 

PO-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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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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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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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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 

阻断 BDNF-TrkB 通路后运动训练对脊髓损伤大鼠功能恢复的影响

研究 

 
李向哲

1,2
,王彤

2
 

1.苏州科技城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阻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酪氨酸激酶受体

B（Tropomyosin-related kinase B，TrkB）信号通路后运动训练对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大鼠运动功能恢复和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方法 32 只雌性 SD 大鼠被随机分为 4 组：损伤+PBS 组（Sed-PBS 组）、运动+PBS 组（TT-

PBS 组）、损伤+TrkB/Fc 组（Sed-TrkB/Fc 组）及运动+TrkB/Fc 组（TT-TrkB/Fc 组）。于 SCI 术

前 1 周进行 L3-4 鞘内置管。鞘内置管 1 周后使用改良 Allen‘s 法制作 T10 不完全性 SCI 模型。于

SCI 术后第 7 天植入渗透压泵，并在 Sed-PBS 组和 TT-PBS 组的渗透压泵中灌入 0.01M PBS，

Sed-TrkB/Fc 组和 TT-TrkB/Fc 组的渗透压泵中灌入 TrkB 阻滞剂（TrkB/Fc）。SCI 后第 8 天，对

TT-PBS 组和 TT-TrkB/Fc 组进行减重平板训练。术后第 1 天、3 天、7 天、14 天、21 天、28 天和

35 天进行 BBB 评分。实验结束后取材，使用 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染色技术分析检测突触后膜

密度蛋白-95（PSD-95）及突触素（SYP）表达情况。 

结果 术后 14-35 天，TT-PBS 组 BBB 评分明显高于其它 3 组（P＜0.05）；术后 28-35 天，TT-

TrkB/Fc 组 BBB 评分高于 Sed-PBS 组及 Sed-TrkB/Fc 组（P＜0.05）。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

TT-PBS 组 PSD-95 及 SYP 相对蛋白表达量显著高于其它 3 组（P＜0.001）； TT-TrkB/Fc 组

PSD-95 及 SYP 相对蛋白表达量多于 Sed-PBS 组和 Sed-TrkB/Fc 组（P＜0.05）。免疫组化结果

显示，与 Sed-PBS 组、Sed-TrkB/Fc 组和 TT-TrkB/Fc 组相比，TT-PBS 组的 PSD-95 相对蛋白密

度明显增高（P＜0.01、P＜0.001、P＜0.01），且 SYP 相对蛋白密度也明显增高（P＜0.001）；

TT-TrkB/Fc 组的 PSD-95 及 SYP 相对蛋白密度也高于 Sed-TrkB/Fc 组及 Sed-PBS 组（P＜

0.05）。 

结论 阻断 BDNF-TrkB 信号通路可明显抑制运动训练对不完全性 SCI 大鼠运动功能恢复和腰髓突

触再生的促进作用。 

 
 

PO-011 

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通过上调内源性组织型激肽释放酶促进大鼠

缺血性卒中的功能恢复 

 
梁丹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大量心肌梗死动物模型试验表明远端肢体缺血预处理（ Remote limb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RIPreC），缺血中处理(Remote limb ischemic perconditioning, RIPerC)和缺血后

处理(Remote limb ischemic postconditioning, RIPostC)对于心肌缺血损伤均具有明确的心肌保护

作用。然而，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对缺血性卒中的神经保护作用及其机制探讨，研究得相对较少。

组织型激肽释放酶（Tissue Kallikrein, TK）通过缓激肽受体 B2（B2R）对脑缺血/再灌注（I/R）的

神经元损伤有确切的神经保护疗效，它作为脑卒中后的常规药物已广泛地运用在临床治疗过程中。

在本试验中，我们研究了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是否可以上调内源性神经保护因子组织型激肽释放

酶，对动物缺血性卒中后脑损伤提供 21 天持久的神经保护作用，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 

方法 试验通过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小动物磁共振和行为学评估等方法进

行了观察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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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苏木精-伊红染色（Hematoxylin-eosin）和和尼氏染色（ Nissl staining）结果显示远端肢体

缺血后处理减少了病变部位的神经病理损伤。小动物磁共振成像数据显示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能显

著减少缺血性卒中后的脑梗死体积。与其他各组相比，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组的肢体运动功能有明

显的改善和恢复。通过病理学、小动物核磁共振、小动物行为学评估表明，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对

于 SD 大鼠缺血性卒中具有神经保护作用，提高了 SD 大鼠缺血性卒中后的功能水平。那么远端肢

体缺血后处理的干预是如何对远隔的大脑起到神经保护作用的呢？我们的研究发现，远端肢体缺血

后处理与 SD 大鼠血液和脑组织中内源性组织型激肽释放酶的水平变化相关，干预后 24 小时组织

型激肽释放酶的水平升高，72 小时达到最高峰，并在 21 天内保持相对稳定。为了验证组织型激肽

释放酶在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中参与神经保护作用，当使用缓激肽 B2 受体的特异性拮抗剂

HOE140 后，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的脑保护作用被部分逆转。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远端肢体缺血后处理可通过上调组织型激肽释放酶的表达水平减少脑水肿，

减轻脑缺血区的细胞凋亡，改善侧枝循环，促进缺血性卒中的功能恢复。 

 
 

PO-012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s) improve 

deteriorated bone strength induced by ovariectomy via 

inhibiting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NF-α and IL-6) 

responses: newer potential targets for therapeutic PEMFs 

 
ZHU SIYI

1,2
,He Hongchen

1
,Wang Haiming

1,2
,Gao Chengfei

1,2
,Wang Qian

1,2
,Wei Quan

1,2
,He Chengqi

1,2
 

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2.Rehabilitation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ccurate bio-mechanisms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EMFs o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was largely unknown.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3.8 mT and 8 Hz 
PEMFs on preventing OVX-induced bone loss in mice and whether PEMFs exerts its protective 
effects on bone metabolism via regulating TNF-α and IL-6. 

Methods Twelve-Week Female wild type (WT), IL-6 knockout (IL-6-/-) and TNF-a knockout (TNF-

a-/-) mice (Jackson laboratory, Bar Harbor, ME, USA) were randomized into seven groups, 10 
mice for each group. One group from each genotype was received bilateral ovariectomy (OVX); 
one group from WT received PEMFs exposure after OVX; others received SHAM surgery. Body 
weight was measured weekly throughout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After 4 weeks, all mice were 
executed under a general anesthesia. Uterus was removed and weighed. Femurs were isolated 
from soft tissues and immersed into fixative solution for micro-CT and histological staining. PEMF 
parameters applied in current study were: 3.8mT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and 8 Hz frequency for 
40 min/day, five days/week, for 4 weeks.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for bone- and inflammatory- 
related gene expressions in cells and distal metaphyses of right femurs. For genotype,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tail tips using the Genomic DNA kit (Tiangen, DP304-03, China). 
Standar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was performed using PCR Master Mix (Takara, Japan) 
with primer sequences of mutated TNF-a and IL-6 gene. 

Results 4-week post-surgery, WT OVX mice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body-weight and lower 

ovarian weight compared to WT SHAM, WT-PEMF TNF-α OVX and SHAM groups 
(P<0.05). Results from micro-CT showed that OVX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emoral trabecular 

bone mass and trabecular bone number in WT mice compared to WT-PEMF, TNF-α-/-
, and IL-6-

/- 
mice (P<0.05),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mong latter three groups after OVX 

(P>0.05). We could not detec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gene knockout mice in both OVX 
and Sham groups. The similar phenomenon could also be seen in histological analysis results. 

OVX bring a significant trabecular bone loss in WT mice when compared with WT-PEMF, TNF-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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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d IL-6-/- 

mice. Moreover, the number of TRAP-positive cells per millimeter (three or more 

than three nuclei) of bone edge both in WT after OVX were much higher than other groups 
(P<0.05). Similar with TNF-a and IL-6 gene knockout, PEMF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mRNA 

expressions of Col1a1 and Runx2 and decreased mRNA expressions of DKK1, Sost, TRAP, MMP9, 
CTSK and TRAF6 (P<0.05).  

Conclusions As evidenced by Micro-CT, Histology and RT-PCR, PEMF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bone formation and supressed bone resorption in a similar way with gene konckout mi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MFs and IL-6 knockout was minor than that of  PEMFs and TNF-a 
knockout.. PEMFs may be beneficial to osteoporosis induced by estrogen deficiency by the 
downregulation of the inflammatory factors including TNF-α and IL-6, and, at least partially, 
through inhibiting their downstream signaling pathway. 
 
 

PO-013 

丰富环境对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幼鼠学习记忆及海马区 自噬相关

蛋白表达的影响 

 
苑爱云,侯梅,孙向峰,刘秋燕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索丰富环境干预对缺氧缺血脑损伤（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HIBD）幼鼠学习-

记忆、海马区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及 LC3-Ⅱ表达的影响。 

方法 构建标准环境及丰富环境两种饲养环境。取 7 日龄 Wistar 鼠共 32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

分为假手术组 10 只、标准环境组 11 只、丰富环境组 11 只。标准环境组及丰富环境组采用改良

Rice-Vannucci 法制备 HIBD 模型。假手术组及标准环境组全天置于标准环境饲养，丰富环境组全

天置于丰富环境。丰富环境干预 14d 后，采用 Morris 水迷宫定位航行实验测定寻找隐藏平台的逃

避潜伏期，Western Blot 检测海马区 Beclin-1 及 LC3-Ⅱ蛋白的表达。 

结果 （1）HIBD 大鼠寻找平台的逃避潜伏期明显延长，在训练第 4、5 天，丰富环境干预组逃避

潜伏期较标准环境组显著缩短（第 4 天 , t=3.422,P<0.05; 第 5 天，t=3.249,P<0.05）；（2）与标

准环境组病灶侧海马相比，丰富环境组病灶侧海马 Beclin-1 (0.435±0.121 vs 0.756±0.101，

t=5.552，P<0.05)、LC3-Ⅱ蛋白表达量均显著升高 (0.103±0.028 vs 0.165±0.017, t=4.702，

P<0.05)。 

结论 丰富环境可改善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幼鼠学习记忆能力，其机制可能与上调海马区自噬相关蛋

白 

Beclin-1 及 LC3-Ⅱ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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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4 

Sustained Effect of Hyperglycemia and Calcitriol on 

Native Mechanical Tendon Properties 

 
Gao Wenshuang 

The thir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i University 050051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our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nativ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patellar tend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calcitriol between healthy control and hyperglycemic rats 9 
weeks following induction of hyperglycemia with intraperitoneal (IP) injection of streptozotocin 
(STZ). 

Methods Sixty-five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a model group (n =50) 

and a control group (n =15). Then the model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a maximum of three 30 
mg/kg doses of STZ dissolved in a citrate buffer every 3 days until hyperglycemia was present. 
Hyperglycemia was confirmed with a fasting blood glucose level of ≥11.1mmol/L with a 
glucometer. Forty rats which confirmed the hyperglycemic rats were divided into a hyperglycemia 
group (n =20) and a calcitriol group (n =20). The calcitriol group was injected calcitriol with a dose 
of 1mg/kg of the animal‘s weight every day for nine weeks. The three groups were then sacrificed 

9 weeks following hyperglycemia induction. (1)measure the length，width, thinness of the 

tendon;(2)stained with HE to assess collagen organization and tendon-patella complex;(3)the 
complex were designated for mechanical testing(stiffness and creep);(4)measure the level of 
1,25-dihydroxy –cholecalciferol. 

Results (1)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1, 25-dihydroxy-cholecalciferol 

among three groups.(2) The tendons of the diabetic rats were shrinking, fragile and yellowish, 
compared with the robust, healthy tissue in control animals. (3)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ngth and width between Hyperglycemia and Control groups. Calcitriol could better tendon 
degeneration which could demonstrate from the greater length and width compared with the 
hyperglycemia groups. (4) There were plenty of small tears in the diabetic tendons, what is more, 
the collagen fiber were crimped and irregular with decreased cell density. However, 
the Calcitriol group had similar appearance with the control group.(5)The mean stiffness of the 
diabetic patellar tendons was decreased compared to control tendon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also detected between Calcitriol and control groups, meanwhile the Hyperglycemia and 
Calcitriol groups also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The tendons of the diabetic group 
exhibited lower creep propert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tendons loaded to either 5N or 10N. 
However, the effect of Calcitriol on the creep property of diabetic tendon was doubtful. 

Conclusions Nine weeks of hyperglycemia lead to degeneration in tend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such as a significantly reduced creep property and stiffness of the patellar tendon compared to 
control specimens, as well as the crimped and irregular collagen fiber with decreased cell densit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tiffness of the tendon was detected between 
hyperglycemia and calcitriol groups, in addition, we found the improved mechanical property of 
the Calcitriol group tendon with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n blood glucose, weight and water 
consumption in diabetic rats. These findings provided a new proposition to make a preventive 
strategy for diabetic tendon d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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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5 

三七皂苷对运动性贫血大鼠海马 BDNF 表达的影响 

 
缪吉

1
,杨光显

1
,金丽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2.武汉体育学院 

 

目的 探讨运动性贫血对大鼠海马 BDNF 表达的影响以及三七皂苷在运动性贫血发生发展及转归过

程中对大鼠神经系统的作用。 

方法 将 24 只健康雄性 4 周龄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运动组和灌药组。对运动组和灌药组大鼠

进行为期十周的递增负荷跑台运动，并从第五周开始对灌药组大鼠进行三七皂苷药物干预。应用

Real-time PCR 检测海马组织 BDNF mRNA 的基因表达情况；应用 ELISA 测定海马组织 BDNF 的

蛋白含量。 

结果 运动组海马 BDNF mRNA 表达量和 BDNF 蛋白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灌药组海

马 BDNF mRNA 表达量显著高于运动组（P<0.01），灌药组海马 BDNF 蛋白含量显著高于运动组

（P<0.05），灌药组海马 BDNF mRNA 表达量和 BDNF 蛋白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运动性贫血导致大鼠脑部发生缺血缺氧性损伤，三七皂苷能促进大鼠海马 BDNF 的表达，对

运动性贫血造成的脑缺血缺氧性损伤发挥保护作用。 

 
 

PO-016 

机械加载通过调节内质网应激治疗骨关节炎 

 
李心乐,李杰,王钊楠,高哲,张平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300070 

 

目的 骨关节炎（OA）是以关节软骨退变和软骨下骨异常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前期工作证实

脉冲性关节机械加载不仅可以促进骨形成，还抑制 OA 小鼠的炎性因子活性，但是骨关节炎发生发

展与内质网应激的关系尚不清楚，关节加载对 OA 的软骨保护作用是否与内质网应激有关有待探

讨。本研究采用创伤性骨关节炎小鼠，验证以下假设：关节机械加载通过 eIF2α 信号通路抑制内质

网应激促进软骨病变的修复。 

方法 54 只雌性 C57BL/6 小鼠（约 14 周龄）随机分为 9 组（n=6）：假手术对照组、不同时间点

的创伤性 OA 组(3 小时、6 小时、12 小时、1 天、1 周、2 周、4 周和 8 周)。30 只小鼠随机分为 3

组（n=10）：假手术对照组、创伤性 OA 组、加载治疗组。通过切断内侧副韧带并切除内侧半月板

手术构建膝关节创伤性 OA 模型。脉冲性关节机械加载（1N，5Hz，5min/d）8 周。收集膝关节组

织进行形态学番红 O 染色和透射电镜分析。收集实验动物的骨髓来源细胞观测成软骨细胞分化。

收集膝关节软骨组织蛋白，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 eIF2α 信号通路表达。 

结果 番红 O 染色显示 8 周 OA 组的关节软骨表面软骨细胞数量减少而空泡增多，OARSI 评分显著

增高，表明创伤性骨关节炎模型构建成功。然而，关节加载明显减轻软骨的退行性病变程度，显著

改善 OARSI 评分。骨髓来源细胞培养显示，机械加载显著促进成软骨细胞分化。透射电镜图像表

明 8 周 OA 组粗面型内质网显著扩张，内质网膜上核糖体数量显著减少。膝关节机械加载使内质网

扩张情况得到明显恢复。与对照组相比，OA 手术后 1 周以内 Bip、p-eIF2α 和 ATF4 表达水平明显

增加，CHOP 显著降低。OA 手术后 2 周、4 周和 8 周则表现出 Bip、p-eIF2α 和 ATF4 水平降低，

CHOP 升高，软骨细胞凋亡增加。膝关节机械加载提高 8 周 OA 中 Bip、p-eIF2α 和 ATF4 表达，

抑制 CHOP 表达。另外，关节加载通过调节 eIF2α 磷酸化抑制软骨细胞凋亡。 

结论 内质网应激在手术诱导的骨关节炎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短时间的内质网应激保护细胞，长时

间（骨关节炎手术 1 周后）的内质网应激导致软骨细胞凋亡引起软骨退化。关节机械加载通过调控

eIF2α 信号通路抑制内质网应激实现软骨保护。本研究将为骨关节炎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PO-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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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火针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莉秋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0255420 

 

目的 临床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以非手术治疗为主，寻找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尤为重要 

 方法 将 2014 年 2 月—2015 年 4 月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符合纳入标准的 80 例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1 例，采用毫火针结合康复训练进行治疗；对照

组 39 例，采用传统针刺疗法进行治疗。治疗 2 个疗程后统计两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及治疗前后

JOA 评分变化，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其中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X²检验。 

结果 治疗组治疗前 JOA 评分为（17.17±2.11）分，治疗后为（23.95±2.75）分；对照组治疗前为

（16.76±2.72）分，治疗后为（21.82±3.14）分。2 组患者治疗 2 个疗程后 JOA 评分较治疗前均

明显升高，且治疗组治疗后 JO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对照组和

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 76.92%和 92.6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毫火针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疗效易于观察，治疗价格低廉，患者痛苦小、

易于接受，临床疗效满意，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及研究。 

  
 

PO-018 

慢病毒干扰 MAPK1 对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神经元 TRPV4 表

达的影响 

 
贾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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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节持续受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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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1 月龄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CON 组和 CCD 组，CCD 组建立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动

物模型（CCD 模型）。建模 10 天后，提取各组大鼠背根神经节并培养。分组为空白对照组

（ CON ）、 CCD 组、 CCD+ 慢病毒阴性对照组（ CCD+LVNC ）和 CCD+ 慢病毒干扰

MAPK1shRNA 片段 LV1 组（CCD+LV1），分别给予对应处理。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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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各组细胞蛋白，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CCD 组与 CCD+LVNC 组无明显差异；与

CON 组相比，CCD 组及 CCD+LVNC 组 TRPV4、MAPK1 及 p-MAPK1 蛋白表达增加，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与 CCD 组相比，CCD+LV1 组 TRPV4、MAPK1 及 p-MAPK1 表达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取各组细胞 mRNA，rt-PCR 结果显示：CCD 组与 CCD+LVNC

组无明显差异；与 CON 组相比，CCD 组及 CCD+LVNC 组 TRPV4、MAPK1mRNA 表达上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 CCD 组相比，CCD+LV1 组 TRPV4、MAPK1mRNA 表达下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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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毒干扰大鼠背根神经节持续受压后 MAPK1 基因及蛋白表达降低的同时神经元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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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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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 

婴幼儿脑损伤合并 IEDS 认知功能损害治疗的对照研究 

 
张雁,刘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索婴幼儿脑损伤合并发作间期痫样放电认知功能损害的临床治疗方法。 

方法 将 419 例患儿随机分为 4 组：综合组、药物组、干预组和对照组，采用 Gesell 发育量表

（GDS）中以应人能、应物能和言语能 3 个能区发育商得分作为衡量认知水平的标准，随访 1 年

结束仍采用同样方法进行再次测评，对前后测 3 个能区发育商得分进行比较。 

结果 应人能（社交行为）方面：综合组和干预组好于对照组和药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药

物组的改变无统计学意义；应物能（认知水平）方面：综合组、干预组和药物均好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而对照前后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言语能（语言）方面：综合组和干预组好于药物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药物组的改变(t=1.9186，当 t＞1.9716 时，P＜0.05)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综合组、干预组和药物均能改善其认知水平，综合组和干预组能改善社交能力和言语能力，

而药物（左乙拉西坦）是否能改善社交能力和言语能力有待进一步随访与观察。 

 
 

PO-020 

TSA（曲古抑菌素）作用于 HDAC6 后对小鼠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

的自噬和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苏敏

1
,计莹樱

1,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无锡同仁国际医院 

 

目的 在脊髓急性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继发性损伤及修复期自噬(autopha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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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ne deacetylase 6, HDAC6)来单纯控制自噬，在使其发挥

神经元保护作用的同时而又不影响其他生命活动。 

方法 将小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50 只，分别分为：对照组，脊髓损伤组和 TSA 处理组，采用构

建的小鼠胸椎第 8 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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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使用曲古抑菌素 A(Trichostatin A 

T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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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1B-light chain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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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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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能够抑制 HDAC6 的表达，对自噬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使受损脊

髓神经细胞受到保护，并对脊髓损伤后的神经恢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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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34 

 

PO-021 

延伸护理服务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期的应用效果分析 

 
周玉妹,符芳,方小群, 叶建根,刘惠芳,汪秋艳,罗军*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脑卒中患者康复期用延伸护理服务的效果。 

方法 利用随机数字法，将 60 例脑卒中康复期病患等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都进行常规系统康

复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延伸护理服务模式。综合分析两组经不同方法干预 6 个月后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的改善情况，比较生活质量评分等指标。 

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为（69.8±13.4）分，明显比对照组的（60.3±14.6）

分高，P＜0.05。比较干预后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观察组都明显比对照组升高，P＜0.05。 

结论 采用延伸护理服务模式对脑卒中康复期患者进行康复护理指导，可显著提高其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与生活质量 

 
 

PO-022 

重庆某三甲医院老年住院患者的首次不当尿导管置入分析 

 
蒋玮,李青,张欢欢,邓进君,黄荣忠 ,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探讨住院老年患者中不当使用导尿管的发生率、相关因素以及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 

方法 本研究以重庆市某三甲医院中 200 例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患者均在入院 24h 内留置导

尿管。记录患者基本情况和留置尿管使用原因。住院期间的导管相关尿路感染（CAUTI），转为高

级别护理措施，住院时间和 Katz 日常生活活动（ADL）指数的变化被视为不良结果。统计分析用

于确定临床??因素与不适当的导管置入之间的关系。倾向匹配、线性和逻辑回归分析以评估不适当

的导尿管放置对不良结果的影响。研究设计为前瞻性研究方法。 

结果 队列中不当初次尿管留置发生率为 39％。临床（非手术）诊断，较高的查尔斯合并指数

（CCI）评分，以及生活活动能力的下降是重要的尿管留置相关因素。不当尿管留置的最常见的理

由是―对神经源性膀胱实施间断导尿是可能的‖（73.1％）和―护理方便‖（23.1％）。不恰当的尿管

留置与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转为高级的护理设施和住院时间的增加有关。 

结论 老年住院患者的首次尿管留置发生率较高，针对不当尿管留置相关因素的主动干预可能有助

于减少老年住院患者的不当导尿。 

 
 

PO-023 

FHL 联合跖肌腱移植和腓肠肌腱膜修复陈旧性跟腱断裂的治疗和

康复护理 

 
华飞,张岚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宁波市第三医院） 315020 

 

目的 探讨 FHL 联合跖肌腱移植和腓肠肌腱膜修复陈旧性跟腱断裂的康复护理方法 

方法 对 10 例采用 FHL 联合跖肌腱移植和腓肠肌腱膜修复陈旧性跟腱断裂治疗的患者，从心理护

理、患肢护理、物理治疗，及康复训练 4 个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康复护理 

结果 本组 10 例患者，都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12-36 月，平均时间 13.7 月。恢复正常工作的时间

3-12 个月，平均时间 5 个月，恢复正常运动的时间为 6-18 个月，平均时间 8 个月。术后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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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OFAS 踝与后足疗效评价标准评分为（96.28 ± 4.72）分，与术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优 6 例，良 3 例，可 1 例，优良率 90%。 

结论 前中后期科学的康复护理模式提高了患者跟腱断裂术后自我管理能力，减少再次发生断裂的

发生，对促进 FHL 联合跖肌腱移植和腓肠肌腱膜修复陈旧性跟腱断裂的患者术后康复有积极作

用。 

 
 

PO-024 

自我清洁导尿在西南医院康复中心的应用与拓展 

 
胡青,石含英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观察自我清洁导尿在脊髓损伤后排尿障碍患者中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西南医院康复中心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 日 94 例次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 50 例次采用清洁间歇导尿(清洁组), 44 例次采用无菌间歇导尿(无菌组); 所有患者在导尿前

后做尿培养 2 次。并对两组患者实施自我清洁导尿培训，首先评估患者，做好心理沟通，并取得患

者及家属的认可，根据患者情况制定个性化清洁导尿计划，并观察患者排尿功能恢复和并发症的情

况，检查其掌握情况，及自我清洁导尿在患者实际生活中膀胱管理中的效果。 

结果 经过 4 周到 12 周治疗，排尿功能重建 89 例，7 例仍需自我清洁导尿，9 例发生尿失禁。排

尿功能恢复 89 例中，73 例残余尿量在 40ml 到 120ml 之间,15 例残余尿量小于 100ml,无膀胱结石

发生。3 个月后随访, 能够定时排尿, 残余尿量少于 50ml 的患者, 清洁组为 48 例( 96.0 %), 无菌组

为 41 例( 93.18 %), 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 >0. 05)。 

结论 自我清洁导尿是脊髓损伤后排尿障碍患者的自我膀胱管理可选方法，可行性好，简单易学，

操作简单，患者及家属均易掌握，且感染率低于导尿。掌握自我清洁间歇导尿技术不仅能增加患者

的自理能力(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 使患者早日出院，回归社区生活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而且对出院患者膀胱健康管理的追踪管理为我们今后开展延伸护理给予启迪。 

 
 

PO-025 

高能激光等光疗仪在 5 例不同伤口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沙彬秀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观察高能激光、紫外线、红外线、高频电疗等光疗仪器对不同种类伤口愈合的影响； 

方法 收集来我病区住院的 5 例不同种类伤口（2016,12,25~2017,5,26）：慢性伤口、术后延期愈

合伤口、外伤伤口、压疮、烫伤伤口，在正确、合理换药、贯彻伤口湿性愈合理念的基础上，对慢

性伤口、手术延期愈合切口、外伤、压疮、烫伤伤口采用不同的光疗方法：慢性伤口采用高能激光

进行照射治疗（qd）；手术延期愈合切口采用高频电疗、红外线、紫外线治疗（qd）；外伤伤口

采用红外线加紫外照射治疗（qd）；2 期压疮采用低能激光治疗（qd）；烫伤伤口采用冷疗仪器间

断连续治疗。根据伤口换药原则，在伤口渗液的量和伤口愈合的不同时期，选择不同敷料和换药方

法，同时进行全身治疗（如痉挛的控制），营养的补充。对有潜行的腹部伤口采用感染控制后加

压，封闭潜行，创面肉芽新鲜后用无张力胶带拉合。所有类型患者均跟踪患者的日常生活和治疗项

目，及时发现和排除导致伤口形成的因素，和可能导致伤口愈合停滞或加重的因素；教会患者翻身

和转移的技巧，穿戴支具时皮肤的检查和保护方法。除烫伤伤口外，其余伤口均入院时带入，且已

治疗一段时间，采取治疗前后伤口愈合速度的自身对比，观察愈合时长； 

结果 光疗缩短伤口愈合时间（7 天~180 天）不等，防止了伤口恶化、愈合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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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正确、合理换药基础上，运用光疗，能有效加速伤口愈合的进程，为难愈性伤口的治疗提

供新的思路。 

 
 

PO-026 

老年股骨胫骨折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康复护理研究 

 
张莉莉,刘承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随着人工关节材料的制作和置换技术的日渐成熟，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在顾客临床治疗中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因此，人们对这一手术的恢复状况也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有很强的特

殊性，针对这一特殊性进行早期的康复护理，预防手术之后的并发症的出现，来达到提高老年人的

手术治疗恢复效果、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目的。 

方法 文章将对我院近期收治的 50 例老年股骨胫骨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患者，将其平均划分为两组，

对照组合观察组各 25 例，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的康复护理，给予观察组患者术后早期康复护理，

根据两组患者在经过手术治疗之后一年的恢复能力、行走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结果 资料表明接受了早期康复护理人员的观察组中的患者的髋关节的活动功能、行走能力、自理

能力的恢复要远高于对照组中的患者的恢复，接受早期康复护理人员的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为

96%，对照组中的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为 61%。 

 结论  

在临床治疗和护理康复的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根据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制定针对性的早期康复

护理措施，对患者进行早期的康复训练和指导，注重患者的心理护理，提高患者的心理素质、治疗

信心，及时与患者和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向患者和其家属普及护理知识，促进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

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后功能恢复。 

  
 

PO-027 

自我效能理论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李娜,刘承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出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中使用自我效能理论的效果。 

方法 方法是把抽取到的 90 例急性脑卒中患者平均分成对比和观察两组，对比组进行常规性的治疗

及护理，观察组在以上基础之上使用自我效能理论护理，之后使用简式 Fugl- Meyer 评分法对患者

的运动功能评价，以及使用 ADL 巴氏指数评定表（Barthel Index）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ADL）

进行评价。 

结果 得出的结果是观察组的自我效能感、运动功能及 ADL 评分都要比对比组的要好，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结论便是，自我效能理论能够提升急性脑卒中患者在早期康复护理中的自我效能感，树立良

好的康复治疗意志，使其运动功能有所改善，及促进患者 ADL 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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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 

小组式疼痛护理在骨科康复患者中的应用 

 
廖阳,施娟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169 

 

目的 探讨小组式疼痛护理在骨科康复患者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03 月我院骨科住院康复患者，疼痛 NRS 评分＞3 分者 97 例为

实验组，在常规疼痛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全疗程小组式疼痛护理，比较分析入院时、入院 3 周、入院

6 周及出院时的疼痛评分、止痛药使用频次、焦虑抑郁自评分、疼痛自我效能评价和生活质量 SF-

36 评分；并且回顾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我院骨科住院康复患者，疼痛 NRS 评分＞3

分者 92 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出院时的疼痛评分、疼痛自我效能评价。 

结果 实验组患者，入院 3 周、入院 6 周及出院时的疼痛评分、止痛药使用频次、焦虑抑郁自评

分、疼痛自我效能评价、生活质量 SF-36 评分，均 P＜0.05 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与对照组，出

院时疼痛评分、疼痛自我效能比较，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小组式疼痛护理有效降低或消除患者疼痛、减少止痛药物的使用，提高患者的自我认同感及生活质

量，值得在骨科康复患者中推广应用。 

 
 

PO-029 

强化护理风险管理中的细节管理在康复护理管理中的临床研究 

 
相洁,刘晓霞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强化护理风险管理中的细节管理在康复护理管理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以风险管理的细节管理前的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4 月作为对照组，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后的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的相关数据作为试验组，其措施有（1）增强细节管理,提倡以人为本的

服务理念①听取护理人员建议与意见，充分发挥他们潜能。②合理使用绩效考核增加薪酬。③及时

解决人员缺编，以防超负荷工作带来的风险。（2）加强康复护理人员安全意识的培训：组织各级

护理人员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护理执业风险防范指南》，针对我院具体情况提出防范措

施。让每位护理人员明确护理风险是可以控制并消灭的。（3）加强监管各项规章制度实施：要求

康复护士严格按标准执行，为护理工作的安全控制提供了依据。（4）加强康复护理人员安全意识

的培训：在日常护理管理中，做到年有计划、月有检查分析通报、周有安排。每月由康复中心组织

检查，关注病区、关键流程的细节质控。（5）建立完善的护理风险管理监测系统：为确保护理工

作各环节的优质高效，在质量管理上，建立了三级质控模式：院内质控小组-各科护士长—病区护

士长，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考核，使护理服务始终处在连续有效的监控之中。（6）强化护理

安全知识与专业技能培训考核：我院是以骨科为主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结合我院实际，制定了一

整套的护理文书书写规范、11 项骨科专科技术操作规范、临床工作中严格要求按规范化操作，定

期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培训考核，,不达标不上岗，仅 2012 年培训 14 次并在实施中不断总结完善。

（7）加强高危环节管理与督察：①高危科室：老年病区。②高危人群：长期卧床、危重及当日大

手术后患者。③高危时段：正常班下班以后、双休日及节假日。高危环节细节管理措施：副主任护

师每日抽考 2 个科室值班护士，对抢救柜药品、物品、仪器的使用性能掌握程度和对简易呼吸器的

使用，重点病人病情观察。高危因素细节管理措施：对水房、微波炉、电磁炉、热水器及物理治疗

仪器均有温馨提示卡等；病房的急救车有专人保管、固定放置、定期检查、定期消毒，抢救仪器、

物品随时处于完好的应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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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试验组通过实施护理风险管理中的细节管理，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社会满意度明显提

高，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护理纠纷发生率明显减低等 P<0.05。 

强化护理风险管理中的细节管理，确保疗康复护理质量安全运行。 

结论 强化护理风险管理中的细节管理，确保疗康复护理质量安全运行。 

 
 

PO-030 

1 例脊髓损伤患者间歇导尿不规律的护理体会 

 
宛鸿珊,李娟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150020 

 

目的 探讨脊髓损伤患者间歇导尿的护理方法及效果 

方法 对于我科收治的 1 例脊髓损伤患者施行间歇导尿，同时予综合康复护理，观察其护理效果的

同时，探讨其间歇导尿不规律的原因。 

结果 该例脊髓损伤患者间歇导尿不规律，与其年龄、心肺功能、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有关，针

对该类患者，采取综合康复护理，有利于病情恢复。 

结论 膀胱为椎体形囊状肌性器官，成年人的膀胱位于骨盆内，是贮存尿液的器官，一般成人的膀

胱容量为 300-500 毫升。膀胱受来自第 11、12 胸节和第 1、2 腰节的交感神经支配而储尿，受来

自第 2、3、4 骶节的副交感神经支配而排尿。该患者颈椎骨折，导致脊髓损伤，神经传导功能受

损，遂排尿障碍，需通过增加腹压或用导尿管来排空尿液。长期留置导尿不仅容易造成泌尿系感染

[4]，而且反复更换尿管易造成尿道损伤，膀胱充盈情况下施行叩击排尿易造成尿液反流。有效的间

歇导尿及护理干预，能促进患者形成自主性膀胱，减少尿路感染的发生，提高患者康复治疗的积极

性[5]。 

该患年龄大，体质弱，抵抗力差，基础疾病多，病程长，夜尿多，经济条件差，且沟通反复受阻等

情况下，留置导尿时间较长。患者平素喜欢饮用大量茶水，约 3000 毫升/日，纠正其日常习惯难度

大。加之该患膀胱平滑肌及尿道括约肌松弛，弹性差，对神经刺激反应迟钝等因素，其残余尿量

多，约 100-120 毫升。给该患者制定饮水计划难度较大。患者精神过度紧张，常常有异常尿意出

现，给综合康复护理也增加了难度。 

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的恢复需要较漫长的过程，在减少泌尿系感染、尿道损伤、肾功损伤等常见并

发症的基础上，建立自主性膀胱，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是重中之重。通过该例患者的间歇导尿过

程，笔者认为尤其要强调规范而受患者欢迎的护理方法，也就是熟练操作的同时，提高患者的满意

度 

 
 

PO-031 

Physical exercise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 by 

decreasing β-Amyloid deposition through PI3K/Akt/eNOS 

pathway in the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Zhang Liying,Hu Xiquan,Luo Jing,Li Lili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510630 

 

Objective Long-term exercise plays protective role in hypertension and Alzheimer‘s disease, 

however, no exact evidence and mechanisms on the role of exercise in hypertension induced 
Alzheimer pathology exists so f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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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d in Aβ deposition and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stroke-
prone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SHRSP). 

Methods A total of 20 three month oid SHRSP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physical exercise 

hypertensive group (PE, n=10), which was given running wheel exercise for 4 months with 
moderate intensity, and sedentary hypertensive group (SED, n=10). A total of 10 Wistar rats were 
set as normotensive group (NC, n=10), which were fed in standard cages without any special 
training exercise. The blood pressure(BP) was monitored every week. Morris maze test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cognitive function. 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after Morris water maze test to 
detect the specific marker eNOS, β-site APP-cleaving enzyme 1(BACE1)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e detected protein levels o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 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 (P<0.05) and p-Akt(ser473) by western blotting in brain cortex and hippocampus of SHR. 
The total Aβx-42 was quantified by ELISA, using the colorimetric Beta Mark Aβx-42 ELISA kit in 
brain cortex and hippocampus of SHRSP. All data were presented as mean ± SD. Results of BP 
and escape latency were compared using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Results of time spent in 
the target quadrant, number of platform cross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ELISA were analyzed 
using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Bonferroni test among three groups or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for 2-group comparisons. 

Results BP in PE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SED (P<0.05), but higher than that in NC(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3-month old WKY and 3-month old SHRSP in Morris 
water maze test. Water maze performance in PE is better than that in SED 7-month old SHR 
(P<0.05). The hypertensive challenge had an effect on eNOS down-regulation (P<0.05),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APP) (P<0.05) and β-secretase(BACE1) (P<0.05) up-regulation, Aβ deposition 
(P<0.05) in cortex and hippocampus, leading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16-week exercise 
promoted eNOS expression and meliorated Alzheimer pathology, as showed by improving 
cognitive impairment(P<0.05), decreasing APP(P<0.05), BACE1(P<0.05), Aβ(P<0.05 deposition 
in 7-month SHRSP). We further found protein levels of IGF-1 (P<0.05), PI3K (P<0.05) and p-
Akt(ser473) (P<0.05) decreased, and long-term exercise enhanced expression of IGF-1(P<0.05) 
and PI3K(P<0.05)/p-Akt(ser473) (P<0.05) in brain cortex and hippocampus of SHRSP. 

Conclusions eNOS promoted by long-term exercise in brain was crucial to prevent hypertension-

induced Alzheimer patholog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suggesting that long-term exercise 
starting at young age may delay the onset of vascular-related Alzheimer. 
 
 

PO-032 

The effect of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th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valve replacement 

 
wu xiaoqing,Zhang Lu,Hao Yan,Liu Xiaojie,Bian Renxiu,Li Jianhua 

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310016 

 

Objective Purpose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R) have been challenged in 

recent years and there is now a ne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urrent CR program, delivered in th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RHD) still benefit patients. RHD remains a significant worldwide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ur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program on th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patients after valve replacement.  

Methods Subjects and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mean age 

53.26±1.89, 30 males, 30 females) at our hospital from 2012 to 2016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e randomly divided the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group) 
and group B (control group) before valve replacement.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educated with 
diaphragmatic breathing, cough exercise, incentive spirometry training, physical exercises, notice 
and etc. at the day before surgery. In addition, the CR group patients (group A) did respi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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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cough and physical exercise guided with therapist every day after surgery until discharge. 
However, the patients in group B did these exercises that they had been educated before surgery 
by themselves as possible as they could after surgery. Distance of 6MWT, the score of Borg were 
measured before surgery and the day of discharge, except that, hospital stays (d) and ICU stays 
(h) were measured in both group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earl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these 
patients.  

Results Results   The distance of 6MWT were increased at the day on discharge after surgery 

in both groups, and the distance of group A (486.00±55.86m)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group 
B (273.00±46.78m)(p<0.01). Compared to pre-operation, both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reduced 
scores after 6MWT at the day on discharge,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 in group A 
(p<0.01). Furthermore, between two groups, group A showed a significantly bigger reduce of 
Borg score after 6MWT at the day on discharge compared with group B (group A=12.83±2.13, 
group B=16.22±1.99, 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of the stays in ICU after 
surgery between two groups (group A=33.67±3.25h , group B=40.33±4.58h, p>0.05). However, 
the time of hospital stays in group A (24.78±0.63d)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group B 
(36.43±1.99d)(p<0.01). 

Conclusions Conclusion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role of early exercise-based CR in the 

effects of RHD patients after valve replacement with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ffect of these interventions in exercise-based 
CR with RHD patients.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inform and assist in further treatment in 
secondary pre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O-033 

Upregulation of NLRP1 Inflammasome by STAT3 Activation 

and STAT3-dependent Histone Acetylation in DRG 

Contributes to Painful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duced by 

Bortezomib 

 
Liu Cuicui,Huang Zhuxi,Zhang Subo,Zheng Yaochao,Zhang Xinsheng,Ruan Yuting,Wu Shaoling,Ma Chao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510080 

 

Objective Bortezomib (BTZ) is the frontline chemotherapeutic drug for multiple myeloma. 

However, BTZ carries a severe side effect of painful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CIPN), which severely affects basic activities in daily life of patients. With the current 
lack of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 in BTZ CIPN, there are no well-established treatments to 
prevent or minimize this side effect, which hampered the widespread clinical use of BTZ. 

Methods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220–250g) and STAT3flox/flox mice (ID: 016923) were used. 

Von Frey test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pain behavior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BTZ 
treatment.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mRNA. 
Western blot showed the expression amount of protein. Immunohistochemistry revealed the 
location of the protein, and ChIP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binding sites 
between transcription factor and promoter . 

Results Behavioral test show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BTZ significantly induce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 rats.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nucleotide 
binding and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containing 1(nlrp1) was 
exclusively located in IB4 and NF200 positive dorsal root ganglion(DRG) neurons. In addition, we 
also found that systemic administration of BTZ for consecutive 5 days significantly induced the 
activation of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 in DRG neurons of rats. 
Inhibition of STAT3 activity by S3I-201 reduced the upregulation of nlrp1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in DRG and mechanical allodynia induced by BTZ treatment. Furthermor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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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ckdown of STAT3 by injection of AAV-Cre-GFP in STAT3
flox/flox

 mic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TZ-induced upregulation of nlrp1 protein in DRG.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STAT3 were colocalized with nlrp1-positive cells in DRG.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ChIP assay in vivo indicated that p-STAT3 might be essential for BTZ-induced nlrp1 

upregulation via binding directly to the specific position of the nlrp1 promoter. In addition, 

western blot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global acetylation of histone (H3) and histone 4 (H4)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DRG following BTZ treatment. ChIP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 level of H3 and H4 acetylation on the nlrp1 gene promoter were increased after BTZ 

treatment. Inhibition of the STAT3 activity or local knockdown of STAT3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upregulated H3 and H4 acetylation induced by BTZ treatment.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TZ treatment induces upregulation of nlrp1 in DRG via 
activating STAT3 and enhancing the binding of STAT3 with nlrp1 gene promoter and the H3 and 

H4 acetylation at the nlrp1 gene promoter, thus contributes to the painful peripheral neuropathy. 

 
 

PO-034 

rTMS to promote FES  by  cAMP/PKA-MAPK-BDNF-CREB pathway 

mediated activity-dependent motor plasticity in vascular 

dementia 

 
Lin Yangyang

1
,Dong Juntao

2
,Yan Tiebin

2
 

1.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Our team has demonstrated that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ES) as beneficial 

effects on the cognition of vascular dementia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suppression of LTP after 
stroke.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FES is limited and slow with long treatment period. One of 
the reasons is viable neurons become dormant (down-regulated).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known depressant effects of low-frequency rTMS can be increased and prolonged by preceding it 
with 6-Hz priming stimulation. Also, rTMS combined with motor learning training could promote 
hand recovery in stroke. That is because of Metaplasticity, the plasticity of synaptic plasticity, is 
thought to have a pivotal role in activity-dependent modulation of synaptic connectivity, which 
underlies learning and memory. If primly week and tetanic stimulation can increase the induction 
of LTP. LTP is one form of synaptic plasticity, whose expression requires repeated intense 
synaptic stimulation that engages 2-amino-3-hydroxy-5-methylisoxazole-4-propionic acid (AMPA) 
receptors (GluR) and N-methyl D-aspartate (NMDA) receptors and Mice overexpressing the 
NMDA receptor exhibited superior learning and mem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priming 
25Hz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uld enhance the facility effect of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n vascular dementia and study its molecular mechanism. We hypothesized that 
rTMS might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of FES and further shorten the treatment period of FE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ra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via the pathway of cAMP/PKA-
MAPK-BDNF-CREB pathway which maintains phase of LTP.  

Methods In this study,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he sham, VaD, FES, rTMS, 

FES+rTMS groups. 2VO surgery (with the bilateral common carotid arteries occluded) was 
performed. The sham group rats received the sam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with no artery 
occlusion. Electrode-implantation was executed in the I-Ex group. Briefly, one end of the wire was 
implanted with the insulation stripped off and looped them around the bellies and tendons of 
extensor digitorum communis muscle (EDC) and extensor carpi radialis muscle (ECR), and the 
other end was pierced through the skin of dorsal neck and connected to a stimulator (S8800 
Stimulator, Astro-Med, USA). 1 week after 2VO surgery, rats in FES group were stimulated by 
FES for 2 weeks. Then in the FES + rTMS group, rTMS (conductive shielding plate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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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cy of rTMS position) will be used prior to FE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rats will 
be assessed in aspects of NOR test. The changes of protein expression associated cAMP/PKA-
MAPK-BDNF-CREB signaling pathways in the maintain phase of LTP was measured. 

Results We found both FES and FES+rTMS groups showed recovery of cognitive performance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FES and FES+rTMS groups. Interestingly, 
FES+rTMS group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evels of BDNF, pautophosphorylated CaMKII, ERK1/2 
and CREB compared with FES group.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dentified rTMS preceding FES on the both upper limbs of 

rats with ischemic stroke may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FES, shorten treatment duration and 
enhance neurorehabilitation. 
 
 

PO-035 

台湾护理之家发展概况及对我国大陆养老服务的启示 

 
刘远文,潘翠环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本文阐述台湾地区护理之家的发展概况、台中颐园护理之家的经营模式，希望对我国大陆养

老服务体系的完善有所启示。 

方法 笔者赴台参观考察了台中的颐园护理之家（社区养老），与台湾地区研究养老产业的从业者

和专业学者进行了交流探讨，并整理归纳台湾当地养老服务业的概况。 

 结果 台湾地区应对老龄化、培育养老产业的经验和教训，对大陆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结论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不可避免的一项重大挑战，养老服务业的良好发展，离不

开政府的支持与鼓励，离不开不同专业团队间的共同努力与合作，更需要年长者及家属的积极参与

和配合。通过本次赴台学习考察，我们实地总结了台湾护理之家的养老实践经验，同时学习了台湾

养老服务产业的优势。我们应根据国情，取长补短，合理借鉴台湾养老产业的实践经验，一起为弱

势的年老者的权益和更好的生活品质而共同努力。 

 
 

PO-036 

家庭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程明高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研究和探讨家庭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了自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接受康复训练的脑瘫患儿共 96 例，根据接受康

复训练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共 41 例，予以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共 55 例，在常

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另予以家庭康复训练。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和训练 5 个月后粗大运动功能量

表的评分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评分。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前粗大运动功能量表评分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接受相应康复训练 5 个月后，观察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量表评分和日常生活能力

评分均有显著升高（P<0.05），而对照组患儿的两项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所提高，但不存在显著统

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家庭康复训练能过有效改善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值得在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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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注意障碍的影响 

 
胡雪艳

1
,张通

1,2
,刘丽旭

1,2
,何静杰

1,2
,刘平

1,2
,杨宇琦

1,2
,毕晓辉

1,2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目的 探讨高频 rTMS 刺激左侧前额叶对脑损伤后注意障碍患者的影响。 

方法 选取 60 例脑损伤后注意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20 例）、认知训练组（20 例）、

rTMS 组（20 例）。rTMS 组治疗强度采用健侧肢体运动诱发电位阈值的 110%，刺激频率 5Hz，

每日治疗约 20 分钟 ,每周治疗 5 次，治疗 4 周,一共进行 20 次。刺激位点为左侧前额叶。所有患

者在研究开始及 4 周后进行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定(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和

洛文斯顿认知成套测验(the Loewenstein Occupational Therapy Cognitive Assessment Battery, 

LOTCA)，记录 MoCA 注意评分及训练前后差值、LOTCA 注意评分及训练前后差值、两项测验注

意评分总和差值，以及 MoCA 和 LOTCA 总分。 

结果 3 组训练前的基线数据经统计学检验，训练前的 LOTCA 注意评分、MoCA 注意评分、两项

测验注意评分总和、MoCA 和 LOTCA 总分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复查，rTMS 组和

认知训练组治疗前后各项成绩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LOTCA 注意评分无

变化，其他成绩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o-font-kerning:1.0000pt;" >，记录 MoCA 注意评分及训练前后差值、LOTCA 注意评分及训练前后

差值、两项测验注意评分总和差值，以及 MoCA 和 LOTCA 总分。 

结论 经 rTMS 训练，除注意功能改善外，其他认知功能成绩亦有提高，该结果证实注意功能改善

将会为其他认知功能进步提供必要的基础和可能性。 

s';font-family:宋体 ;line-height:150%;font-s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后复查，

rTMS 组和认知训练组治疗前后各项成绩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LOTCA

注意评分无变化，其他成绩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o-font-kerning:1.0000pt;" >，记录 MoCA 

注意评分及训练前后差值、LOTCA 注意评分及训练前后差值、两项测验注意评分总和差值，以及

MoCA 和 LOTCA 总分。 

 
 

PO-038 

重症手足口病并昏迷无自主呼吸儿童的早期康复促醒治疗 

 
高琦,常建洛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重症手足口病来势汹涌，损伤大脑，殃及患儿生命。在抢救中加入中医方法能使患儿尽早苏

醒。我们的治疗显示 p =0.029 <0.05。有显著意义。这或许能给深度昏迷的患儿增加一个苏醒的途

径。 

 方法 一般资料：凡在我院 PICU 住院抢救的重症手足口病昏迷患儿伴不能撤机或无咳嗽反射、无

自主呼吸者。共 61 例，接受康复治疗的为治疗组 38 例，对照组 33 例。其中男 38 例，女 33 例，

平均年龄 2.5 岁，最大 5 岁 5 月，最小 1 岁。不接受康复治疗或仅做 1-2 次康复治疗就退出的为对

照组。 

方法：针刺促醒。 

处方：百会透前顶、列缺透太渊、天突、膻中、关元、尺泽、气海、足三里、照海、肺俞、心俞、

膈俞、膏肓。 

耳针：肾上腺、交感、皮质下、神门、肺、心、脑干。 

加电针仪加重剌激，30 分钟/次，1 次/日 

方义：醒脑开窍，回阳救逆，补益心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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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组 38 例重症手足口患儿中 35 例 经针剌治疗年成功撤机，3 例撤机未成功其中 2 例放弃

治疗出院，1 例死亡。总有效率 92.11%。其中最快的针刺治疗 2 天后成功撤机，最迟的 10 天后成

功撤机。平均针刺治疗 4.5 天成功撤机。对照组 33 例中死亡 2 例，放弃治疗 2 例，转院 5 例，撤

机成功 23 例。总有效率 72.72% 

p =0.029 <0.05。有显著意义。 

 结论 ―十 二经脉皆入脑‖、， ―针灸瑜穴产生的 信 号 可 传 人 脑‖、― 针 刺瑜穴时激发脑内各级神

经元放 电‖。据此，可认为，365 穴、十四正经的针剌治疗均可增加脑循环血流量、改善微循环，

促进血流变学改变，激发脑细胞的放电并恢复神经细胞团核的功能，进而恢复大脑的功能。而

HFMD 是一种 5 岁以下儿童常见的病毒性传染病，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重症中尤以 EV71 为多，

除发热和皮疹外，常累及中枢神经系统而致昏迷、无自主呼吸、无咳嗽反射等症状，多次撤机试验

失败。我们在病程的这一阶段结合中医的针刺治疗后，使 80%余的患儿都能成功撤机，不仅缩短

了待机时间,减少了患儿的病痛，同时也减轻了患儿的住院医疗费用。特写出来，供同道斧正提

高。 

  
 

PO-039 

膝关节周围骨折后末端强化训练对步行能力的影响 

 
郑栋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观察膝关节周围骨折后对腘绳肌和股四头肌进行末端强化性训练对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3 月~2016 年 11 月就诊于我科的 100 例膝关节周围骨折术后患者作为观察对

象，入选标准：①患者皆为膝关节周围骨折；②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膝关节活动范围受限；③膝关

节稳定性不足；④股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 0～4 级，感觉消失或减退；⑤发病时间在 35~100 天。

其中男 65 例，女 35 例；年龄 14～61 岁，平均年龄(37.3±7.1)岁；平均病程(55．4±9．4)d；⑥损

伤部位：股骨骨折 47 例，胫骨骨折 31 例，髌骨骨折 22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平均分为对照组与观

察组，每组各 50 例，2 组年龄、性别、病程等无显著差异(P>0．05)。2 组患者在入院后均进行基

础的康复药物治疗，并实施常规康复治疗和训练,包括蜡疗、温热磁振疗法、中频电刺激、超声波

治疗等以及膝关节被动活动、髌骨被动活动、关节松动技术、膝关节周围肌群肌力训练、髋周及踝

关节周围肌群肌力训练等。对观察组患者采取膝关节屈伸 ROM 主动活动末端等张肌力强化训练，

对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的全范围等张肌力训练。2 组患者每天康复训练 1 次，每次治疗时间

30min，治疗 2 周后，采用 6min 步行速度、Holden 步行能力测试、10m 步行速度试验观察训练

前、后步行能力。 

 结果 在肌力训练过程中，运动单位募集到的肌纤维越多则肌力就越大，常规训练到末端时强度已

经开始弱化，从而导致患者行走过程中末端控制较差。通过观察发现对照组有 31 人步行能力明显

改善，临床变化占 62%，而观察组有 44 人步行能力明显改善，临床变化占 88%。在治疗前 2 组患

者的评估数据无明显差异（p<0.05） ，在治疗 2 周后 2 组患者的评估数据都得到了改善，且观察

组要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股四头肌和腘绳肌在膝关节活动中既相互协同也互为拮抗，共同维持髌骨的正常轨迹，形成

髌骨关节动力性的稳定性因素。其末端收缩最晚也是肌力最弱的环节，在受到手术或制动因素后，

很容易产生废用性萎缩，导致肌力下降，使髌骨的力量失衡，出现一系列并发症，影响人体的正常

活动功能。尤其是在下肢处于负重或者进行行走活动时，出现更为明显的髌骨动力性不稳定，严重

时还会出现髌骨外侧倾斜或者半脱位。通过观察证明，在对腘绳肌和股四头肌进行活动末端强化性

训练可以更好的提高膝关节的稳定性，改善膝关节周围骨折后步行能力。 

 
 

PO-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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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闭链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肌肉功能及步行能力的

影响 

 
张学慧,邵静雯,张弛,孙丹,顾浩,毕霞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200135 

 

目的 观察下肢闭链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肌肉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 60 例初次发病的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采用 Bobath 为主的神经发育疗法，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偏瘫下肢闭链肌力训练，

训练模式为普通等速离心/离心模式，连续治疗 8 周，每周治疗 3 次。治疗前后分别采用等速肌力

测试训练仪的峰力矩（peak torque,PT）、相对峰力矩（peak torque/body weight,PT/BW）、屈膝

肌峰力矩与伸膝肌峰力矩比值（Hamstring/quadriceps ,H/Q）、总功率（total work,TW）、平均功

率（average power,AP）对患肢肌肉功能情况进行分析；利用 30CST（30s Chair-Stand Test）、

TUG（Time-Up-and-Go）评价患者步态、步行能力。 

结果 连续训练 8 周后， 2 组患者膝关节伸屈肌肌肉功能评定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

＝，相比对照组，治疗组提高更明显(P＜0.05)。TUG 结果提示两种治疗方式都可以改进患者步行

能力(P＜0.05)，但治疗组效果更明显(P＜0.05)。 30CST 结果显示，两种治疗方式在治疗后都无明

显改变(P＞0.05). 

结论 采用闭链肌力训练方式能明显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下肢肌肉功能和步行能力，是脑卒中患者

康复治疗的新选择。 

 
 

PO-041 

血友病性关节病康复治疗的初步研究 

 
汪承凤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初步评价综合康复治疗轻中度血友病性关节疾病（肘、膝、踝关节）的疗效，为我省血友病

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门诊就诊并确诊为血友病

性关节疾病的 3-18 岁患者共 60 例（均未施行手术治疗），随机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各 30 例，在

血液科医师、骨科医师、康复科医师、康复治疗师及护士的共同参与下，予实验组制定规范综合康

复治疗方案的同时予专业指导自我训练，对照组仅予专业指导自我训练，使用中文版血友病关节健

康评估表（HJHS）2.1 版和改良 bathel 指数量表分别于康复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后进行评价患者

双肘、双膝、双踝、肌肉萎缩程度的健康状况、步态及日常生活能力，对其评定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实验组及对照组患者经康复治疗后其受累病变关节的关节肿胀、受累肌肉萎缩程度、关节活

动度、关节摩擦音、关节疼痛、步态评分均提高。其相关结论实验组提高优于对照组，对照组较前

功能评价都有不同程度提升；HJHS2.1 中关节肿胀、受累肌肉萎缩程度、关节活动度、关节摩擦

音、关节疼痛、步态评分均较康复治疗前降低，降低对照组明显；其步态较康复治疗前改善，实验

组优于对照组；其日常生活能力较康复治疗前两组均提高，实验组提高优于对照组。 

结论 血友病儿童关节受累常见，步态异常常见，施行综合康复治疗能有效改善血友病性关节疾病

患者的关节肿胀、受累肌肉萎缩程度、关节活动度、关节摩擦音、关节疼痛及步态功能，有效的提

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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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2 

瑞士球训练治疗下背痛患者后表面肌电信号变化 

 
王泽熙,姜贵云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067000 

 

目的 研究下背痛患者经过瑞士球训练治疗前后腰部竖脊肌、多裂肌的表面肌电信号变化。客观反

应瑞士球训练治疗后腰部核心肌群的肌电水平及疲劳程度。  

方法 选取经询问病史、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确诊为下背痛患者 25 例，男性 10 例，女性 15

例；其中左侧疼痛者 6 例，右侧疼痛者 4 例，双侧疼痛者 15 例（以右侧明显者 5 例，以左侧明显

者 10 例），年龄（44.84±11.14）岁；身高（165.68±8.36）cm；体重（62.84±5.67）kg；病程

（21.32±9.78）月，均为右利手；在治疗前，详细告知患者治疗过程、实验方法，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给予每周 5 次，持续 3 周的瑞士球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腰部两侧竖脊肌与多裂肌

的肌电信号，取时域指标：均方根值（RMS）和频域指标：中位频率（MF）。 

结果 治疗前腰部两侧竖脊肌、多裂肌时域指标 RMS、频域指标 MF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下背痛患者腰部痛侧核心肌群收缩能力减低，疲劳度增加。治疗后竖脊肌、多

裂肌痛侧时域指标 RMS（分别为 18.14±3.33、17.42±3.71）较治疗前增高；痛侧频域指标 MF 较

治疗前下降（分别为 91.59±11.36、95.38±15.7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患

者腰部肌肉收缩能力较前增加，疲劳程度较前改善。 

结论 瑞士球训练治疗后，下背痛患者痛侧竖脊肌、多裂肌收缩能力较前增强，疲劳度较前下降，

核心肌群稳定性明显增加。有效的缓解了疼痛，增加了脊柱的稳定性，下一步将逐渐增加随访次数

和对照组，完善深入临床研究。 

 
 

PO-043 

新型可穿戴康复设备在前叉韧带重建术后的应用 

 
郑娅,张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 研究基于移动互联和生物传感技术的骨科康复产品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中的临床

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2016 年 12 月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外科接受单侧前交叉韧带重

建术的患者 8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试验组术后出院由康复

科医生通过骨科康复产品指导患者实施康复治疗；对照组仅术后出院给予康复计划及指导。每两周

门诊复查，至术后 3 个月。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术后 1 个月、3 个月的膝关节活动度、KT-1000 值、

Lysholm 评分与国际膝关节文献委员会膝关节评估表(IKDC)评分及膝关节本体感觉评定。 

结果 术后 1 个月试验组患者主动关节活动度差值、KT-1000 值和本体感觉运动位置觉差值分别为

（15.99±2.03）、（0.86±0.21）和（0.50±0.19），均分别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0.07±2.01）、

（1.03±0.20）和（0.83±0.34)，IKDC 评分（54.75±6.01）显著高于对照组(44.66±6.60)，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Ρ<0.05），而 Lysholm 评分和被动关节活动度差值未见统计学差异

（Ρ>0.05)；术后 3 个月试验组患者主动关节活动度差值（7.59±1.43）、被动关节活动度

（7.54±1.71）、KT-1000 值（1.43±0.27）和本体感觉运动位置觉差值（0.20±0.09）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IKDC 评分（66.26±4.85）和 Lysholm 评分（1.43±0.27）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Ρ<0.05）。 

结论 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通过基于移动互联和生物传感技术的骨科康复产品进行康复训

练，能够有效地恢复膝关节的稳定性及改善膝关节功能，促进本体感觉的恢复，从而大大增加康复

疗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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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 

脑卒中下肢肌肉痉挛患者不同收缩状态下的表面肌电特征分析 

 
汪菲

1
,李建华

2
 

1.杭州市中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腓肠肌进行改良 Ashworth 评估的同时，运用 sEMG 评估技术分别记录

腓肠肌内、外侧头在静息状态、最大等长收缩、被动牵伸三种状态下的表面肌电信号，探讨两者在

不同状态下表面肌电信号与 MAS 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探讨哪种评估状态最佳。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连续选择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选取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住院的脑卒中患者 30 例，包括脑出血和脑梗塞患者，其中性别、年龄不

限。同一测试人员对 30 例脑卒中下肢肌肉痉挛（BrunnstromⅣ期）的患者，对偏瘫患者的腓肠肌

进行 MAS 评估的同时，用表面肌电分析仪分别记录在静息状态、最大等长收缩、被动牵伸三种不

同状态下偏瘫侧腓肠肌内、外侧头的表面肌电信号。 

结果 （1）对于 BrunnstrumⅣ期患者，经 Spearman 相关分析，静息状态：腓肠肌内侧头

（ r=0.861）、外侧头（ r=0.845）的 AEMG 与 MAS 相关，内侧头（ r=0.877）、外侧头

（r=0.869）的 RMS 与 MAS 相关；最大等长收缩状态：内侧头（r=0.175）、外侧头（r=0.021）

的 AEMG 与 MAS 不相关，内侧头（r=0.451）、外侧头（r=0.545）的 RMS 与 MAS 相关；被动

牵伸状态：内侧头（ r=0.912 ）、外侧头（ r=0.894 ）的 AEMG 与 MAS 相关，内侧头

（r=0.852）、外侧头（r=0.854）的 RMS 与 MAS 相关。2）对 30 例受试者做等效性分析

（α=0.05），静息状态、被动牵伸状态：腓肠肌内、外侧头 AEMG、RMS 均随 MAS 的增高而增

大，最大等长收缩状态 AEMG、RMS 均不随 MAS 的增高而增大。 

结论 1、静息状态、被动牵伸状态：腓肠肌内、外侧头的表面肌电信号都与 MAS 呈显著正相关，

其中内侧头的表面肌电信号与 MAS 相关性更高；最大等长收缩状态腓肠肌内、外侧头 AEMG 值与

MAS 之间无相关性，RMS 与 MAS 呈正相关，但相关程度一般。康复训练及肉毒毒素治疗下肢腓

肠肌痉挛以内侧头为侧重。2、静息状态、被动牵伸状态：腓肠肌内、外侧头的表面肌电信号都与

MAS 呈显著正相关，且被动牵伸下相关程度更强，因此痉挛评估以被动牵伸效果最佳；3、sEMG

能检测腓肠肌静息及被动牵伸时的肌电活动，对临床肌张力评估和痉挛的治疗提供量化的参考， 

AEMG、RMS 值均可以作为评估肌张力的量化指标。 

 
 

PO-045 

生酮饮食对急性大鼠脊髓损伤神经保护效应的实验研究 

 
谭波涛

1
,蒋辉

2
,刘捷

3
,Wolfram Tetzlaff

3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3.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目的 观察酮盐灌胃联合生酮饮食对大鼠急性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的治疗作用。 

方法 采用 ICORD 自制打击器制备大鼠 C5 脊髓半侧挫裂伤模型，然后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接受

酮盐（Ketone-Sodium）径口灌胃和生酮饮食（Ketogenic Diet）治疗，对照组接受生理盐水灌胃

及普通饮食治疗。使用圆筒攀爬试验（Rearing Cylinder）和厢式食物抓取实验（Stair case pellets 

reaching tests）观察大鼠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情况；连续冰冻切片 β-tubulinIII 及 MBP 双重免疫荧

光染色观察脊髓特定解剖区域的轴突数量；EC 染色观察损伤节段的组织保留情况；NeuN 染色分

析生酮饮食治疗对神经元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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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酮盐灌胃联合生酮饮食能快速提高大鼠血清酮体（β 羟丁酸）含量，动物对损伤侧上肢的使

用意愿和食物小丸的抓取成功率在 SCI 后三天显著下降，之后有所回升，但治疗组大鼠的恢复更为

明显，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at 2w, 4w, 6w）；治疗组大鼠的轴突指数和有髓轴

突指数在背侧皮质脊髓束明显较对照组多（均 P < 0.05）;EC 染色分析残留组织范围，NeuN 染色

分析损伤侧神经元指数未见两组大鼠有明显区别（P > 0.05）。 

结论 酮盐灌胃联合生酮饮食干预能快速提高体内血清酮体水平，并对大鼠急性脊髓损伤产生神经

保护作用，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 

 
 

PO-046 

阶段化角度牵引治疗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观察 

 
高强,高伟鹏 ,郑遵成 ,陈义乾,闫平平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临床常见病，尤其以 45-75 岁中老年人高发，近年来逐渐呈现年轻化趋

势。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由于病程长，症状重，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我科根据

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角度牵引，治疗此类疾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本研

究针对急性期、缓解期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采用阶段化角度牵引的治疗方案，观察阶段化

角度牵引治疗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52 例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采用阶段化角度牵引治疗方案（即发病急性期采用床边仰卧

前屈位牵引，症状缓解期根据患者根性症状变化，逐渐减少前屈角度），男 23 例，女 29 例；年龄

41～75 岁，平均 56 岁。分别于治疗后即刻、2 周、6 月后采用颈椎疼痛积分、JOA 评分进行疗效

评价 

结果 经过首次牵引疼痛能即刻缓解，治疗以 2 周持续牵引，第二周疼痛评分、JOA 评分明显改

善，治疗前后差异有显著性(P<0．05)。6 个月随访期间症状继续缓解，治疗过程中未出现脊髓神

经损伤等并发症。 

结论 对于中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不同阶段，急性期采取仰卧前屈位牵引能够针对根管狭窄的病理

基础，控制机械压迫，达到迅速缓解疼痛的目的；缓解期神经根型颈椎病病人，采用逐渐减少前屈

角度的牵引方法，逐渐向恢复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的牵引角度靠拢，在缓解病人疾病的同时，一定

程度上恢复患者颈椎屈度，从而减少疾病的复发，改善患者的生活状况，对临床颈椎病治疗方案的

选择有着重要意义。 

 
 

PO-047 

基于表面肌电信号变化评价冲击波联合综合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临床疗效 

 
冯小军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3601 

 

目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指腰椎间盘退变后凸或破裂，压迫刺激脊神经根或马尾神 经，引起腰背痛、

坐骨神经痛、间歇性跛行、麻木、肌肉痉挛、肌肉瘫痪、马尾综合征及骶尾部疼痛等临床表现。腰

椎间盘突出症的确切原因尚无明确定论，与脊柱结构异常、生理退变、种族、职业及外伤、劳损、

妊娠等因素有关。随着社会坐位工作时间延长，其他体位活动的减少，椎旁肌力量、协调性下降，

椎间关节韧带松弛，椎间盘退变增快，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率逐渐增高。本文采用应用冲击波联合

传统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DH)，采用表面肌电图分析患者腰部肌肉生物力学特性，并对其

疗效进行全面评价。探究表面肌电与临床症状和疗效之间的相关性，为综合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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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疗效评价寻找新参考指标。同时观察体外冲击波疗法 （extrae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ESWT）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 

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住院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治疗组采用冲击波

联合综合康复治疗，1 周 2 次，共 4 次；对照组单纯采用综合康复治疗。观察治疗前后数字疼痛量

表（NRS）评分、直腿抬高角度（ASLR）和 Oswestry 功能障碍评分，应用表面肌电图采集患者

治疗前后表面肌电信号，计算并比较治疗前后的平均肌电波幅  (AEMG)、中位频率的斜率

（MFs) 、FER (屈曲伸直比)和平均功率频率（MPF)。 

结果 治疗后 NRS 评分减低，ASLR、Oswestry 功能障碍评分、AEMG 和 MPF 增加，FER (屈曲

伸直比)、MFs 绝对值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 

结论 冲击波联合综合康复治疗能显著缓解 LDH 患者腰部肌肉的肌力、肌张力和肌肉疲劳程度，改

善 LDH 患者腰背伸肌群失衡状态，从而有利于恢复 LDH 患者腰背伸肌的生物力学特性，临床疗效

显著；治疗前后表面肌电指标 FER、MFs 改善和 ASLR、NRS、Oswestry 功能障碍评分改善之间

相关性显著。FER 和 MFs 有望成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评价敏感量化客观评价的参考指标；表面

肌电测量有望成为康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评价客观、敏感、量化的参考指标。 

 
 

PO-048 

从学员及其家人的角度看引导式教育 

 
陈玲 

辽宁省残疾人康复中心 110010 

 

目的 通过对近 9 年来我康复中心引导式教育学员及家长进行的调查，以他们的视角对引导式教育

作出剖析并与各位同行分享，以期更好的为各地开展引导式教育培训提供经验。 

方法 随着引导式教育（Conductive Education,CE）的理念开始传入中国
[1]
，CE 已经被很多国内

康复界人士所了解和接受。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如能进行大范围的人员培训和家

长教育、会使更多的儿童和成人受益。那么现有学员及家长对 CE 的看法即从学员及其家人的角度

看 CE 就显得尤为重要。我院从 2007 年开始作为长江新里程项目二期子项目——开展脑瘫儿童 CE

训练的全国首批七个试点康复医疗机构之一，派出专业人员参加了在香港和内地举办的多次 CE 技

术培训，并率先开展了脑瘫儿童 CE 训练项目。9 年来，相继为各市、县培训学员 600 余人，培训

脑瘫儿童家长 346 人，期间，我们对参与 CE 的学员及家长进行了调查，现以他们的视角对 CE 作

如下剖析，希望与各位同行分享，以更好的为各地开展 CE 培训提供经验。 

结果 （一）从学员的角度看 CE：1、家长参与 CE 的重要性；2、对引导员在 CE 中所担任的角色

的认识：①保持微笑和幽默很重要。②在培训流程中引导员还应承担的任务：耐心的解释工作很重

要；安排家长参与 CE 训练；疗程结束后对训练内容、日常护理、营养保健逐一宣传教育，建议家

属购买或制作训练所需的设备，从而让孩子在家中继续得到康复治疗。③对脑瘫患儿及家长要加强

心理疏导。（二）从家长的角度看引导式教育。家长普遍认为 CE 采用的方式以主动训练为主，缺

乏被动的训练。因此，家长更喜欢采取主动、被动训练及综合康复的方法。因此，我们做到如下几

点尤为重要：①家长的早期参与。②家长要与引导员互动良好。③充分的理解和了解家长的期望和

心态。 

结论 近年来我中心对小儿脑瘫及家属实施健康教育的工作实践，采用正确的教育方法，选择适宜

的教育时期及制定适合病情各阶段的全面教育内容，最终使家属及患儿增加了战胜疾病信心，积极

治疗。多数家长基本掌握了家庭康复训练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从而保证了患儿在家进行康复的质

量，多数患儿通过家庭康复训练，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使患儿达到最佳的

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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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9 

由脑出血所致的他人手综合征 1 例临床报道 

 
李德岩,王宇 

芜湖市第五医院（原:芜湖铁路医院) 241000 

 

目的 他人手综合征(Alien hand syndrome)在我国报道较少。现报道 1 例继发于脑出血的他人手综

合征并对此作简要讨论。 

结论 他人手综合征是患者一侧手的自己所属感消失的现象，似不受自己意志控制，往往与患者本

人的动机与行为相违乃至对抗。有学者报道曾有患者用右手握住左手，却说：把手拿开，不要防碍

我穿衣，或患者觉得一个手或腿有自己独立的―生命‖，一般仅为单侧,体检时可观察到自主运动甚至

不自主的抓住物体，或令患者健肢执行操作任务转移其注意力而观察患肢的异常表现
[1]
。 

1991 年，Della Sala 等提出将 AHS 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由胼胝体病变所引起，表现急促而

短暂，另一种为更为常见的慢性类型,由胼胝体和前额叶的病变共同引起。之后，Feinberg 等对报

道的 20 例 AHS 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神经解剖学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并把 AHS 分为两种独特的类

型：分别为―前‖型和―胼胝体‖型 AHS。前者因优势半球的辅助运动区、带状前回以及前额中叶皮质

和胼胝体前部的病变而命名。症状多发生于优势手,突出的运动异常主要包括反身抓握、摸索以及

强迫性工具操作。后者仅有胼胝体的病变,主要特点是双手间冲突对抗，通常累及非利手
[2][3][4]

。本

病例有典型的他人手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同时伴有额叶损伤症状，可认定为―前‖型 AHS。本病例经

营养神经药物治疗，认知治疗、作业治疗、协调性运动训练等康复治疗 2 周余，症状较前有所改

善。 

 
 

PO-050 

帕金森病患者坐站起立试验下大腿肌群表面肌电图信号特征研究 

 
廖志平,李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 观察帕金森病（PD）患者坐站起立试验过程中下肢肌群表面肌电（sEMG）信号变化特征，

为 PD 患者坐站过程中预防跌倒提供电生理理论基础。 

方法 选取 20 例健康同龄成年人（正常组）与 20 例 PD 患者（患者组），对两组受试者行坐站起

立试验时的股直肌与股二头肌 sEMG 信号参数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①正常组双侧股直肌、股二头肌以及股二头肌拮抗比配对比较各项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患者组―健侧‖股直肌 AEMG 值对比严重侧及正常组双侧股直肌增高（P<0.05）；②两组

受试者组间比较，坐站过程中，严重侧股二头肌拮抗比高于正常对照组左侧（P<0.05），而右侧

未见统计学意义（t=-1.86,P=0.122）。 

结论 PD 患者存在坐站困难考虑以屈肌的协同作用导致，提示康复训练应以抑制屈肌的收缩为主。 

 
 

PO-051 

脑瘫患儿流涎情况及其与吞咽障碍和粗大运动功能水平的关系 

 
王利江,侯梅,刘秋燕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脑瘫患儿流涎症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及其与口运动评分、吞咽障碍评分和粗大

运动功能分级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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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流涎严重程度评估（the Drooling Severity Scale）对 2013 年 7 月～2016 年 7 月在青岛

市妇女儿童医院康复中心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100 例脑瘫患儿及在本院健康查体的 50 例正常儿童进

行流涎评估，同时对脑瘫患儿进行口运动评估（Oral Motor Assessment）、吞咽障碍评分

(Dysphagia Disorders Survey，DDS)及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评估，分析不同类型脑瘫患儿的流涎严重程度与其与口运动评分、吞咽障碍评

分及 GMFCS 分级水平的关系。 

结果 脑瘫患儿流涎症（流涎Ⅱ级-Ⅴ级）发生率为 32%，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X
2
=14.295，

P<0.01），脑瘫流涎严重程度分级依次为：Ⅰ级 68 例、Ⅱ级 8 例、Ⅲ级 16 例、Ⅳ级 8 例、Ⅴ级

0 例。不同类型脑瘫患儿流涎严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H=78.51，P<0.01），痉挛型四肢、不随意

运动型和混合型脑瘫患儿流涎较严重，其次是痉挛型双瘫和共济失调型患儿，偏瘫患儿无流涎发

生。脑瘫患儿流涎严重程度分级与口运动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0.764, P<0.01），而与 DDS 评分

（r=0.772, P<0.01）及 GMFCS 分级（r=0.788, P<0.01）呈正相关 

结论 流涎症见于 1/3 的脑瘫患儿，脑瘫患儿流涎严重程度与脑瘫类型、口运动障碍、吞咽障碍及

粗大运动障碍程度有关。 

 
 

PO-052 

肩关节多方向训练仪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及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效果 

 
李娅娜,曹岚,徐影,李洋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37 

 

目的 观察肩关节多方向训练仪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

响，为脑卒中患者康复提供有效的方法。 

方法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40 例本院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n=20）和对照组

（n=20）。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增加肩关节多方向训练仪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对照

组增加上肢重复性运动训练，每天 20min，每周 5 天，共 4 周。治疗前后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评定肩、肘关节肌张力，采用 Fugl-Meyer 评定量表上肢部分（FMA-UE）评定上肢

及手的运动功能，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FMA-UE、MBI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FMA-

UE、MBI 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Z>2.102，P<0.05），实验组优于对照组（Z>2.213，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肘关节屈曲、伸展 MAS 及肩关节内收、外展 MA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

（Z>2.132，P<0.05）；实验组各项 MAS 评分较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Z<1.752，P>0.05），但

实验组评分略低于对照组。 

结论 肩关节多方向训练仪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可提高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改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 

 
 

PO-053 

悬吊训练改善脑卒中患者腹横肌的有效性 

及超声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 

 
庞红,张立新,张永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旨探索悬吊训练对偏瘫患者腹横肌肌力、平衡能力、步行能力、及其日常生活能力改

善的有效性，为悬吊训练的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并探索肌骨超声在康复医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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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选择 30 名脑卒中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15 例），对照组仅予以常规康复训

练，实验组予以常规康复训练+悬吊训练（简称悬吊组），持续训练 4 周。干预前后分别使用超声

测量患者腹横肌厚度并进行平衡功能 Berg 评分（BBS）、日常生活能力评分（FIM）、步行能力

等级（Hoffer）的功能评分。 

结果 训练 4 周后，悬吊组患者腹横肌肌力明显改善，并且双侧腹横肌厚度更加对称，对照组未见

明显改善。两组患者的平衡能力，步行能力及日常生活能力均较干预前有显著改善，且悬吊组患者

平衡能力及日常生活能力改善优于对照组。 

结论 （1）悬吊训练联合常规康复训练可以增强脑卒中患者腹横肌力量，延缓腹横肌的萎缩，减小

双侧腹横肌不对称性，有助于改善脑卒中患者平衡能力、日常生活能力和步行能力； 

（2）超声成像技术可以作为一种客观指标用于康复训练疗效的评估及反馈； 

（3）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为脑卒中后引入核心稳定训练提供证据支持。 

 
 

PO-054 

基于手机 APP 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应用研究 

 
高汉义,高强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31 

 

目的 评价手机 APP 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的应用效果，探索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及其患者

家人获得更为便捷的关于 TKA 术后康复的新型康复方式，整合先进的科技资源，配合现有的医疗

模式，提高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促进膝关节功能的恢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膝骨性关节炎并实施全膝关节表

面置换术、并实施术后康复的 80 例 TKA 术后患者作为研究的对象，并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

组，每组各 40 例。即干预组为手机 APP 协助管理组（40 例）和对照组为非手机 APP 协助管理组

（40 例）的结果进行比较，统计两组患者的膝关节功能的恢复状况、生活质量、术后镇痛的情

况。分别在进行干预前及干预后让患者填写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HSS），调查患者膝关节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膝关节评分（HSS）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干预前膝关节评分（HSS）各维度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干预前两组膝关节评分（HSS）并无不同，具有可比性， 两

组患者干预前后膝关节评分各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两组干预方式均可改善

患者膝关节症状，两组患者膝关节评分改善效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干预组改善

效果优于对照组。 

结论 （1）基于手机 APP 术后康复平台显著的改善患者膝关节功能。（2）基于手机 APP 术后康

复平台减少了康复人员的工作量，增加了家庭康复的新方式。 

 
 

PO-055 

Sph2 调节绿原酸诱导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脂过程中的增殖与

分化 

 
袁真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绿原酸（CGA）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增殖和成脂分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潜在

的机制。 

方法 在常规手术中，抽取健康成人髂骨骨髓。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 MSCs。分别用 0，0.1，

1，10，100μM 的 CGA 诱导 BMSCs 细胞。RT?qPCR 和 Western-blott 测定 ERK1／2、PPAR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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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EBPα 的表达水平；同时使用 RT?qPCR 和 Western-blott 检测 PI3K/AKT 和 Cyclin D1 表达水

平。CGA 诱导 2 小时后用 ERK 抑制剂和 PI3K 抑制剂添抑制。用 siRNA 转染 BMSCs 后行 BrdU

和 RT?qPCR 检测，并行流式细胞检测 

结果 流式细胞检测表达 CD29、CD90、CD105、CD166，而 CD34、CD45 不表达，以此鉴定

BMSCs 细胞。BrdU 分析发现，与对照组及 100μM CGA 治疗组相比，在 0.1μm 和 10μm 剂量

后，治疗组细胞增殖明显增强。100μM 细胞处理后细胞死亡。0.1，1 和 10μmCGA 组中，Akt 的

磷酸化和细胞周期蛋白 D1 的表达发生改变，ERK 的磷酸化并没有提高。此外，抑制 PI3K/Akt 信

号通路，细胞增殖和细胞周期蛋白 D1 的表达水平降低。SiRNA 转染后，SHP2 的表达水平在

BMSCs 中受到抑制。Sph2 与 SiRNA 结合后，BMSCs 的增殖受到抑制，PI3K/AKT/cyclinD1 信号

通路被诱导活化。与对照组相比，0.1 和 10μm 的 CGA 处理后 Erk 磷酸化明显增强而加入 NSC 

87877?SHP2 PTPase 抑制剂后被抑制。 

 结论 CGA 诱导 BMSCs 过程中，SHP2，PI3K/Akt 信号通路和 cyclin D1 参与增殖，而 SHP2，

MAPK/ERK、PPARγ 和 C/EBPα 通路参与抑制成脂分化。可能为临床应用 CGA 调控干细胞增殖

和成脂分化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PO-056 

机械振动对去卵巢大鼠骨折免疫炎症因子的影响 

 
周丹丹 

武汉体育学院 430079 

 

目的 妇女绝经后由于雌激素下降导致骨质疏松症，骨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骨质疏松性骨折

(Osteoporotic fracture) 不易愈合或延迟愈合，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二次骨折发

生率高甚至会出现致残、致死。但长期给予外源性雌激素或其他在研的促骨形成药物( 甲状旁腺素

片段、锶盐等)可引起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因此，该研究的目的是采用卵巢切除法建立原发性骨质

疏松及骨折动物模型，探讨既安全价廉又无创的机械振动对骨质疏松后骨折免疫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 将 45 只雌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对照组（Sham）、骨质疏松骨折模型组(OVX)、骨

质疏松骨折振动组（OVX-V）。模型组及振动组在 3 月龄时行卵巢摘除术，并在卵巢摘除术后 8 个

月后均致其右侧股骨上 1/3 处骨折。骨折术后 5 天振动组行全身复合振动治疗，振动参数为

35Hz、0.3g，每日振动 20min,每周振动 5 次，疗程分别为 2 周、4 周、6 周。分别在 2、4、6w 各

取 5 只断头取材，用 ELISA 法测定血清中免疫炎性因子 TNF-α、IL-1β 和 IL-6 的含量。 

结果 OVX-V 组实验后血清中的炎性因子 IL-1β、IL-6 和 TNF-α 浓度在时间的变化上呈显著下降趋

势（P<0.05），在各个相同时间段与 Sham 组和 OVX 组比较得出 OVX-V 组< Sham 组< OVX

组，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OVX 组血清中 TNF-a、IL-1β、IL-6 在时间的变化上呈显著升

高趋势（P<0.05）。 

结论 机械振动通过增加血运和应力刺激降低血清中免疫炎性因子 TNF-a、IL-1β、IL-6 的浓度，促

进骨合成代谢，加速骨质疏松后骨折愈合进程。因此，机械振动对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愈合起促进作

用，为今后的临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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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7 

磁刺激联合悬吊训练对儿童吉兰巴雷综合征的 神经电生理及步

行能力的影响 

 
李宁,袁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磁刺激（rTMS、FMS）联合悬吊训练（SET）对儿童吉兰巴雷综合征（GBS）神经电生

理指标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23 例吉兰巴雷综合征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 11 例和治疗组 12 例。治疗前对 2 组患者分别

进行神经电生理检查（经颅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 TMS-MEP、神经传导速度 NCV、F 波）、Fugl-

Meyer 评定、Berg 平衡量表、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评定。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如中频电刺

激、肢体被动+助力主动活动、站立平衡训练、佩戴支具步行训练及中医针灸等。治疗组在此基础

上给予：1、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rTMS）：导航下给予 M1 区(下肢运动皮层功能区)，20Hz，

80%RMT, 900 脉冲，1 次/日。2、功能性磁刺激（FMS）：刺激第 10、11 胸椎平面棘突处，

20Hz，80%RMT，1400 个脉冲，1 次/日。2、多点多轴悬吊运动训练：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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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40 分钟/次，1 次/日，每周 5 次。连续治疗 3 月后

再次进行神经电生理检查、Fugl-Meyer 指数、Berg 平衡量表、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评定。比较两

组治疗前后各指标数据的差值，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TMS-MEP 潜伏期延长、波幅降低；NCV 减慢、潜伏期延长；F 波出现率下

降、潜伏期延长。组间比较（P＞0.05）无显著差异。治疗后两组 TMS-MEP 潜伏期均有缩短，波

幅明显增高（P＜0.05）；NCV 提高，潜伏期缩短，F 波出现率提高，潜伏期缩短（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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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2 组患者 Fugl-

Meyer 指数、Berg 平衡量表（BBS）、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2 组患者治疗后 Fugl-Meyer 评分、BBS 评分有所改善

（P<0.05），治疗前后变化率，治疗组优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

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磁刺激联合悬吊训练可缩短吉兰芭蕾综合征患者下肢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潜伏期，提高波

幅；提高 F 波出现率及神经传导速度。并可增强核心力量与稳定性，改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增加

平衡协调性，改善患者的步行功能。 

 
 

PO-058 

影响颞颌关节紊乱患者的工作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因素调查 

 
陈越,周贤丽,张鑫,黎红兵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本研究旨在调查影响中国内地职业群体中颞颌关节紊乱患者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

素，以及探讨重要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实验横向比较职业群体中颞颌关节紊乱患者（n=60)与健康人群（n=60）的工

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两组研究对象均完成同样的人口统计学问卷、焦虑抑郁量表（HADS）、工作

认知功能量表（CSC-W21）、工作受限问卷（WLQ)和生活质量问卷（SF-36）。 

结果 实验有效对象共计 120 人，经数据分析后结果显示，颞颌关节紊乱组的焦虑情绪成为影响工

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且焦虑情绪明显和工作受限相关。另外，两组对象中只有颞颌关节

紊乱组的工作认知受限和工作产能下降相关。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颞颌关节紊乱患者与健康人群相比，焦虑情绪更盛，在工作中存在认知的局

限，继而导致工作产能和生活质量下降。这些研究结果和一些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似，也证明了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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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域中颞颌关节紊乱患者存在的普遍问题。但是中国内地患者的影响因素的严重程度是否较其他

国家患者的更明显还需要往后更深入的研究。 

 
 

PO-059 

脑卒中患者上肢三维运动中的协同性分析 

 
谢斌,罗春,王翠,黄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通过对脑卒中患者患侧上肢前屈够物过程中表面肌电信号的采集，分析肌肉协同性（Muscle 

Synergy）变化来揭示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控制变化。 

方法 35 例脑卒中患者和 25 例健康对照纳入本研究，研究对象按标准化要求进行上肢前屈够物的

任务导向性活动，同时佩戴三维运动捕获传感装置采集运动学信号，以及同步应用 MEGA6000 表

面肌电评估系统对斜方肌、三角肌前组、三角肌中组、胸大肌、肱三头肌、肱二头肌、肱桡肌采集

肌电信号。对肌电信号进行预处理并进行协同性分析。通过计算 VAF 值（Variability Accounted 

For）来确定能够充分重建 EMG 信号的空间特征的最小肌肉协同个数为 3。对于对照组的每个受试

者的三个协同变量，先随机选取一个然后将该组的其余变量与之进行相似度匹配，求每个协同的该

组均值，再通过将每个人的协同分量与该组的均值计算相似度，去掉相似度小于 0.85 的数据，直

到相似度都大于 0.85，从而得到 synergy template. 通过同样的方法得到脑卒中患者不同分期的

synergy template。 

结果 脑卒中患者中 Brunnstrom III 期 15 例，IV 期 7 例，V 期 6 例，VI 期 7 例，利用 ANOVA 分析

几组的 FM 评分，P<0.01，说明 Brunnstrom 分期和 FM 评分的一致性，患者病变程度递减。对于

损伤程度最重的 Brunnstrom III 期的协同分析可以看出分量 1 中斜方肌，三角肌前组、中组呈现共

同激活状态，因而患者在够物过程中出现耸肩动作。分量 2 主要激活肱二头肌，患者表现为异常屈

肘动作，分量 3 主要激活胸大肌，导致患者肩内收内旋动作。4 期和 5 期患者的协同分析几乎同 3

期患者，而 6 期患者则斜方肌，三角肌前组，三角肌中组分离激活，且与 Control template 最为相

似。比较各组均值与 Control template 的相似度，结果显示 Brunnstrom 6 期患者的肌肉协同模式

与 Control Template 的相似度最高。 

结论 损伤轻重程度不同的脑卒中患者有不同的中枢控制的肌肉协同模式，病情越轻，其协同模式

呈保留模式，与正常对照越相似，肌肉协同模式的保留及相似度反应了脑卒中患者的病情及功能障

碍程度，这与临床评估结果如 FM 或 Brunnstrom 分期一直，但更能客观定量地直接反应中枢控制

的变化。 

 
 

PO-060 

抗肌萎缩蛋白病的基因突变类型及骨骼肌病理改变与临床分型之

间的关系 

 
李文竹,张巍,袁云,黄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抗肌萎缩蛋白病是由抗肌萎缩蛋白基因突变引起的一种 X 连锁隐性遗传性骨骼肌疾病，依据

临床表现的轻重分为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DMD）和 Becker

型肌营养不良（Becker muscular dystrophy，BMD）。本研究通过分析基因突变类型及骨骼肌抗

肌萎缩蛋白表达程度，探讨二者与临床表型之间的关系，为针对性康复治疗提供指导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经基因和/或病理检查确诊的 204

例抗肌萎缩蛋白病患者。所有患者均行抗肌萎缩蛋白基因检测，对存在缺失/重复突变的患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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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否为框外突变。78 例患者行肌肉活检，对所取骨骼肌标本进行常规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依据显微镜下所观察到的抗肌萎缩蛋白-N、R、C 表达强度的不同，对其进行 0-5 分共 6 级评

分。对所有数据应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在需要之处采用描述性统计。采用秩合检

验分析 DMD 组与 BMD 组之间抗肌萎缩蛋白免疫组化染色评分的差异。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所有患者中有 181 例临床表型为 DMD，23 例临床表型为 BMD。204 例患者的基因突变类型

包括 162 例缺失突变（79.4%），23 例重复突变（11.3%）和 19 例微小突变（9.3%）。185 例缺

失/重复突变的患者中 157 例为框外突变，出现在 82.9%的 DMD 患者以及 30.4%的 BMD 患者中，

符合―阅读框假说‖的比例为 89.1%。微小突变出现在 9.9%的 DMD 患者以及 4.3%的 BMD 患者

中。78 例患者的骨骼肌常规组织染色均可见成组出现的肌纤维坏死和再生改变，伴随肌纤维直径

变异加大和结缔组织增生；抗肌萎缩蛋白-N、R、C 的评分中位数在 DMD 组依次为 0 分、2 分、1

分，在 BMD 组依次为 3 分、4 分、4 分；二组间 N 评分的差异（P=0.010）、R 评分的差异

（P=0.031）、C 评分的差异（P=0.000）及评分总和的差异（P=0.001）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抗肌萎缩蛋白病的基因突变类型在不同临床表型之间存在重叠，骨骼肌抗肌萎缩蛋白-N、

R、C 的表达程度在 DMD 和 BMD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可以协助指导抗肌萎缩蛋白病患者的康复治

疗。 

 

PO-061 

引导式教育结合传统运动疗法对脑性瘫痪患儿运动功能和日常生

活能力的疗效 

 
李利红,白国芳,陈素菊,田宁宁,龚贝贝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引导式教育结合传统运动疗法对脑性瘫痪(CP)患儿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康复疗

效。 

方法 将 60 例首次就诊的 12 月龄以上的 CP 患儿按照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 2 组:以引导式教育+传

统运动疗法治疗者为研究组(30 例),选同期单用运动疗法治疗的 CP 患儿为对照组(30 例)。将研究组

与对照组治疗前后粗大运动功能量表 88 项(GMFM-88)和 PEDI(日常活动部分）评分及评分差值分

别进行比较。 

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GMFM-88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510,P>0.05);研究组和对

照组治疗后 GMFM-88 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t=25.310、18.328,Pa<0.01)。2 组治疗后的 GMFM-

88 评分差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76,P<0.05)。研究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ADL 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1.968,P>0.05)。2 组治疗后 PEDI 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t=8.541、9.319,P1 

<0.01 p2<0.01) ， 研 究组 和 对 照组 治疗 前后 PEDI 评 分差 值 比较 差 异 有统 计学 意 义

(t=5.923,P<0.01)。 

结论 引导式教育+传统运动疗法及单用运动疗法均能提高 CP 患儿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引

导式教育+传统运动疗法联合应用的疗效显著优于单用传统运动疗法。引导式教育疗法能显著提高

CP 患儿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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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 

四川地区医务人员颈椎病患病率及危险因素调查分析 

 
卢家春

1
,尹帮兵

3
,周祖刚

4
,宋庆军

5
,雷行华

6
,温权

1
,陆必波

1
,何敏

1
,廖军

7
,王文春

2
 

1.成都市慢性病医院 

2.成都军区总医院 

3.四川罗江县人民医院 

4.四川绵阳市中医医院 

5.四川眉山市人民医院 

6.四川新都区中医医院 

7.福建中医药大学 

 

目的 了解四川地区医务人员颈椎病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为制订颈椎病的早期防治策略提供依

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加典型抽样的方法，在 2016.1-2017.4 对四川地区多家医院的 1300 医务人员进

行问卷调查、查体或影像学检查。由调查人员逐个询问症状并对调查对象进行查体，对疑似颈椎病

患者再进行影像学检查，进行确诊。 

结果 初步筛查出颈椎病患者 141 例，患病率为 10.85%。其中男 78 例，女 63 例；年龄 24～59

岁，平均 38.31±5.60 岁；病程 3.25-45.31 月，平均 20.35±6.40 月；大专及以下 47 例，本科及研

究生学历 97 例；每日埋头伏案工作超过 4 h 者为 83 例，有长时间看手机超过 1 小时者 45 例，有

颈部外伤史患者 16 例。 

结论 调查发现颈椎病发病与长时间埋头伏案工作（平均每日伏案工作时间平均超过 4h）、长时间

看手机超过 1h（每周至少 3 天）、颈部外伤、学历等密切相关。 

 
 

PO-063 

自重力曲度牵引结合麦肯基诊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随机对

照研究 

 
王文春

1
,卢家春

2
,柯晓华

1
,庞日朝

1
,王倩

1
,苟翔

1
,呼永河

1
,张安仁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2.成都市慢性病医院 

 

目的 观察自重力曲度牵引结合麦肯基诊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探索一套以患者主

动参与治疗为主，辅以被动临床治疗的方案。 

方法 随机将 115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予以常规牵引加颈椎锻炼操治疗，治疗组予

以自重力曲度牵引结合麦肯基诊疗法，10 次为一疗程，共治疗两个疗程。治疗前后采用简化

McGill 疼痛量表、颈椎功能评定表、表面肌电 iEMG、M 对治疗结果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一疗程后，两组在颈部症状、体征、生活质量、颈椎功能评分及颈夹肌和斜方肌

iEMG、MF 均有改善（P<0.01）,而组间比较没有显著差异（P>0.05）。两个疗程结束后，两组在

颈部症状、体征、生活质量及颈椎功能评分均有改善（P<0.01），在疼痛的不同方面（PRI 感觉分

S、PRI 情绪分 A、PRI 总分 T、VAS、PPI）均有改善（P<0.01），组间比较亦有显著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 iEMG 、MF 均较前有所增加(P＜0.05)，试验组较对照组增加更明显（P

＜0.05）。 

结论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均有一定的疗效，但自重力曲度牵引结合麦肯基诊疗法

组对疼痛和颈部功能的改善较对照组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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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4 

PDMS-2 及其指导下的家庭训练方案在脑瘫高危儿精细运动的应

用 

 
班会会,马艳丽,任麦青,吴丽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450007 

 

目的 探讨 PDMS 指导下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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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下的制定的家庭康复训练，治疗 3 个月，利用 PD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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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常规康复训练。 

 
 

PO-065 

电针疗法联合脑电治疗仪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康复的临

床研究 

 
周厚勤,蔡志军,李科科,任雪松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本研究拟在脑电治疗仪的基础上采用电针疗法辨证论治治疗脑瘫患儿，观察其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将 100 例脑瘫患儿（1-5 岁）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患儿均采用基础康复

疗法和脑电治疗仪。观察组加用电针疗法，头部常规取运动区，上肢取肩髃、肩髎、曲池、外关、

合谷、手三里，下肢取髀关、伏兔、环跳、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悬钟，均取双侧穴位；同时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加取以下穴位，气血两亏、心脾互虚者取心俞、脾俞、膈俞、血海、气海；脾胃

虚弱者取脾俞、胃俞、中脘、足三里；如肝肾阴虚者加肝俞、肾俞、三阴交、太溪。采用直径

0.32 mm、长 25mm 不锈钢毫针直刺，进针后行小幅度提插捻转、平补平泻手法，待得气后取 3-4

对主要穴位，接通 G6805 型电针治疗仪，选用疏波(频率为 2.7 Hz)，电刺激强度逐渐增大，以患

儿能耐受且可感觉或看到患肢肌肉收缩为度。电针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30 min，6 周为 1 个疗程。

治疗前后观察指标：（1）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2）粗大运动功能评估表（GMFM）；（3）

精细运动功能测试评估表(FMFM )；（4）临床平衡能力评定：采用 Berg 平衡量表。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运动发育、粗大运动、精细运动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治疗后，观察组 Peabody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0.28±2.05 vs 20.01±2.01；

P<0.05)；观察组 GMFM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5.45±5.03vs 19.24±3.01；P<0.05)；观察组 FMFM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51.11±5.24 vs 30.14±5.52，P<0.05)。观察组 Berg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95.36% vs 82.87%，P<0.05)。 

结论 电针疗法在脑电治疗仪基础上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改善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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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6 

酰胺类局麻药对兔脂肪起源干细胞毒性的初步研究 

 
吴涛,李扬政,宋海新,李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 探讨不同种类酰胺类局麻药（利多卡因、罗哌卡因、甲哌卡因、布匹卡因）对兔脂肪起源干

细胞的毒性作用差异。 

方法 为了复制模拟临床实际，我们把常用浓度的利多卡因、罗哌卡因、甲哌卡因、布匹卡因分别

稀释成 12.5%、25%、50%，100%的浓度和兔脂肪起源干细胞混合 120 分钟。我们用 PBS 缓冲

液作为空白对照。我们在混合后即刻以及洗涤局麻药后再陪养 3 天两个时间点检测干细胞的生物活

性。检测指标包括干细胞增殖活性（DAPI 染色）以及干细胞线粒体活性（MTS 染色）。 

结果 所有酰胺类局麻药对兔脂肪起源干细胞均有毒性作用，并且呈现浓度依赖性。局麻药暴露三

天后，干细胞的活性获得一定程度恢复，但仍低于空白对照（p<0.05）。在低浓度（12.5%, 

25%）暴露组中，利多卡因毒性相对较其他三种麻醉药小 (p<0.05)；而在高浓度（50%， 100%）

暴露组中，罗哌卡因毒性相对较其他三种麻醉药小 (p<0.05)。 

结论 酰胺类局麻药对兔脂肪起源干细胞具有毒性作用且呈现浓度依赖性。在临床干细胞治疗中，

如果同时需要使用酰胺类局麻药，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并且选择合适的浓度和药物种类，从而避免

对干细胞的损害。 

 
 

PO-067 

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后感觉运动区结构和功能重组机制研究 

 
潘钰

1
,窦维蓓

2
,王跃恒

2
,罗跃文

2
,阎澍妤

1
,徐泉

1
,屠媛媛

1
 

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清华大学 

 

目的 脊髓损伤后脑可朔性变化是功能恢复的重要病理生理基础，主要包括结构和功能变化。本研

究目的是观察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后感觉运动区结构变化和功能变化是否同步发生，探索不完全性脊

髓损伤脑功能重组机制。 

方法 18 名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AISA C 级或 D 级）和 18 名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者纳入本

研究。所有受试者接受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计算感觉运动区灰质体积和功能连接强度，并进一

步评估存在脑功能重组变化脑区与临床评分的相关性 。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感觉运动区灰质体积与正常对照者比较无显著差异。脊髓

损伤患者左侧初级感觉皮层与初级运动皮层半球内部功能连接减弱左侧初级感觉皮层与右侧初级运

动皮层半球间功能连接减弱，半球间初级运动皮层间功能连接减弱。右侧初级运动皮层与右侧前扣

带回连接增强，右侧运动前区左侧前扣带回连接增强。功能连接变化与临床评分之间无相关性。 

结论 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感觉运动区解剖结构变化和功能变化不是同步发生的，网络水平功能

连接变化早于结构重组。感觉运动区半球内部和半球间功能连接减弱可能是脊髓损伤后的适应性变

化，初级运动皮层和运动前区与扣带回连接增强可能是对脊髓损伤后运动通路损伤的代偿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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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8 

加速康复外科理论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康复中的应用价值 

 
刘西纺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710054 

 

目的 评价加速康复关节外科理论应用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康复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4 月，将我院膝关节外科拟行 TKA 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18）

和对照组（n=20）。观察组从入院前开始进行术前预康复训练，术中术后按照加速外科康复理论

实施，术后麻醉清醒后即进行双下肢踝泵及肌力训练，48 小时拔出引流管后下地负重训练，并进

行膝 ROM 训练。对照组无术前康复干预，术后行 CPM 治疗及踝泵和扶助步器步行锻炼等。两组

患者入院后均接受常规术前康复教育、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治疗。分别在入组时、术前 3 d 内和术

后 6 周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关节主动活动范围（AROM）、徒手肌力检查

（MMT）、跌倒指数、计时―起立-行走‖ 测试（TUG 和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HSS-KS）进行

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 6 周的 VAS 评分均低于术前，观察组的 VAS 评分在术前及术后 6 周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术侧膝屈曲 AROM 在入组时和术前无显著性差异（t＜0.643， P＞0.05。术后

6 周时对照组 AROM 较入组时和术前均明显增加，观察组无显著性差异；对照组的术侧膝伸展

AROM 在术前增大，观察组无显著性差异，两组术侧膝伸展 AROM 在术后 6 周时较入组时和术前

均降低（Z＞2.247， P＜0.05。两组患者的跌倒指数在入组及术前无显著性差异（t＜0.350， P＞

0.05＝，术后 6 周时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t=-2.835， P=0.007）。观察组的 TUG 时间在术前

明显缩短（t=3.554， P=0.002），两组在术后 6 周无显著性差异（t=-0.497， P=0.622）。观察

组 HSS-KS 评分在术前升高（ t=-2.621，  P=0.015），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t=2.073， 

P=0.053），观察组 HSS-KS 评分在术前及术后 6 周均高于对照组。 

结论 加速康复外科理论指导下的围手术期康复能够在 TKA 术前减轻患者疼痛，提高患者屈伸肌群

肌力、步行能力及膝关节整体功能；术中术后有效控制应激反应和并发症，为术后下肢功能训练创

造有利条件，使患者能够在 TKA 术后 6 周疼痛减轻，膝关节活动度、立位平衡能力及步行能力大

幅度改善 

 
 

PO-069 

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及应用 SPECT 探索其发病机制 

 
张昕,尹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650021 

 

目的 通过评价脑卒中患者的卒中性质、病程时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社会支持度，分析影响患

者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发生的相关因素，应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术

(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测量卒中患者的局部脑血流量(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探索 PSD 的发病机制。 

方法 随机收集 48 例脑卒中患者的卒中性质和病程时间信息，并按病程时间（<1 月、1-2 月、2-3

月、>3 月）将病人分为 4 组，应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估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社会支持度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评价患者的社会支持度，以及脑卒中抑郁量表(Post-Stroke Depression Scale，

PSDS)评定患者的抑郁程度，分析患者 PSD 发生的相关因素。 

应用 SPECT 技术检测脑卒中患者各脑区的 rCBF 值，分析 PSD 发生与不同脑区 rCBF 之间的相关

性，探索 PSD 的发病机制。 

结果 1．卒中性质与 PSD 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P=0.572>0.05，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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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病程时间与 PSDS 评分之间无显著相关性（P=0.410>0.05）。组别之间患者的抑郁情况也

无显著性差异，P 均>0.05，无统计学意义。 

3．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与卒中后抑郁评分无显著相关性（P=0. 114＞0.05）。 

4．脑卒中患者的社会支持度评分与卒中后抑郁评分无明显相关性（P=0. 244＞0.05）。 

5．右侧基底节区局部脑血流值与 PSD 的发生具有显著相关性（P=0.014＜0.05），Pearson 相关

系数=-0.424，呈负性相关。其余部位脑血流量的改变与 PSD 的发生无显著相关性（P 值

均>0.05）。 

结论 1．患者的卒中性质、病程时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社会支持度与 PSD 的发生无明显相关

性。 

2．患者 PSD 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右侧基底节区血流量的下降所致。 

 
 

PO-070 

Ghrelin 对兔激素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中 BMP-2 的影响 

 
黄来刚,崔宝娟,曾凡硕,孙强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观察 Ghrelin 对兔激素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sANFH）中骨形态形成蛋白-2(BMP-2)表达的影

响。 

方法 选择 24 周龄以上雄性新西兰兔 34 只，随机分为正常组（n=8 只）和造模组（n=26 只）。造

模采用马血清联合甲基强的松龙的方法，每组各取 4 只行股骨头磁共振及病理组织学检查，明确造

模是否成功。将造模组造模成功的 2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n=10 只）和 Ghrelin 干预组（n=10

只），正常组剩余 4 只纳入空白组。Ghrelin 干预组连续 2 周耳缘静脉注射 Ghrelin[25μg/

（kg·d）]，对照组连续 2 周耳缘静脉注射相同剂量生理盐水；2 周后空气栓塞法处死动物，收集标

本，行股骨头组织形态学观察、Rt-PCR 法检测股骨头组织中 BMP-2 的表达。 

结果 对照组股骨头病理组织学检查可见骨小梁广泛稀疏、大部分断裂，脂肪细胞可见融合现象；

Ghrelin 干预组可见骨小梁稀疏，偶见断裂；脂肪细胞较多并轻度肥大，在骨髓中所占比例多于正

常组，未见融合现象。Rt-PCR 法检测 结果显示，对照组和 Ghrelin 干预组 VEGF 表达均高于空白

组（P<0.05）；同时 Ghrelin 干预组 BMP-2 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Ghrelin 可促进激素性缺血性股骨头坏死组织中 BMP-2 mRNA 的表达，改善激素性缺血性股

骨头坏死的进程。 

 
 

PO-071 

离心收缩训练在冈上肌部分撕裂中的应用疗效探究 

 
李婷婷,王广兰 

武汉体育学院 430000 

 

目的 探究离心收缩训练在冈上肌部分撕裂功能恢复中的疗效。 

方法 冈上肌部分撕裂患者 24 名，分为两组，设置对照实验，实验组 12 名，空白对照组 12 名。

所有患者均由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普爱医院康复科周华军主任做出诊断，诊断标准为：1）Jobe 试验 

2）MRI 影像检查 3）肌力，关节活动度，VAS 疼痛评分。排除标准：1）1 年内有过肩关节手术

史  2）MRI 显示无部分断裂 3）急性病例，有炎症症状。空白对照组患者只给予红外线治疗，每天

一次，每次 20 分钟坚持 4 周；实验组患者给予红外线治疗及离心收缩训练，红外线治疗每天一

次，每次 20 分钟，坚持四周 ，在每次红外线治疗后实验组的患者每天会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完成离

心收缩训练，每天一次 20 分钟的弹力带离心收缩训练，每天 3 组，每组 20 个，每组间间歇 1 分

钟。离心收缩训练主要有两个训练内容，其一是患者直立位，双腿分开，与肩同宽，患侧脚踩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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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端，患侧手拿弹力带另一端，慢慢外展手臂，再慢慢内收手臂，重复训练。其二是患者上臂夹

紧躯干，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前臂与上臂成 90 度，双手握住弹力带的两端，双前臂慢慢地分

离，做肩关节外旋动作，在疼痛可忍受的范围内训练，接着慢慢地前臂相互靠拢，做肩关节内旋运

动 。观察指标 ：肩关节关节活动度，以外展为重点；冈上肌肌力；VAS 疼痛评分。实验组与对照

组在治疗前，治疗间，治疗后分别记录各个观察指标的数值，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经过四周治疗，空白对照组的患者冈上肌部分撕裂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肌

力增强 1-2 级，活动度部分改善约 20-30 度，疼痛有缓解 2 分左右，但无痊愈患者；实验组患者经

过 4 周治疗，症状得到大大的改善，大部分患者肌力明显增强 2-3 级，其中有五位患者肌力完全恢

复正常，关节活动度得到显著改善，增加 40-50 度，有四位患者关节活动度完全恢复，疼痛明显缓

解减少 3-4 分，四位患者 VAS 评分为零，完全恢复，实验组四位患者痊愈。统计学分析结果为实

验组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运动干预有效。 

 结论 经过结果分析可得出结论，离心训练应用于冈上肌部分撕裂中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

高肌力，改善关节活动度，缓解疼痛，离心训练对于肌肉损伤康复有促进作用。 

 
 

PO-072 

基于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的中医五行 

音乐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李鸿章,李彦杰,秦合伟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中医五行音乐疗法是基于―五脏相音‖理论，通过音乐与脏器间的互动和共鸣，使用不同调式的

音乐分别对人体的有机整体进行疏导、调节，形成了―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

的理论。本研究拟在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的基础上采用中医五行音乐疗法辩证治疗脑卒中偏瘫

患者，观察其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将 9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基础康复疗法

和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观察组：在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时采用中医五行音乐疗

法，根据患者证型选取音乐：风火上扰证：《渔舟唱晚》联合《化蝶》。风痰阻络证：《良宵》联

合《渔舟唱晚》。阴虚风动证：《塞上曲》联合《渔舟唱晚》。气虚血瘀证：《闲居吟》联合《汉

宫秋月》。痰热腑实证：《昭君怨》联合《马兰花开》。在康复治疗前 3min 开始播放，每日治疗

1 次，每次 30min。对照组：在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时采用固定音乐疗法。选择节奏感较

强的音乐（运动员进行曲）。在康复治疗前 3min 开始播放，每日治疗 1 次，每次 30min。治疗音

量在 20dB～40dB 为宜，以本人感觉舒适、悦耳为度。嘱患者可跟着音乐节奏进行康复治疗等。治

疗均为 1 次/d，每次 30min，每周训练 6 d，8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前后观察指标：（1）下肢运动

功能评定：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FMA)(下肢部分)；（2）平衡能力评定：采用 Berg

平衡量表；（3）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定：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法。（4）临床疗效进

行评价：按照 MMSE 评分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下肢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和 Bardlel 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治疗后，观察组 FMA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31.27±3.26 vs 20.52±3.17；

P<0.05)；观察组 Berg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5.13±5.26 vs 18.56±3.47；P<0.05)；观察组 Bardlel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60.91±6.56 vs 40.11±6.24，P<0.05)。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97.78% vs 84.44%，P<0.05)。 

结论 中医五行音乐疗法在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基础上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改善具有较

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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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3 

虚拟现实 WII 游戏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韩晓晓,蒋松鹤,柯将琼,张丹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虚拟现实游戏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3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治疗组（15 例）及对照组（15 例），2 组患

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及物理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Wii（任天堂）虚拟现实游戏训练，对

照组则辅以常规作业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后分别采用上肢部分 Fugl-Meyer 评定量表（FMA-

UE）及上肢 Brunnstrom 分期量表对 2 组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定，同时采用表面肌电

图检测 2 组患者患肘最大等长屈曲、伸展时肱二头肌、三头肌积分肌电值，并计算相应的共同收缩

率（CR）。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FMA-UE 评分、Brunnstrom 分期评分、患肘屈曲时肱二头肌 CR 及患肘伸展

时肱三头肌 CR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后发现治疗组及对照组患者 FMA-

UE 评分[分别为（33.5±12.6）分、（30.9±15.6）分]、Brunnstrom 分期评分[分别为（4.1±1.0）

分、（4.0±1.2）分]、患肘屈曲时肱二头肌 CR[分别为（14.6±5.7）%、（13.7±6.0）%]及患肘伸

展时肱三头肌 CR[分别为（27.4±8.2）%、（30.3±9.5）%]均较组内治疗前明显改善（P< 0.05），

且治疗后 2 组患者上述疗效指标组间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Wii 虚拟现实游戏训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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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与常规作业治疗具有相同疗效。 

  
 

PO-074 

Nustep 分级抗阻训练对合并糖尿病脑卒中患者血糖血脂的影响 

 
李岩

1
,卢健

2
,董燕飞

1
,顾旭东

1
,李辉

1
,何雯雯

1
,傅建明

1
 

1.嘉兴市第二医院 

2.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目的 探讨 Nustep 分级抗阻训练对合并糖尿病脑卒中患者血糖血脂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0 例合并糖尿病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治疗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

两组均给予相应的药物对症治疗，并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包括神经肌肉电刺激、神经促进技术及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等。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 Nustep 分级抗阻训练，训练根据患者

肌力的情况进行选择，逐级增加阻力，每次 30min，1 次/d，每周 5d，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8 周后

采用简化 Fug1-Meyer 运动功能量表(FMA)评定下肢运动功能、功能性步行分级(FAC)及 10m 最快

步行速度(MWS)评定步行能力；采用空腹血糖(FBG)、餐后 2 小时血糖(PBG)、糖化血红蛋白

(HbAlc) 等代谢指标评价患者的血糖代谢水平；采用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 等代谢指标评价患者的血脂代谢水平。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的 FMA、FAC、MWS 评定以及血糖、血脂等生化指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 2 组 FMA、FAC、10m 最快步行速度均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空腹血糖(FBG)、餐后 2h 血糖

(PBG)、糖化血红蛋白(HbAlc)等血糖指标及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 (LDL)、

高密度脂蛋白 (HDL)等血脂指标均优于治疗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餐后 2 

h 血糖(PBG)、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优于对照组。 

结论 使用 Nustep 分级抗阻训练可以改善脑卒中合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血脂等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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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腹肌厚度研究 

 
李旭红,杨硕,周艳华,孙绍丹,胡芳,熊超,向亚利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探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与其腹肌厚度的相关性，旨在更有效地预防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方法 选取在我院门诊压力性尿失禁女性患者 25 例，及同期 23 例健康女性做为对照，采用超声检

查分别测量两组受试者在休息、瓦氏动作、盆底肌收缩、盆底肌与腹痛共同收缩时左右两侧的腹横

肌、腹内斜肌及腹外斜肌的肌肉厚度，对比分析不同活动情况下两组间的差异。 

结果 所有受试者都配合顺利完成试验。两组受试者在休息时腹横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厚度比

较没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但左右腹内斜肌、腹横肌在与瓦氏动作、盆底肌收缩、盆底肌与腹

肌收缩时肌肉厚度前后及两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瓦氏动作、盆底肌收缩、盆底肌与腹肌收缩时，女性压力尿失禁与腹横肌、腹内斜肌的肌

肉厚度具有相关性，加强腹横肌、腹内斜肌的训练可能更有利于控尿。 

 
 

PO-076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本体感觉的康复 

 
安雅喆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本体感觉训练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康复中的作用。 

方法 将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 45 例按病区分为本体感觉促进组(29 例)和对照组(16 例) ，按病

区将 45 例患者分为本体感觉促进组 (29 例 )和对照组 ( 16 例 )。本体感觉促进组 29 例中，男 17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28.2±13.3)岁；运动损伤 20 例，其他损伤 9 例；伴有半月板损伤 21 例。

对照组 16 例中，男 9 例，女 7 例，平均年龄(28.1±15.3)岁；运动损伤 11 例，其他损伤 5 例；伴

有半月板损伤 11 例。2 组患者均排除合并骨折、后交叉韧带和/或侧副韧带损伤等。对照组应用一

般康复训练方法，主要是关节活动度训练、腘绳肌和股四头肌的肌力训练;本体感觉促进组应用一

般康复训练方法和本体感觉强化训练,本体感觉强化训练主要采用如平衡板训练、固定自行车练

习、半蹲、步行灵活性训练和慢跑训练等。术后 6 个月进行患者位置觉测定、膝关节功能评分及关

节稳定性检查。  

结果 在被动角度重现测试中，本体感觉促进组患侧膝的总平均偏差为(4.10±1.38)°，健侧膝的总平

均偏差为(3.76±1.93)°，两侧膝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侧膝的总平均偏差为

(4.85±1.55)°，健侧膝的总平均偏差为(3.56±1.72)°，患侧膝的总平均偏差显著大于健侧(P<0.01)。

本体感觉促进组的 Lysholm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2 组患侧膝 Lanchman 和 Pivot shift 检

查均为阴性。 

结论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应用强化本体感觉训练能促进下肢功能的恢复。ACL 重建的术后康复

中，要保护重建的韧带，要防止由于长期制动造成的各种废用综合征，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为了防

止移植物在骨道中的延期愈合或不愈合，以及防止对移植物的过多损伤，重建后的韧带在康复过程

中应受到适当的保护。但是，长期的制动又会导致肌肉组织的废用性萎缩和关节软骨及韧带的退行

性变化。一旦制动造成了关节内粘连，还可导致关节功能障碍。由此可见功能训练对膝关节前交叉

韧带损伤术后本体感觉的康复有重要意义，因此本课题将就哪几种训练对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术

后的患者的本体感觉的康复的疗效进行研究，为今后开展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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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7 

悬吊式模拟踏步床的研制及对亚急性脑梗塞患者的临床应用 

 
金翩翩,陈海丽,舒真谛,屠文展,蒋松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研制出悬吊式模拟踏步床并应用于亚急性脑梗塞患者，观察其对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平衡功

能及日常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 名亚急性脑梗塞患者，随机平均分成观察组（A 组）和对照组（B 组），观察组在常

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接受悬吊式模拟踏步床训练；对照组则接受相同程度的常规康复治疗和电动

起立床训练。两组训练时间均为 14 天，每天训练 1 次，每次训练 30 分钟。在训练前和训练结束后

分别使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表（Fugl-Meyer Assessment，FMA）、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评定，使用表面肌电

图测量并分析患者患侧股直肌（Rectus Femoris ，RF）及胫骨前肌（Tibialis Anterior，TA）的积

分肌电值（Integrate Electromyography ，iEMG），并对两组进行对比。 

 结果 比较两组训练前后患者下肢 FMA、BBS 和 MBI 分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

较两组训练前后患侧下肢 RF 及 TA 的 iEM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训练后两组

FMA、BBS、MBI 分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比较训练后两

组 RF 的 iEM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对照组优于观察组；比较训练后两组 TA 的

iEM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悬吊式模拟踏步床进行康复训练能够有效改善亚急性脑梗塞患者患侧下肢的运动功能、

平衡功能及日常活动能力，且效果优于电动起立床训练，但在对患者患侧股直肌收缩能力的改善方

面不如电动起立床训练，而对胫骨前肌收缩能力的改善则与电动起立床无明显差异。  

 
 

PO-078 

四肢联动联合虚拟现实训练对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下肢功能与平衡

功能的影响 

 
李娅娜,王会会,曹岚,徐影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37 

 

目的 观察四肢联动联合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对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下肢功能及平衡功能的影响，为创

伤性脑损伤患者行走功能恢复提供有效的方法。 

 方法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0 月，30 例本院创伤性脑损伤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n=15）和对照

组（n=15）。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增加四肢联动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对照组增加下

肢重复性运动训练，每天 20min，每周 5 天，共 4 周。治疗前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

评定患者下肢股四头肌、小腿三头肌肌张力，采用 Fugl-Meyer 评定量表下肢部分评定下肢功能，

Berg 平衡量表评定平衡功能。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各指标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下肢

评分及 Berg 平衡功能评定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性提高（P<0.05）；两组患者下肢股四头肌、小腿三

头肌 MAS 评分较治疗前无显著差异（P>0.05），且治疗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MAS 评分无显著性意

义（P>0.05），但实验组评分略低于对照组；治疗后，实验组 Fugl-Meyer 下肢评分及 Berg 平衡

功能评定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四肢联动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可提高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下肢功能及平衡功能，且优于传统康复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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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9 

Effect of Moderate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Shu Xua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Explore the effect of moderate exercis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 CVI ), compare and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moderate exercise to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y with medical compression therapy，to make it can 

be recognized and applied to clinical. 

Methods Take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hronic Venous Disorders (CEAP) select 14 patients 

with CVI that in C1 C2 and C3，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est group and 

medical compression stocking therapy group (MSC). The test group domoderate exercise  seven 
times one week, a total four weeks exercise intervention. The exercise included the tip-toe 
exercise, walking as well as flexing and streching of the feet.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MCS 
compression therapy. Compression therapy is applied by therapeutic elastic stocking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use the CIVIQ-20(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questionnaire)，SF-36 

(36-Item Short Form Survey) ， VCSS (venous clinical severity score ) as well as the calf 

circumference of the patients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quetions 
and scoring list were used to determine adherence with compression therapy. 

Results Patients form test group and MS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CIVIQ - 

20  (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questionnaire), VCSS (venous clinical severity score ) and SF-
36 (36-Item Short Form Survey) scores. Calf circumference is also reduced. Patients from MSC 
group have especially scores in SF-36 and VCSS significantly relieved. More clearly, for the 
CIVIQ-20 , the exercise therap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daily life activity,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p values were <0.05; especially for the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part, P value <0.01, there is a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compression therapy hat effect on 
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 but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daily life activities. 

Conclusions The moderate physical activity showed significant effect of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patients in the general feeling，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as well as play a good role of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limited improvement daily life; could 

also improve their pain or other discomfort，varicose veins and venous edema symptoms. And 

relatively better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ome respects with MSC. Exercise for the lower legs 
efficiently supply daily physical acticities and walking, especially when the opportunities to walk or 
engage in other physical activities are limites. In sum, physical activitythrough walking and leg 
exercises, combines with an adequate use of compression therapy, is esstial in the treatment of 
venous insufficiency. 
  
 

PO-080 

帕金森病与特发性震颤震颤模式及表面肌电特征分析 

 
李婷婷,张天宇,靳令经 

上海市同济医院 200333 

 

目的 探讨表面肌电图联合加速器分析 PD 和 ET 震颤特点的应用价值；分析 PD 和 ET 患者上肢和

胸部的代表性肌肉的表面肌电参数，为肉毒毒素治疗时精准选择肌肉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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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份至 2017 年 4 月份期间在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诊断为 PD 和 ET 的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入组后，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一般信息采集，使用十六导联表面肌电图和加速器分

别在研究对象保持静止位、上肢平伸位、上肢负重 1kg 时采集上肢表面的震颤频率、振幅，以及拇

短展肌、桡侧腕屈肌、尺侧腕屈肌、桡侧腕伸肌、指总伸肌、尺侧腕伸肌、肱二头肌、胸大肌的表

面肌电数据。 

结果 1.表面肌电图测试结果： 

（1）PD 震颤时累及的肌肉以手部、前臂肌群为主，ET 震颤时累及的肌肉以前臂肌群为主。 

（2）PD 和 ET 震颤相关的表面肌电振幅均值比较，静止时，PD 所测肌肉的表面肌电振幅均值均

大于 ET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肢平伸时，除拇短展肌外，余所测肌肉结果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3）PD 和 ET 震颤时，上肢屈肌和伸肌均参与，所研究的 PD 存在同步收缩、交替收缩、同步＋

交替收缩三种模式，ET 呈现同步收缩、同步＋交替收缩两种模式。 

  2.加速器测试结果： 

（1）PD 在平伸上肢和持重 1kg 时震颤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振幅由 0.37±0.10cm 降低至

0.19±0.07c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ET 在平伸上肢和持重 1kg 时频率分别为 6.00±0.42Hz 和

4.75±1.85Hz，振幅分别为 0.39±0.17cm 和 0.32±0.17cm，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PD 患者口服多巴丝肼 125mg30 分钟后，振幅由 0.40±0.12cm 降低至 0.17±0.04cm，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震颤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表面肌电检测发现震颤时 PD 和 ET 共同累及桡侧腕屈肌、桡侧腕伸肌、尺侧腕屈肌、尺侧

腕伸肌，PD 手部肌肉均受累，而 ET 手部肌肉较少受累。该发现可为肉毒毒素治疗时肌肉

选择做铺垫。  

2. 表面肌电检测发现 PD 存在三种收缩模式，ET 存在两种收缩模式，加速器检测发现负重前

后 PD 振幅下降，而 ET 振幅无改变。该发现表面肌电图联合加速器可以协助 PD 和 ET 的

鉴别。  

3. 加速器检测发现服药前后 PD 振幅下降，该发现可以协助 PD 药物疗效的判定。  

4.  
 
 

PO-081 

rTMS 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Meta 分析 

 
王宏斌,袁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 Meta 分析及临床试验研究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障碍，尤其是上肢运动功能康复的有效刺激模式。 

方法 应用 Cochrane 协作网推荐 Review Manager 软件（RevMan 5.1）对既往研究―rTMS 对脑卒

中患者运动功能障碍康复‖的相关文献进行评价分析。文献来源于中文及外文数据。定量分析以合

并效应量为主。对纳入文献进行 Meta 分析，评估 rTMS 应用于脑卒中患者康复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 

结果 对现用公开发表文献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rTMS 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恢复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可以作为常规康复治疗的补充方案，高频及低频 rTMS 两种模式刺激方案未表现明

显差异。 

结论 高频 rTMS 及低频 rTMS 均对脑卒中后患者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恢复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少

量 RCT 研究显示联合应用 HF/LF-rTMS 模式，可能成为更有效的磁刺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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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2 

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足弓发育及步态的影响 

 
刘翠娟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足弓发育及步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 30 例入院时月龄为 6—8 个月的痉挛型脑瘫患儿（除外先天畸形和先天遗传代谢性疾

病），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入院后除行常规治疗外，增加律动及弹簧板上进行足踝训

练，3-5min/次，2 组/次，2 次/天；常规组按常规方法进行训练。 

结果 经过 12 个月康复训练后对照组足印指数明显大于对照组（P＜0.01），足弓指数明显小于对

照组（P＜0.01），对照组单足支撑期、单足摆动期占步行周期比例较常规组高（P＜0.05），双

足支撑期占步行周期比例较常规组低（P＜0.05）。 

结论 早期足踝干预可以促进脑瘫患儿足弓的发育并改善其步态。 

 
 

PO-083 

不同病程膝关节创伤患者关节活动度康复效果的回顾性分析 

 
陈斌,曹宪信,罗小清,罗小权,陈斌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松江区） 201619 

 

目的 探讨膝关节创伤后患者不同时期康复治疗介入对患者膝关节活动度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9 例膝关节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根据康复治疗介入的时间(＜3 个月、3—

6 个月、＞6 个月)将患者分为 3 组。在康复治疗（牵伸训练、关节松动术、肌力训练）前及治疗

后，对患者的膝关节主动活动范围（AROM）进行评估。 

结果 康复治疗介入时间<3 个月组和 3—6 个月组的患者的治疗后膝关节主动活动度（AROM）分

别为 40.94±22.30°与 25.93±12.17°，＜3 个月组较 3-6 个月组膝关节活动度有明显改善（P＜

0.05）。而>6 个月组的患者治疗后膝关节活动度为 15.50±9.58°，康复效果明显不如其它两组（P

＜0.05）。 

结论 系统正规的康复治疗对不同时期膝关节创伤患者的关节活动度康复效果明显,但更早期的介入

更有利于关节活动度恢复。 

 
 

PO-084 

八段锦运动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影响效果的随机对照研究 

 
李丽,王芹,冯梓芸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原：济南铁路中心医院） 250001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八段锦运动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疼痛与功能障碍的影响，并

进一步探讨八段锦运动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生活质量及卫生经济学的影响，为八段锦治疗慢

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提供初步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但不符合排除标准的 178 例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八段

锦组、常规治疗组各 89 人。对照组可以进行除八段锦以外的常规治疗，如理疗、药物治疗等；八

段锦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 8 周的八段锦干预。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试验开始第 9 周)及

随 访 后 ( 试 验 开 始 第 32 周 ) 对 2 组 进 行 评 定 。 采 用 疼 痛 数 字 评 价 量 表

（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评价疼痛强度，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问卷表(Oswestry Dability 

Index, ODI)评价功能障碍，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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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健康调查简表(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 SF-36)评定生活质量指数，第二

版贝克抑郁量表（BDI-Ⅱ）评定情绪，并采用卫生经济学指标评定成本效果比及成本效益比。 

结果 （1）治疗前两组性别、年龄及基线资料均无显著差异（p＞0.05）。 

（2）治疗后，八段锦组与常规治疗组相比较，NRS、PSQI、SF-36、BDI-Ⅱ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 ODI 得分差异不具有显著意义（p＞0.05）。 

（3）随访后，八段锦组 NRS、ODI、SF-36 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 PSQI、BDI-Ⅱ

不具有显著意义（p＞0.05）。 

（4）卫生经济学方面：相比常规治疗组，八段锦组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的总成本、直接

医疗费、直接非医疗费用与间接费用相当；相比常规治疗组，八段锦组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

者的主要指标、次要指标的功能效果得分相对较高，提示治疗组对于改善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疼痛

及功能障碍、生活质量情绪有着更好的效果。 

结论 八段锦运动能够显著的改善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疼痛、功能障碍及生活质量，节约成

本，节省医疗费用支出。 

 
 

PO-085 

改良强制性运动训练对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恢复及血清单胺类神

经递质代谢的影响 

 
高蓓瑶,白玉龙 

复旦大学 200032 

 

目的 观察改良强制性运动训练(mCIMT)对脑缺血再灌注模型大鼠神经功能恢复及血清单胺类神经

递质含量的影响。 

方法 采用线栓法建立大鼠左侧大脑中动脉栓塞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MCAO)，随机分为 mCIMT

组、对照组和假手术组。mCIMT 组：造模后第 7 天起，给予 1.5r/min 的转轮结合柔软绷带固定限

制健肢运动的改良强制性运动方法，训练 30min，休息 30min，共 2h，2 次/d，持续 14d；对照组

在 MCAO 之后笼内自由活动，假手术组大鼠自然饲养。造模后第 21 天采用错步试验、粘纸移除试

验、强迫游泳试验对各组大鼠进行各项神经功能评定，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造模后 22 天大鼠

血清中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 

结果 造模后第 21 天，错步试验结果显示， mCIMT 组比对照组大鼠的错步数显著减少；mCIMT

大鼠与对照组大鼠相比，粘纸移除试验移除相对时间缩短，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强迫游泳

试验中 mCIMT 大鼠与对照组大鼠相比无明显差异(P >0.05)。造模 22 天后 MCAO 大鼠血清五羟色

胺(5-HT)高于对照组，高香草酸(HVA)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mCIMT 可以改善脑缺血再灌注模型大鼠运动及感觉神经功能，无明显致情绪抑郁作用。mCIMT

可以影响脑缺血再灌注大鼠体内神经递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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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6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对脑卒中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流动力学和凝血功

能的影响 

 
凌康

1
,袁海

1
 

1.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空气波压力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流动力学和凝血功能的影响，分析空气波压

力疗法预防脑卒中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机制。 

方法 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 20 名脑卒中偏瘫患者双下肢在治疗前后，不同时间段（静息状态

下、干预后立即、干预后 20 分钟、干预后 40 分钟、干预后 60 分钟）股总静脉血流动力学变化情

况和治疗前后患者凝血功能指标变化情况。 

结果 (1) 静息状态下健患侧比较  治疗前后:与健侧相比患侧血流峰速度、血流平均速度显著降低

（P < 0.05），健患侧血流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2）治疗前、后血流动力学变化

情况  治疗前：干预后健患侧血流峰速度、平均速度、血流量较静息状态下显著增高（P < 0.05），

然而随着干预结束后时间的延长，健患侧血流动力学指标逐渐减慢，其中患侧血流动力学指标在干

预结束 40 分钟后逐渐恢复到静息水平。治疗后：健患侧血流动力学指标变化情况，基本与治疗前

相同。（3）治疗前、后凝血功能比较  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纤维蛋白原含量明显降低（P < 

0.05），其余凝血功能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空气波压力疗法能够促进脑卒中患者下肢血液的回流，改善下肢静脉血液瘀滞的情况，患肢

的治疗效果可持续至干预结束后 40 分钟；重复使用空气波压力疗法不会延长加速静脉血液回流的

持续时间，但是能够改善凝血功能；建议脑卒中患者健患侧均接受 IPC 治疗，以便更好的降低

DVT 形成的风险。 

 
 

PO-087 

平衡垫训练对慢性踝关节不稳定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颜沛沛,崔芳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目的研究平衡垫训练对慢性踝关节不稳定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符合标准的门诊慢性踝关节扭伤的患者 30 例，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15 例。2 组患者均给予肌力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等常规综合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平

衡垫（Thera-Band)上的静、动态平衡功能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6 周后，由同一治疗师双盲

状态下采用专业的平衡功能测试仪和美国足踝外科协会（AOFAS)踝后足评分量表、计时起立-步行

测验（TUGT)分别对两组的平衡功能、踝关节功能和下肢功能性步行能力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6 周后，2 组患者的平衡功能测试、踝关节 AOFAS 评分和 TUGT 测试所用时间均较治

疗前显著改善(P<0.05)，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平衡功能、踝关节 AOFAS 评分和 TUGT 时间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平衡垫上静、动态平衡功能训练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可显著提高慢性踝关节扭伤患者的平衡功

能，从而改善踝关节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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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8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人工膝关节单髁置换术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廖华,崔芳,颜沛沛,余研,卢亮宇,袁峰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Fast track surgery,FTS)在人工膝关节单髁置换术患者康复中的应用的临床

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01-2016.2 月收入我院因骨性关节炎需行人工膝关节单髁置换术的患者 40 例，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20 例）、实验组（20 例）。对照组为传统方法治疗，仅对患者进行置

换术后常规康复治疗，实验组为 FTS 方案治疗，按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对患者进行置换术前、置换

术中、置换术后管理。分别于置换前 2 天、置换后 1 周、4 周、12 周采用美国特种外科医院

（HSS）评价两组患者的膝关节功能情况；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价两组患者的疼痛改善程

度；比较两组膝关节活动度恢复情况；采用欧洲满意度调查量表(EUROPEP)了解两组患者的满意

情况；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两组患者心理状态； 

结果  

两组患者置换术后 1 周、4 周、12 周的 HSS 评分、VAS 评分、关节活动度均较术前明显改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并且 FTS 组均显著高于传统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FTS 组患者满意状况高于传统治疗组(P 均<0．05)。FTS 组患者焦虑指数低于传统治疗

组(P 均<0．05)。  

 

结论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FTS)的应用可有效促进人工膝关节单髁置换术患者的早期康复效果，改善患者

关节功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减轻患者焦虑指数，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PO-089 

躯干镜像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患侧上肢功能恢复的效果 

 
陈诚,万春晓,傅帆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系统评价躯干镜像训练技术对于脑卒中患者患侧上肢功能恢复的效果。 

方法 选取两名发病六个月以上的脑卒中患者，且其都由于伴有患侧的感觉障碍，上肢功能处于

BrunnstromII 期。患者在每天正常完成常规康复训练后，再由治疗师引导完成 20 分钟的镜像躯干

训练，每周五次，分别于躯干镜像训练加入前、训练加入 4 周后、训练加入 8 周后用 Brunnstrom

和 Fugl-Meyer 评定量表对患者上肢功能进行评定。躯干镜像训练具体方法：在患者身旁两侧分别

摆放两面矫正镜，患侧的矫正镜与患者的躯干保持垂直摆放，健侧的矫正镜与患者健侧肩关节大约

10 厘米的距离且呈 45°（其摆放的角度，延长线同时也与患侧处镜面的延长线呈 45°）。拿一块长

布或者大毛巾，对患者的患侧肩部以及健侧肩部的前方进行遮挡，避免患者从镜子里或者直接看到

除健侧肩部后方的其他部分。引导患者同时进行双侧上肢的肩胛上抬（即耸肩）和肩胛旋前的活

动，活动的同时始终让患者注视着健侧矫正镜所呈现出的活动，并让其想象为是患侧活动的状态。 

结果 接受躯干镜像训练前，两位患者上肢的 Brunnstrom 分期分别为 I 期、I 期；Fugl-Meyer 的上

肢评分分别为 9 分和 12 分。（1）接受训练 4 周以后，两位患者上肢的 Brunnstrom 分期分别为 I

期、I 期； Fugl-Meyer 的上肢评分分别为 12 分和 19 分。（2）接受训练 8 周后，两位患者上肢的

Brunnstrom 分期分别为 II 期、II 期；Fugl-Meyer 的上肢评分分别为 17 分和 23 分。通过 8 周的镜

像躯干训练，两位伴有患侧感觉障碍的患者的患侧上肢功能有明显提升。由于为改善病程较长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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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功能恢复较为缓慢的两位患者，目前所做病例不是很多，今后需扩展这项训练的患者种类，从而

可以更为准确的判断出躯干镜像训练的效果和可行性。 

结论 通过以上两例病例，可以初步得出躯干镜像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患侧上肢的功能恢复有比较

明显的效果，尤其针对那些因为患侧感觉障碍所影响患侧肢体恢复的患者。 

 
 

PO-090 

MET 技术促进梨状肌综合征患者康复的疗效研究 

 
叶超群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 对照研究 MET 技术和物理因子治疗对慢性梨状肌综合征患者的康复疗效，寻找科学有效实用

的梨状肌综合征康复方法。 

方法 设计：前瞻性对照研究、单盲 

对 2016.2-2017.2 间在空军总医院康复医学科明确诊断为―梨状肌综合征‖病程在 6 月以上的 14 例

患者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MET 技术组和物理因子治疗组，分别进行 MET 技术和物理因子治疗，在

治疗前后对患者疼痛和腰椎功能进行评定，利用 SPSS17.0 软件独立样本 t 检验对疼痛评分和腰椎

功能进行组间对照分析。 

诊断标准：1.臀部疼痛伴同侧下肢麻痛病史大于;2.梨状肌体表投影区压痛，直腿抬高试验（-）、

梨状肌试验（+）、梨状肌张力试验（+）；3.超声或 MRI 证实梨状肌、上下 ma 肌、闭孔内肌水

肿。 

排除标准：特异性腰痛，臀肌筋膜炎、骶髂关节炎、腰椎管狭窄等非特异性腰痛，腰椎间盘突出症 

评价指标与方法： 

  疼痛评分：VAS 评分；腰椎功能：ODI 评分。 

干预方法： 

  物理因子治疗组进行磁疗、半导体激光结合梨状肌自我牵拉，磁疗、半导体激光 1 次/日，梨状肌

拉伸在康复师指导下进行，每日 4 次；MET 技术组：MET 技术结合梨状肌自我牵拉，MET 技术急

性期采用收缩-放松技术，疼痛减轻后采用等长收缩后放松技术，2 次/天,梨状肌自我拉伸练习同物

理因子治疗组。 

结果 1、患者一般情况 

 理疗组平均年龄 47.57±27.693（岁），男 5 例女 2 例；MET 组 49.179±22.950(岁），男 3 例女 4

例； 治疗周期：MET 组平均（21.27±6.77) 天，理疗组平均(34.56±8.32)天(p<0.05）  

0. VAS 评分  

  治疗前两组 VAS 评分无明显差异（MET 组 7.59±2.09，理疗组 6.91±2.43 ），治疗后 MET 组

（2.67±1.21 

）较理疗组（5.32±2.28）明显降低 （p<0.05)  

0. ODI 评分    

  治疗前两组 ODI 评分无明显差异（MET 组 47.79±16.39，理疗组 46.91±14.43 ），治疗后 MET

组（ 23.37±12.31）较理疗组（33.71±17.04）明显降低 （p<0.05)  

结论 MET 技术对梨状肌综合征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单纯磁疗结合半导体激光对慢性梨状肌综合

征患者疗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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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1 

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患侧体感诱发电位与运动诱发电位相关性分析 

 
张慧,傅静,杨峰,乔鸿飞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患侧体感诱发电位（SEP）与运动诱发电位（MEP）均可异常，本文旨在

探讨二者的相关性，为康复评估提供更多的客观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病程 1 周-3 月，利用 8 字型线圈分别刺激患侧中央前回手功

能区、下肢运动区，于手大鱼际肌、胫前肌分别记录 MEP。分别刺激患侧肢体正中神经、胫神

经，与皮层 C3/4 点、Cz 点记录皮层 SEP（P40、N50），分析同一肢体 SEP、MEP 的相关性。 

结果 20 例病例中 SEP 与 MEP 均异常为 11 例，SEP 正常、MEP 异常为 8 例，SEP 异常、MEP

正常为 1 例。 

结论 脑卒中后偏瘫患者 MEP 检查较 SEP 更为灵敏，对于尚未损伤深感觉通路的偏瘫患者，SEP

可正常，MEP 与 SEP 并非绝对线性相关。作为评估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损伤情况及康复训练效果的

电生理手段，MEP 较 SEP 应用价值可能更大。 

 
 

PO-092 

早产儿和足月儿脑性瘫痪的危险因素分析及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

的比较 

 
童光磊,马其洲,金玉莲,李红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01 

 

目的 分析危险因素在早产儿和足月儿脑瘫中分布的差异性，并比较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的应用价

值。 

方法 收集 120 例脑瘫患儿（早产 48 例，足月 72 例），运用检验分析危险因素分布的差异性；其

中，选取临床资料完整的脑瘫患儿 64 例（早产组 32 例、足月组 32 例），比较白质纤维束的各向

异性（FA 值），同时分析两组 FA 值和粗大运动功能分值的相关性。 

结果 早产儿脑瘫中低出生体重、新生儿窒息和病理性黄疸，以及≥两种危险因素的分布的比率显著

大于足月儿脑瘫（P＜0.05）；早产儿脑瘫组的 FA 值在右侧内囊后肢、胼胝体压部和双侧大脑脚

部位显著小于足月儿脑瘫组（P＜0.05）；早产儿组在内囊前肢、膝部和后肢的相关性有统计意义

（P＜0.05），其中内囊后肢的关联密切程度最高（r=0.572 P=0.001），足月儿组各部位的相关性

均无统计意义（p≥0.05）。 

结论 早产儿脑瘫比足月儿脑瘫更易出现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本研究所设定的危险因素；早产儿脑瘫

比足月儿脑瘫更易合并低出生体重、新生儿窒息和黄疸等危险因素；早产儿脑瘫的整体白质发育较

足月儿脑瘫明显延迟； DTI 在早产儿脑瘫中的应用价值比足月儿脑瘫高；内囊后肢的 FA 值可作为

早产儿脑损伤的评价及动态监测白质发育的一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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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3 

有氧运动联合传统康复对卒中偏瘫患者心肺运动功能及康复效果

的临床研究 

 
徐泉,潘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目的 探讨有氧运动联合传统康复治疗对偏瘫患者心肺运动功能及康复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选回顾性纳入 30 例首次发病的脑卒中偏瘫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4 例患者退出，最终 26 例患者完成本研究，每组 13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传统康复治疗，

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有氧运动训练，每天 1 次，每次 30 分钟，共训练 4 周。分别于治疗前和治

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进行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评估，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差

异。 

结果 心肺运动实验结果显示，治疗后，实验组峰值摄氧量（peak oxygen uptake, VO2peak）、无

氧阈（anaerobic threshold, AT）、能量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 of energy, MET）、峰值

氧脉搏（peak oxygen pulse, VO2/HR peak）、峰值功率（peak power, WRpeak）、峰值分钟通

气量（minute ventilation, VE peak）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1）；对照组 VEpeak 较治疗前明

显改善（P＜0.05），其他指标较治疗前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实验组

METpeak、VO2/HRpeak、VEpeak 较对照组明显提高（P＜0.05）。患者 Fugl—Meyer 评分与

Barthel 指数评估显示，治疗后，实验组 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

0.01），对照组 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较治疗前也有明显改善（P＜0.05）；实验组

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在传统康复治疗基础上，增加有氧运动训练，能够提高其心肺运动功能，改

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 

 
 

PO-094 

162 例青壮年腰痛患者发病特点及康复疗效研究 

 
叶超群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 了解青壮年腰痛患者腰痛发病特点及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自 2016.1 起，对我科所有符合入选标准的腰痛患者进行详细检查，明确诊断后进行功能评

定，依据诊断和功能特点，对其采取针对性康复治疗，并于治疗结束、3 月、6 月时进行随访；利

用 SPSS17.0 软件对其资料进行分析。 

纳入标准：年龄 20-40 岁，主诉―腰痛‖；排除标准：脊柱感染、肿瘤、骨折、认知障碍、不能或无

法配合定期随访者。 

评价指标与方法包括：疼痛：VAS 评分；腰椎功能：ODI 评分。 

干预方法：手法治疗，手法治疗配合理疗、运动康复 

结果 1、患者一般情况 

共有 162 例患者纳入研究，平均年龄 29.32±7.82(岁），性别：男：女=2.5：1；平均病程

46.32±29.72（天） 

2、诱因 

发病诱因前三位依次是：久坐（30.9%）、蹲位够物起立（27.2%）、剧烈运动（24%）；其他诱

因包括：受凉（8%）、较长时间开车（3.1%）、搬重物（2.5%），无明显诱因（6.2%）。 

3、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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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患者中，病因前三位依次是：腰背肌筋膜炎（33.3%)，腰椎小关节紊乱（20.9%)，腰椎间盘

突出症（8.6%)；其他重要原因包括：梨状肌综合征（6.8%），骶髂关节炎（6.8%)，先天性髋关

节发育不良（5.5%)，腰椎椎弓峡部裂（5.5%)，髂腰肌撞击（4.9%)，脊柱侧弯（4.3%)；其他包

括：盆底肌粘连（0.06%)、坐骨神经炎（0.06%)，1.9%的患者诊断不明。 

4、治疗效果 

1）VAS 评分： 

治疗前 6.71±2.09 ，治疗后  2.27±1.23, 半年  3.39±1.07,治疗后和半年时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p<0.05) 

2）ODI 评分:   

治疗前 70.08±21.13，治疗后 40.71±18.34 半年 34.31±12.72,治疗后和半年时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p<0.05) 

3）疗效：治愈  46.3% ，好转 40.7%，无效 12.9% 

结论 腰背肌筋膜炎、椎小关节紊乱是引起青壮年腰痛最常见的原因；其次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梨

状肌综合征、骶髂关节炎是引起腰痛的重要原因；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髂腰肌撞击是常被忽略

的引起腰痛的原因。 

久坐、蹲位够物起立、剧烈是腰痛的主要诱因。 

康复治疗可有效治疗非特异性腰痛、腰椎间盘突出症，但对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腰椎峡部裂无

效。 

 
 

PO-095 

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对肺癌术后患者残肺代偿生长形态和功能

的影响 

 
张鸣生

1
,刘霜纯

2
,李新平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 

2.暨南大学 

 

目的 结合肺癌患者手术前后的影像学和功能学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初步探讨反馈式呼吸

电刺激训练对残肺代偿生长的影响。 

方法 募集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肺二科因肺肿瘤拟行肺切除手术的

患者 60 例。将满足入选标准并完成术后随访的 60 名肺癌患者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实验组共纳入病人 30 例，在常规的术后护理的基础上还进行为期 4 周的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

练，每次训练 20min，每周训练 3 次。为强化呼吸训练技巧，患者被鼓励在家时按照所学习的呼吸

模式继续进行每天 3 次、每次 20 分钟的腹式呼吸训练。对照组给予术后常规护理并指导进行为期

4 周的腹式呼吸训练，每天 3 次、每次 20 分钟。观察指标包括肺功能，心肺运动功能，胸部 CT 检

测，膈肌超声：平静呼吸相双侧膈肌运动幅度、深吸气相双侧膈肌运动幅度。 

结果 训练 4 周后，两组患者肺功能均较训练前改善，但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的 FVC、FEV1%、

FVC%增加更显著（P<0.05）；在术后 3 月，实验组的 FVC、FEV1%仍明显高于对照组。训练 4

周后，两组患者膈肌运动幅度均较训练前改善，但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术侧在深吸气时、非术侧

在平静呼吸与深吸气时膈肌运动增加明显，而训练前后的差值?D 则在术侧增加更明显；在术后 3

月，实验组在深吸气时的双侧膈肌运动幅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比两组肺癌患者手术前后 3D-CT 结果，CT 指标中除平均肺密度和对侧 3D-CT 定量 3 个指标在

组内和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外，平均全肺容积、平均肺质量、术侧肺容积、术侧肺质量等指标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 4 周的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后，运动最大功率 W、VO2max/kg、

VE 、AT 较训练前增加，而 VE/VO2、VE/VCO2 均较训练前减小（P＜0.05），其他指标（包括

VT、生理无效腔 VD/VT）等均无明显变化。术后 3 月，实验组心肺功能指标（Wmax、V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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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2max/kg）在停止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后 2 个月仍呈上升趋势。D-CT 指标中的术侧肺质量分别

与 PFT 中 FVC、FEV1 和 FEV1%之间具有良好相关性 (r 值分别为 0.616, 0.892, 0.774,P <0.001)。 

结论 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可以促进肺癌术后患者残肺代偿生长，改善术后肺功能。 

 
 

PO-096 

中西医结合康复方案治疗脑梗死急性期患者的研究进展 

 
马玉玺,齐瑞 

上海市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021-65161718 

 

目的 脑梗死后患者的功能障碍的恢复需要多种途径疗法，其中包括西药、中药以及康复疗法，进

行康复治疗有利于患者的脑梗死后遗症的恢复以及提高患者回归社会比例。中医疗法手段和现代康

复在治疗方法和学科理论上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在脑梗死急性期患者的治疗上更有利于提高疗效。

本文重点论述医针灸、中药、推拿为主的中西医结合康复方案在治疗急性期脑梗死患者方面的研究

进展。 

方法 本文通过检索国内、国外相关数据库，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pubmed 等，先后检索 50

余篇文献，进行相关内容整理。其中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 20 余篇。将针灸、推拿、中药为

主的中西医结合康复方案分类归纳总结， 

结果 中西医结合综合康复方案在治疗脑梗死急性期患者功能障碍方面优于传统康复和单纯现代康

复，为脑梗死患者回归社会，降低致残率提供新的诊疗方案，为后续临床研究提供系统的文献参考 

结论 随着脑卒中急性期的诊治不断完善，病死率虽下降但仍存在高致残率的现况，极大地需要尽

早康复治疗的介入。虽然中、西医康复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所面对的康复对象是共同的，目

的是使障碍者能恢复其运动功能，提高其自主生活能力，回归社会。脑卒中急性期中西医结合康复

特色是中西医在临床治疗上的协同和理论上的渗透, 以提高康复治疗的效果。针刺、中药、推拿疗

法是传统治疗手段的组成部分, 在脑卒中康复治疗中应用广泛。三种治疗手段各具特色，通过不同

的作用机制在脑卒中康复治疗中均有着较好的疗效。在施治的过程中,应根据病症分期、分型的辩

证分析，全身调整，合理运用中西医康复治疗手段，重视早期介入，这样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临

床及实验研究均证明了中西医结合康复其对脑卒中急性期患者治疗的有效性及实用性，这需要我们

既要重视引进西方现代康复技术，也要重视挖掘、整理祖国医学的康复治疗方法，加强中西医结合

康复治疗，推进康复技术创新 

 
 

PO-097 

神经系统电刺激合并吞咽训练治愈延髓梗塞后吞咽障碍 1 例 

 
林小东,毛利,胡旭,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神经系统电刺激合并吞咽训练对延髓梗塞后吞咽障碍患者的疗效。 

方法 1.使用神经系统电刺激仪（华力 HL-0817A）四通道选择舌骨下颌肌、甲状软骨两旁、两侧下

颌角下方及耳后乳突放置，频率 21.1HZ，刺激强度以达到运动域或耐受域为准，60min  1 次/日。

2.吞咽训练：放松后冷疗配合运动疗法交替进行，20min 1 次/日。采用洼田饮水试验与吞咽功能评

分评定。 

结果 经过两周的治疗，该患者洼田饮水试验评分 2 分，吞咽功能评分 6 分，正常饮食。 

结论 神经系统电刺激配合吞咽训练能显著改善延髓梗塞患者吞咽障碍，甚至达到正常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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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8 

早期康复对气管切开病人拔管的影响 

 
任钰,古丽巴哈尔,黄海霞,王宝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了解早期康复对不同类型气管切开病人拔除气管插管的影响。 

方法 调查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气管

切开病人，对患者的患病类型，康复开始时间，气管插管拔除时间及未拔除气管插管的病人数等方

面进行调查统计。 

结果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气管切开

患者共计 80 人，其中脑出血患者 29 例，脑梗死患者 14 例，颅内肿瘤患者 12 例，吉兰巴雷患者

6 例，高颈段脊髓损伤患者 7 例，颅脑损伤患者 12 例，脑出血患者气管切开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6.38 天，康复治疗开始的平均时间为 21.86 天，气管插管拔除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51.5 天，有 7

例患者未拔除气管插管）（占 24.14%）；脑梗死患者气管切开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5.43 天，康复

治疗开始的平均时间为 11.71 天，气管插管拔除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53.66 天，有 8 例患者未拔除

气管插管）（占 57.14%）；颅内肿瘤患者气管切开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12.92 天，康复治疗开始

的平均时间为 22.33 天，气管插管拔除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39.5 天，有 6 例患者未拔除气管插

管）（占 50%）；吉兰巴雷患者气管切开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8.33 天，康复治疗开始的平均时间

为 13.67 天，气管插管拔除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51.2 天，有 1 例患者未拔除气管插管）（占

16.67%）；高颈段脊髓损伤患者气管切开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9.14 天，康复治疗开始的平均时间

为 25.57 天，气管插管拔除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65 天，有 6 例患者未拔除气管插管）（占

85.71%）；颅脑损伤患者气管切开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8.15 天，康复治疗开始的平均时间为

15.69 天，气管插管拔除的平均时间为发病后 41.9 天，有 2 例患者未拔除气管插管）（占

16.67%）。 

结论 颅内肿瘤及颅脑损伤患者经康复治疗后拔除气管插管的时间较其他类型的患者时间为短，高

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大部分未拔除气管插管，而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及颅脑损伤患者大部分均拔除了

气管插管。 

 
 

PO-099 

运动训练对脊髓损伤后痉挛大鼠脊髓内钾-氯离子协同转运体 2 

表达的影响 

 
方露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对脊髓损伤（SCI）后痉挛大鼠进行运动训练，观察大鼠的运动功能、痉挛程度和脊髓内钾-

氯离子协同转运体 2（KCC2）表达的变化，探讨 KCC2 在运动训练的解痉效应中的作用。 

方法 将 30 只雌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 模型组、运动组。采用改良 Allen‘s 撞击法建立脊

髓损伤后痉挛模型，使用 BBB 运动功能评分、Ashworth 痉挛分级评定来评估三组大鼠术后行为学

变化，并于术后 5w 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各组大鼠损伤远段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胞膜上 KCC2 表达

变化。 

结果 1）运动功能评定（BBB 运动功能评分）结果显示：假手术组术后 BBB 评分一直保持正常。

术后 1d-5w，模型组和运动组的 BBB 评分均持续升高，且 2 组组内不同时间点的 BBB 评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2w-5w，运动组评分均高于模型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2）痉挛程度评定（Ashworth 痉挛分级评定）结果显示：假手术组术后 Ashworth 评

分一直保持正常。模型组和运动组在术后 1w 左右出现痉挛，后痉挛程度逐渐加重，至术后 5w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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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降低，2 组组内不同时间点的 Ashworth 评定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w-

5w，模型组评定等级均高于运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三组大

鼠脊髓运动神经元胞膜上 KCC2 表达水平比较，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假手术组相

比，其余两组大鼠 KCC2 蛋白表达下调（P<0.05）；与模型组相比，实验组能够明显上调 KCC2 

蛋白的表达（P<0.05），但仍低于假模组（P<0.05）。 

结论 运动训练可以促进脊髓损伤后运动功能的恢复，并有效缓解痉挛，其机制可能与 KCC2 表达

的上调有关。 

 
 

PO-100 

视觉反馈排尿训练治疗糖尿病膀胱过度活动疗效观察 

 
齐冰,李响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视觉反馈排尿训练治疗糖尿病膀胱过度活动的临床疗效。 

方法 在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的基础上，将 30 例糖尿病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

组。对照组给予普通针刺联合维生素 B1 注射液、维生素 B12 注射液肌内注射,普通针刺治疗每日 1

次，维生素 B1 100mg、维生素 B12 0.5mg 每日 1 次肌内注射；治疗组另加用视觉反馈训练。在留

置导尿管的管口连接一个三通管, 一端连接空置输液器作为测压管, 与大气压相通, 另一端连接 

500ml0.9%生理盐水。空置输液器旁悬挂一个刻度尺, 刻度 0 点平患者耻骨联合。测定膀胱安全容

量后根据训练要求导出部分膀胱内液体，仅连通导尿管与测压管, 嘱患者用力排尿, 并通过测压管内

液柱的变化直视膀胱内压的改变。每日治疗 10—15 次, 其间充分休息, 共历时 15—20min。针对有

自主排尿、但尿意频繁、最大膀胱容量减少的患者，训练时灌注液量依次设为安全容量的 40%、

60%、80%, 力求提高患者在不同膀胱充盈程度时保持最大膀胱内压的控制能力, 增强高膀胱内压耐

力。两组均以 15 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 

结果 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日排尿次数减少(P＜0.05),但治疗组改善较对照组更为明显(P＜0.05)；

两组治疗后首次膀胱充盈感容量和最大膀胱容量均有所增加(P＜0.05)，治疗组改善较对照组更为

明显(P＜0.05). 

结论 视觉反馈排尿训练用于治疗糖尿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可以减轻尿失禁症状，增加增加膀胱容

量，值得临床应用。 

 
 

PO-101 

针灸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神经系统电刺激仪治疗真性球麻痹的

疗效观察 

 
李婷,牟翔,袁华 

西京医院 710000 

 

目的 针灸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神经系统电刺激仪治疗真性球麻痹的疗效观察 

方法 真性球麻痹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15）和治疗组（n=15），对照组患者进行重复经

颅磁刺激、神经系统电刺激仪，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针灸治疗，持续 4 周。治疗前后均采取

视频吞咽造影检查(video 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 , VFSS),洼田饮水试验(the kubota drinking 

water test) 进行评估，并测量下颌舌骨肌运动诱发电位(MEP)。 

结果 4 周后两组患者各项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且治疗组患者 VFSS、洼田饮水试验评分较对

照组改善更多，大脑半球舌骨上肌群 MEP 波幅均升高。 

结论 针灸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神经系统电刺激仪治疗真性球麻痹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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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 

Activation of RAGE/STAT3 pathway in DRG contributes to 

the persistent pain hypersensitivity induced by lumbar 

disc herniation 

 
Zhang Xinsheng,Li Xiao,Luo Hai-Jie,Huang Zhu-Xi,Liu Cui-cui,Wu Shao-Ling,Ma Chao 

Sun Yat Sen Memorial Hospital 51012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RAGE/STAT3 pathway in 

dorsal root ganglion (DRG)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rsistent pain 
hypersensitivity induced by LDH. 

Methods LDH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implantation of autologous nucleus pulposus (NP, 

harvested from animal tail) on the left lumbar 5 nerve root. Local knockdown of STAT3 was 
performed by intrathecally injection of AAV-Cre-GFP into the subarachnoid space of L4-L6 spinal 

cord of STAT3
flox/flox

 mice. Mechanical allodynia was assessed by the hindpaw withdrawal 

threshold in response to probing with a series of von Frey filaments. The action potentials of DRG 
neurons were recorded at relevant time points during an observation period of 28 days. Protein 
levels and localization of RAGE and p-STAT3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pectively. 

Results Rats exhibited significant and prolonged mechanical allodynia after NP implantation 

during an observation period of 28 days. Electrophysiolog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action potentials of DRG neuron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on day 7, 14 and 28 following NP 
implantation. Western blot results showed the expression of RAGE and p-STAT3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DRG on day 7 and maintained to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day 28) 
following LDH.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RAGE and 
p-STAT3 in LDH rats on day 14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Consecutive injection of RAGE antagonist FPS-ZM1 (i.t.) at dose of 100 μg/10 μl or 200 μg/10 μl, 
but not 10 μg/ 10μl for 7 days, inhibited the enhanced excitability of DRG neurons and 
mechanical allodynia induced by NP implantation. STAT3 activity inhibitor S3I-201 (i.t.) at dose of 
100 μg/10 μl or 200 μg/10 μl, but not 25 μg/10 μl for 7 days also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enhanced excitability of DRG neurons and mechanical allodynia induced by NP implantation. 
Furthermore, local knockdown of STAT3 by intrathecal injection of AAV-Cre-GFP into 

STAT3
flox/flox

 mice markedly alleviated NP implantation-induced mechanical allodynia in mice. 

Importantl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showed p-STAT3 mainly was expressed in IB4 and 
NF200 positive cells, but not GFAP positive cells in DRG, and the expression of p-STAT3 was 
colocalized with that of RAGE. Besides, inhibition of RAGE with FPS-ZM1 prevented NP 
implantation-induced STAT3 activation.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activation of RAGE/STAT3 pathwa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persistent pain induced by LDH, and this pathway may represent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the 
treatment of LDH-induced persistent pain. 
 
 

PO-103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中枢性疼痛及皮层兴奋性的影响 

 
孙玮,赵晨光,袁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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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脑卒中后中枢

性疼痛（Central Poststroke Pain, CPSP）的治疗效果，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80 

 

方法 CPSP 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n=20）给予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

（10Hz），作用于患侧大脑初级运动皮层（M1 区）。对照组（n=20）给予假刺激，作用部位与

治疗组相同。两组治疗均每日 1 次，每周 6 次，共治疗 4 周。于治疗开始前，4 周治疗结束时进行

评估。评估内容包括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患侧静息运动阈值

（Resting motor threshold，RMT）、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 MEP）及体感诱发

电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EP）。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 VAS、RMT 显著降低，MEP 与 SEP 潜伏时缩短、波幅

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可减轻脑卒中后中枢性疼痛，其作用机制可能是其提高了患侧大脑皮层兴奋

性。 

 
 

PO-104 

重症获得性脑损伤患者痉挛状态康复治疗方案的临床研究 

 
吴军发,李放,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重症获得性脑损伤患者痉挛状态的康复治疗方案。 

方法 通过纵向观察包括肉毒素注射在内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法对 10 例痉挛状态获得性脑损伤患者的

疗效，分析和比较 10 例患者注射肌肉、注射目标及注射前后目标达成分数等的变化。 

结果 10 例患者 2 两例入院时清醒状态，其他 8 例患者均为植物状态、微弱意识状态和缄默状态。

10 例患者入院时 5 例有气管切开，肉毒素注射时有 3 例气管切开。从这 10 余例患者看，注射肌肉

主要为肩带肌、屈肘肌、屈膝屈髋肌、小腿三头肌、足内翻肌。10 例患者的注射目标主要是为了

改善肩、肘关节的主动和被动活动，便于穿脱衣服和腋、肘部卫生管理，改善足踝关节的足内翻下

垂畸形，便于站立。10 例患者肉毒素注射联合康复治疗后平均 GAS 变化为 23.47。 

结论 包括肉毒素注射在内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能够有效改善重症获得性脑损伤患者主动、被动活

动及疼痛程度。 

 
 

PO-105 

大鼠股二头肌激痛点定位方法及神经纤维分布的相关研究 

 
王永慧,孟菲,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寻找定位大鼠股二头肌中自然形成的激痛点，作为临床激痛点的动物模型;研究大鼠激痛点相

应形态学改变和神经纤维纤维支配情况。 

方法 取 260～270g 重的清洁级 Wistar 大鼠，以触诊方式确定大鼠股二头肌内较为坚硬的肌紧张

带，沿该肌紧张带挤压，当该侧下肢出现局部紧张反应时，可初步认定此处为激痛点。继而以肌电

图测定，当刺入初步确定的激痛点处的刺激电极记录到自发性电活动，而刺入临近肌肉中的对照电

极无自发性电活动时，可进一步确认激痛点。确定激痛点/非激痛点后，保持刺激电极不动，逐层

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暴露股二头肌。取下刺激电极针头附近直径 3mm 的肌肉。经 4%多聚甲醛

固定过夜、组织脱水、石蜡包埋、组织切片，制成 4μm 厚的切片。光镜下观察肌纤维分布及走行

等形态学改变，改良的 Cajal 吡啶银染色示激痛点/非激痛点处神经纤维，NF200 免疫组化检测激

痛点/非激痛点有髓鞘神经纤维。 

结果 使用触诊结合肌电图检测自发性电活动的方法可以成功定位大鼠股二头肌内自然形成的激痛

点。激痛点处肌纤维排列错乱、增粗肿胀，其中可见收缩带及较多炎性细胞浸润，非激痛点处肌纤

维排列整齐，无明显炎性浸润。改良 Cajal 吡啶银染色：肌肉纵切面：在激痛点和非激痛点的肌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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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间隙可见被银染为棕黑色的神经纤维沿肌纤维走向分布。肌肉横切面：激痛点处银染的神经纤维

数量较多 (15.97±1.67)，非激痛点处银染纤维数量少 (11.06±1.54)，二者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1）。NF200 染色显示：肌肉纵切面：激痛点和非激痛点的肌纤维间隙均可见 NF200 阳性

的棕黄色的神经纤维。肌肉横切面：激痛点处 NF200 阳性神经纤维数量较多(5.720±1.31)，非激痛

点处 NF200 阳性纤维数量较少(2.930±1.09)，二者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 

结论 肌肉触诊结合肌电图定位的方式可以确定大鼠股二头肌中自然形成的激痛点，作为人体激痛

点的动物模型。激痛点中肌纤维排列错乱、略有肿胀，可见有紧张带形成及较多炎性细胞浸润。激

痛点有更多的神经纤维末梢存在，特别是有髓鞘神经纤维末梢。 

 
 

PO-106 

顺带法结合综合语音治疗对完全性失语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马艳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顺带法结合综合语音治疗在短时间（3 周）内对改善完全性失语症患者听理解、复述、

命名功能的疗效。 

方法 对 40 例脑卒中后完全性失语症患者分为对照组（n=20）和治疗组（n=20），进行语音治疗

3 周。治疗前和治疗 3 周后采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CRRCAE）评价听理解、

复述、命名功能。对照组为常规语言治疗，治疗内容包括：①口颜面模仿训练②发音模仿训练（元

音→辅音→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多音节词）③音乐疗法④序列语言训练⑤听理解训练。治疗组采

用顺带法结合综合语音治疗，治疗内容包括：①顺带法：选择患者熟悉和容易的音，教会患者几个

甚至一个最形象、简单的口颜面运动，如闭唇、噘嘴、呲牙等，让患者发以该口型为起始音的短语

或短句。发音时让患者看着治疗师的口型。如患者残留或容易学会噘嘴口型，可教患者―我……‖，

不要求每个音都发准确，反复重复即可，复述单词时同时给予语义支持（看图片发音），长度可以

直接到短句。②音乐疗法③序列语言训练④听理解训练。 

结果 经过 3 周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在听理解（正答率名词 22.5%VS38.0%、动词 15.5%VS 

27.0%）、复述（正答率名词 13.5%VS21.5%、动词 12.5%VS 动词 18.5%）、命名（正答率名词

0.5%VS2.5%、动词 0%VS 2.0%）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提高更明显

（P<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顺带法结合综合语音治疗能在短时间（3 周）内快速提高完全性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功能，其

疗效明显优于常规治疗方法。 

 
 

PO-107 

持续性牵引结合牵伸对创伤后膝关节僵硬的疗效观察 

 
陈斌,陈斌,张宪,唐一鸣,王惠芳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619 

 

目的 探讨持续性牵引结合牵伸对创伤后膝关节僵硬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 位膝关节僵硬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接受常规物理治疗（牵伸训练、肌力

训练、关节松动术）无明显改善后，均给予持续性牵引结合牵伸治疗。对患者治疗前后分别评估膝

关节主动关节活动范围，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 

结果 治疗前膝关节活动范围 38.64±23.14 度，治疗后膝关节活动范围 78.18±31.25 度，较治疗前

活动范围有明显改善（P＜0.0001）；治疗前 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为 45.82±9.94，治疗后

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为 67.82±11.69，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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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持续性牵引结合牵伸治疗能有效地改善创伤后膝关节僵硬后的关节活动范围，同时也能提高

创伤后膝关节僵硬患者的功能状况。 

 
 

PO-108 

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不同程度 

认知障碍康复疗效的影响 

 
曹瀚元,夏文广,郑婵娟,王娟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430015 

 

目的 对脑卒中后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认知障碍评价及针对性的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观

察计算机辅助训练对不同程度脑卒中后认知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脑卒中并存

在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 75 例，采用简明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评定，确认有认知障碍，并按评分结果分为轻度，中度，重度 3 组。3 组患者均给予常

规药物治疗，常规康复治疗以及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总治疗时间为 8 周。训练后仍采用 MMSE

和 MOCA 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训练前 3 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训练后，3 组患者 MMSE 及

MOCA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中度认知障碍组提高最显著（P＜0.01），其次是轻度认知障碍组（P

＜0.05），重度认知障碍组评分较之前无明显变化（P＞0.05）。 

结论 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系统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轻、中度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值

得临床推荐。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中配有大量与日常生活活动相关的图片、声音、动画及益智性游

戏，提高了患者兴趣及注意力，让患者更好的参与到康复训练中去，对于轻中度认知障碍患者，大

部分的注意力，观察力，和语言能力都有所保留，所以经过认知训练有效的反复的良性刺激之后，

脑神经细胞的修复及边缘区域代偿能力都会大大提高，中度认知障碍患者的提升空间更大。对于重

度认知障碍患者，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系统等级难度相对高，且患者注意力、观察力和语言能力都

基本丧失，配合能力差，疗效不显著。  

 
 

PO-109 

经筋疗法结合整脊枪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临床疗效观察 

 
王超,李帆,阮祯,韩冻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430015 

 

目的 比较经筋疗法结合整脊枪与单纯经筋推拿手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CSA）的疗效差异。 

方法 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48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n=24）和治疗组（n=24）；对照组给给予经筋推拿手法治疗，治疗组给予经筋推拿手法结合整

脊枪治疗，每日一次，连续 10 天。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10 次后采用改良颈性眩晕症状与功能评估

量表（Evaluation Scale for Cervical Vertigo，ESCV）及临床有效率进行评定。观察两组患者治疗

前、后在改良颈性眩晕症状与功能评估量表（ESCV）的症状、体征评分方面的变化以及临床总有

效率，比较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差异。 

结果 1、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改良 ESCV 的症状、体征评分数据，（p>0.05），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两组患者治疗前在改良 ESCV 症状、体征评分上具有可比性；分别比较各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

后在改良 ESCV 的症状、体征评分数据均有下降，（p<0.05），有显著性差异，说明治疗组（经

筋推拿手法结合整脊枪治疗）和对照组（单纯经筋推拿手法治疗）在改善患者的症状和体征方面均

有疗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改良 ESCV 的症状、体征评分数据，（p<0.05），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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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患者症状、体征评分的改善方面，治疗组（经筋推拿手法结合整脊枪治疗）要明显优于对照

组（单纯经筋推拿手法治疗）。2、治疗组总有效率 100%，对照组总有效率 75%。两组比较，总

有效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经筋疗法结合整脊枪治疗对椎动脉型颈椎病有较好的疗效，优于单纯经筋推拿手法治疗，为

椎动脉型颈椎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综合治疗方式。 

 
 

PO-110 

脑卒中患者家庭关怀对失眠状况的影响：确定控制感、希望的链

式中介作用 

 
范志光

1
,袁群明

2
,门瑞雪

3
,崔晓丽

4
 

1.长春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 

2.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在读研究生 

3.长春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在读研究生 

 

目的 探讨脑卒中患者确定控制感与希望在家庭关怀与失眠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由经过系统培训的中医心理学研究生对长春市及其周边地区的 8 所医

院的 194 名脑卒中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 ①相关分析显示,家庭关怀、确定控制感、希望与失眠呈两两显著相关；②希望在家庭关怀与

失眠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在确定控制感与失眠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③确定控制感与希望在家庭

关怀与失眠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 

结论 脑卒中患者家庭关怀、失眠与确定控制感和希望密切相关，确定控制感和希望在家庭关怀与

失眠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PO-111 

悬吊运动疗法(SET)治疗颈椎病的生物力学机制的临床研究 

 
阴涛,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揭示悬吊运动疗法(SET)治疗颈椎病的生物力学机制。 

方法 2014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采用简单随机方法，根据 DAS 2.1.1 版软件生成随机数字表，

将 72 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SET 疗法组）与对照组（牵引组），治疗组 36 例，男 9

例，女 27 例；平均（45.19±10.09）岁；平均病程（24.94±18.07）月。牵引组 36 例，男 11 例，

女 25 例；平均（44.08±8.88）岁；平均病程（22.17±14.96）月。应用 BiodexⅢ system 等速测试

系统测试颈部肌群力学性能，治疗前和疗程结束后各测试 1 次。 

结果 两组治疗前峰力矩（PT）、平均功率（AP）、屈肌峰力矩/伸肌峰力矩比值（F/E）比较没有

统计学差异，治疗后 PT、AP、F/E 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治疗前后 PT、

AP、F/E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治疗前疼痛评分（VAS）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治

疗后疼痛评分（VAS）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悬吊运动疗法(SET)可以改善颈椎病患者颈部肌群收缩力量、做功效率，改善颈部肌群屈肌群

和伸肌群的协调能力，从而有利于恢复颈椎病患者颈部的生物力学性能。 

 
 

PO-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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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吊训练联合振动疗法在脑卒中患者 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临床

研究 

 
彭俊峰,李彦杰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观察悬吊训练联合振动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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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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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包括神经促通技术、牵伸技术、平衡功能训练、功能性电刺激及常规体针治疗等训练。每日 1

次，1 次 30-40 分钟，每周 5 次，持续治疗 20 个工作日。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悬吊训练和振动

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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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躯干核心稳定能力，加强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改善脊柱和骨盆核心肌群

控制力和平衡性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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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个

工作日。振动训练主要采用患者直立位频率 6HZ 加减 1HZ，3 分钟、立位屈膝位频率 12HZ，3 分

钟、伸膝提踵位频率 12HZ,2 分钟、肘膝跪位频率 13HZ，2 分钟三种治疗方案，每天 1 次，一周 5

次，持续治疗 20 个工作日。来增加患者核心控制、本体感觉的输入以及主动肌和拮抗剂协调能力

以改善其运动功能及平衡协调功能。于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采用下肢 Fugle-Meyer 运动功能评分

（FMA）、Berg 平衡量表（BBS）对两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FMA 评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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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4.12 vs 24.23±4.75，

P<0.05)；BBS 量表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1.6±5.8 vs 38.8±3.4，P<0.05)。 

结论 悬吊训练联合振动疗法能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及平衡功能。 

 
 

PO-113 

康复治疗在脑卒中患者上肢及手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朱琳,黄海霞,张铁成,李冬,史梦婷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在脑卒中患者上肢及手功能恢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2012 年 10 月——2014 年 6 月 92 例脑卒中患者，根据康复治疗方法进行分

组，其中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康复训练，在此基础上给予观察组患者综合性康复治疗，比较两组患

者上肢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及并发症。 

结果 观察组上肢、手功能评分及生活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权威文献报道结果相符。说明对脑卒中患者实施

规范化综合康复治疗，不仅能够促进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经恢复，改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进一步减少卒中后并发症发生率。提示康复治疗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患者各项功能恢

复，为预后奠定良好基础。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实施康复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促进上肢运动功能恢复，对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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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4 

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治疗非特异性腰痛的效果研究 

 
吴少鹏,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本文希望通过相关的实验，探究动态神经稳定技术(DNS)针对非特异性腰痛的治疗效果。 

方法 实验指标：本实验以主观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与客观的腹桥最长持续时间、背桥最

长持续时间，单足闭目站立最长持续时间以及运用等速肌肉力量测试系统对腰部等长肌力进行测量

作为评价指标。实验分组：将 20 例患非特异性腰痛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实验期间进行每周 3

次，为期 4 周的常规放松治疗），DNS 训练组（于实验组进行同样的放松治疗后,利用 DNS 对患

者的核心稳定性进行训练）,在干预前和干预后即刻评定。治疗思路：DNS(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

是内在运动系统的一种新的稳定技术,是一种激活人体整体稳定系统的一种新的训练方式.在日常生

活中,人们经常会忽视脊柱的稳定性训练,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及姿势异常,这就导致非特异性腰痛

的反复发作。大部分非特异性腰部疼痛的原因就是脊柱稳定性下降,局部肌肉过度紧张而造成的慢

性疼痛。因此,在进行常规的放松治疗后,再配合 DNS 训练来提高脊柱稳定性,从根本上治疗非特异

性腰痛的症状。治疗过程：在进行放松治疗后,首先对患者进行呼吸模式的纠正,教会患者进行腹式

呼吸, 正确的呼吸时指胸腔 腹腔协调运动,全胸式 360 度的呼吸。重建正确的呼吸模式和腹内压调

控。在患者掌握正确的呼吸模式以后,再按照无负重体位,四点撑地位,膝跪位,站立位的体位顺序,以

发育学的原理进行脊柱稳定性的训练,针对薄弱的核心稳定性进行训练,增强躯干的稳定性. 

结果 在 VAS 方面，与对照组相比，DNS 组显著下降（P＜0.01）；在腹、背桥的最长支撑时间方

面，与对照组相比，DNS 组都有显著的增长（P＜0.01）；与对照组相比，DNS 组在两侧的单足

站立时间及屈伸等长肌力方面均无显著性改变（P＜0.05）；DNS 组内相比，治疗前后屈肌的等长

肌力有显著的增大（P＜0.05）。 

结论 DNS 训练可以通过改善患者的呼吸模式，激活患者核心的深层稳定肌群，从而加强核心稳定

性，让核心区肌群可以协调工作，从而缓解局部肌肉紧张造成的疼痛症状。 

 
 

PO-115 

呼吸功能训练对颈髓损伤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尹凯,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脊髓损伤的患者中常见呼吸功能的降低，尤其是颈髓损伤的患者。由于呼吸肌功能受影响以

及长期卧床的影响，通气量及排痰能力的降低导致坠积性肺炎、肺部感染等多种并发症，而呼吸系

统并发症是造成颈髓损伤患者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患者进行呼吸功能训练，对改善颈髓损

伤患者的呼吸状况，预防和减少呼吸系统并发症降低死亡率有重要意义 

方法 对 40 位颈髓损伤患者进行肺功能测试，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11~68 岁，平均年龄

为 42 岁其中完全性瘫痪 20 例，不完全性瘫痪 20 例。将其按照住院床号分组，分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各 20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增加呼吸功能训练，训练 8 周后观察两组的呼吸功

能情况。评定内容包括：主观呼吸功能障碍程度、呼吸模式、平静时呼吸频率、呼吸肌及辅助呼吸

肌肌力、肺活量（VC）等肺功能肺功能指标 

结果 经过 8 周的呼吸功能训练患者的呼吸模式、呼吸肌肌力及耐力、肺活量等就训练前都有不同

程度的改善和进步（P<0.01 或 P<0.05）。 

结论 颈髓损伤后，呼吸功能障碍，通过运动和呼吸肌的训练可以提高患者呼吸肌肌力及呼吸耐

力。练习腹式呼吸，纠正和锻炼呼吸模式，增加呼吸效率。通过练习缩唇呼吸，可防止气道的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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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陷。教导患者咳嗽训练，增加咳嗽能力，预防肺部感染。所以颈髓损伤患者通过呼吸训练可以提

高呼吸效率，改善肺功能。伤后介入进行训练的时间越早，肺功能改善的越明显。 

 
 

PO-116 

Rocabado 手法治疗应用在颞颌关节紊乱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张鑫,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对颞颌关节紊乱的患者在运用 Rocabado 手法治疗前后疗效的观察。 

方法 通过对 80 位诊断为颞颌关节紊乱的患者进行连续 8 次的 Rocabado 手法治疗，治疗结束后随

访 2 周。每次治疗包括软组织放松术、关节松动术及功能锻炼三部分，首先对患者分别进性双侧颞

颌关节周围的主要肌肉包括翼内肌、翼外肌、颞肌进行 3-6 次的手法放松，其次对患者分别进行双

侧颞颌关节 3-6 次的关节松动治疗，最后针对性的对患者进行颞颌关节功能上的指导与教育。在治

疗前后均使用颞颌关节功能临床测量表对患者的疼痛、颞颌关节活动度及关节弹响三部分进行评

估。通过 8 次治疗前后的评估数据及两周后随访评估数据来分析 Rocabado 手法治疗对患颞颌关节

紊乱的患者是否具有明显疗效。 

结果 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得出，在治疗与随访周期内采用 Rocabado 手法治疗对颞颌关节紊乱的患

者头面部区域的疼痛及颞颌关节活动度有明显改善，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统计数据表明在对颞颌关节紊乱的患者进行 Rocabado 手法治疗后患者患侧疼痛减轻、颞颌

关节活动度增大、弹响次数减少，颞颌关节功能性障碍得到明显改善，这一点在国外很多相关文献

也得到证实，证明此种治疗方法在中国内地应该得到更多的推广普及。在后期可侧重对 Rocabado

手法治疗和传统非药物保守治疗（包括针灸和物理因子治疗两部分）进行对比性研究。 

 
 

PO-117 

观察不同形式接受腔设计对残肢肌肉萎缩速度的影响 

 
陈东,武继祥,李磊,赵宇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通过观察下肢截肢者使用不同形式接受腔后，对残端肌肉萎缩速度的影响，分析引起残端肌

肉严重萎缩的原因，研究接受腔应力设计在减缓残端肌肉萎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 

方法 选取 30 例首次装配大腿假肢的患者，根据其残端负重情况进行分组，残端可部分负重者为实

验组，给予全接触坐骨支包容接受腔处方；不可负重者为对照组，给予坐骨负重式接受腔处方；其

中实验组 16 例，观察组 14 例。通过测量患者装配假肢后 12 个月、24 个月后残肢围度变化；比较

2 组患者使用两种不同负重形式接受腔后残肢肌肉萎缩情况。 

结果 通过最终对参与实验的 26 名截肢者残肢围度的测量，结果显示实验组(15 例)12 个月残肢围

度萎缩量< 10%，24 个月残肢围度萎缩量< 15%；对照组（11 例）12 个月残肢围度萎缩量 < 

12%，24 个月后围度萎缩量>20%。两组患者在 12 个月的时候围度变化基本相当，与初次施行手

术后残肢水肿有关，24 个月后对照组残肢围度变化明显高于对照组。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资料计量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Fisher 检验，P<0.05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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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组织的应力与生

长关系，下肢截肢后残肢肌肉萎缩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截肢后残端力学状态的改变是影响残

肢肌肉萎缩的主要因素：一是残端肌群肌肉张力减小，手术导致肌肉失去附着点而失去张力；另一

原因则是接受腔作用于残肢表面的压力、剪力和摩擦力。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肌肉的正常生长，加

速残肢肌肉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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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利用全接触负重技术制作大腿假肢接受腔，可以控制接受腔压力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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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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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118 

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对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影响 

 
袁望舒,陈丽霞,沈建雄,丛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研究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对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影响,为临床治疗轻度青少年特

发性脊柱侧凸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对 31 例 10-18 岁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进行为期 6 个月的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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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6.31)较治疗前 Cobb 角度(19.42±3.32)有所减小，且其差异具有显

著性意义(P<0.05，P=0.005)。治疗后躯干旋转角度(6.58±1.75)较治疗前躯干旋转角度(7.74±2.03)

有所减少，且其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P=0.006)。治疗后满意度 4.75（0.875）较治疗前 3

（0）有所增加，且其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P=0.011)。 

结论 为期 6 个月的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能够延缓甚至减少轻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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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实物实景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上肢功能 及其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的影响 

 
周顺林,胡秋生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实物实景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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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例按住院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 21 例和对照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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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痉挛模式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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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物实景（水果、蔬菜、穿衣服、进食、家务、烹饪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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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01）期和（3.48±1.23）期〕、

FMA 上肢部分评分〔（37.58±18.04）分〕、MBI 评分〔（82.42±13.54）分〕、FIM 处理能力评

分〔26.85±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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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物实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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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患者的主动参与意识，并以此来显著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上肢的运动功能

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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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作业疗法改善脑卒中患者手功能的疗效 

 
王淑雅 

西京医院 7100005 

 

目的 探讨肌电生物反馈联合作业疗法改善脑卒中患者手功能的疗效。 

方法 将 36 例脑卒中后存在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8 例。两组均

采用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作业治疗等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生物反馈疗法，以刺

激患者手的屈曲与伸展动作的产生，治疗时间为 30 分钟/天。治疗 4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手功能改善

情况，使用改良 Barthel（MBI）评估日常活动能力，使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MA)评

估患者运动能力及改良 Ashworth 量表评定患者肌张力。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BI, FMA, MAS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4 周后治疗组的

FMA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ADL 能力改善也优于对照组，手部肌张力有所下降。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作业疗法改善脑卒中患者手功能疗效优于常规康复治疗。 

 
 

PO-121 

中医心理治疗及护理技术在社区临终关怀老年人中的应用研究 

 
祝燕,赵春善,高玲 

北华大学 132000 

 

目的 探索中医心理治疗及护理技术在社区临终关怀老年人中的应用，评估其对社区老年人心身疾

病的治疗、情绪状况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从而形成一系列针对不同类型临

终关怀老年病人的中医心理治疗护理方案。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吉林市 6 个社区 200 名实施临终关怀的老年人进行心理状况调查，了

解不同类型老年病人的心理特点及需求，将 200 名老年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0

名，观察组采用常规临终关怀护理，对照组在常规临终关怀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有针对性的中医心理

治疗与护理干预方案，如：中医情志疗法、中医认知疗法、中医行为疗法。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SCSQ）、症状自评量表（SCL-90）、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及老年

人生活质量量表（WHOQOL-OLD）在干预前、干预后进行量表评价，运用 SPSS19.0 对收集到的

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干预前，两组实施临终关怀老年人的应对方式、症状自评及焦虑抑郁情绪等的现状：SCSQ

中积极应对因子的得分为 19.12±4.98，消极应对因子的得分为 13.68±5.12，SCL-90 总均分为

2.12±0.57，SDS 总分为 45.28±7.68，SAS 总分为 37.95±9.15，老年人生活质量总体得分为

31.08±6.29（总分为 60 分）。2.干预后两组临终关怀老年人结果比较：干预后，观察组简易应对

方式量表中的积极应对因子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消极应对因子得分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得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SCL-90 各因子（除恐怖因子之外）及总均分得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老年人生活质量总体得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将中医心理治疗与护理技术应用于社区老年人临终关怀的工作实际，能够填补中医心理治疗

与护理技术在社区临终关怀老年人中的空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人临终关怀服务，具有十分

重要的临床意义。同时能够提高心理护理水平，改善临终病人的生命质量，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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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2 

肺部气囊扩张术在重症脑损伤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治疗中的

应用 

 
吴红瑛,周君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肺部气囊扩张术在重症脑损伤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8 月由重症医学科转入我科重症康复病房的经头颅 CT 或 MRI 确

诊的重型颅脑外伤、脑出血或脑梗死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重症患者 50 例，采用肺部气囊扩

张技术进行排痰治疗，1-2 次/天。治疗前和治疗 1 周后观察 CPIS 评分（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score，CPIS）（体温、听诊呼吸音、吸痰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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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重型颅脑外伤、脑出血或脑梗死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重症患者，使用肺部气囊扩

张术有利于呼吸道分泌物排出，有利于肺部感染的控制，是一项切实有效的康复治疗技术。 

 
 

PO-123 

NJF 结合神经肌肉反馈重建技术对脑卒中后患侧肩胛骨稳定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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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JF（神经肌肉关节促进法）联合 神经肌肉反馈重建技术（NEURAC）对脑卒中后患侧

肩胛骨稳定性及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18 例符合入组条件（生命体征稳定、意识清楚、处于脑卒中急性期及恢复期）的患者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综合康复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增

加 NJF 训练及 NEURAC。对所有患者分别在入组时和治疗 3 个月，对患者肩胛骨进行健患侧对比

测量，包括双侧肩胛上角与脊柱之间距离差、双侧肩胛上角水平高度距离差，并采用简式 Fugl-

Meyer 运动功能量表（FMA）评价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评定痉挛程

度，Barthel 指数（BI）评定患者的 ADL。 

结果 两组患者入组时，观察组 FMA 和 BI 的评分为（22.37±3.11）分、（40.55±10）分、双侧肩

胛上角与脊柱之间距离差（8.62±2.17）mm、双侧肩胛上角水平高度距离差（6.38±1.45）mm，

对照组 FMA 和 BI 的评分为（20.44±4.52）分、（40.35±15）分、双侧肩胛上角与脊柱之间距离差

（8.66±2.16）mm、双侧肩胛上角水平高度距离差（5.01±1.07）mm，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康复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 FMA 和 BI 的评分为（45.73±5.76）分、（60.72±10）分、

双侧肩胛上角与脊柱之间距离差（4.34±1.39）mm、双侧肩胛上角水平高度距离差（2.33±0.56）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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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A

（36.55±4.89）分和 BI（45.76±10）分、双侧肩胛上角与脊柱之间距离差（6.19±1.38）mm、双

侧肩胛上角水平高度距离差（4.12±0.36）mm 改善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JF 结合神经肌肉反馈重建技术能明显改善脑卒中后患侧肩胛骨稳定性及上肢运动功能，优

于其他常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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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4 

基于 IDDSI 食物性状分级与鼻咽癌放疗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

的相关性研究 

 
陈丽珊,周惠嫦,张盘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探讨基于 IDDSI 的食物性状分级对鼻咽癌放疗后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影响，探讨两者的

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3 例鼻咽癌放射治疗后出现吞咽障碍的患者作为受试对象，根据国际 IDDSI 食物性状

分级共 8 级，考虑窒息风险，剔除第七级常规型食物，其中第四级分别按照饮品和食物的标准调配

为饮品（以 a 表示）和食物（以 b 表示）两种性状的食物。让受试对象在吞咽造影检查同步下分别

进食这 7 种不同等级的不同性状的食团，每口定量为 5ml。测量的参数包括：咽期起始时间

（Pharyngeal delay time，PDT）、咽期时长、喉上抬及前移幅度、会厌谷、梨状窝残留量、

Rosenbek 误吸程度分级、无效吞咽次数和吞咽自觉费力程度。 

结果 咽期起始时间和咽期时长以零至二级时间最短，以四级时间最长，喉上抬和前移幅度以第四

级最为明显，残留量以四级及以上最多，Rosenbek 误吸程度分级以零至二级得分最高，其中零级

和一级的得分高于二级，具有统计学意义。以五级和六级的患者出现无效吞咽次数最多，且五级较

六级次数多，具有统计学意义。吞咽自觉费力程度以五级和六级的得分最高，且两者之间没有统计

学差异，吞咽造影检查显示 91.30%的患者不能咽下 IDDSI 四级 b 食物、五级和六级的食物。 

结论 对于鼻咽癌患者，IDDSI 分级 2-4 级的饮品食物性状误吸风险较低，更能有效安全地通过患

者的咽部而下达食管。 

  
 

PO-125 

容积-粘度吞咽测试在脑卒中后口咽期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经口摄

食管理中的应用 

 
高怡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上海瑞金康复医院（筹） 

 

目的 探讨容积-粘度吞咽测试在脑卒中后口咽期吞咽障碍患者摄食管理中的干预效果。 

方法 马某，女，75 岁。以右侧肢体活动不利伴吞咽障碍二月前来就诊。查体神志清，发声不能，

但听理解相对好，可执行口头指令。临床吞咽功能筛查：咽反射减弱，舌碗反射减弱，洼田饮水试

验 5 级，唾液吞咽试验 30 秒内可完成 1 次空吞咽，喉上抬<2cm，张口困难，圆唇不足，鼓腮不

能，伸舌不能，摆舌不能。在临床上，脑卒中后患者口部肌肉运动功能严重受损导致经口进食困

难，特别饮水呛咳比较常见，在发病早期，为了防止误吸误咽导致相关并发症及保证患者必须的营

养，一般采取鼻饲策略。但随着间接吞咽训练的进展及患者营养状况及身体各方面机能改善，患者

本人有强烈的意愿拔除鼻饲管，为了考量患者安全经口进食的能力，我们采用容积-粘度吞咽测试

来进一步评估，以确定患者可安全经口进食的食物稠度及一口量后，再在间接训练基础上加以直接

的摄食训练。 

结果 患者在直接摄食训练前容积-粘度吞咽测试为患者在轻-中等稠度（蜂蜜稠度）8ml 时可安全吞

咽，有效性受损，患侧嘴角有侧漏。在经过 2 周间接训练结合直接摄食训练后，患者以此食物稠度

和一口量安全熟练地由看护人员经口喂食并拔除了鼻饲管。 

结论 容积-粘度吞咽测试对于脑卒中后口咽期吞咽障碍患者经口摄食管理中的食物选择是较为敏感

的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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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6 

肌内效贴扎术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改善脑卒中下颌运动障碍的疗

效观察 

 
周惠嫦,张盘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扎术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改善脑卒中所致下颌运动障碍的疗效，为临床治疗提

供依据。 

方法 将 32 例脑卒中后下颌运动障碍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综合组和对照组各 16

例，两组均给予神经肌肉电刺激，综合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了肌内效贴扎术。治疗前后均进行下颌静

止状态控制能力、下颌向上运动、咬肌肌力和齿间距的评估。 

结果 治疗后，2 组患者的下颌静止状态控制能力、下颌向上运动和齿间距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综合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其中综合组患者下颌静止状

态控制能力和下颌向上运动达到更高阶段的例数较对照组多。治疗后对照组的咬肌肌力较前有差

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综合组的咬肌肌力较前有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组间比较发现，综合组的齿间距改善程度为（0.29±0.13 ）cm，较对照组齿间距

（0.15±0.14 ）cm 改善程度更高，且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内效贴扎术配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具有协同作用，能明显改善咬肌的肌力、下颌关节的活动

度及协调性，减少齿间距，操作简单，安全可靠。 

 
 

PO-127 

肿瘤相关从业人员肿瘤康复知识调查分析 

 
阚世锋,张雯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中国随着老龄化进展的加快，癌症发病率也逐年攀升，这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对

个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研究证实，积极的康复治疗能有效提高肿瘤患者综合治疗期间和治疗后

的生存质量，并可延长其生存期。肿瘤医护人员在肿瘤康复中起着主导作用，其康复知识的熟悉程

度和对肿瘤康复重要性的认知往往决定着肿瘤患者的康复结局。为加强肿瘤相关从业人员的肿瘤康

复知识体系建设，今年 5 月我们与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组织了肿瘤康复知识培训班，学习

班期间，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统计来自疾病预防、全科、康复等不同专业的医务人员对肿瘤

康复知识的了解程度和工作中对康复的需求性，分析在目前中国肿瘤康复起步晚、发展慢的大背景

下医护人员对肿瘤康复的态度和认知的现状，寻找这一专业发展的桎梏，为肿瘤康复的发展提供一

些新思路。 

方法 对参加培训的肿瘤相关从业人员发放调查问卷，回收问卷并统计分析。 

结果 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7 份。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员来自不同级别医疗单位，且专

业不同，有全科、康复、疾病预防。职业包括医生、治疗师、护士。学历水平不一，有大专、本

科、硕士、博士。87 人中目前从事肿瘤康复工作的有 31 人（35.6%）；参加过肿瘤康复知识培训

的有 43 人（49.4%）；对肿瘤康复知识完全不了解或仅了解一点 75 人（86.3%）；工作中需要或

非常需要肿瘤康复知识的 62 人（71.3%）；认为康复医学对肿瘤患者重要或非常重要的 85 人

（97.7%）；愿意从事肿瘤康复 76（87.4%）；认为我国开展肿瘤康复不利条件中前三位的是：专

业人员知识不足、患者不理解、多学科合作较少。21 位康复专业人员中，有更多比例的人愿意从

事肿瘤康复（20 人），其余调查结果不同专业间无明显差别。 

结论 本次调查可得知，上海目前从事肿瘤康复的专业人员较少，多数人没有参加过肿瘤康复知识

培训，对肿瘤康复知识了解甚少，而工作中需要康复知识；绝大多数人认为康复医学对肿瘤患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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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意义，并表示愿意从事肿瘤康复工作。本次问卷调查尽管样本量较少，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目前肿瘤康复中存在的问题，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开展肿瘤康复工作之前，需加强

专业人才建设，相关知识培训尤为重要，培训内容应侧重于肿瘤患者的具体康复策略，及患者营

养、心理等问题的干预手段。 

 
 

PO-128 

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对策及成效分析 

 
罗伦,何成奇,向桃,张涛,张鑫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610017 

 

目的 为患者提供早期、系统、专业、连续的康复医疗服务，减少残疾发生等等。成都市第二人民

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地区的三甲医院以及成都地区康复质量控制中心，在不断强化自身建设的基础上

从 2016 年 1 月开始以医院所在区域为中心联合下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或康复）服务机构，在明确

各级医院的定位与责任分工的基础上，以三级医院出院计划作为指导，为患者制定阶段性的出院计

划，并以此作为指导各级机构康复的方案，初步实现上下级转介通畅，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工作

有序高效地开展，共同推动患者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具体过程，使患者的生活得到真正的重整。同时

调动各级康复机构和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对合理利用资源，使患者从医院回归家庭和社会的互动得

以有效实施， 

方法 立足于本地区的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设想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分析： 

1、加大宣传力度强调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2、以三级医院作为龙头的以出院计划为指

导的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3、出院计划、数据及结果分析情况。 

结果 2015 年和 2016 年同比月份出院总人数呈上升趋势 ；我科与社区的互动明显增加，其中主要

表现在对接家庭、转出人数、社区服务次数的增加；康复早期介入重点科室（神经内科、神经外

科、骨科）收治病人总数均较 2015 年有明显上升。 

结论 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国家倡导的利国利民的政策，然而由于整个社会对康复的认知度

较低，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各中人群进行科学普及。同时分析体系建设中的困难后是可以找寻到应

对的策略即以三级―龙头‖医院出院计划为指导的方法，这个方法通过开放三级医院大查房的形式有

步骤地实施。其成效也是令人鼓舞的。我院希望将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完善并且以点带

面不断拓展并真正形成联动的网络。这样就实质性地带来以下好处：1、社区有比较充裕和稳定的

患者来源；2、改善三级医院积压病患的情况； 3、推动社区康复以适宜的技术开展家庭与社区联

动的康复养老模式 4、在三级医院康复质量控制下的社区康复可以得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认可，

在医疗保障体系中可以获得立足的机会。总之使真正可持续的分级医疗，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成为

事实。 

 
 

PO-129 

经颅直流电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

及体感诱发电位的影响 

 
李亚斌,冯海霞,李姣,苏明莉,韩丽媛,杨佳丽,闫丰娥,白佳佳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初步观察经颅直流电（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

练系统（Mirror neuron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system,MNST-V1.0）对早期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

能和体感诱发电位（SEP）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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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于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神经康复科康复的卒中患

者 29 例，均为发病 1-6 个月的初发卒中患者。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根据患者是否接受镜像

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MNST-V1.0) 治疗和经颅直流电(tDCS) 治疗，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即 tDCS + 

MNST 组(15 例) 和对照组，即 tDCS 组(14 例) 。两组均为 1 次/d，每次 20min，每周 6 次，疗程 8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和治疗 8 周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评估上肢功能（FMA-

UE）、手臂动作调查测试表 Action Research Arm Test（ARAT）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对

两组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和 SEP 进行评估检测，记录 SEP 检测中 N9、N20 的潜伏期和波幅。 

结果 治疗 4 周及 8 周后，两组患者的 FMA-UE、ARAT、MBI、N9 及 N20（潜伏期、波幅）评分

较组内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ARAT 

(8.91±10.22)分、MBI (55.17±21.15)分、N9（潜伏期、波幅）[（9.95 土 1.42）ms、（3.51 土

1.35）uv]等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 FMA-UE (18.66±6.52)

分、N20（潜伏期、波幅）[（22.15 土 2.07）ms、（1.74 土 0.44）uv]等指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 8 周后，观察组 FMA-UE (26.17±9.24)分、ARAT (14.89±15.44)分、MBI 

(61.12±19.17)分、N9（潜伏期、波幅）[（9.01 土 1.24）ms、（3.95 土 1.18）uv]、N20（潜伏

期、波幅）[（20.05 土 2.56）ms、（1.98 土 0.35）uv]等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可改善早期脑卒中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改善

SEP 的潜伏期及波幅。 

 
 

PO-130 

机器人辅助虚拟现实技术对偏瘫上肢运动功能和活动能力康复的

临床研究 

 
姜荣荣,陈艳,潘翠环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0260 

 

目的 探讨上肢康复机器人辅助虚拟现实技术对脑卒中恢复期偏瘫上肢运动功能和活动能力的影

响，以及上肢运动功能与活动能力康复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脑卒中后恢复期偏瘫上肢功能障碍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两组患者均接受相同的基础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运动治疗。试验组给予上肢康复机器人辅助

虚拟游戏训练，对照组给予常规作业治疗。两组患者治疗周期均为 2 周，每天 1 次，共 12 次，每

次持续 30 分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运动功能和活动能力的评估，其中运动功能评估包括上

肢和手的 Brunnstrom 分期、Fugl-Meyer 评分，活动能力评估包括改良巴氏指数（MBI）、动作活

动记录量表（MAL）、上肢功能指数（UEFI）。 

结果 1.试验组治疗后上肢和手的 Brunnstrom 分期、FMA 评分（上肢、腕、手和总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提高（P＜0.05）。对照组治疗后手的 Brunnstrom 分期、FMA 评分（上肢、手和总分）均

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试验组治疗前后 FMA 上肢评分和总分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两组治疗后改良巴氏指数（MBI 评分）、上肢功能指数（UEFI）及动作活动记录量表（MAL）评

分较治疗前均显著性提高（P＜0.05）。试验组治疗前后患侧肢体使用频率和运动质量评分改善程

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上肢运动质量、上肢功能指数（UEFI）均与 FMA 评分（上肢、手和总分）呈显著相关关系。 

4.两组患者治疗后 1 个月随访的 MBI 评分均较治疗结束时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 MBI 评分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上肢康复机器人辅助虚拟现实技术训练和常规作业治疗均可以改善脑卒中恢复期偏瘫上肢

和手运动功能和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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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肢康复机器人辅助虚拟现实技术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偏瘫上肢和手的运动功能及使用频

率、运动质量的疗效优于常规作业治疗，且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一定远期疗效。  

3. 康复训练可促进脑卒中恢复期偏瘫上肢和手功能的运动功能和活动能力的改善，且两者存

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4.  
 
 

PO-131 

穿戴式头穴治疗设备的设计与实现 

 
朱路文

1
,叶涛

2
,唐强

1
,李宏玉

2
,吴孝军

2
,郑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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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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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效果，并

验证其可行性、安全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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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情

志失调区、肌张力障碍区、运动感觉障碍区、言语听力障碍区、平衡障碍区、视觉障碍区六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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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20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穿戴式头穴治疗设备治疗。治疗

过程中观察穿戴式头穴治疗设备的安全性能及操作的稳定性，记录应用此设备治疗前后患者的体

温、脉搏、呼吸、血压等。采用简式 Fugl-Meyer 评分（SFMA）和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后的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变化评价临床疗效。 

结果 成功制作了原型机并进行了初步的临床验证。穿戴式头穴治疗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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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明显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治疗前，两组患者 SFMA 评分、MBI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1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 SFMA 评分、MBI 评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显著（P＜0.05）；且治疗

组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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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提高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

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是中医康复与现代康复有机结合，是可穿戴设备在头穴研究领域的

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PO-132 

心电监护仪 SpO2 意义及应用 

 
刘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心电监护是各专业护理常用的检测方法，在心电监护仪使用的过程中，血氧数据是护理监测

的重要指标，显示了病人心肺功能的基本状况，通常数据采集对血氧模块数字百分比关注较多，很

少有人了解其波形和后面的参数所代表的意义，影响了对病人情况的客观判断，因此，很有必要做

个小总结。 

方法 首先，SpO2，监视器上在 SpO2 波形区以 PLETH 波形显示，参数区以 SpO2 值、脉搏强度

和 PR 值显示。测量原理是，利用一侧光源发射的光线穿过人体组织，分析投射到毛细血管、肌肉

组织测量周期性心动光吸收变化来描述的血氧饱和度，即测定氧合血红蛋白和还原血红蛋白对特殊

波长的吸收情况。因动脉血流的搏动，带来的光吸收的强弱变化获得―容积描述‖波形和脉率值，亦

称为脉动血氧定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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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测量结果的正确与否，常受各种因素影响：1.当血液存在其他相同吸收能力的物质时，会出

现假性或低 SpO2 值，如：碳氧血红蛋白（一氧化碳中毒后 COHb 增多），高铁血红蛋白(MetHb)

对特殊光线吸收；染料稀释化学药品静脉内染料（如亚甲基蓝可以结合血液里的有毒的苯化合物，

在苯的胺基硝基化合物治疗中；胭脂靛可用于肾排泄功能的临床测定；吲哚花青绿用于临床示踪

剂），2 安放于有动脉导管或静脉注射管的肢体上，3    综上所述，心电监护的使用和临床数据采

集在护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结合其他临床检验及检查形成患者个体化识别，有助今

后护理工作的发展。    

 结果 量结果的正确与否，常受各种因素影响：1.当血液存在其他相同吸收能力的物质时，会出现

假性或低 SpO2 值，如：碳氧血红蛋白（一氧化碳中毒后 COHb 增多），高铁血红蛋白(MetHb)对

特殊光线吸收；染料稀释化学药品静脉内染料（如亚甲基蓝可以结合血液里的有毒的苯化合物，在

苯的胺基硝基化合物治疗中；胭脂靛可用于肾排泄功能的临床测定；吲哚花青绿用于临床示踪

剂），2 安放于有动脉导管或静脉注射管的肢体上，3.受试局部环境温度要求 28-40℃，注意肢体

局部温度对争取收集数据是很关键的。3.受试部位循环不良、贫血、低血压、低温或应用了血管收

缩药物等导致动脉血流降低到无法测量水平。4.过度光照下，如强烈的阳光照射、外科手术灯、胆

红素灯，都会导致实测数据失实 

结论 综上所述，心电监护的使用和临床数据采集在护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结合其

他临床检验及检查形成患者个体化识别，有助今后护理工作的发展。 

 
 

PO-133 

等速训练对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肌力及步行功能的影响 

 
王志涛,吴霜,田新源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本课题将等速运动训练测试系统作为运动治疗手段，等速运动测试系统及表面肌电测试仪作

为康复评估手段，研究等速训练对胸腰段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的步行能力的康复效果，为临床康复

治疗提供更丰富依据。 

方法 选取符合入选标准的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 30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 15 例。根据不同时期，两组患者均进行综合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其常规康复治疗基础

上增加膝关节等速训练；在患者入选时、治疗 3 个月末分别采用等速肌力测试系统评定膝关节屈伸

肌群的峰力矩(PT)、表面肌电信号测试系统收集股直肌（RF）和股二头肌(BF)表面肌电信号并分

析得出肌电积分值 (IEMG)，膝关节屈伸肌群徒手肌力评定（MMT），脊髓损伤步行指数Ⅱ

（WISCIⅡ）评定患者步行功能。 

结果 两组患者在入选时伸膝肌群峰力矩（RF-PT）、屈膝肌群峰力矩（BF-PT）、股直肌肌电积

分值（RF-IEMG）、股二头肌(BF-IEMG)、伸膝肌群徒手肌力分级（RF-MMT）、屈膝肌群徒手肌

力分级（BF-MMT）、脊髓损伤步行指数Ⅱ（WISCIⅡ）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内比

较，两组患者的上述评定结果在治疗 3 个月末均较入选时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组间比较，治疗组的上述评定结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MMT（p＞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等速训练结合综合康复训练的方法比单纯应用综合康复训练对于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

者的肌力、步行能力更有效。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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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 

虚拟现实技术结合活动平板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态参数的影响 

 
黄臻,刘言薇,刘超,闵瑜,屈菲,陈佩顺,李豪,赖日英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511400 

 

目的 观察虚拟现实技术结合活动平板训练对脑卒中患者的步速及步态对称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配至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进行下肢的基础训

练，每次基础训练 20min。对照组在基础训练后进行活动平板训练，每次平板训练 20min；治疗组

在基础训练后进行虚拟现实结合活动平板训练。每次虚拟现实技术结合平板训练 20min；1 次/天，

5 次/周，共干预 4 周。在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定，评定包括步态参数和步态对称

比的测定与计算。 

结果 治疗前后 2 组患者的组内比较中，患者治疗前后的步态参数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5)，治疗组的步速、步频、步态周期的改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分

别为：步速：(0.69±0.08)m/s 和(0.53±0.11) m/s；步频：(81.52±9.41) step/min 和(75.36±11.34) 

step/min； 步态周期(1.23±0.17)s 和(1.36±0.29)s]；在组间比较中，治疗后治疗组的步态对称性改

善均优于同期对照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分别为：步长对称比：1.15±0.06 和

1.19±0.09；摆动相对称比：1.11±0.05 和 1.24±0.11；支撑相对称比：1.11±0.08 和 1.16±0.09]； 

结论 本研究表明对于脑卒中患者在平板训练的基础上配备虚拟现实技术，更有助于改善步行速度

和步态对称性。 

 
 

PU-002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及主要照顾者的生存质量调查研究 

 
库尔班乃木²卡合曼

1
,席艳玲

1
,卡思木江²阿西木江

1,2
,王晓

1
,阿依古再丽²阿卜力米提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调查吞咽障碍及吞咽障碍程度对脑卒中患者及主要照顾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应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OOL—BREF)评估脑卒中患者及主要照顾者

生存质量，对 100 例脑卒中后有吞咽障碍（Stroke Dysphagia,SD）患者和 100 例脑卒中后无吞咽

障碍（Stroke Not Dysphagia,SND）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 200 例进行调查； 

结果 SD 组和 SND 组进行比较：2 组之间生理领域和心理领域评分有统计学差异（P<0.001），

社会领域和环境领域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主要照顾者之间进行比较：2 组之间生理领域

和心理领域评分有统计学差异（P<0.001），社会领域和环境领域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

不同吞咽障碍程度的 SD 患者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环境领域评分有统计学差异（P<0.001），组

间比较结果发现：重度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得分显著低于中，轻度吞咽功能障碍患者（P<0.05）；

社会领域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吞咽障碍程度的 SD 主要照顾者生理领域，心理领域

和社会领域评分有统计学差异（P<0.001）；环境领域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SD 组整体生存质量水平较低，尤以生理领域和心理领域的影响最大。吞咽障碍程度是主要的

影响因素，不仅影响患者生存质量，也会影响主要照顾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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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 

肌电图在面瘫患者评估中作用的研究 

 
王琰,李勇强,郑遵成,王英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研究周围性面瘫患者不同时期瞬目反射及面神经传导的改变以确定不同时期周围性面瘫患者

的客观评估手段。 

方法 选取 2016.04-2017.04 年在我院康复科就诊的周围性面瘫患者 60 例，其中男性 3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5-65 岁。根据病程分为 ABC 三组，A 组病程<7，B 组病程 7-14 天，C 组病程>14

天。入选的 60 例患者均进行瞬目反射及面神经神经传导测定。看其 1.瞬目反射及面神经传导对周

围性面瘫诊断的阳性率；2.比较患侧、健侧 R1、R2 、R2′，面神经潜伏期、波幅有无差异性。 

结果 1.60 例患者 59 例双侧面神经传导均检出，1 例病程（7-14d）患者患侧面神经传导未检出；

A 组患者面神经传导正常 13 例，异常 7 例，阳性率 35%，B 组患者面神经传导正常 3 例，异常 17

例，阳性率 85%，C 组患者面神经传导异常 20 例，阳性率 100%。60 例患者均存在瞬目反射异

常，其中患侧 R1、R2 波均引出 28 例，阳性率 100%。2. 20 例 A 组病程<7d 患者面神经运动传导

检测健侧、患侧潜伏期、波幅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瞬目反射（缺失的患者不计入统

计）健侧、患侧 RI、R2′波潜伏期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R2 波潜伏期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3. 20 例 B 组病程（7-14d）患者面神经运动传导检测健侧、患侧潜伏期、波幅差异

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瞬目反射（缺失的患者不计入统计）健侧、患侧 RI、R2、R2′波潜伏

期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4. 20 例 C 组病程(>14d)患者面神经运动传导检测健侧、患侧潜

伏期、波幅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瞬目反射（缺失的患者不计入统计）健侧、患侧

RI、R2′波潜伏期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R2 波潜伏期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以上的研究表明尽管面神经传导<14 天的阳性率较瞬目反射低，但健侧、患侧面神经潜伏

期、波幅对比还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周围性面瘫患者可以进行瞬目反射和面神经传

导的双项检测，以确定损伤程度及监测面神经恢复的过程。 

 
 

PU-004 

脑卒中患者减重步行训练对下肢运动能力恢复的影响 

 
李军涛,赵现,霍会永 

邯郸市中心医院 056001 

 

目的 探讨减重步行训练(BWSTT)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能力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择脑卒中患者 200 例，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对照组采取传统的康复技术进行康复

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运用 BWSTT 进行下肢运动能力的恢复训练，共训练 4 周。采用运动功能

(简式 Fugl-Meyer 量表)行走能力[功能性步行量表（FAC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rthel 指数)，平衡

功能（Berg 平衡量表）评价两组训练前后的运动功能。 

结果 两组训练前后 Fugl-Meyer 量表、FAC、Barthel 指数、Berg 平衡量表评分均优于训练前（P

均<0.05）,且观察组训练后各指标均优于对照组训练后（P 均<0.05）。 

结论 BWSTT 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能力的恢复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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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 

Reproducibility of plantar pressure distribution 

measurements in healthy people 

 
Zhang Hongpeng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Objective Walk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s of the human body to complete daily 

life activities. Plantar pressure assessment as one of the gait analysis contents can assess 
walking ability quantitatively. In this study, Footscan0.5cm plate pressure test syste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analyze the parameters of plantar pressure in healthy people. 

Methods The twenty-six healthy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our study, including 10 males and 16 

females, aged 23y-40y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20 kg / m
2
-23.5 kg / m

2
. All subjects were 

arranged to perform a two-step walking three times, and the right foot pressure data were 
collected each time, then the mean values of three times were obtained as the final analysis data. 
The next day, all subjects were asked to perform the same test methods and procedures as the 
previous day. All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recorded by each subject on these two days. 
Footscan0.5m plate pressure test system with high frequency (MAX 500Hz) and high intensity (4 

sensors/cm
2
)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right foot pressure. The collected data includes: Contact 

area, peak force, peak pressure, pressure - time integral (impulse) of the ten regions, including 
Toe1,Toe2-5,the first metatarsal region (M1), the second metatarsal region (M2), the third 
metatarsal region (M3), the fourth metatarsal region (M4), the fifth metatarsal region (M5), the 
midfoot area (MF), the heel medial region (HM), and the heel lateral region (HL) and right foot 

center of pressure trajectory width（COPx） . Repeated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relation of the two sets of data. 

Results The test-retest of the plantar contact area of the right foot except Toe1 was moderate 

(ICC value was 0.60), and the plantar contact area of the rest regions had good 
reproducibility(ICC values> 0.75). Reproducibility of peak force of the Toe1 and Toe2-5 region 
was moderate (0.5 <ICC values <0.75), the peak pressure of the rest regions had good 
reproducibility (ICC values> 0.75). The peak pressure of all regions of the right foot was well 
reproducible (ICC values> 0.75). The pressure-time integral of all regions of the right was well 
reproducible (ICC values> 0.75). Reproducibility of right foot center of pressure trajectory width 
(COPx) is good (ICC value> 0.75). 

Conclusions The pressure data collected by the Footscan 0.5m plate pressure test system can 

show good reliability in the M2 ~ 5, MF and HF regions, and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M5 and 
Toe regions (especially the Toe2-5 region) need to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indirect parameters such as peak pressure and pressure-time integral when 
evaluating the foot pressure parameters of the toe area.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Footscan 0.5m plate pressure test system has good reproducibility as a foot pressure test 
tool, and its high frequency and high density acquisition methods play a more accurate role in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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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 

Clinical usefulness and validity of kinematical and 

surface myoelectrical measures of reaching movement in 

hemiparetic patients with stroke 

 
Wang Qun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changing of the kinematical and surface myoelectrical features of the 

affected upper limb motor dysfunction among hemiplegic patients with stroke after treatment, then 
to evaluae the clinical usefulness and validity of this measures. 

Methods Nine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took part in this reaching test, after a month of 

treatment they had a follow-up test. Reaching movement performed in the sagittal plane was 
divided into two sub-phases, the anteflexion phase and the holding phase. 3-dimensional 
kinematical data were captured by micro-sensor upper limb motion capture system, and the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EMG) of upper trapezius (UT), anterior (AD) and middle (MD) 
segments of deltoid, biceps brachii (BB) and triceps brachii (TB) were captured synchronously. 
Five kinematics parameters were extracted, which include torso twist degree (TTD), range of 
motion (ROM) of shoulder, movement velocity (MV), isotonic instability degree (IT) and isometric 
instability degree (IM). Integrated electromyography (iEMG) was chosen as sEMG 
parameters.These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kinematical parameters and the Fugl-Meyer Scale amo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evaluated. 

Results  ① With respect to Pre-treatment, the TTD, IT, and IM of the affected upper limb among 

hemiplegic stroke patients were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while the ROM of shoulder was 

increas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bout MV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0.05). ②After treatment, the TTD, IT and IM 

of the affected upper limb among hemiplegic stroke pati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ugl-Meyer Scale, while the ROM of shoulder and MV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ugl-Meyer Scale. ③At the anteflexion phase, the iEMG of the UT of 

the contralesional limb after treatment was decreased than that of before treatment, bu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iEMG of AD, MD, BB and TB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④ At the holding phase, the 

iEMG of the UT of the contralesional limb after treatment was decreased than that of before 

treatment, bu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iEMG of AD, MD, BB and TB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s The kinematical and sEMG can quantitative evaluate treatment effect of affected 

upper limb among hemiplegic stroke patients. These two methods can be used to reveal the 
biomechanical mechanism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e the motor dysfunction of the affected upper 
limb among hemiplegic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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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 

腰骶神经根病 CPT 测试和 H 反射的对比研究 

 
陈海萍,张威,李璇,黄乐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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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观察腰骶神经根病 CPT 测试与胫神经 H 反射结果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腰椎间盘突出症伴有腰骶神经根病患者 30 例进行 S1 皮区（腓肠内侧皮神经 - 小腿中上

部后外侧）双侧 CPT 测试和胫神经 H 反射的检查。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CPT 测定和 H 反射检查均能有效评估腰骶神经根病。CPT 等级在 4.34 以上的患者，H 反射

异常，CPT 等级在 4.34 以下的患者，H 反射正常。 

结论 CPT 测试对腰骶神经根病的诊断方面体现了其敏感性，与 H 反射检查一致性高。 

 
 

PU-008 

四方格跨步试验及其临床应用 

 
黄美欢

1
,曹建国

1
,张奎彪

2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目的 四方格跨步试验（Four Square Step Test, FSST）是一种定量评定快速改变方向及跨越障碍

物时的动态站立平衡能力的方法，最初用于识别和预测老年人的跌到风险。近年来，FSST 已被广

泛应用于神经疾病及骨骼肌肉疾病领域，逐渐得到治疗师及其他临床工作人员的关注。 

方法 FSST 作为一个可靠、有效的评估方法，其操作简便，占地小，耗时少，不需要特殊工具，

能够快速评估及识别健康老年人群及多种疾病导致的平衡障碍人群的跌倒风险和动态站立平衡能

力。 

结果 测试任务与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需求相关，可快速评估患者在步行时改变方向及跨越障碍物

的能力，为康复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同时也能作为评估一段时间后平衡能力变化的疗效指标。 

结论 在当前医疗环境下，该测试的简便、占地小等特点可极大的提高工作效率，其在各个疾病领

域的信度和效度亦经过严谨的检测，可靠而有效，建议在国内临床上推广使用。 

 
 

PU-009 

高频超声在中枢神经系统损伤肩痛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李莉,胡凤娟,戴桂英,王维,徐红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分析中枢神经系统损伤肩痛患者声像图特征，结合临床检查来探究评估肩痛原因，为准确治

疗提供依据、引导介入治疗，帮助康复方案的制定。 

方法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线阵探头，频率 12-16MHz，对我科 36 例肩痛患者（偏瘫肩 27 例、

颈髓损伤 9 例）进行检查。检查的顺序参照，Mack 和 Middleton 肩袖检查方法进行观察：肱二头

肌肌腱、肩胛下肌、冈上肌、冈下肌及小圆肌、肩峰下-三角肌下滑囊(SA-SD)积液及肱二、盂肱关

节及肩锁关节。同时观察臂丛神经、肩峰到肱骨大结节的距离、滑膜、关节面及关节腔、测量肩关

节外旋被动活动终末痛出现时的肩胛下肌肌肉厚度，先检查无症状一侧，双肩对照检查。临床检查

包括被动关节活动度(PROM)、VAS 评分、Ashworth 分级、肩关节半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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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声像图表现：①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腱鞘积液 22 例，因肩袖肌腱肩胛下肌、冈上肌、冈下肌及

小圆肌或肱二头肌腱内回声不均、肌腱纹理连续性中断 17 例；肌腱、腱鞘炎 4 例；②岗上肌肌腱

内见钙化灶 13 例；③SA-SD 积液 15 例，其中合并滑膜增厚 11 例、合并肌腱撕裂伤 4 例；④肩峰

到肱骨大结节的距离大于正常侧 1.5cm21 例；⑤骨皮质的不连续性或双层骨皮质的双线征微小撕

脱骨折 4 例；⑥盂肱关节及肩锁关节异常声像图 3 例；⑦肩胛下肌肌肉厚度大于正常侧 1.5cm5

例。最多的异常表现为冈上肌病变( 47.22％)，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腱鞘积液( 61.11％)，SA-SD 病变

( 41.67％)以及肩关节半脱位（58.33%）。  

结论 本文 36 例患者，超声检查中肩袖损伤、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腱鞘积液、肩关节半脱位、以及

SA-SD 病变的发生率较高，超声下软组织损伤同 VAS 评分有相关性，SA-SD 积液和岗上肌病变有

相关性，可能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患者肩痛的原因之一，且冈上肌损伤同肩痛的程度有关，肩

关节半脱位和痉挛可否导致肩周软组织损伤的加重出现疼痛以及是否有臂丛神经损伤本研究尚无结

论。超声检查费用少，可多次重复检查，能够取得满意的影像学结果，清楚掌握肩周组织病变情况

且无创伤性，体现了方便、快捷、实时、动态的优越性，为肩关节疼痛的病因诊断和针对性治疗均

有积极帮助。超声穿刺引导技术为软组织精准药物注射，抽吸及介入治疗应用提供了广阔前景。 

 
 

PU-010 

压力中袜测量方法的信度研究 

 
韩莹莹,戴玲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211100 

 

目的 介绍压力中袜的测量方法，并研究其信度。 

方法 研究对象为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学习的 10 名进修、实习人员，按照压力中袜的测量方法对上述

对象进行测量。对这些对象于 1 天后再进行第 2 次测量。对测量结果进行重测信度和测量者间信度

的分析。使用组内相关系数 （ICC)来评价压力中袜测量的信度。 

结果 压力中袜的各分测量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评估者间信度， 各分测量得分的 ICC 值均＞

0.90。该结果表明压力中袜的测量方法具有极佳的重测信度和测量者间信度。 

结论 压力中袜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 

 
 

PU-011 

Berg 平衡训练在表面肌电评定引导下 的临床应用研究 

 
王建伟,张凯,张占伟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目的 脑卒中的发病率在我国呈逐年递增趋势，由于诊治水平的提高，死亡率显著下降，但致残率

高达 80%以上，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平衡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功能问题之

一，平衡功能的恢复程度对患者步行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康复领域

传统的徒手平衡功能训练缺乏客观量化的数据指导，训练较为单调，疗效不够显著。使用 Berg 平

衡训练配合表面肌电仪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功能治疗的相关临床研究治疗并不多，临床疗效还需

进一步观察和评估。 

方法 研究在进行常规 Berg 平衡训练的同时，再结合使用表面肌电仪辅助治疗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

障碍的临床疗效。把 2015.01-2015.12 期间来我院就诊的 4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实验

组，训练前均进行 Berg、FIM 评定。对照组单纯进行 Berg 平衡功能训练；实验组则在使用南京伟

思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FlexComp Infiniti 系列表面肌电仪的基础之上进行 Berg 平衡训

练，患者取站立位、坐立位、跪位、半跪位等主要的基础平衡体位，将表面肌电电极片分别置于双

侧腹直肌、竖脊肌、臀大肌、股四头肌、腘绳肌、胫前肌、腓肠肌的关键点表面；结合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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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 徒手训练动作要领，患者通过监测的可视肌电信号，在各个体位下主动调整双侧肌群的协调

收缩，以达到纠正异常姿势动作、改善平衡功能的目的；治疗时间 30min/次，每日 1-2 次，疗程为

21d。 

结果 治疗 21 天后，两组患者 Berg、FIM 评定数据较治疗前均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 21

天后治疗组 Berg 评分、FIM 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脑卒中致残率居高不下，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偏瘫患者独立步行的前提条件就是要

具备良好的平衡功能。早期平衡训练，可降低致残率，减少跌倒事件发生概率，提高生活质量。表

面肌电从肌肉表面通过电极引导、记录下来的神经肌肉系统活动时的生物电信号。它与肌肉的活动

状态和功能状态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性，使其加以认知、学习和体验，从而改善肢体平衡功

能目的。综上所述，表面肌电结合传统平衡训练明显改善患者平衡功能，且方法简便易行，值得临

床推广。 

 

PU-012 

温州市中医院康复科开展 FEES 检查经验介绍 

 
陈炳,张垣,吴登宠,章如意,唐李莹,朱莉莉 

温州市中医院 325000 

 

目的 FEES 在临床可针对各种吞咽障碍患者，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影像学检查方法，但在我们国家康

复科开展并不十分广泛。通过介绍本单位开展该检查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并进行理性

的分析和探讨，希望能为其他单位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促进该项目的普及和推广。 

方法 从项目立项、招标、场地准备、人员培训等各方面进行调查整理，并对开展初期已完成 FEES

检查的患者一般资料、检查成功率、报告结果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该项目从立项到正式开展，历时 3 年，其中审批、招标、购买等环节费时较长；②检查场

地本身要求不高，但按院感要求，内镜消毒必须执行国家标准，所以场地需要配备成套消毒设备；

这可能成为该项目开展的一个障碍。③人员培训方面，操作相对容易，康复科医生完全可以胜任，

但每次操作需 2 名医务人员配合完成，每个检查例次平均耗时 25 分钟；按目前收费标准 170 元/例

计算，从成本效益分析角度来看，不利该项目长远发展。③检查成功率高达 96.2%，适应症广泛。 

结论 在地市级三甲医院康复科开展 FEES 检查是可行的，对提高各种吞咽难诊断及治疗策略的选择

有较大帮助。但是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受目前公立医院财务管理政策影响，购买医疗设备正规流程

耗时长的现状无法改变，因此有意开展此项目单位宜尽早做好规划。②由于院感控制方面，场地高

要求可能成为该项目顺利开展的一个障碍。③FEES 检查耗费人力成本较大，且由于目前医保收费

偏低，经济效益欠佳，不利于该项目推广。 

 
 

PU-013 

腭裂鼻音功能亢进儿童嗓音音质特征的研究 

 
赵风云

1
,杜青

1
,万勤

2
,周璇

1
,陈楠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华东师范大学言语听觉康复科学系 

 

目的 分析腭裂不同程度鼻音功能亢进儿童的嗓音特征。 

方法 对 68 名腭裂儿童，包括鼻音功能正常的儿童 12 名；轻度鼻音功能亢进的儿童 23 名；中度

鼻音功能亢进的儿童 18 名以及重度鼻音功能亢进的儿童 15 名。应用 S1 软件对/a/录音，并采取稳

定段进行分析基频微扰、振幅微扰、谐噪比和倒谱峰值。 

结果 不同等级的鼻音功能亢进儿童描述性结果显示：随着鼻亢等级的升高，基频微扰和振幅微扰

的数值基本呈上升趋势，谐噪比和倒谱峰值呈下降趋势。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腭裂轻度鼻音功能

亢进与重度鼻音功能亢进的儿童在基频微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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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腭裂鼻音功能亢进程度越严重越会影响嗓音音质，尤其是影响声带的振动，这与

器质性及功能性很多相关。 

 
 

PU-014 

不同性别健康青年站立平衡功能测定分析 

 
金翩翩,王杰枝,舒真谛,徐来,蒋松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对比健康青年站立于不同支撑平台及不同性别间站立平衡数据是否有所差异，以及获得

N.B.P 平衡仪对于国人静态姿势图参数的正常值范围。 

  

方法 使用经过自主改良的 N.B.P 平衡仪对温州医科大学 100 名青年健康志愿者进行平衡功能的测

定。测试 4 种不同站立条件下的静态姿势图，依次为 B1：睁眼站立于坚硬平板；B2：闭眼站立于

坚硬平板；B3：睁眼站立于海绵垫上；B4：闭眼站立于海绵垫上。每种站立条件下各站立 30 s。

平衡仪同步记录静态平衡相关参数，获得静态姿势图参数的 95%参考值范围，并分析比较四种不

同状态下及不同性别间平衡参数的差异。 

结果 获得健康青年在 4 种不同站立状态下的静态姿势图各参数 95%的参考值。在 B1 与 B3 条件下

所有志愿者各参数相比，除 X 轴平均位移（Mc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余各参数相比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 B2 和 B4 条件下所有志愿者各参数相比结果同 B1 与 B3 比

较。B1 与 B2 条件下所有志愿者各参数比较，除 X 轴位移幅度最小值（Micp）与 X 轴平均位移

（Mc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余各参数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及女

性四种不同站立状态下的各参数相比：B1 条件下 Y 轴位移幅度最小值（Mis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外（P＜0.05），余各参数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B2 下各参数相比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B3 下姿势图长度（L）和姿势图长度系数（L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P＜
0.05），余各参数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B4 下姿势图面积（Ss）、姿势图长度

（L）和姿势图长度系数（L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余各参数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N.B.P 平衡仪经改良后可测定国人的平衡功能。健康青年男性与女性在 4 种不同站立状态下

的平衡数据无明显差异。健康青年在坚硬平板上的站立平衡状况优于站立海绵垫上，睁眼站立于坚

硬平板上的平衡状况优于闭眼站立状态。 

 
 

PU-015 

云南地区 0-3 岁彝族婴幼儿智力发育状况与与汉族的比较 

 
程昱,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比较彝族与汉族 0-3 岁婴幼儿的智力与运动发育水平的差异 

方法 对 52 名 0-3 岁彝族婴幼儿进行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结果与当地汉族婴幼儿的结果

进行比较。 

结果 52 名彝族婴幼儿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结果：智能发育异常的 5 例（9.8%），

MDI=86.00±17.66 ， PDI=89.19±19.91 。 52 名 汉 族 智 能 发 育 异 常 的 5 例 （ 9.8% ） ，

MDI=87.35±14.58，PDI=89.71±11.90。 

结论 彝族婴幼儿的发育与汉族婴幼儿相近，均存在部分智能发育异常者，应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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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 

9 轴无线加速度传感器对评估健康青年人脊柱本体感觉的应用 

 
陈晨,付连慧,伍勰 

上海体育学院 200082 

 

目的 研究新型 9 轴无线加速度传感器应用于定量评定健康青年人脊柱的本体感觉的合理方法及可

靠性。 

方法 招募健康受试者 9 例（8 女 1 男，年龄 23-26 岁，平均年龄 24.4 岁，平均身高 1.62m，平均

体重 54.1Kg）。采用新型 9 轴无线加速度传感器（尺寸：36mm*51.3mm*15mm,重量：13g,电压

3.3V-5V,电流<10mA,输出功率：200Hz-0.1Hz,测量精度：0.05°）分别置于受试者眉心与第一腰椎

棘突皮肤表面，传感器通过蓝牙与电脑无线连接，电脑中安装由本实验设计的测试程序，测量受试

者颈椎与躯干在 6 个自由度上的主动复位关节位置重现觉。在排除视觉和听觉干扰下，采取坐位

（坐高 45cm）,分别以冠状面、矢状面、水平面上受试者的最大关节活动范围值的二分之一角度为

目标角度，每个运动方向上连续测量 10 次，记录位置觉的绝对误差角度值 AE。隔一周，在相同环

境下对受试者进行复测。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和折线图分析次数与平均 AE 值，确定测试的最佳次

数；通过比较均值和配对样本 T 检验检测重测信度。 

结果 次数与平均 AE 值的折线图显示平均 AE 值在测试次数为 4-7 次时较平稳。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在次数为 4-7 次时，躯干各方向的绝对 AE 值与次数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线性关系，颈椎在右旋转方

向上的绝 AE 值与次数有显著性线性关系，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978，其余方向不存在线性关系。

配对 T 检验显示前后两次测试躯干各方向绝对误差角度 AE 值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屈曲、伸展、

左侧屈、右侧屈、左旋转、右旋转 P 值分别为 0.75、0.50、0.68、0.74、0.80、0.38，a=0.05），

前后两次测试颈椎各方向绝对误差角度 AE 值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屈曲、伸展、左侧屈、右侧

屈、左旋转、右旋转 P 值分别为 0.42、0.50、0.68、0.92、0.30、0.66，a=0.05）。 

结论 采用新型 9 轴无线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健康青年的脊柱本体感觉时，测试次数与绝对误差角度

具有相关性，这可能与记忆、疲劳和练习效果有关。适宜的测量次数为 7 次，前 3 次可作为学习，

记录数据应选第 4-7 次。该测试方法显示的结果有较好的复制性，且其测量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接

近，但本实验的缺点是样本量不足，且没有计算测量组内相关系数，需进一步完善。9 轴无线加速

度传感器在用于评估脊柱本体感觉时具有较好的精度和可靠性，其使用方法灵活不受运动方向限

制，可作为临床评估脊柱本体感觉的选择手段。 

 
 

PU-017 

不同部位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障碍定量分析及与 Berg 评分相关

性研究 

 
李艳艳 

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定量定性研究不同部位老年脑卒中患者恢复期静态平衡功能障碍的特点，并探讨仪器评定参

数与 Berg 量表评分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09 月至 2017 年 02 月来我院门诊或住院的老年脑卒中患者 40 例，其中女性

15 名，男性 25 名。根据脑卒中部位分为三组：皮质下组（20 人）、皮质+皮质下组（10 人）、和

脑干组（10 人）。采用 Tetrax 平衡仪测试各组患者的跌倒指数、总体稳定性、姿势摆动频谱、协

调同步性等平衡功能参数，应用 Berg 平衡量表测定患者平衡功能评分，并比较各组平衡功能障碍

的不同特点。同期纳入正常老年人作为对照组，共 14 人，其中男性 6 人，女性 8 人。所得数据应

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组间平衡功能参数间差异，并采用秩相关

分析评估比较各参数与 Berg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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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脑卒中患者跌倒指数及总体平衡稳定性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脑卒中患者在软垫上

睁眼、软垫上闭眼、闭眼头右转、闭眼头左转、闭眼头后仰、闭眼低头六种姿势状态下的中高频段

摆动强度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在正常睁眼、正常闭眼、软垫上睁眼、软垫上闭眼、闭

眼头右转、闭眼头左转、闭眼头后仰、闭眼低头八种姿势状态下，皮质下组和脑干组高频摆动强度

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在正常睁眼、正常闭眼、在软垫上睁眼、软垫上闭眼、闭眼头后

仰、闭眼低头六种姿势状态下，皮质下组中高频段及高频段摆动强度均高于皮质+皮质下组，但组

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脑干组与皮质下及皮质+皮质下组比较，中高频段及高频段摆动

强度无明显差异（p>0.05）。另外，相关性分析表明，仪器评定的姿势摆动频谱中，中高频段与

Berg 量表评分具有明显相关性（p＜0.05）；，姿势摆动频谱中低中频段与 Berg 量表评分具有相

关性，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跌倒指数、总体稳定性及姿势摆动频谱中，中低频段、高频段与

Berg 量表评分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老年脑卒中患者静态平衡功能较同龄正常人明显下降，本体感觉受损明显。与皮质+皮质下脑

卒中患者相比，皮质下及脑干脑卒中患者的中枢性前庭功能损伤更明显。Tetrax 仪可定量定性评定

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为平衡功能测定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PU-018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与年龄的关系研究 

 
严朝珊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10016 

 

目的 通过对上海市三所辅读学校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技巧的评估与分析，了解其视觉区

辨和视觉记忆的发育情况，对其视知觉与年龄是否相关进行分析，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早期干预、促

进其在学校的学习能力提供依据。 

方法 以临床诊断为唐氏综合征、配合度高和有一定的沟通表达能力为入选标准，以患有失聪、失

明和眼睑腺发炎为排除标准，筛选出上海市三所辅读学校符合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7-16 岁儿童

8 例，按照 7-11 岁和 12-16 岁为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各 4 例。采用国际通用的第三版视知觉技巧

测验（无动作）（Test of Visual Perceptional Scales（Non-Motor），TVPS-R）评估儿童视知觉

技巧，采集儿童―视觉区辨‖、以及―视觉记忆‖技巧的得分数据。根据测验结果确定上海市三所辅读

学校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的实际年龄和相当年龄，分析其视觉区辨和视觉

记忆与其年龄是否相关，从而透过测验结果结合儿童作业表现的分析与学校老师的发现整合在一

起。 

结果 唐氏综合征儿童在―视觉区辨‖以及―视觉记忆‖技巧方面的相当年龄都比实际年龄低（P＜

0.01）。7-11 岁组唐氏综合征儿童的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的相当年龄均低于实际年龄（视觉区辨的

相当年龄 100%低于 4 岁；视觉记忆的相当年龄 100%低于 4 岁），12-16 岁组唐氏综合征儿童的

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的相当年龄均低于实际年龄（视觉区辨的相当年龄 75%低于 4 岁；视觉记忆

的相当年龄 75%低于 4 岁）。 

结论 ①上海市三所辅读学校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存在发育的缺陷与其年龄

可能不相关，对其进行视知觉技巧的评估有助于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②物件知觉、空间认知和学

业成就间对每个唐氏综合征儿童的相互作用是不同的。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06 

 

PU-019 

10 例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测验的研究 

 
严朝珊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10016 

 

目的 通过对上海市三所辅读学校 10 例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技巧的评估与分析，了解其视觉区辨

和视觉记忆的发育情况，以探讨其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的特征，寻找提高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技

巧的有效方法，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早期干预、促进其在学校的学习能力提供依据。 

方法 以临床诊断为唐氏综合征、配合度高和有一定的沟通表达能力为入选标准，以患有失聪、失

明和眼睑腺发炎为排除标准，筛选出上海市三所辅读学校符合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6-16 岁唐氏

综合征儿童 10 例。采用国际通用的第三版视知觉技巧测验（无动作）（ Test of Visual 

Perceptional Scales（Non-Motor），TVPS-R）评估儿童视知觉技巧，采集儿童―视觉区辨‖以及

―视觉记忆‖技巧的得分数据。根据测验结果确定上海市三所辅读学校 6-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觉区

辨和视觉记忆的实际年龄和相当年龄，从而透过测验结果结合儿童作业表现的分析与学校老师的发

现整合在一起。 

结果 6-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在―视觉区辨‖以及―视觉记忆‖技巧方面的相当年龄都比实际年龄低（P

＜0.01），视觉区辨的相当年龄 90%低于 4 岁，10%等于 4 岁；视觉记忆的相当年龄 80%低于 4

岁，20%等于 4 岁 3 个月。 

结论 ①上海市唐氏综合征儿童在 TVPS-R 中可能表现出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发育的缺陷；②影响

唐氏综合征儿童得分低的成分包括物件知觉（形状恒常、视觉完形及图形背景知觉）、空间知觉

（空间位置、空间关系、深度知觉以及地理空间定向）与视觉记忆；③因为视知觉功能障碍会影响

使用工具以及关联物品的能力，因此其学业困难可能与此有关；④对其进行视知觉技巧的评估有助

于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以促进其在学校的学习；⑤物件知觉、空间认知和学业成就间对每个唐氏

综合征儿童的相互作用是不同的。 

 
 

PU-020 

腰痛患者与健康人屈伸膝等速运动的对照研究 

 
罗春,谢斌,王宁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比较慢性腰痛（CLBP）患者与健康对照者屈、伸膝肌肉等速向心运动的运动学特征参数的差

异。为更加全面地评价腰痛患者的运动表现提供初步的证据。 

方法 慢性腰痛（病程＞6 个月）患者 9 名，VAS 评分为 2-5 分，年龄、性别与之相匹配的健康人

10 名参与本研究。两组人群均进行坐位下屈伸膝等速向心运动，角速度依次为 30°/s、60°/s、

90°/s、120°/s、180°/s，使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将两组动力学参数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 

结果 在较高角速度时（120°/s，180°/s），CLBP 组左侧伸膝/屈膝峰力矩比比对照组小，两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以 120°/s 角速度运动时，CLBP 患者的左侧屈膝力量延迟时间明显比对照组

短。CLBP 患者在进行角速度为 30°/s 的运动时，左下肢伸膝的达峰角度比对照组大。在进行角速

度为 90°/s 的运动时，左下肢屈膝的达峰角度比对照组大。CLBP 患者右侧屈伸膝的疲劳指数的均

值为负。 

结论 慢性腰痛患者屈伸膝等速运动特征会出现改变。在对腰痛患者进行全面评估时要考虑到下肢

出现的运动学的变化；治疗时，要对下肢肌肉进行不同任务目标的功能再学习，更有效的治疗腰

痛，防止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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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 

创新康复型医养结合模式，践行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 

 
陈庆华 

青岛圣德脑血管病医院 266100 

 

目的 我国老年人数量迅速攀升，养老需求急速增长，有效养老资源滞后，研究符合老年人特点的

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实质上是医养结合型老龄服务，其本质就是要解决供给侧问题。本文探索康

复型医养结合模式，促进医养结合养老助老的发展，创新―医养结合、康复养老‖模式的医养服务机

构，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医疗养老服务需求。 

方法 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医院养老院一体化服务的实践，依托相关康复医养结合政策，践行青岛市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以我院收住符合标准的患者老人为研究对象，针对老龄化社会赋予的新使

命，研究如何使老年患者在有生之年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减少残疾，探索简便、有效、规范、实用

的康复服务方法，优化养老医疗服务供给，促进医疗、养老、康复、护理资源整合。 

结果 康复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是老龄化社会的迫切需求，创新了医养结合模式发展路径，有医疗

资质的养老机构配备专业康复人员，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手段，可有效提高老年人自理能力和生活质

量，增强了养老机构的技术含量。提供了可及、连续、综合、有效的医疗养老康复护理一体化服

务。 

结论 康复型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是社会、医疗、老人、养老机构的共同需要，顺应了健康老龄化的

趋势，有效地整合了医疗养老服务资源，提出了以实现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养老事

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是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创新发展模式。 

 
 

PU-022 

隔日限食疗法可促进钳夹型脊髓损伤大鼠运动功能的恢复 

 
孙年怡

1
,熊兴娟

2
,何宇

3
,王文春

1
,张安仁

1
 

1.成都军区总医院 

2.成都中医药大学 

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观察隔日限食对钳夹型脊髓损伤大鼠脊髓组织病理变化和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采用医用动脉瘤夹建立 36 只 SD 大鼠脊髓损伤钳夹模型，随机分为 4 组：A 组：脊髓损伤+

隔日限食组，B 组：脊髓损伤组，C 组：假手术+隔日限食组，D 组：假手术组。观察各组大鼠术

后进食量与体重变化；分别于术前 1d 及术后 1d、术后第 1、2、4、6、8、10、12 周，采用 BBB

评分评估大鼠运动功能的恢复情况；术后第 12 周做苏木精-伊红染色切片和甲苯胺蓝染色切片，观

察各组大鼠脊髓损伤组织结构改变。 

结果 脊髓损伤大鼠 BBB 评分在术后 1 天降至最低，随时间逐渐增加，术后第 8-12 周，脊髓损伤+

隔日限食组大鼠 BBB 评分优于脊髓损伤组大鼠，差异具有显著性变化，提示隔日限食可以促进脊

髓损伤大鼠的运动功能恢复；术后第 12 周，苏木精-伊红染色和甲苯胺蓝染色结果显示 A 组大鼠较

B 组大鼠脊髓损伤病变程度轻，隔日限食对大鼠脊髓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结论 长期隔日限食可促进脊髓损伤大鼠后肢运动功能障碍的恢复，与正常饮食对照组相比在术后

第 8 周开始出现显著性差异。长期隔日限食可减轻脊髓损伤后的病理损害程度，对脊髓损伤具有一

定的神经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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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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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用 

 
范家宏,李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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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GB1)对星形胶质细胞迁

移的影响。 

方法 胶质纤维酸性蛋白的检测用细胞免疫荧光法；星形胶质细胞在磁刺激作用下，HMGB1 

siRNA 、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阻滞剂 U0126 处理前后，用划痕实验检测星形胶质细胞的迁移能

力，Western blot 检测 HMGB1 和 ERK1/2 的表达。 

结果 10HZ 磁刺激可促进 ERK 的磷酸化，增强星形胶质细胞的迁移能力，并可增加 HMGB1 的表

达；用 U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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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星形胶质细胞的迁移能力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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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增加下游

HMGB1 的表达，且 HMGB1 以自分泌的形式促进自身迁移。 

 
 

PU-024 

脑卒中偏瘫患者在坐位躯干旋转时躯干肌群表面肌电信号特征研

究 

 
关晨霞

1
,郭钢花

1
,郭小伟

2
,李哲

1
,郝道剑

1
,李晓丽

1
 

1.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郑州市骨科医院 

 

目的 分析正常人及脑卒中偏瘫患者在躯干向左（瘫痪侧）旋转及向右（非瘫痪侧）旋转过程中躯

干浅表肌群的表面肌电信号特征，探讨其躯干控制不良的电生理机制。 

方法 选取 17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及 16 例健康志愿者，采集 2 组受试者在躯干左旋（向瘫痪侧旋

转）45°、右旋（向非瘫痪侧旋转）45°时腹直肌、腹外斜肌、胸段竖脊肌、腰段竖脊、背阔肌的表

面肌电图均方根振幅(rootmean square，RMS)? 

结果  正常人在躯干向一侧旋转时对侧腹外斜肌 RMS 值大于转向侧，转向侧胸段竖脊肌、背阔肌

的 RMS 值大于对侧，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P﹤0.01)；向左（瘫痪侧）旋转时脑卒中患者偏瘫侧腹

外斜肌、胸段竖脊肌和背阔肌的 RMS 值低于正常对照组左侧，差异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非

瘫痪侧腹外斜肌的 RMS 值低于正常对照组右侧，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P﹤0.01)；向右（非瘫痪

侧）旋转时脑卒中患者偏瘫侧腹外斜肌、胸段竖脊肌的 RMS 值小于正常对照组左侧，差异有极显

著性意义(P﹤0.01)，偏瘫侧腰段竖脊肌的 RMS 值小于正常对照组左侧，差异有显著性差异(P﹤

0.05)，非瘫痪侧腹外斜肌、腰段竖脊肌和胸段竖脊肌的 RMS 值小于正常对照组右侧，差异有极显

著性意义(P﹤0.01)。 

结论 正常人在躯干旋转时胸段竖脊肌、背阔肌、腹外斜肌呈现明显的交叉性，转向侧的胸段竖脊

肌、背阔肌的肌电活动明显增加，对侧的腹外斜肌肌电活动明显增加；而脑卒中患者则没有这种交

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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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 

虚拟现实技术治疗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疗效观察 

 
高晓辉,宋清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虚拟现实技术治疗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疗效观察 

方法 脑卒中患者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受损,丧失对低位神经系统的支配能力,常见肌张力增高、平衡反

应减弱和肌群间相互协调能力丧失,导致平衡功能障碍。根据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运动再学习

等理论利用 Kinect 体感交互技术捕捉人体姿势及动作并进行识别,结合 3D 建模技术创造虚拟现实

训练场景,有研究证明虚拟现实技术对卒中后平衡功能恢复有促进作用。对象与方法选取 2011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中国南方某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脑卒中患者 60 例。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虚

拟现实技术训练对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患者的功能改善情况,并与传统康复手段对比其为期 4 周

的康复治疗效果。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30 例。实验组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龄 28～

80 岁,病程 21～87 天；对照组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31～76 岁,病程 21～81 天。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均以神经系统药物治疗为基础

（均无认知功能障碍）,结合常规康复疗法包括：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及言语治疗(按照实际患者治

疗需求)等。对照组：予传统的平衡功能训练,包括左右、前后重心转移动作,利用平行杠、平衡板等

进行站立位平衡训练。每次训练 30 分钟,1 次/日,6 次/周,疗程 4 周。实验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

础上(不参与传统平衡训练)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对患者进行站位平衡功能训练,包括重心保持训练、重

心前后、左右转移训练、间断性单足负重训练、踩台阶训练等,但不做传统平衡训练。实验前后收

集每例患者训练前和训练 4 周后 Berg 平衡量表、无支撑站立情况下用双脚交替踏台阶、单脚站

立。 

结果 两组年龄、发病病程及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均无显著性,实验组与对照组具有可比性,经过重复测

量设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Berg 平衡评分无支撑站立情况下用双脚

交替踏台阶、单脚站立时间的上升幅度均大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实验组采用 Kinect 的虚拟现实技术对实验患者进行针对性下肢功能康复训练。结果表明,虚拟

现实技术运用于脑卒中后患者的平衡功能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且更优于某些传统的平衡治疗方式,

值得进行临床推广使用。 

 
 

PU-026 

中国社区居住老年人短时间睡眠会导致 

肌肉质量下降——一项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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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科 

 

目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遭受肌肉衰减综合征的困扰，一种以进行性肌肉质量和

肌肉功能的减少为特点的疾病。肌肉质量的减少，握力和步行速度的下降会导致高跌倒风险和激发

性骨折风险，甚至导致独立性丧失，住院率和死亡率增加。许多因素会导致肌肉质量和肌肉功能的

下降，睡眠作为其中一项因素，近些年逐渐成为老年人的显著问题。 

流行病学调查报道超过一半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遭受各种各样的睡眠问题，异常睡眠会增加全因死

亡率和发病风险。所以有必要探索异常睡眠时长是否会导致肌肉质量和肌肉功能的下降。我们的研

究目的是建立一个队列研究探索中国社区居住老年人短时间睡眠和长时间睡眠是否使肌肉功能和肌

肉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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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人群由天津城乡中心居住老年人组成。肌肉质量使用 BIA 人体成分分析仪测量。肌肉

质量和步行速度分别使用握力和 4 米步行速度测试进行评估。受试者被询问最近一个月内平均每晚

睡眠时间，并将睡眠时间分为<7h,7-8h,>8-9h,>9h 四个组。 

结果 总计 902 名受试者参与了为期 3 年的数据采集工作（男性，45%，平均年龄在 67.8 岁）。短

时间睡眠和长时间睡眠可能会导致高跌倒风险。睡眠时长与跌倒风险呈 U 型相关为 2.28

（1.08，,476），1,1.06（0.62,1.88），1.45 (1.16,2.69）。调整后，睡眠时间在<7h 组与肌肉质

量下降相关为-6.49%(-11.85%,-3.83%)。长时间睡眠 2.89(1.40, 5.96)比正常睡眠时间有更高的死

亡风险。 

结论 在中国社区居住的老年人中，短时间睡眠可能会导致肌肉质量的下降。短和长时间睡眠可能

会导致老年人高跌倒风险，长时间睡眠可能有更高的死亡风险。 

 
 

PU-027 

不同疗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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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究不同疗程高压氧（HBO）治疗对脑出血（ICH）大鼠血肿周围水通道蛋白（AQP4）及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52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正常组（12 只）、脑出血组（20 只）和高压氧治疗组

（20 只），脑出血模型采用胶原酶诱导法制备。各组大鼠根据不同高压氧治疗疗程再分为 4 个亚

组：1 周组、2 周组、3 周组和 4 周组，正常组每组 3 只大鼠，脑出血组和高压氧治疗组每组 5 只

大鼠。高压氧治疗组于脑出血术后 6h 对模型制备成功的大鼠给予压力为 2.0ATA，稳压吸氧时间

60min 的 HBO 治疗，1 次/d，每周 7 次。正常组和脑出血组不予任何干预措施，所有大鼠饲养在

正常环境中，各组大鼠分别在对应治疗周期结束后采用断头取脑法保留部分脑组织留取标本。采用

干湿比重法测定脑组织的水含量，免疫组化法测定 AQP4 的表达，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 SOD 的活

力。实验结果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 

结果 1.脑组织的水含量：脑出血组及高压氧治疗组脑组织的水含量在 1-3 周均高于正常组（P＜
0.05）；高压氧治疗组较脑出血组脑组织的水含量均减少（P＜0.05）；高压氧治疗组间第 1 周、

第 3 周、第 4 周脑组织水含量均低于第 2 周（P<0.05），该三组之间差异不明显（P>0.05）；2.脑

组织 AQP4 的表达：脑出血组及高压氧治疗组脑组织 AQP4 表达在 1-3 周均高于正常组（P＜
0.05）；高压氧治疗组较脑出血组 1-3 周脑组织 AQP4 表达均减少（P＜0.05）；高压氧治疗组间

第 1 周与第 3 周之间相比差异较小（P>0.05），该两组与第 2 周相比表达较低（P＜0.05），且第

4 周表达低于该两组（P＜0.05）；3.脑组织 SOD 的表达：脑出血组及高压氧治疗组 SOD 表达在

1-3 周均高于正常组（P＜0.05），高压氧治疗组较脑出血组相比 SOD 表达均有增加（P<0.05）；

高压氧治疗组间 SOD 表达第 1 周、第 2 周、第 3 周均高于第 4 周（P<0.05），该 3 组之间相比无

差异（P>0.05）； 

结论 高压氧治疗可通过下调 AQP4、上调 SOD 表达减少血肿周围脑组织水含量，且连续高压氧治

疗 4 周优于其他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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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 

Effects of 1,25-dihydroxyvitaminD3 on bone mechanical 

structure in diabetic rats 

 
Zheng Ya

1
,Zhang Jing

1
,Xue Liying

2
 

1.The Thir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2.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1,25-

dihydroxyvitaminD3(calcitriol) on bone mechanical structure in diabetic rats． 

Methods A total of 34 healthy male Spragne Dawley(SD) rats aged three months were treated 

with streptozotoein(STZ). The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diabetic group(DM) and vitamin D treated group(VD). Another 16 healthy SD rats were used as 

normal control group(NC). The rats in VD group were fed with 1μg·kg
-1
·d

-1 
calcitriol(1μg dissolved 

in 1ml nut oil) ;those in NC group and DM group were fed with 1ml·kg
-1
·d

-1
 nut oil. After the 

rats were continuously administrated for 6 weeks and 9 weeks, morphology of the femur 
bone trabecula was observed by hematoxylin-eosine(HE) staining, and the bone 
histomorphometric parameters(percent trabecular area, trabecular thickness, trabecular 
number and trabecular separation) and the femoral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maximum load, 
breaking load, elastic load, rigid coefficient and energy aborption)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NC group of the same period, the rats in DM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ecreases in the femoral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as well as the histomorphometric parameters 

(percent trabecular area, trabecular thickness, trabecular number) (Ρ<0.05), while trabecular 

sepa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Ρ<0.05). Administrated by calcitriol for 6 weeks, the rats 

in VD group showed enhancement in maximum load(132.47±11.00), breaking load(115.37±7.64), 
trabecular number(3.562±0.374) and percent trabecular area(26.531±3.388)% , and trabecular 

separation(0.649±0.083)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Ρ<0.05), but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showed in trabecular thickness, elastic load, energy absorption and rigid 

coefficient ( Ρ>0.05) , compared with rats in DM group. Administrated by calcitriol for 9 weeks, 

the rats in VD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such as elastic 
load(91.92±7.93), rigid coefficient(17.02±0.65),energy aborption(26.10±3.89) ,etc, and the 

histomorphometric parameter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rats in DM group (Ρ<0.05).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femoral trabecula showed that rats in NC group had smaller trabecular 
spacing, better bone continuity and integrity, and uniform trabecular thickness, but showed no 
absorption, perforation, and fracture phenomena. By contrast, rats in DM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rabecular spacing, poor continuity, and significant trabecular absorption, perforation, 
and fracture. Compared with rats in DM group of the same period, rats in VD group of 9 week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spacing, continuity, integrity, thickness, absorption, 
and perforation and fracture of trabecular bone, and rats in VD group of 6 weeks only had slight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spacing, continuity, integrity, thickness, absorption, perforation and 
fracture of trabecular bone, and so on 

Conclusions 1,25-dihydroxyvitaminD3 has active effects on bone bi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morphology and microstructure of bone trabecula, which increase both bone 
hardness and stability of mechanical structure, thereby preventing the decline of osteoporosis 
progress in diabetic rats. 
 
 

PU-029 

临床路径在脑出血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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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15 

 

目的 利用随机临床对照实验观察临床路径在脑出血患者康复中的效果，为提高脑出血患者的康复

效果提供参考。 

方法 随机选择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入住西京医院康复理疗科的 86 例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常规治疗组，42 例）和实验组（临床路径组，44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医疗模式进行治

疗；实验组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实施临床路径治疗模式治疗，对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治疗费用

以及患者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住院天数（68 天）和治疗费用（1.25 万元）明显少于对照组的住院天数（90

天）和治疗费用（1.8 万元）（p<0.05），患者满意度实验组（91%）也明显高于对照组（81%）
(p<0.01) 

结论 临床路径应用于脑出血患者的康复治疗，实现了诊疗标准化，不但能够可以缩短住院时间，

提高疗效，而且能够有效的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费用，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PU-030 

“形神共养”对 MCAO 大鼠运动功能、SYN 及突触超微结构的影

响 

 
张璇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430015 

 

目的 研究―形养‖―神养‖―形神共养‖的丰富生存环境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运动功能恢复、梗死

灶周围皮质及梗死侧海马 SYN 表达及突触超微结构的影响，在整体及微观水平阐明―形养‖―神养‖及

―形神共养‖对脑可塑性的作用机理。 

方法 健康雄性 SD 大鼠，60 只，随机分为缺血―神养‖组（IE1），缺血―形养‖组（IE2），缺血―形

神共养‖组（IE3），缺血标准环境组（IS），假手术标准环境组（SS），正常对照组（NC）。缺

血组建立大鼠 MCAO 模型，术后分别进行形养、神养、形神共养及标准养丰富生存环境训练，假

手术组线栓插入 1cm。各组术后均休息 3 天，然后接受为期 14 天的丰富生存环境训练，再标准养

14 天，并在训练的 3d、10d、17d、24d、31d 进行行为学评分。实验结束后第二天处死，每组随

机选取 6 只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脑梗死周围皮质及海马区 SYN 的表达；另外 4 只用透射电

镜观察缺血侧皮质和海马区的突触超微结构的形态变化。  

结果 改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于训练第 10d、17d、24d、24d、31d，IE1、IE2 和 IE3 组的行为

学评分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且与 IS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平衡木行走实验：第 17d，

IE3 组平衡木行走实验成绩比 IS 组好（P<0.01），第 24d，IE2、IE3 组的平衡木行走实验成绩比

IS 组好（P<0.05），第 31d，IE3 成绩与 IS 组比有显著差异（P<0.01），且与 SS 和 CG 组比差异

不显著（P>0.05）。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脑梗死灶周边皮质及同侧海马区 SYN 的表达，经过丰

富环境的 3 组 SYN 的表达高于 IS、SS 和 NC 组（P<0.05），并且 IE3 组表达与 IE1 组表达有差异

（P＜0.05）。IE3 组梗死同侧海马区的表达与 IE2 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突触超微结

构参数：患侧皮质和海马 IE1、IE2、IE3 组突触后致密物（PSD）厚度、突触间隙宽度与 IS 组相

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 IE2、 IE3 两脑区突触界面曲率与 IS 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形神共养‖的―丰富生存环境模型‖可以促进局灶性脑缺血大鼠运动能力的改善；可以促进脑梗

死周围皮质及海马区 SYN 的表达以及突触结构重塑；且―形神共养‖组比―形养‖、―神养‖组的促进作

用更显著。 

 
 

PU-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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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及假针刺对天生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 

及海马超微结构的影响 

 
佘燕玲

1
,陈睿

1
,徐世芬

2
 

1.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上海市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电针及假针刺百会、印堂对天生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及其海马超微结构的影响。 

方法 选取雄性 Wistar Kyoto 天生抑郁模型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模型组、电针组及假针组，选用

与 WKY 大鼠来源于同一品系的 Wistar 大鼠作为正常对照组，每组 10 只。正常组及模型组不作处

理。电针组选取大鼠百会、印堂穴为治疗穴位，刺入 5mm，给予连续波频率 2Hz，电流强度

3mA，每天 1 次，每次 15min，治疗 3 周。假针组进行安慰处理：在百会、印堂处进行浅刺约

2mm（只在皮层），不刺入肌肉层，针灸针用胶带固定，并连接电针，不予以通电，每天 1 次，

每次 15min，干预 3 周。3 周后对大鼠进行称重及行为学检测，电镜观察海马超微结构改变。 

结果 4 组大鼠体重增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电针治疗可明显改善抑郁大鼠行为学。糖水偏

好实验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电针组比较，模型组和假针刺组糖水偏好百分比明显减少，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强迫游泳试验结果显示：电针干预后，其不动时间较模型组和假针刺组减少

(P<0.01)，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旷场试验结果显示：与正常值大鼠比较，模型组和假

针刺组运动总距离明显减少(P<0.05)。电针组运动总距离增加，但与模型组、假针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电针治疗前海马神经细胞细胞器结构破坏，细胞核呈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线粒体嵴破坏，突

触结构不清晰。电针治疗可改善海马突触结构较完整。假针刺无该效果。 

结论 电针百会、印堂可改善天生抑郁模型大鼠抑郁样行为及海马超微结构。 

 
 

PU-032 

小剂量超短波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对大鼠脊髓损伤后

巨噬细胞亚型分化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冯智萍,张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15 

 

目的 通过观察小剂量超短波（USW）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MSCs)移植治疗对大鼠脊髓损伤

（SCI）后早期巨噬/小胶质细胞胞质抗原（ED-1）、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精氨酸酶-1（Arg-

1）表达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小剂量 USW 和 BMSCs 移植联合治疗对巨噬细胞亚型分化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 

方法 102 只 Sprague-Dawley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假手术组（sham 组）、对照组（control 组）、

USW 治疗组（USW 组）、BMSCs 移植组（BMSCs 组）、联合治疗组（USW+BMSCs 组）。

sham 组(n=6)在暴露硬脊膜后，不予任何处理直接缝合；control 组(n=24)采用 Allen 打击法建立脊

髓损伤模型，不给予任何治疗；USW 组(n=24)在 SCI 后第 2 天开始给予受损部位小剂量超短波(最

大输出功率 40 W，实际输出功率 11.58 W)治疗，7 min/次，1 次/d，至取材前；BMSCs 组(n=24)

在 SCI 后立即于受损部位立即注入密度为 1×10
6
/μl BMSCs5μl；USW+BMSCs 组(n=24)在 SCI 后

立即于受损部位立即注入密度为 1×10
6
/μl BMSCs5μl，并于 SCI 后第 2 天行小剂量超短波治疗，至

取材前。于造模后 1d、3d、7d 行 BBB 评分评定大鼠的后肢运动功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巨

噬细胞-小胶质细胞胞质抗原(ED-1)、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精氨酸酶-1（Arg-1）的表达。 

结果 BBB 评分结果显示，SCI 术后 7d，USW 组、USW+BMSCs 与 control 组相比，BBB 评分逐

渐增加（P<0.05，P<0.01）；USW 组、BMSCs 组、USW+BMSCs 组 ED-1 表达量在术后 3d、7d

时较 control 组均减少，且 USW+BMSCs 组的 ED-1 表达在术后 7d 较 BMSCs 组明显减少；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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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3d BMSCs 组和 control 组相比 INOS 的蛋白表达量减少（P<0.05）；术后 7d，BMSCs 组和

USW+BMSCs 组 Arg-1 表达量高于 control 组（P<0.01，P<0.01）。 

结论 小剂量 USW 和 BMSCs 移植联合治疗对减少 SCI 损伤处巨噬-小胶质细胞的表达，并促进巨

噬细胞 M1 型向 M2 型极化有协同作用，有效减轻 SCI 早期炎症反应，是脊髓损伤修复治疗的有效

的治疗策略。 

 
 

PU-033 

运动训练对高血压大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张丽颖,胡昔权,罗婧,李莉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科 510630 

 

目的 研究运动训练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pontaneous hypertensive rat, SHR）认知功能的影

响，同时观察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酶（eNOS）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20 只 SHR 随机分为训练组（physical exercise group, PE, n=10）及对照组(sedentary 

hypertensive group, SED, n=10)，训练组采用自行研发的跑笼训练，每天训练 1 小时，持续 3 个

月，10 只 Wistar 大鼠作为正常血压对照组（normotensive group, NC, n=10），SED 组及 NC 组

正常饲养，不予特殊处理。每周监测各组大鼠血压 1 次。3 个月后给予大鼠水迷宫测试。取材，检

测血管、脑皮质及海马的血红素氧合酶-1 (heme oxygenase -1, HO-1)，eNOS,  β-分泌酶(β-site 

APP-cleaving enzyme 1, BACE1)，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Aβ）的表达。 

结果 PE 组大鼠血压明显低于 SED 组 (p<0.05)，但仍高于 NC 组(p<0.05)。PE 组大鼠水迷宫表现

明显优于 SED 组 (p<0.05)，稍差于 NC 组(p>0.05)。免疫荧光及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SED 

组大鼠血管内皮、脑皮质及海马的 HO-1/eNOS 表达明显少于 NC 组(p<0.05)，BACE1/Aβ 聚积较

NC 组明显增加(p<0.05)。经过三个月的运动训练， PE 组大鼠的 HO-1/eNOS 表达明显增加

(p<0.05)，BACE1/Aβ 表达明显减少(p<0.05)。 

结论 运动训练可以降低 SHR 的血压值，并改善高血压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运动训练对 SHR 的

改善作用可能与其促进 HO-1/eNOS 表达，减少 BACE1/Aβ 聚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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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 

体外冲击波通过 Notch,PI3K/AKT 和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促进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张静

1
,康楠

1
,马跃文

1
,庞希宁

1,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 

 

目的 体外冲击波疗法是许多疾病的一种非侵入性的和创新的治疗，而很少有关于它对神经干细胞

的影响。因此，我们研究了体外冲击波对神经干细胞增殖和分化能力的影响，并探讨其对细胞增殖

和分化相关的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 应用 MTT 法、免疫荧光法、免疫印迹分析和定量实时 PCR（qRT-PCR）检测 PI3K，Akt，

Wnt3a,β-catenin，Notch 和神经元标记物的表达。 

结果 体外冲击波增加 PI3K 和 Akt 的表达，促进了 NE-4C 小鼠神经干细胞增殖，增加神经元标记

物的表达，并且使 Wnt3a，β-catenin，Notch 表达上调。此外，加入 Wnt /β-catenin 的抑制剂

Dickkopf-1（DKK-1）和 Notch 信号通路抑制剂 DAPT 后，抑制 NE-4C 生成神经元样细胞，更证

明了 Wnt /β-catenin 信号通路和 Notch 信号通路与神经干细胞向神经元分化相关。 

结论 实验首次证明在适当的剂量体外冲击波作用下通过 PI3K/Akt 信号通路,Wnt /β-catenin 和

Notch 信号通路来增强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并促进神经干细胞向神经元方向分化。 

 
 

PU-035 

经皮电刺激对失神经支配大鼠比目鱼肌力学特性 及相关结构影

响的研究 

 
喇高燕,周谋望,邢华医,刘楠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分析经皮电刺激对失神经支配骨骼肌主动收缩特性和被动抗拉伸特性的影响、对快肌纤维和

慢肌纤维结构分别的影响以及快慢肌纤维在失神经支配以及电刺激后比例的改变情况。 

方法 成年雄性 SD 大鼠 60 只，分为 5 组，分别为：A 假手术组（Sham）、B 不全损伤组

（Partial Injury，简写为 P-Injury）、C 不全损伤+电刺激组（Partial Injury + Stimulation，简写为

P-Injury+Stim）、D 完全损伤组（Completely Injury，简写为 C-Injury）、E 完全损伤+电刺激组

（Completely Injury+ Stimulation，简写为 C-Injury+Stim），制作坐骨神经假手术、部分损伤和完

全损伤模型后，对电刺激组进行电刺激治疗，2 周后取比目鱼肌，用 BL-420S 生物机能实验系统

进行比目鱼肌力学性能测试，用微力材料试验机 Instron Micro Tester 5848 进行抗拉伸性能测试，

取比目鱼肌进行石蜡包埋、切片并进行 HE 和免疫组化染色。 

结果 （1）Sham 组的标准化曲线下面积大于 P-Injury 组（p<0.05）和 P-Injury+Stim 组

（p<0.05），但 P-Injury 组和 P-Injury+Stim 组没有显著差异。 

（2）损伤组极限应力、极限应变、横截面积均大于完全离断组，但是在损伤组中对照组和治疗组

并没有明显差异。在损伤组中，P-Injury+Stim 组的标准化极限应力（0.51±0.04）大于 P-Injury 组

（0.44±0.03），但并没有显著差异。在离断组中，C-Injury+Stim 组（0.98±0.07）大于 C-Injury 组

（0.77±0.05）（p<0.05）。 

（3）P-Injury 组肌纤维的横截面积仅为 Sham 组的 38.5%（p<0.05），P-Injury+Stim 组肌纤维的

横截面积比 P-Injury 组增加了 33.2%（p<0.05），C-Injury 组肌纤维横截面积较 Sham 组减少了

72.9%（p<0.05）。 

（4）P-Injury 组较 Sham 组慢肌纤维比例下降了约 10%，C-Injury 组较 Sham 组慢肌纤维比例下

降了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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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电刺激对于比目鱼肌的主动收缩特性并没有改善作用，并与肌肉的纵向抗拉伸性能负相关。

但对于肌纤维的直径和横截面积有显著改善作用，对快慢机纤维的变化有差异。 

 
 

PU-036 

持续短阵快速脉冲刺激调控健康志愿者脑功能的研究 

 
胡瑞萍

1
,朱玉连

1
,汤昕未

1
,张慧

2
,吴军发

1
,范顺娟

1
,吴毅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华东师范大学 

 

目的 探讨持续短阵快速脉冲刺激（coutinuous theta-burst stimulation，cTBS)对正常大脑运动皮

层兴奋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2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被试，采用 YRD CCY-Ⅱ型经颅磁刺激仪，对右侧 M1 区进行一次

cTBS 刺激，并分别在 cTBS 刺激前、cTBS 刺激后 5min、10min、15min、30min、45min、

60min、75min 等不同时间点采集右手第一骨间背侧肌的动作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 

MEP）。同时选取 12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被试，对左侧 M1 区进 cTBS 刺激，采集 cTBS 干预前后

不同时程右手 MEP。接着，选取 21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被试，对右侧 M1 区进行 cTBS 刺激，并分

别在 cTBS 刺激前和 cTBS 刺激后 30min 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 

结果 健康志愿者右手 MEP 在左侧 M1 区 cTBS 干预后 5min 开始降低，在干预 30min 后达到最低

点（P=0.000），然后逐步回升，在 60min 回到接近基线水平。右手 MEP 右侧 M1 区 cTBS 干预

15min 后达到最低点（P=0.004，P<0.01），在 30min 和 45min 时仍处于降低水平，然后逐步回

升，在 75min 回到接近基线水平。大脑 57,59,60 亚区的 ALFF 在 cTBS 干预前后差异显著

（P<0.05）；59 亚区 fALFF 差异显著（P<0.05）；53,57,59,60 亚区的 ReHo 同样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对左侧大脑和右侧大脑 M1 区进行 cTBS 刺激后，右侧 FDI 区域 MEP 均下降，双侧大脑运动

皮层的部分亚区兴奋性降低，表明 cTBS 可能能够同时抑制健康志愿者的双侧大脑。 

 
 

PU-037 

点按八髎穴配合微波疗法治疗寒湿凝滞型慢性盆腔炎的临床观察 

 
张英飘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目的 确证点按八髎穴配合微波疗法治疗寒湿凝滞型慢性盆腔炎的临床疗效。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科

学依据。 

 
  

方法 将 90 例寒湿凝滞型慢性盆腔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治疗 1 组和治疗 2 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抗生素、妇科千金片等常规药物治疗；治疗 1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八髎穴点按手

法；治疗 2 组在治疗 1 组的基础上加做微波治疗。一天 1 次，10 次为一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

程，疗程结束后分别比较三组患者的局部体征评分量表及治疗前后分值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三组患者局部体征总评分以及单项体征评分如子宫活动受限或压痛，附件区

压痛等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 1 组和治疗 2 组局部体征总评分，宫体压

痛评分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组与治疗 2 组比较，各项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故提示在改善患者症状方面，治疗 2 组优于治疗 1 组与对照组，治疗 1 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点按八髎穴配合微波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寒湿凝滞型慢性盆腔炎的临床症状，八髎穴具有强腰

补肾，调理冲仁，行血散淤等作用，点按八髎穴可以降低盆底肌的压力，快速疏通腰骶部经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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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通经止痛；微波的温热作用可以有效促进药物成分的吸收和利用，促进盆腔血管扩张，增加血

液循环，从而加速盆腔积液的吸收和消散，利于组织再生和细胞修复，松解盆腔周围粘连，改善营

养状态，消炎止痛，有效调节机体的平衡，促进患者的恢复，提高生活质量，且没有毒副作用、安

全可靠。 

 

PU-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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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阳

1
,唐巍

2
 

1.安徽省立医院 

2.安徽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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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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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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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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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浅谈脊髓损伤患者发的皮肤管理 

 
孙雪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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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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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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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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加拿大作业表现量表在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周海梅,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根据以患者为中心的康复原则，在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过程中采用加拿大作业表现量

表（COPM）评估其作业活动需求，引导治疗目标，并观察治疗效果。 

方法 纳入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 50 例，损伤节段不限，均在入院时即采用 COPM 全面评估患者的

作业活动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康复治疗目标和康复计划，一个月后再次评估，对比治疗前后患

者的作业活动表现和满意度。 

结果 评估数据显示，患者对自理活动的需求明显多于对生产和休闲活动的需求（P<0.01）；治疗

后的作业活动表现评分和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水平（P<0.05）；由此分析，采用 COPM 能

够更加细致和全面的了解患者的实际康复需求，能够更有针对性地确认和解决患者迫切希望改善的

作业活动问题。 

结论 在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过程中，COPM 的使用能够很好地辅助实施以患者为中心的康

复治疗模式，确认患者亟待解决的作业活动问题，对临床康复治疗工作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PU-041 

品管圈在物理治疗大厅基础环境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高佳,王惠芳,刘华卫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 201600 

 

目的 探讨品管圈（QCC）在物理治疗大厅基础环境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本论文首先运用《物理治疗大厅基础质量控制评分标准》（7 个维度、22 个条目）对物理治

疗大厅基础质量管理的现状进行了调查，通过归纳、统计、柏拉图分析得出 75.3%为改善重点；其

次，针对管理现状开展 QCC 活动，运用 5S 管理方法，采取治疗师分级管理，建立三级质控网

络，实施责任制管理，完善质量监督与评价机制，增强服务理念；最后通过活动前、后物理治疗大

厅的基础环境质量、患者对治疗师满意度和物理治疗师综合素质的比较和数据检验，分析并探讨了

QCC 在物理治疗大厅基础环境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结果 QCC 活动后，基础环境质量检查合格率从 68%提升到 9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患者对物理治疗师的满意度由（93.15±1.78）分提高到（98.32±1.68）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13.26，p<0.01）；综合素质评分由 12～20 分提高到 20～28 分。 

结论 QCC 可优化物理治疗大厅基础环境质量的工作流程，有效提高基础环境质量，保障病人安

全，维持有序、和谐的治疗环境；QCC 可提高参与人员的综合素质、主动服务意识及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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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问题的能力，患者满意度提高，医患关系更加和谐。因此，作者认为 QCC 在物理治疗大厅基

础环境质量管理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应进行持续改善和推广。 

 
 

PU-042 

浅析交感神经在脊柱源性疾病中的作用 

 
刘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目的 脊柱源性疾病是临床中常见病及高发病，但在临床中因交感神经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容易被

忽略甚至误诊，本文旨在与通过对交感神经的解剖学分析，及各节段交感神经节症状的分类、总

结，探讨交感神经与脊柱源性疾病的关系。 

方法 1、从解剖学角度分析交感神经与脊柱源性疾病的关系 

2、从症状学角度分析交感神经症状与脊柱源性疾病症状的相关性 

结果 在解剖学和症状学两个反面均可证明交感神经与脊柱源性疾病密切相关。 

结论 交感神经在脊柱源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了至关的重要作用，认识和重视他它们之间的关

联，从而有助于提高脊柱源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效果。 

 
 

PU-043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滑膜炎的发病机制及研究进展 

 
丁呈彪,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对近 15 年有关膝骨关节炎中滑膜炎发病机制的研究进行归纳，并对国内外在分子生物学领域

进行的实验成果进行总结。 

方法 检索万方数据库、维普信息资源系统、CNKI 数据库及 PubMed 数据库。以―骨关节炎‖、―滑

膜炎‖、―发病机制‖为关键词检索 2000 至 2015 年的文献，收集膝骨关节炎中滑膜炎发病机制研究

的文献。共检索文献 3 446 篇，经过筛选，最终纳入 36 篇文献。 

结果 检索万方数据库、维普信息资源系统、CNKI 数据库及 PubMed 数据库。以―骨关节炎‖、―滑

膜炎‖、―发病机制‖为关键词检索 2000 至 2015 年的文献，收集膝骨关节炎中滑膜炎发病机制研究

的文献。共检索文献 3 446 篇，经过筛选，最终纳入 36 篇文献。 

结论 膝关节滑膜炎可能是骨关节炎的超早期表现，滑膜炎的发展可能影响骨关节炎的进展。在骨

关节炎的形成过程中，滑膜的自身炎性反应及释放的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蛋白对疾病的发生起到

重要作用，但直到今天，在分子水平还不能对滑膜炎症的发病途径进行公认的描述。 

 
 

PU-044 

电针对去卵巢大鼠软骨及软骨下骨的影响 

 
孙光华

1
,廖瑛

1
,廖源

1,2
,李能

3
,钟培瑞

1
,成果

1
,李新红

4
,周君

1
 

1.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2.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康复临床医学院 

3.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 

4.湖南环境生物学院护理学院 

 

目的 观察电针对去卵巢大鼠软骨及软骨下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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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24 只 3 月龄 SD 雌性大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8 只）。假手术组（SHAM 组）、卵巢切除

组（OVX 组）、卵巢切除+电针治疗组（EA 组）。其中 OVX 组及 EA 组均行卵巢切除术处理。EA

组从卵巢切除术后即开始给予电针治疗。12 周后处死实验动物，对膝关节软骨行番红染色，观察

软骨全层结构，并行 Mankin 评分、软骨下骨行显微 CT 及骨组织定量分析、ELSIA 分析尿液 CTX-

I、CTX-II 及血清雌激素（E2）水平、RT-PCR 检测 OPG、RANKL 及 MMP-13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①OVX 组的骨体积分数（BV/TV）、骨小梁数量（Tb.N）、骨小梁厚度（Tb.Th）显著低于

假手术组（P＜0.01、P＜0.01、P＜0.01），而骨小梁间隔（Tb.Sp）显著高于假手术组（Ｐ＜

0.01）；EA 组骨体积分数（BV/TV）、骨小梁数量（Tb.N）、骨小梁厚度（Tb.Th）明显高于

OVX 组（P＜0.01、P＜0.01、P＜0.01），而骨小梁间隔（Tb.Sp）显著低于 OVX 组（P＜

0.01）。②OVX 组的 Mankin 评分明显高于假手术组（Ｐ＜0.01）；EA 组的 Mankin 评分明显低于

OVX 组（P＜0.01）。③OVX 组 E2 水平明显低于假手术组（Ｐ＜0.01），而 EA 组 E2 水平明显

要高于 OVX 组（Ｐ＜0.01）。④OVX 组的 CTX-I 水平及 CTX-II 水平明显要高于假手术组（Ｐ＜

0.01、Ｐ＜0.01），EA 组二者水平低于 OVX 组（Ｐ＜0.05）；⑤OVX 组的 MMP-13、RANKL 水

平要明显高于假手术组（Ｐ＜0.01、Ｐ＜0.01），OPG 水平 OVX 组要显著低于假手术组（Ｐ＜

0.01）；而 EA 组 MMP-13、RANKL 水平要明显低于 OVX 组（Ｐ＜0.05、Ｐ＜0.05），OPG 水

平 OVX 组要显著高于假手术组（Ｐ＜0.01）。 

结论 电针可通过调节 OPG/RANK/RANKL 信号通路抑制去卵巢大鼠软骨下骨骨质疏松，通过下调

MMP-13 的表达抑制关节软骨退变。 

 
 

PU-045 

基于 FOCA 的右踝背伸运动想象对脊髓损伤脑功能调节的研究 

 
陈燕

1,2
,王倩

2
,江玥

2
,蒋宇超

3
,王文春

2
,庞日朝

2
,熊德启

1
,刘浩

1
,陈洋

1
,张安仁

2
 

1.成都中医药大学 

2.成都军区总医院康复医学科 

3.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目的 采用静息态和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

术，基于局部神经元活动四维（时空）一致性(FOur-dimensional <spatio-temporal> Consistency 

of local neural Activities, FOCA)的数据处理方式，初步分析静息态和任务态下，脊髓损伤患者脑功

能的重塑情况及右踝背伸运动想象任务对脊髓损伤后脑功能的调节，为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后运

动功能障碍提供神经影像学依据。 

方法 对 11 例 SCI 患者及 12 例健康受试者进行静息态和右踝背伸运动想象任务态脑功能磁共振成

像扫描，采用局部神经元活动四维（时空）一致性（FOCA）对脑功能磁共振图像进行分析，分别

比较静息态下 SCI 患者与健康受试者局部脑区神经元活动时空一致性的差异以及任务态下 SCI 患

者与健康受试者局部脑区神经元活动时空一致性的差异。初步分析脊髓损伤后脑功能重塑情况及右

踝背伸运动想象对脊髓损伤后脑功能的调节。 

结果 1. 与健康受试者相比，SCI 患者静息态下局部神经元活动时空一致性降低的脑区主要有左侧

壳核、右侧尾状核、右侧枕上回（P<0.01,cluster>10）；局部神经元活动时空一致性增高脑区的主

要为左侧中央前回（P<0.01,cluster>10）。2. 与健康受试者相比，右踝背伸运动想象任务态下，

SCI 患者局部神经元活动时空一致性降低的脑区主要有右侧颞下回、左侧顶下小叶

（P<0.01,cluster>10）。 

结论 1.脊髓损伤后脑功能的重塑可能表现为静息态和任务态下，运动相关脑区局部神经元活动时

空一致性降低，即局部脑区神经元活动在时间上更紊乱，局部脑区活动状态稳定性降低。2.右踝背

伸运动想象可能是通过抑制脊髓损伤患者运动相关默认网络脑区的功能，使运动任务刺激输入相对

增加，从而提高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再学习能力，促进脊髓损伤后运动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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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 

早期介入磁热疗法并紫外线疗法对小儿肺炎的疗效观察 

 
孙丽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究早期介入磁热疗并紫外线疗法对小儿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从小儿肾病科和小儿呼吸科来康复科会诊治疗的小儿肺炎

患者 30 例，年龄为 5 个月至 6 岁，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15 例）和对照组（15 例）。两组均给

予临床抗生素治疗，治疗组则在抗生素治疗三天后施以磁热疗并紫外线疗法，磁热疗选择小剂量磁

场作用于小儿背部双肺区域，震强为 1 级，热度为 38?C，治疗时间 15min/d，紫外线治疗选用体

表照射器垂直照射小儿背部双肺区域和前胸（需遮盖双乳头区域），灯管距照射面距离 10cm，治

疗剂量为弱红斑量，每日一次。对照组则在病情稳定后介入磁热疗并紫外线疗法。接受治疗 7 天后

查小儿体温，肺部湿罗音，胸片，观察病情是否有改善。 

结果 两组治疗效果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并缩短了抗生素治疗小儿肺炎

的时间，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早期介入磁热疗并紫外线疗法可提高小儿肺炎的治疗效果，也可缩短抗生素的使用时间，具

有临床推广价值。 

 
 

PU-047 

功能性电刺激联合目的性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患侧拇指外展功能恢

复的影响 

 
孙丽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功能性电刺激（FES）联合目的性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患侧拇指外展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吉大一院康复科住院期间选择符合入选标准的 20 例脑卒中患

者分为 FES 常规刺激组（10 例）和 FES 联合目的性训练组（10 例）。患侧上肢拇外展肌群均接

受 FES 治疗,20min，FES 治疗频率为 20HZ，脉宽为 200us 强度为患者能接受的最大耐受剂量，

FES 联合目的性训练组则在功能电刺激治疗的同时在拇指外展方向放置木钉，手放在硬纸板上，并

叮嘱患者在接受电刺激的同时拇指外展发力触及木钉，记录并绘制拇指外展运动轨迹，循序渐进，

沿着拇指外展的轨迹，逐渐增加木钉安放的距离。一个月后，选用 Swanson 改进的美国医学会手

指各关节运动功能损失标准进行拇外展功能恢复评定。 

结果 2 组脑卒中患者拇指外展功能均有恢复，根据 Swanson 改进的美国医学会手指各关节运动功

能损失标准中拇指运动障碍评定得出，FES 联合目的性训练组的拇外展功能恢复角度明显优于

FES 常规刺激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观察功能性电刺激（FES）联合目的性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患侧拇指外展功能恢复效果明显，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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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 

肩肱节律在脑卒中急性期的应用对肩关节半脱位的发生概率及脱

位程度的调查研究 

 
杨忠国

1
,陈财林

2
,明平刚

3
,王鑫

4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汉中市中心医院 

3.武汉市长航总医院 

4.大连立光康复医院 

 

目的 脑卒中急性期肩肱节律在肩关节被动活动度中的应用对肩关节半脱位（glenohumeral 

subluxation ,GHS）的发生概率及脱位程度的调查。 

方法 选取 60 例脑卒中急性期在院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n=30，实验组 n=30）。两组患者一

般情况、发病时间、病情严重程度等经统计学(t 检验)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针对

肩关节，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康复治疗手段，包括：被动关节活动、良肢位摆放等；实验组在被动关

节活动中参照肩肱节律的运动，肩关节外展和前屈时，治疗师一手扶持肩胛骨，另一手固定上肢，

在肩关节外展至 30°或前屈至 60°时，保持肩胛骨固定；外展或前屈至 90°时，按肩肱关节与肩胛

胸壁关节 2：1 的运动比例运动，超过 90°时，按盂肱关节与肩胛胸壁关节 1：2 的运动比例运动。

肩关节运动过程中，要将肱骨头向关节窝处挤压。在被动活动患侧臂时，在整个运动中，治疗师都

要保证肱骨头在盂肱关节中的正确位置，活动度不宜过大。其他治疗手段与对照组相同。经过两周

左右的治疗，当患者能够在辅助下端坐位时分别测量对照组和实验组肩关节是否有半脱位情况，如

有，记录脱位程度。采用人体测量学方法，用带有刻度的两脚规分别测量两侧肩峰突起与肱骨大结

节之间的距离。 

结果 对照组肩关节半脱位发生概率大于实验组（P＜0.05）；在发生肩关节半脱位的患者中，对照

组的脱位程度平均值大于实验组（P＜0.05）。 

结论 脑卒中急性期肩肱节律在肩关节被动活动度的应用可使肩关节半脱位的发生概率降低，并且

可使发生肩关节半脱位患者脱位程度减轻。 

 
 

PU-049 

浅谈长期卧床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及护理 

 
吴佳

1
,吴佳

1
 

1.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长期卧床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措施，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临床发生率。深静脉

血栓 (deep vein thrombosis，DVT)形成是指血液在深静脉内不正常地凝结、阻塞管腔 ，导致的静

脉回流障碍现象。DVT 是临床常见疾病。近年来，发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长期卧床患者很容

易发生 DVq。成为长期卧床患者致死或致残的重要原因。DVT 是长期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之

一 ．多发生于下肢，轻者可导致下肢血栓形成后遗症 ，重者可引起致死性肺栓塞。护理人员对

DVT 危险因素的认知，了解 DVT 的危险因素，并给于一定的护理干预，对于预防 DVT 具有重要意

义。 

方法 对我科自 2014 年 5 月~2016 年 10 月收治的 120 例卧床时间超过 6 个月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总结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的方法。 

结果 本组 120 例患者住院期间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 3 例，发生率为 2.5%。给予精心治疗与护理

后均好转，无血栓及肺栓塞发生。患者肢体肿胀疼痛等症状明显好转，治疗 3~13 周后痊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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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长期卧床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几率增高，通过相关的护理预防措施可降低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 

 
 

PU-050 

太极拳治疗高血压的系统评价及 meta 分析 

 
周修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211100 

 

目的 系统评价太极拳治疗高血压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 PubMed, EMBASE,Cochrane Library (Central),Ovid 和中文数据库 CNKI、万方、维

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搜索相关参考文献，搜集太极拳治疗高血压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对纳入文献进行资料提取、方法学质量评价，并用 Revman 5.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 6 例随机对照研究，包括 564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太极对收

缩压、舒张压、 LDL-C 改善效果明显，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MD=-7.81,95%CI(-12.65,-

2.98),P<0.05)],[(MD=-3.98,95%CI(-7.79,-0.61),P<0.05)], 

[(MD=-45.85,95%CI(-82.54,-9.16),P<0.05)]。与对照组比较，太极拳对 Triglycerides,HDL-C,BMI

改善效果无显著性差异。太极拳治疗高血压期间未出现相关严重不良事件。 

结论 太极拳对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LDL-C 具有改善作用，其安全性良好。但今后还需

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以及延长观测周期，为太极治疗高血压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PU-051 

对长期从事办公人员的脊柱竖棘肌的表面肌电图动态观察 

 
刘笑宇,郝道剑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450052 

 

目的 本研究是对刚参加工作的办公人员的颈部、胸部、腰部竖棘肌及斜方肌上束的表面肌电图相

关数据观察，以评价此类人群长期坐姿对人体肌肉疲劳状况的影响。 

方法 15 位从业半年以上的办公人员（年龄为 26.6±2.4 岁）为观察组，8 位长期从事办公人员（年

龄为 40.5±5.6 岁）为对照组。对观察组和对照组人员的双侧颈部竖棘肌、斜方肌上束、胸椎竖棘

肌、腰椎竖棘肌进行长达 2 小时的动态观察，研究前后均进行脊柱竖棘肌的屈曲放松试验的测试。

观测的数据指标有时域分析的均方根值（RMS）和频域分析的中位频率（MF）。 

结果 观察组试验前后的屈曲放松现象均存在，观察组 20 分钟后双侧颈部竖棘肌及双侧斜方肌上束

均有不同程度的肌电信号增高（RMS＞5uV），1 小时左右胸部及腰部竖棘肌肌电信号也出现增

高，MF 的斜率也出现增大，说明人体肌肉已经出现疲劳反应，两侧数据改变基本对称（数据比较

＜10%）。而对照组试验前部分人员的屈曲放松现象消失，颈部竖棘肌及斜方肌上束肌电信号增

高，在 2 小时的动态观察中，14 分钟左右被检肌群肌电信号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高（RMS＞

5uV），MF 的斜率出现增大，疲劳反应的时间明显较正常人和观察组显著缩短，试验结束后的屈

曲放松时的肌电信号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高。 

  

结论 长期从事办公人员的脊柱竖棘肌及斜方肌上束的 2 小时动态肌电图观察显示，对于长期长时

间的一个体位的姿势，导致竖棘肌及斜方肌上束疲劳的慢性积累，易过早形成颈椎病。所以对于从

事办公人员的人群，要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坐姿要正确，使颈肩部放松，保持最舒适自然的姿势。

应在 1 小时左右头颈部向前后左右转动数次，使颈肩部的肌肉得以放松，可以有效预防颈椎病的过

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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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 

脑瘫患儿康复治疗 

 
季蒙蒙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062552 

 

目的 小儿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CP)简称脑瘫,是一种严重危害小儿健康的疾患。其主要危险因

素先后以胎儿发育迟缓、早产、低出生体重、出生窒息等为主。由于小儿的大脑在不断地成熟和分

化,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因此,如能对脑性瘫痪的儿童进行早期康复,即争取在出生后 6—9 个月的阶段

内采取康复治疗措施,不仅能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改善异常姿势和运动,抑制异常反射,并且

可以防止肌腱挛缩和骨关节畸形等合并症,从而降低致残率。 

方法 1）药物治疗 目的是改变患儿的生理异常,促进脑发育,减轻残疾程度,改善功能或预防残疾发生,

一般以学龄前儿童为主。 

2）物理疗法 可配合采用水疗(水中运动疗法)、电疗、生物反馈疗法等。 

3）中医疗法 中医、针灸对脑瘫的康复具有一定的疗效,应充分发掘并利用。 

4）手术疗法 通过改善患儿的解剖异常来消除其功能障碍。 

5）康复护理 为巩固患儿的治疗和训练效果、提高患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如脱穿衣裤鞋袜、刷牙洗

漱、独自进食、大小便处理)、防止并发症等。 

6）运动疗法 小儿脑瘫的康复治疗是神经发育学的治疗，常用英国 Bobath 方法以改善患儿的运动

功能,纠正异常姿势,提高其身体移动的能力。 

7）作业疗法 常使用功能性作业疗法和儿童作业疗法,目的是改善患儿上肢的活动能力和手部运动的

灵巧性等,提高患儿的日常生活能力。 

8）语言治疗 对语言发育迟滞和有运动性构音障碍的患儿进行语言训练,提高患儿的语言能力和交往

能力。 

9）矫形器等辅助器具的应用 采用特殊装置或人工方法帮助患儿改善肢体功能或替代已受损的功

能。 

10）文体疗法 根据小儿活泼好嬉戏的特性,通过游戏、体育比赛等形式调动患儿的情绪和主动性来

提高其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以促进患儿全身心的功能改善。 

11）音乐疗法 利用音乐对患儿心理和生理功能的影响来训练和矫正患儿的生理缺陷,缓解和调节患

儿的情绪,改善患儿的精神生活 

结果 患儿能够得到明显改善即争取在出生后 6—9 个月的阶段内采取康复治疗措施,不仅能促进中

枢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改善异常姿势和运动,抑制异常反射,并且可以防止肌腱挛缩和骨关节畸形等 

结论 针对小儿脑瘫患者采取早期诊断 及综合康复治疗措施能够防止患者发生误诊及漏诊现象，为

后期治疗提供准确依据，提高患者临床治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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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 

体表标志划线法测量下肢关节角度的平行效度与和谐信度研究 

 
王浩,金洪星,王栋,丛妍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322000 

 

目的 对体表标志划线法测量下肢关节角度的信度和效度进行研究 

方法 对 100 名自愿者分别用拍片法和体表标志划线法进行下肢关节角度的测量,然后对比分析,对

体表标志划线法测量下肢关节角度的信度和效度进行研究 

结果 体表标志划线法与 X 线拍片法测量下肢关节角度的相关系数为(踝关节背屈 r=0.96,P<0.01;膝

关节屈曲 r=0.956,P<0.01) 

结论 体表标志划线法是一种简单可靠的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PU-054 

小胶质细胞表型转变和髓鞘再生在运动训练改善慢性脑低灌注大

鼠认知功能中的作用及机制 

 
蒋婷,胡昔权,潘晓娜,张丽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科 613000 

 

目的 探讨小胶质细胞表型转变和髓鞘再生在运动训练改善慢性低灌注大鼠认知功能中的作用及机

制。 

方法 选取雄性 Wistar 大鼠 54 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对照组和训练组(n=6)。以两血管法

（2VO）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建立慢性脑低灌注模型，激光多普勒血流仪监测手术前后脑血流。训练

组于术后 48h 进行跑笼训练，假手术及对照组置于相同环境下不予训练干预。术后 7，14，28d 采

用 Morris 水迷宫和新物体实验评估认知功能；LFB 染色、SMI32/MBP 免疫荧光观察髓鞘和轴突损

伤程度；NG2/Brdu、APC/Brdu 免疫荧光观察少突胶质祖细胞增殖和分化；IGF1/Iba1 免疫荧光、

RT-PCR 检测小胶质细胞表型转变；Western Blot 检测 CX3CL1/CX3CR1 信号轴及其远端 MAPK

家族炎症信号的表达。 

结果 运动训练能够改善慢性脑低灌注大鼠的空间记忆和新物体识别能力；LFB 染色及 SMI32/MBP

免疫荧光显示，运动训练能够减轻髓鞘损伤程度评分，并降低 SMI32/MBP 荧光强度比值；

NG2/Brdu、APC/Brdu 免疫荧光表明运动训练能够促进少突胶质祖细胞增殖和分化；IGF1/Iba1 免疫

荧光显示运动训练能够增加 IGF1/Iba1 阳性 M2 型小胶质细胞表达；RT-PCR 发现运动训练能够增

加 M2 型小胶质细胞标记（CD206、Arg1、Ym1）、抗炎因子（IL-4、IL10）及神经营养因子

（BDNF、IGF1）的表达，并降低 M1 型标记（CD86、iNOS）及促炎因子（IL-6, TNFα, IL-1β）

的表达；进一步 Western Blot 发现运动训练能够增加 CX3CR1 表达，并下调 JNK、ERK1/2 的磷

酸化水平。 

结论 运动训练可以改善慢性低灌注大鼠的认知功能，其机制可能与激活 CX3CL1/CX3CR1 信号轴

下调其远端的 JNK、ERK1/2 炎症信号，诱导小胶质细胞由 M1 向 M2 型转变，促进少突胶质细胞

发生和髓鞘再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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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 

不同运动训练强度对脑梗死大鼠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及其机制 

 
杨怀春,胡昔权,张丽颖,张青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科 510630 

 

目的 观察不同运动训练强度对脑梗死大鼠神经功能恢复及梗死边缘细胞凋亡、坏死、自噬及炎症

因子表达的影响，探讨脑梗死后运动训练的适宜强度。 

方法 对 SD 大鼠建立右侧大脑中动脉缺血再灌注模型（tMCAO），随机分为训练组、对照组、假

手术组，其中训练组包括 H 组(高强度亚组)、M 组(中等强度亚组)、L 组(低强度亚组)。各训练组于

tMCAO 术后 48h 接受跑笼训练，于训练 3 天后，采用 qRT-PCR 检测各组脑梗死边缘炎症因子表

达的情况，于 tMCAO 术后 1 天、训练 7、14 天后，行改良神经功能评分（mNSS 评分），于训练

14 天后行免疫荧光检测梗死边缘细胞凋亡（TUNEL）、自噬（LC3）的情况，尼氏染色检测梗死

体积及细胞坏死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M 组、L 组 mNSS 及脑梗死体积均显著下降（P＜0.05），H 组未见显著差

异。各训练组之间，M 组、L 组较 H 组 mNSS 及脑梗死体积均评分显著下降（P＜0.05），M 组与

L 组之间未见显著差异。与对照组相比，M 组白介素 1α (IL-1α)、白介素 1β (IL-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表达均显著下降（P＜0.05），白介素 10 (IL-10)显著增加（P＜0.05），L 组 IL-1α 显著

下降（P＜0.05），IL-10 显著增加（P＜0.05）。各训练组中，M 组较 H 组、L 组 IL-1β 显著下降

（P＜0.05），IL-10 显著增加（P＜0.05）。与对照组相比，M 组、L 组脑梗死边缘 LC3、TUNEL

阳性细胞及坏死细胞均显著下降（P＜0.05）。训练组之间，M 组、L 组较 H 组 LC3、TUNEL 阳

性细胞及坏死细胞均显著下降（P＜0.05），M 组、L 组之间未见显著差异。 

结论 大鼠 tMCAO 术后 48h 行中等强度运动训练更有利于神经功能的恢复，并可能与其减少梗死

边缘区细胞坏死、凋亡、自噬，抑制炎症因子表达有关。 

 
 

PU-056 

股四头肌配合下肢外展功能锻炼中频治疗 

 
孙志光 

华北油田总医院 062552 

 

目的 增强患者肌力，缓解关节疼痛，改善关节活动度，增强关节稳定性， 

方法 在中频治疗基础上，配合中医理论，每周 5 天共 12 周，使用踝关节重量，患者在锻炼的

1,2,3,4,5,7,10 周随访，如果没有不适，可以加大运动量。 

结果 提高了患者的肌肉力量，缓解关节疼痛，改善了关节活动度，增加了关节稳定性，方法简

便，治疗费用较低， 

结论 股四头肌锻炼不会显著影响关节内收时的应力不管在力线异常还是力线正常的参与者中，然

而，在力线正常的患者中股四头肌锻炼的效果更好，进一步的研究应该评估进行分类分析特别是膝

关节的力线异常。 

 
 

PU-057 

地黄健骨汤对骨质疏松模型大鼠骨密度的实验研究 

 
刘国泰,邓奕文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44000 

 

目的 研究自拟地黄健骨汤对骨质疏松模型大鼠骨密度的防治作用，旨在为科学用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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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40 只 6 月龄 SD 雌性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分别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地黄健骨汤组、仙灵

骨葆组，每组 10 只，后 3 组行去势手术，假手术组和模型组灌服消毒饮用水，每周 6 天，每天一

次，每次每只 2ml；地黄健骨汤组灌服地黄健骨汤（由熟地黄 15g、淫羊藿 9g、龟板胶 12g、菟丝

子 9g、丹参 12g、当归 9g、黄柏 6g、黄芪 15g、牛膝 9g 共九味中药组成），每周 6 天，每天一

次，每次每只 2ml；仙灵骨葆组灌服仙灵骨葆胶囊（成份主要为淫羊藿、续断、补骨脂等），每次

剂量为 0.lg/kg，溶于 2ml 消毒饮用水，每周 6 天，每天一次，每次每只 2ml。均术后 35 天起开始

灌服，给药 13 周后取材，检测大鼠左侧股骨骨密度。 

结果 （1）地黄健骨汤组大鼠的体质量明显低于模型组（P<0.05）；（2）地黄健骨汤组骨密度值

明显高于模型组（P<0.05）；（3）地黄健骨汤组与仙灵骨葆组的体质量及骨密度值比较，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地黄健骨汤可有效提高骨质疏松模型大鼠的骨密度值，是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一种有效

药物。 

 
 

PU-058 

三焦气化针刺治疗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的临床观察 

 
陈莉秋,汪雅茹,刘立飞,马庭秀,张伟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0255420 

 

目的 探讨 ―三焦气化‖理论疗法治疗脑梗死的疗效； 

方法  对 65 例脑梗塞恢复期患者随机分为三焦气化针刺组（实验组）和传统针刺组（对照组）。

三焦气化针刺组 32 例―三焦气化‖理论为指导，以疏通三焦和调理脏腑功能为治疗原则接受三焦气

化针刺和常规基础治疗，传统对照组 33 例接受传统针刺和常规基础治疗。治疗 4 周后，进行两组

神经功能评估。 

结果 治疗之后，三焦气化针刺疗法和常规基础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传统针刺和常规基础治疗组

（P<0.05） 

结论 三焦气化针刺治疗在改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方面明显优于传统针刺法。 

 
 

PU-059 

细胞骨架-TRPV4 对大鼠背根神经节慢性压迫所致神经性疼痛的

影响 

 
魏慧,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本论文旨在研究细胞骨架在大鼠背根神经节慢性压迫（CCD）所致痛敏中的作用，同时研究

细胞骨架对 TRPV4 的影响，以探讨细胞骨架调控 CCD 大鼠痛敏的机制，为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治

疗提供靶点。 

方法 将成年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大鼠组、CCD 组、CCD+细胞骨架激动剂组、CCD+细胞骨架抑制

剂组。应用行为学技术对各组大鼠的痛阈进行检测；取各组大鼠背根神经节培养原代神经元，应用

膜片钳技术检测细胞骨架动力学对 TRPV4 电流的影响；采用免疫细胞化学方法检测细胞骨架动力

学对 DRG 神经元 TRPV4 定位的影响 

结果 1.鞘内注射细胞骨架解聚剂可缓解 CCD 大鼠的痛敏 CCD 术后，手术侧痛觉阈值降低，于术

后 7 天降至最低，此后逐渐升高。秋水仙碱（微管解聚剂）可部分抑制 CCD 大鼠的痛敏，呈剂量

依赖性。微管解聚剂细胞松弛素 B 可部分抑制 CCD 大鼠的痛敏，也呈剂量依赖性。微丝聚合剂鬼

笔环肽对 CCD 大鼠痛敏无影响，但可抑制细胞松弛素 B 对痛敏的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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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胞骨架解聚剂可抑制 DRG 神经元 TRPV4的活性 CCD 大鼠 DRG 神经元 TRPV4 内流比正常大鼠

增加（310.19±9.17pA，230.55±17.23pA）。同时，CCD 大鼠 DRG 神经元 TRPV4 电流峰值延迟

(172.4s，243.6s）。秋水仙碱可降低 TRPV4 电流峰值，提前峰值时间（230.10±12.10pA，

199.1s）。细胞松弛素 B 可显著抑制 TRPV4 的电流峰值，提前 TRPV4 的峰值时间

（245.48±12.12pA，123.44±10.10s）。微丝稳定剂鬼笔环肽可致 TRPV4 电流减小和延迟

（80.87±5.42 pA，311.72±14.56 s)，这与鬼笔环肽对 CCD 大鼠痛敏的作用不一致。 

3.细胞骨架解聚剂对 TRPV4 定位的影响 DRG 神经元胞膜表达 TRPV4 多于胞浆，秋水仙碱不影响

TRPV4 的分布。细胞松弛素 B 可降低细胞膜上 TRPV4 的表达（83.62±2.14%，69.63±3.41%)。

此外，鬼笔环肽也导致细胞膜 TRPV4 表达降低(54.24±2.44%)。 

结论 细胞骨架在 CCD 所致大鼠痛敏中非常重要，使用细胞骨架解聚剂可以缓解此痛敏，TRPV4

可能是细胞骨架解聚缓解痛敏的重要机制之一。 

 
 

PU-060 

经颅弱磁促进骨髓源神经元形成参与鼠脑损伤神经再生 

 
白文芳

1,2,3
,张鸣生

1,2,3
 

1.广东省人民医院 

2.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3.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 50Hz、5mT 电磁场在骨髓源神经祖细胞（BM-NPCs）移植治疗脑损伤大鼠中的作用，

为经颅弱磁在 BM-NPCs 定向诱导分化中的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通过全骨髓贴壁法培养第 3 代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将其转入无血清悬浮培养环境获取神

经球样生长的第 3 代 BM-NPCs，并行鉴定备用。建立脑损伤大鼠模型，建模 7 天后随机分成 4

组：细胞组（B 组），将体外 Dil 标记的 10
6
 BM-NPCs 移植至脑损伤部位；磁场细胞组（EB

组），在 EB 组干预方法上，予 50Hz、5mT 磁场刺激，60min/d，连续干预 15 天；同样条件下，

设立无细胞移植无磁场干预的对照组（C 组）和无细胞移植仅磁场干预的磁场组（E 组）。分别在

移植后的第 1d、3d、7d、30d 和 60 d 进行运动功能 Wayne clark 评分与 grooming 评分。同时，

移植后第 1d、7d 和 30d 取材，进行脑组织细胞病理检测，分析 Dil 标记的 BM-NPCs 在颅内存活

及神经细胞标志物 NeuN、GFAP、β-III tubulin 表达情况。 

结果 Nestin/CD133/Sox2 阳性 BM-NPCs 高表达 NCAM1 神经祖细胞 mRNA，具有向神经细胞分

化能力。移植 1d，各组行为学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移植 3d、7d、30d、60d，各组评

分结果显示各组之间相比较有显著意义（P<0.05），EB 组功能恢复较快。移植 7d，C 组和 E 组脑

损伤灶周围组织水肿，可见囊性空洞，神经细胞的数量明显减少，周围炎症细胞浸润，B 组和 EB

组水肿较轻，囊性空洞范围局限，可见胶质细胞。移植 30d，各组脑损伤灶周围组织有所恢复，与

C 组的囊性空洞相比，E 组、B 组和 EB 组均减小，EB 组脑损伤灶周围细胞排类较整齐，组织水肿

和炎症细胞消失。移植 30d，C 组脑损伤组织周围可见大量 GFAP 呈阳性表达的细胞，与 C 组相

比，E 组和 EB 组较少。移植 7d，B 组和 EB 组脑损伤组织周围未见 Dil 标记的 NeuN 和 β-

III tubulin 阳性细胞。移植 30d，B 组和 EB 组可见 CM-Dil 标记的 NeuN 和 β-III tubulin 阳性细胞与

损伤区周围组织融合生长，EB 组阳性细胞更多。 

结论 50Hz、5mT 电磁场具有促进骨髓源神经元形成参与鼠脑损伤神经再生的作用，经颅弱磁在

BM-NPCs 移植治疗中枢神经损伤疾病中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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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 

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监测的认知状况调查研究 

 
刘芸,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40034 

 

目的 了解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监测的认知状况，为开展试管婴儿的随访监测、管理与早期

干预工作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对 87 例试管婴儿家长进行自编试管婴儿家长高危儿随访认知状况调查表的调查分析。 

结果 87 例试管婴儿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意义、随访内容和随访时间安排的正确率分别为

32.2%、31.0%和 27.6%，三项指标正确率为 6.9%。 

结论 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的认知状况并不理想（不足 1/3），严重妨碍试管婴儿运动、精神

行为、感觉发展的监测和发育异常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康复干预，希望业务相关的广大医

务工作者、家长和相关研究人员给予关注。 

 
 

PU-062 

磁疗对下肢 PICC 置管术后预防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 

 
冯华 

济南军区总医院 250031 

 

目的 探讨磁疗对下肢 PICC 置管术后预防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2 年 6 月到 2014 年 9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50 例想的下肢静脉 PICC 置管术后老年

患者作为研究的对象，将患者随机分组，分为下肢静脉 PICC 置管组、磁疗组、磁疗联合下肢静脉

PICE 置管组。对比老年患者下肢静脉 PICC 置管术后联合磁疗方法对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影

响 

结果 采用综合治疗法治疗后，各组患者治疗后的 MMSE 量表的总得分与治疗前患者的 MMSE 量

表的总得分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1）；各组患者治疗后认知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1）；各组患者治疗后语言能力评估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组患者治疗

后神经、执行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治疗前相比各组患者的生活功能、心

理功能、社会功能、总体功能的评分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磁疗能显著减少老年患者下肢 PICC 置管术后静脉血栓形成。 

 
 

PU-063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FES) denfends against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related to apoptosis and gliosis in the peri-ischemic 

area in Rat 

 
Cai Chuanping,Jin Dongmei 

ZSDXSYXJNYY 510120 

 

Objective Stroke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leading causes of disability in the world. Yearly, it 

brings heavy burden of disease to human beings. Although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FES) 
is helpful for patients suffered from cerebral infarction, its mechanism remained unknow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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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end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FES could influence apoptosis and gliosis in the peri-
ischemic regions of rats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Rats were randomly devided into three groups: sham-opera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and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FES) treatment group. Each group was subdivided into 4 
subgroups: 0-day(before treatment), 3-day, 7-day, 14-day (of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points. Cerebral infarction was achieved by performing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 FES treatment was provided 3 days after the surgery with hypodermatic 
electrodes buried in the paralyzed limbs. The frequency of FES treatment was once per day and 
the intensity 30 min at a time. 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ore(mNSS) points of rats were 
assessed at each observation point, GFAP positive cell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apoptotic cells were identified by TUNNEL in the rats‘ brains. 

Results We discovered that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FES) could significantly lower the 

mNSS scores of rats, which indicated a reasonable recovery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from stroke. 
Anyway, the long-term efficacy of FES treatment was far from satisfaction since the scores of the 
14-day treatment group rats did not show much more improvement than those of the 7-day group 
ones. In the FES group, starting from an early stage(3 days after treatment began), the number of 
apoptotic cells in the peri-ischemic cortex of rats was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is reduction failed to be a long-lasting effect, and in both control group and FES group, at 
the time of 14-day treatment/observation after occlusion, the number of apoptotic cells dropped 
obviously compared with the base line, which signified that cells apoptosis migh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amage early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What‘s more, after treated for 7 days by FES, the 
GFAP positive astrocytes were also lessened, inferring a feasible modulation of glial scar around 
the infarction area. Still, the future alteration on gliosis associated with FES was in need of further 
observation. 

Conclusions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s able to ameliorate the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in rats, in which modulation of apoptosis and gliosis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uture study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ed molecular pathway of cell apoptosis and 
gliosis after occlusion in brain. 
 
 

PU-064 

神经传导测定技术对预测偏瘫肢体功能预后的临床价值 

 
徐士军,毕俊忠,马玉强,王占想 

唐山市人民医院 063001 

 

目的 探讨神经传导测定技术对偏瘫肢体功能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 2012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唐山市人民医院因脑血管病所致偏瘫患者 76 例为研究对

象，健侧肢体为对照组，患侧肢体为观察组，于发病 1 年后进行神经传导测定检查，比较两组患者

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神经传导测定结果数据。并与患者患侧肢体功能预后相关联。 

结果 观察组感觉及运动神经传导速度较对照组均减慢，且波幅低于对照组，潜伏期长于对照组，

且严重程度与肢体偏瘫程度呈现相关性。 

结论 神经传导测定技术可帮助判断脑血管所致偏瘫肢体功能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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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 

脑梗死大鼠认知功能障碍模型的筛选 

 
孙巨,温红梅,孙瑞芳,李超,曾妍,邹淑怡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613000 

 

目的 探讨不同的缺血再灌注时限对脑梗死大鼠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35-255g 的雄性 SD 大鼠，经颈总动脉路径制作短暂性大脑中动脉阻塞（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tMCAO）脑梗死模型，随机分为假手术组、缺血 60min、

90min、120min 再灌注组，每组 5 只，术后 28d 时行八臂迷宫测试，反映大鼠的工作记忆能力。

大鼠限食 3d（体重为前一天的 90%）后，在 8 个臂末端放置食物颗粒，让大鼠进行探索，大鼠第

二次进入同一臂视为错误，记录首次错误前正确的次数及错误总次数，8 个臂都探索完或探索 5min

后终止探索，每天探索 4 次，每次间隔 30min，取平均值，实验共进行 6 天。。为排除不同认知功

能行为学测试之间可能的干扰，另取一批 SD 大鼠，以同样的方式制作 tMCAO 模型，随机分为假

手术组（n=7）、缺血 60min（n=8）、90min（n=8）、120min（n=8）再灌注组，于术后 14d、

21d、28d 行新物体识别测试，记录大鼠探索新物体及旧物体的时间，以新物体分辨指数为检测指

标，新物体分辨指数=探索新物体时间/探索总时间，反映大鼠的事件记忆能力。运用 SPSS20.0 进

行数据的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EM 的方式表示，采用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检验，各组各时间

点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八臂迷宫测试各组间首次错误前正确次数（F=1.067，P=0.39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错误总

次数（F=0.710，P=0.560）。新物体识别测试各组间新物体分辨指数比较（ F=3.528，

P=0.036）；缺血 60min 组在各时间点新物体分辨指数与假手术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缺血 90min、120min 组在第 28 天时新物体分辨指数较假手术组降低（P<0.01）；120min 组新物

体分辨指数随时间延长逐渐减小（F=7.348，P=0.01）。 

结论 tMCAO 大鼠八臂迷宫测试未检测到明显的工作记忆减退，而新物体识别测试可用于 tMCAO

大鼠的认知功能行为学测试；60min 缺血再灌注认知功能无明显下降；90min、120min 缺血再灌注

认知功能显著下降；120min 缺血再灌注大鼠认知功能进行性下降。 

 
 

PU-066 

低频电磁场对毛发生长及相关因子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 

 
张鸣生

1
,刘晓涵

1,2
,李新平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 

 

目的 观察低频电磁场在毛发生长周期小鼠模型中对毛发生长及 KGF、TGF-β1、PDGF-BB 及

FGFR2 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120 只毛发自然生长模型 C57BL/6 小鼠随机分成磁场组和对照组，每组 60 只。其中，磁

场组小鼠选择低频电磁场（50 Hz、5 mT）暴露，30min/d，连续干预 14 天；对照组不进行磁场处

理，但饲养条件与磁场组一致。实验过程中，分别在磁场处理后的第 3d、7d、14d 留取小鼠背部

皮肤组织。肉眼观察毛发生长差异；HE 染色观察毛发及表皮组织形态；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KGF、TGF-β1、PDGF-BB 及 FGFR2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 KGF、TGF-β1、PDGF-BB 及

FGFR2 蛋白表达。 

结果 通过肉眼观察，第 3d、7d 时，磁场组和对照组中小鼠的毛发生长情况无明显差异。经过 HE

染色，与对照组相比，磁场干预后第 3d、7d，小鼠毛发长度增加（P<0.05），同时小鼠表皮厚度

也增厚（P<0.05）。Western-blot 检测和 PCR 结果显示，在磁场组和对照组中，同时间点的磁场

组 KGF mRNA 的表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d、7d 磁场组 TGF-β1 的表达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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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4d 时磁场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间点的磁场组 PDGF-BB 的

表达下降，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3d、7d 两组的表达均高于 14d（P<0.05）。 

结论  低频电磁场可促进生长周期中小鼠毛发的生长；在该过程中，低频电磁场促进 KGF、TGF-

β1、PDGF-BB 及 FGFR2 的表达。 

 
 

PU-067 

简单反应速度训练对降低老年跌倒风险的效果 

 
张弘

1
,江园

1
,张海

2
,钟永强

1
,魏晓霏

1
,刘刚

1
 

1.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医院） 

2.德阳市体育局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德阳市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学校 

 

目的 初步探讨通过简单反应速度训练改善老年人中枢反应速度、动作过程处理能力、注意力集中

程度，降低老年跌倒风险，从而探索出一种有效干预技术。  

方法 100 例患者按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训练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者仅进行预防跌倒的健康教育干

预。训练组患者在健康教育的同时进行简单反应速度训练 6 个月。训练前后所有患者均进行动态步

态指数（DGI）、记时起立行走测试（TU>）和修订版跌倒功效量表（MFES）评价。 

结果 患者接受简单反应速度训练后，动态步态指数高于训练前，并且优于对照组。记时起立行走

测试的时间较训练前明显缩短，总评分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并且训练成效好于

对照组（P < 0.05）。修订版跌倒功效量表总平均分在训练后显著提高，与训练前和对照组比较均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简单反应速度训练能够提高老年人步态稳定性和平衡功能，是一种减少老年人跌倒风险的有

效干预技术。  

 
 

PU-068 

Effect of Local Anesthetic on the human adipose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 in vitro study 

 
Su Min

1
,Qu Wenchun

2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Mayo Clinic 

 

Objective This study evaluated whether administration of 1% lidocaine, 0.25% bupivacaine, and 

0.25% ropivacaineresulted in decreased human adipose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AMSCs) viability and possible mechanisms in vitro. 

Methods Trypan Blue staining and MTS assay was used. Then hAMSCs were only respectively 

incubated with 1.0%(10mg/ml) lidocaine, 0.25%(2.5mg/ml) ropivacaineor 0.25%(2.5mg/ml) 
bupivacaine for 0, 1.5, 3, 6, and 12hrs, DAPI staining method and Live/Dead Viability. Finally, 
qRT-PCR was used to analyze mRNA expression. 

Results Trypan Blue staining and MTS assay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a short exposure to local 

anesthetics, lidocaine, ropivacaine and bupivacaine, resulted in a decreasing number of 
observable viable cell (P<0.05) and cell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P<0.05) in a dose-, time-, and 
substance-specific manner in cell culture experiments. Simultaneously,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lidocaine was found to be more cytotoxic than ropivacaine and bupicaine in hAMSCs (P<0.05). 
Then, DAPI staining and Live/Dead Assay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cell apoptosis (P<0.05), and 
autophagy elicited after a short exposure to 1.0% lidocaine for 1.5hrs. Additionally, qRT-PCR 
results confirmed local anesthetics exhibit very robust levels of stress response/cytoprotective 
genes (P<0.01), and longtime exposed to local anesthetics caused a significant dow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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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se genes (P<0.001). qRT-PCR results also showed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drug action, in 
the different local anesthetics group mRNA levels for proliferation markers (MKI67, CCNB2, and 
HIST2H4A)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continuous decline (P<0.05). Meanwhile, long time 
exposed to 0.25% ropivacaine or bupivacaine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xpression 
for ECM markers COL1A1, COL3A1 and DCN, but in 1.0% lidocaine group all the ECM marker 
began to decrease at 6.0hrs (P<0.05). Examination of mRNA levels for MSC surface markers 
(CD44, CD90, CD105) also revealed a decrease expression at 1.5hrs after treatment with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local anesthetics in culture compared with control, and hAMSCs marker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local anesthetics groups, especially to CD105. 
Furthermore, with the time of the drug action, the expression of several reflected hypoxia 
transcription factors HIF-1a, HIF-2a and HIF-3a appear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hanges in the 
different local anesthetic drug group (P<0.05). More interesting is autophagy marker MAP1LC3A, 
MAP1LC3B, and apoptosis marker caspase3 all were modulated in the same manner subjected 
to exposure to time. 

Conclusions Local anesthetics are cytotoxic to hAMSCs in a concentration-, time-, and agent-

dependent manner in monolayer cultures. Lidocaine is more cytotoxic than ropivacaine and 
bupicaine in hAMSCs. Our study results initially revealed the toxic actions of local anesthetics is 
most likely associated with hypoxia,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PU-069 

血流在脑缺血再灌注中的机械作用及机制研究 

 
田闪,吴毅,朱玉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 200040 

 

目的 缺血性脑卒中作为常见病，多发病，其主要的病因是脑血管血栓生成，阻碍正常的大脑血供

引起的一系列脑组织病理改变和神经功能障碍综合征，因此恢复或者增加缺血脑区血液供应是脑卒

中最根本的治疗方案。然而，积极恢复血供可能引起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CIRI)。所谓 CIRI，是指脑缺血一定时间，恢复血液供应后，脑功能不仅不能

改善反而损伤程度会进一步加重。CIRI 是多种机制参与的一种复杂病理生理过程，研究发现，自

由基过度形成、兴奋性氨基酸毒性作用、细胞内钙超载、免疫血管炎性反应等多种机制都在其中发

挥主要作用，但是血流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很少,本文希望初步研究脑缺血再灌注时，血流机械信号

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为了明确脑缺血再灌注时，血流对大鼠脑微血管内皮细胞（ rat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rBMECs）的作用和机制，采用氧糖剥夺（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 ,OGD)诱

导体外 rBMECs 凋亡，即通过去除氧、糖、丙酮酸钠等细胞有氧代谢和有氧呼吸所需的物质，模拟

细胞处于缺血的状态，利用平行平板流动小室在体外给予 rBMECs 适当的剪切力机械信号干预，该

装置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体外血流剪切力的作用。我们将内皮细胞培养在流动小室内，无糖

DMEM 培养液+5 % CO2 和 95 % N2 气体制造细胞缺血状态 4 小时，后流动小室储液槽中培养基

更换为 20%FBS 的高糖 DMEM 培养液+5%CO2+95%O2 气体，同时启动流动小室动力循环系统，

用 0.8±0.05 dynes/ cm
2
大小的流速给与细胞剪切力干预，模拟复氧 2 小时的血流状态。通过 PE 

Annexin V/7-AAD 和 Hoechst 33258 方法观察了细胞凋亡情况；Tie-2,Caspase-3 等凋亡相关蛋白

表达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结果 通过该实验，我们证明再灌注虽然血流灌注量和灌注速度小于正常情况下的血流量和血流速

度，但作为机械重要信号的剪切力能够缓解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引起的内皮细胞凋亡，这和血流剪切

力增加抗凋亡 Tie-2 蛋白的表达，降低 caspase-3 蛋白引起的细胞核裂解引起凋亡有关。 

结论 再灌注血流自身的机械信号具有脑保护作用。 

 
 

PU-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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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在 A 型肉毒素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中的作用 

 
纪婕,胡翠琴 

江苏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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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住我科 42 例脑卒中后肢体痉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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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组的临床结

局。 

结果 两组患者在肉毒素治疗前后下肢 Fugl-Meyer、VAS、ADL、小腿三头肌改良 Ashworth 结果

组内治疗前后对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组间对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集束化护理在提高 A 型肉毒素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患者的疗效，减轻肢体疼痛，提高患者

的生活自理能力上有良好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PU-071 

新型助力式注食器在长期鼻饲患者中的研究和应用 

 
纪婕,赵继红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新型助力式注食器在长期鼻饲患者中的研究和应用。 

方法 将 73 例行入住我科的鼻饲管肠内营养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使用 50ml 注

射器，观察组使用新型助力式注食器进行推注法鼻饲。比较两组患者鼻饲并发症发生率、操作者

VAS 评分及日需鼻饲时间。 

结果 两组患者鼻饲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均为 P>0.05，无统计学差异。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操作者

VAS 评分(1.94±0.91VS 0.03±0.16)及日需鼻饲时间(76.77±5.93VS 53.55±7.65), t<O．01 均有降低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长期鼻饲喂养对的患者中，应用新型助力式注食器进行合理的规律性注食在有效缩短了鼻饲

操作时间，降低了操作者疼痛度、劳动强度，提高了操作接受度的同时并未增加肠内营养的并发症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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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 

中国大陆与台湾医学院校康复治疗学专业 

本科教育课程设置之比较 

 
刘远文,潘翠环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为促进内地康复人才培养课程设置逐步规范与国际接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内地知名院

校和台湾中山医学大学的康复治疗专业本科教育课程设置的差异，对符合国情、体现各院校办学特

色的康复人才培养体系进行初步探讨。希望对我国康复治疗专业教育办学方向，人才培养模式起一

定的启迪意义。 

方法 前往台湾中山医学大学职能治疗系进行研究生课程学习与交流，亲身体验台湾的复健系本科

教育模式，并对其课程设置、学时安排等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整理，比较分析两岸康复治疗学专业本

科教育课程设置的异同。 

结果 台湾的课程安排中，专业科目针对性强，内容深入细致，并重视前瞻性教育，对我国大陆康

复治疗学专业本科教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结论 台湾地区的复健系本科教育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在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对内地的

康复治疗学专业本科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我们的康复人才培养不能照搬照抄，应与社会环

境和医疗体制相结合，仍需继续努力，相互交流，不断完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争取早日达到

WCPT 和 WFOT 要求的教育标准。 

 
 

PU-073 

中国大陆与台湾作业治疗硕士研究生教育之比较 

 
姜荣荣,陈艳,潘翠环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0260 

 

目的 通过比较中国大陆与台湾作业治疗硕士研究生之教育现状，探索作业治疗人才培养模式、理

论和实践教学等问题。 

方法 收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作业治疗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的相关资料，并从学制与认证、招生

对象、课程设置及授课方式等方面进行比较。 

结果 中国大陆康复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向是―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侧重于康复临床医学和理疗

学人才的培养。大陆除了四川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培养作业治疗师硕士之外，尚无其他院校培

养作业治疗硕士研究生，而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作业治疗学已经有独立的教育体系，并达到世

界治疗师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WFOT）制定的《作业治疗师培养

教育最低标准》（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educ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结论 中国大陆的作业治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经过系统培训的作业治疗师资、专业实践者及

有科研能力的研究者，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作业治疗理论和实践模式。学术研究相对薄弱、专

业师资匮乏、临床教学环境不完善、进修管道有限等都成为制约作业治疗发展的问题，如何调整规

划作业治疗人才培养体系以符合社会需求，是教育体制亟需探讨的问题。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在医

疗体制、经济和人文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本文借由比较大陆和台湾的作业治疗硕士研究生教育

的学制与认证、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及进行方式等方面，了解两岸在作业治疗专业人才培养的制度

和实务方面的异同，借鉴其发展历程、课程设置、教学设施等，取长补短，尽快实现作业治疗教育

模式与国际接轨。总之，作业治疗硕士教育是全球化趋势，中国更应该尽快发展，但是，如何发

展、选择什么样的作业治疗硕士教育模式以满足国情的需要应该受到更多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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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4 

探讨延伸护理服务对脑卒中伴偏瘫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周玉妹,方小群, 汪秋艳,宋清,彭慧,刘昊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对脑卒中伴偏瘫患者实施延伸护理服务实际效果进行分析。 

方法 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南昌市内愿意接受延伸护理并初筛为脑卒中患者中选取 70

例，任选其中 35 例为观察组，给予延伸护理服务，而另外 35 例患者，则行常规方式护理。对两组

患者生存质量情况加以对比。 

结果 结合观察可知，观察组在 Barthel 以及 spitzer 指数上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差异具备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对脑卒中伴偏瘫患者实施延伸护理服务可有效保障该类患者生存质量。 

 
 

PU-075 

延伸护理服务在脑卒中伴偏瘫患者康复指导中的应用效果 

 
周玉妹,方小群,胡东霞,左惠玲,刘惠芳 ,符芳,朱美兰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分析研究延伸护理服务在脑卒中伴偏瘫患者康复指导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本院选取 2015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82 例脑卒中伴偏瘫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入

院先后顺序，分为干预组与常规组，各 41 例。常规护理模式用于常规组，延伸护理模式用于干预

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结果 对比 ADL 评分与 FMA 评分，出院时，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出院后 3 个月，组间差

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对脑卒中伴偏瘫患者，给予延伸护理服务，进行康复指导，效果显著，值得广泛推广。 

 
 

PU-076 

镜像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方小群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康复的疗效。 

方法  选取病程<3 个月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随机平均分为镜像治疗组和试验对照组，两组均

采用常规的康复治疗。治疗组联合镜像疗法。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及治疗 9 周后（治疗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评价（FMA）、上肢运动研究测试（ARAT）、运动功能评估量表（MAS）对患

者上肢运动功能进行评价, 同时评定患者的视觉模拟评分(VAS )、改良 Barthel 指数( MBI)对患者日

常生活能力进行评价。综合上述指标，评价患者的恢复效果。 

结果 经过治疗 9 周后，两组治疗后 FMA、ARAT、MAS 及 MBI 都有所增高，镜像治疗组增高更

明显，且具统计学意义。说明常规康复训练结合镜像疗法更有利于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和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恢复。 

结论 镜像疗法能有效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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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中的应用 

 
郑瑞,刘红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目的 观察品管圈活动在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中的效果。 

方法 我科室成立品管圈，确立―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的活动主题，采用循环管理

（PDCA）方法，进行计划拟定、现状把握、要因分析、实施与检讨、效果确认及检讨改进等，随

机抽取入院评估为部分依赖及全部依赖的 52 例偏瘫患者进行现场调查并记录，查找分析出导致良

肢位摆放不合格的原因，运用品管圈工具柏拉图―二八定律‖确认活动的改善重点，制定相应的对策

进行现场的再次检验。 

结果 应用品管圈活动后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合格率由 42.32%提高到 65.38%，每名圈员提高了品

管手法、有了更强的责任心、自信心、更积极的完成工作并感受到了团队的凝聚力更胜从前，且医

护、护患之间的沟通更加协调，增加了住院患者的满意度。 

结论 品管圈活动能提高偏瘫患者良肢位摆放的合格率、有效的降低了偏瘫患者的致残率，提高了

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利于患者早日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PU-078 

Onset admission interval (OAI) and length of 

rehabilitation stay (LORS) after stroke in a medium–

sized city in China 

 
Cui Baojuan,Sun Qiangsan,Huang Laigang 

The 2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33 

 

Objective  It is well known that rehabilit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functional recovery of stroke 

survivors[3].Rehabilitation is a process aimed at enhancing functional performance and resorting 
greater independence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further more, help patients to live both 
independently and productively, thus greatly reduc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urdens on 
society and their families. 
 Onset admission interval (OAI) or initiation of rehabilitation, was defined as the time between 
stroke onset and admission to post-strok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AI 
and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has been repeatedly documented [4]. Many researches prove that 
individuals with stroke who are admitted earlier to stroke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was associated 
significantly with better functional outcomes: higher total, motor, mobility, and ADL discharge, FIM 
scores[4–6]. Further more, earlier OAI also associated significantly with shorter length of 
rehabilitation stay (LORS)[4]. 
Length of rehabilitation stay (LORS) or duration of rehabilitation after stroke was defined as the 
time between start of rehabilitation and discharge or to other residential institution. LORS has 
reliable implications for patients recovering from stroke, Which allow patients, families, and 
clinicians to predict when patients might return to their families or communities[7,8].From an 
administrative or health economics perspective, LORS is an important meaningful marker for 
efficiency and is a principal target for cost containment[9,10]. Many researchers had 
demonstrated that costs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LORS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the post-stroke patients, No protocols or experimental 

were done before. According to national guidelines, all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at 
the hospital and not for the purpose of an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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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I and LORS of 698 post-stroke patients i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1 and October 2013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mean time of OAI was 23.78±26.09days, over half of patients (56.7%) OAI were 7 

to 21days, more than one quarter(26%) did not begin until 28 days or more; The mean time of 
LORS was17.24±24.54 days, the majority(63.2%) of LORS was 14 days or less, only about 13% 
was more than 28 days; The OAI in second attack of stroke patients was earlier than first-ever 
stroke (19.26vs.25.13d),however, first-ever stroke with longer LORS(19.25vs.11.21d) 
(P<0.05,P<0.01); Ischemic stroke had earlier OAI (21.38 vs. 29.38d), while hemorrhagic stroke 
with longer LORS(23.11vs.15.96d) (P<0.01,P<0.01). 

Conclusions In China, post-stroke rehabilitation began as later OAI and ended as shorter LORS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Reinforce the rehabilitation concept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as 
well as the public and adjust medical insurance status are urgent. 
 
 

PU-079 

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应用于脑梗死患者的效果观察 

 
林红梅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综合康复科 200433 

 

目的 对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系统探讨 

方法 将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我院内科收治的 78 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照入院先后

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常规组，均为 39 例。常规组采取一般性护理，研究组则在此基础上开展早期康

复护理，通过 2 个月的护理干预后，对两组临床护理效果及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的临床护理总有效率为 91.2%，常规组的 54.7%，两组数据比较，差

异有统计意义（P＜0.05；研究组独立生活能力、运动能力以及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常规组，统计结

果有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梗死患者，在病情稳定后开展早期系统性康复护理，可有效促进患者功能康复，改善和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且可提升临床护理满意度，因此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应用于脑梗死患者有着重要的

临床意义。 

 
 

PU-080 

脑梗死患者执行功能障碍程度的危险因素分析 

 
邢琰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中老年脑梗死患者执行功能障碍程度的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执行功能缺陷综合征的行为学评价测验（BADS），对 55 例重度执行功能障碍中老年脑

梗死患者和 79 例轻度执行功能障碍中老年脑梗死患者进行对照研究。 

结果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有家庭功能障碍、腹型肥胖、颈动脉狭窄、病灶部位为双侧﹑

合并症多、发病次数多﹑脑梗死持续时间长是脑梗死患者执行功能障碍程度加重的危险因素。教育

程度高是脑梗死患者执行功能障碍程度加重的保护因素。 

结论 教育程度、家庭功能、是否为腹型肥胖、颈动脉狭窄与否、病灶部位为单/双侧、合并症、发

病次数及脑梗持续时间与执行功能障碍程度加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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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1 

脊髓损伤患者间歇导尿依从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朱春燕 

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了解影响间歇导尿患者依从性的因素，针对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措施，提高间歇导尿

患者的依从性，帮助患者恢复自主膀胱。 

方法 运用质性研究对 10 名脊髓损伤间歇导尿患者进行深度访谈。 

 对象：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7 年 1 月—4 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科门诊及病

房脊髓损伤致神经源性膀胱需间歇导尿的 10 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访谈。 

调查工具 

研究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前查阅相关文献，进行文献回顾，随机抽取 3 名患者进行预实验，

反复修订后确定访谈提纲，主题包括：您在间歇性导尿的过程有什么感觉？ 间歇导尿的具体操作

由谁来完成?间歇导尿治疗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困难？这些困难是否已经解决，如何解决?您希望医

护人员能提供哪些帮助？您对于间歇导尿的治疗有什么预期？ 

资料收集方法 

研究者预先向研究对象表明研究目的，签署知情同意书，约定访谈时间及地点。每个个案访谈时间

30—45min，全程录音并征得研究对象同意。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仔细观察研究对象的表情及 

结果 脊髓损伤患者间歇导尿依从性影响因素可归纳为 3 个主题：导尿过程体验的困扰、患者自身

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社会资源和家庭支持。 

结论 脊髓损伤致排尿功能障碍患者由于住院天数的限制和疾病特殊性，间歇导尿对于排尿功能恢

复和提高生活质量有着重要作用，患者需坚持长期间歇导尿直至膀胱功能恢复。因此需医护人员、

患者、家属的共同努力以提高患者间歇导尿依从性，使患者在院外和院内都能按计划完成治疗，早

日恢复自主膀胱。 

 
 

PU-082 

品管圈在提高护士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估正确率中的

运用 

 
张艳芬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 

 

目的 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 是由同一工作性质的人员，自发组织形成小组，应用品

质管理的简易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解决工作场所发生的问题，达到改善工作品质、提高工作效率的

目的。 

开展品管圈活动提高护士对 ADL 评估正确率。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开展以―提高护士对 ADL 评估正确率‖为主题的品管圈活动。收集 2014

年 7 月-2014 年 12 月康复医学科住院患者 ADL 评估表纳入研究范围。按住院时间将其分为 2 组。

对照组：共 106 人次，实验组：共 115 人次。对我科护士分别进行 QCC 理论培训、组建品管圈、

拟定活动计划等，通过 ADL 评估现状进行调查，制定流程图，收集资料，根据柏拉图数据分析，

运用―80/20‖法则，查找真因，得出影响护士对 ADL 评估正确的原因：以内容评分错误，评估不及

时为主。遵循 PDCA 工作程序，制定并落实相应对策：对护理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对患者及家

属进行宣教；规范化流程；根据患者需要增加了辅助器具及训练器材设备；选择合适时机进行评

估。 

结果 护士对 ADL 评估正确率由原来的 76.42%提高至 90.43%，进步率达 18.33%。收到显著效

果；增强了患者主动训练及康复信心，明显提高患者的康复效果，减少了患者的住院时间，尽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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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社会。学习品管圈理论知识，运用质量管理工具，科学解决护理工作中的问题，提高护士综合素

质。调动护理人员参与专业改善、提升护理质量责任感和潜能，营造团队合作、互相学习和互相促

进的行业氛围 QCC 活动使每个成员都参与其中，增强了成员间的沟通协作，在互动中提高了成员

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增强了团对协作精神。临床护理工作繁琐，通过 QCC 活动可以将繁琐的临床

护理工作逐渐形成标准化流程和作业，提高工作效率，将护士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患者，带动护士参

加 QCC 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规范了流程，制定了标准作业书，使今后的工作有据可依，更具

科学性。 

结论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护士对 ADL 评估正确率中效果显著，不仅通过正确的评估进行个体化训

练，挽救肢体减少残障，提高患者自理能力水平,而且能确立护理分级，提高科室业务水平保证患

者安全。 

 
 

PU-083 

运用品管圈提高颈椎病患者牵引过程舒适率的实践 

 
郑红玉,王瑞臣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探索品管圈质量改进方法在提高颈椎病患者牵引舒适率中的作用。 

方法 我科以―提高颈椎病患者牵引舒适率‖为主题，开展品管圈活动，探讨提高颈椎病患者牵引舒适

率的方法。品管圈小组，设圈长 1 名，圈员 7 名（包括秘书 1 名），护士长任辅导员。成员采用头

脑风暴法，根据重要性、迫切性、圈能力和上级政策四个方面依次为每个主题打分，总分第一为本

次活动的主题即―提高颈椎病患者牵引过程舒适率‖。 活动共 20 周。第 1 周：主题选定与计划拟

定；第 2～9 周：现状把握、目标设定与原因分析；第 10～15 周：对策拟定与对策实施；第 16～

17 周：成果确认；第 18～20 周：标准化、检讨与改进。制作牵引舒适与否调查表，在患者牵引后

进行调查，并且针对不舒适者询问相关原因，共调查 131 人次，其中舒适 102 人次，不舒适 29 人

次，舒适率 77.86%，绘制出颈椎牵引影响舒适因素的柏拉图。 

结果 颈椎病牵引患者舒适率由实施品管圈方案前的 77.86％提升到 91.3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能够提高颈椎病患者牵引舒适率，同时培养了护理人员参与质量控制及科室

护理管理的能力。 

 
 

PU-084 

颅脑损伤的康复护理 

 
刘庆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对颅脑损伤后患者在心里，并发症，功能，言语，认知，精神等方面的护理 

方法 分析颅脑损伤后患者在功能，言语，认知，精神等各方面的情况 

结果 经过康复护理的患者病情有了好的发展 

结论 颅脑损伤患者通过系统的康复护理可取得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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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 

康复护理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影响探讨 

 
古丽苏木阿衣²吐尔逊,艾比拜²阿不力孜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分析康复护理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影响 

方法 对所选对象分成对照组进行观察 

结果 护理干预后实验组的各种评分显著于对照组 

结论 加强脑出血患者的康复护理，能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神经功能进行显著改善，对其提高

生活质量 

 
 

PU-086 

关于康复评定学教学实践的体会 

 
邢若星,李彦杰,任锟,张志鑫,赵晶,韩磊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康复评定学是康复医学专业的基本课程，康复评定对康复工作者的重要性，等同于诊断对临

床专业工作者的重要性。本文总结了康复评定学的教学体会，认为首先应该调整课程目标，突出重

点。其次，丰富教学方法。再次，应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方法 讨论了如何调整课程目标，如何丰富教学方法，如应用讲授法、举例法、多媒体应用、演示

法、自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以及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结果 康复医学属于较新的领域，康复医学教学也正处于探索的时期。教师面对的是本科层次的学

生，应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为将来成为医学

领域的有用人才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希望教师在教学中能够理论与实践并重，不断摸索，不断总

结，将更合理的教学方法带到课堂，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结论 希望教师在教学中能够理论与实践并重，不断摸索，不断总结，将更合理的教学方法带到课

堂，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PU-087 

神经肌肉电刺激与早期被动活动对机械通气患者 ICU 获得性虚弱

的影响 

 
陈红,李建华,任小莉,程青虹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0 

 

目的 探讨早期被动活动与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对机械通气患者 ICU 获得性虚弱（ICU-

AW）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共纳入 144 例机械通气患者，按随机数字法分到对照组、活动

组、NEMS 组及联合组，监测机械通气后患者第 1、3、5、7 天肌力水平，并记录机械通气、入住

ICU 时间及总住院时间。 

结果 相比对照组，其余三组患者肌力均有所改善，联合组肌力增加水平更显著且时间更早，第 3

天 MRC(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score，MRC-score)评分联合组即高于对照组（P<0.05）；而

NMES 组至第 5 天仅高于对照组（P<0.05）。各组患者 ICU-AW 患病率均呈上升趋势，但第 7 天

时联合组患病率明显低于其余三组（患病率分别为 55.26%、45.71%、33.33%、22.86%），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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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天时的对照组与 NMES 组、联合组以及活动组与联合组的患病率有差异（P<0.05）。四组机

械通气及入住 ICU 时间比较，联合组比对照组、活动组和 NMES 组比对照组均明显减少

（P<0.05）；NMES 组与联合组仅在机械通气时间中有差异（P<0.05）；各组总住院时间均无差异

（P>0.05）。 

结论 NMES 与早期被动活动均可维持或改善患者肌力，使患者 ICU-AW 的患病率降低、机械通气

时间和入住 ICU 时间减少，NMES 的疗效优于手动被动干预，而联合组效果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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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 

洁悠神在预防间歇性清洁导尿术并发尿路感染中的应用效果 

 
柳凤英,石含英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间歇性清洁导尿是处理 SCI 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一项常见操作，尿道口外易受尿道口分泌物、

血迹、粪便等污染，同时污染的衣裤、被褥，均可污染尿道口周围黏膜，用干净的小毛巾清洗阴

茎、会阴、尿道口仍会不同程度的残留细菌。而导尿管作为一种外源性物质，反复的进行插管的操

作，有增加尿道黏膜损伤的风险，增加了患者尿路感染的机会，通过应用具有物理抗菌功能的分子

膜性结构材料―洁悠神‖喷涂在患者的尿道口，观察其能否降低间歇性清洁导尿并发尿路感染的发

生。 

方法 将 2016 年 7 月～2017 年 1 月在重庆西南医院康复科住院治疗的 52 例（男性 46 例，女性 6

例，年龄 28～54 岁）SCI 后神经源性膀胱障碍进行间歇性导尿的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n=26）和

观察组（n=26），对照组常规使用干净小毛巾清洗阴茎或会阴、尿道口后进行间歇性导尿；观察

组常规使用干净小毛巾清洗阴茎或会阴、尿道口后，加用―洁悠神‖喷洒于尿道口后再进行间歇性导

尿，两组均以 2 个月为一个实验期，观察两组患者尿液的细菌培养结果并比较。 

结果 观察组的尿路感染病例数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具有物理抗菌功能的分子膜性结构材料―洁悠神‖将其喷洒于皮肤表面可有快速固化并形成

稳定的致密分子抗菌隔离网膜，在不影响人体皮肤或黏膜功能的同时，具有长效抗菌、安全抗菌等

特点，起到传统消毒药和卫生敷料达不到的效果，使用简单，患者和家属易掌握。在间歇导尿前，

使用洁悠神喷洒于尿道口再进行间歇性导尿，可减少病原菌的形成，降低尿路感染的发生。洁悠神

喷洒尿道口操作简便，病人易掌握，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和运用。 

 
 

PU-089 

脑出血早期主动运动干预及护理措施对偏瘫肢体患者的康复影响 

 
白璐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早期对患者休息、活动的指导来提高患者日后的生活质量及自理能力。 

方法 选取在我科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住院治疗的脑出血患者 51 例，将他们随机分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其中实验组 26 人，对照组 25 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给予 2h/次翻身拍背和普

通物理治疗，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从开始在床上、床边、下床的主动训练, 时间从 5-10 分

钟/次开始, 渐至 30-45 分钟/次, 如无不适, 可作 2-3 次/日,不可过度憋气。另外每日行四肢向心性按

摩，每次 10~15 分钟，促进静脉血回流，防止深静脉血栓形成。 

结果 实验组在住院期间偏瘫肢体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通过 4 周对实验组

脑出血患者偏瘫肢体的康复训练以及日常护理，实验组患者的 Batherl 指数明显提升（P<0.1），

自理能力较入院前明显好转，对照组患者自理能力稍有提升。 

结论 通过住院期间对脑出血偏瘫患者的主动运动及护理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并

能有效减少住院期间偏瘫肢体并发症的发生率，从而帮助患者快速回归社会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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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 

急性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早期康复护理的效果观察 

 
靳美娜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应用于急性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中的效果。 

方法 取本院收治的急性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 84 例，按照护理方法划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2

例，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常规护理与早期康复护理结合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临床治疗有效果，观察组 95.24%(40/42)高于对照组 69.05%

（29/42），差异显著（P<0.05），据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应用于急性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中，能有效的改善吞咽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应在临床实践中进行推广。 

 
 

PU-091 

护理干预对糖尿病性膝关节炎患者疼痛的影响 

 
卲雯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糖尿病性膝关节炎患者疼痛的护理干预方法。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的 26 例糖尿病性膝关节炎疼痛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13 例。

采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健康教育，饮食护理，运动护理，心理护理，疼痛护理等干预方

法，15 天后对比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血糖控制水平。 

结果 选取我科收治的 26 例糖尿病性膝关节炎疼痛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13 例。

采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健康教育，饮食护理，运动护理，心理护理，疼痛护理等干预方

法，15 天后对比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血糖控制水平。 

结论 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糖尿病性膝关节炎疼痛程度，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患者血糖，改善胰

岛素敏感性有关。 

 
 

PU-092 

高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作业治疗方向课程设置的研究 

 
章荣

1
,周密娟

1
,谢冰

1
,罗伦

2
 

1.四川省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2.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作业课程设置方案直接关系到作业治疗师的专业化培养与发展。 

方法 文献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专家咨询法 

结果 根据 OT 毕业生访谈结果和专家课程设置咨询表建议反馈，结合作业治疗师位能力调查情

况，我们对之前的课程设置进行了修改，最终确定我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作业治疗方向课程。 

结论 课程体系的设置不是简单的在原有的综合治疗师课程体系中增加了作业治疗的课程，而是通

过对国内外院校 OT 专业课程设置的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参考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作业治疗师

教育的最低标准，使之尽量与国际标准靠拢。此外，我们深知由于国情的不同，所以康复教育不能

完全照搬国外的模式，人才的培养一定要与岗位相适应，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作业治疗师应当具备

的核心能力，这样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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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 

康复治疗专业本专科生临床 PBL 教学应用 

 
冯虹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尝试对康复治疗学专业本专科生进行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临床教学，明确并探

索 PBL 教学法在康复治疗学专业临床实习阶段的应用效果及本专科生之间教学过程异同点。 

方法 将我科 2015-2016 年度共 54 名康复治疗学本专科实习生，其中本科生 28 名，专科生 26

名，随机交叉分成 5 组进行 PBL 教学，每组 10 人，包括组长 1 名。教学时间共 4 周，每周 3 次集

体课，集中进行理论教学、技能操作教学及病区教学查房等工作。本次教学主题围绕脑卒中恢复期

康复治疗技术，教学内容包括脑卒中康复科的常见临床处理、康复目标与康复时机的选择、康复评

定与康复治疗措施等。教学团队由我科康复医师、治疗师和康复护士共同完成。实习生各小组每周

组內讨论若干次。教学结束后分别进行笔试与技能考试，完成对老师、学生的教学评估。 

结果 54 名康复治疗学专业实习生出科笔试及技能实践考核成绩均较入科时有极显著提升

（P<0.01）。患者对学生医疗质量信息调查结果显示本专科生之间存在部分统计学差异

（P<0.05），主要存在于治疗过程中对患者治疗注意事项的讲解、与患者的交流沟通能力以及解决

专业问题能力，本科生均明显优于专科生。此外，学生自评表、师生互评信息表结果均反映出教学

成效。 

结论 PBL 教学法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之后普及至全球，主要用于医学教育。PBL 教学

模式可显著提高康复治疗专业本专科生临床实习期间的理论水平。带教老师与学生互评及学生自评

总体较为保守，考虑与本专科生交叉分组促使学生间互动增加利于发挥团队优势有关。作为较为客

观的评估者，患者对学生的评估凸显了本专科生间部分差异，值得继续推广。康复治疗实习阶段需

针对不同的授课群体完善教学体系，使学生培养更贴近社会需求。 

 
 

PU-094 

个体化健康宣教在降低住院患者跌倒/坠床发生率的应用 

 
李晓娜,刘红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根据患者的病情给予个体化的健康宣教来降低患者跌倒/坠床发生率的效果。 

方法 由责任护士应用跌倒/坠床危险评估表对新入院（包括转入）的患者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后根

据患者的评估分数和患者的病情相结合，制定出个体化的预防跌倒/坠床的护理措施并对患者及家

属进行有效的健康宣教。并根据患者的危险评估分数级别，在床头醒目的位置悬挂相对应级别的警

示标志。 

结果 通过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健康宣教后，住院患者发生跌倒/坠床的案件明显减少。 

结论 通过根据患者的病情给予制定个体化的健康宣教，有效的预防并减少了住院患者发生跌倒/坠

床的发生，减少了患者的不必要伤害，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日期，减轻了家

庭和社会的经济和医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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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 

中频结合针灸在治疗神经源性膀胱中的应用 

 
魏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中频脉冲电刺激结合针灸穴位疗法在治疗神经源性膀胱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科 2015.1-2016.6 月收治的 92 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其中男 70 例、女 22 例，随机分为干

预组和对照组各 46 例，在没有泌尿系感染等并发症的基础上，对照组常规给予间歇导尿，并给予

相关的健康指导，干预组在常规给予间歇导尿并给予健康指导的同时给予膀胱-骶尾部中频脉冲电

刺激和针灸穴位治疗，中频脉冲电刺激每 10 天为一疗程，间隔 2 天开始下一疗程，针灸穴位治疗

每 5 天为一疗程，间隔 2 天开始下一疗程。观察两组患者分别在 15d、1m、2m 时间歇导尿的效果

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较，干预组在 15d、1m、2m 时间歇导尿效果明显较好，即患者控尿能力好，

自排尿量多，残余尿量少，每日导尿次数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低（P<0.05）。 

结论 间歇导尿是治疗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金手段，而中频脉冲电刺激可以加强膀胱肌肉的收缩能

力，针灸穴位治疗可促进神经的恢复。在应用间歇导尿的方法治疗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时，适当地给

予中频脉冲电刺激和针灸穴位治疗，可明显地提高间歇导尿的效果，即增强患者的控尿能力，增加

患者的自排尿量，减少患者的残余尿量，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对于促进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康复

有重要意义。 

 
 

PU-096 

循证护理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及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张亚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急性脑卒中患者存在的护理问题，采用循证的方法为解决患者现存的护理问题提供切实

可行的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在我院康复理疗科住院治疗的 40 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

象，对患者存在的护理问题进行诊断并介入循证护理的方法找出发生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理论

依据。针对患者个体化差异，选择合适的形式分阶段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结果 应用循证护理的方法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治疗进行干预，不仅预防了护理并发症的发生而

且大大增强了患者及家属对抗疾病的信心，对患者后期的康复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结论 在急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护理及健康教育中应用循证护理的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患者的生存

质量，可以广泛应用于该类患者的临床护理中。 

 
 

PU-097 

心理干预对脊髓损伤患者康复的影响 

 
惠琳娜 

西京医院 710302 

 

目的 分析心理干预对脊髓损伤并截瘫患者康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脊髓损伤并截瘫患者，随机分为心理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

理措施和康复训练，干预组在此基础上针对患者状况采取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分析两组患者护理

效果及康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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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心理干预组患者 SAS 评分（35.16±9.37）显著低于对照组（39.65±10.68），P<0.05，心理

干预组患者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心理干预能够明显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帮助患者尽早康复。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护理可有效的

缓解脊髓损伤瘫患患者的负面心理,对脊髓损伤瘫患患者的治疗及康复有积极作用 

 
 

PU-098 

A paitent  with Neurogenic Shock following bladder 

flushing 

 
chen haiping,Gangyan Guo 

CHINA RESOURCES & WICSO GENERAL HOSPITAL 430080 

 

Objective To introduce a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shock in two bladder irrigation,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low temperature of bladder irrigation fluid, stimulate the bladder wall of cold 
receptor, spinal cord reflex bladder contraction caused can't help, bladder cooling 
reflex.Neurogenic shock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is a type of shock. Hypotension with or without 
bradycardia caused by a spinal cord injury is given the name ―neurogenic shock‖.Pain and 
postural changes can cause neurological shock. But Neurogenic Shock following bladder flushing 
has not been reported in the case of shock due to bladder irrigation.A 47-year-old previously 
healthy man with complete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has Neurogenic shock when bladder 
flushing. When the patient had bladder flushing procedure,because of low room temperature in 
spring, about ten degrees Celsius, the relatively low liquid temperature stimulated cold  receptors 
in the wall of the bladder and then iduced neurogenic shock. We should avoid the strong 
stimulation of the bladder, so as to avoid iducing shock,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ladder flushing liquid . 

Methods  Neurogenic shock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is a type of shock. Hypotension with or 

without bradycardia caused by a spinal cord injury is given the name ―neurogenic shock‖.Pain 
and postural changes can cause neurological shock. But Neurogenic Shock following bladder 
flushing has not been reported in the case of shock due to bladder irrigation.A 47-year-old 
previously healthy man with complete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has Neurogenic shock when 
bladder flushing. When the patient had bladder flushing procedure,because of low room 
temperature in spring, about ten degrees Celsius, the relatively low liquid temperature stimulated 
cold  receptors in the wall of the bladder and then iduced neurogenic shock. We should avoid the 
strong stimulation of the bladder, so as to avoid iducing shock,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ladder flushing liquid .  
 

Results  Neurogenic shock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is a type of shock. Hypotension with or 

without bradycardia caused by a spinal cord injury is given the name ―neurogenic shock‖.Pain 
and postural changes can cause neurological shock. But Neurogenic Shock following bladder 
flushing has not been reported in the case of shock due to bladder irrigation.A 47-year-old 
previously healthy man with complete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has Neurogenic shock when 
bladder flushing. When the patient had bladder flushing procedure,because of low room 
temperature in spring, about ten degrees Celsius, the relatively low liquid temperature stimulated 
cold  receptors in the wall of the bladder and then iduced neurogenic shock. We should avoid the 
strong stimulation of the bladder, so as to avoid iducing shock,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ladder flushing liquid .  
 

Conclusions The temperature of bladder irrigation fluid may have an effect on bladder irrigation. 

We should avoid the strong stimulation of the bladder, so as to avoid iducing shock,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ladder flushing liqu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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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 

膀胱冲洗后发生神经源性休克个案报道 

 
陈海萍,郭钢艳 

华润武钢总医院 430080 

 

目的 介绍一例病人在两次膀胱冲洗后发生神经源性休克现象，分析原因为膀胱冲洗液温度过低，

刺激了膀胱壁上的冷觉受体，诱发脊髓反射引起膀胱不由自主收缩，导致膀胱冷却反射的发生。 

方法 介绍一例病人在两次膀胱冲洗后发生神经源性休克现象，分析原因为膀胱冲洗液温度过低，

刺激了膀胱壁上的冷觉受体，诱发脊髓反射引起膀胱不由自主收缩，导致膀胱冷却反射的发生。 

结果 介绍一例病人在两次膀胱冲洗后发生神经源性休克现象，分析原因为膀胱冲洗液温度过低，

刺激了膀胱壁上的冷觉受体，诱发脊髓反射引起膀胱不由自主收缩，导致膀胱冷却反射的发生。 

结论 膀胱冲洗液的温度对膀胱冲洗可能产生影响,应对温度进行控制。 

 
 

PU-100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恢复的影响 

 
王娟 

安医大二附院 230061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恢复的影响。 

方法 一般资料：选择 2012.6-2016.2 间我院收治的 120 例脑卒中患者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会

议制定的诊断标准，且经头颅 CT 或 MＲI 检查确诊。多为首次发病，伴有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无

严重心、肝、肾及肺功能不全，发病前日常生活能够自理。使用随机数表将本组的 120 例总患者平

均分为对照组 60 例和康复组 60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 005)，具有可比性。康复组采用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和护理的基础上，采取以下早期

康复护理。 

结果 入院时，两组患者 Barthel 指数评分基本接近，经过 3 ～ 4 周护理干预后，康复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形行有效的早期康复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 ADL。 

 
 

PU-101 

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晓领,沃金波,杨海萍,沈巍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宁波市第三医院） 315020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应用于脑卒中患者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2017 年 1 月于医院治疗的 68 例脑卒中患者实施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康复训练及护理，34 例)与观察组(常规护理及康复训练基础上实施早期康复

护理干预，34 例)。分别于干预前及干预 4 周后采用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国际通

用量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价两组患者运动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通过问卷调查表形式完成对干预

前、干预 4 周后生活质量的评价。 

结果  观察组干预 4 周后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Barthel 指数及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

(54.85±4.75)分、(63.75±7.65)分、(81.88±6.72)分明显高于对照组(37.48±3.82)分、(54.7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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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68.17±4.99)分，t=(16.61，5.07，9.55)，P=(0.00，0.00，0.00)；两组患者干预 4 周后 Fugl-

Meyer 运动功能评分、Barthel 指数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P<0.05。 

结论  实施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可有助于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改善，有利于增强其自信心而更好的改

善其日常生活能力，促进其配合医护人员治疗，最终改善其生活质量。 

 
 

PU-102 

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出血患者术后神经功能恢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芸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211100 

 

目的 研究并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出血患者术后神经功能恢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8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30 例脑出血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单

盲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15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早期康

复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生活质量、Barthel 指数。 

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明显降低（P<0.05），其 Barthel 指数均明显增高

（P<0.05），而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Barthel 指数与对照组相比均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出血患者实施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可有效促进其术后神经功能恢复，还可改善其生活质

量。 

 
 

PU-103 

早期康复护理用于脑卒中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陈芸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211100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应用于脑卒中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筛选本院 2014 年 5 月～2016 年 4 月间的脑卒中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抽签法

将其分组，即常规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分别给予常规护理、早期康复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

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的 MESSS 评分、QLI 评分明显优于常规组，P＜0.05。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行早期康复护理，可改善神经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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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 

初探康复医学整体观 

 
陈洋

1,2
,张安仁

2,1
,刘浩

1,2
,熊德启

1,2
,杨晓雯

1
,王舒敏

1,2
,唐瑞玲

1,2
,李敏

1,2
,向武

1,2
,汪俊宇

1,2
,孙年怡

1,2
 

1.成都中医药大学 

2.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康复及康复医学概念、性质和目前国内外康复医学教育的发展概况与培养模式进行分

析，寻找国内康复医学整体观进展情况，从而推动康复对象的健康发展。 

方法 应用计算机检索 Medline、Pubmed 等 2002-01/2017-01 关于康复医学整体观的文章。检索

词―Holism Concept，Rehabilitation Medicine‖并限定文章的语言种类为 English。同时利用计算机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 2002-04/2017-01 的相关文章，限定文章

语言种类为中文，检索词―康复医学，整体观‖。最终纳入 5 篇文献。 

结果 ①人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没有生命的整体叫尸体，而且不同的个体有其独

特性，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局部、瞬间、直接观察到的现象笼统地认为是整体的表现，也不能一概将

与正常变异的数据和指标都认为是疾病，也不能把疾病都一概认为对人体就是有害，要从整体观

察、综合评估。②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医康复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中医康复医

学对于疾病的康复治疗、养生康复以及病后的摄生调养都主张从整体出发。整体观在中医康复学中

的指导作用反映在中医康复学之―全面康复‖的思想，即利用综合性治疗的方法达到人体形神功能和

社会活动能力的恢复。具体体现在: 人与自然一体观，人与社会一体观，形神康复一体观方面。 

结论 ③康复医学的目的是实现全面康复，着重于增强自理能力，使病、伤、残者能重返社会，提

高生存质量。④康复医学强调整体康复，其涉及的领域包括医学康复、教育康复、康复工程、职业

康复、社会康复等。⑤康复医学所具有的多学科协调性、广泛性和社会性充分体现了现代医学 ICF

理论模式。 

 
 

PU-105 

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和认知及运动功能的优质护理研究 

 
肖玲,刘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旨在探讨优质护理改善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和认知功能及运动功能的作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医学科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收治 10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研究

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脑卒中护理，包括基础护理、病情监护、言语障碍及

认知功能、肢体功能康复和压疮、感染预防等。研究组患者接受对照组护理基础上改进和精化的优

质护理。包括提升护理人员优质护理意识，基于患者需求制订护理方案，实施优质的心理护理、生

理护理、康复训练指导、出院延续护理。入院当日(T0)、出院时(T1)和出院后 6 个月(T2)，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分别评估和比较两组患者焦虑及抑郁情况，采用简明

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初步评估和比较两组患者认知功能，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

（MBI）评估和比较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ADL)。 

结果  T1 和 T2 时，研究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且 SAS 及

SDS 评分呈时间依赖性下降（P<0.05），患者抑郁和焦虑心理随护理时间延长而不断改善。T2 和

T1 时，两组患者的 MMSE 和 NCSE 评分均显著低于 T0 时评分（P<0.05），研究组患者的 MMSE

和 NCSE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两组患者的 ADL 和 FMA 评分均呈时间依赖性显

著上升（P<0.05）。T1 和 T2 时，研究组患者的 ADL 和 FMA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P<0.05）。 

结论 优质护理以患者为中心，可给其提供针对性和经济适用性护理措施，使其感受医护人员和亲

友的关怀，极大消除其产生不良焦虑、恐惧的心理根源，以患者个人情况为护理方案制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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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和纠正其认知功能康复锻炼中问题，调整学习计划并督促或引导患者家属督促患者完成学

习任务，可显著改善其认知功能障碍，更好地改善患者生活自理和肢体运动能力，可能降低其再发

病的概率。优质护理可显著改善脑中风后患者焦虑抑郁、认知功能和运动功能障碍，值得临床推

广。 

 
 

PU-106 

自我管理模式对间歇导尿患者回归家庭前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 

 
曹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自我管理模式对间歇导尿患者回归家庭的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明确有效的自我管理方

法。 

方法 对 106 例间歇导尿患者建立自我管理模式，并于实施自我管理模式前、实施后 1 周、回归家

庭前、回归家庭后 1 个月及 3 个月对间歇导尿操作考核标准、膀胱训练的方法、残余尿量的测定方

法、饮水计划的制定，排尿日记的记录、尿路感染的预防方法、自我护理能力 7 项内容分别进行调

查评价。 

结果 实施自我管理模式后各时段的调查中，尿路感染的预防方法无显著差异，其余 6 项均存在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采用丰富的培训方式建立自我管理模式可提高了间歇导尿患者对该模式涉及的方法与知识掌

握程度及自我护理能力。 

 
 

PU-107 

ICU 转出后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患者肺部感染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高影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 ICU 转出后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患者肺部感染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03 月从 ICU 转入我科颅脑损伤气管切开发生肺部感染患者 2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4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强气管内

套管护理，加强气管套管消毒， 气道护理和心理护理。 

结果 观察组留置套管时间和感染控制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拔除套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 ICU 转出后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发生肺部感染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预防

肺部感染，减少并发症，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PU-108 

观察以湿性敷料覆盖氦氖激光及紫外线局部照射后压疮的临床效

果 

 
董晓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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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压疮护理一直是康复科护理工作中比较棘手和常见的问题，也是评价护理工作的质量的重要

指标之一，及时、有效的护理能够促进压疮患者的康复。2007 年 NPUAP（美国国家压疮咨询委员

会）重新对压疮进行了定义，认为压疮为皮肤或皮下组织由于压力或复合有剪切力/或摩擦力作用

而发生在在骨隆突处的局限性损伤。并在 I-IV 期压疮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压疮分期，增加了可疑

深部组织损伤与不明确分期的压疮。 

方法 应用氦氖激光及紫外线照射后的压疮用以湿性敷料覆盖 

结果 两组创面均无感染 

结论 激光及紫外线照射治疗后的创面，覆盖以湿性敷料，创面愈合更快 

 
 

PU-109 

康复护理对脑卒中伴吞咽困难的预后及观察 

 
高咪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伴吞咽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康复医学科 80 例脑卒中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病人予以常规内

科护理,观察组病人在常规内科护理基础上予以吞咽肌群功能训练、摄食训练和心理康复护理。通

过实施不同护理措施后,比较两组病人吞咽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观察组病人吞咽功能恢复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卒中伴吞咽困难患者进行以吞咽功能训练为主的早期康复护理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110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李晓娇,张军,刘喆,张坤,王迪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00 

 

目的 探讨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康复护理干预措施如良肢位的摆放，床和轮椅的转移，床上的翻身起

做，以及日常生活能力中的穿脱衣，裤，进食，洗涑，如厕的专科康复护理，以及康复护理中的心

理护理。对脑卒中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的影响。 

  

方法  将我康复科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住院治疗的 4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及对

照组各 20 例，其中干预组实施一系列的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措施如良肢位的摆放，床和轮椅的转

移，床上的翻身起做，以及日常生活能力中的穿脱衣，裤，进食，洗涑，如厕的专科康复护理，以

及康复护理中的心理护理。对照组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比较两组的护理干预效果，以及对脑

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结果 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措施后，干预组的康复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且两

组干预后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分均较干预前有显著改善，且干预组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进行积极对症治疗的同时，对患者进行护理评估，采取有效的护理计划，设定

护理目标，实施早期康复护理措施，可以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

善由于脑卒中后遗症所给患者带来自我形象紊乱的心理压力，增强其重新回归社会的自信心，鼓励

其早日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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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 

“六关键”管理在康复病房中的应用 

 
牛丹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提高康复病房的专科护理质量及护士的专业理论和技术水平，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 

方法 将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科住院的 200 例患者按住院号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

照组实施常规管理，观察组实施―六关键‖管理 (即关键护理人员、关键护理制度、关键时段、关键

患者、关键工作流程及关键技术的管理 )，比较两组的患者对护理质量满意度、患者及家属对自我

护理方法掌握程度及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及家属对护士满意度、自我护理方法掌握程度及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进行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六关键‖管理实现了重点护理环节的有效控制及对不同层次护理人员的管理，有效提高了专科

护理质量及护士的专业理论和技术水平，患者能更好的掌握自我护理的方法，为回归家庭和社会做

好准备，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PU-112 

微信群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随访的应用效果 

 
邓晶,刘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医护人员使用微信群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实施出院随访、居家健康指导的应用

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出院时 60 例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并将其随机分

为对照组 30 例与观察组 3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出院后 1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的电话随

访，观察组除了给予常规出院后的电话随访，同时利用科室工作人员创建的微信群给予患者或家属

健康指导、定期发布神经源性膀胱相关健康知识、医护人员随时回答患者或家属提出的问题及关于

各种疾病咨询。干预半年后观察两组神经源性膀胱并发症的发生率（主要包括尿路感染、尿路结

石、尿路损伤和出血三个方面）、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两组患者间歇性导尿的依从性。 

结果 半年后，医护人员使用微信群进行随访及指导的观察组的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并发症的发

生率、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间歇性导尿的依从性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常规电话随访（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医护人员使用微信群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实施出院随访、居家健康指导能明显降低并发

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和间歇性导尿的依从性，进一步提升优质护理服务。 

 
 

PU-113 

不同气道湿化方式对脊髓损伤气管切开患者手术后康复的效果观

察 

 
杨帆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微量泵持续滴入气管湿化液在脊髓损伤气管切开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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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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 23 人，观察组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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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使用常规间歇滴入气管湿化液，观察组使用微量泵持续滴入气管湿化

液。 

结果 观察组出现刺激性呛咳、气道黏膜出血、痰痂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脊髓损伤气管切开患者护理过程中，运用微量泵持续滴入气管湿化液能有效的减少刺激性

呛咳、气道黏膜出血及痰痂的发生率，可促进患者早日堵管，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PU-114 

超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的影响 

 
杜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00 

 

目的 观察对脑卒中患者利用超早期康复护理方法对其偏瘫肢体功能的影响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8 月～2016 年 9 月于我院进行治疗的 90 例脑卒中患者视作研究对象，将其分成

观察与对照 2 个组，观察组给予超早期康复护理，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比较 2 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护理有效率为 97.78%，对照组为 77.78%；观察组护理后神经缺损功能评分为

（10.13±4.63）分，对照组为（15.26±3.25）分。 

结论 超早期康复护理用于脑卒中患者的护理中，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偏瘫侧的肢体功能，值得在临

床上推广应用。 

 
 

PU-115 

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的护理 

 
童敏,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脑卒中是老年人的多发病和常见病，伴随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增多，发病率和

死亡率均有不同程度地上升，对他们的健康危害和社会影响极大。 

方法 对脑卒中患者早期康复的时机，心理康复护理、运动功能康复训练、吞咽障碍的护理予以总

结。 

结果 康复护理是脑卒中患者护理的重要内容，对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可以有效预防压疮、呼吸

系统和泌尿系统感染、关节僵硬畸形、肌肉挛缩等并发症。 

结论 积极地治疗和康复护理尤为重要。 

 
 

PU-116 

骨科康复护理技术在高龄老人股骨颈骨折关节置换术后的应用研

究 

 
胡冰冰,刘承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出高龄老人股骨颈骨折关节置换术后应用骨科康复护理技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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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方法是抽取 60 例是高龄老人及患有股骨颈骨折并进行了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

象，把其分别分到观察组与对比组里面，对比组内的每位患者给予常规性护理，观察组则使用骨科

康复护理技术，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在手术之后的三个月、六个月及一年内的关节恢复状况。 

结果 得出的结果是观察组的护理效果要优于对比组，其主要表现在运动功能的恢复、生活自我料

理能力要比对比组好，两组术后护理效果相对比差异分析可看出此次对比分析还是具有统计学意义

的。 

结论 结论便是，高龄老人股骨颈骨折关节置换术后采用骨科康复护理技术的护理效果较为显著，

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及推广。 
 
 

PU-117 

脊髓损伤患者的心理特征与康复护理依从性的关系研究 

 
张玉洁,刘承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出脊髓损伤者的心理特征与康复护理依从性关系。 

方法 方法是抽取 80 例确诊出脊髓损伤且伴随躯体功能障碍的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对他们的

医学应对方式、焦虑抑郁感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得出的结果是，脊髓损伤者的医学应对方式、焦虑抑郁感影响患者康复护理的依从性。 

结论 结论便是，脊髓损伤者的心理特征对患者的康复护理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患者的生

存质量。 

 
 

PU-118 

当前医患关系背景下对高等院校康复治疗人文的教学与实践浅议 

 
张姗姗

1
,袁野

2
,白定群

3
,喻秀丽

3
,任柳

1
,沈军

1
 

1.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2.重庆市中医院 

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现今医患关系形势下，人文素养缺失，医患沟通障碍是使矛盾激化的诱因。康复治疗因其独

特的工作模式及患者群体特征，该专业医学生群体的人文素质、沟通技巧的专项教育地位日益突

出。 

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康复治疗专业合理的人文教育体系及教学方法 

结果 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医患沟通技巧及人文情怀 

结论 实现―以人为本‖的康复目标 

 
 

PU-119 

早期康复护理对中风患者的运动功能影响 

 
陈茜,刘承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研究解析选用早期康复护理的办法对中风患者的运动功能所产生的影响。 

方法 方法是选择 50 例的中风患者供作研究，把其分成对比组和观察组，每组分别有 25 例患者，

观察组在两天之内进行康复护理，对比组是在两天之后进行康复护理，之后观察他们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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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得出的结果是，两组中风患者的运动功能都能得以改善，观察组要比对比组的效果要好，疗

效更为明显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从此结果可看出中风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护理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降低运动障碍

的发生，提高病愈率，值得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普及使用。 

 
 

PU-120 

老年男性脑卒中患者尿失禁护理方法研究 

 
张相东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老年男性脑卒中患者尿失禁的护理方法。 

方法 方法是抽取 60 例老年男性患有脑卒中、尿失禁及处于卧床期的患者资料，将其平均分为三

组，分别采用的护理方法有留置导尿法、保鲜膜袋法及假性导尿法。 

结果 得出的结果是，保鲜膜袋法的护理效果（包含泌尿系统的感染、被褥污染状况、尿道疼痛、

体位舒适度、阴茎糜烂等几个方面）要明显优于其他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便是，保鲜膜袋法能够有效地防治各类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男性脑卒中患者的卧床期，

减少和减轻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的负担，提升患者的治疗护理质量及生存质量。 

 
 

PU-121 

中风急性期康复护理与治疗干预研究 

 
王芳,刘承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患者在急性期进行康复护理和治疗干预，治疗过程中出现并发症和不良反应的概率会大大降

低，患者的各项肢体功能的恢复期会缩短，恢复程度比其他治疗方式要高，让患者尽早康复。 

方法 加快中风患者的各项肢体功能的恢复，缩短患者的康复实践、减轻患者的痛苦和负担，必须

要深入研究中风急性期康复护理和治疗干预研究。 

结果 文章中介绍了几种中风患者在急性期进行的一些基本的康复护理和治疗干预，在中风急性期

进行正确的康复训练，有效提高患者的各项肢体功能恢复的时间和程度，能有效提高患者的日常生

活质量，恢复效果远大于只依靠药物治疗和在患者进入恢复期之后再进行各项肢体功能锻炼取得康

复效果。 

结论 中风疾病方面的医护人员要重视中风急性期的康复护理和治疗干预，这对提高患者的生存

率、生活质量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PU-122 

住院康复患者亲属照顾者负担与主观幸福感水平研究 

 
李丽,冯梓芸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原：济南铁路中心医院） 250001 

 

目的 了解住院康复患者亲属照顾者负担与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两者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自设一般人口学及相关疾病资料问卷、中文版照顾者负担量表 ZBI、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S 分别调查 188 例住院康复患者亲属照顾者负担以及总体幸福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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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描述性分析示：照顾者总负担得分平均为（39.48+21.14）、总幸福感得分平均为

（106.73+16.73），多数患者介于轻度负担与中度负担之间。②单因素分析示：亲属照顾者性别、

不同经济状况在总负担得分方面（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亲属照顾者性别、亲属照顾者是

否患有慢性病、不同经济状况在总体幸福感得分方面（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③相关性分

析示：人口学变量中病人年龄与总负担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57，P<0.001；总负担与总幸

福感之间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466，P<0.001。④多元分析示：照顾者负担的多元分析示：

病人职业、家庭经济状况、亲属与病人关系，对模型的贡献有统计学意义；总体幸福感的多元分

析：家庭经济状况、亲属就业情况对模型的贡献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亲属照顾者性别、不同经济状况、病人年龄、患者患病之前职业、照顾者与病人关系是影响

总负担的主要因素，亲属照顾者性别、亲属照顾者是否患有慢性病、不同经济状况、亲属照顾者年

龄以及亲属照顾者就业情况是影响总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总幸福感与总负担存在一定相关性，为负

相关。临床康复工作者应了解住院康复患者亲属照顾者负担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从积

极心理层面关注照顾者身心健康，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PU-123 

图片结合手机视频在脑性瘫痪患儿早期康复中的应用 

 
阎琼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图片结合手机视频宣教在脑性瘫痪患儿早期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首次住院进行康复治疗的早期患儿 30 名为对照组，采用传统

指导模式进行宣教指导；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首次住院进行康复治疗的早期患儿 30 名为

观察组，在我院新医护治一体化工作模式下，采用图片结合手机视频指导模式进行宣教指导。至住

院 3 个月时比较两组家属在家长健康教育知识达标率、家庭康复手法、护理质量满意率。 

结果 观察组健康教育知识达标率、家庭康复手法、护理质量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图片结合手机视频宣教可以提高脑性瘫痪患儿家属对患儿疾病知识的了解，提高对脑瘫家庭

康复手法的掌握，提高对护理质量满意度。 

 
 

PU-124 

沟通本在儿童脑性瘫痪家庭康复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高旭妹 

宁波市康复医院 305040 

 

目的 分析沟通本在脑性瘫痪患儿家庭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60 例脑性瘫痪患儿按时间分成两个组：A 组和 B 组，每组各 30 例。A 组未采用沟通本，

为常规康复组，作为对照组；B 组采用沟通本，作为分析组。比较两组患儿的照护者完成家庭作业

的情况，以及在一个康复周期的康复情况、家长满意度情况。 

结果 在一个康复周期的对比中，B 组患儿照护者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好于 A 组（p<0.05），患儿

的康复情况优于 A 组（p<0.05）、家长满意度情况高于 A 组（p<0.05）。 

结论 沟通本有助于提升脑性瘫痪儿童家庭康复的效果，在医患关系上起到良性互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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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及护理 

 
李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原因、预防措施及其护理方法进行研究。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医学科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40 例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随机分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 20 例，试验组采取早期护理干预方法，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

观察两组患者住院期间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形成的原因及护理后的疗效。 

结果 试验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效果理想（P<0.05）。试验组不良反应率低于对照组不良反应

率（P<0.05）。 

结论 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发生率高，原因诸多，采取早期干预的方法有利于降低血栓形成的后遗

症，有利于患者的早日康复。 

 
 

PU-126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护士对患者手腕带识别执行率中的应用 

 
查天兰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护士对患者手腕带识别执行率中的应用。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确立活动主题，现状把握，设定目标，分析原因，从原因中找出整改措

施，按品管圈程序开展实施和效果确认。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护士对患者手腕带识别执行率从改善前的 52.99％提 高至 91.25％。 圈

员们在品管圈方法运用、团队精神、专业知识、协调沟通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均得到不同 程度的提

高。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不仅加强了护士的查对意识，提高住院患者的安全系数，有利于降低 差错事

故发生率及减少医疗纠纷；同时还提高了圈员的护理科研意识和质量管理能力。 

 
 

PU-127 

外伤性截瘫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态与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 

 
相洁,刘晓霞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影响外伤性截瘫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态的因素与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以减轻患者家属

心理压力，更好的提高患者家属照顾患者的能力。 

方法 将 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2 月外伤性截瘫患者家属 30 例作为对照组，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外伤性截瘫患者家属 30 例作为治疗组，对照组患者家属给予一般心理干预，治疗组采用症

状心理健康状态自测量表（SCL-90)进行调查与分析，根据其结果对患者家属存在的心理问题实施

2 个月有效地的心理干预，随访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家属心理干预前与干预后的第 4 周、第 8

周、第 12 周、第 16 周、第 20 周心理状态 SCL-90 的评分并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家属均存在不程度的悲伤与忧愁，恐惧、接受、厌倦等不良情绪，面对以上的不良

情绪治疗组给予患者家属有效地心理干预。两组患者家属干预前 SCL-90 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干预后的第 4 周、第 8 周、第 12 周、第 16 周、第 20 周心理状态 SCL-90 的得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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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医护应高度重视外伤性截瘫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态，及时有效的对外伤性截瘫患者家属存在

的不良心理进行干预，以提高患者家属的心理健康水平，使家属更好的为截瘫患者服务，以便配合

医生、治疗师及护士实施康复计划，促进外伤性截瘫患者家属早日康复 

 
 

PU-128 

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对肺癌术后患者膈肌运动和肺功能的影响 

 
刘霜纯,张鸣生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目的 探讨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对肺癌术后患者膈肌运动和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肺癌术后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5 例。实验组在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给予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和腹式呼吸训练，呼吸训练强度均为 20 

min/次,3 次/周,共 4 周。两组患者均于训练前、训练 4 周后、术后 3 月时完成 M 型超声下观察平静

呼吸、深吸气 2 种呼吸状态时的双侧膈肌运动幅度和肺功能检测。肺功能观察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

（ forced vital capacity,FVC ）、第 一秒用力呼气 容积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first 

second,FEV1)及其各自占预测值的百分比。 

结果 训练 4 周后，两组患者膈肌运动幅度和肺功能均较基线值改善，但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的

FVC、FEV1%、FVC%、平静呼吸和深吸气时的术侧膈肌运动幅度改善程度更显著（P<0.05）；在

术后 3 月，实验组的 FVC、FEV1%、深吸气时的双侧膈肌运动幅度均较对照组增加，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可以改善肺癌术后患者的膈肌运动和肺功能。 

 
 

PU-129 

Intervention time and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of 

isokinetic strength training have a different impact on 

walking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Duan Haoyang,Liu Na ,Xu Guoxing,Li Zhenlan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Objective Intervention time and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of isokinetic strength training have a 

different impact on walking function in elder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Methods Picking up 63 elder stroke patients from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with hemiplegia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group,B group and C intervention 
group.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he patients in A group were given isokinetic 
strength training in the first 4 weeks. After 4 weeks,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general anti-muscular 
strength training. In B group,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normal resistance training at first 4 weeks, 
after 4 weeks to give isokinetic strength training. The C group of patients were given 8 weeks 
isokinetic strength training. Using Peak Torque (PT),Berg Balance Scale(BBS),Fugl-Meyer 
Assessment(FMA), Functional Ambulation Category Scale(FAC) and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to evaluate the balance function, lower limb motor function , walking function and ability of daily 
life of three group before treatment,at four weeks,at eight weeks,respectively.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evry two of the three groups by 

comparison PT, BBS, FMA, FAC and MBI scores of biceps brachii.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PT, BBS, FMA, FAC and MBI score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0.05). The PT, BBS, FMA, FAC and MBI scores of A group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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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47±9.65/45.68±11.86) N·M,(38.42±8.03)score, (15.23±3.65)score, (2.31±0.51)score, 

(52.19±11.43)score, and the scores of C group were (32.82±8.52/46.37±12.02) 
N·M,(37.86±7.73)score, (14.91±3.58)score, (2.26±0.53)score, (51.88±10.93)score,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B group (P <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 and C group (P> 0.05).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and after four weeks treatment (P <0.05). 
The PT, BBS, FMA, FAC and MBI scores of A group were (35.61±9.72/53.48±14.63) 
N·M,( 42.29±8.61)score, (19.37±4.05)score, (3.57±0.63)score, (63.76±12.15)score, and the 
scores of C group were (44.71±12.34/58.86±15.20) N·M,(46.37±9.02)score, (22.19±4.24)score, 
(4.02±0.68)score, (70.23±13.19)score,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B group (P 
<0.05), and the scores of 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A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s Early, whole course intervention of isokinetic strength training can be mor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muscle strength of the elder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nd their walking 
function and ADL. The early and whole course intervention of isokinetic strength training is worthy 
of wide clinic application. 
 
 

PU-130 

Association between Oral Health Index and Incident of 

Hypertension: a 3-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older adults 

 
Jia Liye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300070 

 

Objective Poor oral health is a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risk facto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ooth brushing or tools (flossing or tooth pick) 
and new incident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degree to which an oral hygiene index on the risk of new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over a 3-year period 

Methods Study participants included 957 elderly individuals, aged 60 years or older, living in 

Tianjin Hangu (average age 66.7±5.8, 426 male participants, 531 female participants). Data on 
background factors were collect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tooth brushing and tools 
use frequency, and oral hygiene index (poor, good, excellent) was created as the primary 
predictor variable. Oral health behaviors, including the frequent of tooth brushing and usage of 
tools use, were considered in this analysis. Oral health assessed from self-reported frequency of 
tooth brushing.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ooth brushing 
frequency and tools use (Poor: Tooth brushing <2 times without tools use. Good: Tooth brushing 
<2 times with tools use or tooth brushing ≥2 times without tools use. Excellent: Tooth brushing ≥2 
times with tools use). The prevalence of specific medical conditions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were established using standardized criteria that combined information from history of physical 
illness evaluated on the basis of participants‘ response (yes or no) to questions, physician 
diagnosis, and taking corresponding medication or undergoing other treatment now or in the past. 
After excluding participant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t baseline, odds ratio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for incident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 2016 were estimat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During 3-year follow-up, the new 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 was 31.1%, 24.1% and 

15.7％ in participants in the category of oral hygiene poor, good and excellent, respectively. After 

covariate adjustment, the final model indicated that participants in the excellent oral hyg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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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hypertension incident risk score (OR = 0.451, 95% CI =0.238-
0.845) as compared to participants in the poor oral hygiene category. 

Conclusions We demonstrat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regular tooth brushing frequency and 

tools use and thus de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the hypertension. Oral health index may play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r worsening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These findings may inform 
future joint medical-dental initiatives designed to close gaps in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oral and 
systemic diseases. 
 
 

PU-131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for Type 2 Diabete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Song Ge,Wang Xueqi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200438 

 

Objec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TCE) has many benefits in the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TCE is a typical part of exercise, which is playing an extraordinari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owever, the effect of TCE on type 2 diabetes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new and critically assess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on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Relevant articles were searched from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PubMed, Web of 

science, EBSCO, and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We selected studies that 
covere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The 
only requirement of our selection is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 We applied the Review Manager 

software (RevMan5.2) for this systematic review. The chi-squared test and the I
2
 statistic were 

conducted to calculate heterogeneity among the studies. The random-effects model was 
performed to unite outcome measures that came from individual articles. This study contained all 
of the successive data from accepted articles. The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adopted to analyse included studies. A significance level or alpha 
was set at 0.05. Sensitivit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removing each study one by one to assess 
the consistency and quality of the results. 

Results We searched six databases and 33 relevant studies with 2546 participants met our 

inclusion criteri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CE can benefit the Triglyceride in the short term [SMD 
(95% CI) = -0.49 (-0.77, -0.21), P = 0.0006] and medium term [SMD (95% CI) = -0.63 (-1.07, -
0.19), P = 0.005] (SMD: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CI: confidence interval). TCE also 
presented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sult on the Body mass index in the short term [SMD (95% CI) 
= ?0.29 (?0.51, ?0.08), P = 0.007] and medium term [SMD (95% CI) = ?0.51 (?0.92, ?0.09), P = 
0.02]. However, the pooled result failed to provide a positive significant result on the SF-36 
physical function [SMD (95% CI) = 0.29 (?0.19, 0.78), P = 0.24] (SF-36: Short-form 36). 

Conclusions To sum up, th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TC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biochemical, physiological, quality of life, and depression outcome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Nowadays, TCE has been widely performed in many 
countries, while sever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utility and safety of 
TCE. In this systematic review, both the scientific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CE were detected. 
Thus, our study could offer helpful information for participa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s well as 
researchers and clinic staff. 
 
 

PU-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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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Sports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for Table Tennis Coaches 

 
Dong Yulin,Wang Xueqiang,Wang Huif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 200438 

 

Objective Table tennis is a national ball game in China as well as worldwide.Although Chinese 

table tennis team has been keeping first in global competitions , China remains lacking in the 
edu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It is same to other countries.Sports injury happens to many table 
tennis players who suffer chronic pain during competitions. So rehabilitation is crucial in 
sports.This study investigated different rehabilitation requirements of table tennis coaches. I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system of sports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Methods We designed the survey ―Sports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for National 

Table Tennis Coaches.‖ We conducted a pilot study with 209 table tennis coache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ho completed an initial draft of the survey. The final questions were modified to 
improve clarity. The survey contained the four following parts:1) bas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age, 
gender, education degree, and working years as table tennis coach; 2)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for injury sites, including cervical vertebra, lumbar vertebra, and shoulder joints; 3)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for damaged tissues, such as muscle, ligament, and nerve 
injuries; 4)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for skills, for example, core stability, muscle 
stretching, and strength training. We analyse he statistics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hi-
square test. 

Results  Rehabilitation requirements for injury site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01). 

Wrist joint injuries obtain the lowest rate of 55.5%, whereas knee joint injuries obtain the highest 
rate of 99.5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der of the coaches and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of injury sites (P＞0.05).Rehabilitation requirements for 

damaged tissues also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01). Nerve injuries receive the lowest 

rate of 56.94%, whereas muscle and ligament injuries receive the highest rate of 95.2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der of the coaches and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of damaged tissues (P＞0.05). Sports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for 

technologie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well (p ＜ 0.001). Modality shows the lowest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with 74.16%, and muscle strength exercise shows the 
highest with 94.74%.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 of coaches and the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for rehabilitation skills (P＞0.05). 

Conclusions Table tennis coaches have urgent requirements for sports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The gender factor does not affect our results. First, table tennis coaches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waist, knee, and shoulder injuries. In damaged tissues, they need to know 
ligament and muscle rehabilitatio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able tennis 
coaches to improve their skills in prevention of injuries. 
 
 

PU-133 

Physical exercise suppresses amyloid-β generation to 

ameliorate cognitive impairment by attenuating autophagy 

after ischemic stroke in spontaneous hypertensive rats 

 
Pan Xiaona

1,2
,Hu Xiquan

1
,Zhang Liying

1
,Jiang Ting

1
 

1.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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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myloid-β (Aβ), responsible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lzheimer‘s disease (AD), has 

been shown to accumulate in ischemic brain. Autopha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ecretion 
and elimination of Aβ in AD.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physical exercise (PE) is 
beneficial in ischemic brain recovery by mitigation of autophagy. PE can also alleviate 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PSCI), b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still not clear.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PE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stroke and the role of 
autophagy and Aβ deposits in PSCI. 

Methods A total of 170 male stroke susceptible spontaneous hypertensive rats (SH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n=10), sham group (n=10), control group (n=40) after left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tMCAO), physical exercise group (n=30), saline 
injection group (n=40) and 3-methyladenine (3-MA) injection group (n=40). Rats of PE group start 
training in an electric running wheel at the third day after tMCAO.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injection 
of 3-MA mediated inhibition of autophagosome accumulation was performed at 24 hours after 
tMCAO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autophagy on Aβ deposits. Cognitive function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Morris water maze and 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NOR) tests. Autophagy (LC3) and Aβ (Aβ1-
16) expression as well as the role of associated proteins (APP, BACE1 and PS-1) were assess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 analyses.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involved in the molecular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I3K, p-PI3K, Akt, p-
AKT, mTOR, and p-mTOR was observ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es. 

Results We found that new object recognition discrimination index decreased progressively with 

the time after surgery (P<0.01) and spatial learning memory observed by Morris water maze was 
also declined after tMCAO (P<0.05) in SHR. Besides, the accumulation of autophagosome and 
Aβ were evident in the peri-infarct region of SHR. Inhibition of autophagy by 3-MA contributed to 
reduce Aβ deposits and improve the new object recognition memory and spatial learning memory 
in SHR after tMCAO. Furthermore, physical exercise, which ameliorated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stroke in SHR, also reduced the accumulation of autophagosome and Aβ. PE reduced the 

ratio of LC3Ⅱ /LC3Ⅰ  (P<0.001) and the expression of APP (P<0.05), BACE1 (P<0.01). 

Importantly,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was dramatically activated in the peri-infarct 
region of SHR after physical exercise training. 

Conclusions Cerebral infarction causes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SHR. Physical exercise inhibits 

autophagy and further reduces Aβ production to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SHR after 

tMCAO，possibly associated with activating the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PU-134 

The effect of exercise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al 

recovery following cerebral ischemia in rats: the best 

theraputic time 

 
Yang Huaichun,Hu Xiquan,Zhang Liying,Zhang Qingjie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51063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per beginning exercise time on cerebral ischemia rat, we 

evaluated peri-infarct region inflammation in acute phase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infarct 
volumes, cell death,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subacute phase following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including sham, control and exercise groups 
while exerci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subgroups, respectively,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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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24h, (2) EX48h, (3) EX72h, (4) EX96h subgroups (starting exercise within 24h, 48h, 72h, 
96h after ischemic stroke, respectively) and (1) Con24h, (2) Con48h, (3) Con72h, (4) Con96h 
subgroups (corresponding control subgroups compared with exercise subgroups). Rats in 
exercise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subjected to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tMCAO). 
The expressions of interleukin-1α (IL-1α), IL-1β, IL-6, IL-10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were examined by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t 3 days after 
exercise. The 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ore (mNSS) was measured at 1 day post stroke, 7 
and 14 days after exercise. Nissl staining evaluating infarct volume and cell death (or the ratio of 
intact cells), together with immunofluorescence assessing cell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was 
applied at 14 days after exercise. 
 

Results The EX24h sub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NSS and infarct volumes 

with Con24h subgroup while EX48h (p < 0.05), EX72h (p < 0.05), EX96h (p < 0.05) subgroups 

attenuated the mNSS and infarct volumes compared with corresponding control subgroup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NSS was found among exercise subgroups. However, infarct volume in 

EX24h subgroup (p < 0.05) increased amid exercise subgroups. In contrast with corresponding 

control subgroups,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s of IL-1α, IL-1β, TNF-α (P < 0.05), and up-

regulated expression of IL-10 (P < 0.05) were found in EX48h, EX72h, EX96h subgroups. By 

contrast, increased expressions of IL-1α, IL-1β, TNF-α were found in EX24h sub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Con24h subgroup. Among exercise subgroups, EX24h subgroup showed 

increased expressions of IL-1α, IL-1β, TNF-α (P < 0.05) and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IL-10 (P < 

0.05) while EX48h subgroup showed decreased IL-1β expression (P < 0.05) and increased IL-10 

expression (P < 0.05). In contrast to corresponding control subgroups, the number of LC3, 

TUNEL positive cells decreased (P < 0.05) and intact cells expression increased (P < 0.05) in 

EX48h, EX72h, EX96h subgroups,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EX24h subgroup. 
Compared with EX24h subgroup, the reduction of LC3, TUNEL positive cells and the increase of 

intact cells were found in EX48h, EX96h subgroups (P < 0.05). 

Conclusions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exercise starting at 48 hours post stroke may be proper to 

tMCAO rats, which may be related with decreased inflammation, cell death,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peri-infarct region. 
 
 

PU-135 

The Effect of Preoperative Management Bundle for Heart 

Surgery in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Lin Song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450003 

 

Objective As we all know, ischemic heart disease (IHD) and valvular heart disease are important 

causes of death in China, in Henan province, the heart disease death rate in high 2
nd
 in China. 

Heart surgery is a huge accident for the patients. They do not have knowledge or right opinion 
about the whole surgery process and post-surgery.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for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to eliminate their anxious, depression, fully prepare for surgery, 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 enhance their recovery, we set preoperative 
management bundle for them which including intensive care unit education, pre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nutrition support class and anticoagulant drug consultation. We hypothesis the 
management bundle can make effects on patient‘s mental health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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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ac rehabilitation is an evidence based, cost-effective, multidisciplinary program of individual 
patient risk factor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exercise training,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for 
patients with heart disease that reduces mortality. Cardiac rehabilitation is recommended by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ACC) Guidelines for 
patients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o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CABG). 
  
CABG surgery creates new routes around narrowed and blocked arteries, allowing sufficient 
blood flow to deliver oxygen and nutrients to the heart muscle. It‘s a big surgery, and there is a 
high incidence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PC) after such surgeries. The global average 
prevalence of PC following CABG surgery was estimated to be 2-4% and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s were reported as: atelectasis (27-95%), pleural effusion (16.6-88%) and phrenic 
nerve paralysis (30-75%). The PC after cardiac surgery leads to heavy socio-economic burdens 
such as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ICU admission, enormous costs of treatment, loss of the work 
days and even death, if the patient is not properly managed. 

 Methods I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46 patients undergoing heart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and B. Management bundle was performed before surgery on group A 
patients however no intervention on group B, beside conventional care after surgery. Effects of 
preoperat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using spirometry and 
arterial blood gas (ABG). 

Results Twenty five males (65%) and twenty one females (35%) with mean age of 68.10 ± 9.56 

were analyzed. The mean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predicted 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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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mean oxygen 
saturation (mean Spo2) (CI 95%: 0.7 to 1.8) of ABG index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s The performance of management bundle program before surgery is recommended, 

as it may result in the reduction of complications, depression and anxious of heart surgery. 
 
 

PU-136 

The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Capacity of Children with 

Acyanot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ompared to the 

Normal Children 

 
liang juping,Du Qing,Sun Kun,Zhou Xuan 

Xin 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Advances in medical and surgical care have contributed to an important increase in 

the survival rates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Survivors often have 
decreased exercise capacity and health-related issues that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capacity in children with acyanotic CHD compared 
to the normal children. 

Methods 40 children average aged 74±12.5 months with a diagnosis of acyanotic CHD as CHD 

group (18 males, 23 females, ASD, VSD, PDA, PS; NYHA: class I), 18 healthy children average 
aged 70±4.1months serving as control group (10 males, 8 female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children were instructed to walk as much as possible along a 30-m long corridor following 
the standards Six-Minute Walk Test (6MWT) proposed by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Statement. 
The 6MWT is a practical simple test but no exercise equipment or advanced training for 
technicians. Walking is an activity performed daily by all but the most severely impaired patients. 
This test measures the distance that a patient can quickly walk on a flat, hard surface in a period 
of 6 minutes It evaluates the global and integrated responses of all the systems involved during 
exercise, including the pulmonary and cardiovascular systems, systemic circulation, periph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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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tion, blood, neuromuscular units, and muscle metabolism. It does not provide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the function of each of the different organs and systems 
involved in exercise or the mechanism of exercise limitation, as is possible with maximal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 The self-paced 6MWT assesses the submaximal level of 
functional capacity. Man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most patients do not achieve maximal 
exercise capacity during the 6MWT, instead, they choose their own intensity of exercise and are 
allowed to stop and rest during the test. 
However, because most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re performed at submaximal levels of exertion, 
the distance may better reflect the functional exercise level for daily physical activities. A trained 
physical therapist performed the 6MWT for all the children. The total distance travelled was 
measured at final, and the heart rate(HR), respiratory rate(RR), blood pressure(BP)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6MWT. 

Results The distances of CH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507.48±76.54m, 580.06±54.17m, 

relatively, which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oth groups. The HR, RR, B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6MWT, but respiratory rate and higher blood pressure were 
increased in CHD group after 6MWT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Children with acyanotic CHD show a reduced exercise capacity than healthy 

children, they should increase proper physical activity, which is safe, efficient, following 
physicians‘ recommendations 
 
 
 

PU-137 

STAT3 mediated NLRP3 activation in the microglia and 

neuron of spinal dorsal horn contributes to Bortezomib-

induced neuropathic pain. 

 
Huang Zhuxi,Li Xiao,Zhang Subo,Ruan Yuting,Zheng Yaochao,Wu Shaoling,Ma Chao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510080 

 

Objective Bortezomib (BTZ) is a regularly used first-line chemotherapeutic drug for the therapy 

of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and hematological neoplasms.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BTZ leads to painful peripheral neuropathy still remains unclear. 
Since BTZ are unlikely to be without side effects for the majority of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it‘s 
imperative for us to find out an investigational agent that can overcome BTZ-induced neuropathic 
pain . 

Methods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220–250g)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Bortezomib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at 0.4 mg/kg once per day for five consecutive days. Intrathecal injection 
of MCC950 or S3I-201 was performed. Recombinant AAV encoding NLRP3 (pAAV-CMV-Nlrp3-
3FLAG) was intrathecal injected into the subarachnoid space of L4-L6 spinal cord of na?ve rats. 
Control rats were injected with AAV encoding negative control (pAAV-CMV-MCS-3FLAG). The 
50% withdrawal threshold was assessed using von Frey hairs to evaluate the pain behavior 
following BTZ treatment.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Results The co-location of nucleotide binding and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containing 3(NLRP3) and ionized calcium binding adaptor molecule 1 (Iba1) and 
NeuN protein expression supported that microglia and neuron in spinal dorsal horn was the 
primary contributor for BTZ-induced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in rats. Moreover, 
intrathecal injection of NLRP3 activation inhibitor MCC950, significantly prevented the mechanical 
allodynia induced by BTZ treatment. Following intrathecal injection of recombinant adeno-
associated virus vector encoding NLRP3 (pAAV-CMV-Nlrp3-3FLAG) under the normal Nlrp3 
promoter in rats, the expression of NLRP3 was markedly upregulated in spinal cord and the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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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obvious mechanical allodynia, compared to the rats with injection of recombinant adeno-
associated virus vector encoding negative control (pAAV-CMV-MCS-3FLAG). In addition, we also 
found that systemic administration of BTZ for consecutive 5 days significantly induced the 
activation of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 in spinal cord of rats.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the ratio of p-STAT3/STAT3 increased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BTZ 
Inhibition of STAT3 activity by S3I-201 reduced the upregulation of NLRP3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in spinal cord and prevented mechanical allodynia induced by BTZ 
treatment.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STAT3 were 
colocalized with NLRP3-positive cells in spinal cord.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n vivo evidence that upregulation of microglial and neuronal 

NLRP3 inflammasome in spinal dorsal horn via activating STAT3 is a mediator of central 

sensitization during BTZ-induced neuropathic pain, and suggest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europathic pain . 
 
 

PU-138 

The Efficacy of Contrast Water Therapy(CWT)  on  

Delayed-onset Muscle Soreness among Healthy Individuals 

 
Zhu Xiaoxia,Wang Yuling 

The Sixth Affif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_Sen hosptital 510655 

 

Objective  Delayed-onset muscle soreness (DOM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fter 

unaccustomed eccentric exercises, which associated with a sensation of pain and muscle 
performance, often limited daily activities, general exercise and athletic participation. Contrast 
water therapy (CWT) is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to accelerate post-exercise recovery. However, 
there is debate regar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WT on DOM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weather CWT can accelerate recovery from DOMS. 

Methods 39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three groups: CWT 

group (n=14), Cryotherapy group (n=13) and Control group (n=12). All participants performed 
maximal heel raising exercise until exhaustion to induce DOMS in calf muscles. Each participant 
performed sets of calf raises, each set consisted of 20 reps, with a 30 second rest between sets. 
Sets were performed until fatigue prevent a full set of 20 raises. Immediately after exercise 

participants in CWT group alternated several times between hot(35-40℃) and cold(8-10℃) water 

immersion, each for 1min and totally 15min.  Participants in Cryotherap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ld water (8-10 ℃ , 15min) and passive treatment(resting) respectively. Muscle 

soreness, lower leg girth, pressure pain threshold (PPT), muscle strength and jumping height and 
range of motion (ROM) of ankle and knee were measured at baseline (pre-exercise) as well as 0, 
24, 48 and 72 hours post exercise. 

Results Significant time effects were observed for Muscle soreness(p＜0.01), PPT(p=0.031), 

ROM of knee(p=0.045) and ankle(p＜0.01). Muscle sorenes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PPT of gastrocnemius and soleus, flexion ROM of knee and dorsiflexion ROM of ankle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24 hours in three groups in all three groups compared with baseline.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regarding lower leg girth(p=0.183), muscle strength of 

gastrocnemius and soleus(p=0.238), jumping height(p=0.240) and in three groups at any time 

point compared with baselin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ll outcomes among CWT, 
Cryotherapy and control groups at any time point post DOMS induction.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outcome measures, including 

Muscle soreness, lower leg girth, pressure pain threshold (PPT), muscle strength and jumping 
height and range of motion (ROM) of ankle and knee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up to 3 days after 
exercise-induced DOMS among CWT, Cryotherapy and control groups. The present study did not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WT in relief of DOMS symptoms in the c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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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le. Future research is warran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CWT with various frequencies, 
durations, intensities and positions on DOM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populations. 
 
 

PU-139 

医师指导的家庭康复训练对中风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马钧阳

1
,吴家兵

2
,陈玉

1
,高明

1
 

1.十堰市西苑医院 

2.十堰市职业病防治院 

 

目的 探讨医师指导的家庭康复训练对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ADL）的影响。 

方法 将 2010 年-2015 年期间，在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前

者出院后有医师指导家庭康复训练，后者无医师指导。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量表来评估患者

日常生活能力。在患者出院时和出院 1 年时分别进行调查。MBI 评分越高，表明生活障碍程度越

小，日常生活能力越好。 

结果 干预组 MBI 评分值在出院 1 年后（82.23±11.84）比出院时（42.76±9.42）明显提高（t=-

15.652,P<0.05），干预组 MBI 评分平均提高 39.47 分，对照组平均提高 19.75 分，干预组升幅大

于对照组(t=10.583，P<0.05)。 

结论 医师指导的家庭康复训练能更好地促进患者康复，值得进一步推广。 

 
 

PU-140 

建立社区康复三级网络医联体的初探 

 
沈毅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安徽皖南康复医院) 241000 

 

目的 社区康复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是国际上开展残疾人康复服务的主要形式。社区康复是我

国到２０１５年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宏伟目标的惟一途径，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

社区康复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多年的探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在

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引起我们重视，建立社区三级网络医联体，我院已经用二年多时间开展

双向转诊、基层蹲点、资源共享，在不断探索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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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 

脑卒中后遗症的社区康复 

 
何志广

1
,何晓霞

1
 

1.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 

 

目的 研究脑卒中后期（发病 6 个月以上）予以家庭康复指导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患者（病程大于 6 个月）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予以家庭康复指

导，指导内容包括：ADL 指导，运动训练指导，心理指导及基础病的相关知识健康教育；对照组仅

进行相关基础病的随访、观察。一年后，比较两组患者社会适应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卒中再复发

率三方面的相关性。经统计学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予以家庭康复指导的卒中患者在生活自理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两方面优于对照组；卒中再复

发率低于对照组。 

结论 予以家庭康复指导的卒中患者在生活自理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两方面优于对照组；卒中再复

发率低于对照组。 

 
 

PU-142 

大健康背景下的智能康复 

 
张锦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健康理念的不断变化，对健康的需求不断提高，期待着精

准、智能、高效、安全及低成本的康复服务，智能康复应运而生。智能康复是人工智能与康复的有

机结合，来满足康复预防、康复评定、康复治疗、康复护理、康复护养、康复管理等需要。 

方法 探讨大健康背景下的智能康复的应用前景 

结果 探讨大健康背景下的智能康复的应用前景 

结论 探讨大健康背景下的智能康复的应用前景 

 
 

PU-143 

本体感觉训练结合等张组合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膝过伸康复治疗的

作用 

 
靳亚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本体感觉训练结合等张组合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膝过伸康复治疗的作用。 

方法 将 60 例伴有膝过伸的偏瘫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n=30 例）和实验组（n=30 例）。对照组采

用常规康复治疗技术：桥式运动、半蹲训练、起坐训练、股四头肌向心性收缩训练、平衡训练、上

下台阶、立位膝 0°-15°屈伸控制训练、俯卧位屈膝训练。实验组：采用 PNF 技术中的等张组合训

练、仰卧位屈伸定位训练、坐位脚踩不同位置―图块‖训练及视觉反馈训练。治疗前及治疗后 12 周

后用 Berg 评分，FMA 评分，MMT 肌力评定，50 米膝过伸次数，计时起立—行走测试（Timed 

Up—and—Go Test TUGT）、被动定位被动复位（passive reproduction of passive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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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 PRPP）、被动运动变化阈值（threshold to detect passive motion，TDPM）进行对比和

观察。 

结果 经过 12 周治疗后，两组患者各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实验组的效

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体感觉训练结合等张组合训练明显改偏瘫患者的膝过伸，并能提高膝关节力量和平衡能

力。 

 
 

PU-144 

PDMS-2 运动训练方案在 54 例高危儿家庭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马艳丽,吴丽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家长按照 PDMS-2 运动训练方案对高危儿进行家庭康复的疗效，为建立高危儿康复治疗

新模式提供思路。 

方法 将 2016 年 01 月~2016 年 06 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 54 例高危儿分为 26 例对照组及 28 例治疗

组，两组患儿均给予运动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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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MS-2 运动训练方案，指导家长自主持续进行康复训练。两组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 3 个月

时采用粗大运动发育评估 88 项（GMFM88）进行粗大运动评估。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运动发育均较前进步，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在 PDMS-2 运功训练方案指导下，患儿家长自主持续进行康复训练，有助于高危儿的早日康

复。 

 
 

PU-145 

麦肯基疗法对腰 3 横突综合征的影响及其机制 

 
焦睿,石娇,余淑芳,高文芳,林海文,佘莉,谢宝琴,邓志锋 

宝安区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康复治疗方案对腰 3 横突综合征患者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84 例患者随机分为常规康复组、麦肯基康复组，常规组予以常规康复治疗，麦肯基康复组

在常规康复基础上予以麦肯基治疗。康复治疗进行 2 周，于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治疗前后采用简化 McGill 疼痛问卷（SF-MBQ）进行疼痛评估、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进行功能

评估、改良 Barthel 指数评价日常生活能力(ADL)，并在治疗后评估患者满意度。 P＜0.05 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各组分别有 2 例因并发症退出。治疗后 2 组患者疼痛均减轻（常规组 135±3，56±3；麦肯基

组 128±5，33±4）、功能均改善（常规组 20±5，66±5；麦肯基组 22±2，78±4）、日常生活能力

均提高（常规组 14±7，66±4；麦肯基组 21±5，87±3），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麦肯基康

复组较常规康复组各项指标改善更明显，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麦肯基康复组较常规康复

组满意度更高（67±5，88±3），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两种康复疗法均能促进腰 3 横突综征患者功能恢复，但是麦肯基康复组可能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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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结合 PNF 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功能恢

复的影响 

 
尹正录,孟兆祥,王继兵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观察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结合神经肌肉本体感觉促进技术(PNF)对全膝关节置换术

（TKA）后患者膝关节功能恢复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择期 TKA 术后患者 45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23 例和对照组 22 例，2 组均进行 4 周康复训

练，主要内容包括康复教育、肌力、关节活动度、站立平衡训练及物理因子治疗等。治疗组在对照

组的基础上应用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和 PNF 技术治疗。采用美国外科专科医院(HSS)膝

功能评分量表对膝关节功能进行评定，Berg 平衡量表（BBS）评价患者平衡功能。 

结果  治疗 4 周后，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 HSS 评分分别为（90.15±4.34）和（83.47±3.92），高

于治疗前的 （50.65±4.82）和（51.67±4.52），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治疗组在膝关节功

能、稳定性方面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BBS 评分分别为（53.82±1.72）

和（50.14±1.90），均优于治疗前的（45.65±2.92）和（46.07±3.31），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结合 PNF 技术能改善 TKA 术后患者膝关节的关节稳定性和运动控

制能力，提高患者平衡功能。 

 
 

PU-147 

家庭髋关节姿势管理对痉挛型双瘫儿童髋关节发育的影响 

 
黄晶晶,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观察家庭髋关节姿势管理，包括摄片随访，夜间髋外展位睡眠和日间髋外展位站立，对痉挛

型双瘫儿童髋关节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0 月在我院治疗的 2~4 岁痉挛型双瘫儿童 32 例，粗大运动功能

分级（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GMFCS）Ⅲ-Ⅳ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

者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对照组在我院行常规康复治疗，每年≥6 个疗程，每个疗程 10~14 天，实

验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指导患儿监护人使用髋关节外展矫形器行家庭髋关节姿势管理，包括

夜间髋关节外展位睡眠，髋关节外展位站立，每日髋外展站立时间≥1h。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18~24 个月拍摄骨盆平片，测量并比较骨盆平片中双髋关节股骨头偏移百分比（ the migration 

percentage，MP）、髋臼指数(the acetabular index，AI)的变化情况。依据髋关节股骨头偏移百分

比对脑瘫患儿治疗前后髋关节移位程度进行分级，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儿的髋关节移位程度分布情

况。 

结果 实验组平均随访 (20.06±1.57) 个月，平均康复治疗疗程（13.66±2.22）次，对照组平均随访 

(19.64±2.13) 个月，平均康复治疗疗程（13.42±2.10）次。治疗前，实验组 MP、AI 值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实验组 MP 值为：20.96 ±6.35，对照组 MP 值为：

29.78±9.38，实验组 AI 值为：18.53±2.54，对照组 AI 值为：21.17±2.73，实验组 MP 值及 AI 值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两组患儿髋关节移位程度分布无明显差别，治疗

后，实验组髋关节移位程度分布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家庭髋关节姿势管理可有效减轻痉挛型脑瘫儿童髋关节的股骨头移位的进行性加重，预

防出现髋关节脱位，并帮助患儿髋关节正常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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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 

创伤性膝关节挛缩应用 MOTOmed 功能训练的临床效果 

 
周云,王锋,张全兵,阚秀丽,刘奕,王永召,黄晶晶,吴建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 MOTOmed 功能训练对创伤性膝关节挛缩患者关节功能恢复的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以创伤性膝

关节挛缩为第一诊断的患者共 37 例，其中股骨干骨折 11 例，股骨远端骨折 10 例，髌骨骨折 6

例，胫骨平台骨折 10 例，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37 例膝关节挛缩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19 例，对照组 18 例，均按照膝关节挛缩的治疗方案正规治疗，对照组行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

此基础上同时行 MOTOmed 功能训练治疗，出院时比较两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和步速。利用配对

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有无差异，其中膝关节活动度以膝关节屈曲角度（°）表

示，步速以 cm/s 表示。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关节活动度（治疗组：45.8263 ± 6.78518°，对照组：45.9222 ± 6.47961°）

和步速（治疗组：97.7421  ± 6.54152cm/s，对照组：97.3778  ± 6.91218cm/s）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治疗后膝关节活动度（治疗组：69.3526 ±6.74490°，对照组：57.4889 ± 

6.87740°）和步速（治疗组：111.9684 ± 6.36536cm/s，对照组：103.7389  ± 7.37365cm/s）与

治疗前膝关节活动度和步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经治疗后两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

和步速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除此以外，治疗组和对照组经治疗后关节活动度和步速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MOTOmed 功能训练可有效改善创伤性膝关节挛缩中的膝关节活动度，提高步行能力，而且

与传统的常规康复治疗相比有利于节省人力和时间，但远期效果仍需进一步研究。 

 
 

PU-149 

脉冲矫正技术治疗软组织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朱美兰,杨勇明 ,张晨昱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脉冲矫正技术治疗软组织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60 例软组织型颈椎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0 例，其中治疗组

采用脉冲矫正技术治疗；对照组采用颈椎牵引治疗。两组患者均每日 1 次，治疗１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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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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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技术治疗软组织型颈椎病优于颈椎牵引，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软组织型颈椎病,又称颈型颈椎病，症状以颈后疼痛、发僵为主，常于晨起、久坐、受寒后发

作，常伴颈椎活动轻度受限。随着社会生活模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电脑、手机使用时间过

长及坐姿不良，颈肌长期处于疲劳和慢性劳损的状态，使得颈椎病发病率增加，且低齡化趋势日益

明显，在颈椎病的分型中，软组织型颈椎病较为常见，约占颈椎病患病率的 40％～60％，其为各

类颈椎病的发病早期，因此，积极干预和治疗尤其重要。颈椎牵引可通过调整和恢复椎管内外平

衡，消除刺激症状，恢复颈椎正常功能；脉冲矫正技术是通过短暂的连续脉冲波刺激关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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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调整颈椎关节排列，改善颈椎的

生理结构及生物力学状况，改善人体肌肉状况和损伤，增强本体感觉，改善颈椎关节活动度，增强

肌肉力量，在治疗软组织型颈椎病方面效果更优，能显著改善患者颈椎疼痛并恢复患者颈椎功能，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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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 

下肢康复机器人的应用 对脑卒中患者早期步行能力的影响 

 
仇辉

1
,张继荣

2,1
,郑栋华

2,1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下肢康复机器人对脑卒中患者早期进行康复训练后,步行能力的改善。 

方法 选取脑血管中心和康复医学科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确诊的 6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均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入选患者均符合 1995 年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

中诊断标准；（1）首次脑出血或脑梗后；（2）经头颅 CT 或 MRI 确诊；（3）年龄在 35-65 岁；

（4）生命征平稳，意识清楚，认知无障碍；（5）有下肢运动功能障碍，肌张力<2 级；（6）病程

在 4 周以内，血压控制在收缩压<150mmHg，舒张压<95mmHg，无心脏病者，无其他限制行走的

基础疾病。排除标准：①病情恶化，出现新的脑梗死或脑出血，近期有癫痫发作且未经有效控制；

②蛛网膜下腔出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及可逆性缺血性神经功能缺损的患者；③下肢有骨关节疾病

而不能进行训练者；④心、肺、肾等重要脏器功能减退或衰竭；⑤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所有入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6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入选

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数据经统计学分析 

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训练前后都采用偏瘫下肢步行能力评定表

（FAC）、6 分钟步行测试、Brunnstrom、三级平衡或 Berg 平衡量表进行评定，且 2 组均接受药

物和常规康复治疗，常规康复治疗包括物理因子治疗、神经促通技术、平衡训练、协调训练、步态

训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等。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下肢康复机器人的训练项目，训

练时间为 45min 每天，周一至周五且每天一次，共治疗 8 周。 

结果 经过康复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在 FAC 评分、6min 内步行距离（m）、Brunnstrom、Berg

平衡量表比较均有明显提高（P<0.05）。 

结论 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多表现为提髋型、膝过伸型或足内翻型等异常划圈步态，而应用下肢康

复机器人进行康复训练后，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步行能力，减少异常步态的发生。 

 
 

PU-151 

1 例重度脑外伤合并血气胸、肠梗阻的康复治疗 

 
凌泽莎,李蓓,董超,王文春,张安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 随着重症医学的不断发展，危重患者初期救治成功率得到很大的提高，生存患者的功能状态

和生存质量开始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对生存期合并症治疗和生理稳态与体能的恢复、维持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和挑战。近年来有大量研究证实了 ICU 早期康复治疗是安全、可行和有效。本文就临床工

作中 1 例脑外伤合并血气胸、肠梗阻患者早期进行康复治疗后，恢复较理想做一个案报道，以期望

更多的临床医生意识到危重患者可从早期康复治疗之中受益，更好的预防并发症，提高患者生存质

量。 

方法 给予脑外伤合并血气胸、肠梗阻患者康复治疗 

结果 患者康复效果较好 

结论 高处坠落所致的脑外伤常常合并有其他系统损伤，患者病情较重，卧床时间较长，机体抵抗

力降低，除疾病本身造成的各种功能障碍外，还易发生坠积性肺炎、废用性肌萎缩、深静脉血栓形

成等并发症，由于患者病情复杂，加之长期卧床胃肠蠕动减慢，更容易发生麻痹性肠梗阻，给予患

者中频的调频 1-120Hz，能改善组织血液循环，加快渗出物吸收，提高胃肠道平滑肌张力，促进胃

肠蠕动，从而达到治疗麻痹性肠梗阻的目的，通常认为生命体征相对不稳定的重症患者只有转出

ICU 后才能进行康复治疗，本案例中，我们在监测情况下，早期为患者开展康复治疗，患者转至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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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病房时，未有关节挛缩、废用性肌萎缩、深静脉血栓、ICU 获得性肌无力等不良情况。该患者生

存质量的提高得益于早期康复治疗的开展。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将开展大样本研究以进一步论证危

重患者早期康复治疗的获益。 

 
 

PU-152 

表面肌电监测下康复训练对下背痛患者疗效观察 

 
王泽熙,姜贵云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067000 

 

目的 研究表面肌电监测下的康复训练对下背痛（LBP）患者疗效观察。旨在利用表面肌电信号监

测下的腰部核心肌群训练，记录治疗前、后竖脊肌、多裂肌的表面肌电信号变化，从而进一步指导

LBP 患者的康复治疗。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在本科门诊就诊的 LBP 患者 4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

40 例 LBP 患者给予每周 7 次，持续 2 周的表面肌电信号监测下康复训练。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14d 后采集患者在做半桥运动时腰部竖脊肌和多裂肌的肌电信号，取时域指标：均方根值（RMS）

及频域指标：中位频率（MF）,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前竖脊肌、多裂肌痛侧与对侧 RMS、MF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竖脊

肌、多裂肌痛侧 RMS（分别为 RMS 19.18±4.56、8.20±2.67）较治疗前明显增高。痛侧 MF 较治

疗前下降（分别为 90.55±13.61、99.67±15.44）。治疗前后 VAS 评分（分别为 4.65±1.05、

1.80±0.76）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看出治疗后患侧与对侧的竖脊肌、多裂肌收缩能力较前

明显提高，疲劳程度较前降低，耐力有所增强，疼痛程度较前明显缓解。 

结论 本研究通过表面肌电时时监测患者核心肌群的训练，肉眼可直观看到肌肉工作状态、工作情

况、工作效率的量化，进行指导性训练。当患者训练时会不经意间用肌肉替代模式来完成指定的训

练动作，通过表面肌电监测可发现下背痛患者出现替代，进而治疗师重新指导患者来按要求进行训

练，进而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促进腰部功能的恢复，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本实验为连续 2

周的表面肌电监测下的康复指导性训练，包括肌肉放松训练，收缩能力、耐力训练，有效的缓解了

局部肌肉的痉挛，同时也增强了腰背部肌肉的力量和增加了脊柱的稳定性。但治疗后痛侧肌肉仍较

对侧略疲劳，可能与治疗时间相关。下一步将针对延长患者治疗时间，增加随访次数进行研究，进

一步了解通过表面肌电监测下的康复训练治疗后，患者愈合病情的复发情况。 

 
 

PU-153 

等速测试和训练在慢性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应用 

 
张学慧,毕霞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200135 

 

目的 利用多关节等速测试和训练仪观察躯干肌等速训练及腰腹部核心肌群力量训练对慢性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探讨两种不同训练方式对躯干肌群肌肉功能、临床功能及本体感觉

影响，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评估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及指导。 

方法 将 80 例慢性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所有入选者均给予

4 周常规康复治疗，包括干扰电、微波、骨盆牵引等物理因子治疗。治疗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

增加躯干肌等速肌力训练，训练模式为向心/向心模式，连续治疗 8 周，每周治疗 3 次。对照组在

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增加腰腹部核心肌群训练，连续治疗 8 周，每周治疗 3 次。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分别采用等速测试系统评估躯干肌群肌肉功能，评估指标包括：峰力矩（PT）、相对峰力矩

（PT/BW）、总功率（TW）、平均功率（AP）、屈伸比值（F/E）；运用日本矫形外科协会下腰

痛评分标准（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Oswestry 腰椎功能障碍指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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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I）、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c scale，VAS）对患者临床功能进行评估；运用躯干

本体感觉测试模式对患者本体感觉进行评估。 

结果 8 周后两组患者躯干肌力评定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相比对照组，治疗组提高

更明显(P＜0.05)；两组患者 F/E 随着角速度增加而增加，治疗组在 60°/s 下 F/E 较前明显降低(P＜
0.05)，在 120°/s 、180°/s 两种角速度下改变不明显(P＞0.05)，对照组在三种角速度下 F/E 比值治

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 JOA、ODI、VAS 评分结果提示两种治疗方式患者腰椎

功能得到明显改善(P＜0.05)，但治疗组效果更明显(P＜0.05)；本体感觉测试显示，治疗后 2 组都

有明显改变(P＜0.05)，且治疗组改善更明显(P＜0.05)。 

结论 相比腰腹部核心肌群训练方式，躯干等速肌力训练方式不仅能明显改善患者本体感觉，还可

以明显改善患者肌肉功能、临床功能，是慢性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康复治疗新选择。 

 
 

PU-154 

表面肌电生物反馈指导下的康复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患者

疗效观察 

 
王泽熙,姜贵云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067000 

 

目的 探讨表面肌电生物反馈指导下的康复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CNLBP）患者治疗效果。 

方法 将 50 例 CNLBP 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25 例）及对照组（25 例）。2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

复治疗，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以表面肌电生物反馈指导下的康复训练。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14d 后采集患者在做半桥运动时痛侧竖脊肌（L3-4）和多裂肌（L5-S1）的肌电信号，选取时域指

标：均方根值（RMS）和频域指标：中位频率（MF）。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竖脊肌、多裂肌痛侧与对侧时域指标 RMS、频域指标 MF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 CNLBP 患者腰部痛侧核心肌群收缩能力、耐力下降，疲劳度增加。治疗 14d 后

2 组组内比较竖脊肌、多裂肌痛侧时域指标 RMS 较治疗前明显增高，痛侧频域指标 MF 较治疗前

下降（P<0.05），提示经过治疗后 2 组患者腰部疼痛均较前缓解；组间比较实验组竖脊肌、多裂

肌痛侧时域指标 RMS（分别为 33.65±6.43、28.46±4.54）较对照组增高，痛侧频域指标 MF（分

别为 77.45±13.08、68.30±8.61）较对照组降低，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实验

组患者腰部核心肌群收缩能力、耐力，疲劳程度较对照组明显缓解。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辅以表面肌电生物反馈指导下的康复训练，能有效的缓解疼痛，提高

核心肌群的肌力，增加了脊柱的稳定性。 

 
 

PU-155 

虚拟情景结合常规康复疗法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卢茜,周云,王锋,李雪明,张全兵,朱得婷,吴建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虚拟情景结合常规康复疗法对肩周炎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将 40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0 人。对照组行常规康复治疗（含蜡疗、干扰电、

超短波等项目），治疗组除了行常规康复治疗外再加一项虚拟情景疗法，时间为 20 分钟，治疗频

次均为一周 5 次。两组均于治疗前以及治疗 8 周后采用美国肩肘外科协会（Rating Scale of the 

American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ons,ASES）评分系统进行打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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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肩 关 节 活 动 度 前 屈 [ 治 疗 组 ： （ 80.25±35.52 ） °； 对 照

组： （87.40±33.25）°]，外展[治疗组：（90.16±28.21）°；对照组：（89.23±24.72）°]，后伸

[ 治 疗 组 ： （ 27.19±10.02 ） °； 对 照 组 ： （ 23.15±7.62 ） °] 和 ASES 评 分 [ 治 疗 组 ：

（63.90±11.80）；对照组：（65.75±10.1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肩关节

前屈活动度[治疗组：（136.20±29.92）°；对照组：（115.65±31.43 ）°]，外展活动度[治疗组：

（144.45±32.66）°；对照组：（126.05±25.98）°]，后伸活动度[治疗组：（37.95±6.61）°；对照

组：（30.90±9.93）°]和 ASES[治疗组：（80.10±8.20）；对照组：（74.30±9.14）]，治疗组均优

于对照组，治疗前、后肩关节活动度和 ASES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虚拟情景可有效改善肩周炎中的肩关节活动度，提高肩关节功能，且与常规康复治疗相比更

有乐趣易于被患者接受，但远期效果仍需进一步研究。 

 
 

PU-156 

电视荧光放射技术(VFSS)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气道管理中的精

准应用 

 
孙洁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目的 按照一定纳入排除标准选择脑卒中患者，应用电视荧光放射技术(VFSS)进行吞咽造影检查 

方法 320 排 CT、洼田饮水试验作为评价指标，来观察经过早期临床干预 

结果 鼻饲饮食、吞咽训练后脑损伤假性球麻痹患者误吸及肺部感染的控制的情况。为脑卒中后吞

咽障碍患者提供精准化治疗方案。 

结论 治疗组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U-157 

头针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对中风偏瘫患者神经电生理指标的影响 

 
赵宁

1
,李浩

1
,杨万章

1
,王化高

1
,伍静

2
,刘澍

2
 

1.南山医院 

2.湖南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头针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对中风

偏瘫患者神经电生理指标的影响。 

方法 30 例中风偏瘫患者按照简单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头针+基础治疗）、治疗组（头针+rTMS+基

础治疗）。两组患者均接受脑卒中二级预防的基本药物及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采用头针治疗，按

照《头针穴名标准化方案》取穴,取病灶侧的顶颞前斜线(头部侧面,自前顶穴达悬厘穴)。患者取端

坐位,头皮常规消毒后,采用经消磁处理的一次性塑柄不锈钢针(中国无锡佳健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生

产,型号 0.40x40mm,经无菌处理),按上述穴区接力刺,针体与皮肤呈 20°～40°,至帽状腱膜下层后,指

下会感到阻力减小,然后将针沿头皮针穴线推进 0.5～1.5 寸,捻转得气,治疗 40 min 后出针,出针时可

用消毒棉球压迫针孔片刻。每日 1 次,每个疗程治疗 6 天，间隔休息 1 天，共 3 疗程。治疗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 rTMS 治疗，采用英国 Magstim 公司生产的 MagstimRAPID2 型经颅磁治疗

器，70mm 蝶形线圈，最大磁场强度 2.2T。治疗参数：刺激健侧大脑皮层的初级运动皮质

（primary motor cortex，M1）区，采用 70%运动阈值（motor threshold，MT）强度，刺激频率

为 1HZ，脉冲总数 1200 个，治疗时间为 20min/次，每日 1 次,每个疗程治疗 6 天，间隔休息 1

天，共 3 疗程。每组各 15 例，治疗 21 天，治疗前后分别采用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s, MEP）潜伏期、中枢运动传导时间（central motor conduction time, CMCT）作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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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电生理指标，同时采用改良巴氏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评价患者日程生活活动

能力、运动功能评分（Fugl-Meyer assessment，FMA）评价偏瘫肢体运动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治疗 20 天后，两组患者 MEP 潜伏期及 CMCT 较治疗前明显缩短，MBI 及 FMA 较治疗前提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MEP 的潜伏期及 CMCT 缩短的时间

更显著，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头针联合 rTMS 治疗较单纯头针治疗能更好地改善中风恢复期偏瘫患

者的神经电生理指标和运动功能。 

 
 

PU-158 

Neurac 技术治疗肩关节功能障碍的疗效分析 

 
唐一鸣,陈斌,张宪,胡国炯,陈斌,李冰,王慧芳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619 

 

目的 探究神经肌肉激活技术（Neurac）治疗肩关节功能障碍患者的效果。 

方法 选取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治疗的肩关节功能障碍患者 18 人，均给予

Neurac 技术治疗。在治疗前后评估肩部疼痛（视觉疼痛评估量表，VAS）、肩关节活动范围

（ROM）以及肩关节弱链接功能评分。 

结果 治疗前，肩关节疼痛评分 4.78±1.63, 肩关节前屈活动范围 81.84±22.89，肩关节外展活动范

围 60.52±18.86，弱连接评分 0.68±0.59。相比较于治疗前，治疗后肩关节疼痛 1.11±1.02，肩关节

前屈活动范围 152.80±14.37，肩关节外展活动范围 132.20±24.92，弱链接评分 2.11±0.58 。 

结论 神经肌肉激活技术（Neurac）治疗能有效地改善肩关节功能障碍后的疼痛与关节活动范围，

同时也能提高肩关节功能障碍患者的功能状况。 

 
 

PU-159 

虚拟现实技术对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的影响 

 
任锟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分析虚拟现实技术在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运动功能及平衡协调能力的康复方面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择治疗组、对照组各 42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同时

配合 VR 进行沉浸式场景模拟训练。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后分别采用 Fugl-Meyer(FMA)评定、Berg

平衡量表评定及日常生活能力 Barthel 指数评定评价两组疗效。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Berg 和 Barthel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且观察

组患者的 Fugl-Meyer，Berg 和 Barthel 评分提高程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 VR 技术结合的术后康复治疗，患者依从性更好，对下肢运动功能及平衡功能、日常生

活能力提高等方面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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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 

水疗结合低频氙光治疗老年偏瘫患者腕关节疼痛的临床观察 

 
何星飞

2,1
,董新春

3
 

1.无锡市惠山区康复医院 

2.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 

3.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 BEKA 四槽浴槽水疗结合低频氙光组合治疗对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腕关节疼痛的影响。 

方法 40 例脑卒中患者按动态随机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康复

治疗方法加低频氙光组合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 BEKA 四槽浴槽水疗治疗。治疗前和治疗

6 周后分别采用 VAS 疼痛分级、偏瘫手功能分级对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 VAS，偏瘫手功能分级的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 6 周后 2 组患

者的 VAS 评估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 观察组组内偏瘫手功能分级间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P<0.05)，对照组内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BEKA 四槽浴槽水疗结合低频氙光组合治疗偏瘫患者腕关节疼痛改善方面有积极作用 

 
 

PU-161 

悬吊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的影响 

 
金国圣,侯梅,丁洁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探讨悬吊训练对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n＝30）采用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n＝

30）在对照组康复训练基础上增加悬吊训练，所有治疗项目均为每周五次，每次 30min，两组均治

疗 3 个月。采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 (GMFM-88) 、Berg 平衡量表（BBS）、10m 步行测试

（10MWT）、上下楼梯测试（TST）评估两组患儿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的粗大运动功能、平衡

能力和步行情况，并对结果进行组内和组间比较和分析。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脑瘫患儿 GMFM-88 D 区、E 区评分，BBS 评分，独走 10m 所需时间、

步数，上下 5 层楼梯时间均优于治疗前( P<0.05)，实验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悬吊训练能有效地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核心稳定性，改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步行及平

衡能力。 

 
 

PU-162 

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治疗帕金森病的临床研究 

 
唐强

1
,邹伟

1
,孙作东

3
,李康

4
,孙五一

5
,王文华

5
,邢艳丽

1
,于学平

2
,白晶

1
,滕秀英

2
,侯艳

4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黑龙江省亚欧脑科学研究院 

4.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5.哈尔滨奥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目的 评价经颅磁电脑病治疗仪（商品名：奥博帕金森治疗仪）治疗帕金森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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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双中心、随机、双盲、自身交叉对照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帕金森病患者 22 例，随机

分为 A 组和 B 组进行疗效分析，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组 22 例，基本治愈 0 例，显效 9 例，有效 8 例，无效 5 例。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

为 40.91%(9/22)和 77.27%(17/22)。对照组 22 例，基本治愈 0 例，显效 2 例，有效 3 例，无效 17

例，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9.09%(2/22)和 22.73%(5/22)，治疗组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在静止性震颤、僵直、运动迟缓等主要症状评价中，

治疗组组内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对照组组内比较差异无明显改善(p>0.05)；治疗组与对

照组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经颅磁电刺激可明显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静止性震颤、僵直、运动迟缓等症状，且使用安

全。 

 
 

PU-163 

海南省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及回归社会现状调查 

 
陈颖,符彩萍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70102 

 

目的 调查海南省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的现状以及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回归家庭、社会、工作岗位的

接纳度。 

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9 月在海南省四家公立精神专科医院住院的 378 名精神病患者、94 名医

护人员，四家医院所在地的 132 家社会机构以及 582 名社会人员，完成问卷调查。 

结果 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以药物治疗为主，治疗模式以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回家吃药治疗为主，省

内仅有安宁医院和平山医院已开展精神病的康复治疗；74.87%的精神病患者愿意接受康复治疗；

79.79%的医护人员愿意对精神病患者在病情缓解期间介入康复治疗；2.75%的社会人员愿意接受

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1.52%的社会机构愿意接受精神病患者回归工作岗位；53.44%的社会人员

愿意接受病情稳定并且在康复治疗师指导下的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21.21%的社会机构愿意接受

病情稳定并且在康复治疗师指导下的精神病患者回归工作岗位。 

结论 海南省针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方式及模式单一，患者病情反复，社会对于患者回归社会、岗

位的接纳度低，而药物及康复治疗的同时介入可以提高患者回归社会和工作岗位的机会，因此需要

尽早完善海南省精神疾病治疗体系，帮助精神病患者真正回归社会。 

 
 

PU-164 

运动想象疗法结合瑞士球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林丕鹏

1
,武宝爱

1
,许志强

2
 

1.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运动想象疗法结合瑞士球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恢复期脑卒中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20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康复

治疗(40min／次，1 次/天，每周 5 次)。实验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瑞士球训练(30min／

次，1 次/天，每周 5 次)和运动想象疗法(15min／次，1 次/天，每周 5 次)。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

治疗 6 周后采用下肢 Fugl-Meyer(FMA)运动功能量表、Berg 平衡量表(BBS)、改良 Barthel 指数

（MBI）进行评估，用 Pro-Kine Line 254P 动静态平衡仪测量并记录两组患者 X 轴偏离度、Y 轴偏

离度及睁眼移动轨迹长度。 

结果 实验后，对照组除 Y 轴偏离度较实验前无统计学意义(P=0.211)外，其余各指标较实验前均有

显著性改善(P<0．05)；实验组各指标较实验前均有非常显著性改善(P<0．01)；实验前，两组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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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后实验组各指标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P<0．05)；实验

组实验后 MBI 得分与实验前下肢 FMA 得分呈正相关（r=0.693,P=0.012），与年龄呈负相关（r=-

0.602,P=0.038）。 

结论 运动想象疗法结合瑞士球训练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及 ADL 能力。 

 
 

PU-165 

住院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焦虑、抑郁相关分析 

 
刘艳成

1,2
,王泽熙

3
,金明磊

2
 

1.承德医学院 

2.承德市中心医院 

3.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住院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承德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和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科 2016 年 5 月-2017 年 4 月住院的

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248 例，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独居与否、居住农村与否、经

济条件、报销方式、文化程度、吸烟、饮酒、病程长短、治疗次数、服药种类、衰弱情况、合并其

他疾病情况等资料。老年腰椎间盘突出诊断：患者 60 岁以上，有临床症状，CT 或 MRI 扫描显示

椎间盘突出。分别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4 项）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 项)

评估患者入院第二天焦虑、抑郁情况。采用问卷式评分(FRAIL 标准)评估衰弱情况。根据腰椎间盘

突出患者是否合并焦虑分为焦虑组和非焦虑组，根据患者是否合并抑郁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组

间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分析，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行多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预测

老年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发生焦虑的危险因素，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 

结果 248 例住院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存在焦虑占 45.97%（114/248），存在抑郁占 54.84%

（136/248）。焦虑与非焦虑组比较：婚姻状况、独居情况、居住农村、经济条件、服药种类、治

疗次数、病程长短、衰弱有统计学差异（P＜0.05）；抑郁与非抑郁组比较：婚姻状况、独居情

况、服药种类、病程长短、衰弱有统计学差异（P＜0.05）。患者发生焦虑危险因素为：居住农村

（OR=8.757；CL：3.114～24.623）、服用 5 种及以上药物（OR=2.831；CL：1.353～

5.924）、治疗 3 次以上（OR=2.152；CL：1.046～4.427）、衰弱（OR=5.558；CL：1.366～

22.619）。抑郁危险因素为：独居（OR=11.575；CL：2.459～54.489）、病程 10 年以上

（OR=4.368；CL：2.128～8.969）、衰弱（OR=2.998；CL：1.233～7.289）。 

结论 居住农村、服用 5 种以上药物、治疗 3 次以上、衰弱是住院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发生焦

虑危险因素；独居、病程 10 年以上、衰弱是住院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 

 
 

PU-166 

大面积烧伤患者早期康复介入 5 例报告 

 
陈蓉,张莉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8 

 

目的 大面积深度烧伤致残率高，是长期困扰患者、家属、社会服务机构和医务工作者的难题。这

类患者的康复时间长达至少 2～3 年，有的甚至需要终身。整个康复过程漫长、痛苦、见效慢、易

反复、效果差。因此，早期康复介入、着重并发症的预防及矫正可能是较好的解决途径。5 例大面

积烧伤患者，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早期康复治疗，随访 3 年，获得满意效果。 

方法 对我科 2014 年 10 月收治昆山转来的 5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进行了 1 年多持续综合康复治疗,

并进行了后期的跟踪随访。 

1 、 康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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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烧伤后患者主要存在的问题心理、疤痕、关节功能障碍、生活自理能力的等问题，主要采取常

用的评估表有：温哥华疤痕量表、关节活动度评估表、改良 Barthel 评定表、手功能检查表、疼痛

评分表、曼切斯特量表、感觉评定表、MMSE 评定表。对 5 位患者情况进行针对及有效的评定。

对 5 位患者做出正确的康复诊断。 

2. 康复治疗 

1/制定长期康复目标；短期目标；2/  制定有效简便的康复方案，是能够确保康复治疗有效执行的

关键；3/ 康复治疗，针对患者采用的康复治疗，理疗，心理治疗给予不同的量；4 针对康复治疗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结果 1 依从性比较对于长期坚持做康复运动、使用压力衣、压力垫及矫形器的依从性  

2 伤后敏感期和骨质退行性改变 

3 5 位患者出院时改良 Barthel 评分 

结论  此五例昆山某工厂粉尘爆炸大面积烧伤患者，烧伤程度比较严重，康复周期较长，在整个康

复治疗过程中，患者作为一个整体（生理、心理、社会），需要各方的积极配合（本人、家属、医

护、社会），特别是患者本人意愿为基础，而配偶及子女的支持和经济是最重要的保障。伴随各种

症状，需要严密结合临床，及时有效的和临床医生沟通并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在整个漫长的治疗

过程中，心理治疗贯穿整个过程。每个阶段应及时调整方案。对于患者的跟踪回访，可以总结经

验，可以预见烧伤康复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典型症状，提前或及早干预和处理。 

 
 

PU-167 

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临床研究及康复治疗 

 
韩振萍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和相关因素及康复方法 

方法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评判睡眠障碍，分析 185 例脑卒中后住院患者睡眠障

碍的发生率和相关因素。 

结果 脑卒中后睡眠障碍（PSQI 总分＞7 分）的发生率为 28.03%。睡眠障碍患者与非睡眠障碍患

者在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精神状况、卒中部位、卒中性质、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方面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卒中后睡眠障碍的发生与

患者年龄＜50 岁、焦虑抑郁、 脑出血、皮质下卒中、左半球卒中、神经功能缺损重显著相关（P

＜0.01）。 

结论 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较高，与卒中部位、 性质、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年龄及社会心理

等因素有关，早期进行心理干预、配合药物及康复综合治疗效果较好。 

 
 

PU-168 

脑卒中早期站立姿势平衡训练对躯体控制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

影响 

 
项文平,薛慧,王宝军,张军,庞江霞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的特点。大多数脑卒中患者因为残疾不能独立生活。脑卒中

早期康复是降低致残率最有效的方法。既往研究发现脑卒中后能引起躯干控制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障碍，从而导致患者出现站立姿势平衡障碍。然而，脑卒中早期，训练站立姿势平衡是否能改善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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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控制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目前未见报道。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观察脑卒中早期训练站立

姿势平衡对躯体控制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将 60 例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患者

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在脑卒中早期给予 30min 训练站立姿势平衡，一周 5

次，共 4 周。在治疗前和治疗后采用 Fugl-Meyer 量表、Berg 平衡量表、姿势评定量表、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量表和卒中损害量表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 

结果 组内比较显示，两组治疗后各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差异(P<0.05)。组间比较显示，两组各

评分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各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有差异(P<0.05)。

组内比较显示，两组治疗后各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差异(P<0.05)。组间比较显示，两组各评分治

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各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有差异(P<0.05)。 

结论 早期脑卒中后患者均出现了姿势异常，训练站立姿势平衡能改善患者的躯干控制及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 

 
 

PU-169 

冲击波联合微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观察 

 
赵伟,雷会杰,米慧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观察冲击波联合微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显效。 

方法 将 40 例网球肘患者分为观察组 20 例和对比组 20 例。两组均采用比利时微波治疗，观察组

在此基础上加用气压弹道式冲击波治疗。观察治疗前后肘部疼痛状况。 

结果 经 20 次治疗两组患者肘部疼痛明显改善。观察组临床治愈 14 例，对照组 10 例。总有效率

分别为 70%和 50%。两组对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冲击波联合微波治疗网球肘疗效显著，明显优于对照组。 

 
 

PU-170 

A 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联合康复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下肢

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高永强,牛国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究 A 型肉毒毒素（BTX-A）局部注射联合康复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CP）患儿下肢运动

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98 例痉挛型 CP 患儿，随机分组，各 49 例。对照组仅采取康复

训练治疗，观察组联合 BTX-A 局部注射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肌肉痉挛程度、下肢运动功能及

治疗后生活质量。 

结果 观察组治疗 6 个月后肌肉痉挛程度较对照组降低，走跑跳功能评分、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组

升高（P＜0.05）。 组联合 BTX-A 局部注射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肌肉痉挛程度、下肢运动功能

及治疗后生活质量。 

结论 联合应用 A 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与康复训练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可明显提高其下肢运动

功能及生活质量。 g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 mso-bidi-language:AR-SA'>走跑跳功

能评分、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组升高（P＜0.05）。 组联合 BTX-A 局部注射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

后肌肉痉挛程度、下肢运动功能及治疗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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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 

综合康复治疗乳腺癌术后慢性淋巴水肿的疗效观察 

 
李文茂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观察综合康复治疗乳腺癌术后慢性淋巴水肿的疗效。 

方法 选取乳腺癌术后慢性淋巴水肿患者 38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综合康复治疗，综合康复治疗包括

红外线治疗、徒手淋巴引流、低弹力绷带压力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1 周后、治疗 2 周后测量上肢

各部位围度（虎口、腕横纹、肘下 5cm、肘上 5cm 和肘上 10cm）评定患者上肢慢性淋巴水肿情

况。 

结果 治疗前与治疗后 1 周、治疗前与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1 周与治疗后 2 周的上肢围度行组间比

较，患者上肢各部位围度均显著低于治疗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乳腺癌术后慢性淋巴水肿的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72 

体外冲击波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肩袖损伤的临床疗效 

 
张维奇

1
,张寅萌

1
 

1.一汽总医院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2.南昌大学医学院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肩袖损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肩袖损伤患者 34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7 例。2 组患者均接

受理疗、针灸及肌力训练等综合康复训练治疗方案，在此方案的基础上，治疗组患者接受体外冲击

波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1 周时和治疗 4 周时采用目测类比法(VAS)和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功

能评价量表分别评估 2 组患者的肩关节功能。 

结果 治疗 1 周时，治疗组的肩关节 VAS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 4 周时，2 组患者肩关节的 VAS 评分和 Constant—Murley(疼痛、肌力、关节活动度、日常生活

能力、总分)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外冲击波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肩袖损伤的临床疗效显著，可显著改善肩袖损伤患者的肩关

节功能，缓解疼痛，提高肌力和关节活动度、改善日常生活能力。 

 
 

PU-173 

体外冲击波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维奇

1
,张寅萌

2
 

1.一汽总医院 

2.南昌大学医学院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股骨头坏死Ⅰ期和Ⅱ期股骨头坏死患者 32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冲击组和康复

组，每组 16 例。2 组患者均给予传统康复治疗，冲击波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冲击波治疗。冲击组患

者治疗方案的疗参数设置：压强为 3.0～4.0bar、频率 6～8Hz、冲击次数 4000 次，1 次/3 天，5

次为一个周期于治疗前、治疗 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后采用可视模型疼痛评分和 Harris 髋部评分

评价患者髋关节的疼痛程度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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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 2 组各项指标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个月后，改良冲击组

患者的可视模型疼痛评分和 Harris 髋部评分分别为(6.31±2.56)分和(48.64±10.54)分，与传统冲击

组的(6.56±2.32)分和(51.01±9.19)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 MRI 测量患者股骨头的坏

死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个月后，改良冲击组患者的可视模型疼痛评分和

Harris 髋部评分分别为 (2.51±1.12)分和 (71.32±14.48)分，与传统冲击组的 (3.21±1.37)分和

(62.67±10.3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2 组 MRI 测量患者股骨头的坏死面积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个月后，改良冲击组患者的可视模型疼痛评分和 Harris 髋部评分分别

为(1.83±0.92)分和(88.49±16.82)分，与传统冲击组的(2.46±1.02)分和(78.62±14.63)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2 组 MRI 测量患者股骨头的坏死面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体外冲击波能够显著提高治疗股骨头坏死的疗效。 

 
 

PU-174 

循经辨证针刺联合常规康复对中风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随机

对照研究 

 
夏文广,郑婵娟,张璇,王娟,李思成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430015 

 

目的 传统中医针刺治疗中风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有大量的临床报道，因大部分未严格遵循国际

修订的针刺临床研究指南，其结果在国际上引起较多争议，本研究在经络辨证的基础上，以循经取

穴为核心，研究循经辨证针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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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方法，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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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给予采用循经辨证针刺，根据不同症型给予主穴和配穴，假针刺组按照针刺组

取穴原则选穴，采用穴位旁开 3 cm 浅刺，两组均留针 30 min，每周 5 次，连续 4 周。在治疗前、

治疗 4 周后及 3 个月后随访，进行上肢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Upper Fugl-Meyer 

assessment, U-FMA）、WMFT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Wolf Motor Function Test, WM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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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共 92 例患者完成了该研究。两组患者治疗前 U-FMA、WMFT、MBI 及 SF-36 评分无统计学

差异（P＞0.05）；治疗 3 周结束时，观察组 U-FMA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有出现统计学差异；治疗 4

周结束及 3 个月后随访，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U-FMA、WM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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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经辨证针刺联合常规康复有助于中风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综合康复策略。  

 
 

PU-175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后上肢及手功能恢复的随机、对照研究 

 
郑婵娟

1
,夏文广

1
,张璇

1
,王娟

1
,张伟

1
,廖维靖

2
 

1.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通过调节大脑皮层兴奋性而

促进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因此，tDCS 联合运动技能训练成为一种新的康复策略。本研究旨在探

讨阳极 tDCS（anodal tDCS, a-tDCS）联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及手功能恢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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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将 96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2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及康

复治疗，观察组在患侧大脑半球手投射区给予阳极经颅直流电刺激，对照组给予假刺激，1 次/日，

每周 5 次，连续 4 周。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量表上肢部分（upper 

extremities motor function test of Fugl-Meyer assessment, 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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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定量

表（Modified Ashworth Scale, MAS）及改良 Barthel 指数量表（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进

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以上各项指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 P＜0.01），且观察组 UE-FMA

评分［(47.5±16.1)分］、WMFT［(49.8± 12.7)分］、MAS［(1.5±0.3)分］、MBI［(82.2 ±16.2)

分］及 Brunnstrom 分期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1）。均未出现严重

不良反应。 

结论  阳极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常规康复治疗能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及手的运动功能，提高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采用 fMRI 或 PET 或 EEG 技术检测大脑的功

能性的改变，得到客观的指标；样本量较小，缺乏多中心、长期随访，远期疗效及安全性评价等。 

 
 

PU-176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王宝军,项文平,薛慧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高频（ 10Hz ）、低频（ 1Hz ）以及 θ 短阵快速脉冲模式  （ Theta Burst 

Stimulation,TBS）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对急性期脑

梗死偏瘫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分析。 

方法 将 72 例急性期脑梗死后偏瘫患者采用完全随机设计的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低频组（18

例）、高频组（18 例）、TBS 组（18 例）的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照组给与假刺激。均实施 2 周的

干预，共 14 次。所有入组患者接受 rTMS 治疗前（第 1 次治疗之前当天）和治疗后（最后 1 次治

疗之后当天）进行神经功能评分，记录 FMA 评分、NIHSS 评分。  

结果 1. rTMS 治疗后四组临床功能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2. rTMS 治疗后高频组、低频

组以及 TBS 组较对照组的 FMA、NIHSS 评分改善  (P<0．05)。各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高频、低频、TBS 的 rTMS 较对照组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更有效。同时本研究所使用参数是

安全的。 

 
 

PU-177 

康复训练与针灸结合治疗脑瘫患儿力弱肌群的临床观察 

 
刘文娟,陈均洁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150020 

 

目的 观察康复训练与针灸结合治疗脑瘫患儿力弱肌群的临床疗效。 

  

方法 随机选择 2015~2017 年期间脑瘫患儿 61 例，观察下肢肌力的临床治疗效果，患儿的力弱肌

群 lovett 分级Ⅱ~Ⅲ级，临床诊断并经头颅影像学佐证（MRI、CT），确诊为脑性瘫痪，其中男 48

例，女 13 例，年龄 2~18 岁，下肢肌力Ⅱ级 21 人，Ⅲ级 40 人，腋下支撑扶行均有不同程度的步

态异常。对 61 例脑瘫患儿力弱肌群进行系统的治疗，根据患儿个体情况制定出合理的主被动训练

方案，针对下肢力弱肌群进行等长、等张、等速肌力训练，肌肉耐力，助力训练，悬吊训练，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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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抗阻训练，渐进抗阻训练，物理治疗，针灸治疗等。针灸穴位：运动区、足运感区、智三

针、华佗夹脊穴、百会、四神聪、伏兔、悬钟、足三里、阳陵泉等穴。 

结果 61 例患儿下肢肌力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肌力达到Ⅳ级 39 人，占 63.93%，Ⅲ+级 19

人，占 31.15%，Ⅳ+级 3 人，占 4.92%。 

结论 小儿脑瘫属于中医―五迟‖、―五软‖、―五硬‖的范畴，其病位在脑，其病机主要是由于先天禀赋

不足，后天失养，肝肾亏虚髓海受损。针灸对脑瘫的治疗，一方面激发肾气，通过调理全身的脏腑

功能，尤其是加强脾肾的功能，从而促进生长发育；另一方面头部穴位针刺治疗，可改善脑供血及

脑组织的营养状态，促进脑神经组织的发育，从而可以有效的改善患儿的运动能力。脑瘫患儿力弱

肌群的训练对保持肌肉的延展性和弹性，减少挛缩，纠正异常步态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髋外展

肌、踝跖屈肌和膝屈肌肌力影响了粗大运动功能表中的 68%和粗大运动功能中行走、跑步和跳动

变量中的 64%，而肌肉痉挛只影响 8%的行走、跑步和跳动变量差异；髋外展肌、踝背屈肌力影响

了步速中的 36%。踝背屈肌、膝伸肌和髋外展肌力影响了步长的 47%。踝跖屈肌肌力影响了步调

中的 32%。即肌力与粗大运动功能高度相关，与步态中度相关；影响粗大运动功能和步态最大的

是髋外展肌力，其次是踝跖屈肌和踝背屈肌。提示增强痉挛型双瘫患者髋外展肌、踝跖屈肌和背屈

肌肌力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肌力，尤其是痉挛肌群的肌力，并非是脑瘫患者的治疗重点，因为痉挛

肌肉已经活动过度，如果再增强肌力，可能会加重痉挛或异常运动模式。 

 
 

PU-178 

肌内效贴对脑卒中患者肩关节半脱位后肩痛的疗效观察 

 
施伯瀚,朱燕,厉坤鹏,胡寅虎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200431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对脑卒中患者偏瘫侧肩关节半脱位后肩痛的疗效。 

方法 56 例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后肩痛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28 例），

2 组患者均实施常规康复治疗及宣教,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结合肌内效贴干预;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6

周后通过 X 线测量法测量肩峰与肱骨头间距（acrolnio humeralin terval ,AHI）、肩关节视觉模拟

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疼痛、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分、肩痛侧腋神经及肌皮神经

的运动神经传导测定对两组治疗结果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AHI 值、VAS 评分、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

且检测所有患者肩痛侧腋神经（刺激部位：Erb 点；记录部位：三角肌）及肌皮神经（刺激部位：

Erb 点；记录部位：肱二头肌）后发现两组中某些患者肌皮神经(30 例,53.57%)、腋神经(31

例,55.36%)波幅明显低于正常值，而潜伏期轻度延长或正常（提示轴索损伤）。两组治疗 6 周后,

治疗组各项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且无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肌内效贴在脑卒中患者偏瘫侧肩关节半脱位后肩痛早期防治中，

具有良好的疗效，其相应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U-179 

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强化感觉训练前后步行能力的比较 

 
贾东奇,金伟 ,李曦光, 徐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感觉训练对痉挛性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3-7 岁脑瘫患儿 4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两组患儿均采用常规神经生理学

疗法(NDT)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对感觉训练进行强化。治疗前和治疗 6 周后对两组患儿步行能

力进行评估比较，测定最快 10mMWS、步长、步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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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 10mMWS 差、步长差、步频差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感觉训练能有效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步行能力。 

 
 

PU-180 

康复训练结合针刺对卒中后抑郁患者疗效的观察 

 
樊振勇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卒中后抑郁是急性脑卒中一个常见的并发症，其导致治疗和康复的效果降低，认知损伤加

重，跌倒风险增加，功能残疾加重，生活质量下降，预后不佳，死亡率增加。本研究针对卒中后抑

郁患者，采用康复训练结合针刺的方法进行干预，观察其对患者抑郁程度、运动功能、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共选取卒中后抑郁患者 75 例，按数字法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25 例，康复组：采用神经促通

技术（Bobath、Rood、Brunnstrom）等技术。主要内容为：①良肢位的摆放，抑制痉挛模式；②

床上主动型辅助运动：Bobath 握手，翻身，夹腿运动，桥式运动等；③体位转移；④坐位平衡训

练；⑤站位平衡训练；⑥步行训练；⑦上下阶梯训练；⑧日常生活活动训练。针刺组：针刺选穴包

括印堂、四神聪、神门、肝俞、心俞。综合组：即常规康复治疗+针刺。三组患者康复训练每次

30min，和或针刺治疗每次 30min，每周 5 次，30d 为 1 个疗程，疗程相隔 3d。分别在治疗前、治

疗后进行 PHQ-9 量表、简式 Fugl- Meyer 运动功能评分法(FMA)、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评定。 

结果  3 组患者治疗前 PHQ-9 量表、FMA 量表、MBI 量表评定差异无计学意义(P>0.05)。3 组患者

治疗后 PHQ-9 量表、FMA 量表、MBI 量表评定，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综合治疗组治疗后 PHQ-9 量表、FMA 量表、MBI 量表评定较康复组、针刺组有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卒中后抑郁发病率高，严重影响卒中患者的功能和生活质量。目前针对卒中后抑郁的治疗多

选择 SSRI 或 SNRI 类药物，由于卒中患者往往存在高龄、基础疾病多，用药种类繁多，易发生药

物相互作用。而康复训练可以促进患者运动功能恢复，促进抑郁状态的改善，从而进一步提高康复

疗效。而针灸疗法通过疏肝行气、调和阴阳，起到直接改善患者情绪的作用，同时能改善肢体运动

功能。本研究我们采用康复训练结合针刺治疗卒中后抑郁患者，能明显减轻患者抑郁程度，改善肢

体运动功能，显著提高患者 ADL 的能力。 

 
 

PU-181 

神经肌腱滑行训练结合电针治疗轻中度腕管综合症的疗效观察 

 
寿依群,蒋红,陈文君,寿依群,蒋红,陈文君,寿依群,蒋红,陈文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 观察电针及神经肌腱滑行训练治疗轻中度腕管综合征(CTS)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0 例轻中度 CTS 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常规口服神经营

养药物外，治疗组采用电针及神经肌腱滑行训练，对照组予 CTS 健康教育宣教。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波士顿腕管量表(BCTQ)评定 2 组患者临床疗效，同时评估

其电生理指标，包括拇指-腕及中指-腕感觉传导速度（SCV）、拇指-腕和中指-腕感觉神经动作电

位波幅（SNAP）、正中神经远端潜伏期(DML)及拇短展肌复合动作电位波幅（CAMP）等。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电生理指标（包括拇指-腕和中指-腕 SCV、SNAP、正中神经 DML 及拇短展

肌 CMAP）、VAS、BCTQ 评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分别经 4 周治疗后发现治疗

组拇指-腕 SCV[(45.77±6.24)m/s],中指-腕 SCV[(49.15±8.26)m/s],拇指-腕 SNAP[(13.48±4.21)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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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腕 SNAP[(12.83±4.37)uv]，正中神经 DML[(3.58±1.02)ms]拇短展肌 CMAP[(8.78±2.98)mv]，

VAS 评分（2.80±1.01）均较治疗前和对照组明显改善（P<0.05）；治疗组治疗后 BCTQ 症状评分

（1.99±0.81），功能评分（1.62±0.74）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对照组仅正中神经

DML[(4.34±1.08)ms],拇指-腕 SCV[(40.24±6.76)m/s],VAS 评分（3.67±1.11）三项指标较治疗前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电针及神经肌腱滑行训练能改善轻中度 CTS 患者手功能及临床症状，电生理指标评估优于单

纯药物及健康宣教。 

 
 

PU-182 

丁苯酞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梗死患者神经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成先柄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丁苯酞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对脑梗死患者神经、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 取 ２016-04-２017-０4 我院收治的脑梗死患者 180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及心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经颅磁刺

激及丁苯酞，均干预 ２个月，采用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IHSS）、Fugl－Ｍeyer 运动功能

评定量表（FMA）比较２组神经与运动功能改善情况，应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量

表（SDS）、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ADL）分析其情绪及生活质量水平，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

率。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FMA 评分（87.26±４.15）分、ＡＤＬ评分（89.73±1.67）分较对照组高（Ｐ

＜０ .001），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观察组  Ｎ IHSS 评分（11.23±2.07）分、SAS 评分

（35.53±2.19）分、SDS 评分（36.29±1.79）分低于对照组（Ｐ＜０.001）；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意义；２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６.1％、４.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05）。 

结论 丁苯酞联合经颅磁刺激可有效改善脑梗死患者神经与运动功能，缓解不良情绪，提高其生活

质量，且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 

 
 

PU-183 

加压冷疗在创伤性膝关节功能障碍治疗中的临床观察 

 
邹丽丽,钱宝延,曹留拴,马玉娟,蔡西国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加压冷疗对创伤性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膝关节功能、关节活动度、疼痛及肿胀程度的影

响。 

方法 将 50 例膝关节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5 例，2 组患者给予相同治

疗方案（包括红外线治疗、关节松动训练、等速肌力训练以及消肿止痛药物对症治疗），治疗后对

照组给予一般冰敷，观察组给予加压冷疗。治疗前和治疗后（治疗 4 周后），对 2 组患者的膝关节

功能（HSS 评分）、关节活动度（ROM）、疼痛(VAS 评分）及肿胀程度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 2 组患者的膝关节功能（HSS 评分）、关节活动度（ROM）均较治疗前改善（P＜

0.05），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对照组膝关节 VAS 评分、肿胀程度较治疗前下

降（P＜0.05），观察组 VAS 评分、肿胀程度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1），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加压冷疗可改善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的膝关节活动度和关节功能，有效减轻关节肿胀及疼

痛，并且优于一般冰敷。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89 

 

 

PU-184 

《1 例高龄老人粗隆间骨折术后的康复评估与实施》 

 
李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报道 1 例高龄老年患者粗隆间骨折术后的康复评估与实施过程，探讨并分析一种经过早期全

面评估及渐进式康复，使患者最大程度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康复策略及其效果 

方法 患者粗隆间骨折急诊入院后，在术前及术后第 5 天、第 21 天、第 60 天、6 个月时分别应用

徒手肌力测定法、关节活动度测量、Berg 平衡量表、Barthel 指数对患者下肢的肌力、关节活动

度、身体平衡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 5 次评估，通过对患者身体结构与功能、心

理状况的评价，设计康复近、中、远三期目标，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康复处方，有步骤地实施康复训

练计划。 

结果 经过 60 天的康复治疗，患者在肌力、关节活动度两个方面完全恢复到骨折前水平，身体平衡

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两个方面与骨折后比较均有较大程度的改善，生活基本达到自理状态。 

结论 通过及时、全面的康复评估，制定渐进式康复处方，实施与之相匹配的康复训练方法，使患

者身体的各项机能均基本恢复到术前水平，可以极大地减少高龄老人因粗隆间骨折导致卧床过久而

出现各种并发症，降低死亡率，提高生存质量，最大程度地回归家庭与社会，提示我们这不失为一

种行之有效的康复策略。 

 
 

PU-185 

早期康复治疗联合肩外展支具的使用对运动性肩袖损伤微创术后

患者肩关节功能的影响 

 
贺前武,赵正恩,刘怡江 

绵竹市人民医院 618200 

 

目的 探索早期康复治疗联合肩外展支具的使用对运动性肩袖损伤微创术后患者肩关节功能的影

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我院骨二科收治的 44 名确诊为运动性肩袖损伤并行

肩关节镜微创手术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 22 例和对照组 22 例，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骨科护

理，肩关节外展制动等处理，而观察组术后立即采用肩关节外展支具固定，根据损伤部位和程度不

同调整支具固定角度，并增加每日两次肩关节被动活动、肘关节主被动活动、放松按摩等康复治

疗，治疗后继续给予外展支具固定，6 周后对比和分析两组患者肩关节功能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均采用 Constant-Murley 肩关节功能评分表为评分标准，手术前两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关节功能评分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6 周后两组患者肩关节功能对比术前皆有明

显改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观察组肩关节功能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组

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关节镜下肩袖损伤术后患者实施早期康复治疗联合肩外展支具的使用，对患者肩关节功能

恢复效果十分显著，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及应用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90 

 

PU-186 

体重指数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骶管注射治疗的影响 

 
任正意

1
,李鸿亮

1
,齐运卫

1
,王红

2
,张国荣

2
 

1.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2.空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治疗疗效的回顾性分析, 探讨骶管注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及

体重指数对治疗疗效的影响。 

方法 对 2014 年 8 月-2015 年 9 月于空军总医院疼痛科行骶管注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完

整随访一年后行回顾性分析。1.根据患者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分为 3 组：A 组正常

体重组，B 组超重组和 C 组肥胖组。完整随访 1 年，行治疗前、治疗后 1 月、治疗后 3 月和治疗

后 1 年随访调查，行各组间疗效评价分析。2.根据患者 1 年内体重变化，将 A、B、C 组患者分别

分为体重减轻组、体重无明显变化组，体重增加组 3 组，然后比较各组间治疗 1 年后优良率。 

结果 完整随访 828 例患者 1 年，A、B、C 三组治疗后 1 月、3 月、1 年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 VAS)与治疗前相比明显降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优良率远远高

于 B、C 组。体重减轻及无明显变化组患者优良率明显高于体重增加组。 

结论 患者行骶管注射治疗有较好的短期和中远期临床疗效，BMI 过高，体重增加则不利于患者远

期疗效。 

 
 

PU-187 

振动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闫平平,张晓,杨洪友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探讨振动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2017 年 2 月于我科住院，符合纳入标准的 80 例脑卒中恢复期的偏瘫患

者，其中脑梗死 46 例，脑出血 34 例，按就诊次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观察组与

对照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的基础上增加振动训练（予以简式振

动治疗仪，选择 45HZ 振动刺激患侧下肢胫骨前肌、跟腱）。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利用表面

肌电（sEMG）分析系统对两组患者均进行下肢胫骨前肌（TA）和腓肠肌内侧头（MG）的表面肌

电活动进行分析。采用简式 Fugly-Meyer 评定量表（FMA）的下肢运动功能部分评定两组间、组内

治疗前后下肢运动功能变化情况；利用 Berg 平衡量表（BBS）评定两组间、组内治疗前后平衡功

能变化情况；利用 Hoden 功能步行分级（FAC）评定两组间、组内治疗前后步行功能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与治疗组分别进行 FMA、BBS、FAC 评定，均进行患侧下肢胫骨前肌和腓肠肌

内侧头的表面肌电分析，两组间各评定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4 周后，两组的胫

骨前肌和腓肠肌的肌电均方根值（EMGrms）均增高（P＜0.05），且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1）。两组患者 FMA、BB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步行功能均较前提高，但统计学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振动训练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振动刺激可增加小腿肌肉

激活程度，增强肢体的平衡稳定性，提高步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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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8 

脑控康复训练系统在脑卒中康复中的应用 

 
王晓玉,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脑控康复训练系统是基于脑机接口、功能性电刺激、运动想象疗法的康复训练方法，可应用

于严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肌力 0-1 级，Brunnstrom 运动分期 1-2 期），使患者尽早开始

主动康复。本课题旨在通过评价脑控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后功能障碍患者偏瘫侧肢体运动功能及

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探讨其对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可行性。 

方法 对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共 60 例因脑卒中入院的

病人按照随机、单盲和对照设计原则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

疗和药物治疗，包括良肢位的摆放、康复功能训练、作业训练、肌电生物反馈疗法、针灸等。每周

治疗 5 d，每天每项 30min。实验组：除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及药物治疗之外还接受脑控康复系统治

疗，每周 5 次，每次 30-40min，治疗周期 3 个月。康复评定采用 Fugl-Meyer 评分、ADL 评分对疗

效进行评定。 

脑控康复训练系统治疗方法： 

1.适应性训练：根据语音提示进行运动想象和放松练习，使患者掌握运动想象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

训练技巧。训练完成度达到 90%以上后进入正式训练。 

2.正式训练：训练完程度达到目标值以后开始正式训练，正式训练包括两种模式，一是想象模式，

由患者的运动想象脑电波控制电刺激的开关。二是固定模式，以固定频率给予电刺激，用于脑功能

状态较差，不能耐受全过程运动想象的患者 

结果 1.治疗前两组 Fugl-Meyer 及 ADL 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2.治疗后两组 Fugl-Meyer 评分、ADL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治疗组评

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控康复训练可改善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障碍，其效果优于常规康复治疗。其机理可能与提

高患者主动参与性，有助于患侧脑区激活，促进大脑重塑有关。 

 
 

PU-189 

高压氧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神经功能、心理问题的近、远期

疗效观察 

 
冯娟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高压氧（HBO）治疗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心理问题及神经功能的近期及远期疗效，

重点观察对抑郁、焦虑程度的影响。 

方法 将 75 例颈、胸、腰段脊髓不完全性损伤且伴有抑郁、焦虑症状的患者随机分为 HBO 治疗组

（25 例）、心理治疗组（25 例）和常规康复对照组（25 例）。HBO 组及心理组患者除常规综合

康复治疗外需分别行高压氧治疗及心理治疗，对照组仅行常规综合康复治疗，连续 8 周治疗时间

（每天 1 次，每周 6 天）。在治疗前和治疗后，按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SIA)评分标准、功能独立性

评价（FIM）、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分别对以上各组患

者进行神经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抑郁及焦虑程度评价。治疗结束后 12 周时对三组患者进行

随访，继续观察高压氧治疗对存在抑郁、焦虑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的远期疗效。 

结果 8 周治疗结束时、治疗结束后 12 周时，三组轻触觉、针刺觉、运动和 FIM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HBO 组在改善浅感觉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效果更明显，且随着治疗后

时间增长以上各指标评分也增长，时间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 HAMD 和 H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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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两两比较显示 HBO 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AMD 和 HAMA 评分随

着治疗时间增长而降低，时间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 HBO 在改善 SCI 患者心理问题

方面比心理治疗有优势，且随着时间的延长，疗效更明显。 

结论 高压氧治疗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的抑郁及焦虑的改善作用强于心理治疗及常规康复治

疗，且治疗结束 12 周后仍有持续疗效，同时对神经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恢复是心理治疗和

常规康复治疗不能替代的。 

 
 

PU-190 

持续牵引治疗创伤性关节挛缩 

 
郑遵成,王晓玉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关节挛缩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关节主动和被动关节活动范围降低，以创伤性骨折为最主要原

因，临床上肘关节、膝关节挛缩较为常见，影响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且关节挛缩一旦形成，康

复治疗甚至手术治疗效果欠佳，预后欠佳。本课题对常规康复治疗于持续行牵引治疗以关节挛缩的

疗效进行对比并探讨其区别及原因。 

方法 对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共 23 例因创伤性关节挛

缩的病人以单盲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 12 例，对照组 11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

疗，包括关节松动技术、运动疗法、等速肌力训练，治疗组加用持续牵引治疗，治疗周期 3 个月。

康复评定采用关节活动度(ROM)对疗效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组：肘关节治疗前平均 ROM 为：屈曲(56．54±8．20)，伸直受限(34．21±3．67)，旋

前 (23.12±5.14)，旋后 (54.45±5．07)；治疗后平均 ROM 为：屈曲 (67.14±9.87)，伸直受限

(24.17±4.41)，旋前 (64.12±2.14)，旋后 (76.51±7.87)。膝关节治疗前平均 ROM 为：屈曲

（31.56±5.47），伸直受限（25.47±7.21）；治疗后平均 ROM 为：屈曲（97.45±6.75），伸直受

限（6.87±3.64）。对照组：肘关节治疗前平均 ROM 为：屈曲 (57．15±7.34)，伸直受限

(33.87±4.25)，旋前(24.34±6.54)，旋后(53.87±3.54)；治疗后平均 ROM 为：屈曲(59.87±8.54)，

伸直受限(30.25±6.14)，旋前(48.56±3.68)，旋后(65.23±4.48)；膝关节治疗前平均 ROM 为：屈曲

（32.14±4.57），伸直受限（26.1±6.12）；治疗后平均 ROM 为：屈曲（81.23±4.12），伸直受

限（12.24±5.69）。对本次实验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明，两组患者治疗 3 个月后，肘关节活

动度、膝关节活动度较治疗前均有提高。与常规康复治疗相比，持续性牵引患者治疗后肘、膝关节

活动度效果较好。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无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持续性牵引技术治疗创伤后关节挛缩可促进关节功能的恢复，增加关节活动度，肘关节、膝

关节均可应用且与传统的常规康复治疗相比有利于节省人力和时间，可由患者自行操作，在无痛范

围内进行治疗，患者依从性高，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PU-191 

淋巴回流联合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脑卒中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郑遵成,王晓玉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观察淋巴引流联合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

60 例以单盲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均采用常规康复治疗训练:运动疗法、作

业疗法、气压治疗，每日一次，每项治疗 30min/次，治疗组加用淋巴引流和星状神经节阻滞。治

疗周期 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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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观察：疼痛评定：视觉量表评分（VAS）评定，运动功能评价：Fugl-Meyer 评定法中手部部

分。手部肿胀程度：排水法。治疗前和治疗后各评定一次。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VAS 疼痛程度评分：治疗前 VAS 评分：对照组（6.6±1.248）治疗组（6.33±1.493），治疗

后 VAS 评分：对照组（3.43±1.455）治疗组（2.10±1.423）。 

手部肿胀程度：治疗前排水量差值（ml）：对照组（20.53±2.460）治疗组（20.8±2.772），治疗

后排水量差值（ml）：对照组（13.9±3.033）治疗组（10.43±3.954）。 

手部功能评分：治疗前 Fugl-Meyer 评分：对照组（2.57±1.073）治疗组（2.43±1.165），治疗后

Fugl-Meyer 评分：对照组（5.97±1.542）治疗组（7.13±1.995）。 

治疗前两组 VAS 评分、排水量差值及 Fugl-Meyer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评分均有改

善，治疗组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1.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运用淋巴回流技术联合星状神经节阻滞可有效消除水肿，减轻疼

痛，改善手功能，效果优于常规康复治疗方法 。 

2.淋巴回流技术可有效减轻水肿，每次治疗前后排水量均有明显差异，但效果持续时间短，水肿容

易反复。星状神经节阻滞可明显减轻疼痛，并可维持淋巴回流技术消肿效果。 

 
 

PU-192 

针刺治疗腓总神经损伤验案 1 则 

 
赵奉茹,范涛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腓总神经损伤引起腓骨肌及胫骨前肌群的瘫痪和萎缩，患者不能伸足、提足、扬趾及伸足外

翻，呈马蹄内翻足，步行时表现为跨阈步态。感觉障碍主要分布于小腿前外侧和足背。因位置表

浅，腓总神经易受撞击、挤夹、压迫、冷冻等外界因素的损害。近年来因运动不当、外伤等因素，

患病人数呈上升趋势，笔者利用针灸治疗外伤后腓总神经损伤 1 例，取得满意疗效，现介绍如下。

旨在探讨针刺对腓总神经损伤的治疗作用，验证针刺取穴足阳明胃经腧穴的治疗效果，以期为下一

步研究腓总神经损伤提供实践基础。 

方法 治法：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采用针刺方法治疗。取穴：左侧髀关、伏兔、梁丘、足三里、

阳陵泉、条口、解溪。针法:患者取仰卧位，常规消毒后，采用华佗牌―0.3mm×40mm‖规格的针灸

针进行针刺。左手定穴重按，宣散气血，右手快速进针，减轻针刺疼痛。诸穴行平补平泻手法，留

针 30 分钟，每隔 10 分钟行针一次。6 次为一疗程，连续治疗 4 个疗程。 

结果 针刺 3 次后，患者脚面出现感觉，针刺 7 次后，踝部可做背伸动作，继而继续治疗，6 次为

一疗程，连续治疗 4 个疗程后，患者运动、感觉功能恢复正常，肌力可达到Ⅴ级。 

结论 腓总神经损伤属于中医―痿证‖范畴，是以肢体筋脉弛缓，软弱无力，不得随意运动，日久而致

肌肉萎缩或肢体瘫痪为特征的疾病。古籍中对本病的发病原因早有论述，如《临证指南医案》曰：

―阳明为宗筋之长，阳明虚则宗筋纵，宗筋纵则不能束筋骨以流利关节，故不能步履，痿弱筋缩之

症作矣‖。本病例中患者外伤后，阳明经经络阻滞，失去正常束骨利关节功能而致痿证。治疗宜疏

通经络，调和气血。 通过本病历说明针刺对于腓总神经损伤所致的运动功能减退、感觉功能障碍

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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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 

重型颅脑损伤继发肺损伤病人综合康复治疗的临床疗效 

 
魏彦龙,刘忠良,康治臣,张海娜,王欢,曲福玲,郭丽新,段晓琴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通过观察综合康复治疗对重型颅脑损伤继发肺损伤病人的临床疗效，分析其对疾病转归的影

响。 

方法 重型颅脑损伤继发肺损伤病人 31 例，分为观察组 20 例和对照组 11 例，在常规专科治疗基

础上，观察组病人接受床旁综合康复疗法包括肺康复、促醒治疗，对照组病人未系统行上述综合康

复治疗。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病人第 7 天、14 天 24 小时排痰量较治疗前及第 7、14 天对照组排痰量明显少

（P<0.05）；治疗后观察组病人第 5、7、14 天 APACHEII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P<0.05），对照组

病人第 14 天 APACHEII 评分较治疗前低（P<0.05），且观察组病人第 7、14 天 APACHEII 评分较

对照组第 7、14 天 APACHEII 评分低（P<0.01）。观察组机械通气时间、ICU 住院时间、抗生素

使用时间较对照组短（P<0.05），而总住院时间两组无明显差异。肺康复（X1）、促醒治疗

（X2）均为重型颅脑损伤继发肺损伤病人转归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结论 综合康复疗法对改善重型颅脑损伤继发肺损伤病人预后、缩短机械通气时间、ICU 住院时

间、抗生素使用时间具有重要意义，其绿色、安全、有效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PU-194 

参芪强力胶囊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进行性腓肌萎缩症 60 例 

 
周顺林,李红霞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参芪强力胶囊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进行性腓肌萎缩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选择 2010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本院住院进行性腓肌萎缩症患者 90 例， 随机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50 例，对照组 40 例，两组患者均常规肢体康复训练，具体方法：运动疗法、

独立生活能力训练、作业疗法，2 次/d，每次 45min。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应用参芪强力胶囊，每次

6 粒，每日 3 次；对照组服用维生素 B1，每次 20mg，每日 3 次，辅酶 Q10，每次 20mg，每日 3

次，维生素 E 每次 200mg ，每日 3 次，均 3 个月 1 疗程。以自拟中医症候疗效评定标准、西医疗

效判定标准及改良 Barthel 指数作为客观评定标准，通过两组治疗前后的疗效观察及血常规、肝肾

功能、血脂、血糖检查，评价参芪强力胶囊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进行性腓肌萎缩症临床安全性和有效

性。 

结果 临床疗效统计：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70.83%，对照组为 38.33%，两组间有明显差异。中医证

候改善情况：治疗组总有效率 83.3%，对照组总有效率 23.3%，提示在改善中医症候方面中药有明

显的优势。2 组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比较：治疗组治疗前 47.8±27.2，治疗后 79.3±40.1；对照组

治疗前 46.7±15.0，治疗后 54.5±24.2，两组患者治疗前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

组间评分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未发现治疗组有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的

异常变化，发现对照组有 1 例血脂轻度增高。 

结论 参芪强力胶囊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进行性腓肌萎缩症疗效显著且临床应用安全，可以明显改善

患者临床症状、中医症候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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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5 

早期康复干预治疗对格林巴林综合征患者近期疗效评价 

 
张沙,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评价早期康复干预对格林巴利综合征（GBS）患者肌力恢复、日常生活能力提高的临床疗

效。 

方法 36 例 GBS 患者分为康复组 16 例和对照组 20 例，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激素冲击治疗、血

浆置换、营养神经药物治疗，康复组同时按肢体受累程度及日常生活能力受限情况制定综合的康复

治疗方案，包括运动疗法、日常生活能力训练、针刺、理疗等。治疗后采用徒手肌力试验的 Lovett

的 6 级分级法及 FIM 评分量表评价 2 组的疗效。 

结果 治疗 28 天后，2 组患者肌力及 FIM 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P＜0.01），但康复组明显高于对

照组患者的肌力及日常生活能力的评分。 

结论 早期康复干预对格林巴林综合征患者肢体恢复及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PU-196 

化痰通遂汤联合康复训练治疗痰浊壅塞、瘀阻经络型 脑卒中偏

瘫的临床研究 

 
刘春茹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化痰通遂汤对痰浊壅塞、瘀阻经络型脑卒中偏瘫患者的临床疗效，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

制。 

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偏瘫患者（痰浊壅塞、瘀阻经络型）12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

治疗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基础治疗（抗血小板聚集、降血压、降血糖等基础治疗）与康

复训练；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口服化痰通遂汤，1 剂/天，早晚各一次。两组疗程均为 45

天，治疗前后分别采用临床症状进行评分，并采用简化 Brunnstrom 量表、Fugl-Meyer 量表、FIM

量表以及 Berg 量表等，对患者的上下肢功能、运动功能、平衡能力及日常生活能力等进行评估。

同时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包括全血黏度、纤维蛋白原及血浆粘度）及血清总

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IL-6、IL-1β、TNF-α 含量。 

结果 1.临床疗效及症状评分：对照组有效率为 78.94%，治疗组有效率为 93.22%（P<0.05）。 

2.上下肢功能评分、运动功能评分、平衡能力评分及生活能力评分：两组患者均显著高于治疗前

（P<0.05）；且治疗后两组患者各项评分均具有显著差异（P<0.05）。 

3.全血黏度、血浆黏度及纤维蛋白原含量：对照组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组较

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0.05）。 

4.血清 TC 及 TG ：两组患者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降低更为显著

（P<0.05），优于对照组。 

5.IL-6、IL-1β 及 TNF-α：对照组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组显著低于治疗前

（P<0.05）。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化痰通遂汤联合康复训练，能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上下肢功能、运动功能、平衡功

能、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患者的生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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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 

TDP 治疗器治疗儿童腰椎穿刺后腰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左月仙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探讨 TDP 治疗仪治疗儿童腰椎穿刺术后腰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12 月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二科住院的 1116 例行腰椎穿刺术后出现腰痛

的患儿 108 例。随机将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48 例，采取措施：去枕平卧 4 小时，健

康宣教平卧期间注意事项，同时给予暗示及转移注意力等心理护理，腰痛剧烈患儿遵医嘱给予止痛

药物口服；观察组 60 例，在常规措施的基础上应用 TDP 治疗器进行干预 

结果 对照组患儿腰痛持续时间最短 2 天，最长 5 天；观察组患儿 TDP 照射后，腰痛持续时间最短

1 天，最长 3 天（P<0.05）。 

结论 应用 TDP 治疗器照射治疗儿童腰椎穿刺后腰痛疗效显著，能尽快缓解患儿腰痛症状，及早减

轻患儿痛苦和家长焦虑，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PU-198 

小儿推拿疗法在新生儿疾病康复中的应用及其独特优势 

 
李春成,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小儿推拿疗法在新生儿疾病康复中的疗效，探讨其独特优势。 

方法 选取新生儿黄疸，新生儿腹泻，新生儿呕吐，新生儿夜啼，新生儿肠痉挛这五种新生儿疾

病，每种疾病选取多例患儿，辩证分型后进行小儿推拿治疗，观察其疗效。 

结果 小儿推拿疗法对新生儿黄疸，新生儿腹泻，新生儿呕吐，新生儿夜啼，新生儿肠痉挛疗效显

著，优于其他疗法。 

结论 小儿推拿疗法对部分新生儿疾病疗效显著，优势独特。 

操作简便、安全。 

无痛苦，依从性好。 

既填补了目前对部分新生儿疾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的缺陷，也解决了新生儿阶段对口服药物吸

收能力较差，而不能正常发挥治疗作用的特殊问题。 

避免了新生儿口服药物及注射药物的不良反应与痛苦。 

小儿推拿疗法与其他疗法联合应用可以加强协同作用。 

如运用小儿推拿疗法治疗新生儿黄疸，一是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新生儿黄疸值的水平，新生儿黄疸

的住院率也有显著下降，既减少了母婴分离引起的母乳喂养困难，又能较大地降低新生儿黄疸的治

疗成本，控制了医药费用的增长；二是通过推拿干预，能较好得纠正或缓解服用茵栀黄等退黄药产

生的腹泻等副作用。 

有望成立新的学科——新生儿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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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 

体外冲击波联合超短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疗效观察 

 
魏新春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61 

 

目的 探讨体外冲击波联合超短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58 例肱骨外上髁炎患者随机分为联合组与对照组各 29 例。联合组采用体外冲击波结合超

短波治疗，对照组仅用超短波治疗。观察并记录治疗前、后的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并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治疗后 3 周后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 (P < 0.01)，但联合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 

(P <0.01)。联合组总有效率为 96.6%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6.2% ，联合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体外冲击波联合超短波治疗肱骨外上髁炎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疗效优于单纯超短波治

疗。 

 
 

PU-200 

早期体外膈肌起搏结合针刺对有机磷农药中毒呼吸功能的影响 

 
邢孝民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观察早期体外膈肌起搏结合针刺对有机磷农药中毒呼吸功能的影响，探讨其机理。 

方法 选择急性胆碱能危象消失后的 AOPP 患者，在基础治疗的基础上，预防性使用体外膈肌起搏

（EDP）、 针刺、EDP 结合针刺方法，分别观察、 统计 RMP 的发生率、病死率；对已发生 RMP

的患者，治疗性使用 EDP、针刺、EDP 结合针刺方法，分别观察，统计病程、机械通气时间、气

管切开率、并发症发生率、复能剂应用剂量，检测乙酰胆碱酷酶（AChE）活性、肌电图变化，并

与单纯基础治疗患者相比较，探讨其治疗机理。其中：体外膈肌起搏（EDP）治疗：采用广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电子产品开发公司生产的 EDP—11 型体外隔肌起搏器，治疗电极（阴极）分别置于颈

部两侧胸锁乳突肌外缘中、下 1/3 交界处，参考电极（阳极）分别置于两侧胸大肌上部皮肤处,将导

电糊均匀涂于四个电极，并用胶布固定。参数：频率为 40Hz，脉冲宽度 0.2ms，脉冲幅度

0~100V，30min/次，1 次/天，5~7 天一疗程。 针刺治疗：取百会、人中、内关、合谷、太冲、足

三里、丰隆， 针刺手法为平补平泻，留针 30 分钟，每隔 10 分钟行针 1 次.每日针 1 次，5~7 天一

疗程。基础治疗：包括联合应用解毒剂和复能剂、对症治疗。 

结果 RMP 发生前，预防性使用体外膈肌起搏（EDP）、针刺、EDP 结合针刺方法，可以降低

RMP 的发生率、 病死率，尤以 EDP 结合针刺为著；RMP 发生时，治疗性使用 EDP、针刺、EDP

结合针刺方法，可以缩短病程，减少机械通气时间，降低气管切开率，并发症发生率及复能剂应用

剂量，提高乙酰胆碱酯酶（AChE）活性，肌电图改善，同样尤以 EDP 结合针刺为著。 

结论 在急性胆碱能危象消失后，呼吸肌麻搏（RMP）发生前及早介入 EDP 结合针刺治疗方法，

可预防 RMP 发生，缩短病程，减少机械通气时间，降低气管切开率、并发症发生率及复能剂应用

剂量，提高乙酰胆碱酯酶（AChE）活性，降低病死率，提高救治水平。同时可节约大量医疗资

源，为病人节省大量医疗支出，减轻病人负担，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该方法强调中西医结合，作

为一种非药物、无创、便捷有效、无毒副作用的辅助治疗方法，操作简单，便于基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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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 

小儿脑瘫流涎家庭康复指导对脑瘫流涎患儿康复疗效观察 

 
何晓霞 

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 050031 

 

目的 研究脑瘫流涎患儿家庭康复指导对小儿脑瘫流涎康复疗效的观察 

方法 将入选的 60 例脑瘫流涎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予以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辅以家长培

训、家庭康复指导；对照组仅给予常规传统的康复治疗。经 6 个月后，对两组患儿进行疗效对比，

并予以统计学分析。 

结果 观察组脑瘫流涎患儿康复治疗效果优于仅给予传统康复治疗的对照组患儿。 

结论 及时对脑瘫流涎患儿家长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并进行相关家庭康复指导，康复治疗效果显著。 

 
 

PU-202 

肌内效贴技术联合康复训练对治疗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薛白洁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肩关节半脱位的疗效。 

方法 将 30 例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15 例和治疗组 15 例,选取两组患者均给予

常规的康复治疗,包括良肢位摆放、保持肩关节被动活动度、肩胛肌群力量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

辅以肌内效贴布贴扎，每三天更换一次肌效贴布。观察两组临床疗效,采用简化的 Fugl-Meyer 量表

(FMA)评价上肢功能以及 VAS 疼痛量表评估患者患侧肩关节疼痛程度。 

结果 治疗组治疗 1 周、2 周 FMA 评分为升高,且均高于对照组的(均 P＜0.05)；同时治疗组治疗 1

周、2 周 VAS 评分降低，且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5)。 

结论 康复训练联合肌内效贴技术能促进肩部肌肉收缩,支持肩关节,更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患侧上肢功

能。 

 
 

PU-203 

rTMS 治疗脑卒中患者重度失眠 

 
宋清 

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失眠是指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的睡眠，其临床表现为难于入眠，甚至彻夜不眠；或睡后易醒，

醒后难于入睡；或似睡非睡，醒后仍感困乏等特征。脑卒中患者由于疾病、环境、心理、社会等多

种因素的作用，常出现失眠症状，它既影响患者精神和体力的恢复，也影响疾病的康复，严重者可

导致病情加重延长住院时间。目前临床对于失眠患者主要采用安眠药对症治疗，虽作用确切，但容

易出现不良反应和依赖性，且停药后易反弹。为了探索治疗脑卒中患者重度失眠的非药物治疗的方

法，我们对 10 例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采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方法 10 例患者均为脑卒中患者，其中脑梗塞 6 例、脑出血 4 例，男 5 例、女 5 例，均为重度失眠

患者，表现为入睡困难、睡后易醒、醒后难于入眠、夜间睡眠＜2 小时。采用武汉依瑞德公司生产

的磁场治疗仪进行治疗，刺激部位左/右额叶背外侧区，刺激频率为 1 赫兹，刺激时间 30 秒，刺激

个数 30 个，间歇时间 3 秒，重复次数 34 次，总刺激个数 1020，治疗时间 19 分钟。连续治疗三

周，每周治疗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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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第一周，患者难于入眠、睡后易醒、醒后难于入睡的失眠症状有所改善，治疗三周后,8

例患者由重度失眠改善为轻度失眠，上述症状明显改善，白天精神饱满，能够集中精力主动配合康

复训练；2 例患者由重度失眠改善为中度失眠，睡眠质量有改善，但白天仍有疲乏感。 

  

结论 经颅磁刺激是一种非侵入性在人颅特定部位给予磁刺激的一种新技术。有研究表明重复经颅

磁刺激能影响刺激局部和功能相关的远隔皮层功能，实现皮层功能区域性重建，且对脑内神经递质

及其传递、不同脑内多种受体包括 5－羟色胺等受体及调节神经元兴奋性的基因表达有明显影响，

因此，重复经颅磁刺激能有效地治疗脑卒中患者重度失眠。 

 
 

PU-204 

rTMS 治疗脑卒中患者重度失眠 

 
宋清 

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失眠是指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的睡眠，其临床表现为难于入眠，甚至彻夜不眠；或睡后易醒，

醒后难于入睡；或似睡非睡，醒后仍感困乏等特征。脑卒中患者由于疾病、环境、心理、社会等多

种因素的作用，常出现失眠症状，它既影响患者精神和体力的恢复，也影响疾病的康复，严重者可

导致病情加重延长住院时间。目前临床对于失眠患者主要采用安眠药对症治疗，虽作用确切，但容

易出现不良反应和依赖性，且停药后易反弹。为了探索治疗脑卒中患者重度失眠的非药物治疗的方

法，我们对 10 例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采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方法 10 例患者均为脑卒中患者，其中脑梗塞 6 例、脑出血 4 例，男 5 例、女 5 例，均为重度失眠

患者，表现为入睡困难、睡后易醒、醒后难于入眠、夜间睡眠＜2 小时。采用武汉依瑞德公司生产

的磁场治疗仪进行治疗，刺激部位左/右额叶背外侧区，刺激频率为 1 赫兹，刺激时间 30 秒，刺激

个数 30 个，间歇时间 3 秒，重复次数 34 次，总刺激个数 1020，治疗时间 19 分钟。连续治疗三

周，每周治疗五次。 

结果 治疗第一周，患者难于入眠、睡后易醒、醒后难于入睡的失眠症状有所改善，治疗三周后,8

例患者由重度失眠改善为轻度失眠，上述症状明显改善，白天精神饱满，能够集中精力主动配合康

复训练；2 例患者由重度失眠改善为中度失眠，睡眠质量有改善，但白天仍有疲乏感。 

结论 经颅磁刺激是一种非侵入性在人颅特定部位给予磁刺激的一种新技术。有研究表明重复经颅

磁刺激能影响刺激局部和功能相关的远隔皮层功能，实现皮层功能区域性重建，且对脑内神经递质

及其传递、不同脑内多种受体包括 5－羟色胺等受体及调节神经元兴奋性的基因表达有明显影响，

因此，重复经颅磁刺激能有效地治疗脑卒中患者重度失眠。 

 
 

PU-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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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姚芬芬,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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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在我院就诊本体感觉紊乱型颈性眩晕症患者中选择 79 例，随机

分为治疗组 42 例，对照组 37 例，治疗组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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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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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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206 

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足部生物力学异常及其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的关系 

 
苑爱云,侯梅,刘秋燕,宫兆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足部生物力学的特点及其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 GMFCS)和年龄的关系。 

方法 对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5 月在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康复中心门诊及住院治疗的痉挛型双

瘫脑瘫患儿进行足部生物力学评估及粗大运动功能评估，分析不同年龄及不同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

脑瘫患儿的足部生物力学问题。应用 SPSS8.0 统计软件，不同年龄、不同 GMFCS 分级多组间的

跟骨外偏、前足外翻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年龄、不同 GMFCS 分级两组间的跟骨外偏、

前足外翻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不同 GMFCS 分级各组间严重程度比较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

分析。 

结果 65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均存在足部生物力学异常，不同 GMFCS 分级水平间跟骨外偏角度存在

统计学差异，GMFCS Ⅲ-Ⅴ者显著高于Ⅰ-Ⅱ者（F=2.872，P=0.031）。进一步通过年龄分层发

现，2 岁及以上患者不同 GMFCS 分级跟骨外偏存在显著性差异（t=-3.121，P=0.003），而小于 2

岁患者中无上述差异。不同 GMFCS 分级跟骨外偏程度不同，其中 GMFCS 分级Ⅰ-Ⅱ者以轻度异

常为主，GMFCS 分级Ⅲ-Ⅴ级以中、重度异常为主(r
2
=0.333, P=0.007）)。不同 GMFCS 分级及不

同年龄分层前足外翻度数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痉挛型脑瘫患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足部生物力学异常；不同年龄、不同 GMFCS 分级的痉挛

型脑瘫患儿足部生物力学异常不同；GMFCS 水平越高，跟骨外偏程度越重，尤其 2 岁及以上患儿

更为明显。 

 
 

PU-207 

AIMS 量表评价丰富环境干预对轻中度发育障碍婴儿粗大运动功

能的影响 

 
苑爱云,侯梅,刘秋燕,李媛,纪晨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丰富环境对轻中度发育障碍婴幼儿早期干预效果，并应用 Alberta 婴儿运动发育量表

（AIMS）对患儿进行粗大运动发育评估。 

方法 采用随机单盲对照试验，选取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5 月在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神经康复

科就诊的 0-12 月龄轻中度发育障碍患儿，符合入组标准的共 5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丰

富环境组和对照组，每组进一步按月龄分为≤6 月龄组和＞6 月龄组。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康复治

疗，每日 1 次，每次 30min，每周 5 次。丰富环境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丰富环境干预，

每次 45min，每周 5 天。采用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对治疗前及治疗后 8 周进行疗效评定和对比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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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组间及亚组内在性别、年龄方面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前对照组、丰富环境组及各亚组 AIMS

各能区得分及 AIMS 总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 8 周后，

丰富环境组 AIMS 仰卧位、俯卧位、坐位能区得分及 AIMS 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与丰富

环境组＞6 月龄组比较，丰富环境组≤6 月组 AIMS 总分增加值高于＞6 月龄组；对照组不同月龄组

间比较，AIMS 总分增加值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与常规治疗相比，丰富环境干预能更好地提高轻中度发育障碍儿童粗大运动功能，且较小年

龄组患儿进步较快。 

 
 

PU-208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致脑性瘫痪的临床分析 

 
孙殿荣,候梅,于荣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研究围产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致脑瘫患儿的临床分型及其影像学特点、运动功能。 

方法 对 2007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康复中心住院治疗的脑瘫儿进行基础资料登记及高危因

素的调查，明确其主要病因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对患儿进行临床分型、获取头颅 MRI 资

料及评估运动功能。分析不同胎龄及不同类型脑瘫儿的影像学特征及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分布。 

结果 纳入研究并完成影像学检查的患儿共 111 例，早产儿 59 例，足月儿 52 例，其中痉挛型双瘫

30 例、四肢瘫 16 例、偏瘫 4 例、不随意运动型 27 例、混合型 34 例。各种 MRI 损伤均可见于早

产儿及足月儿，但具体分布不同。侧脑室周白质损伤多发生于早产儿，主要为痉挛型双瘫；基底节

核团区损伤伴或不伴白质及皮层损伤多见于足月儿，主要为不随意运动型，其次为混合型；皮层及

分水岭区白质损伤早产及足月儿所占比例均等，多为痉挛型四肢瘫。早产和足月组脑瘫患儿粗大运

功功能分级无明显差异，且多在 3 级以上。 

结论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可导致除共济失调型外的其他类型脑瘫，运动障碍轻的痉挛型双瘫及偏瘫

所占的比例偏低。早产儿和足月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不同模式导致发生脑瘫的临床类型及影像学

特征的分布不同，但粗大运功功能分布无明显差异，且运动障碍重。 

 
 

PU-209 

红外线治疗在跟骨骨折患者围手术期应用的疗效观察 

 
熊斌,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红外线治疗在跟骨骨折患者围手术期应用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骨科住院的跟骨骨折的患者 40 例，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对照组采用围手术期常规康复治疗，包括：①药物治

疗：入院予以甘露醇等常规药物治疗；患肢踝关节局部予以酒精纱布湿敷；②康复治疗：指导卧位

下患肢垫高，略高于心脏水平；入院第一天即开始冰敷，10min/次，2 次/d；指导卧位下患肢主动

直腿抬高、屈髋屈膝及五趾屈伸功能训练，20 次/组，3 组/d；术后第 3 天开始指导主动踝泵练

习，20 次/组，3 组/d；术后 2 周左右拆线。观察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红外线治疗，红外治疗仪额

定功率 650 瓦特，患肢足踝裸露，距离红外线治疗仪发射面 50cm，上下午各一次，每次 15min，

直至出院。对两组患者跟骨周围皮肤褶皱试验阳性所需的时间、术后切口恢复情况、肿胀、疼痛、

关节活动度进行评估。 

结果 两组患者在术前、术后早期（术后 3 天内）改善踝部肿胀方面有明显差异（P＜0.05）；在缓

解术前、术后疼痛方面有明显差异（P＜0.05）；在促进切口愈合方面存在差异（P＜0.05）;在改

善术后早期踝关节活动度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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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红外线治疗有利于跟骨骨折患者术前、术后早期肿胀的消散，能促进术后切口愈合，可缓解

围手术期的疼痛，在改善术后早期踝关节关节活动度方面效果不明显。 

 
 

PU-210 

冲击波联合手法治疗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的疗效观察 

 
李凯,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00 

 

目的 观察冲击波联合手法治疗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的疼痛及功能的疗效。 

方法 将我科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门诊收治的 35 例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患者随即分为对

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手法治疗，每周 5 次（周一至周五），共治疗 2 周。治疗组在

手法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冲击波治疗，每周 2 次（周一、周四），治疗 2 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

治疗一周、两周的 VAS 疼痛评分、腕关节功能评分（Cooney 评分），并评价 4 周后两组的疗效。 

结果 一、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疼痛 VAS 评分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治疗 1 周后和 2 周

后 VA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治疗一周后 VAS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无显著差

异（p＞0.05），2 周后 VAS 评分较前有显著改善（p＜0.05）。治疗 1 周及 2 周后两组 VAS 评分

均有显著差异（p＜0.05）。  

1. 两组患者腕关节功能评分（Cooney 评分）比较治疗前两组患者 Cooney 评分间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治疗 1 周后和 2 周后 Cooney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p＜0.05），对照组治疗一周后 Cooney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2 周

后 Cooney 评分较前有显著改善（p＜0.05）。治疗 1 周及 2 周后两组 Cooney 评分均有显

著差异（p＜0.05）。  

2.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治疗后 4 周，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冲击波联合手法治疗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可明显减轻疼痛，改善腕关节功能，且与传统手

法治疗相比有利于缩短病程，提高疗效。 

 
 

PU-211 

肌肉起止点推拿配合悬吊运动训练治疗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的临

床研究 

 
聂怀利

1
,袁淑华

2
,郑遵成

2
 

1.山东省泰山疗养院 

2.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肌肉起止点推拿配合悬吊运动训练治疗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45 例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23 例给予肌肉起止点推拿配合悬吊运

动训练治疗;对照组 22 例给予悬吊运动训练治疗。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的变化,并进行疗效比较。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 100%,对照组总有效率 90.9%,两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VAS 评分的差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肉起止点推拿配合悬吊运动训练和单纯悬吊运动训练对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的治疗都有较

好的效果，但肌肉起止点推拿配合悬吊运动训练疗效优于单纯悬吊运动训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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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 

脑卒中恢复期患者偏瘫上肢康复治疗后 肌电 F 波变化及其临床

意义 

 
吴建贤

1
,张松东

2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脑卒中恢复早期患者偏瘫侧上肢康复治疗后运动功能改变情况及观察偏

瘫上肢康复治疗过程中 F 波参数变化规律，探讨运动功能恢复与肌电 F 波之间的联系，指导临床运

动功能障碍评估。 

方法 选择安医大二附属康复医学科住院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30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为期 4 周的常规

康复治疗；分别于开始康复治疗前及治疗 4 周以后，采用 Keypoint 型肌电图仪在我院肌电图室行

双上肢正中神经 F 波检测，同时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评估患侧上肢肘屈肌群的痉挛程

度，采用 Fugl-Meyer 量表(FMA)上肢部分评估偏瘫侧上肢运动功能，另外选取 15 名年龄、性别匹

配的健康人进行 F 波参数检测。观察康复治疗效果，并将最终收集数据汇总，采用 SPSS16.0 统计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治疗前，患侧正中神经 F 波较健测及正常者明显低平，健侧也较正常者低平；患侧上肢的 F

波波幅、出现率均低于健侧肢体和正常组，阈值高于健侧及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患侧肢体正中神经 F 波波幅明显升高，治疗后患侧肢体 F 波波幅、出现率均较治疗前明显上

升，阈值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偏瘫上肢治疗后 MAS 评分有所上升，较治疗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Z=4.001，P<0.05）。治疗后患者 FMA 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10.136,P<0.01）。将不同时期 F 波的各参数与 MAS 进行相关分析，显示治疗前 F 波波

幅、阈值、及 F/M 比值与 MAS 存在相关性(r=0.543、-0.688、0.459，P<0.05)，治疗后同样存在

着相关性（r=0.473、-0.499、0.503，P<0.05）；F 波出现率仅在治疗后与 MAS 评分呈正相关性

(r=0.412,P<0.05)。而治疗前仅有 F 波阈值与上肢 FMA 积分呈负相关性（r=0.411,P<0.05）,F 波

其他各参数与上肢 FMA 积分无明显相关。改良 Ashworth 评分和 F 波波幅、出现率、阈值有相关

性（P<0.05）。 

结论  脑卒中恢复早期康复治疗后患侧肢体 F 波波幅、出现率均较治疗前明显，阈值下降，提示患

者偏瘫侧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兴奋性增高。改良 Ashworth 评分和 F 波参数存在相关性，两者可结合

用于脑卒中后上肢运动功能障碍中痉挛的评估。 

 
 

PU-213 

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实践与探索 

 
聂怀利

1
,袁淑华

2
 

1.山东省泰山疗养院 

2.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腰椎间盘突出症综合治疗的临床应用价值及原理。 

方法 采用牵引、推拿、中药热敷、腰背肌运动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80 例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治愈 58 例，显效 86 例，有效 32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7.8%。 

结论 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满意，未发现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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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 

睡眠质量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康复的影响 

 
李蕊,田晓滨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睡眠质量对全髋关节置换术(total hip arthroplasty，HTA)后患者早期康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接受初次单侧全髋关节置换术后的患者 98 例，按简单随机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9 例。所有患者均在术后第 1 天接受系统关节置换康复治疗，并于手术当天予药物进行干预。治

疗组患者口服右佐匹克隆（3mg，1 次/qn）改善夜间睡眠质量，对照组患者接受安慰剂治疗，连续

14 天。分别比较两组患者在术后第 1、3、5、7、11、14 天（晨起时、休息时、运动时和夜间）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术侧髋关节活动度（ROM）评定及术后疼痛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 

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术后第 1、3、5、7、11、14 天的 VAS 疼痛评分（晨起时、休息时、运动时和

夜间）均较对照组低（P＜0.05）；术侧髋关节屈伸、外展的 ROM 较对照组明显增加（P＜
0.01），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昂丹司琼使用量更少，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对照组低

（P＜0.05）。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切口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 deep vein thrombosis，DVT) 等

HTA 相关严重并发症。 

结论 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有利于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早期康复的同时不增加 HTA 术后严重并发症

的发生率，患者满意度高。 

 
 

PU-215 

创伤暴露者早期叙事治疗干预的相关研究 

 
庞雨婷,隋莲和,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8 

 

目的 研究叙事治疗对车祸创伤暴露者进行早期干预的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的 40 例车祸经历者，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

对干预组实施早期叙事治疗的干预手段，并记录两组记忆水平、应激症状及情绪的变化。 

结果 干预组与对照组在记忆、应激症状、抑郁及焦虑情绪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叙述治疗对创伤暴露者进行干预可延缓其记忆水平的下降，降低其抑郁、焦虑及应激症

状。 

 
 

PU-216 

一般交通事故经历者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隋莲和,庞雨婷,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8 

 

目的 调查某市一般交通事故经历者创伤后急性应激障碍（ASD）的发病率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通过使用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平民版（PCL-C）、一般情况调查表及汉密尔顿焦虑、抑郁等

量表对交通事故经历者进行评估，共 145 名经历者完成调查，并依据 DSM-V 中 ASD 的诊断标准

筛查可能的 ASD 患者。 

结果 145 名交通事故经历者中 ASD 的发生率为 13.79%；女性 ASD 发生率（23.81%）高于男性

（9.71%），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有记忆减少的经历者 ASD 发生率（56.25%）高于记忆正常

（8.52%），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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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市区一般交通事故 ASD 发生率高，应该前期进行心理干预防患 ASD 的发生；女性、记忆内

容减少可能为 ASD 的发生高危因素。 

 
 

PU-217 

口部肌肉定位训练结合面神经功能训练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瘫的疗

效观察 

 
姜韫赟,王晓晴,宁文文,尚存霞,贾旭珊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本研究以小儿周围性面瘫（BELL 麻痹）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探讨口部肌肉定位

训练结合面神经功能训练治疗小儿面神经麻痹的疗效。 

方法 共选取 2014 年 1 月年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科治疗的周围性面神经麻

痹患者 30 例，其病程均在 1-4 周以内，男 12 例，女 18 例；年 龄 8 个月—13 岁，中位年龄为

4.66 岁；均为单侧发病。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16 例）和对照组（14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

龄、轻重程度、病程方面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组

采用口部肌肉定位训练、面神经功能训练，对照组采用面神经功能训练。口部肌肉定位训练方法

为：医者将拇指(戴无菌手套）伸入口腔置牙龈外侧，余四指口腔外与拇指对应部位着力，五指同

时配合揉捏、按推。每日 1 次，每次 5-10 min，在治疗过程中使患者保持身体稳定；口部肌肉训

练，将不同硬度的咬牙胶棒放在下排大臼齿上进行咬合训练；唇部的口部肌肉训练，压舌板唇部按

压练习、吸管层次练习、纽扣拉力练习、脆骨下唇缩拉练习。面神经功能训练方法：患者面向镜

子，先进行手法按摩，按摩手法以摩擦为主，改善面部血液循环，增强神经肌肉兴奋性，每次按摩

10 分钟；然后进行肌肉功能训练，肌肉功能训练主要有：①皱额（额肌），②皱眉（皱眉肌），

③睁合眼（眼轮匝肌），④蹙鼻（鼻肌），⑤撅嘴咧嘴（口轮匝肌）等逐个肌肉的功能训练。如患

者不能主动进行上述运动，则可用手指辅助其进行训练。治疗 1 次/d，10 天为 1 疗程，中间休息 2

天后，再继续下一疗程。治疗 3 个疗程后采用 House·Brackmann 分级量表进行评价，并对两组 34

天内治愈患者治疗疗程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治疗痊愈显效率对比（P>0.05）差异无显著性；两组治疗痊愈率对比(P<0.05)差异有显

著性。痊愈治疗时间：治疗组（22.14±5.036），对照组（26.82±3.816），两组对比（P<0.05）

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口部肌肉定位训练结合面神经功能训练对小儿周围性面瘫的治疗对比单纯面神经功能训练能

提高痊愈率，缩短病程。 

 
 

PU-218 

超短波联合牵引治疗对小儿寰枢椎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阚秀丽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观察超短波联合牵引治疗对小儿寰枢椎半脱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60 例寰枢椎半脱位患儿随机分组，试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颈部超短波治疗和牵引治

疗，对照组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颈椎牵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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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试验组治愈 21 例，显效 6 例，有效 2 例，无效 1 例，对照组治愈 14 例，显效 8 例，有效 3

例，无效 3 例，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超短波联合牵引治疗小儿寰枢椎半脱位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PU-219 

针康优化技术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及提高日常生活能力的

临床研究 

 
姜慧强,范振林,李冰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针康优化技术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的原则，将 10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常

规平衡训练提高平衡功能，治疗组采用针康优化技术进行平衡功能训练，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

和 Barthel 指数(BI)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 4 周后，治疗组 BBS 评分、ADL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针康优化技术能更有效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平衡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及进一步研究。 

 
 

PU-220 

针刺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不同时效的临床观察 

 
任彦景,魏文志,李香社,贾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目的 以现代时间医学和中医时间医学的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临床研究，观察针刺的时间因素

（针刺时间、留针时间、针刺间隔时间）对缺血性脑卒中后功能的疗效影响，评价子午流注纳甲法

针刺治疗对患者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机理，为今后针刺治疗中风病规范量化提供理论参考，以进

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方法 根据针刺治疗过程中不同针刺时间（上午、下午）、留针时间（30 分钟、60 分钟）、间隔时

间（每日一次、隔日一次）对针刺疗效的影响，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120 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采用正

交设计，三因素单水平随机分为 8 组，每组 15 例，8 组均接受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各组取穴

及针刺手法相同，上午针刺于 9-10 时进行,下午针刺于 15-16 时进行。针刺取穴：肩髃、曲池、手

三里、外关、合谷、风市、梁丘、足三里、三阴交、太冲。言语不清加廉泉、金津、玉液。治疗前

后分别采用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指数评分为指标，

对每组患者进行康复评定。10 次为一个疗程， 2 个疗程后，进行单因素组间分析，统计疗效。 

结果 针刺治疗 2 个疗程后每组患者功能障碍较前均有明显恢复，P<0.05，下午针刺治疗缺血性脑

卒中的疗效优于上午针刺，而留针 30 分钟与 60 分钟、每日针刺与隔日针刺方面则无明显差差异

P>0.05。 

结论 针刺治疗急性脑梗死能有效的减轻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改善运动功能障

碍，提高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提高生活质量，不同针刺时间与针刺疗效有一定规律。

以传统中医理论为依据，缺血性脑卒中多为年老患者，该人群多肝肾阴虚,阴虚构成了中风发病的

根本原因。下午和夜间为阴气逐渐滋生旺盛之时,若在此时运用滋阴抑阳法治疗阴虚或阳亢病证则

得自然和人体阴气相助，可以发挥较好的滋养阴气和抑制阳气的作用。针刺治疗留针 30 分钟即可

起到治疗作用，且该治疗作用的持续时间超过 24 小时，留针时间延长不能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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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1 

体外放射冲击波联合直流电四槽浴治疗顽固性足底筋膜炎疗效的

观察 

 
刘晓广,杨学民, 宋作新,龚雷,孙盛杰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体外放射冲击波联合直流电四槽浴治疗顽固性足底筋膜炎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9 月—2016.9 月在我院骨、关节与脊髓损伤康复科接受治疗的顽固性足底筋膜炎

（病程＞1 年，反复发作，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 评分≥5 分）患者 30 例按随机数字表发分为 2 组，

均给予瑞士 EMS 中低能量放散状体外冲击波(ESWT)治疗，取最大压痛点、跟骨内、外侧肌腱止点

3 处为冲击点，最大压痛点处冲击量 2000 次，跟骨内、外侧肌腱止点 2 处各冲击量 1000 次，冲击

频率 8 次/秒，治疗压力 2～4bar，总冲击量 4000 次，每周 1 次，共 5 周。实验组另加直流电四槽

浴治疗，采用美国 FERNO Frem-Aquaclscr 直流电四槽水浴设备，双侧小腿、双足分别放置左右

槽内，加水至膝关节下方 5cm，水温 42-45℃，设置正负电极后，每槽内放入食用盐 3g 导电，电

压加至患者足底及小腿有轻微麻木感，每次 30 分钟，每周 1 次，共 5 周，在行体外冲击波治疗前

10 分钟完成。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疼痛评分进行治疗前后的评分

对比。 

结果 经过 5 周治疗后，治疗前两组患者各评测指标均无明显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VAS 疼痛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P<0.05)；但实验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于顽固性足底筋膜炎在体外冲击波治疗基础上加用直流电四槽浴治疗在改善患足疼痛具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PU-222 

站桩配合综合治疗在老年性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高竹林, 阳绪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目的 观察站桩配合综合治疗在老年性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 

方法 针刺人中与束骨只捻转不提插,留针 30 分钟.每 10 分钟行针一次。推拿治疗用滚法，点穴，

振颤，轻轻牵抖法等手法,重点是松弛肌肉,不做重手法和大幅度搬法等手法.预防造成医源性损伤。

站桩，穿宽松的衣服,在背风安静的地方,双脚于肩同宽,双手环抱胸前,沉肩悬肘,双腿微微弯曲,似站

非站,似蹲非蹲,掖胯,膝盖不得超过脚尖,躯干微微前倾,以站式为主，躯干，四肢保持其特定姿势，

意念使胸部向前，腰部呈下蹲持续静力的运动状。 

结果 36 例患者中,痊愈 28 例,77.8%有效,8 例,22.2%无效无,总有效率 100%。 

结论 刺人中穴，其是督脉要穴，为手，足阳明与督脉之会穴，如；《通玄指要赋》曰；‖人中除脊

臀之强痛，有如―《玉龙歌》曰；―强痛脊背泻人中，挫闪腰酸亦可攻。‖束骨穴乃足太阳膀胱经腧

穴.<百症赋>曰"束骨相连于天柱‖；《通玄指要赋》曰―膀胱实，泻束骨‖，此穴临床上不多用，是被

忽略的重要穴位，足太阳为一身之藩篱，足太阳之输无疑是治疗周身酸痛的首选。足太阳膀胱经因

沿人体背部行走直达于巅顶，对腰腿痛，头疼，项强，目眩等。 

    站桩过程中感悟到其养生桩是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指导，从而达到调阴阳，和气血，柔筋骨，整

脊柱，通百脉，是可以调整脊柱平衡。祖国医学《素问，上古天真论》就提出―提挈天地，把握阴

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如一。‖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中就有龙登，鹞背，熊

颈，仰呼，猿伸等，古人早以知道通过站桩防治颈腰椎疾病的生动事例，也为我们治疗脊柱疾病提

供了有力的佐证与启示。其方法通过以人医人，以己医己，的自然康复疗法，达到治病不服药，无

痛不见血治疗脊柱病。简便使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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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3 

等速训练对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上肢功能影响的研究 

 
王陶黎

1
,解骏

2
,赵奕超

1
,黄龙珠

1
,许嘉宁

1
,仲荣洲

1
 

1.上海养志康复医院 

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探讨研究等速训练对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两家医院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恢复期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

为研究对象，按抽签方式分为对照组（n=40）和研究组（n=40）。对照组采用肩关节松动术和痛

点封闭进行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等速训练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肩部疼痛程

度、上肢功能恢复情况，并对两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对照组和研究组视觉模拟评分（VAS）在治疗后均明显下降，而 Fugl-Meyer

上肢功能评估量表评分（Fugl-Meyer）均明显上升，且研究组上述观察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7.5%（35/40），明显高于对照组 70.00%

（28/4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恢复期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采用等速训练，显著提高临床疗效，缓解临床症状，减轻患

者痛苦，促进上肢功能的恢复，提高生存质量，优势显著，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PU-224 

垂直律动治疗脑卒中患者偏瘫下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刘晓梅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 476100 

 

目的 观察垂直律动训练对脑卒中后患者下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后偏侧运动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级各 30 例，均进行常规功

能训练，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下肢垂直律动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后及治疗后 6 周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评定小腿踝跖屈肌群痉挛状态，Fugl-Meyer

（Fugl-Meyer assessmcnt,FMA)评定运动功能、改良 Barthel 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

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后 6 周，观察组治疗前、后 MAS 评分分别为 1.25±0.16/1.43±0.22，无明显差异

（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MAS 评分分别为 1.23±0.15/1.63±0.28，肌张力较前明显增高

（p<0.05），治疗后两组肌张力比较对照组明显增高（p<0.05）。观察组治疗前、后 FMA 评分分

别为 13.1±5.16,27.4±4.2，有明显提高（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FMA 评分分别为 12.3±4.9，

20.6±5.2，较前明显增高（p<0.05），治疗后两组 FMA 比较治疗组明显提高（p<0.05）。观察组

治疗前、后 MBI 评分分别为 26.3±10.1,71.4±18.8，有明显提高（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MBI

评分分别为 25.9±9.6，54.1±017.1，较前明显增高（p<0.05），治疗后两组 MBI 比较治疗组明显

增高（p<0.05）。 

结论 下肢垂直律动训练可一定程度改善脑卒中后下肢痉挛状态、提高运动功能，从而提高患者的

生活能力。  

讨论：在振动过程中，骨骼骨，肌腱韧带感受张力压力变化刺激，并将由此产生的神经冲动传入中

枢，部分脑卒中后感觉障碍患者因感觉输入刺激提高受损神经的兴奋性，促进神经再生，从而达到

改善本体感觉，本体感觉的恢复促进神经肌肉再控制和运动功能恢复。局部振动会增加偏瘫侧浅、

深感觉的输入，而感觉输入对增强神经系统兴奋性及其功能恢复具有重要作用。在肌肉主动收缩的

前提下，振动刺激作为一种外源性刺激，能促使中枢神经系统发出调节性指令，使潜在的运动单位

进一步激活，这就是使肌肉在实际的运动中能够募集到更多的运动单位，从而增大了肌肉的收缩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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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5 

超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技术在 TKA 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崔俊才,吴鸣,倪朝民,张阳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观察超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技术在 TKA 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6 年 5 月，在安徽省立医院骨二科关节中心行首次单膝 TKA 手术的

60 例患者，按照随机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给予骨科术后常规治

疗方案和超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术前康复宣教、术后规范化康复治疗技术及每小时康复管理等综

合康复措施）。对照组仅接受骨科术后常规治疗，分别比较术后第 1 至 3 天及出院当天两组手术侧

膝关节主动屈曲、伸直和关节活动度，静息痛和运动痛，大腿围和小腿围以及术后引流量的情况。 

结果 术前两组间手术侧膝关节主动屈曲、伸直和关节活动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 1

天、第 2 天、第 3 天及出院当天治疗组手术侧膝关节主动屈曲和关节活动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前、术后第 1 天、第 2 天、第 3 天两组间静息痛和运动痛改善程度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当天两组间静息痛改善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治疗组运动痛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两组大腿

围和小腿围组内健侧和患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 1 天，对照组大腿围和小腿

围组内健侧和患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试验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第 2 天、第 2 天、第 3 天及出院当天两组大腿围和小腿围组内健侧和患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第 1 天，治疗组引流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第 2

天、第 3 天，两组引流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天，治疗组的总引流量明显少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能有效的提高关节活动范围，缓解疼痛，降低肢体肿胀，从而最大限

度恢复 TKA 患者的功能。 

 
 

PU-226 

推拿配合平衡针法结合推拿治疗周围性面瘫 

 
张学儒,任彦景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目的 探究推拿配合平衡针法治疗周围性面瘫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90 例面神经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分为常规组 30 例、平衡针组 30 例及对照组 30 例，对

照组给予营养神经，活血，抗病毒等常规治疗；常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推拿手法，并于 7 天病

情稳定后予以传统针灸治疗；平衡针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推拿治疗，并于发病急性期予在健侧给

予平衡针治疗，7 天之后配合传统针灸治疗。一天 1 次，10 次为一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每个

疗程结束后分别观察三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对照组有效率 13%，常规组有效率 16%，平衡针组有效率 17%，三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第二个疗程结束后，对照组有效率 50%，常规组有效率 79%，平衡针

组有效率 92%，对照组与常规组，对照组与平衡针组，常规组与平衡针组分别进行组间比较，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三个疗程结束后，对照组有效率 80%，常规组有效率 92%，平

衡针组有效率 98%，对照组与常规组，对照组与平衡针组进行组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常规组与平衡针组进行组间比较，两者之间的疗效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推拿配合针灸能够显著改善周围性面瘫的临床症状，促进患者面神经功能的恢复，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且安全可靠。平衡针法可对患侧失调的病理状态早期进行干预，调动机体自我修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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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促进患侧达到新的平衡，减轻急性期健侧的紧张，减缓控制患侧的急性失代偿状态，促进患者早

期恢复。 

 
 

PU-227 

穴位注射 GM1 联合康复疗法改善脑瘫患儿智力障碍的研究 

 
李恩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郑州大学康复医院） 450006 

 

目的 评价穴位注射 GM1 疗法对小儿脑瘫智力障碍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将 80 例年龄 1~3 岁，智力发育指数<70 的脑瘫患儿随机平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治疗组

患儿进行常规康复疗法与穴位注射疗法联合治疗方案，每周 6 天隔日交替进行；对照组患儿只采用

常规康复治疗，每周 6 天连续进行。每 3 周为 1 个疗程，共进行 3 个疗程。其中，水针疗法为在头

部四神针、颞三针、脑三针和智三针穴位处注射维生素 B1（0.1g）、维生素 B12（0.5g）和神经

节苷脂 GM1（100mg）加生理盐水（100ml）稀释成的混合液 1-1.5ml，常规康复疗法为分别采用

运动疗法、语言疗法、作业疗法以及引导式教育进行综合的康复训练治疗，每项每日进行 40min。

分别于治疗前和每个疗程结束后测定每位患儿的智力发育指数（MDI）、心理发育指数（PDI），

并计算最后的有效率；测定脑部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Vs)、舒张末期血流速

度(Vd)、平均血流速度(Vm)及血管阻力指数(RI)。所有数据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差异分析。 

结果 3 疗程结束后，两组脑瘫患儿治疗前后 MDI 评分和 PDI 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P<0.05），治

疗组相对于对照组效果更为明显（P<0.05），且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5%（39/40），对照组总有

效率 77.5%（31/40）；两组患儿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及后动脉处的血流动力学参数相对于治疗前

Vs，Vm，Vd 参数升高，RI 参数降低（均 P<0.05），且治疗组相对于对照组效果更为明显

（P<0.05）。 

结论 穴位注射 GM1 疗法可以通过改善脑瘫患儿的脑部血流动力学状况来提高他们的智力发育，与

常规康复疗法相结合较单独常规康复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PU-228 

水针对脑瘫患儿智力影响临床分析 

 
李恩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郑州大学康复医院） 450006 

 

目的 观察水针对脑瘫患儿智力的影响。 

方法 将 80 例脑瘫患儿，随机平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其中，治疗组患儿，采用常

规康复方法与水针间隔交叉治疗，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康复治疗，不进行水针治疗，观察记录治疗

过程中两组患儿的智力改善情况。 

结果 3 疗程结束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39/40=97.5%；对照组总有效率 77.5%；经 Redit 统计分

析 P=0.000（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3 疗程结束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39/40=97.5%；对照组总有效率 77.5%；经 Redit 统计分

析 P=0.000（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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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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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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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230 

定期电话随访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康复远期疗效的影响 

 
张阳,吴鸣,崔俊才,赵婧,段文秀 

安徽省立医院 230036 

 

目的 观察定期电话随访对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远期疗效的影响。 

方法 纳入 100 例接受初次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受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出院后接受定期

电话随访的干预组和接受常规保健的对照组。治疗组：出院后，患者接受了定期的电话随访，加强

治疗过程中的疑问解答和康复计划的设定；出院后一周，第一个电话是用来检查病人的家庭康复最

初的依从性，病人的满意度、疼痛和不适；镇痛药的使用情况；鼓励病人正常的活动的反馈；并加

强患者理解家庭运动的重要性和好处的。此外，在通话过程中，治疗师收集了病人的日常家庭康复

的细节，调整了康复的强度和计划，并回答了病人的任何问题。如果有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立即

通过电话解决，那么骨科医生将从电话中仔细问询，并与治疗师讨论潜在的解决方案。必要时，进

行家庭访问。术后 3 周，6 周、9 周、12 周进行同样的电话随访，电话通话时间平均持续 5-10 分

钟。出院后 3 个月和 6 个月患者来病房复查。对照组：在出院前有相同的规范化的康复训练计划，

但没有接到定期电话随访，仅限于 3 和 6 个月的随访接触。所有的电话都是由三位有经验的治疗师

使用商定的统一问询手册进行的。所有调查问卷由两名其他治疗师管理和分析。所有的治疗师都不

知道这项研究他们的小组分配情况。电话干预持续了 12 周，之后没有进一步的干预。出院后给所

有患者一个图表方便监督家庭运动情况。鼓励患者每日在家庭锻炼后填写图表。分别在 TKA 术前

和术后术后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评估疼痛、功能、生活质量和抑郁，并对组内和组间的差异的

进行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组平均家庭康复时间和总天数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疼痛、功能、生活质量和抑郁均有明显

改善，而干预组在心理健康和关节活动范围得到更大的改善。  

结论 接受定期电话随访可明显降低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的疼痛，改善整体的身体功能和生活质

量。此外，定期电话随访还可以提高对 TKA 患者术后家庭康复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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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1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平衡功能障碍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袁海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0011 

 

目的 探讨膝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 KOA)患者的平衡功能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纳入单膝受累 KOA 患者 27 例作为观察对象，采用平衡测试仪对患者进行平衡功能检测，比

较健、患侧平衡功能结果，收集临床资料，对结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 患侧 Average Trace Error (ATE) 值（41.00±16.95）大于健侧值（35.22±17.39）(t=-2.37, 

p=0.025<0.05)， Knee Society Score(KSS)膝关节评分对睁眼时前-后平均运动速度及重心摆动轨

迹长度的解释量分别为 19.5%、14.7%，而疼痛指数对 Romberg 值长度比解释量为 20.4%。 

结论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出现明显的平衡功能障碍，膝关节疼痛影响患者平衡功能，膝关节疼痛指

数及 KSS 膝关节评分对于评估与治疗 KOA 患者肢体平衡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PU-232 

高压氧联合中西医药物治疗脑梗死的临床观察 

 
颜如冰,武继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高压氧（hyperbaric oxygen，HBO）作为一个新兴的技术，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人们在运

用 HBO 时发现，它能提高颅内动脉血氧分压，提高脑组织氧张力，有效缓解再灌注损伤，对缺血

区中心附近的细胞起到保护作用。本研究分析 HBO 联合中西医药物治疗脑梗死（cerebral 

infarction, CI）患者，探讨 HBO 在治疗 CI 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到我院康复科接受治疗的 CI 患者 122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

将患者分成两组。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基础康复治疗（偏瘫肢体综合训练、肢体气压治疗、电脑

中频、作业治疗、手功能训练、针灸等）。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纯中西医药物治疗，包括常规给予单

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静脉滴注（40mg，每日一次），同时口服银丹心脑通软胶囊，每次４

粒，３次／日，均连用４周。联合组患者在给予上述中西医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治疗：治

疗压力 0.2MPa，加压 30 min 稳定后开始吸纯氧 30 min，休息 5 min 后，再次吸纯氧 30 min，随

后减压 30 min 至常压。10 次为 1 疗程。治疗 2~3 个疗程后，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神经功能缺

损评分（NIHSS 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ADL 评分），并记录两组患者住院时间。 

结果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8.85%，明显低于联合组的 88.52%。对照组中发病 12 h 内开始治疗的

患者以及发病 12~24 h 内开始治疗的患者的显效率分别为 61.11%和 33.33%，亦明显低于联合组

的 82.35%和 65.22%；而且联合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也较对照组显著缩短。 

结论 高压氧联合中西医药物治疗脑梗死的疗效显著，早期对脑梗死进行治疗，可获得更好的疗

效。单纯的药物治疗只能单一作用于尚存在循环的毛细血管，对于完全停止或堵死的毛细血管部位

干预有限，这就需要 HBO 多重作用，改善 CI 患者的病理变化，这样也更有利于治疗药物进入病损

组织，充分发挥药物疗效，提高治疗总有效率。CI 的治疗应该尽早采用 HBO 联合药物综合治疗，

从发病到开始治疗的时间应争取控制在 12 h 以内，以挽救更多濒临死亡的脑细胞，确保获得较好

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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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3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联合康复训练对不完全性 脊髓损伤患者运动

功能及 ADL 的影响 

 
胡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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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进行下肢运动功能评定及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定，比较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 8 周，两组患者的运动功能均有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但两组组间

比较，实验组运动功能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两组患者的 ADL 评分较

治疗前有明显提高，实验组 A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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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前肌肌力，并能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减少并发症。 

 
 

PU-234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e mutation types, 

myo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linical phenotypes of 

dystrophinopathy 

 
Li Wenzhu,Zhang Wei,Yuan Yun,Huang Zhen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Objective Dystrophinopathy is an X-linked, recessive, inherited disease caused by the mutation 

of dystrophin gen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variable,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proximal 
weakness before the age of 5 years were classified as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DMD),and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proximal weakness after the age of 7 years were classified as Becker 
muscular dystrophy (BMD). In this study, we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 mutation 
typ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dystrohpin,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nd 
phenotypes so as to provide a guide for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ethods 204 male patients with dystrophinopathy who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between August 2013 and March 2017 were enrolled. Their 
diagnosis were confirmed by gene tests and/or muscle biopsy. All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gene 
tests, and the deltion/duplication mutations were analyzed whether to be out-of-frame mutations 
by means of the Leiden Dystrophin genetic database. Muscle biopsies were performed in 78 
patients. Serial sections we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standard procedures of histochemistry, 
enzyme histochemistr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primary antibodies were anti-dystrophin 
antibodi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dystrohpin were assigned by a 0-5 scale. All the values were 
calculated and processed using the SPSS 17.0 statistical packag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carried out when appropriate. The rank sum test was used to make difference analysis of the 
expression of dystrohpin between DMD and BMD groups. P<0.05 mean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In all the patients with dystrophinopathy, 181 cases were DMD and 23 cases were BMD. 

Genetic analysi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gene mutation types: 162 (79.4%) were deletions, 23 
(11.3%) were duplications and 19 (9.3%) were small mutations. Among the 185 
deltion/duplication mutations, 157 were out-of-frame mutations, accounted for 82.9% of DMD and 
30.4% of BMD, and 89.1% patients were in coincidence with the reading-frame hypothesis. The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14 

 

small mutations accounted for 9.9% of DMD and 4.3% of BMD. With immumohistochemical 
staining, the median scores of the expression of dystrophin-N, R and C were 0, 2 and 1 
respectively in the DMD group, while they were 3, 4 and 4 respectively in the BMD group. The 
difference of the socres between DMD and BMD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N (P=0.010), R 
(P=0.031), C (P=0.000) and the total scores (P=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gene mutation types overlapped between different phenotypes of 

dystrophinopath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ressions of dystrophin of 
DMD and BMD. These findings may be beneficial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rapeutic regimens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f patients with dystrophinopathy. 
 
 

PU-235 

缪刺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怡,张剑,王雪梅,李雨峰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观察缪刺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肢体痉挛的疗效。 

方法 将 60 例受试者完全随机分为两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加用缪刺治疗，共治疗 3 个月。治疗前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分级法评定标准、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对患者肢体痉挛程度、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痉挛程度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均有所改善，但治疗组更明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讨论：本组资料显示，采用单纯康复治疗 3 个月后患者的痉挛程度、日常生活能

力均较治疗前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表明康复训练可改善脑卒中后肢体痉挛，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

力。缪刺联合康复训练治疗患者痉挛程度的改善、日常生活能力的提高均较单纯应用康复治疗更明

显，取得了良好的康复效果。结果表明，缪刺法结合康复训练可有效的缓解脑卒中后偏瘫肢体的痉

挛、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且本组实验中所有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不良反应，说明缪刺法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的方法，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的挖掘利用。但由于本研究

样本例数偏小，还有待今后更进一步横向、纵向讨论其对痉挛的影响。 

结论 缪刺结合康复训练能缓解脑卒中肢体痉挛程度，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PU-236 

墙壁拉力器训练对老年下腰背痛的疗效研究 

 
张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 （1）研究墙壁拉力器训练对老年腰骶段多裂肌的影响；（2）分析墙壁拉力器训练对老年下

腰背痛的影响机制；（3）为墙壁拉力器训练治疗老年下腰背痛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下腰背痛患者 60 例，随机分

为试验组（n=30）和对照组（n=30）。试验组患者采用墙壁拉力器训练，对照组则采用相同时间

的健步走训练。利用超导磁共振扫描机自带系统测量 L4~5 和 L5～S1 水平多裂肌与脂肪组织的对比

度，并比较两组受试者训练前后的对比度及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ore，VAS）差

异。 

结果 60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11～14 个月，平均 13 个月。两组患者训练前 L4~5 和 L5～S1

两侧多裂肌与脂肪组织的对比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2），而训练后患者的

对比度有明显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3）。试验组 L4~5 右侧对比度由 0.41 升高

至 0.49，升高了 19.5%；左侧由 0.41 升高至 0.47，升高了 14.6%；L5～S1 右侧由 0.44 升高至

0.47，升高了 6.8%；左侧由 0.42 升高至 0.46，升高了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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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训练前 VAS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68，P＞0.05，表 2），而训练后患者的对

比度有明显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训练后试验组患者 VAS 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204，P＜0.05），见表 4。试验组 VAS 由 4.07 分降到 2.13 分，降低

了 47.7%；对照组 VAS 由 4.27 分降到 3.87 分，降低了 9.4%。 

结论 墙壁拉力器的训练，是以双臂的运动带动腰背肌的运动，使腰背部深层肌肉的多裂肌得到规

律的伸展和舒缩。两组动作分别从水平面与矢状面两个方向训练多裂肌，同时，牵伸动作可通过加

强腰背部的本体感觉，增加骶脊肌的稳定性，动作还原后又可使其放松，这符合肌力训练及肌肉牵

伸的原理，使腰背部深层肌肉得到积极有效的训练。墙壁拉力器训练可增加老年下腰背痛患者的多

裂肌功能,提高腰背部核心肌群的稳定性，缓解下腰背部的疼痛症状。 

 
 

PU-237 

鼠神经生长因子与甲钴胺穴位注射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对比研

究 

 
李江,张永祥,柏广涛,韩超,王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615 

 

目的 通过对患者偏瘫侧上下肢 4 个穴位的进行甲钴胺或者鼠神经营养因子注射，对比观察治疗前

后及两种药物之间偏瘫侧运动功能评分及痉挛程度的变化。 

方法  入选 2016.3-2017.5 符合入选标准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120 例，包括 79 例男性和 41 例女性患

者，而脑梗死患者 83 例，脑出血患者 37 例，根据入院先后顺序应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甲钴胺

组（A 组）和鼠神经营养因子组（B 组）。注射药物选择：甲钴胺注射液（卫材（中国）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商品名：弥可保）；鼠神经营养因子（厦门北大之路有限公司生产，商品名：恩经

复）。剂量及疗程：弥可保 500ug/次，恩经复 180ug/次，1 次/天，20 次一疗程。注射部位：上肢

取穴：曲池、合谷；下肢取穴：血海、足三里。评价指标：上下肢 Fugl-Myer 评分、改良

Ashworth 评分（MBI）及步行满意度评分（VAS-WF）。评价方法：注射前及注射 20 次后，分别

由专人进行评估。 

结果 120 例入选患者中有 19 例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最终完成本研究患者 101 例，平均年龄

66.83±16.34 岁，其中男性 66 例，女性 35 例，脑梗死患者 73 例。脑出血患者 28 例。注射前两组

患者人口学资料、上下肢 Fugl-Myer 评分、改良 Ashworth 评分（MBI）及步行满意度评分（VAS-

WF）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有可比性。治疗前后比较 Fugl-Myer 评分、改良 Ashworth 评

分（MBI）组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VAS-WF 组内比较无差异（p＞0.05）。治疗后

Fugl-Myer 评分、改良 Ashworth 评分（MBI）组间比较，B 组优于 A 组，有显著性差异（p＜

0.05）。VAS-WFB 组优于 A 组，但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穴位注射可改善偏瘫肢体运动功能，痉挛程度，鼠神经营养因子可能优于甲钴胺，但对步态

满意度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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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8 

针刺百会、四神聪为主穴治疗中风后抑郁的临床疗效 

 
董连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针刺百会、四神聪为主穴治疗中风后抑郁症的临床疗效。探讨针刺百会、四神聪穴的作

用及机制。    

方法 本研究 68 例病例均来自于吉大一院康复科病房，其中有 8 例脱落（2 例严重晕针、3 例口服

药物不良反应严重、3 例中途退出实验）余 60 例均完成实验。常规治疗：①两组均给予针对并发

症在不影响研究的情况下进行对症支持治疗。如给予降压，降糖，降脂等基础治疗，密切观察病情

变化。②所有病人均接受中风后康复的常规针刺治疗(取患侧的穴位及头针治疗)。③两组患者均给

予抗抑郁基础用药 5-羟色胺再吸收（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日一次晨服。④所有病人都进行常规康复

治疗，为临床研究提供必要帮助。治疗组：①取穴：百会、四神聪。②辨证加减：肝气郁结加太

冲、行间、膻中、肝俞；痰气郁结加天突、璇玑、丰隆、间使。③操作方法：病人取舒适体位，充

分暴露施术部位，取 1.5 寸 30 号不锈钢毫针，严格消毒皮肤及毫针，百会穴：向后平刺 0.5～0.8

寸，予快速捻转刺激 1min；四神聪：向后平刺 0.5～0.8 寸，予快速捻转刺激各 1min，辩证加减配

伍取穴，施以补泻手法，留针 30 分钟，每隔 10 分钟行针一次，每日一次，2 周为一个疗程，连续

2 个疗程。对照组常规取穴，随症加减取穴，基础用药以择性 5-羟色胺再吸收（草酸艾司西酞普

兰），剂量为 5mg 日一次早餐后口服，各组疗程均为 4 周。在治疗前和治疗第 2、4 周末，采用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中医症候抑郁量进行评定，并根据减分率评定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4 周末 HAMD、中医证侯量表评分经配对 t 检验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 HAMD、中医证侯量表评分比较经 t 检验均无显著差异

（P>0.05），均具有可比性。纵向比较，治疗后两组 HAMD、中医证后量表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 临床疗效比较（HAMD17 项标准）：经过 2、4 周末评定两组总有效率经 X
2
检验得

p<0.05 有显著差异，说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详 

结论 1.针刺百会、四神聪为主穴治疗中风后抑郁症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2.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PU-239 

偏侧忽略的相关研究 

 
张润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单侧空间忽略是脑卒中后常见的一种复杂的空间注意障碍疾病，在临床中也是极易被忽视

的。它对患者的功能康复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将会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带来严重的经济负

担。然而，目前由于对其专业认识以及相关研究的缺乏，临床诊治指南的短缺，单侧空间忽略的诊

断及治疗停滞不前。本文将从偏侧忽略症的相关评价方法、治疗方法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

出总结。为明确诊断，评估方法还需完善。近年来，前庭冷热刺激、重复经颅磁刺激、棱镜适应技

术、生物反馈技术、颈部肌肉振动疗法等治疗手段经临床证实可以改善单侧空间忽略的临床症状，

但详细作用机制有待阐明。 

方法 本文将从偏侧忽略症的相关评价方法、治疗方法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总结。为明

确诊断，评估方法还需完善。近年来，前庭冷热刺激、重复经颅磁刺激、棱镜适应技术、生物反馈

技术、颈部肌肉振动疗法等治疗手段经临床证实可以改善单侧空间忽略的临床症状，但详细作用机

制有待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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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重复经颅磁刺激，棱镜适应技术训练，前庭冷热刺激，视动刺激，视觉扫描训练，颈部肌肉

振动疗法，躯干旋转训练，强制性运动训练，感觉整合训练，生物反馈训练，单眼遮蔽训练，针刺

疗法，头皮针治疗，药物治疗等治疗方法显示患者在治疗后忽略症状均有改善，但各种治疗方法是

否存在优劣性，并无强有力的证据说明。 

结论 目前不断出现的新的治疗技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对其进行研究及治疗，但目前还没有报道

称那一项治疗更加适合，同时不断出现的新的治疗技术的治疗剂量、治疗时间、治疗环境等多方面

的参考因素还需进一步的探索。在治疗过程中应当坚持多种治疗方法的联合治疗，各学科间加强联

系，康复治疗师的早期介入，对患者、家属做好康复宣教工作，对居住环境评估和适当改造。 

 
 

PU-240 

应用关节松动术对 1 例颈源性眩晕患者的即时疗效 

 
王永福

1
,郑栋华

2
,仇辉

1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关节松动术对颈源性眩晕患者的即时疗效观察 

方法 结合关节松动的原理及机制对我科收治的 1 例颈源性眩晕患者施予颈部关节松动术并配合中

频电刺激、蜡疗等物理因子治疗方法 

结果 经近 1 月的治疗后患者眩晕障碍评分 DHI 评分由 36 分下降至 16 分，患者颈肩部疼痛 VAS

评分下降至 0 分，有效的缓解了患者长期以来的不适。 

结论  

临床上对于颈源性眩晕的治疗多采用药物治疗，但常无理想的治疗效果，原因在于忽视了软组织及

其结构的影响，如颈椎错位或椎间盘突出以及颈部相关肌肉紧张等等。本案中的患者长期从事低头

工作，颈部后侧斜方肌、枕骨下肌群长期受到持续的牵张而变得僵硬进而使得椎动脉受压而引发眩

晕。关节松动术具有明显的神经及生理学效应机制，对于颈源性眩晕患者而言运用关节松动术一方

面可以解除颈部肌肉的紧张而缓解疼痛，同时也会使得椎动脉受压得到缓解进而使得眩晕情况得以

改善。所以，在临床上对于颈源性眩晕的患者应当结合临床辅助检查及理学的评估，给予科学的诊

断及治疗！同时，对于颈源性眩晕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依靠药物，运用关节松动术对软组织及其结

构进行调整也是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 

 
 

PU-241 

筛网状紫外线照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张海娜,刘忠良,张军,郭丽新,曲福玲,徐广甍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00 

 

目的 探讨筛网状紫外线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6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每组各 30 例，均予以中频脉冲电、超短波及麦肯基

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筛网状紫外线照射治疗。2 周为 1 个疗程。2 组治疗前、后采用视觉

模拟评分法(VAS)、颈椎疾患治疗评分表（JOA）、颈椎病临床评价量表（CASCS）评定疼痛及临

床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及对照组治疗 2 周后的康复评定较治疗前，VAS 评分降低，JOA 及 CASCS 评分增

加，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筛网状紫外线照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有较好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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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2 

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对胸段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陈吉保,姚加佳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 201619 

 

目的 脊髓损伤患者存在感觉以及运动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为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

生活质量，康复机器人的开发和应用方兴未艾。本研究旨在分析胸段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使用智能

辅助移动机器人训练后下肢肌肉围度及骨密度的变化。 

方法 选择 18 例符合标准的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9 人。试验组采用常规康复

训练结合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训练，对照组仅进行常规康复治疗。两组常规康复治疗时间、项目一

致，试验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外并采用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进行深蹲并站立训练，15 个/组，组间休

息 3min，30min/次，2 次/天，共训练 1 个月。在实验前后，测量两组患者双下肢大腿肌围度及骨

密度。 

结果 实验前两组大腿肌围度及骨密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个月后，两组大腿肌

围度及下肢骨密度均有所改善，但试验组相对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常规康复训练结合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进行蹲起训练可以有效延缓完全性脊髓损伤的下肢肌

肉萎缩情况、改善下肢骨密度。本研究让患者完成深蹲并站立的动作，不仅提高了患者的主动参与

性，还改善了患者下肢的肌围度及骨密度，也为延缓脊髓损伤患者下肢肌肉萎缩及改善骨密度提供

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我们在实验中也采集了患者心肺功能、坐位平衡及膀胱容量的数据，尽管没有

收集到对照组的这些数据，但是我们发现试验组中使用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的患者心肺功能、坐位

平衡及膀胱残余尿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表明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也对脊髓损伤患者的心

肺功能、坐位平衡及膀胱功能有着显著的效果。同时，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也能提高患者的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让患者能够更加轻松的转移到马桶上如厕，让患者能够更加安全的站立去取物品甚至

是做饭，这使得脊髓损伤患者能够更好的融入家庭、社会。 

 
 

PU-243 

腹背肌肌力训练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张海娜,徐广甍,刘忠良,李欣怡,易江,李文茂,江俊杰,刘鸿,魏彦龙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00 

 

目的 探讨腹背肌肌力训练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及预防复发中的作用。 

方法 61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 2 组,观察组 31 例，对照组 30 例，均予以中频脉冲电、

超短波及中医传统按摩治疗。观察组再此基础上加用腹背肌肌力训练。3 周为 1 个疗程，随访半

年。分别应用 JOA 及 VAS 量表在治疗前后及半年时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观察组及对照组治疗 3 周、治疗半年后的康复评定较治疗前，JOA 评分增加、VAS 评分降

低，观察组优于对照组。随访半年, 观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肌力训练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及预防复发有很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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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4 

舌压抗阻反馈训练联合常规吞咽训练治疗复杂性吞咽障碍一例 

 
李娜,王玉珏,谢纯青,戴萌,窦祖林,姜丽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613000 

 

目的 通过舌压抗阻反馈训练在复杂性吞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实践，探讨其在改善吞咽障碍方面的

应用价值。 

方法 2015 年 4 月我科收治了一例结肠代食管术后所致的复杂性吞咽障碍患者，患者为青年女性，

因吞咽障碍 7 年余入院，入院时生命体征平稳，无营养不良。患者于 2008 年行结肠代食管术，术

后出现吻合口狭窄，于外院多次行吻合口处扩张治疗，效果欠佳，吞咽功能无明显改善。入院后采

用 SOAP 评估患者治疗前后吞咽功能，主要包括呼吸功能、口颜面功能、喉功能、咽反射、咳嗽

反射、吞咽功能检查、直接摄食等内容。采用我科自行研制的舌压抗阻反馈训练仪评估治疗前后舌

肌收缩耐力，采用吞咽造影检查评估治疗前后咽腔收缩率，采用高分辨率咽腔压力测定评估治疗前

后下咽收缩时间及下咽收缩压力峰值。采用舌压抗阻反馈训练联合常规训练进行治疗，其中舌压抗

阻反馈训练包括：1）阻力设定：根据患者的舌活动度和舌肌肌力，设定不同的抗阻目标，一般为

注水量 3-6ml 的导管球囊。本例中患者的起始抗阻目标为注水量 6ml 的导管球囊。2）反馈训练：

把球囊放于患者的舌中部，显示屏数值清零后，嘱患者抬舌用力上抵硬腭，给球囊加压。训练时嘱

患者尽量维持抬舌动作，以保持 5 S 以上为宜。每次训练均记录患者的舌肌收缩压力峰值和收缩时

间；常规吞咽功能训练：1）气道保护训练：①器具辅助训练：②超声门上吞咽手法训练；③声带

运动功能。2）摄食训练：低头屏气用力吞咽，记录患者每次进食量。3）Vitalstim 电刺激治疗。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患者由主要经空肠造瘘管进食进展至完全经口进食，经口进食时每餐

进食时间由 30-60 分钟缩短至 3-4 分钟，进食后偶有呛咳、食物返流及口腔残留进展至进食后无呛

咳、无食物返流、无口腔残留。治疗前舌肌收缩时间为 15.42±5.82s，治疗后提高到

28.75±6.02s。吞咽造影数字化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咽腔收缩率为 50%，治疗后咽腔收缩率降低到

23%。高分辨率咽腔压力测定结果显示，治疗前下咽压力峰值为 53.7mmHg，治疗后提高到

103.2mmHg；治疗前下咽收缩持续时间 390ms，治疗后提高到 1030ms。 

结论 舌压抗阻反馈训练有助于改善复杂性吞咽障碍患者的咽部推动力，促进吞咽功能的改善，可

用于复杂性吞咽障碍患者的康复治疗。 

 
 

PU-245 

唑来膦酸联合经皮骨成形术治疗多发溶骨性转移瘤一例 

 
范真真,刘训伟,邵迴龙 

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 250031 

 

目的 通过对本病例的治疗，我们认识到唑来磷酸联合经皮骨成形术治疗多发溶骨性转移性瘤的疗

效可能优于单一治疗方法。 

方法 本病例首先应用经皮骨成形术，将骨水泥灌注至发生溶骨性病变的部位，利用骨水泥块的硬

度，加固骨骼强度和恢复力学性能；同时，利用骨水泥的热效应和单体毒性，杀死肿瘤细胞，使软

组织瘤体缩小，解除软组织肿块对临近神经的压迫，改善神经功能，恢复双下肢自主活动的能力并

缓解疼痛。然后应用唑来膦酸的促骨修复能力，在溶骨部位形成新的骨组织，并包裹在骨水泥块周

围，起到了固定骨水泥块，增加了病变处的骨骼稳定性和力学性能。唑来膦酸促进新骨生成过程

中，减少了骨水泥引起的并发症。 

结果 8 个月的随诊，患者临床症状无明显进展，说明唑来膦酸联合经皮骨成形术对本病例的治疗

具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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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对本病例的治疗，我们认识到唑来磷酸联合经皮骨成形术治疗多发溶骨性转移性瘤的疗

效可能优于单一治疗方法，我们下一步将继续增加样本数量，以证明联合治疗的疗效。 

 
 

PU-246 

不同时期针刺结合康复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肢体运动障碍的临床

研究 

 
任彦景,魏文志,李香社,贾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目的 通过对急性脑梗死患者在各个不同时期针刺介入治疗的临床观察，探讨针刺介入时间与疗效

的关系，为针刺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时间优化选择提供依据，以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方法  将 90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1 组、治疗 2 组、对照组各 30 例。三组均接受神经内

科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组予以康复治疗，每天 1 次，10 天为一个疗程，共 2 个疗程，治疗 1 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从入院第 1 天起进行针刺治疗，每天 1 次，10 天为一个疗程，共 1 个疗程，治

疗 2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从入院第 11 天起进行针刺治疗，每天 1 次，10 天为一个疗程，共 1 个

疗程。治疗前后分别采用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指数

评分为指标，对三组患者进行康复评定。对比观察各组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情况。 

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后，评分均较治疗前大幅度改变，且针刺 1 组改变幅度大于针刺 2 组和对照

组，针刺 2 组改变幅度大于对照组。对三组治疗前、治疗后的得分进行自身配对 t 检验，结果显示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三组患者经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

分和日常生活能力指数评分均有所改变。对治疗后三组患者间的评分进行比较，提示治疗后三组患

者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治疗 1 组与治疗 2 组，治疗 1 组与对

照组，治疗 2 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在改善患者各功能方面，治疗 1 组优

于治疗 2 组与对照组，治疗 2 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针刺配合康复训练法治疗急性脑梗死优于单纯康复训练法，能有效的减轻急性脑梗死患者的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改善运动功能障碍，提高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提高生活质量，且

针刺介入的时间越早，疗效越好。早期介入针刺对脑梗死患者肢体运动功能恢复具有十分重要的积

极影响。采用多种治疗手段综合治疗，作用于疾病的各个环节，可以增强疗效。 

 
 

PU-247 

金刚烷胺对植物状态促醒作用的 fMRI 研究 

 
陈晓伟,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金刚烷胺对植物状态患者大脑皮层神经元活动度的影响 

方法 植物状态患者 2 例，家属同意进行金刚烷胺促醒治疗并接受进行 fMRI 扫描。患者 1，男，53

岁，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Glasgow 评分 8 分，Rancho Los Amigos 评分Ⅰ级。患者 2,女，

10 岁，车祸后至植物状态，Glasgow 评分 9 分，Rancho Los Amigos 评分Ⅱ级。两例患者在给药

前、给药后 20min、给药后 2h 进行 fMRI 扫描，fMRI 扫描包括静息态、任务态，fMRI 任务包括熟

悉声音、运动想象、空间想象和感觉刺激。 

结果 两例患者在给金刚烷胺后，大脑皮层神经元的活动度都明显增高。患者 1 在给药后任务态

fMRI 下运动功能区和听觉皮层活动明显增高，静息态比较，大脑皮层注意网络在给药 20min、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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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神经元活动度明显提高。患者 2，在给药后熟悉声音的任务态岛叶的活动度明显提高。静息态给

药前未发现明显的神经元活动，给药 2h 后 DMN 和听觉网络明显激活。 

结论 尽管患者的 Glasgow 和 Rancho Los Amigos 评分无明显变化，通过 fMRI 可以证实金刚烷胺

对植物状态患者短期内大脑的神经生理学影响，为金刚烷胺的促醒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PU-248 

冲击波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肌张力过高的疗效观察 

 
郝又国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原:上海纺织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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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平均(30．06±8．57)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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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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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超短波、超声药物透入疗法联合康复训 练治疗慢性踝关节损伤

的疗效观察 

 
许招娣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超短波、超声药物透入疗法联合康复训练治疗慢性踝关节损伤的疗效。 

方法 选取在西京医院康复理疗科就诊的 30 例慢性踝关节损伤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及对照组, 治疗

组给予适当超短波、超声药物透入疗法联合康复训练治疗， 对照组则仅用单纯超短波、 超声药物

透入疗法治疗。 两组分别于治疗前 、治疗第 3 周对患者进行疗效评估。治疗前后采用视觉模拟评

分法（VAS） 、《实用骨伤科手册》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分别治疗第 1 周及第 3 周后,两组患者

VAS 评分比较，总的疼痛评分均与治疗前差别相对较大（P＜0.01），其中以治疗组患者疗程前后

差异较大，表明治疗组缓解疼痛的效果比对照组好。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治疗组高于对照组（以自

由度 v=3，卡方 χ 2 =11.57，查附表 χ 2 的分布界值表得 P＜0.01），提示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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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超短波和超声药物透入疗法联合康复训练治疗慢性踝

关节损伤的疗效较单纯使用超短波和超声药物透入疗法效果好。 

 
 

PU-250 

脑机接口结合外骨骼闭环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手功能康复作用初探 

 
吴琼

1
,王晶

2
,徐泉

1
,马迪

1
,尹航

1
,杜海潇

3
,赵红亮

1
,潘钰

1
 

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 

3.清华大学 

 

目的 初步探索脑机接口结合外骨骼闭环训练对脑卒中后手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疗效及潜在的脑重

塑机制，为临床脑卒中手功能康复提供治疗思路。 

方法 选择 7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 BCI+外骨骼训练，每周 5 次，每次约 60min，共 20 次，并

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应用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量表（FMA-UL）、手臂动作调查测试

（ARAT）以及 wo1f 运动功能评价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结束时评估患者的手运动功能。并对其中 2

位患者在康复干预前后进行脑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检查。 

结果 与训练前相比，训练后患者 FMA、ARAT 及 wolf 运动功能评分均有显著改善（P<0.01）。静

息态磁共振显示训练后 2 位患者脑区之间功能连接较训练前发生显著变化。初级运动皮层、运动前

皮层活动降低；视觉联合皮层、颞上回、前额叶背外侧活动增加。 

结论 脑机接口结合外骨骼训练可显著提高脑卒中患者手功能，其康复机制与提高脑区活动精准

性、刺激视听觉通路、改变功能网络活动模式有关。 

 
 

PU-251 

间歇运动在慢性心衰中的应用初探 

 
靳阳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062552 

 

目的 心力衰竭（HF）是各种病因引起心脏病的终末阶段，是一种综合性而非 独立的疾病。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CHF）康复治疗和二级预防已经是临床共识，随着心脏康复病学的崛起，运动康复尤

其是每天分次间歇性 30 分钟的个体化高强度运动效果较好。 

方法 选择 20 例 CHF 完成 CPET 评估，随机分为两组各 10 例：对照组进行没有运动；运动组增

加△ 50% W 功率运动 30 min/d，5 d/w，共 12 w。运动康复辅助：弹力带 20 min，各肌群抗阻运

动 20 分钟；瑜伽、八段锦或太极拳等各 20 min 柔韧性低强度运动；再配合精神心理、禁烟限

酒、健康饮食习惯、睡眠管理、劳逸结合等整体康复方案。在治疗前和 治疗 2 个疗程别进行评

估。 

结果 两组患者没有显著差异（P>0.05）。运动组 12 w 后，运动持续时间从 8 min 显著提高到 23 

min（P<0.001）； 6 min 步行距离从 394 m 显著提高到 470 m（P<0.05）；生活质量评分从 25 

分显著降低至 3 分（P<0.01）。而对照组治疗前后均没有显著改变（P>0.05）；治疗前后的改变

均显著小于运动组（P<0.01）。 

结论 个体化间歇性高强度运动康复安全有效，能有效的改善心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大

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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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2 

小腿三头肌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冀磊磊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观察小腿三头肌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给予常规康

复治疗及小腿三头肌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对患者 10m 步行时间进行测量。 

结果 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 10m 步行时间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小腿三头肌训练可以提高脑卒中患者蹬离地面的速度，增强患者患侧下肢的廓清作用，从而

提高患者的步行速度。 

 
 

PU-253 

吞咽言语治疗仪在脑瘫伴有吞咽障碍患儿中的应用 

 
高婧慧,黄艳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吞咽言语治疗仪对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CP）伴有吞咽功能障碍患儿的治疗作用。 

方法 将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在济南市儿童医院康复中心住院治疗的 98 名脑性瘫痪伴

有吞咽功能障碍的患儿按照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 2 组，A 组为常规吞咽功能训练组，共 48 人，主

要给予温度刺激、手法治疗、代偿策略、针灸、按摩治疗等常规方法。B 组为吞咽言语治疗仪治疗

组，共计 50 人，在 A 组治疗项目的基础上，每日增加 1 次电刺激治疗，每次治疗 20 分钟，每周 5

次。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2 周，1 个月及 3 个月后对患儿吞咽功能进行评估，主要评估量表为：才

藤荣一吞咽障碍 7 级评价法、藤岛一郎吞咽障碍评价标准，以及反应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 ADL 量

表。使用 SPSS20.0 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脑瘫类型、吞咽障碍严重程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 2 周后，组内比较 A 组患儿治疗后与治疗前各评价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B 组患儿治疗后

才藤分级较治疗前改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余指标未见明显差异。治疗 1 月

后，A 组患儿才藤分级、藤岛一郎吞咽障碍评价标准、ADL 评分均较前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B 组患儿治疗后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组间比较后发

现，两组治疗后上述疗效指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月后，A、B 两组上述治

疗指标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间比较，B 组患儿治疗效果优于 A 组，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据统计，吞咽障碍在脑瘫患儿中发病率约为 57%-92%，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

康，传统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一些吞咽器官的运动训练，如下颌、口周肌肉的运动训练，舌的活动

度训练、呼吸训练等，配合针灸、冰刺激等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儿的吞咽功能。本研究发

现，在常规吞咽功能训练的基础上增加吞咽言语治疗仪治疗，可显著改善患儿的吞咽功能，并提高

患儿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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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4 

多学科协作模式在脑卒中患者延续康复中的效果分析 

 
肖玉华,卢红建,沈晓明,宋新建,胡永林,朱红梅,陈虹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002 

 

目的 探讨多学科协作在脑卒中患者延续康复中的效果。 

方法 将 75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 38 例、对照组 37 例；干预组采用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

下的延续康复治疗，对照组按常规方法进行出院宣教，如指导患者按时服药及功能锻炼，发放卒中

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资料，告知如有不适及时就诊等。干预组给予 MDT 模式下的延续康复服务，

具体措施如下：①组建 MDT 团队,包括神经科内外医师、康复科医师、康复治疗师、护士、心理咨

询师等，并对上述人员进行延续康复工作方法及相关知识的培训。②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患者本

人及家属共同参与制定详细的家庭康复计划；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住

址、联系方式、各种检查评定结果等。③MDT 团队成员共同参与制定延续康复干预方案:第一阶段

是出院前健康教育指导，第二阶段是出院后的电话随访、网络平台和家庭访视；干预活动内容包括

脑卒中健康知识宣教、出院依从性指导、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综合性护理评估、检视医疗护理处

方、卒中危险因素筛查、居家康复训练指导。④制定 MDT 工作模式：神经科、康复科医师负责患

者的疾病管理，治疗师、康复工程师负责康复治疗，护士实施健康教育和康复护理，心理咨询师给

予康复心理指导。患者出院后神经科、康复科医师每周电话随访，治疗师或护士每两周上门访视指

导一次，MDT 团队每月组织病例讨论，对电话随访和家庭访视的情况进行综合讨论分析，针对现

存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制定下一步家庭康复计划和措施。干预时间为 6 个月。 

结果 入组时两组肢体运动功能 FMA 及 MBI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经

过多学科协作延续康复后，6 个月末 FMA 及 MBI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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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学科协作模式下的延续康复治疗能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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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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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255 

家属指导的髋外展训练对偏瘫步态的影响 

 
毛利,牟翔,袁华,胡旭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家属指导的髋外展训练对偏瘫步态的影响。 

方法 50 例卒中患者，随机分入家庭组和治疗师组，两组患者均接受相同的常规康复治疗。在此基

础上，家属指导家庭组患者进行髋外展训练，治疗师指导治疗师组患者进行髋外展训练，20 分钟/

次、2 次/天、6 天/周，连续治疗 4 周，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进行徒手肌力测试（MMT）、

功能性步行量表（FAC）和足印分析法评估。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的徒手肌力测试（MMT）、功能性步行量表（FAC）、平均步

长、步宽及步速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治疗后两组的徒手肌力测试（MMT）、功能性步

行量表 （FAC）、平均步长、步宽及步速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家属指导的髋外展训练和治疗师指导的髋外展训练均能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偏瘫步态，且

两组效果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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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6 

适宜游泳锻炼对大鼠脑出血后神经功能的影响 

 
卢红建

1
,沈加兵

2
,宋新建

1
,葛建斌

1
,蔡日欣

2
,江钟立

3
 

1.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南通大学医学院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探索适宜运动锻炼能否抵抗脑出血后神经功能的损伤，为脑出血的康复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给予实验大鼠 2 周的游泳锻炼预处理，检测脑出血后大鼠的肢体功能状态、血肿体积大小、

脑水含量、ROS 的产生、氧化应激指标 Bcl-2/Bax 比值趋势以及细胞凋亡 Caspase-3 活性等指标

变化。 

结果 适宜游泳锻炼不能有效减小脑出血后血肿体积的扩张、脑水肿的形成；适宜游泳锻炼能够显

著减少脑出血后血肿周围域 ROS 的产生、逆转 Bcl-2/Bax 比值，以及降低 Caspase-3 的活性。 

结论 适宜运动是实验性脑出血的一个有效且潜在的神经保护措施，可能是康复医疗治疗学的一个

潜在的康复治疗手段。 

 
 

PU-257 

脑出血患者吞咽障碍的早期康复护理 

 
王田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由于吞咽障碍是脑出血患者好常见的并发症，住院急性脑出血患者 22%-66%存在吞咽功能障

碍。患者因进食困难、饮水呛咳，常并发吸入性肺炎，营养不良、甚至窒息等，临床上通常对吞咽

障碍的患者给予鼻饲饮食，但长期留置胃管容易引起腹泻，营养不良等多种并发症，且患者自行拔

管，需要反复的插管，增加的患者的痛苦，并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早期有效的康复护理，使其吞

咽功能最大限度的得到恢复、减少了病残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以探讨脑出血患者吞咽障碍的

早起康复护理方法，在其临床有很大的作用。 

方法 对 50 例脑卒中患者进行早期系统化康复护理方法。 

结果 脑出血吞咽困难患者早期的康复训练，有助于吞咽功能的恢复并减少并发症。 

结论 患者吞咽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PU-258 

呼吸训练联合运动疗法在早期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的肺功能治疗

效果观察 

 
何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呼吸训练对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早期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38 例早期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19 例，采用呼吸功能训练联

合运动疗法训练和常规理疗（包括中频电刺激，针灸和气压），对照组 19 例，采用运动疗法训练

和常规理疗。在治疗前和治疗两周后，对患者的肺功能和运动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用力肺活量（FVC）、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VC1）和呼吸峰值流速

（PEF）、fugl-meyer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治疗两周后，患者用力肺活量（FVC）、第一秒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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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量（FVC1）和呼吸峰值流速（PEF）、fugl-meyer 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P<0.05），治疗组

效果优于对照组，并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呼吸训练联合运动疗法比单纯的运动疗法对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早期肺功能和运动能力的恢

复和改善更加有效。 

 
 

PU-259 

安德森电流治疗膝疼痛、肿胀的临床观察 

 
易蓉,陈海萍,杨明瑞 

华润武钢总医院康复科 430080 

 

目的 旨在通过临床验证安德森电流对膝关节疼痛、肿胀的疗效；探讨安德森电流消肿、镇痛的原

理；比较安德森电流较超短波、中频电在治疗膝关节疼痛、肿胀的中的优势旨在通过临床验证安德

森电流对膝关节疼痛、肿胀的疗效；探讨安德森电流消肿、镇痛的原理；比较安德森电流较超短

波、中频电在治疗膝关节疼痛、肿胀的中的优势。 

方法 1.基本资料：患者 30 例，男性 21 个，年龄 40-78，膝关节骨性关节 20 例，膝关节骨折 5

例， 膝关节置换 3 例，关节镜术后 2 例，其中膝关节骨折、置换及关节镜术后患者均来自骨科病

房，术后 2 天介入安德森电流治疗。平均病程 5 天.治疗方法：利用 TUR stimutur 601 仪器，选择

骨科治疗模式 ETA100，选择四极内生电（AFE 4 pole）治疗时间 20～30min、电极安放的方法红

白两组电极分别放在治疗部位的同一端，黑色和绿色电极交叉放置,根据患者疼痛及肿胀情况选择

前后交叉或者上下交叉。 

3.治疗前后进行膝关节功能评分（评分标准见表 1），VAS 评分（见表二），疗效的评价（疗效标

准见表 3) 

结果  

   膝关节功能评分  VAS 评分  

治疗前  49  7  

治疗后  79  3  

   痊愈  显著  有效  无效  

例数  8  12  10  0  

 

结论 安德森电流在治疗膝关节疼痛、肿胀前后膝关节功能评分和 VAS 变化有显著差异，有效率

高，疗效显著。 

 
 

PU-260 

两步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220 例疗效分析 

 
杨庆宇 

河南省鹤壁市人民医院 458030 

 

目的 观察两步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  439 例病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220 例，采用两步法（急性期适当休息口服药

物配合电针治疗，缓解期口服药物配合麦肯基力学疗法）治疗。对照组 219 例，采用适当休息口服

药物配合电针治疗。 

结果 治疗组 220 例，治愈 129 例，好转 82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95.9%；对照组 219 例，治

愈 69 例，好转 62 例，无效 88 例，总有效率 59.8%； 

结论 采用两步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显著，标本兼治，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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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1 

超声介入与冲击波治疗肱二头肌长头腱鞘炎的临床研究 

 
刘晓娜,梁英 

山西大医院 030032 

 

目的 研究肌骨超声介入下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治疗与放射式冲击波治疗对肱二头肌长头腱鞘炎的临

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大医院收治的 72 例经核磁共振

成像（MRI）检查及查体均确诊为肱二头肌腱长头腱鞘炎的患者，根据不同治疗方法分为肌骨超声

介入下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治疗组（超声介入组，n=42）及冲击波治疗组（n=30），分别于治疗

前，治疗后即刻、1 周、2 周及 5 周评定患侧肩的 VAS 评分、肩关节主动前屈关节活动度及肱二头

肌抗阻力试验。 

结果 超声介入组 VAS 评分下降、主动前屈关节活动度增加较冲击波治疗组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F=84.880,F=176.080,P＜0.01）；超声介入组的肱二头肌抗阻力试验治疗后 1 周、2 周与冲

击波治疗组相比，阳性率下降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64.286,c2=60.182,P＜0.01）。 

结论 肌骨超声介入治疗肱二头肌长头腱鞘炎可快速缓解疼痛，改善肩关节活动度。 

 
 

PU-262 

重症康复治疗进展 

 
潘化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211100 

 

目的 重症康复（Rehabilitation intensive care unit，RICU)是指针对危重症病人在病情允许的范围

内提高患者的身体、心理及社会功能所进行的治疗。 

方法 重症康复（Rehabilitation intensive care unit，RICU)是指针对危重症病人在病情允许的范围

内提高患者的身体、心理及社会功能所进行的治疗。 

结果 重症康复（Rehabilitation intensive care unit，RICU)是指针对危重症病人在病情允许的范围

内提高患者的身体、心理及社会功能所进行的治疗。 

结论 重症康复（Rehabilitation intensive care unit，RICU)是指针对危重症病人在病情允许的范围

内提高患者的身体、心理及社会功能所进行的治疗。 

 
 

PU-263 

脑卒中后运动性疲劳康复进展 

 
冯慧,潘化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211100 

 

目的 脑卒中多发于老年人，卒中后疲劳（post-stroke fatigue，PSF）是脑卒中后自觉疲劳、乏力

或能量缺乏而影响自主活动的一种主观感受。PSF 在卒中患者中很常见、重要但经常被忽略，其发

病率高达 30％~76%[1]，持续时间可达两年以上[2]，是卒中后患者康复的最大障碍之一，可影响到

患者功能恢复、日常生活能力、生活质量，会增加死亡率。 

方法 脑卒中多发于老年人，卒中后疲劳（post-stroke fatigue，PSF）是脑卒中后自觉疲劳、乏力

或能量缺乏而影响自主活动的一种主观感受。PSF 在卒中患者中很常见、重要但经常被忽略，其发

病率高达 30％~76%[1]，持续时间可达两年以上[2]，是卒中后患者康复的最大障碍之一，可影响到

患者功能恢复、日常生活能力、生活质量，会增加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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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脑卒中多发于老年人，卒中后疲劳（post-stroke fatigue，PSF）是脑卒中后自觉疲劳、乏力

或能量缺乏而影响自主活动的一种主观感受。PSF 在卒中患者中很常见、重要但经常被忽略，其发

病率高达 30％~76%[1]，持续时间可达两年以上[2]，是卒中后患者康复的最大障碍之一，可影响到

患者功能恢复、日常生活能力、生活质量，会增加死亡率。 

结论 脑卒中多发于老年人，卒中后疲劳（post-stroke fatigue，PSF）是脑卒中后自觉疲劳、乏力

或能量缺乏而影响自主活动的一种主观感受。PSF 在卒中患者中很常见、重要但经常被忽略，其发

病率高达 30％~76%[1]，持续时间可达两年以上[2]，是卒中后患者康复的最大障碍之一，可影响到

患者功能恢复、日常生活能力、生活质量，会增加死亡率。 

 
 

PU-264 

床边深度呼吸训练改善晚期帕金森病患者吸气肌功能的临床研究 

 
冯慧,朱丽,开绍江,潘化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211100 

 

目的 探讨床边深度呼吸训练对晚期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患者吸气肌功能的影

响。 

方法 利用 Breath-link 呼吸功能评估与训练系统，分别对帕金森病患者（16 例）与正常对照组

（18 例）进行吸气功能测定，对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同时 16 例帕金森病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床

边深度呼吸训练组）和观察组（常规训练组），训练一月后再次进行吸气肌功能测定。 

结果 PD 组最大吸气阻力为 20.1±4.2cmH2O，正常对照组最大吸气阻力为 70.8±4.2cmH2O，PD 组

最大吸气流速为 0.8±0.16L/S，正常对照组最大吸气流速为 5.7±0.41 L/S，训练后观察组最大吸气

阻 力 为 24.6±2.1cmH2O ， 最 大 吸 气 流 速 为 1.0±0.24L/S ， 研 究 组 最 大 吸 气 阻 力 为

40.8±3.2cmH2O，最大吸气流速为 3.1±0.21 L/S。 

结论 晚期帕金森病患者存在严重的吸气功能障碍，进行床边深度呼吸训练可显著改善其吸气功

能。 

 
 

PU-265 

膝关节功能障碍的无痛治疗 

 
倪秀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20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关节松动术、软组织贴扎治疗技术、拉伸治疗技术、物理因子治疗、肌筋膜链

治疗在膝关节功能障碍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关节松动技术是指治疗师在关节活动允许的范围内完成的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手法操作技术，

操作时选择治疗关节的生理运动和附属运动。每个关节都有附属运动。当关节因疼痛，僵硬而限制

活动时，其生理运动及附属运动均受到限制。所以关节有活动度受限时，治疗师不仅做生理运动的

松动还要处理附属运动。澳大利亚 Maitland 关节松动技术分四级：Ⅰ级是指治疗师在关节活动范

围的起始部做小幅度，节律性地来回松动关节的运动。Ⅱ级是指治疗师在关节活动范围的中间部分

做大幅度、节律性的来回松动关节的运动。Ⅰ、Ⅱ级用于治疗因疼痛引起的关节活动受限。Ⅲ级是

指治疗师在关节活动的中、末部分做大幅度，节律性来回松动关节的运动，用于治疗关节疼痛并伴

有僵硬。Ⅳ级是指治疗师在关节活动范围的限制点做小幅度、节律性地来回松动关节的运动，用于

治疗关节因周围组织粘连、挛缩而引起的活动受限。 

结果 关节松动技术的生理效应是通过关节的力学作用和神经作用来达到的。软组织贴扎技术处理

关节疼痛及肿胀。膝关节周围肌群的训练有屈曲主动肌（腘绳肌）的训练和伸展主动肌（股四头

肌）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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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篇论文主要综合论述在临床上联合应用关节松动术、软组织贴扎技术、肌力训练、肌筋膜

链治疗技术、物理因子治疗达到无痛治疗方法。 

 
 

PU-266 

通腑净化汤联合西医常规方法治疗严重骨创伤后肠功能障碍 

 
李瑶 

济南军区总医院 250031 

 

目的  探讨通腑净化汤联合西医常规方法治疗严重骨创伤后肠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选择 80 例严重骨创伤后肠功能障碍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40 例，给

予通腑净化汤联合西医常规方法，对照组 40 例，给予西医常规治疗。1 周后对比 2 组患者的消化

道体征发生率及血浆 D-乳酸水平的情况。 

结果 治疗组的消化道体征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2.50% vs 35.00%，

X
2
=10.727，P<0.05）；治疗组血浆 D-乳酸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18±0.03 vs 

0.28±0.04，t=12.649，P<0.05）。 

结论 通腑净化汤联合西医常规方法通过改善肠黏膜屏障功能，治疗严重骨创伤后肠功能障碍。 

 
 

PU-267 

电针联合四物汤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疗效观察 

 
赵若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探讨电针联合四物汤治疗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降糖降脂、营养神经等常规治疗；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增加电针联合四物物汤进行治疗。2 组疗程均为 4 周。比较 2 组治疗前后多伦

多·临床评分系统（TCSS）评分、QOL 评分；同时观察正中神经和腓总神经的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SNCV）与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NCV）；记录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疗程结束后，2 组 TCSS、QOL 均出现好转（P 均〈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改

善更加显著（P 均〈0．05）；治疗后 2 组神经传导速度均增加（P 均〈0．05），观察组 SNCV、

MNCV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电针联合四物汤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可以有效提高神经传导速度，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 

 
 

PU-268 

脊柱脉冲枪（SIT）联合电动牵引装置对颈椎病曲度变直反弓的

治疗疗效分析 

 
袁鸿儒,牟翔,袁华 

西京医院 710000 

 

目的 分析脊柱脉冲枪联合电动牵引装置对颈椎病患者曲度变直反弓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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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20 名，x 线片提示为颈椎曲度变直反弓的患者。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 10

列，治疗组 10 列。两组患者均给予颈椎病常规理疗。对照组给予颈部，干扰电，磁振热，以及电

动牵引装置的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脊柱脉冲枪 SIT 的治疗。SIT 是调整颈部椎体的曲度，

改善颈椎反弓的角度。分别在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六周后进行颈部活动度的评估和 VAS 评分。 

结果 治疗六周后两组患者颈部疼痛及不适感基本消失，两组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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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脉冲枪 SIT 联合电动牵引装置，结合理疗，能明显解除颈椎，曲度变直反弓引起的疼痛

及颈椎活动度，有效改善颈椎曲度明显提高了治疗曲度反弓变直的疗效。 

 
 

PU-269 

镜像疗法改善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障碍的 Meta 分析 

 
彭娟,胥方元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系统评价镜像疗法（mirror therapy, MT）改善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障碍、日常生活能力

及疼痛的作用.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BSCO、Web of Science、Ovid、Cochrane Library、Open Gray、

CBM、CNKI、Google Scholar、VIP、WanFang Data 中关于镜像治疗改善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

能障碍的随机对照试验，并检索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检索时间从各个数据库建库至 2015 年 12

月。由两名研究人员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和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5.2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2 个 RCT 共 823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镜像疗法组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

Fugl-Meyer 运动评分表、上肢动作研究量表（ARAT）、上肢 Brunnstrom 分期与无镜像视觉反馈

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WMD（95%CI）分别为 5.39(2.63, 8.14)、3.98(2.64, 5.31)和 0.72

（0.42, 1.02）]，镜像疗法组脑卒中患者改良 Barthel 量表评分与无视觉反馈组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WMD=6.11, 95%CI(2.31, 9.92), P=0.002]，镜像疗法组脑卒中患者疼痛 VAS 评分与无视觉

反馈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MD=-1.09, 95%CI(-1.94, -0.24), P=0.01]. 

结论 镜像疗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及疼痛，且在脑卒中

的早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均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疗效的远期持续性尚不明确；故仍需开展大样

本、多中心、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以求进一步验证镜像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障碍的康

复效果。 

 
 

PU-270 

小儿脑损伤综合症的康复治疗与临床疗效评价 

 
武志华,黄艳,巩克波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本文就小儿脑损伤综合症的康复治疗与临床疗效进行研究与分析。 

方法 选择我院从 2014 年 1 月-2016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脑损伤综合症患儿 78 例，按照入院先后顺

序将其平均分为对照组(n=39)和实验组（n=39），给予对照组患儿常规治疗，实验组患儿在对照组

基础上实施康复治疗，其后比较两组脑损伤综合症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和智力评分。 

结果 实验组患儿采用康复治疗较比采用常规治疗的对照组，临床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智力评分

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后，对照组与实验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对脑损伤综合症患儿实施康复治疗，不仅提高治疗效果，其智力也得到明显提高，进而促进

患儿健康发育，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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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1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全面性发育迟缓的前瞻性研究 

 
朱登纳,李平,王军,袁俊英,张广宇,梁疆芳,王明梅,赵云霞,安爽,马娜,马丹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生酮饮食（ ketogenic diet ， KD ）对全面性发育迟缓（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GDD）患儿神经行为发育、情绪和社会行为及生活能力的影响，并监测其不良反应。 

方法 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对住院的 77 例 GDD 患儿，在告知相关 KD 治疗疗效和不良反应

后由家长选择入组，其中常规治疗组 37 例和 KD 治疗组 40 例。两组患儿均进行综合康复训练，

KD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改良 Atkins 治疗方案。治疗前及治疗后 3、6、9 个月对两组患儿进行

Gesell 发育量表、中国幼儿情绪性及社会性发展量表（CITSEA）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

（CBCL）、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S-M 量表）评分评估，比较 2 组之间神经行为发

育、情绪和社会行为及生活能力的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后 3、6、9 个月两组患儿 Gesell 评分比较，在适应性、精细动作、言语 3 个能区的评

分，KD 治疗组改善情况优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时间越长效果越明

显；治疗后 3、6、9 个月两组患儿 CITSEA/CBCL 评分比较，KD 治疗组改善情况优于常规治疗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3、6、9 个月两组患儿 S-M 量表评分比较，两组评分改

善度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KD 可不同程度地改善 GDD 患儿的神经行为发育及情绪和社会行为，且较为安全，不良反应

少。 

 
 

PU-272 

冲击波联合离心肌力训练治疗慢性跟腱炎的效果研究 

 
张思卓,王广兰,李现强 

武汉体育学院 430079 

 

目的 观察研究冲击波疗法联合离心肌力训练治疗慢性跟腱炎的的临床疗效与只采用冲击波治疗的

效果差异。 

  

方法 选取 2016 年 07 月-2016 年 12 月前来武汉普爱医院就诊的慢性跟腱炎患者 24 例，其中男

性、女性各 12 例。将参与本次实验的所有受试者平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均为 12 例。研究组所

采取的治疗方法为冲击波治疗联合离心肌力训练；而对照组仅采用冲击波治疗。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的第 4、6、8 周对所有受试者都进行视觉模拟评分（VAS 评分）和美国足踝外科功能评分

（AOFAS 评分)。用这两项评分作为研究对比疗效差异的重要依据。 

结果 对照组和研究组的受试者在进行为期 8 周的治疗后，研究组与对照组平均 VAS 评分分数较治

疗前均有所下降，且研究组的 VAS 分数比对照组下降的更明显；研究组与对照组的 AOFAS 评分

的分数均有所提高，且研究组比对照组分数提高的更多。 

结论 冲击波联合离心肌力训练对慢性跟腱炎的治疗效果上优于单一的冲击波治疗，具有临床上推

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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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3 

功能性运动疗法在重症肺炎患者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改善患者营养及运动功能 

方法 多位重症患者经功能性运动治疗后，使用改良 Bathel 指数评定及 Fulger Meyer 评定方法，已

经实验室检查， 

结果 通过功能性运动治疗后的患者实验室检查明显改善，运动功能好转。 

结论 功能性运动疗法应尽早在重症肺炎患者上运用 

 
 

PU-274 

卒中后抑郁发病机理探讨—基于病人的临床研究 

 
郑琼飞,尹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基于临床病人的研究，探讨卒中后抑郁的发生与患者脑卒中类型、病程以及其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社会支持度和血液可的松水平的关系。 

方法 观察病程在 0 天到 1 年的脑卒中患者 41 例。根据患者的影像学数据判断其卒中类型（缺血性

脑卒中或出血性脑卒中），量化其卒中病程（<1 月、1-2 月、2-3 月、>3 月），应用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卒中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卒中后抑郁量表分别评定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社会支

持度和卒中后抑郁严重程度，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患者血液中的可的松水平。所有数据都进

行单样本柯尔莫哥洛夫-基米诺夫检验其是否符合正态分布，然后再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判断卒中

类型和病程对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社会支持度、血液可的松水平以及卒中后抑郁症影响，并进

一步运用皮尔森相关性检验分析卒中后抑郁症与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社会支持度以及血液可的

松水平之间的关系。 

结果 卒中类型对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社会支持度、血液可的松水平以及卒中后抑郁症均未见

显著性影响（所有 P 值>0.05）。 

         卒中病程对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有显著性影响，但对患者的社会支持度、血液可的松水平

和卒中后抑郁状态没有显著性影响。具体来说，患者卒中病程>3 月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较明显，

与病程在<1 月和 2-3 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与病程 1-2 月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P>0.05）。 

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与卒中后抑郁的发生呈显著正相关（P<0.05）。 

虽然患者的社会支持度与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P>0.05），但随着社会支持度的

增加，患者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有下降趋势。 

患者的血液可的松水平与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卒中后抑郁症的发生与患者的卒中类型、卒中病程、血液可的松水平没有关系，而是与其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并同时受患者的社会支持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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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5 

A 型肉毒毒素联合冲击波疗法对脑损伤后下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 

 
王虹 

西安市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 A 型肉毒毒素（BTX-A）注射联合体外冲击波疗法（ESWT）对脑损伤后下肢肌肉痉挛

状态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共选取 60 例脑损伤患者，均伴有下肢肌肉痉挛(小腿三头肌痉挛为主)，随机分为常规治疗

组、常规治疗+BTX-A 治疗组、常规治疗+BTX-A +ESWT 治疗组，每组各 20 例患者。常规治疗组

（A 组）采用各种常规康复训练方法，每日 1 次，每周 6 次，共治疗 4 周；常规治疗+BTX-A 组

（B 组）的患者除了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外，还对小腿痉挛肌肉进行 BTX-A 注射；而常规治疗+BTX-

A +ESWT 组（C 组）除了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及局部注射 BTX-A 外，还给予患者小腿三头肌进行

EWST 治疗，每周 1 次，治疗 4 周。治疗前和治疗后 1 周、4 周和 16 周分别进行肌张力、下肢运

动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结果 1.肌张力变化情况：三组患者治疗 1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A 组和 B 组略有下降、但是 C 组

肌张力显著性降低（P＜0.05）。4 周后，A、B、C 组肌张力均显著性下降（P＜0.05），而 B

组、C 组较 A 组效果更为佳（P＜0.05）。16 周随访，A、B、C 组肌张力均有所回升，但 B、C 组

肌张力较治疗前仍降低（P＜0.05），且 C 组优于 B 组（P＜0.05）。2.运动及日常生活能力变化

情况：三组患者治疗 1 周后，A 组、B、C 组患者的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无明显改善；4 周

后，三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均有所改善（P＜0.05），B 组、C 组改善较 A 组更好（P＜

0.05）。而 16 周时，A 组、B 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出现下降，B 组、C 组相比虽有下降，但

仍优于其余 A 组（P＜0.05）。 

结论 A 型肉毒毒素联合冲击波疗法可以迅速并且较持久的降低患者肌张力，也能够有效的提高患

者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对脑损伤后肢体痉挛有明显改善作用。 

 
 

PU-276 

SET 悬吊训练结合关节松动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裴强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0 

 

目的 观察 SET 悬吊训练结合关节松动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 选择在我科住院及门诊治疗 3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其中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28～

52 岁，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5 例。治疗组采用 SET 悬吊训练结合关节松动术，对

照组采用牵引、磁疗及高频电疗等。每天一次，共治疗两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后对患者进

行疗效评估。两组均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颈椎关节活动度、颈部

肌群肌力进行评估。运用统计学进行分析。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各项评估值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2 周后，1）

治疗组各项评估值与治疗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对照组各项评估值与治疗前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都有明显疗效。 3）

治疗 2 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各项评估值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治疗组疗效优

于对照组。 

结论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都有明显疗效。治疗组治疗后对比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表明 SET 训练结合关节松动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优于对照组；能够有效的强化颈椎部

各肌群、增加颈椎的稳定性、缓解肌张力、增加颈椎关节活动度、缓解神经根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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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7 

脑卒中后抑郁发病的相关因素分析及其发病机制探讨 

 
张婷 

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650021 

 

目的 使用量表评定脑卒中患者抑郁程度、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社会支持度，结合患者卒中性质、

病程时间等分析导致脑卒中后发生抑郁的相关因素，通过检测脑卒中患者神经递质和免疫因子，探

索脑卒中后抑郁发病的可能机制。 

方法 随机收集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及神经内科脑卒中病程一年以内的患者 45 例，明确卒中

性质、病程时间，分别应用 NIHSS 评定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价其获得的

社会支持度以及卒中后抑郁量表评估其抑郁程度。采集脑卒中患者外周血，用自动多管架自动平衡

离心机离心后提取上层血清备用：①使用安捷伦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检测血清 5-HT、多巴胺、去

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②应用 eBioscience 和 Proteintech 的 ELISA 法检测白细胞介素（IL-1β、

IL-2、IL-6 ）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四个细胞因子；③采用全自动磁珠抽提法提取 DNANa，

noDrop 测定 DNA 纯度和浓度。 

  

结果   PSDS 与患者卒中类型无显著相关性（P>0.05）。  

PSDS 与患者卒中病程无显著相关性（P>0.05）；）。3、PSDS 与患者社会支持度无显著

相关性（P>0.05），但表现为随。  

PSDS 与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呈显著正相关（P<0.05）。 

  PSDS 与 5-HTTLPR 无相关性（P>0.05）； 

PSDS 与细胞因子（IL-6、TNF）无显著相关性（P>0.05），但呈现出随着患者 PSDS 评

分增加，IL-6、TNF 有下降趋势，且 IL-6 较 TNF 下降趋势明显；PSDS 与细胞因子 IL-1、IL-2 无

可比性（因 IL-1、IL-2 数据较少，统计无意义）。 

PSDS 与儿茶酚胺、5-羟色胺无显著相关性（P>0.05），但随着 PSDS 分数的增加，E、

NE 有上升趋势，DA 与 5-HT 有下降趋势，且 5-HT 下降趋势尤为明显。 

  

结论 1、卒中后抑郁症的发生与患者的卒中类型、病程、社会支持度没有相关性，而是与其神经功

能缺损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2、卒中后抑郁症的发生与 5-HTTLPR、细胞因子、儿茶酚胺、5-羟色胺无明显相关性，但随

着患者 PSDS 评分的增加：IL-6、TNF 有下降趋势，且 IL-6 较 TNF 下降趋势明显；E、NE 有上升

趋势，DA 与 5-HT 有下降趋势，且 5-HT 下降趋势尤为明显。 

 
 

PU-278 

患侧单腿支撑健侧上下楼梯对脑卒中的异常步态疗效观察 

 
刘万林

1
,刘万林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观察患侧单腿支撑健侧上下楼梯对脑卒中患者异常步行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64 例脑卒中患者分别为 A 组 34 例和 B 组 30 例，均按照脑血管病治疗方

案治疗，持续 8 周，A 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患侧单腿支撑健侧上下楼梯训练，每 15 个/组，间歇 30

秒，每次 5 组。每天进行 3～4 次。治疗前后 2 组分别评定采用 Fugl_meyer(FMA)评分，Barther

指数（BI）评分下肢 ADL，三维步态分析左右步幅差。 

结果 治疗后 FMA 评分、BI 评分 2 组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三维步态分析左右步幅差明显缩小；2

组间比较，A 组各评定指标均明显优于 B 组（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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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患侧单腿支撑上下楼梯是一种简单实用性训练，改善患侧支撑能力的同时进而提高了脑卒中

下肢肢体功能及步行步幅，从而提高步行能力和减少异常步态。 

 
 

PU-279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联合反应的影响 

 
张微峰,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观察核心稳定性训练(core stability training,CST)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联合反应的影响。 

方法 脑卒中偏瘫患者 60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2 组均进行常规的康复训练，治

疗组在每次运动疗法训练中接受 20 min 的核心稳定训练。于治疗前及治疗 6 周时，采用简式 Fugl-

Meyer 评分上肢部分（FM-UL)进行上肢运动功能测试，下肢部分（FM-LE) 进行下肢运动功能测

试，采用 Berg 平衡量表 （BBS）评定平衡功能，采用联合反应分级量表(ARRS)评定上肢联合反

应。 

结果 治疗 6 周后，2 组 FM-UL, FM-LE ，BBS 及 ARR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t＞12.158,P

＜ 0.001 ） ， 治 疗 组 FM-UL (t=-2.317,P=    0.024), BBS(t=-2.394,P=0.020) 及

ARRS(t=2.620,P=0.011)评分均优于对照组，FM-LE(t=-3.420, P=0.001)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核心稳定性训练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联合反应。 

 
 

PU-280 

浙江省桐乡市卒中住院患者调查分析 

 
李强,韩静,陈剑飞,曹坤茂,沈方伦 

桐乡市康复医院 314500 

 

目的 利用较大样本住院资料分析浙江省桐乡市卒中住院康复患者病因构成、年龄分布及各类脑血

管疾病平均年增长速度，探讨本地区卒中发病情况及变化趋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浙江省桐乡市康复医院住院的卒中患者资料，对

卒中类型和年龄进行分析。 

结果 脑血栓形成、脑栓塞、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腔隙性脑梗死和其他类型卒中的构成比分

别是 28.12%、25.86%、22.02%、9.45%、6.32%、8.23%。脑血栓形成、脑栓塞、脑出血、蛛网膜下

腔出血、腔隙性脑梗死和其他类型卒中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是 11.27%、14.18%、7.09%、5.21%、

10.94%、7.27%。所有类型脑卒中发病率的总体年平均增长速度是 11.37%。50-69 岁年龄段分布占

整个年龄段的 70.31%。 

结论 该地区卒中患者卒中类型构成比中缺血性卒中（含脑血栓形成、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所

占比例达 60.21%，远高于其他卒中类型，50-69 岁年龄段是卒中患者住院康复治疗的主要年龄段，

加强对缺血性脑卒中的防治有助于减少卒中患者的住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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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 

SET 结合运动疗法对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躯干控制功能

的影响 

 
张韬,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运动控制功能障碍一直是影响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进行活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其中

躯干控制功能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肢体运动控制功能的恢复。本文通过应用 SET 悬吊训练技术

结合临床常规运动训练的综合治疗方式与单纯常规运动训练方式进行比较，评估其疗效，探讨 SET

综合训练方式对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躯干控制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36 例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随

机分组为对照组（n=18）和治疗组（n=18），两组均进行包括桥式运动、翻身坐起及坐位平衡等

常规运动训练项目，治疗组在常规运动训练项目基础上增加每日进行 1 次 SET 悬吊训练，30min/

次，两组均训练 6 周。训练前后应用 Sheikh 躯干控制能力评分、FMA 运动功能评分、BBS 平衡功

能评分对两组患者进行躯干控制功能评定。 

结果 36 例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经 6 周训练后，Sheikh 评分、FMA 评分、BBS 评分等各

项指标较训练前均有所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通过对两组患者训练前后的量表

评分比较，治疗组训练后的躯干控制功能能力要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SET 训练技术结合常规运动训练方式的综合训练模式，可以显著地提高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

损伤患者的躯干控制能力，且恢复速度明显优于单纯常规运动训练模式，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该类

患者的运动功能和生活质量。 

 
 

PU-282 

SET 结合运动训练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张韬,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通过观察脑卒中患者应用 SET 悬吊训练技术结合常规运动训练，对改善其上肢运动功能的比

较，探讨 SET 悬吊训练技术结合运动训练的综合训练模式针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临

床应用效果。 

方法 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选取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

学科接受康复治疗，病程为 1~4 个月的首次脑卒中患者 40 例，随机分组为对照组（n=20）和实验

组（n=20），两组患者均接受针对上肢的包括肌力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够物、抓握-释放等在

内的临床常规运动训练，实验组在对照组训练项目基础上每日增加一次上肢 SET 悬吊运动训练，

20min/次，训练共 8 周。训练前后均采用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FMA-UE）和 Wolf 运动

功能评价（WMFT）进行上肢运动功能评价，改良 Barthel 指数（MBI）量表对 ADL 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进行评价。 

结果 40 例脑卒中患者训练 8 周后，各项评分较训练前均有所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比较，8 周后实验组的 FMA-UE 评分、WMFT 评分、MBI 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ET 悬吊训练结合常规上肢运动训练，降低了卒中患者完成上肢运动时肌肉群的抗重负担，

同时不稳定的运动平面提供了多重感觉输入，相较于常规上肢运动训练方式，能更显著地改善脑卒

中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对提高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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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3 

一例格林-巴利综合征综合症患者的康复治疗 

 
何飞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总结康复技术治疗是改善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重要手段。 

方法 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于患病第五天开始运用康复技术治疗，期间每 4 周用徒手肌力（MMT）

法对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进行一次肌力评价,根据进展调整治疗方案。包括早期、中期和后期一对

一的针对性康复治疗,。运用 Barthel指数评定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康复技术治疗能迅速提高格林-巴利患者肢体的肌力，恢复格林-巴利患者肢体的运动能力，

基本恢复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缩短病程。 

结论 对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运用康复技术治疗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PU-284 

功能性电刺激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疗效观察 

 
鲍金磊,庞虹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是偏瘫的主要合并症之一，也是偏瘫患者康复治疗中较难处理的问

题，严重影响患侧上肢功能的恢复。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观察功能性电刺激结合康复训练治

疗对脑卒中肩关节半脱位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将 34 例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17 例。两组患者均

接受常规康复治疗，而治疗组同时接受功能性电刺激结合肩胛带强化康复训练，每周 6 次，治疗 4

周。治疗前后采用肩关节活动度、上肢 Fugl-Meyer 评分、肩关节半脱位测定、肩关节疼痛情况对

两组患者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后，2 组各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组间比较显示，两组治疗前评分无明显差异，治疗

组治疗后各评分优于对照组治疗后各评分。 

结论 功能性电刺激结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在很大程度上可提高患侧上肢运动

功能。  

 
 

PU-285 

早期核心肌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躯干控制能力的影响 

 
张喆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观察核心肌群训练对早期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疗效。 

方法 符合纳入标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组在常

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给予核心肌群训练。治疗 4 周后采用脑卒中姿势评定量表 Fugl-Meyer、Holden

步行量表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Fugl-Meyer评分、步行能力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 

结论 核心肌群训练可改善卒中患者躯干躯干控制能力、下肢功能及步行能力，值得重视并加强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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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6 

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能力的影响 

 
于灏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0 例，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则

配合强化核心肌群稳定性训练，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采用 Berg 量表评定平衡功能、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 8 周后，治疗组 Berg 评分、MBI 评分改善程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强化核心肌群训练可以改善患者的平衡功能，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287 

失语患者的认知训练疗效观察 

 
宋爽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认知训练对失语的治疗作用 

方法 对 22 例脑卒中失语患者分成认知训练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认知语言综合康复训练和仅接受

语言训练。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前后语言及认知功能比较，结果表明认知训练组的认知功能改善较对照组明显

<0. 05;听理解能力及复述能力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更显著。 

结论 提示认知训练对失语的康复有积极作用.应将其列入失语治疗常规中。 

 
 

PU-288 

认知康复训练对颅脑损伤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许新天保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颅脑损伤会造成高致残率，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在颅脑损伤时，还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认知障碍，导致患者适应生活、社会的能力降低。认知功能属于大脑皮层的高级活动范畴，它包

括感觉、知觉、注意力、记忆、理解和思维等。当颅脑损伤时，患者首先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其次

是运动、感觉障碍，导致患者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降低。康复的最终目的是使患者重返社会，却

不能适应生活，就没有达到康复的效果。因此，颅脑损伤患者的康复首先是认知功能的恢复。本文

对颅脑损伤后伴有认知障碍患者进行注意力、记忆与思维能力训练及再培养 ADL 能力的对照研

究，讨论认知障碍的康复训练对颅脑损伤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取随机数字分组，将 60 名颅脑损伤患者分为实验组、对照组，每组共 30 例，每组患者均

接受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实验组给予认知康复训练，一周 5 次，共 4 周。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均进

行 Barthel 计分和 ADL 能力评定。 

结果 认知康复治疗结束后，患者认知障碍改善程度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 Barthel 指数、

ADL 指数均有所提高，但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通过临床观察，对颅脑损伤患者进行认知康复训练，实验组接受认知功能(注意力、思维、记

忆)的再训练，其认知障碍的改善比接受常规治疗和护理的对照组效果更明显。实验组 ADL 能力

(Barthel 计分)的提高程度明显好于单纯接受肢体功能训练的对照组。说明综合性认知功能的训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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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改善颅脑损伤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的恢复起着积极作用，利于全面康复，达到了患者回归家庭、

回归社会的目的 

 
 

PU-289 

发育迟缓儿童运动康复个案分析-以 Halliwick 技术为例 

 
罗玲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运动康复是发育迟缓的有效干预手段之一,然而当前对其相关研究尚少本文通过对一名发育迟

缓儿童进行运动康复训练,探讨 Halliwick 技术结合知觉动作发展训练对发育迟缓儿童康复效果的影

响,为发育迟缓儿童的运动康复提供参考 

方法 1.观察法 

研究分为 Halliwick 技术学习和知觉动作发展训练两项内容,持续 30 天,10 天为一期,上午进行适应性

游泳康复训练,下午进行知觉动作康复训练每一节课详细记录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训练目标学生课堂

表现及下节课的训练计划等间隔十天评估运动康复训练效果,制定下一个阶段的训练计划 

2.访谈法 

访谈的对象是冬冬的妈妈和外婆访谈的内容包括冬冬之前的感统训练模式日常生活自身喜好以及冬

冬在训练后的表现 

3.个案研究法 

采用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ugl-Meyer)和改良版痉挛评定量表(Ashworth)对冬冬进行评估,收集前测中

测后测的数据,比较训练前后的康复效果 

结果 运动功能由评定运动康复训练前的 86 分(中度运动障碍)上升为 96 分(轻度运动障碍);肌张力

等级由 3-减少到 2+;平衡等级评定也由 9 分变为 12 分直线走和指鼻试验也呈正向发展,直线 5 米由

康复前摔倒 10 次减少到 4 次,指鼻试验正确率也有所上升 

结论 通过观察评估得知,冬冬对语言和数学的理解能力差;从出生四个月起进行感觉统合训练,家长

反应康复进程缓慢;体型消瘦,全身肌肉纤细,纬度小,硬度高;闭眼单足小于 5 秒,不会双脚前后跳,不会

单脚跳;交替指鼻等轮替运动障碍;直线走完成较差?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ugl-Meye)评定为中度运动

障碍;改良版痉挛评定量表(Ashworth)测得肌张力等级为 3-;运动功能评定表(Lindmark)平衡测试为 9

分(满分 15 分) 

 
 

PU-290 

腰痛对生活的影响 

 
刘德阳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腰痛是指腰骶部的急性或慢性疼痛，部位通常是指肋骨下缘与臀下皱褶之间的疼痛 ，伴有 

或不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这些疼痛可能与肌肉、韧带、关节、椎间盘椎体与神经功能异常有

关。流行病学人群中 LBP 终生患病率可高达 85% ，目前腰痛的患病率居高不下。对我们每个人影

响都很大，了解腰痛的形成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很重要。 

方法 慢性腰痛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增加了致残率及医疗成本，约 2%—7%的急性腰痛患者会进入慢

性期。尽管儿童（1%—6%）LBP 患病率较低，但最近的研究显示青少年早期 LBP 的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对急性下背痛患者的 1 年随访中，65%的患者有 1 次以上复发，2 年随访中复发率为 22%—

35%。 

结果 以下人群腰痛患病风险较高：年龄超过 30 岁、肥胖或体重指数（BMI）较高（BMI>30）、怀

孕、运动量小，以及其他心理因素（如：压力、焦虑、抑郁。关于职业差异与 LBP 发病 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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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报道，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的职业与 LBP 的发病率有关。有关个体差异因素研究最多的包括基

因、性别、年龄、身体结构、力量和柔韧性。心血管系统疾病和生活方式因素（吸烟、过度负重和

肥胖等）与坐骨神经痛有关。证据表明，躯干肌肉力量或腰椎活动度与 LBP风险有关 。 

结论 腰痛机制椎间盘、韧带、神经及脊髓周围的肌肉的病变均可引起腰痛。过度牵拉可致腰肌拉

伤，导致肌纤维损伤，从而产生疼痛。韧带处张力增加时也会发生类似损伤变化，导致背部 扭伤

及相关部位疼痛。随着年龄的增长，纤维环细胞的数量下降，加之髓核组织水分减少，使椎间盘更

坚硬，移动度更大，更易产生疼痛。 痛觉传导始于脊髓并延续至脑，人体痛觉是许多上、下 行易

化和抑制通路共同作用的结果。 

 
 

PU-291 

调查分析现代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李丽萍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观察现代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采用随机对照设计方法观察急性脑卒

中偏瘫早期进行运动疗法与作业疗法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将 300 例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两组，早期综合康复组综合运用  BobathBrunnstrom，

PNF 等方法进行综合康复训练，疗程 1 个月;对照组不进行综合康复训练。效果评定采用临床神经

功能缺损程度评分，Fugl 一 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MA)，Barthel 指数(MBD 于初期、末期(1 个月)

对两组患者评定并进行 t 检验。 

结果 治疗后早期综合康复组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10 士 7 明显减少，与对照组 18 士 9 相

比，t=4.07，P<0.001;FMA(72 士 28)，MBI(80 士 24)明显提高，与对照组相比，t 值分别等于 3.99

和 6.5。 

结论 早期介入康复治疗可明显促进患肢运动功能的康复。 

 
 

PU-292 

关于脑卒中后心理治疗对康复的影响 

 
黄柯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观察综合性心理治疗对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康复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初发脑卒中神经功能缺损伴心理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

组予常规药物、针灸、肢 体活动指导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心理治疗。用脑卒中神经功能缺

损评分表(CSS)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2、4 周末对患者进行疗效评定。将 60 例初发脑卒中神经

功能缺损伴心理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予常规药物、针灸、肢 体活

动指导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心理治疗。用脑卒中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表(CSS)分别于治疗前和

治疗后第 2、4 周末对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 CSS 评分治疗前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第 2 周末观察组有低于对照组的

趋势,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第 4 周末观察组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心理治疗除能缓解脑卒中患者心理障碍症状,还能改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促进肢体和语言功能

康复,应推广应用。 

 
 

http://www.51lunwen.com/shenjing/2011/1201/lw201112011611103912.html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41 

 

PU-293 

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整日流程康复管理效果分析 

 
白国芳,安媛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应用引导式教育执行策略之整日流程对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进行康复管理，旨在探讨提高

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康复效果的团队康复管理模式。 

方法 （1）自行设计整日流程记录表：为提高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训练项目的可操

作性，改善患者及其护理者生活质量，学习引导式教育之全人康复理念，应用整日流程执行策略，

以康复科住院脑卒中患者全天活动为主线，自行设计整日流程记录表,内容涵盖患者全天接受康复

各项治疗及病房康复的活动安排。活动要求一栏详细注明姿势要求，主动活动内容要求及护理要

点。康复医师主导整日流程安排，责任护士负责项目实施落地，康复治疗师设计的治疗项目贯穿全

天活动，康复团队以患者近期康复目标作为共同语言，强化患者主动参与意识，帮助患者形成良好

的运动姿势控制行为。（2）将 60 例住院脑卒中患者按入院顺序编号，单号纳入观察组，双号纳入

对照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接受整日流程管理，对照组接受康复科常规护理，两组均接受 4 周常

规康复治疗。治疗前后应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MBI）及生活质量评价量表（SF-36）评定

患者，应用 SF-36 评定护理者。组内比较治疗前后患者 ADL 评分变化、患者及护理者 SF-36 评分

变化，组间比较治疗后患者 ADL 评分变化、患者及护理者 SF-36 评分变化。 

结果 两组康复治疗前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无差异（t=0.378 P>0.05），两组康复治疗 4 周后患者生

活自理能力均有显著差异（t=3.228 P＜0.05），两组间比较治疗 4 周后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

质量变化有显著差异（t1=3.899 t2=4.578 P＜0.05），护理者生活质量两组有显著差异（t=5.328 

P＜0.05）。 

结论 将引导式教育整日流程作为住院脑卒中患者团队康复管理策略，可提高患者主动参与康复的

积极性，使其日常康复活动具有可操作性，有效提高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改善了患者及其护理者

的生活质量。 

 
 

PU-294 

脑卒中偏瘫临床疗效观察 

 
刘贝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观察作业治疗对脑卒中偏瘫的临床疗效，最大限度地恢复患者的认知、感觉功能，抑制异常

运动模式，提高生活活动能力，使患者尽快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方法 选择脑卒中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接受常规临床药物治疗和运动治

疗，试验组接受对照组相同治疗外同时进行作业治疗，上肢运动功能采用临床常用的有 Bobath 方

法、Brunnstrom 方法、神经肌肉本体感觉促通法（PNF）、Rood 方法、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再学习

方案等。通过活动达到抑制粗大原始的共同运动，诱发随意运动，建立正常的运动模式，改善随意

运动的协调与控制，增加双手的协调性及灵活性的目的；同时改善躯干平衡及控制能力，提高自理

能力。在文中还介绍了脑卒中偏瘫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有肩痛和肩关节半脱位以及与之相对的预防和

治疗。 

结果 试验组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作业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恢复有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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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 

成人臀肌挛缩症并发症及临床康复 

 
叶斌,陈友燕,叶斌,谢伟,胡群芳,李俊兵,孙宏伟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200090 

 

目的 分析成人臀肌挛缩症（AGMC）并发症的形成机制，为管控并发症发展趋势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00 例成人臀肌挛缩症 C1 型患者并发症的临床资料及其机制。 

结果 1、本组患者中 1000 例不同程度出现大转子滑囊炎、臀部肌筋膜炎、腰背部肌筋膜炎等并发

症，臀肌挛缩症叶氏微创与临床康复治疗 6-8 周后前述炎症消失。2、本组患者中 762 例不同程度

出现膝关节磨损性关节炎，168 例患者不同程度出现髋关节磨损性关节炎，12 例患者不同程度出

现踝关节磨损性关节炎；臀肌挛缩症叶氏微创与临床康复治疗后关节炎疼痛及活动受限症状未出

现，原有关节摩擦音继续存在但强度没有再持续加重。3、本组患者中 586 例出现不同程度骨盆倾

斜、下肢不等长、脊柱侧弯；臀肌挛缩症叶氏微创与临床康复治疗 6-10 周后前述情况消失。4、本

组患者中 3 例出现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329 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腰椎间盘突出。5、本组患者

中 560 例有心理忧郁倾向（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为 7-17 分），182 例患者有心理忧郁（汉密顿抑

郁量表评分为 18-24 分），6 例患者有严重心理忧郁（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为大于 24 分）；臀肌

挛缩症叶氏微创与临床康复治疗 12-24 周后心理抑郁消失。 

结论 1、成人臀肌挛缩症的并发症可分为可逆性并发症和不可逆性并发症两大类。2、成人臀肌挛

缩症的叶氏微创术与临床康复治疗可以治愈可逆性并发症；可以阻止或控制不可逆性并发症发展，

但原有损害没有逆转修复。3、为减少和减轻臀肌挛缩症并发症的不可逆性伤害，成人臀肌挛缩症

应尽早进行彻底手术与临床康复治疗。 

 
 

PU-296 

呼吸神经生理促进疗法结合体外膈肌起搏器对卒中后呼吸功能的

效应研究 

 
刘超,黄臻,段榴斯,屈菲 

番禺中心医院 511400 

 

目的 观察呼吸的神经生理促进疗法结合体外膈肌起搏器对脑卒中后呼吸功能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64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32

例。2 组患者均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采用体外膈肌起搏器和呼吸的

神经生理促进疗法进行训练。在治疗前及治疗后采用 B 超测量 Δｍ(平静呼气末与平静吸气末的膈

肌移动度)，ΔＭ(用力呼气末与用力吸气末的膈肌移动度)、第 1 秒用力呼气量（FEV1）；最大自主

通气量（FVC）、动脉血氧分压(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动脉血氧饱和度(O2sat)、

C 反应蛋白(CRP)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后，2 组的各项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治疗后的

FEV1[（44.85±5.24)%]；FVC[(69.47±4.26)%]；Δｍ[(16.96±3.25)mm]；ΔM [(66.66±5.66)mm]；

Δd [(0.95±0.23)mm] ； 以 及 Pa02[(81.92±5.66)mm Hg] ； PaC02[(43.16±4.92)mm Hg] ；

O2sat[(87.93±1.51)%]；CRP[(15.83±5.36)(mg/L]均优于对照组治疗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呼吸的神经生理促进疗法结合体外膈肌起搏器可以改善脑卒中后呼吸功能以及膈肌移动度及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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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7 

473 名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 BMI 与侧凸程度相关性研究 

 
杜青,周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低体重可能与脊柱侧凸相关。然而，侧凸严重程度和身体体质指数（BMI）的相

关性尚未明了。本研究旨在确定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低 BMI（＜18.5kg/m2）与侧凸严

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招募学校脊柱侧凸筛查项目中确诊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 473 名儿童（女 192 名，男 181

名）。采用 Cobb 角评估脊柱侧凸严重程度，并分为：轻度(10°-19°)、中度(≥20°)。测量身

高、体重。BMI可分为低 BMI(<18.5 kg/m2)、正常 BMI (≥18.5 kg/m2)。 

结果 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的平均年龄为 14.2 ± 2.5 岁，轻度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的平均 Cobb 角

为 12.4° ± 2.5°，中度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的平均 Cobb 角为 27.3° ± 13.1° 。低 BMI 组患

儿的平均 BMI 为（16.6± 1.3）kg/m2，正常 BMI 组患儿的平均 BMI 为（20.9± 2.3）kg/m2 。473

名确诊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患儿中，40 名（8.5%）为中度特发性脊柱侧凸，260 名（55%）的体重

正常。BMI 与侧凸严重程度之间无显著的相关性。将年龄与 BMI 校正后，女性与中度特发性脊柱侧

凸存在正相关性(OR, 2.35; 95% CI, 1.09-5.08). 

结论 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 BMI与脊柱侧凸严重程度不相关。 

 
 

PU-298 

应用红外线眼动仪观察针刺治疗眼肌麻痹急性效应的研究 

 
袁媛 

无 650000 

 

目的 应用红外眼动仪研究针刺治疗眼肌麻痹的急性效应（针刺前后 1 小时），探讨针刺急性效应

与长期效应（间隔 2-5 天或更长时间前后数据的对比，反映的是这段时间内针刺的一个积累效应）

之间的相关性，对针刺治疗眼肌麻痹的疗效作出客观评价，为眼肌麻痹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并探

索针刺治疗眼肌麻痹的相关机理。 

方法 1. 选取眼肌麻痹患者 20 例，分别在针刺前后记录眼动数据，分析对比针刺前后眼动数据，

观察针刺急性效应，其中，20 例患者中只有 6 例患者符合条件入选试验评估。并且将急性针刺数

据和长期针刺数据做线性回归，观察针刺急性效应与长期效应间的相关性。 

    2. 治疗方法：采用传统针灸针刺治疗，依据病人病变眼肌不同选取不同的针刺穴位，但同一眼

肌麻痹患者所选主要穴位相同。针刺前运用红外线眼动仪对眼肌麻痹患者进行眼动数据采集，针刺

后又立即给予测量采集。应用红外线眼动仪对眼肌麻痹患者进行测量时，每次测量的时间根据患者

成功次数而定，即 successful number 为 120 次(眼动仪能诱导眼球运动，其对眼球运动的康复治

疗作用尚不明确，该次数是能避免其对眼球运动恢复的干扰且能更好的分析眼动数据的改变）。若

同时患有其他并发症或伴发症，则予相应的治疗，如高血压降压、高血脂降血脂、高血糖降糖、甲

状腺功能减退者改善其功能等。 

    3. 使用红外线眼动仪收集患者眼球运动功能数据，选择被试者单次扫视运动双眼的幅度差、峰

速度差和时间差作为评估被试患者眼球运动功能的基本参数，其中幅度差和峰速度差又可以分为水

平（X）和垂直（Y）两个分量，故每个被试者单次单方向总共有（1）X 分量幅度差、（2）Y 分

量幅度差、（3）X 分量峰速度差、（4）Y 分量峰速度差和（5）时间差五个评价参数，选择每个

方向记录 20-30 次扫视数据作为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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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针刺急性效应：6 例患者共收集 60 组急性针刺数据，分析数据发现针刺前后五项眼动指

标均有显著变化的有 3 组，均没有显著变化的 2 组，有 48 组针刺前后至少有 3 项数据发生显著变

化，有 7 组仅有 1-2 项数据发生显著变化。 

 2. 急性效应和长期效应的相关性：将 60 组急性针刺数据与 16 组长期针刺数据对比，发现一半的

急性数据与长期数据有较好的正相关。 

  

结论 应用红外眼动仪研究针刺治疗眼肌麻痹的急性效应，发现运用针刺治疗眼肌麻痹患者其眼球

运动功能发生显著变化，针刺治疗的急性效应与长期效应呈正相关。 

 
 

PU-299 

手部 CPM 训练对偏瘫患者手部痉挛及手功能疗效的对照观察 

 
孙远标,荆丽艳,程子翠,向宪文,周莹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泰安市中医医院 271000 

 

目的 观察手部连续被动训练系统（Hand CPM）结合中西医康复治疗对降低偏瘫患者手部痉挛以

及改善手功能的作用。 

方法 将 100 例脑卒中、脑外伤后伴有手部痉挛的偏瘫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

对照组只接受常规的中西医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接受中西医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辅以手部 CPM 连续

被动运动训练，观察两组患者手部痉挛及功能的变化。 

结果 1.治疗前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肌张力的评分分别是 3.35±1.02、3.36±0.99，手功能 FMA 评分

分别是 5.26±2.34、5.49±2.57，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 2.治疗 8 周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

者肌张力的评分分别是 2.15±1.12、2.75±1.21，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 0.01)；手功能 FMA 评分

分别是 8.56±2.97、7.22±2.89，比较有明显差异(P ＜ 0.05)。 

结论 1.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是降低偏瘫患者手部痉挛和改善手功能的有效方法；2.手部 CPM 连续

被动运动训练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治疗方法，与常规中西医康复治疗结合能更明显提高治疗效果。 

 
 

PU-300 

冰刺激对偏瘫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观察 

 
刘莎莎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吞咽是指：食物经过咀嚼之后形成的食团或饮品，由口腔经咽和食管入胃的过程。临床上，

脑血管意外发生后，由于相关神经功能受损，部分患者会有时间不等的昏迷，鼻饲管就成为必要措

施，长时间肌肉废用，导致吞咽相关肌肉用进废退，发生吞咽障碍。对照实验观察冰刺激对吞咽功

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将 60 例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吞咽功能障碍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每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在脑卒中早期给予 30min 冰刺激治

疗，一周 5 次，共 4 周。在治疗前、治疗中和治疗后采用洼田饮水试验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  

结果 量表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后差异大。接受冰刺激患者较未接受冰刺激治疗吞咽功能改善大。  

结论 冰刺激治疗对于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吞咽功能障碍有很大作用、在治疗早期，给予患者冰刺

激治疗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吞咽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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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 

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对慢性盆腔炎大鼠细胞因子的影响 

 
杨阳,常征辉,胡利杰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对慢性盆腔炎大鼠 IL-1、 IL-2、IL-6 和 TNF-α 等细胞因子表达的影

响，探讨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疗法对慢性盆腔炎的疗效。 

方法 选用雌性 Wistar 大鼠 49 只，随机分组，分为正常组、假手术组、模型组、千金片对照组、

黄芪注射液肌肉注射组、生理盐水穴位注射组、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组。采用放射免疫法（RIA）

检测大鼠腹主静脉血血清标本中 IL-1、IL-2、IL-6 和 TNF-α 含量。 

结果 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可以有效地提高慢性盆腔炎大鼠血清中 IL-2 的含量，降低 IL-1、IL-6、

TNF-α 的含量，对细胞因子的异常表达有调节作用。 

结论 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对慢性盆腔炎大鼠细胞因子的调节作用明显，通过本动物实验表明黄芪

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慢性盆腔炎有治疗优势。 

 
 

PU-302 

牵引对颈椎病康复的影响 

 
王晓明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颈椎病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颈椎骨质增生所引起的一系列临床症状的综合症。了解

颈椎病的病因，以及预防和康复治疗措施，降低颈椎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使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

高。牵引疗法对颈椎病患者康复率的影响同样重要。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将 60 例颈椎病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均接受常规针刺疗

法、在此基础上，治疗组给予牵引疗法，一周五次，共四周。在治疗前，后采用臂丛神经牵拉试

验、压头试验、椎间孔挤压试验对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采用牵引疗法患者较未采用牵引疗法患者恢复时间快。  

结论 牵引对改善颈椎病头晕、头痛症状有显著疗效，在颈椎病常规治疗下加以颈椎牵引能有效缓

解颈椎病。  

 
 

PU-303 

脑卒中后踝关节的保护 

 
江子华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脑卒中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其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及致残率

高，是一直困扰着国内外临床工作者的重大难题。踝关节功能障碍作为卒中后下肢功能障碍患者常

见的并发症,主要表现为足内翻和足下垂,严重影响患者步行功能及生命质量。卒中后中神经控制异

常及局部肌肉张力异常是导致踝关节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 

方法 良肢位摆放：患者平卧位，于足跟部放一棉制的小圈，以防压疮，跺关节保持背屈中立位，

用海绵小枕或棉垫铺在木板上放在两足下面，使足底与床面垂直，足尖向上居中，以抑制踢曲，保

持跺关节于功能位，同时要避免重物或棉被压迫。卒中后早期，保持正确的体位对踝关节的保护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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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被动运动：主要包括踝的背屈、伸髓、屈膝、背屈跺运动等。卒中后早期踝关节的护理能主

动或被动活动各关节，带动肌肉，防止肌肉萎缩及肌键、韧带挛缩变形，关节僵硬。 

踝关节主动运动：翻身坐起、坐位平衡、坐站转移、站位平衡、重心转移、单腿负重、步行训练

等。这些训练旨在诱发或提高拮抗肌的肌力、肌张力，抑制优势肌产生过高张力或痉挛。正确的主

动训练有利于正常运动模式的建立，是预防痉挛状态发生的根本措施。秦大伟等，研究表明，踝关

节强化训练（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增加踝背屈训练、踝跖屈训练、台阶训练、爬坡训练）后，其疗

效优于常规康复训练组。其它治疗方法：功能性电刺激，肌电生物反馈，踝足矫形器，手术治疗

等，都对踝关节的运动障碍恢复有帮助，从而改善患者的步行步态。 

结果 脑卒中后踝关节活动障碍是高级中枢神经损害形成的运动能力降低，主要有足下垂和足内

翻，主要是由于相关肌肉的肌力下降、肌力不平衡及痉挛模式造成的，造成肌力异常及痉挛的原因

包括神经控制异常（中枢抑制、低位原始反射释放）和制动、废用造成的肌肉纤维和肌键的物理特

性改变。 

脑卒中后踝关节功能障碍其可能的发病原因及常用的康复治疗措施。近些年来，人们在卒中后踝关

节的研究和治疗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但仍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理论和方法。为了最大程

度的改善卒中患者的踝关节稳定性和运动控制的能力，使其具有更好的步态和步行能力，仍需要大

量的、更深层次的机制和治疗技术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结论 踝关节功能障碍的治疗，主张多重治疗的原则，例如联合应用踝足矫形器及功能性电刺激，

在矫正患者足下垂的同时，功能性电刺激能够促进患者主动的踝背屈。 

 
 

PU-304 

电针对 SD 大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的影响 

 
廖源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21001 

 

目的 观察电针对 SD 大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的影响，及对 MMP-3 与 MMP-13 的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30 只 3 月龄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成 3 组(每组 10 只)。假手术组、ACLT 组（前交叉韧带切

断术）、电针组（前交叉韧带切断术+电针）。其中 ACLT 组及电针组均行膝关节前交叉韧带切断

术处理。术后 1 周，电针组接受电针治疗，12 周后处死动物，对关节软骨行 Mankin 评分、CTX-2

以及 MMP-3、MMP-13 mRNA 表达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 (1) ACLT 组的 Mankin 评分高于假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电针组的 Mankin

评分低于 ACLT 组(P﹤0.05)。(2)干预前，ACLT 组的 CTX-2 表达与假手术组、电针组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ACLT 组的 CTX-2 表达较假手术组、电针组升高，差异与假

手术组(P﹤0.01)及电针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3) ACLT 组中 MMP-3 水平较假手术组、电针组

降低，差异与假手术组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与电针组无统计学差异。4)ACLT 组中 MMP-13

水平较假手术组、电针组降低, 差异与假手术组(P﹤0.01)及电针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电针可能通过调控 CTX-2、MMPs 的表达从而起到延缓大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退变。 

 
 

PU-305 

电针对 SD 大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的影响 

 
廖源

1,2
,周君

1
,李能

1
,孙光华

1
,封卫兵

1
 

1.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 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康复临床医学院 

 

目的 观察电针对 SD 大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的影响，及对 MMP-3 与 MMP-13 的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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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30 只 3 月龄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成 3 组(每组 10 只)。假手术组、ACLT 组（前交叉韧带切

断术）、电针组（前交叉韧带切断术+电针）。其中 ACLT 组及电针组均行膝关节前交叉韧带切断

术处理。术后 1 周，电针组接受电针治疗，12 周后处死动物，对关节软骨行 Mankin 评分、CTX-2

以及 MMP-3、MMP-13 mRNA 表达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 (1) ACLT 组的 Mankin 评分高于假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电针组的 Mankin

评分低于 ACLT 组(P﹤0.05)。(2)干预前，ACLT 组的 CTX-2 表达与假手术组、电针组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ACLT 组的 CTX-2 表达较假手术组、电针组明显升高，差异

与假手术组(P﹤0.01)及电针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3) ACLT 组中 MMP-3 水平较假手术组、电

针组降低，差异与假手术组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与电针组无统计学差异。4)ACLT 组中

MMP-13 水平较假手术组、电针组降低, 差异与假手术组(P﹤0.01)及电针组(P﹤0.05)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电针可能通过调控 CTX-2、MMPs 的表达从而起到延缓大鼠膝骨关节炎关节软骨退变。 

 
 

PU-306 

脉冲磁疗联合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疗效

观察 

 
苏琦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2 

 

目的 观察脉冲磁疗联合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 knee osteoarthritis，KOA ) 

临床疗效。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采用脉冲磁疗联合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治疗老年 KOA 患

者 60 例，其中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45～65 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 30 例。两组均进行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治疗，观察组同时配合脉冲磁疗。于治疗前、治疗后 3

周分别采用 Lysholm 膝关节功能评分对两组患者膝关节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定。 

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 Lysholm 评分分别为  71.27±7.49 和  81.54±7.46，显著大于治疗前的 

60.47±7.63 和 59.54±7.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Lysholm 评分及临

床疗效结果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水平，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 

结论 单纯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和脉冲磁疗联合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均能有效地治疗 KOA，脉冲磁

疗联合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可明显提高治疗效果。 

  
 

PU-307 

96 例脑卒中患者吞咽困难康复训练疗效观察 

 
兰晓燕,张铭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脑卒中吞咽患者实行康复训练的临床效果，评价康复训练的临床价值。 

方法 将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间我科收治的 96 例行康复训练进行临床治疗及护理的脑

卒中吞咽困难患者作为观察组研究对象。另外将 50 例行常规护理的脑卒中吞咽患者作为对照组研

究对象。比较两组患者吞咽困难问题的改善效果。 

结果 经过为期 1 个月的治疗护理之后，观察组 96 例患者的吞咽困难改善有效率为 95.83%

（92/96），对照组患者的吞咽困难改善有效率为 70%（35/50），组间差异 P<0.05，存在明显的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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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康复训练可以有效的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吞咽困难问题，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因而具有

较高的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 

PU-308 

超声导航下注射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临床疗效研究 

 
李爽 

山西大医院 030032 

 

目的 1.研究肌骨超声导航下注射治疗联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Ⅰ期患者的临床疗效，

同时与微波治疗联合康复训练组的临床疗效对比。 

 2.对肩手综合征发病原因及发病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我科收治的脑卒中肩手综合征Ⅰ期患者 42 例，随机分为超

声导航注射治疗联合常规康复训练组和微波联合常规康复训练组。治疗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予

以偏瘫侧肩关节周围软组织（或肩关节腔）肌骨超声导航下注射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治疗（一次）,

对照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予以偏瘫侧肩关节微波治疗（每天，共 10 天）。采用治疗前后对

比，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3 天和 10 天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价肩关节疼痛程度、 测量手

背和掌指小关节水肿程度以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脑卒中病变性质（出血或梗死）、性别比间均衡一致，具有可比

性。冶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 VAS、手背及掌指小关节水肿评分间比较，差异无明显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VAS 评分、水肿评分在治疗后随着时间均呈下降改变，治疗组下

降幅度大且速度快，尤其是治疗后 3 天治疗组的水肿评分已有明显下降；而对照组未见明显改变。

两组患者组在治疗后 3 天及 10 天在 VAS、手背及掌指小关节水肿情况评分比较治疗组较对照组各

时点相比均有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超声导航下介入注射治疗能在短时间内改善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肩痛、手背及掌指小

关节水肿，其治疗效果迅速而有效，且超声导航注射治疗组效果优于微波组。 

2.肩手综合征发病与肩袖损伤（尤其是肩峰下-三角肌下滑囊积液）、肩关节腔积液、肱二头肌长头

肌腱鞘积液有相关性。 

 
 

PU-309 

医用臭氧水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研究 

 
辛瑶瑶

1
,周友龙

2
,夏令杰

3
 

1.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2.河南中医药大学 

3.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医用臭氧水关节突及骶髂关节间隙注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e， 

AS）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方法。 

方法 将 78 例 AS 患者随机分为臭氧水治疗组 39 例和药物对照组 39 例。臭氧水治疗组选取关节突

关节（部分）及双侧骶髂关节间隙进行医用臭氧水注射，臭氧水浓度为 20µg/ml，5ml/处，1 次/

周，12 周为 1 疗程。药物对照组选用柳氮磺吡啶和西乐葆治疗，柳氮磺吡啶第 1 周  0.25g，Bid；

第 2 周 0.5g，Bid；第 3 周  0.75g，Bid；第 4 周及以后 1g，Bid。西乐葆 0.2g，Bid。12 周为 1

疗程。臭氧水治疗组和药物对照组在治疗前、治疗第 4 周后、治疗第 8 周后、治疗第 12 周后分别

对患者进行 Bath 强直性脊柱炎疾病活动指数（BASDAI）、Bath 强直性脊柱炎功能指数

（ BASFI）评价，治疗前后检测血沉（ESR）、C-反应蛋白(CRP)及进行安全性评价。运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 ）描述，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及率

描述。计量资料（年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量资料（组间各时间点评分）采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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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性别、例数）采用卡方（X2
）检验。所有检验以双侧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基线比较，臭氧水治疗组、药物对照组年龄、性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

BASDSI、BASFI、ESR、CRP 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 

2、有效性比较，臭氧水治疗组、药物对照组第 4 周治疗后、第 8 周治疗后、第 12 周治疗后

BASDAI 评分、BASFI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均 P<0.05），ESR、CRP 治疗后均较治疗前降低

（均 P<0.05）。臭氧水治疗组第 4 周治疗后、第 8 周治疗后、第 12 周治疗后 BASDAI、BASFI、

第 12 周治疗后 ESR、CRP 与药物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3、安全性比较，药物对照组有 5 例患者出现中度不良反应，安全性级别 0 级 34 例， 2 级 5 例。

臭氧水治疗组患者未出现不良反应，安全级别均为 0 级。两组安全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医用臭氧水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是治疗本病安全、有效的新方

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310 

重症监护病房神经重症患者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的康复防治策

略 

 
王春燕,万春晓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康复科重症监护病房神经重症患者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的康复防治方法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康复科重症监护室中神经重症患者 32

人，剔除入科前确诊髂外静脉血栓形成 1 例，根据入科后双下肢静脉彩超结果分为小腿肌间静脉血

栓组 14 例与非血栓组 17 例，保证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前提下两组均给予心肺训练、体位训练、运动

疗法、中频电刺激、针灸等综合康复治疗，非血栓组加做气压循环治疗及床旁脚踏车训练

（MOTOMED）。记录入科与出科时年龄、性别、病程天数、抗凝治疗情况、血小板计数、纤维

蛋白原数值、血浆 D-二聚体数值、血栓弹力图结果、静脉彩超结果、APACHE-II 评分、

Brunnstrom 分期、改良 Barthel 指数。 

结果 血栓组与非血栓组经过系统康复治疗后 APACHE-II 评分、Brunnstrom 分期、改良 Barthel 指

数均得到改善，P<0.05，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经彩超复查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在血栓组好转 2

例，两组均无新发血栓或加重；入康复科前给予抗凝治疗的 5 例患者均为非血栓组；凝血功能、血

栓弹力图与彩超在判定肌间静脉血栓是否存在并无一致性。 

结论 综合康复治疗在神经重症合并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患者较为安全且有效；神经重症患者抗

凝治疗可有效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非抗凝治疗情况下综合康复治疗也可有效预防下肢静脉血栓

形成；凝血功能与血栓弹力图对肌间静脉血栓的判定有一定提示作用，但仍应以彩超为准。 

  
 

PU-311 

脑机接口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赵晨光,牟翔,袁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脑机接口康复训练（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对脑卒中后认知、运动功能的治疗

效果，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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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脑卒中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n=15）给予脑机接口康复训练及常

规康复训练。对照组（n=15）单纯给予常规康复训练。两组治疗均每日 1 次，每周 6 次，共治疗 2

周。于治疗开始前，2 周治疗结束时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LOTCA、Fugl-Meyer 运动、Fugl-

Meyer 平衡、改良 Barthel 指数、MEP 潜伏期、MEP 波幅以及中枢传导时间（CMCT）。 

结果 治疗 2 周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 LOTCA 评分 及 MEP 波幅显著升高，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Fugl-Meyer 运动、Fugl-Meyer 平衡、改良 Barthel 指数、MEP 潜伏期以及中

枢传导时间（CMCT）虽有所提高，但是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短时间重脑机接口康复训练可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并可改变大脑皮层的兴奋性。 

 
 

PU-312 

传统康复疗法结合现代康复对地震伤后高位截瘫患者疗效和并发

症预防的观察-1 例报道 

 
陈晓琴,王璐,彭小莉 

彭州市中医医院 611930 

 

目的 观察 1 名地震伤后颈 6 、7 椎体骨折脱位颈脊髓损伤高位截瘫 6 年患者近三年采用传统康复

疗法结合现代康复的疗效和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2014 年-2017 年我科收治 1 例 5.12 汶川地震伤后颈 6 、7 椎体骨折脱位颈脊髓损伤高位截

瘫 6 年患者，针对该患者康复主要问题①PROM 受限;②四肢运动功能障碍;③平衡功能障碍;④感觉

功能障碍;⑤大小便功能障碍;⑥ADL 能力严重受限。以及脊髓损伤常见压疮、泌尿系统并发症、呼

吸系统并发症、深静脉血栓及肺栓塞、痉挛、疼痛、植物神经过反射等并发症的预防。我科针对关

节活动度、肌力、平衡 、膀胱功能、直肠功能等主要问题制定了综合康复方案（传统康复治疗、

作业治疗、运动治疗、中医情志康复护理等）。每日治疗 1 次，5 次为一疗程，每 2 周根据治疗康

复评定（躯体运动能力、日常生活能力:Barthel 指数、直肠功能、膀胱功能、肌力、肌张力）进

度调整治疗方案。 

结果 患者的平衡功能达到了端坐位 2 级; ASIA 分运动功能 26 分，感觉功能 29 分；上肢的运动功

能达到了一定的提高;肌张力有明显改善;Bathel 指数提高到 30 分，在辅助具下能独立进食、 独

立修饰、独立刷牙、独立穿衣，单手随意地驱动电动轮椅, 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获得了较好改

善。膀胱功能由入院时的高压小膀胱改善为安全容量膀胱，残余尿量少，无漏尿;并且 3 年期间未

发生压疮、肺部感染、尿路感染等并发症。 

结论 采用规范的、系统的传统康复疗法结合现代康复, 能使颈脊髓损伤患者最大限度的提高生存

质量, 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脊髓损伤并发症不仅影响康复治疗的效果及进程，还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到患者的生命。掌握预防并发症的防治方法有利于患者的安全，中医情志护理

有助于帮助患者树立信心，提高康复疗效。 

 
 

PU-313 

冠心病的家庭健康教育 

 
孙瑜 

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本文分析了女性冠心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积极的干预措施和治疗，旨在重视中年妇

女的冠心病，了解其危害和影响因素。通过健康教育和有序的生活方式以及必要的药物进行防治。 

方法 2.1心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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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建平[2]等研究冠心病患者情绪障碍调查显示：52%以上的患者明显焦虑，80%以上的患者有不

同程度的抑郁。因精神紧张，情绪激动，焦虑不安等不良心理状态可使体内儿茶酚胺释放增多，心

率加快， 心肌负担加重，诱发和加重病情。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忌暴怒、惊恐、过度思虑以及

过喜。应保持良好心态，避免情绪的过度起伏。 

2 .2 饮食指导  

（1）控制能量的摄入，控制体重，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低脂（功能比 25%[4]）、低胆固醇（摄

入量≦300mg／日）为宜，推荐高碳水化合物（功能比≧50%-60%）的膳食，避免暴饮暴食。建

议采用含油酸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如茶油、橄榄油、鱼油、玉米油等。  

（2）高纤维、高营养、低膳食盐，食盐摄入量控制在 6g／日以下；相对的高维生素、高钙、高

镁、高钾膳食，多食蔬菜、水果和薯类；钙供给 1g／日以上。 

（3）增加大豆类食品的摄入。董华等研究发现 62.42%[3]冠心病患者结合高血压病，降压治疗显

得极其重要。而大豆蛋白干扰肠道胆固醇的吸收，大豆异黄酮—植物雌激素、大豆卵磷脂、植物固

醇有利于血脂正常。 

    （4）戒烟少酒。吸烟是造成心肌硬塞、中风的重要因素，应绝对戒烟。少量饮啤酒、黄酒、葡

萄酒等低度酒可促进血脉流通，气血调和，但不能喝烈性酒。 

（5）补充烟酸（维生素 B5,20mg／日）、维生素 C（100mg／日），以降血脂。 

结果 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疾病，由于社会、心理、个性和生物等诸多易患因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引起冠状动脉狭窄，使心肌缺氧、缺血，从而导致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力衰竭等。 

结论 冠心病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已成为我国三大死亡疾病之一。冠心病患病率为 3%～5%，近

年大有增高趋势。关于冠心病的研究很多，尤其是行为医学在综合防治冠心病过程中受到人们的重

视。希望通过进行健康教育，可激励人们积极参加健康维护，主动改变不良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发

作，提高生活质量。便于人们改善心脏功能，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向大众传导健康知识，调整饮食

结构，降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 

 
 

PU-314 

肌内效贴结合功能锻炼对脑瘫患儿头控不稳的影响 

 
王晓锋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在脑瘫患儿头部控制中的疗效。 

方法 将入选的 30 例脑性瘫痪患儿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应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试验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肌内效贴，于治疗前、治疗第 1 个月进行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A 区评

定，进行疗效比较。 

结果 经过 1 个月康复治疗后，观察组比对照组抬头能力明显提高，GMFM-88A 区卧位与翻身功能

评分提高，头部控制能力比治疗前改善明显，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 

结论 肌内效贴结合功能锻炼对脑瘫患儿头控不稳的康复有效。 

 
 

PU-315 

高压氧对载脂蛋白Ｅ基因敲除小鼠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邵迴龙,范真真,钟萍 

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 250031 

 

目的 通过对载脂蛋白Ｅ基因敲除（apoE-/-）小鼠动脉粥样硬化(AS)斑块病理形态学、血脂及相关

炎症因子指标的观察， 探讨高压氧对 AS 的作用和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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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8 只 8 周龄雄性 apoE-/-小鼠给予高脂饲料喂养 8 周，随机处死 4 只， 取主动脉行苏木素伊

红（HE）染色， 显微镜下观察确定建立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剩余 24 只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高压氧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2 只。高压氧组行高压氧处理：实验前用纯氧洗舱 3-5min，升压及减

压时间各为 20in， 压力稳定于 0.20Pa，稳压时间 40min， 舱内氧浓度在 92%以上，1 次/d，共

30d；对照组不予以高压氧处理。 高压氧治疗前、 后测小鼠体质量。高压氧治疗结束当天处死小

鼠，测定血脂及血清中 CRP 水平； 进行主动脉 HE 染色， 观察主动脉根部斑块的组织病理学特

点。 

结果 （1）血脂测定：与对照组比较，高压氧组小鼠血脂各项指标 CH 、TG 、 LDL-C 

及 HDL-C 变化不显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血清 CRP 检测水平： 与对照组比

较，高压氧组小鼠治疗后血清 CRP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动

脉组织病理学变化：HE 染色可见对照组动脉形成明显粥样斑块，内膜不规则增厚，并向管腔内突

起，呈偏心性增厚，内膜下可见脂质溶解后形成大量不规则裂隙沉积；与对照组相比，高压氧组动

脉斑块形成、 内膜变化、 内膜下裂隙沉积均少于对照组。 

结论 高压氧有抑制 AS 的作用，其抑制 AS 作用独立于血脂之外；高压氧的抗炎作用可能是延缓

AS 发展原因之一。 

 
 

PU-316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疗效的观察 

 
上官王钱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疗效的观察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2015 年 10 月来宁波市康复医院接受过康复治疗的患儿 30 例，分为两组

别，各 15 例。一组为常规组，另一组为干预组。常规组患儿 3~6 个月未在家庭中进行任何训练，

患儿家长对家庭康复意识不强，任由小孩发展。直到患儿 1 周岁才来院进行综合性康复。干预组患

儿也是 3~6 个月，但是由于家长对家庭康复意识强烈，在家中也进行康复训练。定期也会进行医院

回访活动时刻观察患儿的情况直到患儿 1 周岁来院进行综合性康复训练。 

结果 治疗后，两组 GMFM、FMFM 和 ICF-CY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改善，且干预组优于常规组。 

结论 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有显著的影响 

 
 

PU-317 

探讨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的影响 

 
陈琛,谢鸿翔,陈方川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300 

 

目的 探讨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在本院行康复治疗的脑瘫患儿 40 例。男 28 例，女 12 例；年

龄 2～8 岁。功能障碍分型：痉挛型 16 例，不随意运动性 14 例，混合型 10 例。根据实际情况分

成两组，对照组 20 例，行常规康复治疗；实验组 20 例，接受常规的康复训练，在每一次运动训练

过程中，用 15-20 分钟重点强化足弓训练,一个康复疗程 3 个月，共 2 个疗程。用足底压力测试系

统进行评估。 

结果 实验组 6 个月内进行足底压力测试系统测试足底压力百分比高于对照组（P<0.01），两组差

异显著性明显。 

结论 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改善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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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 

肌内效贴布治疗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疼痛肿胀疗效观察 

 
田贵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布在临床上治疗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疼痛肿胀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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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词联导航训练法联合 tDCS 改善慢性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的言语

功能 

 
张芹,江钟立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词联导航训练法（WANT）结合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改善慢性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

言语功能的最佳治疗方案。 

方法 16 例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随机分为真刺激组（8 例）和伪刺激组（8 例）。两组均接受词联

导航训练和 tDCS 刺激。真刺激组 tDCS 阳极置于左侧 Broca 区，阴极置于对侧肩部，电流强度为

1.0mA，一天两次，一次 20 分钟，连续 10 天。伪刺激组每次 tDCS 刺激 30s 后停止。两组同时实

施 WANT 训练。治疗前两组进行 Token、MMSE 评估，治疗前后进行西方失语症成套测试

（WAB）、训练图片和未训练图片命名测试、日本标准失语症测试（SLTA）、微小交流能力测试

（Mini-CAL）测试。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Token、MMSE 评分组间比较时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治疗后在 WAB 失语商（WAB-AQ）和训练及未训练图片命名测试得分均

有显著提高（P＜0.05）；治疗后真刺激组训练图片命名得分和 WAB 中言语流畅度得分显著提高

（P＜0.01）；治疗后真刺激组在 SLTA 的所有子项目上均产生了明显差异（P＜0.05），伪刺激

组在 SLTA 中的―说‖ ―句子理解‖―读‖及 SLTA 总得分上产生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效果两组

比较：真刺激组在未训练图片命名测试得分和 WAB-AQ 较伪刺激组改善明显（P＜0.05）；真刺激

组在微小交流能力测试得分明显高于伪刺激组（P＜0.05）。SLTA 显示治疗后真刺激组在―名词理

解‖―单词书写‖―加‖子项目方面得分显著高于伪刺激组（P＜0.05）。 

结论 词联导航训练法结合 tDCS 能够改善慢性非流畅性失语症患者的言语流畅度和命名能力，改

善患者的交流能力，从而提高患者的言语功能；相比于单纯言语训练，联合治疗的改善效果更加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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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0 

遗传病误诊为脑瘫病例分析 

 
刘楠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提高对儿童遗传病的认识，减少误诊，加强基因检测在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康复过的脑瘫中最终被确诊为遗传病的患者 4

例：（1）患儿系 G2P1，孕检无殊，38W
+6
行剖宫产，出生体重 3.2kg，黄疸一个月余消退，4 月龄

不会抬头， 5 月龄宁波妇儿医院头颅 MRI 示脑外间隙增宽。脑电图示界限性变化脑电图，少量尖

波（右枕区），脑电功率呈 θ 功率增高改变，血串联质谱检查未见异常。曾于北京及上海行康复治

疗，肢体功能未见明显改善，1 岁半左右出现癫痫，头控差、追视、追声反应欠灵活，易患呼吸道

感染， 1 岁 8 个月确诊为球形细胞脑白质营养不良，该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2）因运动发

育落后于我院康复，有特殊面容，后经基因诊断确诊为 2 号染色体微小病变，经康复后可独走、智

力发育仍落后，该患儿父母染色体正常，患儿为基因突变；（3）系 G1P1，孕期有羊水增多史，

孕 41+2 周剖宫产，出生体重 4.15kg，生后否认窒息、缺氧及病理性黄疸史，头部 MRI 示脑白质

偏少，诊为神经系统发育迟缓， 7 个月龄因―追视反应欠佳、不会翻身、不会抓握‖来我院康复，因

患儿存在特殊面容：眼裂小、表情呆滞、易流涎、毛发色淡，长相与父母差异较大，后经确诊为

Pallister-Killian 综合征，其父为携带者；（4）试管婴儿，1 岁余于因运动、智力落后于我科康复，

基因检测示携带 SOS1 基因错义变异基因，该基因可能影响蛋白结构域功能，可能致病； 

结果 脑瘫患儿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为―遗传病‖或具有遗传倾向，存在运动发育障碍的遗传病患儿易

被误诊为―脑瘫‖； 

结论 对于伴有特殊面容、病情进展或出现多重并发症的运动障碍患儿，应注意借助于基因诊断手

段筛查，减少脑瘫的误诊。 

 
 

PU-321 

机械通气患者的床边康复疗效观察 

 
叶林,陶亮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20 

 

目的 阐述机械通气患者床边康复对预防患者肌肉萎缩、恢复患者意识、缩短患者拔管时间的作

用。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的脑卒中气管切开患者 16 例，其中男 12 例，女 4 例；年龄（60±6.6）岁；脑

梗死 3 例，脑出血 13 例，所有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患者住院期间给予营养支持、抗感染、神经营

养、吸痰、口腔护理及常规关节被动活动等。治疗前患者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平均 7 分，患

者 GCS 评分最高是 9 分，最低是 5 分，患者双上肢上臂平均周径 21.3±1.1 ㎝，双下肢小腿平均周

径 22.5±1.2 ㎝.在住院期间对患者进行电子生物反馈刺激训练、吞咽训练、床边气压训练、床边下

肢主被动训练等治疗。观察治疗前后患者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肢体周径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患者 GCS 评分≥7.5±1.3 分的患者有 12 人，GCS 评分≥11.5±1.4 分的患者有 3

个，无变化 4 人，效果明显优于治疗前水平（P＜0.5）。双上肢上臂平均周径≥22.3±2.5 ㎝，；双

下肢小腿周径≥24.3±2.1 ㎝，均明显优于治疗前水平（P＜0.05）。 

结论 在机械通气患者训练过程中合理运用电子生物反馈刺激训练、床边气压治疗等康复手段，结

合常规康复治疗技术，能更好的恢复患者意识，预防患者肌肉萎缩，缩短患者拔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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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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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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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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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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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肩托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训练治疗后肩痛的影响 

 
周莹 

霍邱县第二人民医院 237400 

 

目的 观察肩托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伴有肩手综合征、痉挛、和肩关节半脱位患者康复训练的影响。  

方法 将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0 月安徽省霍邱县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收治的脑卒中符合入选标

准的 60 例患者其中脑出血 42 例，脑梗塞 2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

两组患者均行常规康复训练，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物理疗法、传统治疗等，观察组在此治疗

基础上穿戴肩托。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采用 VAS 评分和 FM 评分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和 FM 评分，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与

组内治疗前相比，两组各项评分均有所增高（P<0.001），对照组治疗后各项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

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各项评分提高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P<0.05）。 

结论 在临床中使患者穿戴肩托，可显著提高偏瘫患者后肩痛的康复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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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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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平,穆燕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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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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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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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325 

一例 MYH2 基因突变患儿康复治疗策略的个案报导 

 
陈楠

1
,杜青

1
,余永国

1
,宋琰萍

2
,梁菊萍

1
,李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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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原因的智力发育落后伴随运动发育障碍的低龄患儿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临床康复的关注，

其具体病因的诊断和治疗干预特别是康复治疗一直是困扰临床医生的难题。本文报导一例确诊

MYH2 基因突变患儿的康复治疗策略、疗效，为不明原因发育落后患儿诊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一名不明原因智力发育落后伴随运动发育障碍的患儿，女，3 岁，在康复医学科进行常规康

复治疗，治疗效果不显著，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明确确诊为 MYH2 基因杂合突变，该类型患儿据文

献报导存在眼肌麻痹、面肌无力、II 型肌纤维减少，通过评估后发现与文献报导一致，患儿在原有

康复治疗基础上加强眼部肌肉、面部肌肉及 II 型肌纤维训练的内容，每周在康复医学科进行三次康

复治疗。治疗师分别对未明确诊断前患儿治疗三个月后及明确诊断后治疗三个月后进行评估。 

结果 Peabody 评估结果显示明确诊断后康复治疗的疗效明显优于未明确诊断前的疗效。 

结论 诊断为遗传性疾病发育障碍的患儿，精准康复医学治疗对于其运动功能的改善作用显著。康

复医生应更多了解相关基因疾病的特点，这对于患儿能力评估和康复方案制定都十分重要。 

 
 

PU-326 

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结合弹力带抗阻对冠心病患者血脂、心功能治

疗效果的观察 

 
李海霞

1
,陈江明

2
 

1.武汉体育学院 

2.武汉体育学院 健康科学学院 

 

目的 旨在使冠心病患者通过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结合弹力带抗阻运动，与传统的药物治疗进行对

比，观察患者实验前后的心脏射血分数、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左干支狭

窄）情况，以了解这种锻炼方法对患者的治疗效果，从而寻找一种适合的运动康复的措施，以改善

患者心脏功能、生活质量。 

方法 冠心病患者 60 例，年龄在 45-65 岁之间，随机分成三组：实验组、对照组、空白对照组。实

验组将进行有氧运动结合弹力带抗阻的运动治疗，对照组只进行与实验组完全相同的有氧运动，空

白组只进行相关药物的治疗。有氧运动：在康复中心实时动态心电监护下，运动频率 3-5 次/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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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个人强度的 50%-80%，运动方式为功率自行车、上肢液阻、跑台，每种仪器不小于 10min.持

续时间为 30-45min。弹力带抗阻：采用一系列中等负荷、持续、缓慢、大肌肉群、多次重复的抗

阻力量训练，每 2-3 天进行一次，每次训练 8-10 组肌肉群，每组 8-10 个，上肢为 30%-40%的 1-

RM，下肢为 50%-60%的 1-RM，。实验进行 8 周。实验前后分别测试受试者的心脏射血分数、血

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左干支狭窄） 

结果 空白组冠脉狭窄程度（左干支狭窄）由 76.50%下降到 73%，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

比，对照组冠脉狭窄程度（左干支狭窄）由 76%降到 70%，有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由

75%下降到 68%，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 

心脏射血分数 LVEF 方面，三组都有增高，但空白组 8 周治疗前后分别为 43%和 44%

（P>0.05），而对照组为 41%和 46%，P<0.05，实验组为 42%和 50%，P<0.01。血清胆固醇含

量变化为空白组为 4.10mmol/L 和 3.80mmol/L，P>0.05，对照组为 3.90mmol/L 和 3.50mmol/L，

P<0.05，实验组为 4.00mmol/L 和 3.20mmol/L，P<0.01。甘油三酯含量变化为空白组为

1.25mmol/L 和 1.10mmol/L，P>0.05，对照组为 1.15mmol/L 和 0.80mmol/L，P<0.05，实验组为

1.10mmol/L 和 0.50mmol/L，P<0.01 

结论 冠心病患者药物治疗配合有氧运动和药物治疗配合有氧运动、弹力带抗阻比只服用药物的疗

效好，且药物治疗配合有氧运动结合弹力带抗阻效果优于药物治疗配合有氧运动组 

 
 

PU-327 

针刺与安慰针刺改善失眠伴抑郁情绪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惠茹婷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16 

 

目的 以安慰针刺为对照，观察针刺治疗失眠伴抑郁情绪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受试者随机分为针刺组和安慰针刺组，每组各 30 例。分别予针刺或

安慰针刺治疗。观察治疗前后两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抑郁自评量表(SDS)变化，并比较

组间差异。 

结果 治疗后针刺组总有效率 90.00%，安慰针刺组 17.24%。针刺组治疗前后 PSQI 各项及 SDS 差

异均统计学意义(P＜0.05)；安慰针刺组治疗前后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及日间功能障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SD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 PSQI 各项及 SDS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针刺组优于安慰针刺组。 

结论 针刺可改善改善患者失眠症状和抑郁情绪，降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得

分。安慰针刺（PSD 针具）不能改善患者总体睡眠情况及抑郁情绪，但患者自觉睡眠障碍及日间

功能障碍存在一定改善。 

 
 

PU-328 

关键点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靳翔愚,金兵站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15 

 

目的 观察关键点疗法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对比其与传统中医推拿治疗手段在治

疗效果和效率上的差异； 

方法 将 90 例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44 例）和对照组（46 例），治疗组采用关键点

疗法，手法点按腰大肌肌腹、腰大肌止点、腘肌，弹拨耻骨联合处腹直肌、腹外斜肌止点，以及腰

1-骶 1 棘突连线、关节突连线、横突连线等 5 条线。每点弹拨 3 次，每次治疗时间 2 分钟。对照组

采用传统推拿手法给予治疗，以?法和揉法沿经络走行推拿患者膀胱经和胆经，点按肾俞、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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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承扶、殷门、委中、委阳、承山、环跳、风市、膝阳关、阳陵泉，以及夹脊、上中下髎等腧

穴，后再辩证施以斜扳法。每次治疗时间 30min。采用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对患者治疗前后

疼痛情况进行评定。 

结果 经统计分析，2 周治疗结束后治疗组、对照组患者疼痛程度均明显改善（P<0.01）。 

结论 关键点疗法与传统推拿对于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症状均有显著疗效，关键点疗法治

疗时间短，可明显提高工作效率，整体治疗效果优于传统中医推拿。 

 
 

PU-329 

隔日限食疗法对中重度急性脊髓损伤后 IKK/NF-kB 炎症通路的影

响 

 
熊兴娟,孙年怡,王文春,张安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 初步探讨隔日限食疗法对中重度急性脊髓损伤后 IKK/NF-kB 炎症通路的影响。 

方法 将 135 只 SPF 级雌性成年 SD 大鼠随机分为 EODF 组（模型+隔日限食）、AL 组（模型+自

由饮食）和 Sham 组（假手术+自由饮食）。采用医用临时脑动脉瘤夹（标定力 70g）建立 T10 钳

夹型脊髓损伤大鼠模型。术后 EODF 组立即予以隔日限食干预（禁食 24 小时，再自由饮食 24 小

时，随后再禁食 24 小时，如此重复，直至实验结束），AL 组和 Sham 组予以自由饮食（饮食不受

限制）。每组在术后 6h、12h、1d、3d、7d 处死大鼠，经心脏穿刺采血并取受损区域的脊髓组

织，通过特异性试剂盒检测 IKKβ 激酶活性，免疫印迹检测 NF-κB p65 含量，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检测血清 IL-1β 和 IL-10 水平。 

结果 Sham 组脊髓组织 IKKβ 活性和 NF-κB p65 含量、血清 IL-1β 和 IL-10 水平在术后各个时间点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ODF、AL 组脊髓组织 IKKβ 活性、NF-κB p65 含量和血清 IL-1β 水

平在术后明显升高，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两组升降趋势类似，IKKβ 仅在 12h 有统计学差异(P＜
0.05)，NF-κB p65 仅在 12h、1d 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血清 IL-10 水平在术后逐渐升高，

在各个时间点两两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1 周隔日限食疗法对中重度急性脊髓损伤后 IKK/NF-kB 炎症通路无明显影响。 

 
 

PU-330 

脑性瘫痪儿童健康状况研究 

 
林波,谢鸿翔,陈方川,邬刚燕,吴娟妹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调查脑瘫儿童健康状况 

方法 将 81 例脑瘫患儿分为脑瘫组，80 例正常健康儿童分为对照组，选取国际上通用儿童健康状

况指标，即体重、身高、血色素（Hb）以及免疫力（感冒次数/年）做为观察指标。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脑瘫患儿健康状况指标，即体重、身高、血色素（Hb）以及免疫力（感冒次

数/年）均显著降低（P＜0.05）。 

结论 脑瘫儿童健康状况显著低于正常健康儿童，生活质量欠佳，康复治疗中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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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1 

沙袋衣负重训练对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 

 
陈方川

1
, 谢鸿翔

1
,陈琛

1
 

1.宁波市康复医院 

2.宁波市康复医院 

3.宁波市康复医院 

 

目的 探讨沙袋衣负重训练对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40 例患儿随机分为常规组和负重组，每组 20 例，均进行 3 个月康复训练。所有患儿均采

用常规康复治疗，负重组在常规康复治疗中给予穿戴沙袋衣进行训练。分别在训练前和训练后采用

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中 D 区和 E 区评分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儿各项指标在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过治疗后，两组评分较治疗前都明

显提高（P〈0.01），且负重组的评分优于常规组（P〈0.05）。 

结论 沙袋衣负重训练可显著提高脑瘫患儿的步行能力。 

 
 

PU-332 

云南省 0～3 岁婴幼儿发育迟缓的早期干预研究 

 
黄高贵,刘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索早期干预对婴幼儿发育迟缓的影响 

方法 对 28 名 0-3 岁发育迟缓婴幼儿进行早期干预，其干预结果发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或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的诊断性评估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28 例发育迟缓婴幼儿中，1 例不接受，27 例干预后，3 例随访评估未完成，3 例仍诊断为儿

童发育迟缓，干预有效率 87.5%（21/24）。 

结论 早期干预是处置幼儿发育迟缓的有效手段。 

 
 

PU-333 

云南省 0～3 岁儿童发育迟缓的调查研究 

 
刘芸,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调查了解云南省 0～3 岁婴幼儿发育迟缓的状况。 

方法 270 名婴幼儿来自 2013 年 5 月～2016 年 4 月期间到个旧市、楚雄州和弥勒县妇幼院和昆明

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门诊；年龄 2-30 个月采用采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编著的《儿童个人及家庭社

会环境问卷》调查人口社会学资料，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婴幼儿进行认知发育状况，2～30 个

月以外采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婴幼儿发育迟缓检出率为 10.4%（28/270），正常 89.6%（242/270），以 239 名婴幼儿贝

利婴幼儿发育量表评分：125 名男性婴幼儿 MDI 得分 88.97±14.60，114 名女性婴幼儿得分

89.82±16.29（ t=-0.4233，P>0.05），男性 PDI 得分 92.17±15.31，女性得分 91.87±15.03

（t=0.3237，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十分之一的婴幼儿为发育迟缓，早期筛查、早期诊断与早期干预是改善婴幼儿发育迟缓的有

效方法，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简单方便，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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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4 

不同兵种军事训练伤流行病学调查 

 
李鸥,李爱萍 , 吴立红 ,李祥微,郭知学 

解放军杭州疗养院 310007 

 

目的 了解不同兵种官兵军事训练伤的发生与分布情况。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 900 名参训官兵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进行训练伤情况调查。 

结果 驻浙部队年度训练伤发生率为 11.4％，训练伤发病率步兵团为 16.4%，炮兵团为 13%，装甲

团为 11.1%，空军航空团为 8.8%，海军潜艇支队为 5.7%。训练伤的发生部位以腰部发生率最高，

达 39.4%；冬季和夏季发病率最高，两个季节发病占全年发病率的 74.8%。就医方式以师团所属医

疗机构为主，达 47.5%。 

结论 不同兵种训练伤发生率和发生部位存在较大差异，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降低训练伤的发生。 

 
 

PU-335 

综合康复训练对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黄丽虹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230001 

 

目的 探讨综合康复训练对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及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康复组患者在

给予吞咽运动功能训练的基础上，加用感觉输入及吞咽生物反馈刺激治疗。采用洼田饮水试验、摄

食功能量表及胸部 X 线在治疗前、中、后分别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后 2、4 周，两组的评分均优于治疗前，且康复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卒中后吞咽障碍，综合的康复训练方法疗效优于单纯的吞咽运动功能锻炼。 

 
 

PU-336 

伸膝装置深层手法松解治疗累及三柱胫骨平台骨折术后关节后期

僵硬 

 
仲荣洲,褚立希,许嘉宁,王陶黎,黄永磊,黄龙珠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 201619 

 

目的 累及三柱的胫骨平台骨折是一种复杂的、严重影响膝关节功能的骨折，术后易出现关节僵

硬，常规康复效果差，本研究探讨这种复杂骨折术后僵硬的改良的康复治疗方法。 

方法 收治 2014 年 1 月 – 2016 年 1 月期间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累及三柱胫骨平台骨折术后关节僵

硬的患者 34 例（术后 3-24 月，平均 7.50±5.09 月），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 19 例，对照组 15

例）。实验组在常规的膝关节松动+股四头肌腱牵伸基础上治疗前行手法强化膝关节伸肌群及屈肌

群松解。对照组为常规的膝关节松动+股四头肌腱牵伸。治疗前及治疗后 1 月分别评估患者膝关节

伸屈，疼痛 VAS 评分（休息及运动中，改良 Barthel 指数，独立功能评定（FIM），百分法膝关节

功能评定。数据 SPSS20.0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 所有患者治疗中无并发症发生，实验组膝关节伸屈（改善值伸膝 3.37±6.68，屈膝

42.74±18.71）、疼痛 VAS 评分（改善值休息时 3.00±1.05，运动时 2.68±1.16）、百分法膝关节

功能评定（改善值 18.00±5.32）较对照组膝关节伸屈（改善值伸膝 3.33±5.60，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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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14.99）、疼痛 VAS 评分（改善值休息时 1.73±1.03，运动时 1.80±1.01）、百分法膝关节

功能评定（改善值 13.53±6.65）明显改善，差值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累及三柱胫骨平台骨折术后关节僵硬的患者，康复仍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其中，对伸屈肌

群的强化松解，可以减轻肌群间的粘连和干扰，减轻膝关节压力，对膝关节功能恢复有着重要的作

用。 

 
 

PU-337 

经颅超声波辅助治疗脑梗塞及脑出血术后的疗效观察 

 
何珊珊,刘朝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经颅超声波联合常规治疗对脑梗塞及脑出血术后的效果。 

方法 将 40 例初发脑梗塞或初行脑出血清除术的患者随机分为超声组和对照组。超声组采用经颅超

声波和常规药物及康复训练方案，对照组单用常规药物及康复训练方案。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第

10 天后对患者神经功能及肢体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脑梗塞或脑出血术后的总有效率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间不良反

应发生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经颅超声波辅助治疗对脑梗塞或脑出血术后患者的神经功能及肢体功能恢复具有较好疗效，

效果优于常规药物治疗及康复训练。 

 
 

PU-338 

核心训练对踝关节扭伤后慢性踝关节不稳的影响 

 
李奇

1
,胡康杰

2
,李亚男

2
,王连成

1
,项顶

1
,褚晓蕾

1
,帅胜斌

1
,刘亚斌

3
 

1.天津市天津医院康复科 

2.天津医科大学康复与运动医学系 

3.天津市天津医院肢体矫形外科 

 

目的 探讨采用核心训练对日常生活中和体育运动中，最常见的踝关节扭伤所导致的慢性踝关节不

稳的临床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取天津市天津医院康复科收治的踝关节扭伤后发展为慢性踝关节不稳的患者共 34

例，通过踝关节损伤病史调查问卷调查、踝关节基本客观指标测量将受试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其中实验组 17 人，对照组 17 人两组患者在采用踝关节关节松动、下肢相关肌群牵拉及肌肉放

松的基本康复手法治疗基础上，实验组患者同时增加核心训练，每周 4 次，每次 45 分钟，连续 8

周。采用中文版 Cumberland 踝关节不稳定评定量表（Cumberland Ankle Instability Tool ，

CAIT）对患者的踝关节功能及稳定性进行评分，评价治疗前、治疗后及半年后的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基本客观指标（年龄、性别、身高、BMI 指数）评分无显著差异。两组患者

训练后踝关节稳定性较训练前 CAIT 评分均有提高，组内 CAIT 评分治疗前后有显著性差异（P＜
0.05）；实验组连续训练 8 周后，CAIT 评分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CAIT 评

分中疼痛、急转身时和单腿站立时感觉踝关节不稳定实验组评分较对照组明显提高，具有显著性差

异（P＜0.01）。实验组半年后 CAIT 评分无明显下降，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采用核心训练结合基础康复手法治疗踝关节扭伤致慢性踝关节不稳可获得较好的临床治疗效

果，且治疗后期随访踝关节功能维持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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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 

镜像疗法对脑卒中上肢功能的影响 

 
张军,王宝军,满乾坤,田跃龙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研究镜像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镜像组（n=30）和对照组（n=30）。两组均接受常规康复训

练。镜像组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结合镜像疗法，选择安静的环境，训练前纠正异常肌紧张，抑

制异常姿势。具体方法: 患者坐于桌前，桌上垂直放一 35cm×35cm 的镜子于两上肢之间，镜子正

面朝向健侧，背面朝向患侧，让患者观察镜子中健侧上肢的运动成像，想象成患侧肢体在运动，然

后要求患侧肢体做与健侧相同的动作，如果患者无法完成，由治疗师辅助完成。治疗时要求设计的

动作包含以下 6 个基本动作: 肩关节前屈、肘关节屈曲伸展、前臂旋前旋后、腕关节屈伸和桡偏尺

偏、手指抓握和伸展以及拇指外展。需要注意，治疗时让患者将注意力集中于镜子正面，视线避开

健手，使患者感觉是患手在做动作。两组患者均治疗 40min/次，1 次/d，每周 6d，连续 4 周。治

疗四周后使用 Fugl-Meyer 评分法、上肢运动力指数（MI）、偏瘫上肢功能测试-香港版（FTHUE-

HK）对患者上肢功能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4 周结束时，实验组上肢 Fugl-Meyer、MI、FTHUE-HK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
0.05）；对照组上肢 Fugl-Meyer、MI、FTHUE-HK 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P＜0.05）；且实验组上

肢 Fugl-Meyer、MI、和 FTHUE-HK 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镜像疗法能明显提高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 

 
 

PU-340 

电动肌肉振动治疗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对肩袖损伤的康复疗效观察 

 
陈彦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对肩袖损伤患者进行电动肌肉振动联合常规康复治疗的疗效评价。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7 年 1 月我科收治的肩袖损伤患者 25 例，均为经骨科就诊无手术指

征者，其中男 12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 38.2±2.3 岁，病程平均 13.1±1.6 天，随机分为治疗组

（13 例）和对照组（12 例）。所有患者均给予超声波、温热磁振治疗、超短波治疗及运动疗法，

超声波、温热磁振及超短波治疗为每日一次，每周七日，运动疗法为每日一次，每周五次。治疗组

在此基础上增加电动肌肉振动治疗，每次治疗 5 分钟，每日一次，每周五日。总疗程共四周。所有

入选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四周后给予肩关节活动度评定、疼痛 VAS 评分、美国加州大学肩关节评

分（UCLA）和 Constant-Murley 评分（CMS）。 

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具有可比性。治疗结束后，两组患者肩关节活动度、VAS 评分、

UCLA 和 CMS 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肩关节外旋、外展活动

度、疼痛 VAS 评分、UCLA 和 CMS 较对照组改善更佳，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电动肌肉振动治疗可以作为常规康复治疗的补充，利于肩袖损伤患者肩关节整体功能的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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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1 

脑卒中偏瘫 30 例早期康复训练与恢复期心理康复 

 
田跃龙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早期康复训练与恢复期心理康复方法及效果。 

方法 对 3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早期康复训练和心理康复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本组 24 例肢体功能基本恢复 例需借助单拐 例仍需他人搀扶方可行走。 

结论 早期康复训练与心理康复相互配合进行有利于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身体恢复。 

 
 

PU-342 

等速技术在康复医学领域中的研究进展 

 
吴建贤

1
,宣磊

1,2
,魏良忠

1,2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安徽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目的 本文对近年来等速技术在康复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作以综述,旨在总结和分析等速技术在我国

康复医学领域的应用现状，以期可以为临床医务工作者在康复评定与治疗工作中提供一些借鉴。 

方法 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 

结果 1.等速运动是一种弥补了等张收缩恒力、等长收缩姿势固定的不足，综合等张、等长收缩特

点的肌肉收缩运动方式。等速技术具有恒定角速度和顺应性阻力的特点，是等速技术成为最佳肌力

测试、康复训练方式的基础。 

2.等速技术在康复评定中的主要作用有：1）评估关节肌肉或神经肌肉的功能受损程度；2）测定健

侧基础值，作为患侧康复治疗效果的预期值；3）作为康复治疗方案疗效的评价和判断定量指标，

并在康复治疗过程中进行实时监控，以便及时调整康复方案。具体可应用于：1）关节肌群肌力的

评定；2）关节稳定性的评定 3）双侧肢体平衡性的评定 4）辅助诊断； 

3.等速训练共有以下几种主流训练模式：1）等速向心训练；2）等速离心训练；3）等速持续被动

运动训练（CPM）；4）等速短弧训练模式；5）其他等速训练模式。 

4.等速技术在康复治疗上的具体作用有：1）等速技术的双向生理―溢流‖能够同时训练拮抗肌和主动

肌在任何运动角度的肌肉输出力矩，提高肌力；2）改善附属结构、神经肌肉功能；3）促进关节液

循环，缓解疼痛，有利于关节营养；4）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无菌性炎症消除；5）提高关节稳定

性，改善运动控制能力等。等速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神经科疾病、骨科疾病康复治疗的各期。 

结论 等速肌力测试和等速肌力训练技术在我国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康复领

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当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等速技术在康复医学的实际应用中还存在着一些不

足。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等速技术也在不断创新，目前等速技术已与表面肌电、物理因子等

技术完美的取得了融合，期待在今后加强与诸如生物力学动作解析、矫形外科、生物工程学等其他

学科的联合研究，进一步拓展等速技术在康复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PU-343 

有氧运动对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心功能及运动耐力的影响. 

 
唐大智 

云南圣约翰康复医院 650000 

 

目的 分析有氧运动对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心功能及运动耐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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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研究对象为我院随机选取的 40 例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研究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08 月，研究对象分类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纳入 20 例患者。在康复治疗方法上，对照组行常规

性康复活动锻炼，观察组在常规性康复活动锻炼的基础上行有氧运动干预，整理分析两组患者的康

复治疗效果。 

结果 经有氧运动干预，观察组康复治疗效果更接近预设值，与对照组相比，心功能指标、运动耐

力更为理想，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行有氧运动干预能够较好改善患者的心功能，增强患者的运动耐力，

有利于患者的预后，进而促进患者的恢复，应用价值较高。 

 
 

PU-344 

系统髋膝关节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后肢体偏瘫康复疗效的影响 

 
廖华,崔芳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系统髋膝关节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后肢体偏瘫的康复疗效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30 例，给予常规康复训练结合系统

髋膝关节强化训练）和对照组（30 例，给予常规康复训练）。于治疗前、治疗 8 周后采用简式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MA）评定 2 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Berg 平衡量表（BBS）评

定 2 组患者平衡功能；Barthel 指数(BI)评价 2 组患者日常活动能力改善情况；神经功能缺陷评分

(NIHSS)评定 2 组患者神经功能；起立-行走计时测试(TUGT)、10m 步行测试(TWT)、6 min 步行测

试，分析 2 组患者步行功能的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 8 周后 FMA、BBS、BI、NIHSS、TUGT 、10 m 步行时间、6 

min 步行测试均显著优于治疗前（P＜0．05）。 观察组的 FMA、BBS、BI、NIHSS、TUGT 、10 

m 步行时间、6 min 步行测试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系统髋膝关节强化训练可明显提高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肢体运动能力、日常活动能力、神经

功能、及步行能力，可有效提高康复疗效。  

 
 

PU-345 

急性脑梗死患者溶栓联合康复治疗对患者早期运动功能的影响 

 
崔莉,崔芳,常青,陆炜辰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研究急性脑梗死患者溶栓联合康复治疗对患者早期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2016 年 8 月来我院神经内科治疗的 186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纳入本次研究，选

取的 186 例发病在六小时内的急性脑梗死患者,并且符合溶栓治疗标准。其中 124 例接受尿激酶静

脉溶栓治疗，62 例患者拒绝溶栓治疗,采用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将 186 例患者分为三组其中 64

例采用溶栓联合康复治疗,60 例采用溶栓治疗,62 例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及康复治疗。治疗 12 天后对

三组患者进行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及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  

结果 治疗后 12 天后评定结果显示：①治疗 12d 后溶栓康复联合组评分显著高于溶栓组和康复组,

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治疗 12d 后溶栓组评分高于康复组，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溶栓联合康复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早期的运动功能恢复有较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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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6 

早期积极康复介入对高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 

 
余研,崔芳,颜沛沛,廖华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早期积极康复介入对高龄老人股骨粗隆间骨折术后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30 例高龄老年人股骨粗隆间骨折,年龄均≥80 岁，随机分为两组,康复组(15 例)与对照组

(15 例)，两组患者均予 PFNA 内固定术治疗,其中康复组术后给予物理治疗师积极的康复宣教和功

能锻炼，对照组患者术后常规进行康复宣教和自我锻炼，住院 2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下床时间和

观察有无并发症的发生。  

结果 康复组下床时间为(4.00±0.38)d，对照组下床时间为(12.00±0.48)d。康复组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为 10%，明显少于对照组的发病率 30%，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出院术后 X 光

复查均无骨折移位。  

结论 早期积极的康复功能训练能降低高龄患者股骨粗隆间骨折 PFNA 内固定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并能让高龄患者在住院期间尽早安全的使用助行器下地行走，提高了生活质量。  

 
 

PU-347 

指屈肌腱狭窄性腱鞘炎的超声诊断及引导下治疗 

 
尹莉,郭瑞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 分析超声在诊断及引导下治疗扳机指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近 5 年国内外有关超声用于扳机指诊断及治疗的相关文献。 

结果 灰阶超声多表现为腱鞘（A1 滑车）增厚，回声减低； 肌腱肿胀、增粗；横切呈圆形，提示

腱鞘炎； 掌指关节近端低回声结节；关节积液；腱鞘积液；CDFI/PDI 可见腱鞘内血流信号增多，

此时为急性期，建议保守治疗；动态扫查可见肌腱滑动受阻，增粗的肌腱出入腱鞘狭窄处出现卡压

及弹响。根据临床及超声表现将扳机指综合分为 3 型，并根据严重程度不同采用超声引导下鞘内注

射或针刀松懈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结论 超声方便无创、实时动态的优点为扳机指的客观诊断提供了良好的依据，实时引导下监测为

可视化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可以预测，在提倡精准医疗的今天，超声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PU-348 

高强度感应电治疗配合大负荷牵引治疗 

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个案报道 

 
易江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一个或多个颈神经根受压或/和受刺激引起的一侧或双侧上肢根性疼痛的颈

椎退行性疾病，其主要致病因素是突出髓核和增生的骨赘对神经根的压迫。神经根性颈椎病往往有

颈部疼痛伴上肢放射痛、麻木感，其中颈部疼痛症状缓解较快，上肢的疼痛，尤其是麻木感很难完

全缓解。通过对两例常规治疗方法疗效不佳的神经根性颈椎病患者采用高强度感应电配合大负荷牵

引治疗，探讨该治疗方法的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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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治疗方法：大负荷颈椎牵引分仰卧位徒手牵引和坐位持续机械牵引。仰卧位徒手牵引采用

30%~50%体重的力量进行牵引，以持续时间 30s~60s 为一次，共三次，每次间隔时间为 60s；坐

位持续牵引采用 15%~20%体重的力量进行牵引，持续时间为 15 分钟。牵引后休息 5 分钟，采用

感应电的疏波，沿着颈部和上肢受累区域进行间歇性反复放入强刺激，尤其是手部麻木区域，每次

刺激 5~10s，休息 5s，总共治疗时间为 5 分钟。 

评定方法：在高强度感应电治疗配合颈椎牵引仰卧位徒手牵引和坐位持续机械牵引前后，采用疼痛

视觉模拟评分法（VAS）、针刺觉和轻触觉测试进行评定，判断前后上肢疼痛和麻木感的变化。 

结果 颈椎牵引仰卧位徒手牵引后和坐位持续机械牵引后，颈部和上肢疼痛能迅速缓解，但停止牵

引恢复直立位后，症状有逐渐回来的倾向，总体上能有效缓解；高强度感应电治疗后上肢疼痛和麻

木感能快速减轻，并能维持 4~24 小时不等。连续治疗两周后，两例患者疼痛和麻木的症状基本达

到了完全缓解。 

结论 在 2 例常规治疗方法疗效不佳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采用高强度感应电治疗配合大负荷牵

引治疗，对颈部和上肢疼痛以及上肢麻木症状有效。 

 
 

PU-349 

反馈式呼吸电刺激训练对 copd 患者膈肌活动度的影响 

 
刘亚康,张鸣生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评估深慢呼吸联合呼吸肌神经肌肉电刺激对中重度 COPD 患者肺功能、呼吸肌肌力和膈肌活

动度（DM）的影响。 

方法 49 名中重度 COPD 患者随机分为训练组（TG，n=24）和对照组（CG，n=24），TG 进行

12 周、每周 2 次的装置引导的深慢呼吸联合呼吸肌神经肌肉电刺激（RESTB），对照组不进行干

预。干预前后测量最大呼吸压、膈肌活动度和膈肌活动周期。 

结果 共有 41 名患者完成该试验。和训练前基线值相比， TG 组最大吸气压（MIP）、最大呼气压

（MEP）、静息深吸气量（IC）、用力呼吸膈肌活动度（FDM）、膈肌收缩时间（TDMi）、膈肌

舒张时间（TDMe）和抽鼻膈肌收缩速度（Vsniff）均有显著提高，膈肌活动度（DM）、膈肌收缩

速度（VDMi）、膈肌舒张速度（VDMe）显著下降。CG 各项指标和训练前相比无显著性差异。两

组患者训练前后肺功能和膈肌厚度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深慢呼吸联合呼吸肌神经肌肉电刺激可以提高 COPD 患者呼吸肌肌力、降低膈肌驱动强度。 

 
 

PU-350 

吞咽训练联合针刺和感觉统合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 观

察 

 
宋建霞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吞咽训练、针刺和口面部感觉统合治疗对脑卒中后患者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共选取 60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 3 组，吞咽训练联合针刺及口面部感觉统合治

疗组（A 组）、吞咽训练联合针刺组（B 组）、吞咽训练组（C 组）；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

采用洼田饮水试验及标准化床边吞咽功能检查表（SSA）由不参与治疗的一位康复医师对各组患者

吞咽功能改善情况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治疗前 3 组患者洼田饮水试验评分及 SSA 评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

后，3 组患者洼田饮水试验评分及 SSA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通过组间比较发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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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洼田饮水试验评分及 SSA 评分显著优于 A、B 两组(p<0.05)，A 组和 B 组上述指标组间差异

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吞咽训练结合针刺及口面部感觉统合治疗在改善脑卒中后患者吞咽障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PU-351 

针灸与 A 型肉毒素治疗卒中后上肢肌肉痉挛疗效的对比 Meta 分

析 

 
苑杰华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611135 

 

目的 系统评价针灸与 A 型肉毒素治疗卒中后上肢痉挛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对比研究。 

方法 用计算机检索―Pub 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BM、中国知网）和万方医学数据

库。分别检索搜集针灸与 A 型肉毒素治疗卒中后上肢痉挛疗效比较的随机 对照试验或两组病例对

照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7 年 3 月 10 日。由至少 2 名评价员按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

文献筛查、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质量评价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利用

Cochrane 协作网提供的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计量资料计算均值差（ＭＤ）及其

95％可信区间（CI）。 

结果 共检出相关文献 156 篇，最终 21 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改良 PEDro 评分显示 9 篇文献在 7

分以上，属高质量文献。21 篇文献共含 624 例患者，其中肉毒素治疗组 316 例，针灸治疗组 308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肉毒素治疗组在 Fugl-Meyer 评分［标准化均数差（SMD）＝0.94，

95％CI：0.75～1.12］、改良 Ashworth 评分（SMD＝ -1.59，95％CI:-1.78～ -1.40）及改良

Barthel 指数（SMD ＝0.86，95％CI：0.65～1.08）方面均优于针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 05），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RR＝1.06，95％CI：0.78～1.45）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A 型肉毒素治疗卒中后上肢痉挛疗效确切，安全性高，联合针灸治疗，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

肢体运动功能、肌肉紧张状态及生活质量。 

 
 

PU-352 

利用脑电非线性分析预测脑损伤后 UWS 和 PVS 患者的预后 

 
吴东宇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100102 

 

目的 意识障碍是脑卒中和脑外伤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意识障碍患者的预后判断以及促醒治疗

直接关系到家庭以及社会的医疗投入，也是进一步进行神经功能康复的前提条件。目前，临床上比

较常用的评价意识状况及其严重程度的方法，包括 Glasgow 昏迷量表、Rappaport 昏迷量表、JFK

昏迷恢复量表等。这些量表难以捕获意识状态的微小变化，特别是植物状态（现在被称为―无反应

觉醒综合征‖， unresponsive wakefulness syndrome, UWS）、微意识状态（MCS）、优势半球损

害以及失语症患者。本研究利用脑电非线性分析方法评价脑损伤后 UWS 和 PVS 患者的意识障碍

程度，研究其在意识障碍苏醒预测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包括 73 名严重颅脑外伤或中风的意识障碍患者，其中 46 名 UWS 患者、27 名 MCS

患者，以及 30 名正常意识的脑损伤患者，均经临床以及神经电生理方法评估。所有患者依次采集

安静闭眼、痛觉刺激两种状态下的脑电信号，并计算脑电信号的近似熵和互近似熵非线性指数。入

院后 6 个月或 12 月用格拉斯哥预后量表（GOS）评定患者预后。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68 

 

结果 两种状态下，入院时 UWS 组近似熵和互近似熵非线性指数均低于 MCS 组。13 名 UWS、22

名 MCS 患者入院 12 月后 GOS 达到 3 分。苏醒患者和未苏醒患者脑干听觉诱发电位、体感诱发电

位和常规脑电图无明显差异。UWS 患者局部和远隔皮层网络受到广泛抑制，对痛觉和听觉刺激几

乎无反应。MCS 患者局部皮层网络的相互联系明显改善。在痛觉刺激状态下，苏醒患者脑电非线

性指数明显高于未苏醒患者，健侧远隔皮层网络的相互联系仍明显低于正常意识患者组。 

结论 脑电非线性分析能够定量评估 UWS 和 MCS 患者大脑皮层受抑制的程度。MCS 患者局部和

远隔皮层网络相互联系均优于 UWS 患者，对痛刺激有良好反应可能意味着预后良好。脑电非线性

分析可能为脑损伤后意识障碍的预后提供了一种评估方法。 

 
 

PU-353 

IBA57 突变致多发性线粒体功能障碍综合症 1 例并文献分析 

 
李红,童光磊,张敏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探讨 IBA57 基因突变的多发性线粒体功能障碍综合症（MMDS）患儿的临床、影像特征及基

因突变特点。观察综合康复治疗的效果。 

方法 对安徽省儿童医院康复科诊治的 1 例 IBA57 基因突变的 MMDS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以 ―IBA57‖ ―脑白质营养不良 ‖及 ―IBA57‖ ―leukodystrophy ‖为关键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NCBI）、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Pubmed）建库至 2017 年 2 月收录的论文进行检索。总结 IBA57 基因突变患儿临床、影像特征

及基因突变特点。 

结果 患儿 男，4 岁 8 月龄。因―运动障碍近 4 年，反复抽搐发作 1 年半‖于 2017 年 2 月最后一次入

院。患儿 2013 至 2017 年我院住院 16 次。患儿于 11 月龄发热后逐渐出现运动及认知障碍，病情

进行发展，2013 年头颅 MR 示双侧额顶枕叶以及半卵圆中心白质多发异常信号。我院康复治疗，

认知及言语改善较好，运动功能逐渐改善，2015 年头颅 MR 示双侧额顶枕叶以及半卵圆中心白质

多发异常信号均在减少。2015 年 8 月开始出现抽搐。2017 头颅 MR 提示双侧额顶枕叶以及半卵圆

中心白质多发异常信号增多。多次住院被诊断为脑白质病可能，后经基因突变分析发现患儿 IBA57

基因存在复杂杂合错义突变和无义突变：c.286T>C(外显子 1) 和 c.1053G>A (外显子 3)，其中前者

遗传自母亲，变异为错义突变,蛋白结构预测可能有害；后者遗传自父亲，变异为无义突变，蛋白

结构预测危害性较高，均为新发突变。确诊为 MMDS，确诊之后给予大剂量辅酶 Q10、ATP、复

合 B 族维生素等治疗，同时服用左乙拉西坦及托吡酯抗癫痫，家庭康复治疗，病情稳定。 

结论 广泛性脑白质病变的患儿临床要考虑线粒体病的可能。 

 
 

PU-354 

机械辅助康复训练在偏瘫康复训练作用的临床研究 

 
雄鹰

1
,倪彦军

1
,朱林剑

1,2
,包海涛

1,2
,郑丽芬

1
,唐迪

1
,张振华

1
 

1.沈阳军区大连疗养院 

2.大连理工大学 

 

目的 利用我们自行研发的机械辅助康复训练单元，提高脑外伤/脑血管病后偏瘫患者康复训练效

果，并不断改善机械辅助康复训练的性能。 

方法 73 例脑外伤/脑血管病后偏瘫患者分为机械辅助康复组(A 组)和对照组(B 组)，A 组接受治疗师

一对一康复训练的基础上，接受机械辅助康复训练单元的训练。机械辅助康复训练单元由上肢肌张

力评估装置（专利号 201510047102.3）、前臂肌群训练装置（专利号 ZL200310074498.1）、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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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肌群训练装置、站立位髋/踝关节运动训练装置组成。在入组时（M0）、1 月后（M1）、2 个月

后（M2）及 3 月(M3)后分别评定神经功能缺损、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M0、M1 时两组上述四项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M2、M3 时神经功能缺损、平衡

功能及运动功能评分实验组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A 组与 B 组差异

更显著（P＜0.001）。 

结论 通过机械辅助康复训练单元辅助训练，可以帮助脑外伤/脑血管病患者获得最好的康复疗效，

减少后遗症，提高生活质量。 

 
 

PU-355 

探讨小儿脑瘫的康复护理 

 
刘广豪 

东明县妇幼保健院 274500 

 

目的 探讨小儿脑瘫的康复护理措施。方法：分析 120 例的临床资料。结果：基本治愈 18 例，显

效 48 例，有效 42 例，无效 12 例，总有效率 90%.结论。医生制定专门的康复计划，临床护士一

定要将解释、疏导、鼓励贯穿于整个护理过程中，从而提高患儿的治愈率。  

方法 手法是根据中医推拿、按摩结合融合一体创造出的治疗小儿脑瘫病的独特方法。人体运动是

以骨骼为支架、关节为枢纽、肌肉收缩与舒张为动力来实现的。小儿脑瘫病的种种症状关键就是运

动功能失调而导致的功能障碍和姿势障碍。在治疗中灵活巧妙运用这种手法，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舒

展肢体、矫正畸形、舒通经络，辅助肢体功能恢复形成功能意识，加速血液循环，从而改善肌肉骨

骼神经的营养，促进患儿的各项功能，增强并达到抬头、坐、站、走、手抓物功能的目的，使患儿

快速康复。  

结果 在提高肢体的各个部位的关节活动能力、拉力、肌张力和功能的协调性，建立起人体需要和

应有的生活能力。 

结论 小儿脑瘫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医生和护士专业的治疗和康复训练，更需要家长

的耐心的家庭配合训练。 

 
 

PU-356 

运动想象疗法配合常规康复治疗偏瘫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观

察 

 
熊德启

1
,刘浩

1
,李敏

1
,张安仁

2
 

1.成都中医药大学 

2.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观察运动想象疗法配合常规康复治疗偏瘫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将 40 例偏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

配合运动想象疗法治疗。运动想象疗法具体操作方法：首先指导患者进行 2 分钟闭目、深呼吸全身

放松，接下来用 20 分钟时间进行―运动想象‖，想象内容从平时康复训练内容中选取站立位重心向

患侧转移和不同的步行速度进行想象, 在步行想象中加入节拍和口令, 以控制想象动作的速度和节

律。运动想象疗法于常规康复治疗前在安静的治疗室进行, 1 次/天, 5 天/周。两组分别于治疗前和

治疗后分别进行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 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FMA)（下肢部分）量

表对运动功能改善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的运动功能评估各项指标均有提高，但治疗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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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运动想象疗法能够改善偏瘫患者的运动功能，帮助偏瘫患者提高步行能力。 

 
 

PU-357 

毫针焠刺对老年性膝骨关节炎患者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胡秋生 

河北医科大学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评价毫针焠刺改善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的生活能力与生活质量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临床收集的 81 例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毫针焠刺治疗组和毫针针刺对照组，

选取患病膝关节周围腧穴（阳陵泉、阴陵泉、梁丘、血海、内外膝眼、足三里、阿是穴）进行毫针

焠刺和毫针针刺治疗。治疗组患者取仰卧位，穴位用 75％酒精常规消毒。将针灸针于酒精灯上烧

至发白后，迅速刺入穴位 15～25mm 深，留针 30 分钟，留针期间不行针；对照组患者采取普通毫

针针刺治疗，取穴针刺方法及疗程与治疗组相同。隔日 1 次，15 次为 1 个疗程。针具选用苏州医

疗器械用品厂生产的华佗牌不锈钢针灸针，直径 0.35mm，长度 50—100mm。通过 Lysholm 表和

AIMS2-SF 表观察评估治疗前后患者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变化，并与毫针针刺组进行对照研究。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Lysholm 表和 AIMS2-SF 表评估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毫针焠

刺治疗组优于毫针针刺组（P<0.01）。 

结论 毫针焠刺治疗能明显提高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火针治疗骨痹的

效应机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大的刺激量对人体感痛系统的调整；热效应对血液循环与局部新陈

代谢的改善；灼伤产生的局部组织性质变化对局部微环境的改善和对炎性物质的消除；对患者异常

下肢生物力线的改善和纠正。 

 
 

PU-358 

非负重功能锻炼配合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韩磊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探讨非负重功能锻炼配合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 

方法 将就诊的 134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①治疗组（n=62），采用非负重功能锻

炼配合独活寄生汤治疗。②对照组（n=62），采用独活寄生汤治疗。参照 199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拟定：①痊愈：为腰椎弧度恢复正常，椎间孔双侧基本对称，症状或

体征完全消失，日常工作和生活恢复正常；②显效：腰椎弧度椎间孔有所改变，症状明显缓解，体

征基本消失，日常生活和工作恢复正常；③好转：症状及阳性体征有部分改善，但是遗留有症状，

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和生活；④无效：症状及阳性体征无任何改善 

结果 非负重功能锻炼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有效率为  93.54%，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83.8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非负重功能锻炼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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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9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原永康 

运城市中心医院（原：运城地区人民医院） 044000 

 

目的 观察与分析在彩超引导下膝关节腔注射 A 型肉毒毒素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65 例重度骨性关节炎患者随机分成 3 组。常规治疗组 20 例，采用一般药物治疗与超短波理

疗结合；曲安奈德组 20 例，采用利多卡因 5 毫升与曲安奈德 10 毫克、关节腔注射、共 2-3 次、每

周一次；肉毒素注射组 15 例，采用彩超引导下关节腔注射 100 单位 A 型肉毒毒素、一般注射 1

次、3 个月后注射第 2 次；分别利用 VAS 评分系统、JOA 膝关节功能评价系统、在治疗前、治疗

后 1 个月、治疗后 3 个月、评价膝关节的疼痛与功能情况。 

结果 VAS 评分结果：常规治疗组、在治疗后 1 个月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治疗后 3 个月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曲安奈得注射组 VAS 评分、治疗后 1

个月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 3 个月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肉毒素注射组 VAS 评分在治疗后 1 个月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治疗后 3 个月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3 组间 VAS 评分比较治

疗后 3 个月肉毒素注射组与其他 2 组差异有有显著性意义（P<0.05）。JOA 评分结果：常规治疗

组、在治疗后 1 个月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 3 个月与治疗前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曲安奈得注射组 JOA 评分、在治疗后 1 个月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 3 个月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肉毒素注射组

JOA 评分、在治疗后 1 个月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后 3 个月与治疗前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3 组间 JOA 评分比较治疗后 3 个月肉毒素注射组与其他 2 组

差异有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A 型肉毒毒素关节腔注射治疗重度骨性关节炎、疼痛与膝关节功能改善明显、远期疗效好、

与常规治疗比较、具有优势、无不良反应。 

 
 

PU-360 

有氧运动对轻度高血压患者血压、炎症反应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孙秀珍

1
,潘燕霞

2
 

1.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慢性有氧运动降压作用与血清炎症因子和内皮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首诊为轻度高血压患者随机分成运动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均不用降压药，对照组进行低

盐饮食，运动组在低盐饮食基础上，进行 12 周踏车训练。对两组患者运动前后收缩压、舒张压、

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血清白介素-6 和内皮素-1 等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应用 SF-36 量表对患者

生活质量进行评分。 

结果 ①相关性分析显示，运动组白介素-6 与收缩压呈正相关(r=0.782，P<0.01），TNF-α、ET-1

与舒张压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881、0.850（P 均<0.01）；对照组白介素-6 与收缩压呈正相关（r 

=0.871，P<0.01），TNF-α、ET-1 与舒张压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843、0.894（P 均<0. 01）。②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坏死因子 α 浓度变化及内皮素-1 的浓度与舒张压变化密切相关。③

SF-36 量表评估显示，运动组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精神健康、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健康变化较

对照组和运动前均明显改善（P 均<0.05），但生理功能、生理职能与对照组和运动前相比，无显

著差异。 

结论 有氧运动具有降低高血压、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炎症反应、降低内

皮素-1 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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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 

生物反馈放松疗法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临床疗效及肌电值的分

析 

 
肖文武,黄肖群,韦春霞,刘淼,倪晓琦 

三峡大学人民医院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443000 

 

目的 探讨生物反馈放松疗法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肌电数值的变化。 

方法 选取 48 例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予以常

规康复治疗和一般药物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生物反馈放松疗法，每次 20min，每

周 6 次，两组患者进行为期 4 周的治疗。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

量表(SA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定。同时观察治疗组治疗前后肌电值 EMG 均值的变

化。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SDS 评分（对照组（61.25±3.73）、治疗组（61.13±3.98））、SAS 评

分（对照组（58.08±3.72）、治疗组（58.33±3.89））、PSQI 评分（对照组（11.38±1.81）、治

疗组（10.96±1.50））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治疗前治疗组肌电值均值 EMG 为

（20.71±2.18）uv。治疗周期结束后，两组患者 SDS 评分（对照组（53.17±2.33）、治疗组

（45.29±3.49））、SAS 评分（对照组（50.71±1.50）、治疗组（43.76±4.00））、PSQI 评分

（对照组（8.67±1.37）、治疗组（4.63±1.25））较治疗前组内比较均有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P＜0.05)；治疗周期结束后，治疗组的三项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另外，治疗结束后，治疗组病人肌电值 EMG 均值为（3.83±1.38）uv，较治疗前组间相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常规康复治疗和药物治疗可改善脑卒中患者睡眠障碍，生物反馈放松疗法对脑卒中睡眠障碍

的治疗效果较好，值得临床推广。 

 
 

PU-362 

记忆广度训练对脑梗后感觉性失语症患者语句听理解能力的疗效

观察 

 
阚弢

1
,戴立磊

2
,成逸

2
 

1.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探讨记忆广度训练对脑梗后感觉性失语症患者语句听理解能力的疗效。 

方法 将 20 例脑梗后语句听理解障碍的感觉性失语症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10 例）

和对照组（1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言语训练,研究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记忆广度训练。治疗前和治

疗 1 个月后应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法对两组患者进行语句听理解能力的评价。 

结果  （1）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发病后入院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两组患者治疗前语句听理解的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语句听理解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研究组更显著，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Z=2.431，P<0.05）。 

结论 记忆广度训练可明显提高脑梗后感觉性失语症患者语句听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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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3 

骨科康复----一位治疗师的心声！ --骨科康复的一些体会 

 
王凯斌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1 

 

目的 要改变我们医务工作者，尤其是部分骨科大夫思想中存在的错误观念，以及提高骨科康复意

识。 

方法 通过接受后期关节粘连的病人与早期康复的骨科病人实施康复技术，以及遗留功能障碍和医

疗资源的浪费的对比。 

结果 通过 2-8 周的早期康复技术的应用，病人功能基本不受限制，而后期康复的病人功能改善不

明显或改善很慢，大部分又寻找骨科医生进行松解手术。 

结论 过临床观察，通过以上的技术锻炼和早期活动，能明显缩短住院时间以及病人术后功能障碍

的严重程度，有效降低医疗成本和资源。减轻骨科医生工作的后期累赘，从而使骨科医生加强骨科

康复意识。 

 
 

PU-364 

早期康复训练介入对肩袖损伤微创术后患者关节功能的影响 

 
刘晓霞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训练对肩袖损伤微创术后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 。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3 月 － 2016 年 3 月确诊收治的 64 例肩袖损伤微创术后患者 ，将其随机

分为对照组（31 例）与治疗组（33 例） ，两组患者术后均采用常规的药物以及脉冲磁疗进行治

疗 ，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制定早期康复计划并进行康复训练 ，早期康复训练介入时间术后麻醉

完全清醒后 

具体内容包括体位护理以及系统性的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措施，功能锻炼措施；对照组康复训练介

入时间术后 4 周，方法同治疗组。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分别于术前与术后 ４ 、８ 、１２ 、１６ 

周对比分析康复与疼痛情况 ；评价指标为美国肩肘外科医师评分(ASES)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评分(UCLA)及疼痛（VAS）评分。 

结果 术前和术后４周两组患者的 UCLA 评分、ASES 评分与 VAS 相比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 ＞ 

０ ．０５ ） ， 术后８ 、１２ 、１６周的 UCLA 评分及 ASES 评分与 VAS 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早期康复训练介入有助于肩袖损伤术后患者的肩关节功能恢复，值得推广. 

 
 

PU-365 

早期系统的康复介入对脊髓损伤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晓霞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强化早期系统的康复介入对脊髓损伤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资料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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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此住院的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 65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23 例）与对照组（22 例）, 

两组患者临床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患者及家属健

康 宣教与心理疏导，治疗组给予强化 早期系统的康复介入，在患者术后 7d（生命体征平稳后）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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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系统 的康复。对照组术后第 14 天介入，康 复介入方法、疗程同治疗组。14 天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随访 6 个月。（1）加强早期呼吸道管理：主要方法有扣背、缩唇呼吸训练、排痰训

练、体位引流、腹部加压助咳等。（2）加强心血管系统管理：①预防深静脉血栓：干扰电，叩打

胆经、肾经，肢体按摩。②上肢的被动与主动运动。（3）加强膀胱和直肠管理：干扰电、艾灸、

点穴、腹部按摩、清清导尿与间歇导尿.（4）加强躯体功能训练：包括维持与改善关节活动范围的

训练、增强残存肌力的训练、平衡功能训练、转移训练、ADL 能力训练、轮椅的使用训练等等。

（5）加强皮肤管理：勤翻身、按摩、勤清洗。（6）强化心理疏导：教会患者腹式呼吸、吟诗、讲

故事、唱歌等；（7）加强疼痛的管理：电针、点穴、艾灸、冲击波治疗等。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

者治疗前与治疗后的第 1 周、第 4 周、第 6 周、第 24 周进行生活质量（SF-36)、并发症、死亡

率、满意度进行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F-36 的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并发症、死

亡率、满意度进行评定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脊髓损伤康复治疗强调早期系统康复介入，其可使患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化较少的费

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功能康复，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社会负担，为患者

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提供有利条件。 

 
 

PU-366 

分层次执行功能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影响的初步研究 

 
邹淑怡,温红梅,窦祖林,苏柳洁,郑雅丹,李鑫,孙巨,孙瑞芳 

中山大学附属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分层次执行功能综合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将 36 例脑卒中恢复期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n=18）和对照组（n=18）。两组患者均予常规

康复训练及药物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分层次执行功能综合训练，第一周重点进行工作记忆

训练，第二周重点进行抑制性控制和定势转换训练，第三周重点进行中枢执行功能训练，每天 30

分钟，每周 5 天，共 3 周。采用我科研发的记忆训练软件，智精灵教育科技开发的六六脑系统及其

他训练工具。具体训练内容包括：①工作记忆：分为视觉记忆和听觉记忆训练。前者主要包括 a.举

棋不定；b.似曾相识；c.卡片队列等。后者主要包括 a. 听词语练习；b. 听数字加法练习；c. 听对话

回答相关问题等。②抑制性控制和定势转换：主要包括 a.变换方向；b.判断方向；c.数字练习等。

③中枢执行功能：主要包括 a. 在超市货架上选购物品；b. 做一碗面的操作步骤；c.规则摸索等。

采用 Fugl-Meyer 上肢部分（Fugl-Meyer Assessment of Upper Extremity, FMA-UE）评定上肢功

能，Fugl-Meyer 下肢部分（Fugl-Meyer Assessment of Lower Extremity, FMA-LE）评定下肢功能

和 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 BBS）评定平衡功能，于训练前和训练结束时评估。 

结果 训练前，两组患者的 FMA-UE、 FMA-LE 和 BB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训练后与训

练前相比，实验组的 FMA-UE 评分[分别为（20.33±18.49）和（29.94±22.97）分]、FMA-LE 评分

[ 分别为（ 13.80±8.45 ）和（ 17.94±9.18 ）分 ] 和 BBS 评分 [ 分别为（ 21.89±17.57 ）和

（31.27±19.01）分]有所提高，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的 FMA-UE 评分[分别为（16.50±11.58）

和（21.44±12.09）分]、FMA-LE 评分[分别为（17.39±6.36）和（19.44±6.76）分]和 BBS 评分[分

别为（28.56±18.60）和（30.33±18.48）分]亦有所提高，具有统计学意义。但训练后，实验组

FMA-LE 和 BBS 的改善率[改善率=(治疗后分数-治疗前分数)/治疗前分数×100%]较对照组显著，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分层次执行功能综合训练有助于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的下肢运动功能及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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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 

言语训练联合经颅磁刺激治疗外侧裂周失语的疗效及 BOLD-fMRI

表现 

 
付婧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应用血氧水平依赖性功能磁共振成像(BOLD-fMRI)技术，观察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

合言语训练干预治疗卒中后恢复期外侧裂周失语症患者的疗效，探讨其最佳治疗方案。 

方法 纳入 48 例脑卒中后外侧裂周失语症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采用言

语康复训练治疗，治疗组患者采用 rTMS 联合言语康复训练，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末、治疗 8

周末三个时间点对患者进行 BOLD-fMRI 检查，观察大脑语言功能区激活范围的变化。2 组均采用

汉语失语成套检查（CRRCAE）评分评估治疗前、后的言语功能。 

结果 ①治疗 2 周末，2 组患者分别与组内治疗前比较，CRRCAE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组间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治疗 8 周末，2 组患者的 CRRCAE 评分

较组内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治疗组患

者在治疗后 2 周，8 周末，BOLD-fMRI 显示右侧大脑半球激活区较治疗前明显减小，亦较左侧半球

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 BOLD-fMRI 技术，观察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言语训练早期干预治疗外侧裂周失语症

的疗效，可能对此类患者的恢复有积极作用。 

 
 

PU-368 

强化肩胸关节训练对卒中致偏瘫后肩痛及 肩关节功能障碍的疗

效观察 

 
陈伟

1
,周敬杰

1
,翟宏伟

1
,徐侃

2
,张明

1
 

1.徐州市中心医院 

2.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目的 观察强化肩胸关节运动训练对治疗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肩痛及肩关节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选取 60 例卒中后偏瘫伴有肩痛及肩关节功能障碍的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每组

30 例患者的实验组和对照组。2 组均予以卒中后偏瘫肩痛及肩关节功能障碍的常规康复方法治疗，

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同时再予以 8 周的强化肩胸关节运动训练进行治疗。运用 Constant-Murley 肩

关节功能评分量表（Constant-Murley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scale，CMS）、基本概念视觉模拟

疼痛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简式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量表（Fugl-

Meyer Upper Extremity Motor Assessment，FMA-UE）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时间分别是治

疗前、治疗 4 周后、治疗 8 周后。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两组在 CMS 评定量表中五个方面都有好转（P＜0.05），VAS 疼

痛得分明显降低（P＜0.05）,FMA-UE 上肢功能评定也有显著好转（P＜0.05）；治疗 8 周后与治

疗前相比，实验组和对照组 CMS 五个方面、VAS、FMA-UE 都有显著好转，且与治疗 4 周后相

比，两组各方面也都有明显好转（P＜0.05）。治疗 4 周后，对照组和实验组相比，只有 VAS 疼痛

得分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 8 周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CMS 评分除却力量

测试上无明显区别（P＞0.05）外，其他四个方面以及 FMA-UE 上肢功能评定、VAS 疼痛得分上都

存在有明显区别(P＜0.05)，并且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对于卒中后偏瘫患者的肩痛及肩关节功能障碍，常规综合康复治疗方法以及强化肩胸关节运

动训练都有着不错的治疗效果，然而强化肩胸关节运动训练对缓解肩痛及改善肩关节功能障碍的疗

效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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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9 

运用核心疗法训练提高脑瘫异常运动模式的控制研究 

 
卢伟娜,周大勇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150020 

 

目的 探讨核心疗法训练在脑瘫儿童康复中对提高异常运动模式的控制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这一年来收治的 40 例 3 岁以上痉挛型脑瘫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20 例，给

予常规的康复治疗，试验组 20 例，运用核心疗法训练。治疗前后采用粗大运动评估量表 GMFM 进

行评定检验。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在 GMFM 评估结果中都有提高，特别在 A 能区中 4，5 项，B 能区的 28

项 29 项 C 能区的 48--51 项 D54 项--64 项 E 能区各项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临床研究表明，在脑瘫患儿的运动发育中，在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各个运动功能出现问

题，例如在仰卧位下患儿屈髋不充分，那么在四点位上可能发育成兔跳样爬或托爬，在坐位上屈髋

不充分，坐位重心在骶髂关节上，腰椎过度后凸为了维持坐位，头会过度前伸，胸椎会过度后凸，

肩带过分向前移形成典型的圆肩，驼背的异常姿势。在站位下屈髋肌紧张，臀大肌无力很难维持站

立姿势。如果以异常的运动模式继续行走下去，不但不能提高疗效，反而会强化这正异常模式，造

成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归根结底就是早期缺乏躯干和骨盆核心肌群的训练，躯干和骨盆不能给四肢

运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支点，使四肢在力量和方向的传导上不能有效准确的执行。骨盆和躯干稳定性

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针对脑瘫患儿更应该由易到难。当基础打好了，功能性的训练

目标也很容易完成。 

    研究表明早期对脑瘫患儿进行核心疗法训练提高患儿对异常姿势的控制有明显疗效，但因样本数

目有限，为求进一步检验应采用大样本临床检验研究验证。 

 
 

PU-370 

体外膈肌起搏对脑卒中相关性肺炎疗效观察 

 
刘文静,郑遵成,杨洪友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通过对脑卒中相关性肺炎患者应用传统治疗与体外膈肌起搏治疗对照，验证体外膈肌起搏对

脑卒中相关性肺炎患者的治疗作用，为临床提供新的有效治疗方法，降低肺炎对患者损伤，缩短康

复进程，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选取 2016 年就诊于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 60 例患有脑卒中相关性肺炎患者，年龄分布

50—65 岁，其中男性 38 人，女性 22 人，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人。对照组根据症

状，选择应用抗感染、祛痰，雾化等相应药物及长时间低浓度吸氧治疗，浓度 1—3L∕min，保证患

者保持正常血氧饱和度范围。试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膈肌起搏治疗，每日一次，每次 30 分

钟，起搏次数 8—10 次∕分，脉冲频率为 40Hz，刺激强度依据患者耐受程度而定。观察患者的发

热、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以及血液化验结果、影像学改变、血氧饱和度监测等客观指

标。 

结果 1、试验组患者肺炎症状更早消失，体温、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胸部 CT 和胸片有较好吸收

情况。2、治疗两个月后，试验组患者咳嗽效力、自主排痰能力加强。呼吸频率降低，呼吸困难症

状明显改善。3、治疗 3 个月后，试验组患者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在未吸氧状态下，试验组

患者的血氧饱和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脑卒中相关性肺炎是脑卒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且极大增加疾病致死率、致残率，影响了

患者康复进程和生活质量。体外膈肌起搏通过贴于胸锁乳突肌外缘的电极片，对膈神经进行功能性

电刺激，进而发生膈肌收缩，产生相应的治疗作用。膈肌是最重要的呼吸动力肌。体外膈肌起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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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膈肌收缩，提高膈肌肌力，改善患者呼吸能力。首先，增加咳嗽效力，加强痰液清除能力，减少

了继发性感染可能性。其次，对氧的摄取能力的增加，改善患者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为其他康复

治疗奠定基础。因此，体外膈肌起搏对脑卒中相关性肺炎患者有积极的治疗作用。 

 
 

PU-371 

Effect of aerobic exercise on the atherogenic index of 

plasma in middle-aged Chinese men with various body 

weights 

 
Shen Shiwei

1
,Lu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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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 Y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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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Hua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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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Zhenhai 

4
,Wu Liuxin

5
,Li Feng

2
,Yang Chengjian 

1
,Qiang Dongchang 

5
,Yang Yan 

3
,Shui Kedong 

4
,Bao Y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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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uxi No.2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Taihu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f Jiangsu Province 

3.Wuxi Rehabilitation Hospita 

4.Jiangsu Provincial Research Center for Health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5.Zhongguancun Xinzhiyuan H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erobic exercise and 

the atherogenic 
index of plasma (AIP) in middle-aged Chinese men stratified by body weight. 

Methods Th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obtained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age, residency, profession, smoking status, alcohol consumption, 
salt consumption, living habits, history of chronic diseases (hypertension, diabete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troke and othe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medications. The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by well-trained medical professionals. 
A cross-sectional study,which recruited 26,701 middle-aged Chinesemen undergoing health 
examinations 
in our hospital from1st January 2014 to 30th June 2015was performed, an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body 
weight and AIP, and aerobic exercise and AIP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mean AIP levelswere?0.016±0.305, 0.138±0.3171 and 0.211±0.3243 in 

normalweight, overweight 
and obese subjects, respectively, and appeared to rise with body weight. Significantly higher AIP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subjects with a weekly aerobic exercise period ≥90 min than in those with a 
weekly aerobic 
exercise period b90 min, and the mean AIP levels were ?0.038 ± 0.3015, 0.117 ± 0.3182 and 
0.192 ± 
0.3209, and were 0.003 ± 0.3067, 0.156 ± 0.3149 and 0.225 ± 0.3263 in normal weight, 
overweight and 
obesemenwith aweekly aerobic exercise period ≥90 min and b90 min,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aerobic exercis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IP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body mass 
index (BMI),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uric acid. 
Correlation between aerobic exercise and AIP in subjects with various 
body weights 
In men with a normal BMI, the subjects with a weekly aerobic exercise period ≥90 min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AIP than those with a weekly aerobic exercise period b90 min (?0.038 ± 0.3015 
vs.0.003±0.3067, P b 0.05), and overweight subjects with a weekly aerobic exercise period ≥90 
min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AIP than those with a weekly aerobic exercise period b90 min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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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82 vs.0.156 ± 0.3149, P b 0.05), while obese subjects with a weekly aerobic exercise 
period ≥90 min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AIP than those with a weekly aerobic exercise period b90 
min (0.192 ± 0.3209 vs.0.225 ± 0.3263, P b 0.05) 

Conclusions Lowering body weight and/or increasing aerobic exercise time may reduce AIP, and 

lowering body 
weight results in a greater reduction in AIP than aerobic exercise.Weight control combined with 
increased aerobic 
exercise time may cause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reduction of AIP. 
 
 

PU-372 

Swimming exercise increases serum irisin level and 

reduces body fat mass in highfat- diet fed Wistar rats 

 
Lu Yun,Li Hongwei,Shen Shi-Wei ,Shen Zhen-Hai ,Xu Ming,Yang Cheng-Jian ,Li Feng ,Feng Yin-Bo ,Yun 

Jing-Ting ,Wang Ling,Qi Hua-Jin 

Jiangsu Provincial Taihu Lake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214086 

 

Objective Background: It has been shown that irisin levels are reduced in skeletal muscle and 

plasma of obese rats; however, 
the effect of exercise training on irisin level remains controversial. We aim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swimming 
exercise with serum irisin level and other obesity-associated parameters. 

Methods Methods: Forty healthy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4 groups: a normal 

diet and sedentary group 
(ND group), normal diet and exercise group (NDE group), high-fat diet and sedentary group (HFD 
group), and highfat 
diet and exercise group (HFDE group. After 8 consecutive weeks of swimming exercise, fat mass 
and serum irisin 
level was determined. 

Results Results: Higher serum irisin levels were detected in the HFDE group (1.15 ± 0.28 μg/L) 

and NDE group (1.76±0.17 μg/L) 
than in the HFD group (0.84 ± 0.23 μg/L) or the ND group (1.24 ± 0.29 μg/L), respectively (HFDE 
group vs. HFD group, P < 
0.05; NDE group vs. ND group, P < 0.01).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irisin 
level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G level (r = ?0.771, P < 0.05), percentage fat mass (r = ?0.68, P <0.05), fat mass (r 
= ?0.576, P< 0.05), visceral fatmass 
(r = ?0.439, P < 0.05) and TC level (r = ?0.389, P < 0.05). The fat mass, visceral fat mass and 
percentage fat mass were lower 
in the HFDE group than the HFD group (all P values < 0.01). 
Comparison of serum irisin level and fat parameters at 
24 weeks 
The serum irisin level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NDE group than the ND, HFDE and 
HFD groups(all P values < 0.05), while which was greater in the ND and HFDE groups than in the 
HFD group (both P values < 0.05).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 clearly displayed the 
fat mass, percentage fat mass and fat-free mass of the rats (Fig. 2). The fat mass and percentage 
fat mas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HFDE group than in the HFD group (both P values < 0.01), 
while higher fat mass and percentage fat mass were observed in the HFD group compared to the 
ND and NDE groups (both P values < 0.01). The visceral fat mas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HFDE group than in the HFD group (P < 0.01);however, a higher visceral fat mass was found in 
the HFD group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ND (P < 0.05) and NDE groups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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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onclusion: Swimming exercise decreases body fat mass in high-fat-fed Wistar rats, 

which may be attributable to elevated irisin levels induced by swimming exercise. 
 
 

PU-373 

康复辅助器具在髋关节置换术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的应用观

察 

 
张洁 

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上海市卢湾区东南医院 200023 

 

目的 探讨指导康复辅助器具使用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基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中训练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取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 40 例，年龄 74（63-86）岁，男 2 例，女 38 例。将患者随机分成

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进行常规的物理运动治疗和作业治疗辅助器具指导训练日常生活能

力，对照组患者只进行常规的物理运动治疗。治疗频率为 1 天 1 次，住院周期 14 天,治疗 10 次。

通过 Barthel 指数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 Barthel 指数均有差异（P<0.01），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Barthel 指数均高对

照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1）。 

结论 通过配对 t 检验（P<0.01），结果说明作业治疗辅具指导训练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

理能力。 

 
 

PU-374 

康复治疗对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分析 

 
彭立伟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410150 

 

目的 分析康复治疗对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选取本院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 78 例股骨头坏死手术治疗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

对照组各 39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的治疗与护理；研究组患者接受系统性的康复治疗。对两组患者

的术后患肢功能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结果进行对比。结果：研究组患者的关节功能优良率明显优于

对照组，二者之间的差异明显（P＜0.05）；研究组患者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较对照组相对更

低，差异同样明显（P＜0.05）。 

方法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均接受保髋手术治疗，按照常规的手术规程操作；研究组在此基础上接

受康复治疗，具体方法为：（1）手术前：在手术前 s 天开始对患者进行康复教育，主要内容为关

节功能变化的现状和心理辅导等，指导患者联系单腿转移以及扶拐行走，做好股四头肌的肌力锻炼
[2]
。（2）手术后：第一阶段在术后 1 周内，进行患肢股四头肌、臀大肌的静力收缩锻炼，指导患

者被动抬腿；第二阶段为手术后 1-2 周，此时患肢肿胀症状消退，开始进行患肢关节的主动和被动

锻炼；第三阶段为术后 2-3 周，循序渐进地指导患者从床旁站立到下地扶拐行走练习，每天训练的

时间控制在三十分钟左右
[3]
；第四阶段为术后 3-4 周，通过锻炼加强臀股肌等部位的抗阻力肌力训

练，通过牵拉松动手法对患肢肌肉进行训练；第五阶段为手术后 4 周之后，在前四阶段的基础上增

加外展直腿抬高训练。 

结果 2.1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关节功能优良率对比 

研究组 39 例患者髋关节评分为优的有 19 例、良 14 例、中 5 例、差 1 例，优良率为 84.62%；对

照组分别为 14 例、13 例、8 例和 4 例，优良率为 69.23%。研究组患者的关节功能优良率明显优

于对照组，二者之间的差异明显（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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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 39 例患者中发生压疮的 0 例、静脉血栓患者 0 例、便秘患者 1 例、其他并发症 1 例，总的

并发症发生率为 5.13%；对照组 39 例中分别为 1 例、2 例、2 例和 3 例，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20.51%。研究组患者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较对照组相对更低，差异同样明显（P＜0.05）。 

结论 康复治疗对股骨头坏死术后患者功能恢复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具有较

高的价值。 

 
 

PU-375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对急性心肌梗死支架术后 2 周患者 心功能和

运动能力的影响 

 
范雪梅,吕云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037003 

 

目的 探讨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对急性心肌梗死支架术后 2 周患者心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为临床

科学合理的指导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早期如何科学运动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本实验选取 100 名急性心肌梗死急诊支架置入术后 2 周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心脏康复组

和对照组各 50 名。心脏康复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运动康复训练 12 周，每周 3 天，每天

40 分钟；对照组只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的内容包括：热身训练 10 分钟，有氧训练 20 分

钟，整理活动 10 分钟。测定两组患者 12 周前后血压（mmHg）、心率（beat/min）、血压心率乘

积(mmHg.beat/100)、峰值心率（beat/min）、峰值代谢当量 METs、主观用力感觉(RPE)、6min

步行试验(m)、HRR1、左心室射血分数（EF%）并进行比较。探索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对急性心肌

梗死支架术后 2 周患者肺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结果 1.心脏康复组和对照组在 12 周运动康复前后安静状态下血压、心率、血压心率乘积均无显著

性差异，P>0.05。 

2.心脏康复组 12 周运动康复后安静血压和血压心率乘积有下降趋势，提示 12 周运动康复可能有降

压作用，另外血压心率乘积的下降提示心功能改善，即相同负荷下心脏耗氧量下降，但结果无显著

性差异，P>0.05，可能与运动康复的时间短有关。 

3.心脏康复组 12 周运动康复后峰值心率、峰值代谢当量、6 分钟步行试验增加、主观感觉疲劳程度

（RPE）降低，且有显著性差异，P<0.05。 

4.心脏康复组 12 周运动康复后运动负荷试验 1 分钟心率恢复次数 HRR1 增加，且有显著性差异，

P<0.05。左心室射血分数较前增加，且有显著性差异，P<0.05。 

5.对照组实验前后峰值心率、峰值代谢当量、RPE、6 分钟步行试验、1 分钟心率恢复、射血分数

均未见显著性差异，P>0.05。 

6.心脏康复组与对照组 12 周运动康复后相比，康复组峰值心率、峰值代谢当量、6 分钟步行距离较

对照组明显增加，且有显著性差异 P<0.05。康复组 RPE 较对照组降低，且有显著性差异

P<0.05。 

7.心脏康复组与对照组 12 周运动康复后相比，康复组运动负荷试验 1 分钟心率恢复次数增加且有

显著性差异 P<0.05。左心室射血分数增加，且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12 周运动康复训练可以提高急性心肌梗死支架术后 2 周患者的心功能和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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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6 

老年尿失禁尿潴留及尿频证的非药物疗法 

 
孙霞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71000 

 

目的 尿失禁、尿潴留、尿频常属多种疾病的合并症，凡老年人出现这些症状者。一方面必须进行

肛诊等局部检查，残尿量测定，膀胱镜、尿道镜、膀胱造影、膀胱测压，实验室及神经系统检查，

以明确诊断。根据病因予以相应治疗。如属肿瘤及时施行手术或放射疗法及化学疗法，前列腺肥大

者可手术治疗，泌尿系统结核者应接受抗痨疗法等。另一方面则可同时采用传统医学康复疗法，无

论引起此三症的原发疾病性质、病期如何，或病后、术后、放疗或化疗后，只要出现此三症（除外

阻塞性尿潴留），均可视为采用传统医药进行康复治疗的指证。 

方法 1 针灸疗法 

1.1 尿失禁及尿频 

1.1.1 盆丛：位于第 19 椎，骶骨中线到骶骨边的中点。应用电针疗法。病人俯卧，取 28 号 5 寸长

针，进针时使针和皮肤成 30 度左右角，缓缓刺入，通过坐骨大孔时，有较沉紧感觉，可继续缓缓

进针，深 4 寸半时停止进针，此时针尖已到达直肠后面，骶骨的前面，然后接通电针仪用继续波给

予电刺激，通电时，病人有肛门上提或收缩的感觉，说明针刺―盆丛‖成功，一般电刺激 15-20 分

钟。2 穴位注射疗法 

2.1 尿失禁及尿频： 

  骶裂孔：奇穴，病人俯卧床上，先找到尾骨尖，继而向上 0.5-3cm 处，可触及一凹陷，其左右各

有 2 个突出的骶角，此凹陷即骶裂孔。 

3 耳压疗法： 

3.1 尿失禁： 取膀胱、尿道、神门、肝、脾等穴，取王不留行用胶布固定。 

3.2 尿潴留：泌尿区，位于耳艇内（肾、膀胱），找到最明显的压痛点，先用火柴棍的火药端压迫

压痛点，并捻转火柴，强刺激两耳交替进行 5 分钟，然后用王不留行压豆。 

4 推拿疗法 

4.1 尿失禁及尿频 

  揉小腹（气海、关元、中极）20 分钟，按揉三阴交穴 10 次，揉肾、命门 5 分钟，按揉百会穴 30

次，每日一次，或用揉长强穴法，耻骨上横摩法，下腹按摩法等。 

结果  

结论 以上采用传统的非药物疗法，各人可根据病情选择合适取之，如有必要还应配合中医中药调

治。平时，老年人也应做到未病先防，从中年期就应多注意保健，饮食宜清淡，保持情绪舒畅，有

病早治以防他变 

 
 

PU-377 

认知任务条件下的平衡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站位平衡的影

响 

 
曹晓光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0011 

 

目的 研究认知任务条件下的平衡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站位平衡的影响。 

方法 选取年龄在 40 ~70 岁之间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30 名，随机分为两组，利用平衡测试仪，对照

组患者进行平衡功能训练、实验组患者进行认知任务与平衡功能的结合训练，在训练前、30 天后

进行平衡功能测定，实验得出的数据利用统计学方法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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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脑卒中偏瘫患者在平衡功能训练、认知任务与平衡功能的结合训练后平衡功能均增加，实验

组与对照组进行重心轨迹长度、重心分布面积、重心前后、左右平均运动速度的比较，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 

结论 平衡训练使脑卒中偏瘫患者的站位平衡功能提高，而认知任务条件下的平衡训练能更好地优

化脑卒中偏瘫患者的站位稳定性。 

 
 

PU-378 

璟云精准康复综合服务平台 

 
陈楚乔,陈卓铭 

暨南大学三好康复研究所 510630 

 

目的 分析璟云精准康复综合服务平台的整体情况。 

方法 从璟云精准康复综合服务平台的主要功能、量表评估、服务内容、平台特色，结合病例进行

分析。 

结果 通过分析服务平台的不同方面的内容，璟云精准康复平台是以―互联网+大健康+大康复‖为理

念，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思维和技术为基础，打造了一个及协同办公、康复信息、康复服

务、康复资源、康复数据等于一体的多极化信息化康复管理平台。 

结论 - 

 
 

PU-379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结合弥散张量成像研究失语症恢复机制 1 例报

告 

 
李淑青

1
,王红 

1
,戴燕红

1
,陈卓铭

1
,余齐卫

2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康复科 

 

目的 报道 1 例完全性失语症患者复述功能恢复与脑区连接特点，探讨结构及功能上的连接改变与

复述功能恢复关系。 

方法 对 1 例完全性失语患者在言语治疗前后行汉语失语成套检测（ABC）评估语言功能，并行磁

共振检查，包括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MRI）和弥散张量成像（DTI），并对磁共振结

果数据行后处理，用 DPARSF、REST 软件分析静息态数据计算两侧大脑半球 Broca 区、

Wernicke 区功能连接强度相关系数，用 GE MRI 设备自带的工作站 Functool 9.4.05a 后处理软件

追踪两侧弓状纤维并计算 FA 值。 

结果 经过 4 月言语康复训练，患者流利性、听理解、复述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最为明显为

词复述和系列语言，左侧 Broca 区与 Wernicke 区功能连接治疗后明显增加，右侧则降低。两侧弓

状纤维 FA 值在治疗前后有所增加，但不显著。 

结论 左侧 Broca 区与 Wernicke 区功能连接增强可能是词复述恢复的机制，句子复述功能未见明

显恢复，可能与结构连接修复欠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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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0 

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痉挛型膀胱的尿动力学研究 

 
朱得婷,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表面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痉挛型膀胱的临床疗效，探索电刺激联合膀胱功能锻

炼对不同节段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疗效之间的对比。 

方法 将脊髓损伤后逼尿肌痉挛型膀胱的 42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21 例）和对照组（21 例），

治疗组再按颈髓损伤（C，7 例）、胸髓损伤（T，9 例）、腰髓损伤（L，5 例）分成三个亚组。

两组均行常规膀胱功能康复锻炼，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行骶神经表面电刺激治疗。分别在治疗前、各

疗程结束时，以及治疗结束后 2 个月随访时行尿动力学检查。 

结果 治疗组各疗程及随访时最大逼尿肌收缩压、膀胱容量、残余尿量、膀胱顺应性，对照组各疗

程及随访时最大逼尿肌收缩压、膀胱容量、膀胱顺应性，以及第 2 个疗程和随访时残余尿量均较治

疗前改善（P<0.05）；两组各项观察指标在第 2 个疗程结束后均较第 1 个疗程改善（P<0.05）。

治疗组最大逼尿肌收缩压、膀胱顺应性第 2 个疗程结束后及随访时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显著

（P<0.05)；残余尿量各疗程及随访时均优于对照组（P<0.05)；膀胱容量两组之间无差异

（P>0.05)。三个亚组在最大逼尿肌收缩压、膀胱容量、残余尿量方面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P>0.05），但整体上，腰髓损伤组患者膀胱功能改善速度、程度稍慢于颈、胸髓损伤组患者，

而膀胱顺应性方面，腰髓损伤组患者的疗效低于颈、胸髓组（P<0.05)。 

结论 表面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逼尿肌痉挛型膀胱有临床疗效，电刺激联合膀胱功能锻炼对腰髓

损伤患者膀胱功能障碍的改善速度、程度稍低于颈、胸髓损伤患者。 

 
 

PU-381 

体外冲击波对脑卒中患者下肢痉挛及电生理的影响 

 
李亚梅,张晶,黄林,田金艳,余茜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观察体外冲击波（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ESWT）对脑卒中患者小腿三头肌痉

挛的疗效及可能的电生理机制。 

方法 选取脑卒中后偏瘫侧小腿三头肌痉挛的患者 6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ESWT 组和对照组

各 30 例，两组均给予基础治疗和常规康复治疗，ESWT 组在此基础上增加 ESWT 治疗（能量

0.089mJ/mm
2
，压力 1.5 bar，频率 8Hz，冲击次数 2000 次），对照组给以安慰治疗，均为每周 1

次，连续 4 周。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t0）、治疗结束后即刻（t1）、1 周（t2）、4 周（t3）进行踝

关节综合痉挛量表(composite spasticity scale, CSS)、关节被动活动度（passive range of motion, 

PROM ）、 10 米步行时间 (10-meter walk test,10MWT) 及神经电生理评定（ H 反射、

Hmax/Mmax）。 

结果  治疗后，ESWT 组 t1 、 t2、 t3 CSS、PROM、 10MWT 评分较组内 t0 均显著改善

（P<0.001）；对照组 t1、t2、t3 CSS、10MWT 评分较组内 t0改善（P<0.05），而 PROM 于 t1、t2

与 t0比较有改善（P<0.05）。组间比较， ESWT 组 CSS t1、t2 均低于对照组（P<0.05），t3 低于

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ROM t1、t2、t3 各时间点均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10MWT t1、t2、t3 各时间点低于对照组相应各时间点（P<0.05）。对照组治

疗前后 H 反射潜伏期、Hmax/Mmax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SWT 组 t1 H 反射潜

伏期、Hmax／Mmax 与组内 t0 比较潜伏期延长，Hmax／Mmax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组间 t1 时刻 H 反射潜伏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Hmax／Mmax t1、

t2、t3 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过程中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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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SWT 可有效改善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且相对安全，其疗效的持久性及机制仍需进一

步研究。 

 
 

PU-382 

局部脉冲振动联合气压弹道放散式冲击波 治疗颈肩腰腿疼痛临

床疗效观察 

 
曹书源,肖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400050 

 

目的 观察局部脉冲振动联合气压弹道放散式冲击波对颈肩腰腿痛患者主动关节活动度和疼痛的影

响 

方法 颈肩腰腿痛患者 30 例，用局部脉冲振动联合气压弹道放散式冲击波连续治疗 3 周，评定治疗

前后肩关节，颈椎，胸腰椎主动关节活动度（AROM）角度和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分析干

预前后 AROM,VAS 差异性 

结果 联合治疗 1 周后，各组 AROM 和 VAS 评分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周

后，各组 AROM 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各组 VA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 

结论 局部脉冲振动治疗联合气压弹道放散式冲击波治疗颈肩腰腿疼痛在标准疗程疗治疗下可有效

提高 AROM、降低疼痛，但短期治疗对症状改善证据不足。 

 
 

PU-383 

膀胱冲洗后发生神经源性休克个案报道 

 
陈海萍

1
,康治臣

2
 

1.华润武钢总医院 

2.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介绍一例病人在两次膀胱冲洗后发生神经源性休克现象，分析原因为膀胱冲洗液温度过低，

刺激了膀胱壁上的冷觉受体，诱发脊髓反射引起膀胱不由自主收缩，导致膀胱冷却反射的发生。 

方法 通过病人临床症状反应与神经源性休克体征进行比对观测。 

结果 本例中患者出现了休克的临床表现，但患者无明显的泵衰竭、无活动性出血或全身性感染，

无其他可致低血容量因素，所以考虑为神经源性休克。 

结论 膀胱冲洗液的温度对膀胱冲洗可能产生影响,应对温度进行控制。 

 
 

PU-384 

膀胱治疗仪在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应用观察 

 
陈建军,穆燕芳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学院 230061 

 

目的 分析探讨膀胱治疗仪对于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功能康复的应用疗效。 

方法 收集我院收住的确诊为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 36 例 ,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8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实验组给予膀胱治疗仪电子脉冲治疗，对照组予以假性治疗仪

治疗，观察两组患者单次排尿量、残余尿量、膀胱容量、尿路感染率及小便次数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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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六周的治疗，实验组残余尿量少于对照组，单次排尿量大于对照组(P<0.05)，尿路感染

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膀胱治疗仪电子脉冲治疗脊髓损伤后早期神经源性膀胱可有效改善膀胱功能，促进膀胱平衡

的建立，对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意义重大。 

 
 

PU-385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假性球麻痹的疗效观察 

 
郭现军 

驻马店中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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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386 

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的个体化护理 

 
郑瑞,沈海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目的 探讨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的个体化护理的重要性 

方法 选取我科于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脊髓损伤后确诊为神经源性膀胱的患者共 40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传统组）20 例、观察组（个体化组）20 例，对照组给予传统的常规

护理，观察组给予膀胱个体化护理，1 个月后评估自主排尿时间、尿路感染、残余尿量等指标的变

化。 

结果 观察组自主排尿时间、残余尿量变化、尿路感染指标均好于对照组。 

结论 膀胱护理个体化能明显提高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

利于回归社会后开始新的生活。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86 

 

PU-387 

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兴奋性疾病领域系统评

价方法学质量评价 

 
李亚斌

1
,罗相桂

2
,万苗

2
,王娟

3
,常晨

3
,张冬冬

4
,李姣

1
,白佳佳

1
,韩丽媛

1
,韦当

5,6
,冯海霞

1
 

1.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3.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4.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5.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循证医学中心 

6.甘肃省循证医学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 

 

目的 利用 AMSTAR 工具评价已发表的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兴奋性疾病领域系

统评价的方法学质量。 

方法  计算机检索 Embase 、PubMed 、 The Cochrane Library 、 Epistemonikos 、Web of 

Science、CBM、CNKI、万方数据库，纳入关注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兴奋性疾

病领域的系统评价，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6 年 1 月。由两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数

据、采用 AMSTAR 工具对纳入系统评价的方法学质量进行评价。 

结果 共纳入了 37 篇系统评价，涵盖脑瘫或卒中后肢体痉挛、神经源性膀胱过度活动症、神经性吞

咽功能障碍、三叉神经痛、流涎症、多汗症、慢性鼻溢等疾病领域。纳入系统评价 AMSTAR 的评

分平均数为 6 分（3~10 分），35 篇（94.6%）的 AMSTAR 评分结果小于或等于 7 分。亚组分析

显示，在发表年份为 2013 年之前与 2013 年及以后、通讯作者来源于中国与非中国、发表语言为

中文与英文、作者数量少于 3 人与 3 人及以上的对比上 AMSTAR 评分结果无明显差异（P＞
0.05）。 

结论 大部分肉毒毒素在肢体痉挛及其它神经源性过度兴奋性疾病领域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欠佳。

在不同发表年份、不同通讯作者国家、不同发表语言和不同作者数量上系统评价 AMSTAR 评分结

果均无明显差异。 

 
 

PU-388 

肌内效贴结合手指向心性加压缠绕对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手

部功能疗效观察 

 
解希曦

1
,王雪

2
,辛浩

2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结合手指向心性加压缠绕对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手部功能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7 年 2 月期间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和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康复科脑卒中

后肩手综合征 4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20 例及对照组 20 例。治疗组：男 13

例，女 7 例；对照组：男 11 例，女 9 例。治疗组给予肌内效贴结合手指向心性加压缠绕治疗，取

一根直径约 1~2mm 的细线从手指的远端向近端快速、有力地缠绕每一个手指至指根部。每个手指

都缠绕后，最后缠手掌，缠到腕关节为止，再从远端一一解开绳子。接着在手指肿胀明显处首先采

用爪形贴布，腕背伸位，贴扎起点沿着肱骨外上髁向下于前臂，再向下于手背的淋巴走行，止于各

手指间隙。在贴布上不施加任何拉力或只施加 10%以下的拉力；腕部可加 I 形贴布固定，限制腕部

过屈。对照组仅给予手指向心性加压缠绕治疗，3 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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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病人虎口处手掌围度（22.35±2.63）cm，VAS 评分（6.39±1.89）分，手功能

FMA 评分（1.29±0.95）分；对照组病人虎口处手掌围度（22.65±2.34） cm，VAS 评分

（6.23±2.05）分，手功能 FMA 评分（1.33±0.82）分； 

治疗 3 周后治疗组病人虎口处手掌围度（18.33±1.56）cm，VAS 评分（2.35±1.18）分，手功能

FMA 评分（6.18±1.93）分；对照组病人虎口处手掌围度（20.05±2.94） cm，VAS 评分

（4.72±1.56）分，手功能 FMA 评分（4.17±2.86）分； 

治疗组和对照组肿胀情况，疼痛情况均减轻，手功能 FMA 评分提高（p＜0.05）；治疗 3 周后治疗

组肿胀、疼痛减轻程度及手功能 FM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肌内效贴结合手指向心性加压缠绕能有效缓解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手部肿胀，减轻手部

疼痛，提高手部运动功能，可作为一种康复手段，适合在临床推广应用。 

 
 

PU-389 

超声引导联合电刺激定位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上肢痉挛 5 例 

 
陈法言,王蓓蓓 

南京明基医院 210019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联合电刺激定位进行 A 型肉毒毒素（BTX-A）注射对上肢痉挛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我科脑卒中、脊髓损伤后上肢痉挛患者 5 例，采用超声引导联合电刺激定位进行痉挛肌

BTX-A 多点注射，于治疗前、治疗后 1 周分别使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主动关节活动度、视觉模

拟评分进行比较。 

结果 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痉挛肌 BTX-A 注射后，患者上肢痉挛肌张力、关节活动范围、疼痛或僵硬

等不适感均较注射前有明显改善（P<0.05）。 

结论 超声引导联合电刺激定位进行 BTX-A 注射对上肢痉挛的治疗准确、安全、有效。 

 
 

PU-390 

移动法则对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昏迷患者促醒的临

床研究 

 
孙翠云,吴含,金伟,徐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移动法则对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昏迷患者促醒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37 例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昏迷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15 例，对照组 16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康复治疗技术干预；实验组在常规康复治疗技术基础上进行

移动法则干预，干预至患者转出神经外科监护室。所有患者在干预前后均进行 Glasgow 昏迷量表

(GCS)、JFK 昏迷恢复量表评分(CRS—R)和全面无反应性量表（FOUR）评估。 

结果 干预前，①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GCS 评分、CRS—R 评分、FOUR 评分进行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干预后，②实验组 GCS 评分（12.40±2.26）较干预前（5.40±1.88）及对照组

干预后（ 7.56±2.61）有显著差异（P<0.05）；③CRS—R 评分（ 19.13±4.31）较干预前

（ 4.27±2.66 ）及对照组干预后（ 8.88±5.76 ）有显著差异（ P<0.05 ）；④ FOUR 评分

（13.80±1.47）较干预前（6.33±2.87）及对照组干预后（10.00±3.56）有显著差异（P<0.05）；

⑤实验组康复干预的总天数（8.37±4.38）较对照组（13.19±5.88）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技术的基础上应用移动法则能显著改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重度昏

迷患者的意识状态，有较好的促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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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1 

Local Injection of Methylcobalamin Combined with 

Lidocaine for Acute Herpetic neuralgia 

 
许纲,程超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of methylcobalamin combined with lidocaine for acute herpetic 

neuralgia. 

方法 204 patients (>50 y) with T5-10 dermatomal acute herpetic neuralgia were recruited with 

rash onset within 7 day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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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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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s in ES-Tr and 11 days in 
IE-Tr. The benefit ratio for ES-Tr versus IE-Tr was 14.94. The subjects in IE-Tr and ES-Tr had 
higher quality of life scores (81.2 ±6.9 vs. 88.3±8.6, respectively)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postherpetic neuralgia was 1.1% at 3 months. 

结论 Local methylcobalamin combined with lidocaine, optimally administered within 4–7 days of 

onset, may be an effective therapeutic option for acute herpetic neuralgia. 
 
 

PU-392 

电针结合间歇导尿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 的临床疗效 

 
韩婷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目的 观察电针结合间歇导尿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脊髓损伤性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按照初诊时间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30 例，

其中男 36 例，女 24 例；年龄 20～76 岁，平均（42±10）岁；病程（11.7±6.4）个月；腰段损伤

27 例（完全损伤８例，不完全损伤 19 例），胸段损伤 16 例（完全损伤 10 例，不完全损伤 6

例），颈段损伤 17 例（完全损伤 15 例，不完全损伤 2 例）。对照组给予间歇导尿进行膀胱训练，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上电针治疗。观察 2 组治疗前、后 1 周的排尿日记（包括：24h 排尿次

数、每次排尿量、24h 尿失禁次数和残余尿量）、尿流动力学检查（包括：最大尿道压力、最大膀

胱容积、充盈期逼尿肌压力等）等疗效指标。 

结果 治疗后 2 组的患者的 24h 排尿次数、尿失 24h 禁次数、残余尿量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

0.05），每次排尿量明显增加（P＜0.05）；同时，治疗组在降低膀胱残余尿量方面显著优于对照

组（P＜0.05）。2 组治疗前后行尿流动力学检查，结果显示治疗后最大尿道压力均增加，最大膀

胱容积增加，充盈期逼尿肌压力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2 组间膀胱充盈期逼尿

肌压力、最大尿道压力、最大膀胱容积治疗前后差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电针结合间歇导尿能有效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尿失禁、尿频等症状，并能增加

每次排尿量，减少残余尿量；同时，电针结合间歇导尿能有效降低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充

盈期逼尿肌压力，增加最大尿道压力，增大最大膀胱容积，进而增强患者控尿能力，减少尿失禁次

数，降低膀胱内压，即实现低压储尿、控尿，从而减少上尿路的损害。电针结合间歇导尿可明显改

善脊髓损伤性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膀胱功能。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89 

 

 

PU-393 

1 例家族性高脂血症合并双侧非止点跟腱腱病临床诊治及观察 

 
李放

1
,李学敏

1,2
,陈卫民

1
,陆蓉蓉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分析我科门诊新诊断的 1 例家族性高脂血症合并双侧非止点跟腱腱病经康复治疗联合内

科降脂治疗 12 月后患者病情变化及超声学改变。 

方法 对患者进行详细体格检查及临床生化检测，补充病史。针对患者现存临床表现采用目前国际

上关于跟腱腱病认为较有效的小腿三头肌离心性练习（双足同步每天 2 次，每次 3 组，每组 15

个，每个 5 秒；W1-5, 上肢支撑助力回到离心练习起始点）辅以腰部推拿、针灸及紧张肌群肌肉松

解练习。 病程中针对及足部及腰部痛点增多增加激光及中频缓解疼痛同时请内科协助降脂治疗，

密切观察患者临床症状、体征、血脂及治疗过程中超声改变。 

结果 患者 2 者周后复诊（2015-01-16）诉跟腱及腰臀部位疼痛改善，NRS 左 4 分，右 3 分。自觉

每次练习时，有类似伤疤愈合后揭开时丝丝缕缕样的撕裂感。查体示跟腱压痛、增粗、僵硬及肿胀

较前减轻，右侧下肢假性延长减小至 0.7cm。生化检查结果示血脂异常，遂按内科医师建议根据患

者血脂水平及耐受情况调整用药。 

4 周后复诊，诉晨起双足落地时疼痛和僵硬感减轻，日常生活已基本不受影响，但外出长距离步行

仍受限。体检示右侧下肢假性延长减小至 0.5cm 左右，跟腱情况继续好转。NRS：左 3，右 3。

2015-1-29 复查超声见跟腱弥漫性肿胀，中下段明显，腱纤维回声减低，大部分腱纤维纹理模糊不

清，最厚处约 14mm，腱体内见血流信号。与之前（2014-10-28）比较，显示跟腱厚度较前缩小，

局部血流较前减少。随后患者在症状最重时随访跟腱超声（2015-11-09): 左侧跟腱全程极度肿胀，

回声减低，纹理模糊不清，CDFI：跟腱深部血流信号增多，以腱体下段明显。症状基本缓解后再

次复查超声（2016-03-07）：双侧跟腱仅位于跟骨处仍可见部分正常腱纤维呈条状增强回声，其余

部分失纹理，肌腱增粗，回声减低，血流未见增多。最肿胀处位于腱腹移行段，左侧面积

2.01cm
2
，右侧面积 1.36cm

2
。 

因症状缓解，患者练习时断时续。2015-4 月及 10 月有两次症状复发，重新进行练习后症状又较快

地获得改善。2016.1 月随访患者，跟腱疼痛 NRS 双侧均为 2 分，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结论 1 例 FH 跟腱腱病患者，在为期 12 个月的、以小腿三头肌离心练习和降脂药物为主的治疗过

程中，显示出总体上的好转趋势，跟腱局部新生血流变化的超声影像符合症状演变。推测小腿三头

肌离心性练习是治疗 FH 合并跟腱腱病的有效方法。 

 
 

PU-394 

膀胱治疗仪联合托特罗定治疗痉挛型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观察 

 
陈义乾,朱春燕,郑遵成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探讨膀胱治疗仪联合托特罗定治疗痉挛型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于我科住院的 60 例痉挛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口服托特罗定、留置尿管间歇开放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

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膀胱治疗仪治疗，治疗前后测定患者膀胱容量、膀胱内压力，比较两

组膀胱功能恢复率、停止留置尿管时间。 

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膀胱容量均有增加，膀胱内压力降低，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P＜ 0.01) ，两组间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P＜ 0.05)，治疗组在膀胱功能恢复率、停止留置

尿管时间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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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膀胱治疗仪联合托特罗定治疗痉挛型神经源性膀胱效果显著，增加膀胱容量、降低膀胱内压

力，且能缩短留置尿管时间，可作为临床治疗的优选方案。 

 
 

PU-395 

急性期脑梗死偏瘫患者减重步行训练对平衡功能的影响 

 
李军涛,霍会永,赵现 

邯郸市中心医院 056001 

 

目的 探讨减重步行训练对早期脑梗死后偏瘫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74 例急性期脑梗死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常规康复治疗组和减重步行训练组各 37 例。常规

康复治疗组由专业治疗师进行康复治疗，减重步行训练组除专业治疗师常规康复以外，同时采用减

重步行训练。治疗后 4 周采用运动功能评定量表测评两组平衡功能。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两组无支撑站立评分和患侧单腿站立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减

重步行训练组平衡功能恢复水平优于常规康复治疗组。 

结论 早期减重步行训练可有效提高急性脑梗死后偏瘫患者平衡功能康复水平。 

 
 

PU-396 

成年型进行性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分析及康复干预影

响 

 
周顺林,李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探讨针对成年型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方法以及其对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

的影响，寻找能够有效改善进行性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技术。 

方法 将成年型进行性脊肌萎缩症伴有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 40 例，通过吞咽障碍的程度评分，发现

此类患者的吞咽功能障碍主要在制备期、口腔期和咽期。按住院顺序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康复

组各 2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和营养支持；对照组给予吞咽治疗仪治疗，6

次/周；对照组给予冰刺激、吞咽器官手法训练、言语训练、颈部肌肉训练和呼吸训练，6 次/周，

治疗 4 周。于治疗前后进行饮水试验和吞咽障碍程度评分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①治疗前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具有可比性（P>0.05）；②治疗 4 周后，两组患者饮水试验

和吞咽障碍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③治

疗组尤其改善制备期和口腔期效果更为明显。 

结论 综合吞咽功能训练不仅可以改善咽期吞咽障碍，还能改善制备期和口腔期吞咽障碍，为改善

成年型脊肌萎缩症患者吞咽功能提出了一条新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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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7 

往复运动式踝足治疗仪缓解卒中患者小腿三头肌肌张力的研究 

 
唐迪 

原沈阳军区大连疗养院付家庄医院 116013 

 

目的 脑卒中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病死率、致残率极高。小腿三头肌肌张力增高在脑卒中后患

者中较为多见，处理不当则会引起腓肠肌和跟腱的挛缩，背屈功能减弱或不能，影响站立功能。缓

解小腿三头肌肌张力增高，是康复医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应用自行研制的往复运动矫形

器式踝足康复治疗仪（专利号：ZL 2010 2 021797.4），同时配合可调式踝足矫形器，探讨该治疗

方法缓解卒中后小腿三头肌肌张力的治疗作用。 

方法 38 例脑卒中患者，小腿三头肌肌张力呈不同程度增高，随机分为两组（各 19 例），对照组

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接受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应用往复运动式踝足治疗仪治疗：将患

足固定于该治疗仪装置内，通过机械传动装置，使足踏板产生往复运动，在无痛的前提下使患者能

够被动进行往复的足背屈、跖屈运动。根据轻重程度在无痛的前提下，选择适当角度进行训练。治

疗结束后，依照踝关节矫正情况，给予患者配带可调式踝足矫形器。于入组时、训练 1 月及训练 3

月应用改良的 Ashworth 量表评定小腿三头肌肌张力。 

结果 入组时两组肌张力比较无显著差异（p=0.531），训练 1 月时两组肌张力比较无显著差异

（p=0.545），训练 3 月时对照组肌张力与治疗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08），说明训练 3 月

后治疗组小腿三头肌肌张力缓解明显好于治疗组。 

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瘫痪肢体进行反复被动运动训练，可引起被训练部位在脑皮质中的代表区扩

大，使传导兴奋冲动的神经回路传递效率明显提高，促进新的神经通路及正常运动模式建立，对改

善患者运动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往复运动式踝足治疗仪配合可调式踝足矫形器，对脑卒中后小腿三

头肌肌张力增高患者有较好的缓解作用，同时该治疗仪节省人力，降低治疗成本，易于标准化治疗

角度。 

 
 

PU-398 

头项八穴刺井法治疗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秦合伟,李彦杰,李鸿章,张志鑫,赵晶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本研究拟在采用头项八穴刺井法治疗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观察其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100 例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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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常规基础治疗及对症治

疗。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治疗，参照《针灸学》中―痴呆‖证取穴。观察组采用头项八穴刺井法

（头穴取：百会、四神聪、神庭、本神；平刺，针刺得气后以 180～200 次/min 的频率捻转

2min，分别在进针后第 10 分钟、第 20 分钟行针 2 次，共留针 30min。项穴取：风池，风府，供

血，翳明；直刺 0.5 寸，平补平泻。井穴：快速进针，不提插捻转。疗程：每日 1 次，每周针 6

次，8 周为一个疗程）。治疗前后观察指标：（1）检测患者静脉血降钙素原基因肽（CGRP）与

五羟色胺（5-HT）水平。（2）采用经颅多普勒(TCD)方法评价脑血流状态。（3）采用简明精神状

态量表(MMSE)和 Loewenstein 认知功能评定表(LOTCA)评价患者认知功能改善程度。（4）采用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arthel 指数)评价治疗前后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5）按照 MMSE 评分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 CGRP 和 5-HT 水平、脑血流状态、MMSE 和 LOTCA 评分、Barthel 评

分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后，观察组 CGRP 和 5-HT 水平明显优于

对照组(129.52±16.47 vs 104.27±12.26；165.27±18.34vs 141.18±17.55；P<0.05)；治疗组血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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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血流速度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MMSE 和 LOTCA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27.52±2.44 vs 

24.27±2.25，90.27±10.41 vs 75.24±9.06， P<0.05)；观察组 Barthel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66.91±3.56 vs 60.11±5.24，P<0.05)。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98.00% vs 90.00%，

P<0.05)。 

结论 头项八穴刺井法治疗脑卒中认知功能，能够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脑部血液循环，改善

CGRP、5-HT 水平及 MMMSE、LOTCA 评分，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和日常生活能力，优于临床常

规疗法。 

 
 

PU-399 

FMS 结合点刺激治疗脊髓损伤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陈春燕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西京医院 073200 

 

目的 观察 FMS 结合点刺激治疗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尿潴留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胸腰段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后存在膀胱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 FMS 结合点刺激治疗

组(n=20)、FMS 组(n=20)和点刺激组（n=20）。治疗 8 周后观察各组的疗效。记录治疗前后三组

患者的膀胱容量和残余尿量。 

结果 治疗 8 周后，结合组膀胱容量较 FMS 组和点刺激组增加（P<0.05） ,残余尿量减少

（P<0.05）;而 FMS 组与点刺激组之间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FMS 和点刺激治疗均能改善脊髓损伤后早期尿潴留现象，但联合使用效果更好。 

 
 

PU-400 

穴位注射对减轻中风患者偏瘫肢体痉挛的研究 

 
王哲 

吉林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诊治中心 130000 

 

目的 痉挛性瘫痪是中风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是康复治疗中

最棘手的问题。本项研究将中风后痉挛瘫患者随机分两组，即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主要给予运

动疗法+关节松动训练+物理因子等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利多卡因、B 族维生

素穴位注射于常见痉挛肌肉。肱二头肌取天府，侠白；股四头肌取阴市，梁丘，伏兔；腓肠肌取合

阳，承筋，承山等。治疗前、后采用表面肌电分析及 Ashworth 痉挛评定，判断患者治疗后肢体痉

挛改善情况，旨在观察穴位注射对减轻中风患者偏瘫肢体痉挛的疗效。 

方法 对于中风后痉挛瘫患者随机分两组（每组 30 例），一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一组在常规康复

训练的基础上给予穴位注射。治疗前及治疗后 1 周分别对两组患者痉挛肌肉进行表面肌电分析、改

良 Ashworth 痉挛评定及关节被动活动度测量等进行比较。穴位注射选用维生素 B1 100mg、利多

卡因 100mg，每次选穴 2～4 个。穴位选取常见痉挛肌肉的穴位：肱二头肌取天府，侠白；股四头

肌取阴市，梁丘，伏兔；腓肠肌取合阳，承筋，承山。隔日 1 次，3 次为 1 疗程。疗效通过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痉挛肌表面肌电分析、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定及关节被动活动度测量等变化，观

察穴位注射对减轻中风后痉挛性瘫痪的疗效。 

结果 目前临床观察有效率可达 70%以上。在研课题 

结论 此方法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经穴位给药,将中医穴位注射治疗技术同局部阻滞与营养周围神经

药物相结合，将针刺刺激和药物的性能及对穴位的渗透作用相结合, 抑阴补阳，缓解脑卒中性肌痉

挛的病为阴有余阳不足造成的肌痉挛。通过表面肌电分析等现代化的诊疗设备，观察疗效。古为中

用，中西医结合，总结出一种规范、有效的治疗中风痉挛瘫的技术，并便于基层医务工作者广泛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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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1 

中药熏蒸改善卒中后下肢痉挛的疗效观察 

 
司马振奋,龚剑秋,冯玲 

绍兴市人民医院 312000 

 

目的 观察中药熏蒸对改善脑卒中后下肢痉挛患者痉挛程度、运动功能和疼痛程度的影响。 

方法 将符合条件的 40 例脑卒中后下肢痉挛患者随机分为熏药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2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熏药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给予痉挛下肢（重点为下肢的相关穴

位）进行中药熏蒸治疗，持续治疗 4 周。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采用修订的 Ashworth 痉挛评定量

表评定患侧下肢的痉挛程度，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MA）评定下肢的运动功能，

采用目测类比疼痛评分法（VAS）评定患者下肢因痉挛导致的疼痛程度。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一般情况及各项疗效指标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发

现 2 组患者在痉挛程度、运动功能和疼痛程度方面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其中熏药组下

肢痉挛程度、疼痛程度的变化值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而 2 组下肢运动功能的变化差异则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中药熏蒸能显著改善脑卒中后下肢痉挛患者的痉挛程度，缓解其因痉挛导致的疼痛，该疗法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402 

Wallenberg 综合征患者相关吞咽障碍的康复 

 
孟菲,王道清,崔宝娟,曾凡硕,黄来刚,孙强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吞咽障碍是许多疾病的共同临床表现形式，其病因多样，而其中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延髓

背外侧综合征（Wallenberg 综合征）所致神经肌功能异常为康复科患者吞咽障碍的最常见诱因。

该综合征又称为小脑后下动脉综合征，是最常见的脑干综合征，主要有前庭神经核、疑核、三叉神

经脊束核、迷走神经、舌咽神经、脊髓丘脑束受损，其临床表现为病灶侧软腭、舌咽肌瘫痪，出现

吞咽困难、构音障碍、发音困难、同侧软腭低垂及咽反射消失，伴有眩晕、恶心呕吐、病灶对侧偏

身感觉障碍等。现在临床上多给予该类患者非特异性的对症处理：如理疗、针灸、球囊扩张、吞咽

肌功能训练等，同时包括药物治疗等病因治疗。虽然上述处理使吞咽障碍的症状有所改善，但其起

作用的机制仍不甚明确。本文仅选用 Wallenberg 综合征患者，研究最适合的吞咽治疗方法。 

方法 在本院康复医学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科室，选择

Wallenberg 综合征患者。入选标准：存在 Wallenberg 综合征造成的吞咽障碍，年龄 20-60 周岁，

男女不限，脑血管病情稳定，可耐受并可配合相应治疗方案；排除标准：高血压、高血糖等未经有

效控制，患有鼻咽部疾病等不适合进行某些特殊操作者，患者受试期间出现不良反应者，自动退

出。患者随机分为数组，分别给予以下治疗方式：营养神经药物、小脑经颅磁刺激、吞咽功能训

练、强化神经肌肉电刺激、针刺、强化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吞咽功能训练、针刺联合电刺激及吞咽

功能训练、针刺经颅磁刺激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及吞咽功能训练。所有患者均视其实际摄入情况给

予必要的营养支持治疗。评价标准：进食速度、进食量、主观反馈、留置胃管时间。 

结果 针刺经颅磁刺激联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及吞咽功能训练组患者进食速度、进食量明显好于其他

组，留置胃管时间明显缩短，患者主观反馈较好；营养神经药物组效果最差。此外，我们发现，在

治疗过程中对于患者的心理疏导有助于克服其对误吸误咽的恐惧心理，促进其吞咽功能的改善。 

结论 综合吞咽治疗可有效改善 Wallenberg 综合征患者的吞咽障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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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3 

导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神经性环咽肌失迟缓症的临床观察 

 
彭彦孟,熊明峰,余洪俊,刘宏亮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国内报道颅脑损伤后吞咽障碍发生率高达 62.5%。其中有 1/3 患者会发生误吸，吞咽障碍可

能造成患者发生营养不良、脱水、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的危险等。而环咽肌失弛缓症是导致严重吞

咽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报道在吞咽障碍患者中发生率高达 80%。导管球囊扩张术是目前临床

先进的无创的环咽肌扩张技术，主要应用于脑损伤导致神经性环咽肌失迟缓和鼻咽癌放疗后产生环

咽肌的良性狭窄。本研究是观察使用普通导尿管中的球囊，采用分级注水方式使球囊充盈，治疗存

在神经性环咽肌失迟缓症患者治疗后患者吞咽功能情况的临床研究。 

方法 1.研究对象：本院收治脑卒中、脑外伤患者 18 例，年龄在 34-73 岁之间，男性 11 名，女性

7 名，均使用 X 线吞钡造影技术诊断患者存在环咽肌失迟缓的吞咽功能障碍。2.治疗方法：将以上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A 组为对照组 9 名，采用常规的康复吞咽功能训练及咽部低频电刺激；B 组为

治疗组 9 名，在常规康复吞咽功能训练时加用导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用 12-14 号球囊导尿管经鼻孔

/口插入食道，确定球囊进入食道并完全穿过环咽肌后，用分级注水的方式向球囊内注水，缓慢向

外拉出缓慢扩张环咽肌（根据环咽肌紧张程度，球囊拉出时能通过为适度），扩张过程中配合主/

被动吞咽训练，诱发吞咽动作、训练吞咽动作的协调性、强化吞咽肌群的力量、刺激咽喉部及环咽

肌的感觉、扩大环咽肌的直径，治疗时间 30 分钟/次，1 次/天，治疗周期为 4 周。3.评价指标：分

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4 周时对患者进行饮水试验及 X 线吞咽造影检查。 

结果 治疗前，饮水试验评定等级、X 线吞咽造影检查患者存在不完全开放程度无明显差异。经过

治疗 2 周后治疗组和对照组饮水试验评定等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 线吞咽造影检查提示治疗组环

咽肌开放程度较对照组增高，但无统计学差异；治疗 4 周后治疗组在两个评价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经临床证实导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神经性环咽肌失驰缓症疗效肯定，安全性高，创伤小，解决

了电刺激治疗、吞咽训练等康复技术无法有效改善环咽肌失迟缓所致的吞咽障碍。 

 
 

PU-404 

慢速 MOTOmed 训练治疗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肱二头肌痉挛的研究 

 
贾钟淇,段好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研究常规康复治疗联合慢速 MOTOmed 上肢训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的肱二头肌痉挛的影

响。 

方法 将 32 例脑卒中恢复期患者随机分为慢速 MOTOmed 训练组和常规治疗组，各 16 例。慢速

MOTOmed 训练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及慢速 MOTOmed 上肢训练，常规治疗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

和常规 MOTOmed 训练。于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时，同时对两组患者行改良 Ashworth 分值综合痉

挛量表评定。所有患者共接受为期 12 周的康复治疗。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指数评分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 12 周时上述各项指标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且以慢速 MOTOmed 训练组的改善幅度较显著，与对照组比

较，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慢速 MOTOmed 上肢训练联合常规康复训练能进一步缓解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的肱二头肌

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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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5 

电子生物反馈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临床效果观察 

 
刘青竹,金道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采用电子生物反馈疗法对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患者给予治疗，观察其临床效果。 

方法 共纳入 18 例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随机分配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9 例采用常规

康复训练方法治疗，观察组 9 例在采用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电子生物反馈疗法治疗，刺

激患侧上肢肌肉，治疗时间八周，治疗前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用 Fugl-Meyer 评分评定患侧情况，测

量双侧肩胛骨上角.下角到中线的距离。 

结果 治疗八周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肩关节的复位有效果，Fugl-Meyer 评分指数高于治疗前，双

侧肩胛上角，下角到中线的距离差值明显减小，观察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小于 0.05)。 

结论 对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者，使用电子生物反馈疗法训练肩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配合常

规上肢运动康复训练治疗，促进肩关节半脱位的恢复，有效的改善患者肩关节的功能，临床效果明

显。 

 
 

PU-406 

调神利咽针刺法联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 

 
赵帅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观察分析调神利咽针刺法与吞咽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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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65 例，均为我院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收治，随机分为观

察组 33 例和对照组 32 例。对照组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吞咽训练，观察组进行常规治疗基

础上加调神利咽针刺法联合吞咽训练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吞咽功能

评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治疗，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吞咽功能评分分别为

（9.38±1.70）、（6.73±2.12）分，分别高于治疗前的（4.38±2.36）、（3.54±2.31）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比较，观察组改善更加明显（P＜0.05）。两组临床疗效比较，经

过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66%，对照组总有效率 69.87%，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果 调神利咽针刺法与吞咽训练相结合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能显著改善吞咽障碍，提高患者

生存质量，临床效果显著。 

结论 调神利咽针刺法与吞咽训练相结合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能显著改善吞咽障碍，提高患者

生存质量，临床效果显著。 

 
 

PU-407 

低强度激光联合肩部控制训练对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肩痛的影响 

 
胡永林,肖玉华,陆安民,朱红梅,卢红建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002 

 

目的 观察低强度激光联合肩部控制训练对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肩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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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和肩部控制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低强度激光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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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4 周后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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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强度激光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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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埋针结合吞咽训练在早期卒中吞咽患者中疗效观察 

 
杨映月,吴静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610017 

 

目的 将揿针埋针与吞咽功能康复训练结合并进行疗效对比，探讨疗效。 

方法 选取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自 2016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的急性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60 例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揿针埋针配合 vocastim 电刺激和吞咽训练（观察组）和 vocastim 电刺激配合

吞咽训练组（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 

结果 经对比 2 组吞咽功能与较治疗前比较均明显提高。临床疗效比较，对照组明显高于观察组 

结论 揿针埋针配合电刺激和吞咽训练，可显著改善早期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提高临床疗效。 

 
 

PU-409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配合动态牵伸训练对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

挛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刘训灿,段好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多国脑卒中康复指南均建议局部肌肉痉挛可注射肉毒毒素，后期配合牵伸训练或夹板。但均

未对牵伸的具体方法做出解释，本研究探讨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配合动态牵伸对脑卒中小腿三头肌

痉挛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恢复期脑卒中小腿三头肌痉挛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n=15)和对照组(n=15)。两组

患者小腿三头肌均接受超声引导下局部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运动疗

法、作业疗法、普通针刺、电疗、有氧训练等，治疗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外，小腿三头肌每天给予

30min 动态牵伸训练（CON-TREX 多关节等速肌力测试与训练系统，角速度 2°/S）。两组患者每

周均治疗 5 天，连续 4 周。两组治疗前后均进行康复评定，包括小腿三头肌采用改良 Ashworth 痉

挛量表(MAS)行肌张力评定，屈髋屈膝体位下踝关节主动背屈活动度（AROM）下肢运动功能评定

采用 Fugl-Meyer(FM)量表中的下肢部分，步行能力评定采用 10 米步行测试(10MWT)时间。 

结果 组内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MAS、FM、AROM 和 10MWT 均有改善(P<0.05)；组间比

较，治疗组在治疗后 AROM 和 10MWT 的改善程度大于对照组（P<0.05），而 MAS 和 FM 无明显

差异（P＞0.05）。 

结论 A 型肉毒毒素注射后配合动态牵伸训练可能有利于脑卒中后小腿三头肌痉挛的控制和运动功

能的提高，但该研究样本量较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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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 

针刺配合走罐治疗脑血管病后便秘的疗效观察 

 
王红格,魏文志,李香社,贾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目的 以传统中医医学的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临床研究，观察针刺配合走罐治疗脑血管病后便秘

的临床疗效，并探寻其机理，为今后脑血管病后便秘的治疗提供理论参考，以进一步提高临床疗

效。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80 例患者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先行走罐治

疗，分别走单侧大肠经(交替走自肩部向指尖部单方向走罐至出痧为止)，走腹部（顺时针由中脘起

罐至带脉再至关元再至对侧带脉顺时针逐渐画圈走至神阙穴至腹部皮肤发红为止），走督脉（自尾

骶部至大椎穴自下而上，单方向走至出痧为止），之后用 30 号两寸毫针针刺常规穴位水道、归

来、外水道（水道旁开 2 寸)、外归来（归来旁开 2 寸)（均取双侧，直刺 1.5 寸，得气后使针感向

下传导，传至肛门周围为最佳），加刺天枢穴（直刺 1.5 寸，平补平泻）、足三里、上巨虚（直刺

1.5 寸，针感向下传导为好）。对照组采用单纯针刺法。每天一次，10 次为一个疗程。治疗前后分

别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发布便秘病症诊断标准对每组患者进行临床评定，统计疗效。 

结果 治疗组治疗脑血管病后便秘疗效显著，治愈 30 人，有效 8 人，无效 2 人，有效率 95%。对

照组治疗脑血管病后便秘治愈 21 人，有效 9 人，无效 10 人，有效率 75%。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在改善患者症状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针刺配合走罐治疗能够显著改善脑血管病后便秘的临床症状，走罐治疗直接作用于病患部

位，以罐的深层负压扰动促进大肠蠕动，配合大肠经本经走罐刺激大肠之府，同时注意提补督脉阳

气，配合针刺强壮穴位补气生血，标本兼治，内外同调，疗效显著。该疗法能有效地促进患者的恢

复，提高生活质量，且方法安全可靠，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PU-411 

湿性愈合理论在治疗脊髓损伤患者压疮中的应用 

 
李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湿性愈合理论在治疗脊髓损伤患者并发压疮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医学科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收治的 36 例脊髓损伤并发压疮的患者，随

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 18 例，试验组采用湿性愈合方法，对照组采用干性愈合方法，

观察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压疮愈合的情况。 

结果 36 例脊髓损伤所致的压疮患者经过严密的观察和精心的护理，试验组患者住院期间压疮的疗

效及压疮愈合的时间均比对照组好，两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湿性愈合理论在脊髓损伤患者并发压疮中效果显著，有利于患者的早日康复。 

 
 

PU-412 

体外冲击波联合耳穴压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疼痛临床研究 

 
高燕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511400 

 

目的 探讨腰椎间盘突出症疼痛的患者用体外冲击波联合耳穴压豆进行治疗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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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98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单用组和联合组，每组 49 例，前者单纯采用体外

冲击波进行治疗，后者采用体外冲击波和耳穴压豆进行联合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联合组治疗总有效率（97. 96％）显著高于单用组（85. 7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0.05）；联合组各个时间点 VAS 评分及 JOA 评分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单用组，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与单纯采用体外冲击击波治疗相比较，联合耳穴压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更为显

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疼痛状况及腰部关节活动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413 

简易膀胱容量和压力测定在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中的应用 

 
刘红英,刘宏晶,王颖,沈海明,陈东明,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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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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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体外冲击波联合激光治疗足跟痛的疗效分析 

 
王永召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比较体外冲击波疗法、激光治疗以及体外冲击波联合激光治疗足跟痛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疗以及体外冲击波联合激光治疗足跟痛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2016 年 4 月 2017 年 2 月

在门诊诊治的足跟痛患者 90 例，男 46 例，女 44 例，年龄在 18-67 岁，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30

例。A 组：在压痛点予以冲击波治疗，治疗强度 1.5bar,10HZ,2000 次冲击；B 组：在压痛点予以

激光治疗，输出功率 20mW，频率 50Hz,时间 10min;C 组：在予以冲击波治疗结束后，在压痛点

继续予以激光治疗。三组的治疗周期均为 1 次/周，连续治疗 3 周，治疗前后予以 VAS 评分，初次

治疗前 V0，初次治疗后即刻评分 V1，1 周后评分 V2，2 周后评分 V3，3 周后评分 V4，并以疼痛百

分比作为疗效评定标准（治疗前与治疗后 VAS 差值/治疗前 VAS 分值×100%）。 

结果 所有患者均进行了随访，经过 3 周治疗后，A 组中出现了 4 例皮肤淤血，C 组出现 2 例皮肤

淤血，B 组没有淤血。淤血均在 3 天内消失，没有其他副作用。3 组中评分 V1、V2、V3均低于 V0，

治疗时间对治疗结果比较有显著影响（P<0.05），去除时间因素后 3 种治疗方法对患者在治疗

前、治疗后 VAS 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联合治疗效果最优。3 组治疗方法的临

床效果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体外冲击波疗法与激光疗法均可缓解足跟痛的临床症状，疗效确切，安全，方便，但联合治

疗效果更优，患者满意度更高，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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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5 

8 周康复训练联合贴扎术治疗足底筋膜炎疗效观察 

 
芦劼明 

天津体育学院 300381 

 

目的 足底筋膜炎是引起足跟部疼痛的常见原因，跑步爱好者中常多发，多是由于足部生物力学异

常所致，会因疼痛而影响运动。本研究旨在探讨 8 周康复训练联合贴扎术对足底肌膜炎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选取 36 名已诊断为足底筋膜炎的患者，除外有康复治疗相关禁忌症患者，将受试者随

进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受试者年龄、身高、体重、身体质量指数、病程无显著性差异。对照

组进行 8 周激光治疗，激光垂直于患处照射，照射高度 3cm，每次治疗时间 10min，功率 0.3-

0.6W，通断比 3:1，隔日一次，共 8 周。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康复训练，结合肌内效贴布支

持足弓，康复训练内容包括利用网球松解足底筋膜，每次 3min，重复 3 次；足底筋膜、小腿三头

肌牵拉，每次 15sec，每组 5 次，重复 3 组；足底屈肌、踝屈伸肌群力量练习，每组 15 次，每次

5 组；康复训练隔日一次。在实验前后利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对受试者静坐 30min 后迈出第

一步时的疼痛进行评价；利用超声测量受试者患侧跟骨与足底筋膜结合处的筋膜厚度（mm）。 

结果 对照组干预前 VAS 评分 5.61±1.65，干预后 3.22±1.00,实验组干预前 VAS 评分 5.44±1.69，

干预后 2.73±0.83，两组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 VAS 评分显著降低。对照组干预前筋膜厚度

4.76±0.46，干预后 4.60±0.58，二者相比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干预前 4.80±0.51，干预后

4.22±0.53，干预后筋膜厚度显著降低。两组受试者干预前各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实验组与对照

组相比干预后 VAS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干预后实验组筋膜厚度显著低于对照组。 

结论 激光治疗具有镇痛功能，有助于缓解足底筋膜炎患者疼痛。康复训练能够放松足底筋膜，缓

解肌肉紧张程度，强化足底屈肌力量，提高神经对肌肉的控制力。贴扎术有助于减轻肌肉紧张，促

进循环，支撑足弓。因此 8 周康复训练联合贴扎术能够有效缓解足底肌膜炎患者症状，是有效的治

疗方法。 

 
 

PU-416 

康复协同护理在神经源性膀胱患者自助间歇导尿中的应用观察 

 
肖群,刘睿,刘朝晖,宋艳,杨敏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应用康复协同护理模式在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实施

自助间歇导尿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的 80 例 SCI 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 人，对

照组给予常规自助间歇导尿护理方法，观察组应用康复协同护理模式对患者进行干预。比较分析两

组患者干预前后尿路感染率、遵医依从性和自我效能感。 

结果 采用康复协同护理模式 1 个月、3 个月行间歇导尿的 SCI 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尿路感染率明

显下降，遵医依从性、自我效能均高于对照组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康复协同护理模式在 SCI 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实施自助间歇导尿中应用，有助于提高患者的

自我护理的能力和自我效能感，临床中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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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7 

假性延髓麻痹所致吞咽障碍患者的康复护理干预 

 
刘芳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假性球麻痹患者吞咽障碍康复护理的方法和效果，改善假性延髓麻痹所致吞咽障碍患者

的吞咽功能，避免其吞咽障碍引起的吸入性肺炎等并发症，提高其生活质量。 

方法 对 24 例假性延髓麻痹所致吞咽障碍患者进行冷刺激口咽部、舌体训练、摄食训练等系统的吞

咽功能训练与科学的的护理指导，采用洼田氏饮水试验进行评价。 

结果 系统的吞咽功能康复训练和护理指导后患者的吞咽功能显著优于训练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进行系统的吞咽功能康复训练和护理指导有助于患者吞咽功能的恢复，避免吸入性肺炎等并

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418 

泥蜡联合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肱二头肌痉挛的疗效观察 

 
马双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泥蜡联合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肱二头肌痉挛的疗效，为临床治疗脑卒中后肱二头肌痉挛

提供新思路。 

  

方法 选择符合标准的患者 45 例，随机分为泥蜡疗组、体外冲击波组和联合组，每组 15 例。三组

患者年龄、性别、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均在接受常规运动训练的基础上

分别增加泥蜡治疗、体外冲击波治疗及泥蜡-体外冲击波联合治疗。泥蜡治疗的方法是将泥蜡贴皮

肤包于肱二头肌肌腹和肌腱上，25 分钟/次，5 次/周，持续 4 周。体外冲击波治疗参数设置频率为

8Hz，压强为 2.0bar，每次治疗冲击总次数为 2000 次，3 次/周，隔天 1 次，持续 4 周。分别在治

疗前、治疗 4 周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和简化的 Fugl-Meyer 评分法（FMA）评定三

组患者的肱二头肌痉挛的状态及上肢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 MAS 及 FMA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

三组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联合组肱二头肌 MAS 评分

为（1.51±0.43）分优于泥蜡组（2.11±0.30）分和体外冲击波组（1.95±0.47）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FMA 评分为（36.12±5.35）分优于泥蜡疗组（27.35±5.23）分和体外冲击波组

（29.23±6.3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泥蜡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脑卒中后肱二头肌痉挛具有协同作用，优于单一治疗，为研究热疗

与冲击波联合治疗脑卒中后肌肉痉挛提供思路，值得临床推广。 

 
 

PU-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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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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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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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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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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Effectiveness of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nd Transcutaneous Nerve Stimulation on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zhou meimei

1
,Li Fang

2,3
 

1.Huadong Hospital 

2.Huashan Hospital，Fudan University 

3.Renhe Hospital Baoshan District of Shanghai 

 

Objective The analgesic efficacy of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NMES) on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HSP) has been confirmed. However, whether NMES is superior to transcutaneous 
nerve stimulation (TENS) in alleviating HSP remains unknown. Effectiveness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therapie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erapy-induced analgesia. 
This prospective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is aim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NMES and 
TENS on HSP. 

Methods 90 subjects were randomized into NMES (n=36), TENS (n=36) and control groups 

(n=18). NMES (15Hz and pulse width of 200μs) was applied to supraspinatus and deltoids 
(medial and posterior bundles) in NMES group, while TENS (100Hz and pulse width of 100μs) 
was used at the same area. The 4-week treatment course consists of 20 sessions, and each 
session comprise 1-hour stimulation per day.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 without any 
stimulation was given to the control group as well as in the NMES/TENS groups. 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 assessment, active/passive range of motion (AROM/PROM) measurement of 
shoulder forward flexion, abduction and external rotation, Fugl-Meyer upper-
extremity assessment (FMA),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MAS), Barthel index (BI) and stroke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scale (SSQOLS) assessment were performed in a blinded manner at 
baseline, as well as 2, 4, and 8 weeks, respectively. 

Results NRS scores in NMES, TENS and control groups had decreased by 2.04, 1.44 and 0.61 

points, respectively,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 = 0.000). Among them, the efficacy of NMES and TENS groups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0, P=0.044). Moreover, 
the efficacy of NMES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ENS group, with the difference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43).The proportion of NRS scores had yielded a remarkably higher 
success rate (100% vs. 78.1% vs. 44.4%) in the NMES group than TENS and control groups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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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s when the 1-point reduction criterion was used (P<0.001).All groups had display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mean shoulder AROM/PROM, FMA, MAS, BI and SSQOLS scores at 
each assessment after treatment (Table 3). But the improvemen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Transcutaneous nerve stimulation (TENS) and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NM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HSP, with the efficacy of NMES being distinctly superior to that of 
TENS in the maintenance of long-term analgesia. However, NMES or TENS have not shown 
extra efficacy on improving shoulder joint mobility, upper limb function, spasticity, ability of daily 
life activity and stroke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in HSP patients. 
 
 

PU-421 

针刺治疗颈髓室管膜瘤术后尿失禁一例 

 
朱明跃,刘元标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 210011 

 

目的 研究通过针刺治疗颈髓室管膜瘤术后尿失禁疗效。 

方法 选取八髎穴、双侧肾俞、膀胱俞、及颈 5 椎体上下两椎间隙进针，行针手法以徒手补法为

主，每隔 5 分钟捻转体插一次，共计 5 次，留针 20 分钟，一周六次，一共四周，在针刺治疗前

后，给予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ICI-Q-SF）评定、超声下测定膀胱容量、膀胱

残余尿量。1.ICI-Q-SF 评分示：20 分，提示重度尿失禁；2.患者最大限度憋尿后然用彩色多普勒

超声诊断仪（U-smart-3200T 便携式彩色超声系统）进行膀胱容量测定，测定结果示：约 225ml；

3.用同种超声诊断仪测定，排尿后的残余尿量约为 102ml； 

结果 1.（ICI-Q-SF）评分示：0 分，提示无尿失禁；2.最大膀胱容量测定，测定结果示：380ml；

3.残余尿量为 52ml。该患者通过针刺治疗后 ICI-Q-SF 评分满分，膀胱容量较前明显增加，膀胱残

余尿量较前明显减少。 

结论 针刺治疗该病人的尿失禁效果显著，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PU-422 

丹红注射液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老年抑郁症的疗效及对认知功

能的影响 

 
冯枫,牟翔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和分析丹红注射液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与单用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老年抑郁症的疗效及对

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临床治疗的 80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分别有 40 例患者，对照组患者给予单

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实验组患者给予丹红注射液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分别在治疗前后对

两组患者进 HAMD 抑郁量表评分、lotca 量表评分、FIM 评分、Fugl-Meyer 评定量表评分，检测血

清 BDNF 水平，并对以上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HAMD 抑郁量表评分为（10.02±1.04）分，与对照组患者的

（12.65±2.98）分相比较，组间差异明显（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Lotca 量表总评分为

（80.25±8.03）分，与对照组患者的（71.25±15.36）分相比较，组间差异明显（P＜0.05）；实验

组患者治疗后的 FIM 评分为（38.52±2.19）分，与对照组患者的（30.53±4.24）分相比较，组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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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明显（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Fugl-meyer 评定量表评分为（41.63±7.92）分，与对照

组患者的（40.58±7.65）分相比较，组间差异不明显（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清

BDNF 水平为（42.76±7.53）分，与对照组患者的（35.36±9.46）分相比较，组间差异明显（P＜

0.05） 

结论 应用丹红注射液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效果优于单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

疗，并且明显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 

 
 

PU-423 

电针治疗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观察 

 
钱宝延,曹留拴,李言杰,程新杰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电针对神经原性膀胱的临床疗效 

方法 观察病人共 112 例，均为我科与其他科的住院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 60 例，对照组 52 例。

其中脊髓损伤引起 28 例，脑卒中引起 32 例、硬膜外麻醉术 52 后（直肠癌、卵巢癌术后等）；经

统计学处理，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方法：治疗组：取穴肾俞、膀胱

俞、次髎；关元透中极、三阴交等，加电针仪（G6805-Ⅱ），疏密波，25 分钟，每日一次，10 次

一个疗程，治疗后看病人小便时是否有尿液排出.，若 2－3 次有尿液排出，即可拔出尿管，次日可

导尿一次，查残余尿量；或―B‖超检查残余尿量。对照组：采取普通针刺，取穴同治疗组。两组均

采取间歇清洁导尿术或留置尿管间歇放尿，配合膀胱功能训练。对照组单纯接受间歇清洁导尿术或

留置尿管间歇放尿，配合膀胱功能训练。 

结果 治疗组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为 53.3%和 96.7%，对照组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为 30.7%和

88.5%，两组间疗效比较有显著性意义(P<0.05)；两组的治疗时间比较是电针组见效快，疗效好，

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针刺取穴背部俞穴为主，配以少腹墓穴，肾俞、膀胱俞、次髎俞及关元、中极穴位于腰骶部

和少腹部，该穴位于脊柱两侧靠近脊神经出入部位，可以调整五脏功能，发挥其对膀胱气化的制节

和约束作用，使其节律有序；电针集针刺效应与低频脉冲效应于一体，故电针既可既可有针刺效

应；又可起到低频电刺激。采用疏密波作用于以上穴位对改善脊髓血液循环,增强腰骶部神经功能,

来调整局部肌肉和周围神经的兴奋性，还可通过刺激盆腔组织器官或支配它们的神经纤维和神经中

枢,从而对效应器产生直接作用,或通过神经通路的反馈,最终改变膀胱尿道的功能状态,改善储尿或排

尿功能，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不失为治疗神经源性膀胱的有效疗法之一。 

 
 

PU-424 

介入性超声治疗对肩袖损伤的疗效研究 

 
梁英,曾波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030032 

 

目的 研究介入性肌骨超声精准注射治疗对肩袖损伤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8 月～2016 年 7 月在山西大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且符合入选标准，且经核磁共

振成像（MRI）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的患者 30 例，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在 21～70

岁。患者年龄（56.00±1.84）岁，病程（47.17±4.44）d；给予入选对象介入性肌骨超声精准注射

治疗，对患侧肩的肩峰下滑囊进行抽液及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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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展关节活动度（AA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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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治疗前后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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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均有降低，肩的主动前屈、外展关节活动度均有增加，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即刻 VAS 评分降低最明显，肩主动前屈、外展关节活动度与治疗前比较

增加明显。 

结论 肩袖损伤患者，以冈上肌损伤最为常见，常伴有肩峰-三角肌下滑囊积液。肩袖损伤患者的肩

痛主要是因为肩峰下滑囊炎，且疼痛的程度随肩峰下滑囊炎的严重程度增加而增加。肩袖损伤可导

致肩痛及肩关节功能障碍，肩痛是导致力弱及活动受限的主要原因。介入性肌骨超声可有效缓解肩

部疼痛，增加患侧肩的主动前屈、外展活动度，改善患侧肩的运动功能，而且该技术价廉经济、疗

效确切。 

 
 

PU-425 

吞咽障碍患者的康复训练与饮食管理 

 
杨辉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22 

 

目的 探讨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康复训练及营养支持治疗的疗效 

方法 56 例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经评分存在营养风险.40 例归入实验组进行康复训练治疗及营养支

持.16 例行常规康复训练治疗作为对照组。 

结果 实验组康复治疗及营养支持吞咽功能改善优于对照组（p<0.01）.实验组经营养支持，住院天

数较对照组缩短（p<0.01）.实验组住院期间并发症的发生率及体重改变均小于对照组。 

结论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及营养支持可以改善患者的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PU-426 

女性尿潴留并发症的康复治疗方案设计及效果分析 

 
曲福玲,刘忠良,张江春,刘鸿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尿潴留是影响患者身心健康的常见临床问题，也是妇产科盆腔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总结自

2016.01-2017.03 共 15 个月，康复科门诊共治疗 48 例尿潴留患者，对其治疗方案及治疗效果进行

分析总结，以指导该并发症的治疗。 

方法 结合患者手术情况及病情，予以物理因子治疗（中频脉冲电治疗、低频脉冲电治疗）、引导

式教育、康复宣教、排尿促进手法治疗及针灸等治疗。针灸治疗：针灸穴位处方：百会、合谷、气

海、关元、中极、曲骨、水道、归来、阴陵泉、三阴交、太溪、太冲。针刺方法：皮肤常规消毒，

毫针刺入、平补平泻。治疗时间：患者排空小便后进行治疗，每次 30min，1 次/天，10 天为 1 个

疗程，每个疗程间休息 2 天，2 个疗程为一个周期。物理因子治疗：（1） 中频脉冲电治疗：处

方：处方 20,频率为 4kHz，主要调制波形为指数波、正弦波、方波， 电流≤30mA，随部位及患者

感觉调整剂量；治疗方法：耻骨联合上区、腰骶区、双侧坐骨结节、大腿内侧；治疗时间：夹闭尿

管，充盈膀胱约 300ml 时开始治疗，每次 20min，每日一次，10 天为 1 个疗程，疗程间可休息 2

天。（2）低频脉冲电治疗：处方：感应电，频率为 20Hz，电流≤40mA，随部位及患者感觉调整

剂量；治疗方法：耻骨联合上区、腰骶区前后对置；治疗时间：夹闭尿管，充盈膀胱约 300ml 时开

始治疗，每次 3min，每日一次，10 天为 1 个疗程，疗程间可休息 2 天。（3）引导式教育、康复

宣教、排尿促进手法治疗。 

结果 共治疗 48 例，其中宫颈癌根治术后 32 例，剖宫产术后 3 例，顺产会阴侧切缝合术后 4 例，

盆腔脏器脱垂术后 4 例，卵巢癌术后 3 例，子宫肌瘤术后 2 例。其中宫颈癌术后占比较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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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年龄平均 46.5 岁，平均治疗时间为 4.5 天。治疗效果按残余尿≤100ml 为显效，残余尿

100-200ml 为有效，残余尿≥200ml 为无效，则显效率为 73%，总有效率 85%。 

结论 上述治疗方案对尿潴留的治疗效果良好。可加强引导式教育、康复宣教、排尿促进手法治疗

等的推广应用。 

 
 

PU-427 

中医疗法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的系统评价 

 
文奕舒

2
,张安仁

1
,王文春

1
,孙年怡

1
,熊欣娟

2
,陈燕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2.成都中医药大学 

 

目的 评价中医疗法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知网 CNKI 数据

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等中文数据库，通过 Cochrane Library、PubMed、

EMbase.com 等检索平台检索 CENTRAL、MEDLINE、EMbase 等英文数据库，检索出有关中医

疗法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的随机和半随机对照试验。根据事先制定的纳入和排除

标准，纳入相关文献，由两名评价者独立提取文献信息并进行交叉核对，如遇分歧，则需进行讨

论，必要时请教第三方协商解决。将针、灸、穴位注射、推拿、中药等均列入中医疗法之列，将健

康宣教、饮食指导、腹部热敷、心理护理、定时排便、人工辅助排便（肛门栓剂）、手指直肠刺

激、运动等疗法均列为常规康复护理。运用 RevMan5.3.0 软件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质量进行评价并

行数据分析。采用 GRADE（3.6 版）软件对所得到的证据进行证据质量等级评价。 

结果 总计检索相关文献 417 篇，最终纳入 12 篇文献，报告了 795 例 SCI 后 NBD 患者被随机分配

至中医疗法组或对照组。纳入试验的质量普遍偏低。提取数据后进行 Meta-分析或定性研究，结果

示：中医疗法在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患者的肠道症状、心理状况以及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方面优于对照组，但其证据质量为―低‖或―极低‖，因此需谨慎对待上述结果；尚无证据证明

中医疗法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的安全性如何。 

结论 本系统评价结果显示，在常规康复护理的基础上，加用中医疗法在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

肠道功能障碍患者的肠道症状、心理状况以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更具优势。鉴于系统评价为二

次研究，受纳入分析的原始文献质量影响较大，上述结论尚需进一步开展高质量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加以验证。 

 
 

PU-428 

穴位埋线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的临床观察 

 
郭琦,陈静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150056 

 

目的 观察穴位埋线对于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治疗的有效性，进一步探求其治疗机制，

为提升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临床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提供可行性方案。 

方法 将确诊为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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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均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同时，治疗组运用穴位埋线方法治疗 3 个疗程，每个

疗程 7 天，选取膀胱经的募穴中极穴，背俞穴膀胱俞，秩边穴，三阴交穴，阴陵泉穴为主穴，膀胱

湿热配委中、行间；肝郁气滞配蠡沟、太冲；瘀血阻滞配膈腧、血海；脾气虚弱配脾俞、足三里；

肾阳亏虚配肾俞、命门。对照组运用传统针刺方法治疗 3 个疗程，每个疗程 7 天，每日 1 次，留针

30 分钟，并施以提插捻转等手法，同样选取膀胱经的募穴中极穴，背俞穴膀胱俞，秩边穴，三阴

交穴，阴陵泉穴为主穴，膀胱湿热配委中、行间；肝郁气滞配蠡沟、太冲；瘀血阻滞配膈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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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脾气虚弱配脾俞、足三里；肾阳亏虚配肾俞、命门。治疗后采用尿动力学检查测出残余尿量。

以此来判定穴位埋线治疗组和传统针刺对照组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的临床疗效。 

结果 穴位埋线方法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明显优于传统针刺方法治疗脊髓损伤后神

经源性膀胱尿储留，穴位埋线治疗组对于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的愈显率达 80.0%，对照

组对于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的愈显率达 56.7%，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后穴位埋线治疗组较传统针刺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穴位埋线治疗脊髓损伤后神

经源性膀胱尿潴留疗效明显优于传统针刺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 

结论 穴位埋线治疗对于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有一定的临床疗效，减少患者每日针

刺痛苦，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护理负担，有利于患者整体功能的恢复。 

 
 

PU-429 

肉毒毒素局部肌肉注射治疗脑损伤患者足趾屈曲痉挛的疗效观察 

 
程立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观察肉毒毒素局部肌肉注射对脑损伤患者足趾屈曲痉挛的疗效。 

方法 脑损伤足趾屈曲痉挛患者 12 例，男性 4 例，女性 8 例；年龄 22-78 岁，平均年龄 56±8 岁；

脑出血 10 例，脑外伤 1 例，脑血管畸形 1 例；疗程 6--15 个月，平均疗程 9±2.7 月，全部进行肉

毒毒素局部肌肉注射，注射肌肉胫骨后肌和趾长屈肌，分别注射 50-100
u
，平均每人 133.3

u
，注射

前、注射 2 周后、注射 8 周后对患者的疼痛、肌张力、 6 分钟步行距离进行疗效观察。注射治疗后

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增加感觉输入训练、患侧下肢负重、重心转移等指导。 

结果 患者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8 周的疼痛 VAS 评分分别为 6.1±2.1、3.2±1.8、1.7±0.7,患者

治疗前与肉毒毒素治疗 2 周、8 周比较疼痛明显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肉毒毒素治疗

2 周比较 8 周比较疼痛明显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8

周的下肢肌张力 Asworth 评分分别为 1.6±0.34、1.3±0.22、1.2±0.18,患者治疗前与肉毒毒素治疗 2

周、8 周比较下肢肌张力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肉毒毒素治疗 2 周比较 8 周比较

下肢肌张力改变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治疗前、治疗 2 周、治疗 8 周的 6 分钟

步行距离分别为 36.3±14.5 米、265.6±46.7 米、388.9±61.5 米,患者治疗前与肉毒毒素治疗 2 周、

8 周比较 6 分钟步行距离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肉毒毒素治疗 2 周比较 8 周比

较 6 分钟步行距离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肉毒毒素局部肌肉注射能明显改善脑损伤患者足趾屈曲痉挛的疼痛症状、下肢肌张力及 6 分

钟步行距离。 

讨论：脑损伤患者足趾屈曲痉挛可能与患者的上运动神经元损害、下肢感觉障碍、平衡功能障碍等

有关。肉毒毒素作用于神经肌肉接头，能抑制突触前膜神经介质---乙酰胆碱的释放，局部肌肉注射

能减轻足趾屈曲痉挛，减少偏瘫下肢对足趾的挤压，减轻疼痛。提高了步行能力，增加了步行距

离。康复指导重心转移训练，增加感觉输入等，增加了患者的行走的稳定性，减轻了患者偏瘫下肢

及足趾的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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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 

超声引导下自血疗法在肌腱性损伤修复治疗疼痛康复中的应用 

 
王海涛 

河南省漯河市中心医院 无 

 

目的 探讨抽自身血液然后超声引导下注射特定部位治疗肌腱性损伤后疼痛，观察疗效。 

方法 将 50 组不同的肌腱损伤患者，分为 2 组，A 组常规理疗，B 组自身血液然后超声引导下注射

特定部位治疗肌腱性损伤，每月打一次，连续 3 月，半年后再加强一次。半年后回访超声检查。1

年后回访 

结果 治疗 B 组肌腱修复在超声下检查优于 A 组，且 B 组疼痛复发率低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肌腱损伤的愈合过程不良，或是没良好的重塑期进行自我修复，就会成为肌腱炎，自血可以

调节组织微环境，活化再生机制功能，含有大量生长因子，对细胞分裂、纤维增生合成，调控炎性

反应。因此可以促进组织修复，减轻疼痛及复发率。 

 
 

PU-431 

饮食指导中食团质构调整对吞咽障碍的影响 

 
姜禄婷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观察饮食指导中食团质构调整对吞咽障碍的影响。 

方法 选取吞咽障碍患者 5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25 例。治疗组在

吞咽饮食指导中给予食团质构调整，连续治疗 30 天。对照组给予饮食指导无食团质构调整，连续

治疗 30 天。2 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疗后采用 Rosenbek 误吸程度分级标准和吞咽障碍评估标准进

行评定和判断疗效。 

结果 治疗后，2 组患者的 Rosenbek 误吸程度分级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且治疗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

疗组与对照组误吸发生率分别为 2 例(8.23﹪)和 5 例(21.47﹪)，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2.00﹪和 80.00﹪。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饮食指导中食团质构调整可改善吞咽功能。 

 
 

PU-432 

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神经源性环咽肌失弛缓症的疗效观察 

 
兰晓燕,白艳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究对患有神经源性环咽肌失弛缓症患者予以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择取我科于 2014 年 2 月到 2016 年 6 月收治的神经源性环咽肌失弛缓症患者 44 例，在随机

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组与参照组，各包含 22 例患者。参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模式下的康

复治疗，实验组则在此基础上接受导尿管球囊扩张术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吞咽障碍评分情况以及

吞咽功能的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评分无极为明显性的差异，治疗后实验组的评分显著高于参照组，实验组的各项

功能改善情况均显著优于参照组，各项差异比较满足 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层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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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导尿管球囊扩张术具有重要的临床实践意义，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PU-433 

卒中后误吸的时空分析及行为学治疗策略 

 
何怀,招少枫,倪波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误吸是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常见的一种异常表现，由此可导致卒中相关性肺炎

（Strokeassociated pneumonia,SAP）的发生，使患者死亡率显著升高。本研究基于影像学 VFSS

检查，分析吞咽障碍产生的部位及误吸的发生时相，为制定精准的治疗策略提供了客观依据。 

方法 在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的住院患者中，选取 52 例脑卒中患者，均符合脑血管病的诊

断，伴有吞咽障碍及有（或无）反复肺炎发作史，并经过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初步筛查（洼田饮水

试验均为 3 级以上），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电视吞咽造影检查（Video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VFSS）。 

（1）检测方法：通过 VFSS 观察记录食物在吞咽三个期是否有滞留、残留、溢出、时序及协调性

异常, 并观察有否渗漏、误吸及环咽肌功能障碍等。重点观察患者误吸发生的时相，将其分为吞咽

前误吸（A 组）、吞咽中误吸（B 组）、吞咽后误吸（C 组）。评测方法：用 Rosenbek 渗透/误吸

量表进行治疗前后的评测。 

（2）治疗对策： 

吞咽前误吸：重点关注口腔期吞咽功能：①增加口腔感觉输入，利用冰酸刺激、气流刺激咽腭弓

（激发咽期）等方法诱发咽反射；②加强舌肌力量，进行主动+抗阻的舌上抬、舌前移等协调能力

的训练，舌咽控制训练，促进舌-腭连接的形成，防止食物过早流入咽部。③同时可增加食物的粘

稠度，调整进食的姿势。 

吞咽中误吸：重点关注咽期吞咽功能：利用各种刺激启动咽期的吞咽反射，用门德尔松法、声门上

吞咽法及用力吞咽法，头前低位的姿势，被动关闭气道，促进喉上抬及会厌反折；同时加强声带闭

合训练。 

吞咽后误吸：加强喉上抬、喉前移的幅度及速度。环咽肌失迟缓的患者选择食道球囊扩张术，并以

主动吞咽训练为主。同时可降低食物的粘稠度，便于通过环咽肌。 

结果 采用 Rosenbek 渗透/误吸分级量表，根据误吸程度依次分为：无渗透、轻度渗透、重度渗

透、误吸，治疗前/后（例）：A 组为：0/7、6/9、7/1、5/1 例；B 组为：0/8、5/13、8/1、11/2

例；C 组为：0/4、3/5、4/2、5/1 例。数据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经统计学处理： t 及 χ
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发生误吸的时相仅采用临床吞咽评估无法获得精准的资料，基于影像

学 VFSS 检查，对吞咽障碍的评估以及误吸的判断提供信息，为精准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PU-434 

动力灸在颈椎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陈莉秋,张娜,马庭秀,刘立飞,朱敏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0255420 

 

目的 观察动力灸结合针刺治疗对各类颈椎病的治疗效果，探讨动力灸疗法治疗颈椎病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00 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予以动力灸、针刺结合心理治疗法和针

刺结合心理治疗法。2 个疗程(20 天)后统计疗效。 

结果 治疗组治愈 40 例，好转 8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6.0%；对照组治愈 27 例，好转 14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82.0%。两组治愈率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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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动力灸、针刺结合心理治疗法治疗各类颈椎病临床疗效较好。 

 
 

PU-435 

Efficacy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frontal lobe dysfun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Zhang Hong

1
,Li Wenmao 

2
,Li He 

1
,Li Ruojin 

1
,Xu Guoxing 

1
,Li Zhenlan

1
 

1.the First Hospital of Jinlin University 

2.The Sencond Hospital of Jin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Background  A majority of patients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experience 

severe frontal lobe function impairment, including cognitive emotional disorder, attention deficit, 
memory loss, psychomotor delay, declining in the speed of response, especially executive 
dysfunction. Though their motor function is less impaired, these cognitive emotional function 
impairments influence the walking ability and th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of patients 
impressively, even worse many of these patients refuse to accep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because 
of their disease absence.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d the efficacy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on the frontal lobe dysfunction after TBI. 

Methods Methods  In this study, one patient with frontal lobe dysfunction after TBI was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action time (R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patient‘s attention function,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and Frontal Assessment Battery (FAB)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and frontal lobe function respectively, the Barthel index (BI)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patient‘ ADL. The initial assess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tient was in a low arousal state, 
and had attention deficit, memory loss, executive and intellectual dysfunction, orientation 
disorders. The patient received 12-week cognitive training, then 4 weeks of tDCS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training. The anode electrode wa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cathode was applied to right deltoid muscle (1.4mA for 20 minutes). We used the time-line chart 
to describe the changes of RT, and the subtests scores of MoCA and FAB were analysed by 
paired-t test(p<0.05). 

Result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RT and BI as follows:3.5s, 25scores(baseline)；1.5s，

35scores (after cognitive training)；0.8s，75scores (after tDCS). Both cognitive training and 

tDCS improved RT and BI in this research, but in the time-line chart it showed a larger tendency 
of shorten RT and increased BI when cognitive training with tDCS compared to cognitive training 
alone. After 12-week cognitive training, FAB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 0.05), but MoCA 
changed little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to pre-treatment(P > 0.05). Following 4-
week tDCS with cognitive training, FAB and MoCA score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12-week cognitive training alone. 

Conclusions Conclusion  Cognitive training was beneficial to the recovery of frontal lob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but if combined with tDCS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than treated with cognitive training alone. We concluded that tDCS could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frontal lobe dysfun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hus enhance the 
level of their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PU-436 

基于 130 例患者的盆底肌训练策略 

 
刘鸿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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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搜集整理了 2011 年至 2017 年间到我科进行盆底肌训练的盆底相关疾病患者  130 例，

大体可分为三组，一、术后及产后尿潴留组 70 例二、尿频尿急及尿失禁组 38 例三、脏器脱垂组

22 例。各组患者均按照不同的评定和训练策略进行治疗。 

方法 只要是盆底肌相关疾病患者，如何正确的找到盆底肌收缩和放松的方法，是训练的成败。 

正确的收缩、放松盆底肌肉 

收缩：吸气，然后在呼气过程中紧闭肛门，就像你正在制止排便。同时，紧闭尿道口，感觉像憋

尿。想象电梯正在上升，一楼、二楼、三楼…… 

放松：再次想象你正在电梯里，想象电梯从一楼到地下室，试着松弛下颌骨，感觉下巴自然下垂，

嘴巴自然张开。 

    1.术后及产后尿潴留组 

评定：问诊（手术史、尿管插拔史、生育史、相关既往史、饮水排尿史、有无尿意等等）、Ⅰ型肌

纤维评定、Ⅱ型肌纤维评定、膀胱功能评定 

训练重点： 

    找到收缩放松的感觉 

    找尿意 

    腹压增加练习 

    用力排尿练习 

    腰腹肌训练 

    饮水排尿日记 

    行为疗法 

    心理干预           

    2.尿频尿急及尿失禁组 

评定：问诊（现病史、失禁相关既往史、生育史、饮水排尿状况等等）Ⅰ型肌纤维评定、Ⅱ型肌纤

维评定、膀胱功能评定 

训练重点：     

    找到收缩放松的感觉 

    I 类纤维的训练 

    Ⅱ类纤维的训练 

    饮水排尿日记 

    腰腹肌训练 

    行为疗法 

    心理干预 

    3.脏器脱垂 

评定：问诊（现病史、手术史、生育史、相关既往史等等）、脏器脱垂部位及程度 

治疗重点： 

    产后预防——阴道哑铃 

    不同类型脱垂，训练重点不同 

    I 类纤维的训练 

    Ⅱ类纤维的训练 

    腰腹肌训练 

    有氧运动 

    行为疗法 

    心理干预 

结果 因为盆底肌训练尚未有专业的评定量表，所以没有相应量化的数据供参考。大体结果如下：

尿潴留组一般 1-3 次治疗就能拔出尿管，但存在继发尿失禁风险，建议其自我练习 3 个月以上；尿

失禁组一般 1-2 次治疗后长期随访，使其排尿间隔和排尿控制能得到明显改善为止；脱垂组中产后

脱垂组治疗 1-2 次即可自行练习长期随访，老年人组需配合生物反馈及盆底肌肉电刺激 

结论 盆底肌训练是一种简单易行的预防加治疗的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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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7 

ICU 脑出血非手术患者早期吞咽训练的安全性及疗效观察 

 
黄丽虹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230001 

 

目的 探讨重症监护室（ICU）对脑出血非手术治疗患者实施早期吞咽训练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本院 ICU 病房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4 月脑出血住院患者 48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治疗组 24 例、对照组 24 例。治疗组患者进行早期吞咽功能训练，对照组采取

常规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吞咽障碍的结局和严重程度情况及肺部感染情况。 

结果 治疗组实施早期吞咽训练后，吞咽障碍结局和严重程度情况及肺部感染情况均较对照组降

低，以上指标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的吞咽功能恢复较快。 

结论 早期吞咽训练能明显改善脑出血非手术患者的吞咽能力，重症康复必须有专业的康复团队，

由专业的康复治疗师负责执行早期康复治疗对重症患者是安全有效的。 

 
 

PU-438 

肌内效贴联合物理治疗对老年人退行性脊柱侧弯慢性腰背痛疗效

观察 

 
庄鑫,陈运,丁雨晴,吴丽丽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210024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联合物理治疗对退行性脊柱侧弯老年人慢性腰背痛的疗效。 

方法 将 46 例退行性脊柱侧弯慢性腰背痛老年人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23 例、观察组 23 例,

两组患者均给予物理治疗(TENS、磁热)，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辅以肌内效贴（Healixon）治疗。分

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1 周、3 周后采用 VAS 疼痛评分、Oswestry 腰痛调查表（OSW）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 评分和 OSW 评分分别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周后，对照组 VAS 评分和 OSW 评分较治疗前改善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 VAS 评分和 OSW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观

察组 VAS 评分和 OSW 评分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 3 周后，对照组和观察组 VAS 评

分和 OSW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两组 VAS 评分

无显著差异（P>0.05）, 观察组 OSW 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肌内效贴联合物理治疗能够有效减轻退行性脊柱侧弯老年人慢性腰背痛。 

 
 

PU-439 

针刺和电针治疗神经源性膀胱 

 
任倍倍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目的 探讨通过针刺配合电针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对残余尿量及排尿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50 例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22 例和对照组 28 例，两组患者

均行常规清洁导尿、膀胱功能康复训练，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针刺及电针干预，针刺取八髎穴、

气海俞、关元俞、膀胱俞、肾俞穴、会阳、关元、中极；采用平补平泻手法，（中极为膀胱募穴，

配膀胱俞、肾俞，俞募相配，促进气化，体现了治病求本的原则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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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中极穴针感要求到达会阴部及下腰部；电针正极接肾俞，负极接会阳，波形为疏波，正负脉

冲均为 6 伏，波宽为 2 ms，频率为 1 Hz，以针刺部位肌肉轻微收缩，且患者能耐受为度，留针 30 

min，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 

结果 两组与治疗前比较，膀胱残余尿量明显降低（P＜0.01），排尿功能明显好转（P＜

0.05），，且实验组患者改善程度远远优于对照组。提示针刺结合电针能明显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

膀胱残余尿量和排尿功能。 

结论 针灸结合电针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具有独特的优势，操作简便，疗效满意，能改善

膀胱功能，有效的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减轻临床症状，推荐广泛应用于临床。 

 
 

PU-440 

立体动态干扰电对枕大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杨庆宝,邵迴龙,钟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 250031 

 

目的 观察立体动态干扰电对枕大神经痛的临床康复疗效。 

方法 纳入符合标准的枕大神经痛患者 28 例，诊断标准参照《痛症的诊断与治疗》中有关枕大神经

痛的诊断标准制定。排除标准：经 X 线摄片、CT、MRI 等检查排除颅内肿瘤、结核、外伤及先天

寰枕部畸形等所致的枕神经痛。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治疗组（14 例）和对照组（14 例）。两组均

给予常规治疗：口服药物 非甾体类抗炎药、抗癫痫药、肌肉松弛药、GABA 受体激动剂、部分钙

拮抗剂、维生素 B1 片、甲钴胺片等药物治疗。所用仪器为韩国 H308 型三维动态立体动态干扰电

治疗仪，嘱患者取坐位，将 4 个吸盘电极置于颈枕部压痛最明显处，两路电流在病灶处交叉，合理

设定参数，选用差频 0 ~100 Hz 感觉阈患者可耐受剂量，治疗时间为 10 min，每日 1 次，以 10 次

为 1 个疗程，持续 2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1 d。疗效标准：采用视觉模拟分级法(VAS),0 级为无

痛,1～4 级为有轻痛,5～8 级为有明显痛但可忍受,9～10 级为痛难忍受。0 级为优,1～4 级为良,5～

8 级为尚可,9～10 级为失败。 

结果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疗效评价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5 %，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0.0%。两组

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枕大神经受压迫、牵拉,或受颈部多种因素影响可以引起枕大神经源性头颈痛。干扰电疗法是

将两组频率相差 0 ~ 100 Hz 的中频正弦交流电交叉输入人体，在体内电力线交叉处形成干扰场，

90－100Hz 差频电流可抑制感 觉神经，使皮肤痛阈升高，有较好的镇痛作用，50－100Hz 差频电

流可使毛细血管与小动脉持续扩张，改善血液循环，促使渗出物的吸收。立体动态干扰电结合常规

药物对枕大神经痛治疗，显著改善了临床症状，并显著缓解了患者的疼痛，无明显不良反应，安

全、高效，值得临床推广。 

 
 

PU-441 

脑卒中不同病灶部位吞咽障碍的特点分析 

 
李超,曾妍,戴萌,万桂芳,张耀文,窦祖林,温红梅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脑卒中患者有一半以上存在吞咽障碍的问题，并且容易引发吸入性肺炎，增加住院时间和死

亡率。吞咽造影技术是检查吞咽障碍的金标准，且卒中后病灶的不同部位在吞咽造影上可能表现为

不同的特点。我们研究目的在于明确不同病灶部位与吞咽障碍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8 月间在我院住院并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患者 92

名。根据病灶的部位分为，单侧脑干组 29 名，左侧半球（皮质+白质）组 37 名，右侧半球（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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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组 26 名。所有入组患者在发病后 6 个月内进行吞咽造影评估。吞咽造影检查并记录以下指

标：（1）口腔运送、（2）吞咽启动、（3）残留、（4）渗漏、（5）误吸、（6）咳嗽反射、

（7）环咽肌开放等指标的正常与异常情况。通过多组二分类的卡方检验，明确不同病灶部位的吞

咽障碍特点。 

结果 各组在口腔运送（χ2=0.062，P＞0.05）、吞咽启动  (χ2=1.985, P=0.371)、咳嗽反射

(χ2=2.270, P=0.230)这三个特点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单侧脑干组具有更明显的会厌谷和梨状窦残

留  (χ2=6.934，P=0.008)。单侧脑干组较单侧半球组在渗漏、误吸方面均有显著性差异

（χ2=9.742，P=0.002），单侧脑干组分别较左侧（χ2=23.316，P＜0.001）和右侧半球两组在环

咽肌开放方面均有显著性差异（χ2=20.875，P＜0.001）。 

结论 单侧脑干与单侧大脑半球吞咽障碍的不同表现主要存在咽期，表现为残留、渗漏、误吸和环

咽肌开放程度四个方面，且脑干的病灶更易于发生以上问题。 

  
 
 

PU-442 

电脑记忆游戏训练对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改善的疗效观察 

 
赵琳,李凯霞,郭明月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电脑记忆游戏训练对提高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的颅脑外伤患者 47 例，均伴有

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同时其生活生理能力及生活质量均有下降。将 47 例患者按住院号随机

分为观察组（23 例）和对照组（24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神经康复，对照组认知训练采用传

统的记忆康复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再给予电脑记忆游戏训练（主要包括：记忆矩阵训练、卡片

记忆训练、反应能力训练、运动协调训练、注意力训练等），根据患者的 MMSE 的评分，遵循由

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每种游戏练习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共训练 30 分钟，一天 2 次，每

周训练 6 天，连续训练 6 周。治疗前后采用简明精神量表(MMSE)、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

行为记忆能力测试(RBMT)做训练前后的疗效评价。 

结果 治疗前颅脑外伤患者一般资料无差异性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6 周两组 MMSE 和

ADL 较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尤其是 MMSE 和 ADL 评分改善非常明显，差异性有显著意义（P<0.01）。 

结论 认知功能属于大脑皮层的高级活动范畴，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理解和智力等。颅

脑损伤患者的认知功能康复状况是决定患者最终能不能独立自主的回归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中

记忆障碍是临床康复中的重点和难点。颅脑损伤患者常见的情况是记忆力减退，信息处理速度的下

降，分配注意力与执行力的减退。针对颅脑损伤认知功能损害的特点，认知训练主要集中在记忆

力、注意力上面，通过这种针对性的认知训练可以刺激脑的可塑性，促进脑新陈代谢。目前传统的

记忆训练的模式和训练内容比较单一，常常导致训练进程缓慢，电脑记忆训练游戏能够针对性地对

分配式注意力，信息处理能力，控制力以及空间视觉能力和记忆力的一种训练模式。利用声音、视

觉、言语等多种刺激、重复性训练，利用现存的功能来代偿缺损的功能，最终达到改善脑功能的目

的。该组游戏既适合一对一训练也方便进行小组性训练，增加了患者的新鲜感和趣味性，值得应用

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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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3 

提垂汤在神经源性膀胱、肠道治疗中的应用及机制探讨 

 
罗强

1
,田春艳

2
,保华

1
,苏维霞

1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在应用温碧泉老中医的验方提垂汤治疗神经源性膀胱、肠道的过程中，明确其疗效，总结辩

证依据，探讨其机制，为改善膀胱及肠道功能找到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方法 通过传统中医的辩证逻辑，以舌苔及脉象为主要辩证依据，应用提垂汤治疗神经源性膀胱、

肠道，探讨其中医的发病机制；总结查体所见，为辩证提供更多可靠的依据。 

结果 在神经源性膀胱、肠道的辩证过程中：1、舌质以暗为主，舌苔薄白、厚腻均有，多见有齿

痕；2、脉象：以双侧关脉多见弱脉为主；3、在导尿、排尿过程中，均见大便干结（如羊粪）或大

便头干结、后粘稠；4、腹部、双上肢、双下肢肌肉松弛，站立时有腹部下垂或下肢坠胀感。通过

提垂汤的治疗，患者排尿及排便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疗效不能维持。 

结论 中医在治疗神经源性膀胱、肠道时有其独特的的疗效，如何维持其疗效，则需要更进一步的

研究，重点可能在辩证及用药，需要更加精确。 

 
 

PU-444 

颌下肌群重复周围磁刺激对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 

 
朱其秀,王杰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颌下肌群重复周围磁刺激对亚急性期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0 例亚急性期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按照入院时间顺序编号，随机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

组，治疗组给予常规吞咽训练和颌下肌群重复周围磁刺激治疗，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吞咽训练，治疗

前后分别行藤岛一郎吞咽障碍评分、才藤氏 7 级评价和表面肌电图检查，2 周后观察对比两组患者

吞咽功能变化，包括藤岛一郎吞咽障碍评分、才藤氏 7 级评价、和颌下肌群表面肌电图吞咽时程及

最大振幅的改变。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 2 周后吞咽功能均有改善。组内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藤岛一郎吞咽

障碍评分、才藤氏 7 级评价法评分改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表面肌电图示最大振幅增

高，吞咽时程缩短，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组间比较：治疗组藤岛一郎吞咽障碍评分高于

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43）；治疗后治疗组才藤氏 7 级评价法改善较对照组显著，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28）；治疗组吞咽时程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5）；

治疗组吞咽最大振幅增高相对于对照组未表现出明显差异（P=0.352）。 

结论 重复周围磁刺激联合常规吞咽训练较单纯常规吞咽训练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吞咽功能，主要

表现为提高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肌群的灵活性、协调性，因此临床上可选择性采用重复周围磁

刺激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 

 
 

PU-445 

深层肌肉刺激仪（DMS)治疗腰肌劳损的疗效观察 

 
吕云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深层肌肉刺激仪（DMS）治疗腰肌劳损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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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门诊收治的腰肌劳损患者 60 例，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0 例，2 组患者均采用干扰电，磁振热等常规物理治疗，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深层肌肉刺激仪（DMS）治疗，治疗一周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腰部活动度，

视觉模拟评分（VAS）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腰部活动度.视觉模拟评分（VAS）在治疗一周后均比治疗前明显改善，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在常规物理治疗的基础上，增加深层肌肉刺激仪（DMS)对腰肌劳损效果明显。 

 
 

PU-446 

镜像疗法在复杂区域性疼痛综合征治疗中的应用 

 
白玉龙,华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总结及分析镜像疗法在复杂区域性综合征中的应用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查阅相关文献，深入归纳总结。 

结果 镜像疗法对复杂区域性综合征的患者有一定的临床疗效。 

结论 镜像疗法对复杂区域性综合征的患者有一定的临床疗效，但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U-447 

手法松解并头颈部磁疗治疗颈源性头痛临床研究 

 
田有粮 

解放军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探讨手法松解并头颈部磁疗对颈源性头痛的临床效果。 

方法  60 例颈源性头痛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均进行手法松解治疗，观察

组另给予头颈部磁疗，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和颈椎活动度(ROM)评分

进行指标评估，观察比较两组疗效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和 ROM 评分之间比较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1)，以观察组疗效

更好（P <0.05)。 

结论 手法松解治疗颈源性头痛效果良好，同时进行脉冲磁治疗可以显著提高疗效。 

  
 
 

PU-448 

脑仿生电刺激加中频联合电针治疗 CSA 

 
王琪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0 

 

目的 观察脑仿生电刺激加中频联合电针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sis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CSA)的临床疗效。 

方法 首先在患者的临床症状、临床体征及一系列相关检查的基础上确立了本病的诊断、纳入及排

除标准。把 60 名来源于黄梅人民医院康复科符合标准的门诊或住院患者，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脑仿生电刺激加中频电疗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

电针治疗，最后观察患者治疗前后根据相关症状与体征评分标准进行的评分及椎-基底动脉彩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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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勒血流量的变化。（具体操作如下：针刺督脉穴印堂、神庭、上星、百会、脑户、风府，配天柱

双，随证配穴：肝阳上亢:太冲；气血亏虚：足三里；肝肾不足：三阴交；痰湿阻络：丰隆；气滞

血瘀：血海。选用 28 号 1.0 寸毫针，针刺上述穴位，得气（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度）后接电针仪，

采用华佗牌 SDZ-2 治疗仪，用疏密波（频率为 2Hz，每次 20 分钟，每次针刺完毕后稍做休息后使

用脑仿生物电治疗仪和中频进行治疗，首先裸露患者乳突部位，治疗仪的两极分别置于患者耳后乳

突部位，粘贴好以后开始缓慢调节治疗仪输出电流大小直至患者有感觉又可以耐受的程度，期间应

注意患者的反应可做适当调整，治疗时间为 30min，同时将两块中频垫平行置于患者颈部和大椎穴

上，调节大小至患者有感觉又可以耐受的电流大小，治疗时间为 20min。两组在治疗期间均嘱托患

者注意颈部保暖，避免大幅度突然转颈。以上均为 1 次/天，10 天为一个疗程，共治疗三个疗

程。） 

结果 ⑴观察组的愈显率和总有效率方面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在愈显率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P<0.05)。⑵观察组和对照组在自身治疗后的评分与治疗前的评分相比均有明显差异（P<0.05）,

表明经治疗后两组的临床症状都有明显改善；在治疗后症状与体征的评分变化上，两组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P<0.05），观察组的疗效较好。⑶两组治疗后椎-基底动脉（vertebral-basilar artery,简称

VBA）血流平均速度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血流量和平均血流速度

均有增加；两组在治疗后 VBA 血流量和平均血流速度的数值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脑仿生电刺激加中频联合电针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疗效确切安全,值得临床大力推广和应用。 

 
 

PU-449 

物理因子联合运动疗法对周围性面神经炎恢复期的疗效观察 

 
韦宝珠,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物理因子联合运动疗法对周围性面神经炎恢复期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周围性面神经炎患者 24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1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物理因子（超短波、激光、超声波、中频）治疗，治疗组在采取对照组治疗的

基础上给予运动疗法治疗。两组均 6 天一个疗程，3~4 个疗程。治疗前后均采用面神经传导速度检

查对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者面神经传导速度检查评分均明显改善，且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物理因子联合运动疗法对周围性面神经炎恢复期治疗上有明显的疗效。 

 
 

PU-450 

推拿手法对中风偏瘫肢体表面肌电信号影响的研究 

 
蔡华安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16 

 

目的 通过对不同推拿手法作用于中风偏瘫肢体所产生的肌电效应的分析，建立对不同推拿手法治

疗肢体偏瘫康复实效性的客观评价标准，并筛选出对肢体偏瘫康复行之有效的推拿手法，从而指导

临床实践。 

方法 选择我院 20 例脑卒中偏瘫住院患者，以偏瘫侧做为观察组，健侧肢体做为对照组，每组以同

一高年资推拿治疗师对患者双下肢同一部位股直肌实施?、拍、揉、搓、抖、按六种手法，每种手

法持续实施 1 分钟，中间间隔休息 1 分钟，采用表面肌电仪分别采集两组静息电位和实施手法过程

中的动作电位。 

结果 1.本组患者中患侧静息电位与健侧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2.两组组内比较，都显示拍法

与其它手法作用下肌电值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其它各种手法作用下肌电值变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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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无显著性差异(P>0.05)。3.组间比较，显示拍法作用下患侧积分肌电值(iEMG)、均方根值

(RMS 和)频率指标(MF)均低于健侧，与健侧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其它手法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P>0.05) 

结论 不同的推拿手法对脑卒中偏瘫侧的肌电信号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提示在一定强度负荷下推拿

手法能够刺激神经肌肉兴奋和募集运动单位的数量，增加肌肉放电总量；其次强刺激手法在施术部

位产生的作用更为明显，能够提高肌肉的兴奋水平，但强刺激手法对以股四头肌为代表的下肢伸肌

占优势肌群而言并非最佳选择。因此，对偏瘫患者分期实施不同的手法，从而达到对肢体神经功能

促通作用，有利于提高临床整体疗效。 

 
 

PU-451 

神阙灸联合针刺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范真真,王莹莹,邵迴龙 

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 250031 

 

目的 通过 TIEF-5 评分、中医临床症状积分改善情况等探讨神阙灸联合针刺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到我院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 100 例男性脊髓损伤患者为

研究对象，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各 50 例。 对照组患者采用针刺疗法进行医治。

具体的治疗方法为：取关元穴、三阴交、肾俞穴，用规格为 0.3mm×25mm 的一次性不锈钢针毫

针，采用补法针刺上述穴位。针刺关元穴时针尖略向下，使针感向前阴放散。剩下的穴位按照常规

的针刺方法，进针后调至病人出现的酸麻胀痛感，得气后留针 30min 左右，每 10min 行一次针。

实验组患者采用针刺结合神阙灸疗法进行治疗。针刺方法同对照组，神阙灸的具体方法为：患者取

仰卧位，暴露脐部。脐部用浓度为 75%的酒精进行常规消毒，取纯净干燥，颗粒较细的白盐适

量，置入患者脐部，然后上置艾柱施灸，每次艾灸的时间为 30min 左右。每隔 2 天治疗 1 次，1 个

月为 1 疗程，共治疗两个疗程。治疗结束后，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治疗安全性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且观察组患者的

TIEF-5 评分、中医临床症状积分改善情况、ITEF 治疗效果、 中医临床症状积分治疗效果等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发现，对照组与实验

组患者在采取了不同治疗方法后，对照组发生晕针、出血、断针、滞针、血肿、感染等不良反应的

例数共有 6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2%，实验组患者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患者共有 5 例，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 10%，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采用神阙灸联合针刺治疗男性脊髓损伤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不仅能有效改善患者勃起功能

障碍的症状，而且未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具有较高的治疗安全性。因此神阙灸结合针刺治疗的方

法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和应用。 

 
 

PU-452 

探讨有氧运动对骨质疏松功能状态改善情况 

 
凌泽莎,阙方旭,董超,李蓓,王文春,张安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 探讨有氧运动对骨质疏松患者疼痛、平衡、情绪及日常生活活动功能状态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4 例骨质疏松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有氧运动治疗前，治疗 1 个疗程后视觉模

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Berg 平衡评分，汉密尔顿焦虑、抑郁评定结果，Batheral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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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有氧运动训练治疗后焦虑人数有所减少，严重程度有所减轻，有氧运动训练对焦虑情绪

有明显改善作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抑郁情绪无改善作用，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有氧运动治疗前 Berg 平衡（45. 17 ± 2. 64）分，有氧运动治疗后 Berg 平衡（49. 

48 ± 2. 69）分，有氧运动治疗增强了骨质疏松患者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个人活动能力评定，有氧运动训练前 Barthearl 指数（80. 93 ± 3. 37）分，有氧

运动训练后 Barthearl 指数（93. 24 ± 5. 75）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氧运动训练

前 VAS（4. 48 ± 1. 88）分，有氧运动训练后 VAS（3.31 ± 1. 69）分，有氧运动治疗后骨质疏松

患者疼痛有所缓解，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有氧运动训练能缓解骨质疏松疼痛，增强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改善焦虑情绪，提高骨

质疏松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其生活质量。 

 
 

PU-453 

肌筋膜松解联合悬吊系统训练治疗颈型颈椎病的疗效 

 
董庆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41 

 

目的 观察肌筋膜松解联合悬吊系统训练治疗颈型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将符合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 2010 年修订《颈椎病诊治

与康复指南》中颈型颈椎病诊断标准的患者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2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

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悬吊系统训练治疗；治疗组采用肌筋膜松解治疗结合悬吊系

统训练治疗。采用视觉模拟定级（ＶＡＳ）评定法和颈椎功能障碍指数量表(NDI)评定法对两组患

者在治疗前、治疗结束时、1 个月后随访时进行评分，评价患者颈椎病疼痛和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患者的 VAS 和 NDI 评定评分分别为(4.62±1.32)和(17.6±9.65)分，对照组上

述各项评分分别为(3.46±2.01)和(18.36±10.21)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周

后，治疗组上述各项评分分别为 (0.57±0.69)和 (6.82±1.59)分，对照组则分别为 (1.35±0.92)和

(7.52±2.65)分；1 个月后随访时，治疗组上述各项评分分别为(1.48±0.72)和(8.52±1.63)分，对照组

则分别为(2.01±1.01)和(9.07±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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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筋膜松解联合悬吊系统训练治疗能有效改善颈型颈椎病的疼痛且能显著地促进其综合功能

恢复，疗效维持时间较长。 

 
 

PU-454 

PNF 联合悬吊技术对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肌力训练的疗效观察 

 
陆萍,段好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 PNF 联合悬吊技术对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肌力训练的疗效 

方法 10 例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对照组，每组患者 5 例，每组患者

均接受常规的康复训练，治疗组增加 PNF 和悬吊技术，运用 PNF 技术中的徒手接触、简明口令、

牵拉等手法通过悬吊带启动肌肉节律性收缩。于治疗前、治疗后 3 周采用 Lovett 肌力分级法评定

标准、主动关节活动度和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分别评定 2 组患者患侧三角肌前群肌力、主动肩前

屈角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前，2 组患者各项评分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周后，治疗

组患者的 MAS 评分 Lovett 肌力分级、AROM 和 MBI 评分分别为（ 1.51±0.3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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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2±9.79）度和（45.92±8.50）分，与对照组的（1.04±0.31）级、（35.48±8.86）度和

（38.39±11.07）分行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NF 联合悬吊技术对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肌力训练有明显疗效 

 
 

PU-455 

心理康复对老年性下背痛伴情绪障碍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 

 
范飞,姜贵云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067000 

 

目的 探讨心理康复对老年性下背痛伴情绪障碍患者康复疗效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51 例老年性下背痛伴情绪障碍的患者分为实验组(24 例)、对照组(27

例)。实验组采用心理康复及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治疗。于治疗前、治疗 14 d 后采

用老年抑郁量表（GDS）、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及 Roland- Morris 失能问卷（MRDQ）对

2 组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GDS、VAS 及 MRDQ 评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发

现 2 组患者 GDS 评分〔实验组（9.63±1.50），对照组（11.22±2.06）〕、VAS 评分〔实验组为

(3.04±0.36)分，对照组为(3.56±0.64)分〕及 MRDQ 评分〔实验组为（5.75±1.07）分，对照组为

（6.93±1.36）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并且上述指标均以实验组患者的改善幅度较好

（显著），与对照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心理康复对老年性下背痛伴情绪障碍患者康复治疗效果有明显的意义，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老

年性下背痛与心理因素的临床相关性及其如何心理干预的研究，使老年性下背痛的治疗方法更系统

化，以提高临床疗效。  

 
 

PU-456 

功能性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偏瘫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陈佩顺,闵瑜,谭碧东,黄臻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511400 

 

目的 观察功能性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偏瘫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为其在脑卒中偏瘫下肢运动康复中

的应用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将脑卒中偏瘫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两组基本治疗相同，对偏

瘫下肢，对照组进行抗痉挛模式训练，治疗组进行功能性运动训练，两组治疗均为 40 分钟/次，每

天 1 次，每周治疗 5 天，总共治疗 4 周。治疗前后分别采用 Fugl-Meyer 下肢运动量表、FAC 步行

能力分级、徒手肌力检查、改良 Ashworth 痉挛分级、改良 Bathel 指数等评价两组患者下肢运动功

能、行走能力、肌力和日常生活能力，所得结果组间比较计数资料用 X
2
检验，计量资料用 t 检验，

分析组间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 4 周后，两组的 Fugl-Meyer 下肢运动积分、FAC 步行能力分级、肌力、肌张力、ADL 

Bathel 指数均有改善，但治疗组改善更明显（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肌张力却无明

显改变（P<0.05）。 

结论 功能性运动训练能明显改善脑卒中偏瘫下肢的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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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7 

虚拟现实技术对中风患者上肢运动功能、上肢活动能力和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以及参与的 Meta 分析 

 
白钟飞

1
,舒甜

1
,张子未

1
,徐晓菁

1
,何婷

1
,朱飞飞

1
,郑程

2
 

1.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康复治疗系 

 

目的 系统评价虚拟现实技术（VR）在 ICF 框架下对中风患者患侧上肢运动功能、上肢活动能力和

日常生活活动、以及参与能力三方面的疗效。 

方法 在 Medline、Pubmed、 Embase、PEDro 中系统检索发表时间截止到 2017 年 02 月 20 日以前的

原始研究。在完成文献系统检索后，按照《Cochrane 干预措施系统评价手册》中推荐的系统评价

方法进行数据的提取和统计分析，最后将干预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改善值输入到 Review 

manager5.3进行分析。 

结果 最后共 29 篇原始研究纳入本系统评价，其中实验组 733 人，对照组 567 人，单个研究 PEDro

平均得分为 6.3 分。纳入研究中 VR 种类广泛，有：Wii、Rehabmaster 、Smart glove 、Xbox、

Rehabilitation Gaming System 、特定 VR 环境、以及远程 VR 训练等。纳入研究进行的评估项目

较多，按照 ICF 三个层级的四个类别进行分类，上肢运动功能有：Fugl-Meyer、Action Research 

Arm Test、改良 Ashworth 肌张力分级、握力；上肢活动能力测试有：BBT、Motor activity Log、 

Wolf 时间、Wolf 分数、Stroke Impairment Scale – hand；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巴氏指数、

FIM、Stroke Impairment Scale – ADL；参与能力有 Stroke Impact Scale - Participation。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在 VR 结束后，相比对照组治疗，VR 可更多的提高患侧上肢 Fugl-Meyer 得分

（MD=3.10；95% CI=2.07-4.31；P＜0.001；I
2
=58%，随机效应模型）。VR 不能较对照组更多治疗

改善 BBT 得分（MD=1.89；95% CI= -2.89-6.67；P=0.440；I
2
=87%，随机效应模型）和 Wolf 时间

（MD=0.67；CI= -0.55-1.89；P=0.280；I
2
=0%；固定效应模型）。VR 较对照组可以提高 FIM 得分

（MD=4.63；CI=1-8.26；P=0.01；I
2
=0.79%）。因其余评估涉及研究数量较少，未进行 Meta 分

析。 

结论 当前证据显示 VR 可提高中风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但不能改善上肢活动

能力。因研究不足，目前任不清楚 VR对中风患者参与能力的影响。 

 
 

PU-458 

子午流注针刺治疗脑卒中后麻木的临床疗效研究 

 
原筝,李彦杰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观察子午流注一四二五三零法针刺治疗脑卒中后麻木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80 例脑卒中后肢体、躯干、面部麻木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根

据子午流注一四二五三零法取穴针刺，平补平泻，边行针边轻抚患处皮肤，至患处麻木感消失或明

显减轻后，留针 30 分钟；对照组局部取常用穴（头面：风池、翳风、听会、颧髎、太阳、阳白、

地仓、夹承浆；上肢：肩井、臂臑、手五里、曲池、手三里、外关、合谷；下肢：髀关、伏兔、风

市、血海、梁丘、足三里、阴陵泉、三阴交、解溪、丘墟、隐白、太冲、涌泉），电针连续波治

疗，刺激强度以看见肌肉微有跳动为度，留针 30 分钟；两组均每天治疗 1 次，连续治疗 6 天为一

个疗程，休息 1 天，进入下一个疗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后两组 VAS 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均 P<0.05），观察组较对照组下降更明显

（P<0.01）；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0%（38/40），高于对照组的 70.0%（28/40，P<0.05）；观

察组平均疗程 8.2 天，少于对照组的 25.2 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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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子午流注一四二五三零法针刺治疗脑卒中后麻木的疗程短，疗效显著，优于常规取穴。 

PU-459 

作业疗法联合固定型腕手矫形器对偏瘫手功能影响的研究 

 
刘微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研究作业疗法联合固定型腕手矫形器对偏瘫手功能的影响 

方法 筛选脑卒中后腕关节下垂患者入组，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

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功能性电刺激）。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在作业治疗

时佩戴固定型腕手矫形器进行手功能训练。每天训练 30min, 每周 5 天，休息 2 天。分别于治疗

前、治疗 4 周、治疗 8 周及治疗 12 周对两组患者采用简式 Fugl-Meyer(FMA)偏瘫手功能评价及

carroll 手功能评定法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4 周时两组均未见明显改善,两组间也无显著性差异。治疗 8 周时,两组 Fugl-Meyer(FMA)

及 carroll 手功能评分较治疗前和治疗 4 周时改善(P＜0.05)；观察组手指分离运动与治疗前比较均

有提高(P＜0.05),其中拇指外展较对照组明显提高(P＜0.05)。治疗 12 周时,观察组 carroll 和 FMA

评分较治疗 8 周时进一步明显改善(P＜0.05)；观察组拇指外展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作业疗法联合固定型腕手矫形器可明显提高偏瘫患者手功能，促进腕手关节功能恢复，从而

提高 ADL 能力。 

 
 

PU-460 

有效沟通在工伤患者康复训练中的应用 

 
王娟,刘燕飞 

河南省老干部康复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有效沟通在工伤患者康复训练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入住我院进行康复训练的工伤患者 105 例，随机分为应用组 55 例，对照组 50 例，进行

对照观摩。对患者心理障碍、康复认知度、配合度、满意率和日常生活能力巴氏指数方面进行评

估。 

结果 应用组患者的配合度、满意率、疾病康复认知度和巴氏指数提高的人数明显增加优于对照组

（P<0.05），从心理障碍人数对比，应用组同样有差异（P<0.05）。 

结论 有效沟通的应用，加强了患者康复理念，改善心理状况，调动主观能动性，构建良好和谐医

患关系，增强康复训练效果，值得推广和应用。 

PU-461 

传统康复针刺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耳鸣 41 例临床对比观察 

 
祁凤梅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目的 运用传统康复针灸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耳鸣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消除患者的痛苦，提高了生活

质量 

方法 随机选取病例，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采取对症治疗。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经卡方检验：x2=0.88，P>0.05，无显著差异。但两组显效率

（x2=44.51，P<0.01）有非常显著差异，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祖国医学将耳鸣辩证分为肝胆火旺、痰火郁结、外感风热、脾虚弱及肾虚型。论证不同，临

床表现也不同，治疗选穴也有差别。总的来说，病因分为虚实两型，实证针刺手法可强些，虚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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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要轻些，并不配合灸法，因此明辨证型，选穴得当，才能治之有效。针药配合治疗耳鸣起到针药

的双重作用，疗效显著。 

 
 

PU-462 

经筋推拿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120 例临床观察 

 
阮祯,王超,李帆,韩冻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430015 

 

目的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在患处形成多处病灶点(即筋结点)，本研究观察经筋推拿治疗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期间治疗的 120 例患者随机

均分为 3 组，经筋推拿组（A 组）：松解膝关节周围筋结点的经筋推拿组；普通推拿治疗组（B

组）：采用推拿治疗学教材中对膝关节炎常规推拿手法；对照组（C 组）：仅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

（瑞力芬片），治疗方法：A 组:以― 以痛为腧‖ 为取穴原则 ,术者循膝关节相关的经筋系统进行手法

查灶,在确定病灶点后, 术者以拇指结合肘部对与膝关节相关的经筋系统进行全面松解,  刺激强度以

患者耐受为宜, 施术约 25min。每天一次。B 组：参照《推拿治疗学》中的具体治法，每次 

25min，每天一次。对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24 天后采用膝骨关节炎严重性指数 ( ISOA) 、疼痛缓解

时间、综合疗效评价的指标变化，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治疗 A 组(经筋推拿)、治疗 B 组(普通推拿)、治疗 C 组（口服西药）各项指标与治疗

后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0 .01),治疗后 B、C 组疼痛程度、最大步行距离比治疗前有好转(P 

<0 .01),但 C 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不明显(P >0 .05), A 组与 B、C 组在疼痛症状缓解时间、愈显率

方面对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0 .05)或(P <0 .01)。 

结论 经筋推拿疗法治疗骨性膝关节炎能显著缓解疼痛，且副作用少，临床疗效显著。治疗膝关节

炎,主要是恢复股四头肌的肌力,从而达到恢复髌骨的活动力,使膝关节达到力学平衡，足阳明经筋的

沿膝部位与股四头肌的解剖位置是相吻合的,通过经筋的消灶手法,对以足阳明经筋为主的足三阳经

筋由点及线,由线至面的治疗,促进股四头肌肌力的恢复。从而达到―结解则松,筋松则顺,筋顺则动,动

则不痛‖的理想功效。 

 
 

PU-463 

中西医结合治疗软组织损伤临床疗效观察 

 
王小月,陈琴,刘丽,张阳普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 430015 

 

目的 观察针灸结合威伐光治疗软组织损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本院康复医学中心病房及门诊于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120 例软组织损伤患

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分别为 60 例。对照组的软组织损伤患者应用威伐

光照射治疗腰骶部、肩颈部、肘部、腕部、踝部、腿部、胸肋部及膝部等不同的患病部位。治疗组

的软组织损伤患者在威伐光患处照射治疗的基础上按照发病部位、发病病程及临床症状的不同之处

采用相应的针灸治疗方法。治疗以 6 天为 1 个疗程，一共治疗 2 个疗程。然后采用视觉类比量表

(VAS)、语言评价量表(VRS)及软组织损伤症状分级标准为基础观察、评定治疗前后疼痛及临床症

状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治疗后在疼痛评分和软组织损伤症状分级量化表评分方面都有统计学

差异(P<0.01)，说明两种治疗方法均能较好地降低疼痛，改善软组织损伤症状。但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实验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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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本文软组织损伤患者的临床治疗中，采用针灸联合威伐光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案能使患

者疼痛症状改善明显，肢体功能恢复好，而且临床治疗有效率高，值得推广应用。 

 
 

PU-464 

针灸康复疗法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的临床效果观察 

 
程密密 

合肥市滨湖医院 230011 

 

目的 探索中风后出现吞咽障碍患者以针灸康复疗法进行治疗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2016 年 6 月间本科室接收的中风后出现吞咽障碍的 60 例患者，随机分成

2 组：参考组共有 30 例，行常规康复疗法治疗；观察组共有 30 例，在参考组基础上加用针灸疗法

联合治疗。治疗完毕后对 2 组患者的疗效进行评估分析。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较参考组显著更高（P＜0.05）。 

结论 中风后出现吞咽障碍患者以针灸康复疗法进行治疗疗效显著，值得临床借鉴推广。 

 
 

PU-465 

钩针刀和小针刀刺激多裂肌治疗包容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

究 

 
王恺,罗军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通过对比小针刀与钩针刀治疗包容性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1 月、术后 3

月、术后半年、术后 12 个患者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评分）的比较以及术前、术后超声下多裂肌

的厚度变化，探讨小针刀与钩针刀治疗包容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差异以及对多裂肌的影响。 

方法 选取包容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病患者 73 例，分为 2 组，实验组 39 例，对照组 34 例。实验组

以钩针刀治疗，对照组以小针刀治疗。比较治疗前及治疗后不同时间段的 vas 评分评定患者的临床

疗效；比较术前术后 1 周超声下多裂肌厚度的变化讨论两种治疗对多裂肌的影响。 

结果 钩针刀的疗效稍高于小针刀（F=24.490，P<0.001），各个时间点，除术前两组无差异外

（t=1.287，P=0.202），其余各时间点钩针刀疗效均高于小针刀（P<0.005）；钩针刀的多裂肌厚

度变化较小针刀更高（F=11.489，P<0.001） ,术前两组厚度无差异 (P=0.067)，术后有差异

（P<0.001）。 

结论 钩针刀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多裂肌的痉挛，同时其疗效亦优于小针刀组。 

 
 

PU-466 

骨内温针术结合手法药熨治疗膝骨关节炎临床研究 

 
张金学,许艳 

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目的 观察骨内温针术结合手法、药熨治疗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 KOA)的临床疗效。 

方法 60 例 KOA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组应用骨内温针术结合手法、药

熨进行治疗，对照组口服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治疗，于治疗前、治疗后 1 周及治疗后 4 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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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C 量表从患膝疼痛、僵硬及关节功能情况三方面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定比较；对治疗后 4 周两

组有效率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后 1 周，两组患者膝关节的疼痛、僵硬及关节功能三方面评分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P

＜0.01），且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P＜0.01)；与治疗后 1 周比较，治疗后 4 周 3 项评分又有显著

改善(P＜0.01)，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1)；治疗后 4 周，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96.7%和 86.7%，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整个研究期间，60 例患者均未出现不良

反应。 

结论 骨内温针术结合手法、药熨可显著改善 KOA 患者膝关节的疼痛、僵硬和关节功能活动情况，

具有起效快、副作用小、复发率低、安全性高的特点。 

 
 

PU-467 

老年人不同的肥胖指标与抑郁症状的临床相关性研究 

 
陈小雨,郭琪 

天津医科大学 300000 

 

目的 之前有关肥胖与抑郁症状的研究结果争议不断，且很少有研究使用除身体质量指数（BMI）

之外的肥胖指标。本研究我们调查抑郁症状和肥胖指标的关联，其中全身性肥胖的指标采用 BMI、

体脂百分比（BF%），腹部肥胖的指标采用腰围（WC）、腰臀比（WHR）、腰围身高比

（WHTR）。本研究的目的是在老年人群中确定哪项肥胖指标与抑郁症状的临床相关性最大。此

外，我们试图确定该肥胖指标预测抑郁症状的最佳临界值。 

方法 选取中国天津市汉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1329 名，其中男性 576 名，女性 753 名。使用中文

版 30 项老年抑郁量表（GDS）来评估老年人抑郁症状，得分≥11 分视为患有抑郁症状。采用 ROC

曲线分析计算 BMI、BF%、WC、WHR、WHTR 与抑郁症状相关的曲线下面积 AUC，从而确定哪

个指标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最佳。 

结果 女性抑郁症状的发病率为 14.6%，男性为 8.5%。男性的全身性肥胖指标 BF%预测抑郁症状

的曲线下面积 AUC 为 0.686（95%的置信区间=0.602-0.770），女性为 0.614（95%的置信区间

=0.557-0.670）。与肥胖的其他指标相比（BMI、WC、WHR、WHTR），BF%与抑郁症状的相关

性最高，而且男性和女性的 BF%临界值分别为 19.20%、32.35%。 

结论 总之，全身性肥胖指标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优于腹部肥胖指标，且 BF%在男性及女性中都与

抑郁症状相关性最佳。此外，BF%的最佳临界值能潜在的识别老年人的抑郁症状。 

 
 

PU-468 

针刺结合理疗套餐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胡珊,戴家超,娄梅 

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333000 

 

目的 观察针刺结合理疗套餐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6 年 8 月-2017 年 3 月在我院康复科住院的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共 40 人，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0 人，治疗组使用针刺疗法结合理疗套餐（超短波+超声波+中

医定向透药），对照组单纯使用理疗套餐，疗程治疗时间均为 2 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采用

VAS(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视觉模拟疼痛评分 )及 JOA 评分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Scores，腰椎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分数)对患者症状及体征进行评分，并进行统计学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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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者在经治疗后，VAS 评分均较前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JOA 评分较

前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对疼痛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状体征改善优于对

照组。 

结论 针灸结合康复理疗套餐及单纯使用康复理疗套餐均能改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疼痛及相关症

状体征，且针刺结合康复理疗套餐在改善患者疼痛及相关症状体征方面明显优于单纯使用理疗套

餐，临床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PU-469 

于氏头穴丛刺联合八段锦锻练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运动能力

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叶涛

1
,朱路文

2
,唐强

2
,吴孝军

1
,李宏玉

1
,田源

1
,梁碧莹

1
,郑婷婷

1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于氏头穴丛刺联合八段锦锻练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能力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60 例脑卒中恢复期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 30 例。在常规康复

训练基础上，两组均给予于氏头穴丛刺疗法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八段锦锻练，每周治疗 5

天，2 周为 1 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治疗前后，采用简式下肢 Fugl-Meyer 评价量表（FMA-

L）、Berg 平衡量表（BBS）以及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估患者下肢运动能力、平衡功能及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变化。 

结果 治疗组治疗前后的 FMA-L、BBS、MBI 分别为：20.87±3.65、28.34±3.57；24.85±6.04、

53.34±7.58；25.09±8.35、67.34±9.42。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FMA-L、BBS、MBI 分别为：

20.93±3.75、25.61±2.28；25.14±5.92、39.61±6.46；24.89±8.03、58.26±8.31。两组患者治疗前

各项指标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经过 6 周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明

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治疗组提高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于氏头穴丛刺联合八段锦锻练可促进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下肢运动能力和平衡功能的改善，进

一步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470 

徒手呼吸训练联合构音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言语康复疗效研究 

 
葛宣宣,贾慧敏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为了探讨徒手呼吸训练联合构音训练治疗脑卒中后构音障碍言语康复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方法将 60 例脑卒中后构音障碍患者分为治疗组和观察组，治疗组采用徒手呼吸训练

联合构音训练，观察组采用常规训练。治疗 4w,8w 后，治疗组构音障碍言语水平改善程度均高于

观察组（p<0.05),治疗 8w 后治疗组构音障碍的评分与观察组比较，其得分有效率为 114.21%，大

于观察组 64.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结果提示徒手呼吸训练联合构音训练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构音功能并提高言语清晰度，进

行徒手呼吸训练联合构音障碍训练较常规构音障碍疗效更显著。 

结论 构音的过程受神经和肌肉的影响，因此构音的呼气时间，发音时间，构音器官的肌力，肌张

力及构音器官的运动协调性都会影响到言语的质量。本研究纳入的患者无论是治疗组还是观察组，

治疗 4w,8w 后的呼吸功能，言语清晰度，Frenchay 构音评分与治疗前均有明显提高（p<0.05)。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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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组与观察组比较言语清晰度.呼吸功能及 Frenchay 构音评分均显示有较大进步，治疗 4w,8w 2 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与观察组的以上三种功能测评结果对比表明采用徒手呼吸训练联合

构音训练明显能够提升脑卒中患者构音障碍的康复效果，为以后治疗脑卒中患者的构音障碍并发证

提供了一种参考治疗方法。 

 
 

PU-471 

重建生活在脑卒中的应用研究 

 
赵庆贺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观察重建生活模式对脑卒中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84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2 例，对照组仅接受常规的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常规的康复治疗基础上进

行多元化生活重建模式，共治疗 3 个月，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后，对两组进行评定，采用 ADL

评定量表，Frenchay 活动指数评定法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间 ADL 评定量表和 Frenchay 活动指数评定法评分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ADL 评定和 Frenchay 活动指数评定均较组内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多元化重建生活模式能明显的提高脑卒中患者的 ADL 能力及社会能力，且改善作用具有持续

性，该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PU-472 

针刺联合药物竹罐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侯立波,李光,孙以琳 ,张卫民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观察针刺联合药物竹罐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6 月－2017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 124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与治疗组，对照组采用单纯针刺治疗，治疗组采用针刺联合药物竹罐进行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

效。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3.55%，对照组总有效率 82.26%，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刺联合药物竹罐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显著，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PU-473 

工娱康复训练对工伤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与分析 

 
周顺林,李凯霞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探讨工娱康复训练对工伤康复患者心理状态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156 例工伤康复患者随机分为工娱康复组和对照组，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 SF-36 对工伤康复患者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进行评定；对照组给予常

规康复治疗（根据伤情给予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心理治疗等），工娱康复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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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根据患者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工娱康复训练（书法绘画、手工编织、台球棋牌、卡拉 OK 等项

目，每日 1—2 项，每日 1 小时），康复治疗 1 个月后对 2 组患者再次进行 HAMD、HAMA、ADL

评定。 

结果 分别有 68.5%、48.1%的工伤患者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抑郁、焦虑情绪， 67.2%的工伤患者生

活质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康复治疗后 2 组 HAMD、HAMA、SF-36 评分均明显好转（p<0.01），

工娱康复训练组好转程度较对照组显著（p<0.01）。 

结论 工娱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改善工伤患者的抑郁、焦虑心理状况，并且日常生活能力和生存质量

明显提高。工娱康复训练是解除心理障碍、促进其动手能力、促进患者全面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工伤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PU-474 

观察为外伤性截瘫患者应用针灸联合物理疗法的康复价值 

 
李群,王宁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医院 255000 

 

目的 分析外伤性截瘫患者采用针灸联合物理疗法进行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抽取过去一段时期我院收治的外伤性截瘫疾病患者 84 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平

均每组 42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疗法进行治疗；治疗组在常规康复疗法基础上，加用针灸联合

物理疗法进行治疗。 

结果 治疗组患者外伤性截瘫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90.2%，高于对照组的 68.3%，组间差异显著（P

＜0.05）；治疗前后感觉功能评分的改善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外伤性截瘫患者采用针灸联合物理疗法进行治疗，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善感觉功能，减少不良

反应。 

 
 

PU-475 

冷疗配合运动疗法对周围性面瘫的恢复 

 
林小东,胡旭,毛利,郭颖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冷疗配合运动疗法对周围性面瘫恢复的疗效。 

方法 40 例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0）和治疗组(n=20).对照组接受常规治

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接受冰棉签冷疗配合面肌运动疗法，20min  1 次/日   5 次/周，共 6 周。治

疗前后采用面神经肌电图及 House-Brackmann 分级法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面神经肌电图及 House-Brackmann 分级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

0.001），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冷疗配合运动疗法能进一步促进周围性面瘫面肌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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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6 

经颅直流电结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 后抑郁患者

的疗效 

 
李姣,冯海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初步观察经颅直流电结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于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神经康复科康复的卒中患

者 30 例，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根据患者是否接受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MNST-V1.0)治

疗和经颅直流电(tDCS)治疗，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即 tDCS + MNST 组(15 例)和对照组，即 tDCS

组(15 例)。两组均为 1 次/d，每次 20min，每周 6 次，疗程 4 周。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采用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抑郁自评量表（SDS）、贝克抑郁量表（BDI）、改良 Barthel 指

数（MBI）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 4 周后 HAMD、SDS、BDI 及 MBI 评分均明显较治疗前改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 HAMD、SDS、BDI 及 MBI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治疗 4 周后，观察组 HAMD（ 11.4±5.3）分、SDS（ 42.1±6.5）分、BDI

（10.7±3.9）分及 MBI（75.15±12.91）分均明显较对照组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颅直流电结合镜像神经元康复训练系统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疗效显著。 

 
 

PU-477 

电针联合直接灸治疗马尾神经损伤后尿潴留 

 
孙昊,陆景华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马尾神经又称周围神经由腰骶神经根 L2—s1 组成。腰椎由于外伤骨折或腰椎间盘脱出合并马

尾神经损伤引起的尿潴留比较常见。常因小便障碍需长时间置导尿管，增加了尿道感染的机会，而

在膀胱及括约肌功能逐渐恢复过程中，尿潴留十级过长也易导致尿道感染，甚至逆行感染至上尿

路。对病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笔者自 2012-1017 对符合马尾损伤致尿潴留的 10 例

病人采用电针联合直接灸双侧中髎.次髎.膀胱腧.三焦腧.肾腧.气海腧.关元腧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

如下。 

方法 马尾神经又称周围神经由腰骶神经根 L2—s1 组成。腰椎由于外伤骨折或腰椎间盘脱出合并马

尾神经损伤引起的尿潴留比较常见。常因小便障碍需长时间置导尿管，增加了尿道感染的机会，而

在膀胱及括约肌功能逐渐恢复过程中，尿潴留十级过长也易导致尿道感染，甚至逆行感染至上尿

路。对病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笔者自 2012-1017 对符合马尾损伤致尿潴留的 10 例

病人采用电针联合直接灸双侧中髎.次髎.膀胱腧.三焦腧.肾腧.气海腧.关元腧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

如下。 

结果 痊愈：能自主排尿，膀胱功能和排尿次数正常，残余尿在 0-50ml 5 例。显效：能自主排尿，

排尿功能稳定，但膀胱残余尿 50 到 150ml 4 例。有效：排尿功能不稳定，次数增多，膀胱内残余

尿超过 150ml，靠间歇性导尿排空膀胱残余尿 1 例。无效：不能自主排尿，靠导尿管或其他方法排

尿 0 例。其中首次联合治疗痊愈者 1 例，1 个疗程痊愈者 3 例，1 个周期痊愈者 1 例. 

结论 马尾神经损伤多由外伤或者腰椎间盘脱出导致，易损伤膀胱经和督脉导致经脉不通，不通则

痛，引起骶部疼痛，经络不通下肢失养则会下肢无力运动障碍，经脉不通还引起对应脏腑功能障

碍。膀胱经不通则引起膀胱气化无力造成尿潴留，督脉不通则会引起男性性功能障碍，故治疗应遵

循逐瘀通络，健脾益肾，益气扶正的原则，疗效较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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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8 

重建生活生活为本访谈联合综合康复对截瘫患者生活质量的疗效

观察 

 
李庆军 

河北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康复治疗联合重建生活为本访谈组与单纯康复治疗组对截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生活质

量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 60 例胸 4 以下完全性脊髓损伤入选人员，病程 3 个月至 1 年，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

照组。对照组采用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肌力训练+针刺治疗的康复方法，治疗组再此基础上加用重

建生活为本访谈，重建生活为本访谈 2-4 周 1 次。共治疗 6 个月，观察两组在治疗前、3 个月、6

个月后日常生活能力（FIM）、生活质量（SF-36）积分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组对日常生活能力的积分提高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对患者生

活质量的提高明显优于对照组，统计学意义明显（p＜0.05）。 

结论 重建生活为本访谈能更好、更快的提高截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生活质量，能使截瘫患者更

好的融入社会，提高患者社会存在感，提高生活质量。 

 
 

PU-479 

关节松动术配合针灸、玻璃酸钠注射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申园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关节松动术配合针灸、玻璃酸钠注射治疗缓解肩周炎疼痛、提高肩关节活动功能的临床

疗效。 

方法 将肩周炎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针灸联合玻璃酸钠注射

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同时加用肩关节松动术（分别包括：盂肱关节分离牵引，向头侧滑

动，前屈外展向足侧滑动，前后向、后前向及侧方滑动，后前向转动，前屈外展摆动，水平内收及

内外旋摆动，松动肩胛骨等，20min），两组均连续治疗 4w，观察两组临床疗效、患侧肩部疼痛

缓解及肩关节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后两组临床效果均具有明显改善，但观察组临床有效率 92.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4.3%，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VAS 和 ROM 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肩部疼痛及肩关节功能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

者治疗后 VAS 评分：2.36+0.74，对照组为 5.27+0.86；观察组治疗后肩关节屈曲、伸展、外展、

内旋、外旋角度分别为 151.4+16.5、45.2+8.3、144.2+14.7、67.3+9.8、76.5+11.5，对照组相应

为 113.4+14.5、32.1+7.6、103.2+12.5、43.1+7.6、52.3+9.6），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关节松动术配合针灸、玻璃酸钠注射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较为显著，可有效缓解患者肩关

节疼痛，提高肩关节活动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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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0 

体外冲击波治疗偏瘫患者肩痛的疗效 

 
陈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寻找体外冲击波对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肩痛的治疗意义以及缓解肩痛的治疗方案 

方法 选择脑卒中偏瘫肩痛的患者 30 例，采取对比原则（一组冲击波治疗，每周一次，每人总计 4

次治疗。（时间 1 个月)），一组不接受冲击波治疗。 

结果 经体外冲击波治疗 1 个月后，偏瘫患者肩痛明显改善 

结论 体外冲击波对缓解脑卒中偏瘫患者肩痛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及意义 

 
 

PU-481 

从人体气机升降谈小儿推拿调理脾胃在小儿内科病康复中的重要

性 

 
李春成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从人体气机升降方面探讨小儿推拿调理脾胃在小儿内科疾病康复中的重要性，为临床治疗小

儿内科病打开新的思路。 

方法  通过太极图阐述人体五脏气机升降规律，如何升降出入？人体内的阴阳气机是如何升降出入

的？ 升降运动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肝升于左，肺降于右。心火下降以温肾水，肾水上乘以济

心火。脾升胃降为升降之枢纽。（人体气机升降图见附件） 

结果  脾气升清，胃气降浊，脾升胃降，脾胃功能正常，人体气机才能正常运转，生命活动得以

进行。 

结论 小儿推拿调理脾胃是治疗小儿内科病的关键。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有形之物后面必有无

形之气在作怪。临床很多内科病可以从调理气机，调理脾胃入手。 

 
 

PU-482 

观察小针刀配合手法复位及外敷中药治疗陈旧性踝关节扭伤的疗

效 

 
鲁鹏 

宁夏运动诊疗康复中心门诊部 750002 

 

目的  观察小针刀配合手法复位及外敷中药治疗陈旧性踝关节扭伤的临床效果。 

方法 我中心门诊部自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期间纳入陈旧性踝关节扭伤患者共 30 例，对患者

进行小针刀配合手法复位及外敷中药治疗，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治疗效果。 

结果 30 例患者中，治愈 23 例，好转 6 例，无效 1 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96.7%。 

结论 小针刀配合手法复位及外敷中药治疗陈旧性踝关节扭伤临床疗效显著， 且该法操作简单，安

全、微创，患者易于接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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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3 

镜像疗法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手的运动功能与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侯奕慧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镜像疗法结合运动想象疗法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手的运动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的影响。 

方法 选 48 名入院时意识清楚，无明显感觉障碍与认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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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颅脑 CT 和/或 MRI 检查证实，将 48 例脑卒中病人随机分成治疗组（n=24）和对照组

（n=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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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加上运动想象训练结合镜像疗法进行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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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8 周后采用 Fugl-Meyer 评定法（FMA）、Barthel 指数(BI)分别评定两

组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和 ADL 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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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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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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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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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组的具体数据，不只是单纯比

较有效率） 

结论 常规的康复加上运动想象疗法结合镜像疗法可提高脑卒中患者上肢瘫痪病人的 ADL 与手的运

动功能。 

 
 

PU-484 

拔罐结合头面部按摩对特发性面神经炎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 

 
高萌,李品梅,米法朋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31 

 

目的 观察拔罐结合头面部按摩对特发性面神经炎患者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就诊的特发性面神经炎患者 50 例作为研究对象，除外肿

瘤、出血性疾病、皮肤病等疾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5 例；对照组男性 11 例，女

性 14 例；观察组男性 8 例，女性 17 例。采用美国耳鼻喉—头颈外科学会制定的 House-

Brackmann 分级标准及日本额面神经研究会指定《面神经功能评价标准》对所有患者进行评估，

分别于入选时和治疗第 7、15 及 28 天对患者进行评估，并于每天记录两组患者抬眉，皱鼻，示齿

范围。对照组采用常规综合康复理疗，包括超短波、超激光、中频电；观察组基于对照组基础上加

用拔罐结合头面部按摩治疗，观察组进行患侧面部闪罐、走罐，拔罐主要为提拉患侧面部肌肉，改

善局部血液循环，为面部肌肉提供本体反馈；面部按摩主要是按揉印堂、双侧睛明、攒竹、鱼腰、

丝竹空、太阳、承泣、迎香、地仓、人中、承浆、耳门、听宫、听会、合谷；每次按揉 7~10 次，

最后予以放松手法。总疗程 28 天，最后评定其疗效，比较总有效率。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过敏现

象及不适症状。 

结果 （1）观察组总有效率有明显的提高。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7%，对照组为 85.2%；

（2）在治疗的第 7、15 及 30 天所有患者症状均明显改善，观察组在治疗的第 7、15 及 28 天与入

选时相比，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对照组在治疗的第 7、15 及 28 天与入选时相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同时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见效快，

在治疗的第 15 天及 28 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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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拔罐结合头面部按摩治疗特发性面神经炎患者临床疗效明显，安全可靠，可加快特发性

面神经炎恢复速度，减轻患者心理负担，提高治愈率，提高患者重返社会的信心，具有很好的推广

价值。 

 
 

PU-485 

有氧康复训练对煤尘肺（CWP）患者呼吸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周顺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评价有氧康复训练对改善煤尘肺（CWP）患者呼吸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煤尘肺患者 48 例，均按《GBZ70-2015 职业性尘肺病诊断》标准进行正规药物治疗，同

时配合有氧康复训练，包括呼吸体操、太极拳、八段锦等，每次训练１～1.5 小时，每天上下午各

训练 1 次，每周６次。治疗前及治疗３个月后采用 SF-36 量表评分及肺功能相关指标检测。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FEV1 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和 FEV1/FVC(%)均有明显提高，FEV1 占预

计值的百分比提高更明显(P<0.01)。SF-36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增加，尤其是躯体活动功能、身体功

能对角色功能的影响、活力和情绪对角色功能四个领域方面评分提高更为明显，较治疗前评分差异

有显著意义(P<0.01)。 

结论 有氧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改善煤尘肺患者的肺功能，同时随着呼吸功能的改变，其生活质量也

有了明显的提高。 

 
 

PU-486 

上肢机器人训练对卒中后偏侧忽略的影响研究 

 
孟桂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上肢机器人对卒中后偏侧忽略治疗的作用。 

方法 将有偏侧忽略（都为左侧）的 28 例卒中（脑出血或脑缺血）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14 例和对

照组 14 例，给予治疗组患者左上肢训练使用康复机器人，这时患者会持续关注左边。对照组由作

业治疗师给予常规偏侧忽略治疗，如视觉扫描阅读训练和大范围关节活动训练。两组皆为每日一

次，一次 30min，每周 6 天，时间为 3 周。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后进行线段等分试验、删除测试、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MBI）评分。 

结果 治疗 3 周后，两组各项评分线段等分试验、删除测试、MBI 评分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线段等分试验、删除测试、MBI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上肢机器人对于卒中后偏侧忽略的治疗作用类似于常规的偏侧忽略治疗，上肢机器人可作为

卒中后偏侧忽略治疗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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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7 

关节松动术结合软组织松动技术应用于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的

疗效 

 
胡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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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软组织松动技术对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肩关节疼痛和

主动关节活动范围的即刻效应和短期效应。 

方法 40 例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随机分入关节松动组（n=20）和综合治疗组（n=20）。两组患

者均接受相同常规治疗，主要包括超声波治疗、微波疗法、蜡疗。关节松动组在此基础上接受关节

松动治疗（Kaltenborn 持续性关节内平移技术），每次 30 分钟，每日 1 次，每周 6 天，持续 4

周；综合治疗组则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接受关节松动术结合软组织松动技术治疗，先进行 20 分

钟关节松动技术，紧接着进行 10 分钟软组织松动治疗（肌筋膜松解技术，主要处理胸大肌、胸小

肌、肩关节周围区域；PNF 保持-放松技术，改善上举、外展、外旋及内旋方向的活动），手法治

疗时间总计每次 30 分钟，每日 1 次，每周治疗 6 天，持续 4 周。在首次治疗前后及治疗 4 周后，

采用 VAS 评分评定患者疼痛情况，关节角度计测量肩关节上举、外展、外旋及内旋的主动活动范

围。 

结果 两组患者首次治疗后疼痛及上举活动范围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治疗 4 周后两

组患者疼痛及各方向活动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P<0.01），治疗组患者改善较对照组更优

（P<0.05）。 

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关节松动技术与软组织松动技术结合较单纯关节松动技术能更有

效改善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患者疼痛与关节活动范围。 

 
 

PU-488 

镜像治疗结合足底压力分布测量技术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

响 

 
詹菁,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观察镜像治疗结合足底压力分布测量技术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76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6 人。治疗组采用镜像治疗结合足底

压力分布测量技术对患者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共治疗 4 周。对两组治疗前后采用

威斯康星步态量表（Wisconsin gait scale，WGS）、步态分级异常量表（gait abnormality rating 

scale，GARS）、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下肢部分）和计时起立-步行测验（timed up & go 

test，TUG）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治疗后 WGS、GARS、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下肢部分）和 TUG 的评分均较治疗

前显著改善（P 值均<0.5）。治疗组 WGS、GARS、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下肢部分）和

TUG 的评分改善弧度均显著大于对照组（P 值均<0.5）。 

结论 镜像治疗结合足底压力分布测量技术应用于脑卒中患者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的步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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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9 

上海地区工伤患者复工特点及其预测因素 

 
白钟飞,舒甜,余丹,陆佳佳,陆佳妮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619 

 

目的 描述上海地区工伤患者的复工特点，并探究其在半年内、半年后和一年内复工的预测因素。 

方法 回顾本院完成首次住院康复的工伤患者，提取出院时患者的基础信息，描述其复工的基本特

征，并探究出院后半年内、半年后及一年内复工的预测因素。 

结果 共 457 例工伤患者被纳入本研究，217 人（47.48%）出院后的半年内复工，18 人（3.94%）

在出院的半年后复工，一年内 235 人（51.42%）复工。约出院后 200 天前，累计复工率呈较为明

显增长，之后增长速度显著变慢。一年内复工人员平均出院后 86.10 天复工，68.08%回到原单位

原岗位，24.68%回到原单位但更换岗位，5.96%回到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中，另 1.28%自谋职业。

年龄、白领、复工意愿、劳动能力鉴定等级是出院后的半年内复工预测因素。仅劳动能力鉴定等级

是出院的半年后复工的预测因素。年龄、复工意愿、劳动能力鉴定等级、学历是出院后一年内复工

的预测因素。 

结论 累计复工率趋势为先快速增长而后逐渐缓慢增长；出院时工伤患者年龄、蓝领或白领、回归

工作的意愿、学历、劳动能力鉴定等是复工的预测因子，而患者出院后半年内、半年后及一年内复

工的预测因子存在不同。 

 
 

PU-490 

简易牵引配合龙氏整脊疗法 治疗寰枢关节失稳 79 例临床观察 

 
李德成,王芳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目的 观察简易牵引配合龙氏整脊疗法治疗寰枢关节失稳的临床疗效 

方法 第 1 步:简易牵引下放松手法。患者俯卧位，头略伸出床沿，颈椎牵引带固定头部，用自制腰

带绕过术者腰背部两端活扣锁住牵引带牵拉端，通过术者腰部力量使颈椎处于牵拉状态，以拇指揉

法揉颈椎棘旁，横突前侧及后侧，重点在枕下肌群。第 2 步:整脊手法  (1)挎角扳按法:以右侧 C2～3

后关节错位为例，患者左侧卧位，低枕，术者拇指定点于 C2～3 后关节隆起部，另手抓扶其头部或

额部，嘱患者配合放松颈部，将头从前下 45°方向扳向后上 45°方向，定点手同步稍加力按住约 

10～15s，动点手作轻力摇动 2～3 次，手法完成。(2)仰卧推正法:以 C2～3 反张为例，患者仰卧，

低枕，术者拇、食两指夹持 C2～3棘突间椎板处做定点，另手扶住患者下颌，将其向术者方向牵拉同

时，定点手稍加力向上推动，坚持 3～5s，手法完成。(3)仰头摇正法:患者仰卧，低枕，术者一手

托其下颌，另一手托枕部，将其头做上仰，侧转，先仰头≥30°，转头≤30°，闪动力方向向上，做伸

屈动作 2～3 次，再仰头≤20°，转头≥30°，闪动力方向是外上方，做转头运动 2 ～3 次，复位标准

是症状好转或消除，触诊对位正常。第 3 步:强壮手法。患者仰卧位，术者在患者颈部两侧 C2～3 后

关节附近及枕后小肌群处施捏拿、弹拨等强刺激。手法 3～5 次。第 4 步:放松手法。患者坐位，

术者以滚法、拿揉颤抖类手法放松颈肩部肌肉。 

结果 79 例均获痊愈，其中经 1～３次手法治愈 53 例，４～６次手法治愈 22 例，７次手法以上治

愈 4 例。 

结论 简易牵引状态下施以推拿类手法能够起到解痉止痛、舒经通络、缓解对神经血管的挤压牵

拉，改善血液循环，恢复神经血管的正常功能;龙氏整脊疗法是在患者适宜的体位下及关节的生理

运动范围内进行，体现―稳、准、轻、巧‖。寰枢关节失稳往往涉及 C2～3 后关节及寰枕关节错位，且

多伴有 C1～3 反张，所以在手法操作中应首先以挎角扳按法调整 C2～3 后关节，再以仰卧推正法调整 

C2～3 及 C1～2 反张，然后以仰头摇正法调整寰枕关节，最后调整寰枢关节。因寰枕关节以屈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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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故仰头摇正时仰头角度较大，方向向上，而环枢关节以转头功能为主，故仰头摇正时转头角

度较大，方向向外上。手法调整顺序考虑脊椎整体生物力学特征，保证寰枢关节上下关节的解剖对

位后再行针对性调整。简易牵引配合龙氏整脊疗法治疗寰枢关节失稳见效快、疗效好、疗程短。 

 
 

PU-491 

探究等速运动训练在膝关节骨折术后早期的作用 

 
张潇,丁萍,戴朝秦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目的 探讨膝关节骨折术后患者应用等速运动训练进行系统康复训练的疗效。 

方法 选取 30 例膝关节骨折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治疗。随机选取 15 例患

者作为实验组，于术后应用等速肌力训练进行系统康复治疗；术后 5-6 天，开始在无痛范围内对患

侧膝关节进行等速持续被动运动，每天 30 分钟。术后 8-10 天时，每天加做 10-20min 等速肌力训

练；术后 12-15 天，上午进行 30min 等速持续被动运动改善关节活动度，下午进行 30min 等速肌

力训练；每周 3d,4 周一个疗程，总共 3 个疗程。随机选取 15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术后在医生指导

下进行功能康复训练；术后第 5-6 天，在无痛范围内用手法进行膝关节被动活动，每天 30min；术

后 8-10 天，每天加做 10-20min 渐进性抗阻训练；术后 12-15 天。上午进行 30min 膝关节松动

术，下午进行 30min 渐进性抗阻训练；每周 3d，4 周一个疗程，总共 3 个疗程。 

结果 6 个月后对 30 例患者进行了随访。两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均获得明显改善。术后第 4 周，第

8 周进行患者的评估时，实验组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明显优于对照组；术后 6 个月时，两组患者的

康复治疗有效率均为 100%；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内固定物松动、骨折不愈合、废用性肌肉萎缩等表

现。 

结论 膝关节骨折术后患者应用等运动训练进行早期康复治疗，可明显改善膝关节功能，加快康复

进程；等数测试在康复训练过程中可提供客观、精准的数据以便于制定更合理、个性化的训练方

案；等速训练具有很好的安全性，对膝关节功能恢复很有效。 

 
 

PU-492 

VR 技术对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吴丹丹 

南昌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30000 

 

目的 VR 技术与平衡功能训练仪对平衡功能恢复的疗效对比 

方法 通过对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平衡功能训练，提高平衡能力。平衡功能由一级开始进行训

练。随机分为治疗 1 组、治疗 2 组，各 20 人。治疗 1 组进行 VR 技术训练系统训练和治疗 2 组进

行平衡功能训练仪训练。训练时间都为每次 20min，每天 2 次，每周 6 天。并计入每次训练的数

据。 

结果 2 组相对比，治疗 1 组平衡功能明显提高并优于治疗 2 组。 

结论 VR 技术较平衡功能训练仪更安全、有趣、康复速度快、疗效快等优势 

 
 

PU-493 

引导式教育应用于运动型构音障碍的研究 

 
饶茜,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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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引导式教育依据运动生理、神经生理, 并以教学、讲授学, 心理学、音乐、哲学等理论为基础, 

以娱乐性、节律性、意向性激发患儿的兴趣及主动参与意识, 在轻松愉快的学习过程中, 提高孩子的

学习动力, 培养儿童学习的积极性。采用引导、诱发和节律性意向等引导式方法, 使脑瘫患儿在体

能、语言、智力及社会交往各个方面得到同步发展，促使患儿人格得以发展, 不断提高个人的欲望

和需求, 促进机体发挥最大代偿潜能以达到正常运动模式的重建, 提高患儿生命质量 。 

方法 关于脑瘫儿童运动型构音障碍的治疗，本中心采用新病人系统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构音检

查、构音器官检查、清晰度检查、语言和言语发育迟缓检查）——制定训练计划——训练（一对

一，每天两次，每次 30min，一周五天）——阶段评估的方法。训练本中心采用方法包括构音运动

训练（呼吸训练；下颌、舌、唇训练）、发音训练、口腔知觉训练、克服鼻音化训练、韵律训练

等。后因患儿在 30min 的训练中无法很好地保持注意力，我们改进方法，开始尝试开设针对运动型

构音障碍的引导式教育课程，每天两节课，其中一节调整为涵盖构音运动训练、克服鼻音化训练、

韵律训练的―特殊‖引导式教育。为保证训练质量，每节课 20min，3~5 名患儿参加，由主引导员

（言语治疗师）主导，引导员一对一指导患儿进行训练。 

结果 1、解决了患儿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通过引导式教育课程中的―节律‖，使得相对枯燥和困难

的口唇舌运动变得有趣和容易达成，使患儿获得成就感。2、小组的形式使患儿在课程中相互竞

争，所有的人都在非常积极主动的达到―意向‖，大大提高了依从性。3、课程形式多变，立足于现

实，以诱发主动学习为原则，整体为导向，充满趣味性。同时顾及韵律和发音的训练，例如，学习

儿歌、上楼梯唱音阶、吹泡泡等。患儿便可在游戏中达到治疗目标。 

结论 我们发现，完全依靠引导式教育这种小组形式对运动型构音障碍的脑瘫患儿进行训练，效果

也是有限的。不同的患儿有各自的病情特点，小组治疗并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而在每日完成当

天的言语训练任务的基础上，再参加强化构音训练的引导式教育课，便可很好地协调患儿的共性与

个性的差异，提高治疗效率，使治疗效果最大化。两种训练方法的结合，获得良好的效果，但也有

不足之处。 

 
 

PU-494 

调序治疗仪对脑瘫儿智力低下语言障碍的临床观察 

 
曲凤媛

1
,兰颖

1
,商淑云

1
,王春楠

1
,李艳芹

2
,徐文

2
,王志鹏

2
,邱凤菊

2
 

1.沈阳市皇姑区红十字会医院 

2.辽宁省（沈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小儿脑性瘫痪并发智力低下占 30%----50%，语言障碍患儿达 70%以上。并发症越多治疗带

来的难度就越大，以往采用的综合治疗方法，可以取得疗效，但是疗程长，效果慢。通过采用脑调

序治疗脑瘫儿童智力低下、语言障碍的疗效观察，进一步证实调序治疗的临床应用价值，缩短疗

程，提高疗效。 

方法 采用 1985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马尼拉会议及 1973 年美国智力低下学习（AAMD）

提出的―智力低下‖诊断标准应有三条，缺一不可。语言障碍儿用 S-S 法测定。治疗前后统一测智商/

发育商。对符合入组的患儿 20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两组对照的方法，实验组综合

治疗加调序治疗，对照组单一综合治疗，3 个月为一疗程。观察其疗效。 

结果 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两组患儿的精神状态、智力水平、交流、语言、睡眠、情绪适应行

为、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均有明显改善。经智力测试、语言、适应行

为评定，实验组的智力、语言、注意力等症状恢复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前两组的智力水平差别很

小为 36.77/34.61，治疗后为 69.63/54.76.（P 值＜0.01）.显示效率为 93.3%。（P 值＜0.05）具

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的恢复时间实验组明显短于对照组。 

结论 1.调序治疗仪对 Ach（乙酰胆碱）、GA（谷氨酸）、DA（多巴胺）等中枢神经递质双向调节

以及可以使更多的中枢神经元参与同步振荡，有序的增加突触联系，频率结构熵明显下降，使脑细

胞电活动更加有序化。从而通过人的大脑潜在能力增强人的脑功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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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调序治疗仪对语言功能障碍有非常显著的治疗作用，对失语症在短时间内恢复语言功

能，一般一周后开始发音，叫―爸爸‖，这是当前一般技术所做不到的。这可能与对人脑功率值呈双

向调节，切可以使左右功率值更加协调，以及大幅度调节更多的中枢神经元参与同步振荡，增加了

突触联系，使语言中枢能得到恢复。 

对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疗效非常显著，治疗两周后情绪逐渐稳定，睡眠逐渐恢复正常，

这于调序治疗使全脑多种中枢神经递质的活动水平呈双向调节有关。DA（多巴胺）与弱智多动有

关。5---HT（5 羟色胺）NE（去甲肾上腺素）可以调节人的两个睡眠时相，与提高睡眠质量相关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PU-495 

下肢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行走步态的临床研究 

 
李艳芹,于东 ,徐文 ,魏虹 ,王志鹏 

沈阳市皇姑区红十字会医院 110035 

 

目的 脑卒中偏瘫患者不能行走及行走异常，主要是由于上运动神经元、皮质脊髓束受损所致严重

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通过下肢机器人训练，来达到完成正常的行走步态，缩短独走的疗程。 

方法 根据《脑卒中治疗规范》收治病情稳定，有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 40 例，其中治疗组 20 例，

对照组 20 例。入院后同时进行神经功能评定，ADL、Brunnstrom.肌力、肌张力  评定，治疗组采

用下肢机器人+综合康复方法治疗，对照组只采用综合康复方法治疗。治疗时间 6 个月，3 个月评

定一次，重新制定治疗方案。机器人治疗组重点观察：患者在不同减轻负重状态下，下肢肌痉挛次

数，由下肢机器人报警告知出现痉挛，治疗师立即观察痉挛出现在步态的哪一个周期 。临床观察

多数患者都出现在步行的支撑中期，针对痉挛采用叩击手法，解除痉挛后，机器人会自动报告痉挛

解除，训练正常进行。治疗时间每天 1-2 次，每次 30 分钟。 

结果 经过 2 个疗程的治疗，治疗组的患者行走步态，痉挛解除，踝关节运动姿势及重心移动，平

衡稳定，独步时间均明显好于对照组 ，两组治疗后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机器人是由计算机控制的可以变动的多功能自动机械，在治疗中，机器人的智能化手段明显

优于人工手法康复。且发现治疗中的问题指导临床康复有着手法在治疗无可替代的效果，下肢机器

人的训练有别于运动疗法中分别改善肌力，肌张力平衡等专项训练，不断重复步行周期的一整套的

复合动作学习步行。从而改善步行能力，控制了异常姿势，值得临床推广。 

 
 

PU-496 

医学训练式治疗对平衡功能的影响 

 
徐珊珊,王雪娇,王广兰 

武汉体育学院 430079 

 

目的 探讨应用医学训练式治疗（medical training therapy ,MMT）对受试者平衡功能的影响，为提

高平衡功能水平提供一种简单有效的训练方法。 

方法 选取 30 例平衡功能需进行训练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15 例。对照组只进

行常规康复治疗，治疗项目因病情而定（包括超声药物导入、低频脉冲电刺激、中频脉冲电刺激、

超短波、射频、关节松动治疗、踝泵训练和下肢力量训练等）；实验组则采用常规康复治疗和医学

训练式治疗（MMT），具体方法是进行平衡错误筛查体系的训练，平衡错误筛查体系的测试动作

包括：双脚并拢站立、双脚前后站立和单脚站立，其中双脚前后站立和单脚站立分左、右两侧。同

时，每个测试动作都有睁眼、闭眼和站于硬地、软垫的区别。两组分别进行 4 周的训练，每周 6

天，每天 1 次。在训练前、训练 2 周和训练 4 周时用星型平衡试验、Biodex balance system、闭

眼单脚站立试验测试动静态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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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 周训练之后，两组的平衡功能均有改善，且实验组对平衡功能的改善效果比对照组更佳显

著。 

结论 医学训练式治疗（MMT）能有效的训练患者现有的平衡功能，达到改善和恢复受试者平衡功

能的训练目的，是种简单有效的训练手段，值得被推广和使用。 

 
 

PU-497 

佩戴式下肢助行仪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张运锋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观察佩戴式下肢助行仪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尤其是步行转移能力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新入院脑卒中患者 20 例，所选患者均符合采集标准（发病≤60 天，具有主观步行能

力），全部采用佩戴式下肢助行仪进行治疗。先将腓骨头下方 2CM 处约腓骨颈部位与胫骨前肌肌

腹最发达部位用清水或生理盐水擦拭干净，再将两片电极用水润后分别贴于上述两部位，固定牢

固，连接控制器，调节起步角、落地角，选择适当的电流强度，以观察到足踝背屈，正确纠正足内

翻下垂的动作出现即可，每次治疗时间 30 分钟，每周 5 次，每人共 20 次。评定进行两次，分别在

第一次治疗之前和治疗结束次日，对患者进行下肢运动能力的各项功能指标评定，评定的内容包括

Holden 步行能力分级评定量表、―起立-行走‖计时测试（TUGT）和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

(FMA)，并分别统计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佩戴式下肢助行仪设备前，所选 20 例脑卒中患者的 Holden 分级为（2.90±1.21）、TUGT 为

（ 17.11±5.22 ） s 和 FMA 评分为（ 11.65±4.51 ），治疗结束后患者的 Holden 分级为

（3.70±1.13）、TUGT 为（15.40±5.18）s 和 FMA 评分为（14.2±4.26）。前后对比可以发现，治

疗后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脑卒中患者及时采用佩戴式下肢助行仪治疗可以有效改善和提高其防跌倒能力、转移能

力和步行能力。 

 
 

PU-498 

呼吸训练缓解慢性腰背疼痛的效果分析 

 
杨红,周贤丽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腰背痛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发达国家人群中超过 70%—85%的人曾换过腰背疼痛，且在

骨科门诊病历中，因腰背疼痛而就诊的超过 1/3。慢性疼痛已被世界疼痛研究协会（IASP）认为是

一种疾病，而非急性疼痛的延续，其康复期较长，易复发，大多无明显病因，缺乏特异性表现。慢

性腰背疼痛危险因素较多，包括年龄、心理、遗传、性别、职业、妊娠、体重等等。目前医学界上

午特别有效的腰背痛治疗方法，而呼吸训练从两个理论层面分析均有一定缓解慢性腰背疼痛的效

用：1.腹式呼吸直接影响腹内压的稳定，腹内压的稳定与否影响腹周肌肉的活动从而影响腰部状

态；2.作为放松训练的一种方式，可以帮助慢性疼痛患者控制焦虑和疼痛。此文旨在研究腹式呼吸

训练缓解慢性腰背痛的效果，用证据来为物理治疗领域提供更多可循之证。 

方法 选择腰背痛病程时间大于 3 个月的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15 例；对照组行

每周三次的常规疼痛处理，持续四周。实验组在对照组常规治疗基础上加上腹式呼吸训练，其余均

一致。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疼痛评分量表进行首次评定及每周末尾的一次评定的记录，共五

次。 

结果 治疗 3 周及 4 周后实验组疼痛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或 P＜0.05），对比结果有差异显

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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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腹式呼吸训练可作为慢性腰背疼痛的有效缓解措施之一，基于它可以改善腹内压，促进腹部

周围肌群肌肉的激活，均衡腰背肌肉压力，缓解疼痛，此外它还可以缓解长期腰背疼痛患者腰背周

围肌群的紧张程度，放松患者，缓解患者的焦虑和疼痛。腹式呼吸作为一种简单有效地方式，完全

可以推广其在腰背疼痛领域的应用，教育患者正确的训练方式，使其能够进行独立的自我管理，延

长干预时间，增加治疗效果。 

 
 

PU-499 

电针疗法联合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

功能康复的临床研究 

 
赵晶,李彦杰,秦合伟,张志鑫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本研究拟在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的基础上采用电针疗法辩证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观察其

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将 9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基础康复疗法

和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观察组加用电针疗法，头部常规取运动区，上肢取肩偶、曲池、

外关、合谷、手三里，下肢取伏兔、足三里、环跳、阳陵泉、三阴交、悬钟，均取患侧穴位；同时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加取以下穴位，如肝肾阴虚者加肝俞、肾俞、太溪，多汗者取阴郗；脾胃虚弱者

取中脘、脾俞；气血两亏、心脾互虚者取心俞、脾俞、膈俞、气海。采用直径 0.32 mm、长 40-75 

mm 不锈钢毫针直刺，进针后行小幅度提插捻转、平补平泻手法，待得气后取 2-3 对主要穴位，接

通 G6805 型电针治疗仪，选用疏波(频率为 2.7 Hz)，电刺激强度逐渐增大，以患者能耐受且可感

觉或看到患肢肌肉收缩为度。电针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30 min，8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前后观察指

标：（1）下肢运动功能评定：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量表(FMA)(下肢部分)；（2）平衡能

力评定：采用 Berg 平衡量表；（3）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定：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

法。（4）临床疗效进行评价：按照 MMSE 评分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下肢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和 Barthel 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治疗后，观察组 FMA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31.16±3.08 vs 19.41±3.05；

P<0.05)；观察组 Berg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4.22±5.04vs 17.14±3.09；P<0.05)；观察组 Barthel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60.04±6.12 vs 40.04±6.01，P<0.05)。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97.78% vs 84.44%，P<0.05)。 

结论 电针疗法在 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基础上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改善具有较好的临床

疗效。 

 
 

PU-500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失眠症治疗效果的临床观察 

 
任晓青 

和平医院 050081 

 

目的 失眠症是睡眠障碍中最常见类型，高达 20%的成年人对自己的睡眠不满意。失眠是影响生活

质量的重要因素，严重的失眠导致记忆力和分辨能力减退，造成操作和判断失误，因此，如何提高

失眠症的效果至关重要。 

方法 西药治疗失眠多以镇静安眠类药物为主，副反应大，依赖性强，易耐受，本法采用重复经颅

磁刺激(rTMS)配合常规方法对失眠症进行治疗，不仅提高了疗效，而且减少了副作用，本法选取

5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25 例，对照组单纯给予药物治疗，治疗组给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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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MS，以及心理治疗，放松训练，然后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R)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分析比较。 

结果 综合疗法的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后患者睡眠时间，觉醒时间，睡眠效

率较治疗前均改善，深睡眠时间增加，睡眠结构趋于正常。 

结论 药物结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失眠症有明显效果。 

 
 

PU-501 

针刺肌筋膜疼痛触发点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临床疗效 

 
李丽辉

1
,黄强民

1,2
,马彦韬

1
 

1.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运动医学康复中心 

2.上海体育学院教学实习基地上海沪东医院 

 

目的 通过肌筋膜疼痛触发点（MTrPs）治疗慢性疼痛的临床应用逐渐广泛，该技术正逐渐发展成

一种有效治疗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在利用肌筋膜疼痛触发点治疗患者下肢疼痛时，偶然发现患

者下肢疼痛缓解的同时静脉曲张随之消失。因此，我们假设疏通这些静脉入口处的肌肉和筋膜使下

肢静脉回流通畅来治疗静脉曲张。研究利用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原理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疗效，探讨

触发点与下肢静脉曲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为静脉曲张在临床上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根据国际静脉联盟关于静脉疾病临床分级标准（Clinical，Etiology，Anatomy，and 

Pathophysiology，CEAP 分级标准）纳入 30 例 C2-C3 下肢静脉曲张患者，80%患者下肢伴不同

位置的疼痛、局部发热。所有参与治疗的患者同意治疗过程中放弃其他药物、理疗等治疗措施，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下肢静脉曲张做过手术复发、微创手术复发和硬化术的，伴有下肢静脉的硬

化血栓和其他类型下肢和血管炎症，及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选用 Ф=0.35mm，的长 75mm 和

45mm 刃针，所有患者按照同一针刺肌筋膜疼痛触发点处方干预治疗，每周 1 次，结束针刺的标准

为下肢静脉曲张基本消失，或后两次治疗静脉曲张情况已不再改变，并随访 6 个月观察有无明显静

脉曲张复发。针刺治疗后辅助自我拉伸和按摩放松。采用 t 检验对治疗前后的和半年随访的平均评

分进行统计分析及治愈率的计算。 

结果 治疗完毕后 28 例患者的静脉曲张已从表面消失，仅 2 例未完全改善。并且患者的下肢胀痛、

局部水肿和发热症状解除，颜色改变已明显变淡或消失。后续自我肌肉拉伸和按摩仍对针法有辅助

治疗作用，治疗后和一年随访的评分显著下降(p<0.01)，治疗后的即刻治愈率 93%，一年后随访治

愈率升高 97%。 

结论 本研究设计了统一的针刺触发点的处方和辅以拉伸按摩方法以解除肌肉或筋膜阻塞所致的静

脉入口处狭窄，抛开西医传统对静脉曲张的认识，只取静脉回流受阻可能性。采用针刺疼痛触发点

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简单安全有效，不破坏任何血管，尤其适合早期轻中度静脉曲张。 

 
 

PU-502 

不同粘度液体进行直接吞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疗效的影响 

 
陈晶 

白求恩医科大学 201404 

 

目的 不同粘度液体进行直接吞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疗效的影响 

方法 将 50ml 水中加入某品牌凝固粉 0-10g，配成 10 杯不同粘度值溶液。选取脑卒中后存在吞咽

障碍的患者 20 例，意识清醒，功能性经口进食量表（FOIS）得分大于 1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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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例。  对照组患者接受康复科进行常规吞咽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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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由治疗师指导进行不同粘度液体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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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训练。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分别采用功能性经口进食量表（FOIS）及电视 X 线透视吞咽功

能检查（VFSS）评估吞咽功能 

结果 治疗前实验组 FOIS 评分及电视 X 线透视吞咽功能检查（VFSS）总分（2.60±0.6992）、

（3±1.8257）与对照组（2.50±0.7888）、（2.4±1.1738）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4 周后实验组 FOIS 评分及电视 X 线透视吞咽功能检查（VFSS）总分

（6.20±0.7888）、（7.00±1.0541）与对照组（4.7±1.1595）、（5.4444±1.3266）行组间比较，

差异高度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 VFSS 评分中口腔期进行配对资料 T 检验，T=0.3612 

（P＞0.05）无统计学意义，而咽期 T=2.668（P＜0.05）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误咽 T=3.6742

差异高度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不同粘度液体进行直接吞咽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确有疗效，可有效减少患者咽期的食物

残留及误吸的可能，但是对患者口腔期的吞咽障碍基本无效。 

 
 

PU-503 

联合气压治疗对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疗效 

 
崔静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观察联合气压治疗对偏瘫患者的康复疗效。 

方法 将 48 例住院治疗的偏瘫康复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指导及训练方法；实验组联

合使用气压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脑出血康复期和脑梗塞康复期两组患者肌力

改善情况。 

结果 实验组未发生深静脉血栓，实验组脑出血康复期患者较对照组肌力明显提高。 

结论 联合气压治疗，有利于预防深静脉血栓的形成，促进脑出血康复期患者的肌力改善。 

 
 

PU-504 

贴扎技术在小儿脑瘫患者手功能训练的应用 

 
梁树影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探讨贴扎技术在小儿脑瘫患者手功能训练作用。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康复科住院，均经头颅 CT 或 MRI 证实符合我国

小儿脑瘫诊断标准的 30 例患者，经手功能评定筛选分为两组治疗组和观察组各 15 例，两组患者均

进行常规的手功能训练，而治疗组患者在训练过程中进行了拇指和食指的手指贴扎技术，治疗时间

为 2 个月。 

结果 结果：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均进行手功能评测，治疗前两组患者手功能评测（Ｐ＞0.05）无统

计学意义；治疗后 1 个月和 2 个月各评测一次，组内比较差值两组均Ｐ＜0.05，有统计学意义；组

间比较 1 个月时差值（Ｐ＞0.05），无统计学意义，2 个月时差值Ｐ＜0.05 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

优于观察组。 

  

结论 贴扎技术能提高小儿脑瘫患者手功能训练的康复效果，且训练时间愈长效果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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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5 

早期床旁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张利芬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早期床旁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的影响。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均经头颅 CT 或 MRI 证实为脑卒

中,符合我国脑血管病诊断标准的 60 例早期脑卒中患者，且无严重的认知和听理解障碍，经筛查分

为治疗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的运动疗法（如：良肢位摆放、关节

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床旁作业治疗训练（如：翻身、坐起、穿

衣、进食、洗漱、如厕等），每天一次，每次 30 分钟，每周六次。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进

行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结果 治疗后 4 周两组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均较治疗前有明显的提高

（P<0.05），治疗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尤其是日常生活能力改善程度更为明显。 

结论 早期床旁作业治疗增强了早期脑卒中患者的自信心，调动了患者的康复主动性、积极性和参

与性，不仅促进了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同时对其日常生活能力亦有明显的提升，对患者回归家庭

和社会打下了基础。 

 
 

PU-506 

早期作业治疗对 脑卒中患者床-椅转移功能重建的影响 

 
李登耀,罗伦,周蕴启,王孝云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610017 

 

目的 探讨神经科早期床旁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床椅转移功能重建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 60 例早期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

予常规物理治疗与传统针灸相配合，实验组在对照组相同治疗同时给予作业治疗，两组试验时间均

为两周。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分别运用改良 Barthel（MBI）量表、Berg 平衡量表（BBS）评定对两

组患者进行结果评估。  

结果 早期提供床旁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床椅转移功能重建有明显帮助。  

结论  

科学有效的作业治疗配合常规物理治疗能更高效的促进患者床-椅转移功能的重建。  

 
 

PU-507 

肌肉能量技术结合关节松动术对青年早期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张立强,张微峰,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讨肌肉能量技术结合关节松动术对青年早期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38 例颈痛合并颈部活动障碍的早期颈椎病患者,随机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9

例。对照组给予关节松动术＋牵引治疗（传统治疗手段），治疗组给予关节松动术＋肌肉能量技术

（MET）治疗。治疗前及治疗 3 周时，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和颈部障碍指数（NDI）对患

者进行评估并测量颈椎前屈、旋转的主动关节活动度（AROM）及颈椎生理前凸曲度；治疗后 1、

2 及 3 个月应用 VAS 对患者进行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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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三周后，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 VAS、NDI、颈椎 AROM、和颈椎前凸曲度指标均较治疗

前显著改善（p<0.01）；治疗组 VAS、NDI、颈椎 AROM 较对照组显著改善（p<0.05），颈椎前

凸曲度较对照组显著改善（p<0.01）；治疗结束后 1、2 及 3 个月，两组 VAS 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p<0.01），且治疗组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1）。 

结论 相比传统治疗手段，MET 结合关节松动术对青年早期颈椎病的疼痛、NID、AROM 及颈椎生

理前凸曲度的改善作用更显著，并能增强止痛的持续性。 

 
 

PU-508 

Lokomat 全自动康复机器人对早期脑卒中病人下肢运动功能的影

响 

 
戴军,王梅 

武汉体育学院 430079 

 

目的 脑卒中患者常伴有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早期脑卒中病人 1/3—1/2 在三个月内不能行走，改善

下肢步行能力是康复治疗的主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应用康复机器人进行治疗的方法受到广泛关注，

本文主要是探究 Lokomat 全自动康复机器人训练对早期脑卒中病人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分析其

作用机制，找出适合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 

方法 从 2016 年 9 月到 2017 年 1 月，选择出 20 例符合条件的脑卒中患者分为常规治疗组（对照

组）、机器人训练组（干预组）两组，每组各 10 人（n=10），干预组进行常规治疗加 Lokomat 全

自动康复机器人训练，对照组仅进行常规治疗。两组每天分别进行常规治疗 1 小时，干预组在常规

治疗结束后进行 Lokomat 全自动康复机器人训练 20 分钟，每周 6 天，并于治疗前、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8 周评定患者的下肢 FAC 评分、10 米最大速度。 

结果 1、在治疗 4 周后，干预组与治疗前相比 FAC 评分增加有显著性差异 P<0.05，治疗 8 周后，

干预组与治疗前相比 FAC 评分增加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0.01。在治疗 4 周后，对照组与治疗前相

比 FAC 评分增加有显著性差异 P<0.05，治疗 8 周后，对照组与治疗前相比 FAC 评分增加有非常

显著性差异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 8 周后 FAC 评分增加有显著性差异 P<0.05，说

明干预组比对照组对提高患者的步行能力更有效。 

 2、在治疗 4 周后，干预组与治疗前相比 10mWT 增加有显著性差异 P<0.05，治疗 8 周后，干预

组与治疗前相比 10mWT 增加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0.01。在治疗 4 周后，对照组与治疗前相比

10mWT 增加有显著性差异 P<0.05，治疗 8 周后，对照组与治疗前相比 10mWT 增加有显著性差异

P<0.05。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 8 周后 10mWT 增加有显著性差异 P<0.05，说明干预组比对

照组对提高患者的步行速度更有效。 

结论 1、Lokomat 全自动康复机器人训练能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步行能力和步行速度。 

 2、常规治疗能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步行能力和步行速度。 

 3、Lokomat 全自动康复机器人训练比常规治疗更有效地提高了患者的步行能力和步行速度。 

 4、治疗 8 周的训练效果优于治疗 4 周，训练时间持续越久效果越好。由于受到条件限制本研究的

样本量有限，持续时间不够长久，所以研究结果还需进一步地证实。 

 
 

PU-509 

悬吊摆动联合关节松动术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的临床研究 

 
王玉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观察悬吊摆动联合关节松动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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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0 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悬吊摆动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物

理治疗和关节松动术治疗。悬吊摆动组除给予常规物理治疗和关节松动术治疗外，尚给予悬吊摆动

治疗。每天 1 次，5 天为一个疗程，3 个疗程后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两组治疗前后的 VAS 评

分、JOA 下背痛评分和 ODI 评分变化。 

结果 治疗后两组 VAS 和 ODI 评分均显著降低，JOA 评分均有增加，但悬吊摆动组的变化较对照

组更明显（P<0.05）。 

结论 悬吊摆动联合关节松动术治疗疗效优于常规关节松动术。 

 
 

PU-510 

基于影像学定位下的局部手法及深层肌训练在颈椎病中的应用研

究 

 
付高勇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观察基于影像学定位下的局部手法及深层肌训练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康复疗效。 

方法 6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2 组均给予常规关节松动术

结合中频脉冲电治疗、中医传统治疗法；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影像学定位下针对局部病变椎

体的手法调整及局部深层肌肉训练。在治疗前后进行颈椎功能障碍指数评分（NDI）、视觉疼痛评

分（VAS）、多裂肌最大横径变化评定疗效。 

结果 治疗后两组 NDI、VAS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5)；治疗后实验组

NDI、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左右两侧多裂肌最大横径

均大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实验组左右两侧多裂肌最大横径大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影像学定位下的局部手法及深层肌训练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具有良好的康复治疗效

果，可有效改善颈部疼痛症状肌功能障碍程度，增强肌肉横径，提高脊柱稳定性，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PU-511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小儿脑瘫睡眠障碍的临床研究 

 
徐军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脑电生物反馈对小儿脑瘫睡眠的影响。 

方法 64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n=35）和对照组（n=29），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康复治

疗，治疗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脑电生物反馈疗法，20d 为 1 个疗程，采用儿童睡眠习惯问

卷(the children's sleep habits questionaire，CSHQ)观察治疗前后患儿各睡眠指标的变化。 

结果 治疗 20 d 后治疗组患儿的 CSHQ 总分降低，睡眠抵触、睡眠焦虑、夜醒情况好转，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电生物反馈疗法对脑瘫患儿睡眠障碍具有改善部分睡眠指标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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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2 

虚拟情景互动结合上肢悬吊技术在早期上肢偏瘫患者的康复应用 

 
杨庆宝,邵迴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 250031 

 

目的 探讨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系统结合上肢悬吊技术早期上肢偏瘫患者康复治疗有效性的研究。 

方法 30 例偏瘫早期患者，均经颅脑 CT 或 MRI 确诊的初发脑卒中患者，均存在肢体运动功能障

碍，无严重的认知障碍及精神疾病，病程 1 周内，GCS>8 分，生命体征稳定；随机分组，每组患

者 15 例。应用我科引进的青岛海蓝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系统结合上肢悬吊技术。训练前后各给予患

者一次康复评定，并由同一个人完成。评价指标：（1）Furg-Meyer 肢体运动功能积分量表；

（2）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 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分法；（3）Brunnstrom 评分上肢量表。两组患

者均进行上肢常规康复训练治疗： (1)床上良肢位的摆放；(2)按时变换体位；(3)患肢各关节活动度

的维持训练；(4)作业训练；(5)手功能训练；(6) PNF 技术；（7）ADL 训练；（8）神经肌肉电刺

激+生物反馈疗法、蜡疗等物理因子疗法。重点是运动功能的康复训练，根据康复的不同阶段采取

不同的措施，由治疗师一对一的治疗，2 次／d，40 min／次，每周 5d，持续 8 周。实验组患者除

进行上述传统康复训练治疗外，还需要参与虚拟情景互动训练系统结合上肢悬吊技术训练，2 次／

d，40 min／次，每周 5d，持续 8 周。 

结果 本研究发现，经过 8 周的康复治疗后，两组 Furg-Meyer 肢体运动功能积分量表、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 ADL 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分法、Brunnstrom 评分上肢量表评分均高于治疗前，且实验组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从神经学和运动学角度分析，虚拟情景互动训练安全性较好，通过视觉、听觉及本体感觉反

馈，强化训练正确的运动模式，提高患者的训练积极性，增强神经突触的有效性，对神经再塑有一

定的诱导作用。虚拟情景互动训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长时间康复训练治疗过程中单调枯燥的局

面，使患者增强兴趣和信心，另一方面减轻了治疗师的工作量，提高效率。因此，常规康复治疗联

合虚拟情景训练结合上肢悬吊技术可有效改善早期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提高其日常生活质量，值得

推广应用。 

 
 

PU-513 

视觉反馈和运动模拟训练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康复的临床疗

效观察 

 
井于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视觉反馈和运动模拟训练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康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脑卒中偏瘫患者 3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各

15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治疗，1 次/天，40min/次，6 天/周，21 天为一个疗程。治疗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运动模拟条件为患者视觉观察他人上肢及手指的全关节活动度训练的视频并要

求患者努力模拟同样的动作，并及时反馈纠正动作。采用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定法

（FMA）和 ADL 用 Barthel 指数评分法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上肢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定

分析。 

结果 治疗 6 周后，两组患者上肢功能（FMA）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rthel 指数）较治疗前均显

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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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康复治疗结合视觉反馈和运动模拟训练可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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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4 

视觉反馈在中频疗法治疗截瘫患者肌肉萎缩中的应用 

 
魏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视觉反馈在中频疗法治疗截瘫患者肌肉萎缩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科 2015.1-2016.4 月收治的 92 例截瘫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46 例，在没有血

栓等禁忌症的基础上，对照组常规给予中频脉冲电刺激预防肌肉萎缩，干预组在给予常规中频疗法

的同时指导患者在视觉反馈的基础上进行运动想象，有意识的运动和肌肉收缩，观察两组患者 15

天、1 个月、2 个月、3 个月时肌肉萎缩情况。肌肉萎缩可通过观察肌力、肌张力、肌肉体积和外

观和并发症的发生进行比较。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较，干预组在 15 天、1 个月时治疗效果无明显差别，在 2 个月、3 个月时，肌

力减弱程度较小，肌肉体积和外观改变较小，并发症发生次数较少，总体上说，肌肉萎缩程度明显

较轻（P<0.05）。 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个月、2 个月、

3 个月时肌肉萎缩情况。肌肉萎缩可通过观察肌力、肌张力、肌肉体积和外观和并发症的发生进行

比较。 

结论 在预防治疗截瘫患者肌肉萎缩时，中频脉冲电刺激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在进行中频疗法的同时，指导患者在视觉反馈的基础上进行运动想象，有意识的运动和肌肉收缩，

远期可提高中频的治疗效果，对于预防治疗截瘫患者的肌肉萎缩有重要意义。 

 
 

PU-515 

心理治疗在脑卒中运动康复中的应用 

 
陈梦思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脑卒中是脑血管疾病中的常见病，不但发病率和致残率高，而且还增加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目的在于了解目前对脑卒中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研究的现状，家庭心理治疗在

脑卒中康复中的作用，以及心理治疗方法的选择与应用等等。 

方法 通过近年来，在治疗脑卒中患者的过程中，成功地运用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相结合取得满意

疗效。 

结果 加强病情观察，心理护理，增强了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配合治疗和护

理，取得了满意效果。 

结论 本文探讨了康复患者常见的心理因素，并根据患者的心理分析，康复计划，对症下―药‖提高了

康复疗效。 

 
 

PU-516 

全身振动治疗改善脑瘫患儿步行功能的 Meta 分析 

 
彭康龙

1
,梁显荣

1
,曹建国

1
,战玉军

2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市大鹏新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究全身振动疗法（Whole Body Vibration， WBV）对于脑瘫患儿的步行相关能力的疗效以

及相关的作用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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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检索的文献均来源于 PUBMED、Google Scholar、EMBASE 以及 The Cochrane 

Library 上，且检索目标为近十年来的文献报道截止 2016 年 12 月份，由 2 位评价员独立检索、筛

选文献，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估并对各被研究患者的基本特征、干预措施、疗

效观察指标等治疗进行提取。用 Revman5.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7 个随机对照试验（Random Control Trails，RCTs），Meta 分析结果显示，

WBV 能够有效显著改善患儿步行速度（SMD，95%CI[0.30,2.36],P=0.01），另一方面，以 MAS

为评估方式的肌张力以及受试者肌力的差异均不具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基于现有的荟萃分析结果，本文认为 WBV 能够改善脑瘫患儿步行能力，应纳入常规的脑瘫

患儿的物理治疗的参考治疗方法之一，然而纳入的文献有限，需要更多进一步的高质量 RCTs 作更

深入的分析。 

 
 

PU-517 

肌内效贴结合作业治疗对偏瘫型脑瘫上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顾小元,曹建国,贠国俊,张雅莉,邓嘉琪,张丹婷,张冬雪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对偏瘫型脑瘫患儿上肢精细运动功能及肌张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手功能分级系统(MACS)级别为Ⅲ至Ⅳ级的偏瘫型脑瘫患儿 60 例。按照年龄、性别及

MACS 级别等配对后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均采用作业疗法，试验组增加

肌内效贴治疗。作业疗法 5 次/周，30min/次。肌内效贴 5 次/周，单次贴扎维持 1 天。共治疗 3 个

月。在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儿的精细运动功能(FMFM-45)及上肢肌张力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精细运动功能 (FMFM-45)及肌张力情况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

其中精细运动功能 (FMFM-45)的改善，试验组(56.71±4.54)疗效优于对照组(54.44±3.85)，且差异

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而肌张力的改善两组间疗效比较差异不明显。 

结论 肌内效贴结合作业治疗可显著改善偏瘫型脑瘫患儿上肢的精细运动功能。 

 
 

PU-518 

推拿手法配合针刺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临床观察 

 
吴寿桐,吴凌云,张卫锋,曹建国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观察推拿手法配合以―面三针‖为主穴的针刺疗法，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深圳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确诊的周围性面瘫患儿 65 例，以―面三针‖（翳风、地仓透

颊车、健侧合谷）为主，配合阳白、攒竹、四白、太阳、迎香、水沟、承浆、颧髎等穴位进行针刺

治疗，同时配合一定的推拿手法治疗，10 次为一个疗程，连续观察两个疗程。 

结果 65 例周围性面瘫患儿经过推拿手法及针刺配合治疗，总有效率为 100%，且疗程短，疗效

快，无副作用。 

结论 对于儿童周围性面瘫，―面三针‖为主的针刺治疗配合推拿手法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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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9 

肿瘤型膝关节假体术后康复 

 
卢凤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膝关节周围肿瘤切除人工膝关节假体置换术后康复治疗效果 . 

方法 自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对 40 例膝关节周围骨肿瘤患者均行瘤段骨切除后行人工膝关

节假体置换术，将其分成两组，术后一组进行康复治疗，一组未进行康复治疗，康复治疗患者术

前、术后早期对患者进行踝泵运动、股四头肌和腘绳肌的等长收缩练习，术后拔除引流管后均在

CPM 机进行训练，14 天后逐渐行站立、行走及上下楼梯等主动功能训练，对两组均采用 HSS 评

分系统进行评定。 

结果 康复治疗组 HSS 评分平均为 79.3 分，未进行康复治疗组 HSS 评分平均为 58 分，康复治疗

组患者较未进行康复治疗组患者膝关节功能明显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t=15.2，P<0.01）。 

  

结论 肿瘤型膝关节假体置换术后早期通过规范化康复训练能够显著提高膝关节功能，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重塑患者对生活的信心 

 
 

PU-520 

太极拳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及其降压机制的研究进展 

 
周修五,潘化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211100 

 

目的 高血压作为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目前通过太极拳改善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状态及

血压控制方面研究仍较少，本文就太极拳作为原发性高血压的运动治疗的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方法 高血压作为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目前通过太极拳改善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状态及

血压控制方面研究仍较少，本文就太极拳作为原发性高血压的运动治疗的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结果 高血压作为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目前通过太极拳改善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状态及

血压控制方面研究仍较少，本文就太极拳作为原发性高血压的运动治疗的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结论 高血压作为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目前通过太极拳改善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状态及

血压控制方面研究仍较少，本文就太极拳作为原发性高血压的运动治疗的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PU-521 

桥式运动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功能及步行功能的影响 

 
冯垚娟,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0 

 

目的 观察桥式运动强化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功能及步行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40 例发病在 4-16 周内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A 组）和强化组（B 组），常规

组采用常规的双桥、单桥运动训练，强化采用多种形式的桥式运动训练，其他康复训练方法均相

同，1 次/d，45min/次，5d/周。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由专人用 berg 平衡量表

（BBS）评定两组患者的平衡功能；用起立 -行走计时测试（TUGT）和 10m 最大步行速度

（MWS）对患者的步行功能进行评价 

结果 A 组和 B 组治疗后平衡能力，步行能力均有提高（P＜0.05），但 B 组评分的增加幅度高于

A 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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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由于偏瘫患者躯干肌肌力低下、下肢运动控制差，桥式运动强化训练能有效地改善患者

躯干及下肢的控制。（2）桥式运动强化训练较常规训练更能显著的改善偏瘫患者平衡能力以及步

行能力。 

 
 

PU-522 

肌内效贴布联合康复综合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疼痛疗效

分析 

 
米燕,原奎,练涛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布治疗卒中后患者肩手综合征疼痛的疗效，阐述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收治且符合纳入标准的

40 例确诊为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各 20 例，2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

康复治疗，包括经皮神经电刺激（Tens）治疗、良肢位摆放及肩部神经肌肉本体感觉促进

（PNF）技术，肩胛骨松动术，肩部肌力训练，肩关节腔内药物注射治疗；治疗组在上述此基础上

联合给予肌内效贴布治疗，采用―Ｘ‖形贴布（自然拉力）、爪形贴布（自然拉力）、I 形或 Y 形贴

布（15-25%拉力），以上贴扎每次贴扎维持 4 天左右，每次之间休息 1 日，持续 3 周，共进行 4

次贴扎。对照组患者仅行常规康复训练，方法、治疗时间、疗程等同治疗组。治疗前及治疗 3 周时

采用简化的 Fugl-Meyer 评分法（FMA 法）及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法）评定两组患者患侧上

肢运动功能及患侧肩手综合征疼痛程度。采用治疗前治疗后两组分别组内对比以及治疗后两组组间

对比，运用统计学软件统计分析，治疗前后 FMA 和 VAS 评分数据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患侧上肢功能评分（FMA）及患侧疼痛功能评分（VAS）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较，治疗 3 周时，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患侧上肢功能评分

（FMA）及患侧疼痛功能评分（VAS）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且治疗组患者患侧上肢

功能评分（FMA）明显高于对照组，患侧疼痛功能评分（VAS）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过程中治疗

组患者均无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应用肌内效贴可有效缓解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肩部疼痛和炎症；增加关节活动度；改善上

肢及肩部血液淋巴循环，改善上肢肌力，有效提高患者的患侧上肢运动功能，值得在康复治疗中推

广应用。 

 
 

PU-523 

早期心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康复效果及自理功能的影响 

 
张艳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早期心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康复效果及自理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在本院进行脑卒中康复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

照组（n=50）和干预组（n=50），在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及护理的基础上，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加强心理干预措施及人文关怀护理，两组患者在治疗 15 天，2 个月，4 个月，6 个月时分别使用

FIM 评分及 HAMA 评分，以及 Barthel 评分，并比较评分结果。 

结果 干预组 FIM 评分改善程度及心理焦虑状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与干预组

患者 Barthel 指数评定治疗结果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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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心理干预可尽早消除脑卒中患者的悲观情绪，调整好心态，更积极配合功能训练，达到

更好的康复效果，早日回归社会。 

 

 

PU-524 

截瘫患者的心理护理 

 
王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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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我科共收治截瘫患者 50 例，我们对所有住院截瘫患者进行心理评

估，实施心理护理指导，并对预后进行随访调查。 

结果 50 例患者中，男 41 例，女 9 例；年龄 30～59 岁，平均 35.5 岁；其中高处坠落伤 30 例，摔

伤 10 例，交通事故 8 例，砸伤 2 例。全瘫 5 例，不全瘫 45 例。经过护理观察和谈心等方式调查

显示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恐惧、抑郁，部分还存在孤独感、依赖心理、退化心理、胡思乱

想、愤怒易激动甚至想自杀等心理，通过积极的心理疏导和护理，使心理顾虑明显减少，大大提高

了患者的生命质量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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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论赛艇运动员多发伤病腰肌劳损的康复 

 
袁涛,王广兰,施志东 

武汉体育学院 430079 

 

目的 全运会在即，观察研究湖北省赛艇运动员的多发伤病以及康复治疗手段，加强伤病的预防与

治疗工作，使运动员拥有最佳状态训练备赛。 

方法 选取调查湖北省赛艇队 60 名运动员，采用观察法和调查法对这 60 名运动员的伤病前后身体

状况以及伤病史进行认真调查观察分析，找出多发伤病并将这部分运动员分为两组，一组为研究

组，一组为对照组，分别采用普通理疗加上运动康复和仅只采用普通理疗，将这两组进行对比，选

取最好的康复治疗手段。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腰部损伤队员在分别进行为期 1 个月的治疗后，两组的 VAS 评分均有所下

降，但研究组的队员评分要低于对照组，从总有效率上也发现，研究组的队员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加有运动康复的治疗手段对于运动员的腰肌劳损治疗效果更佳。 

 

 

PU-526 

FTS 训练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满乾坤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采用 FTS（动态姿势矫正训练）对恢复期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具有一定行走能力的 60 例恢复期脑卒中患者分为观察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对

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方法，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增加 FTS 矫正训练，每天 30 分

钟，6 周后采用 Berg 平衡量表（BBS）评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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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训练前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平衡功能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过 6 周康复训练后，两

组的平衡功能均明显提高，但观察组提高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FTS 姿势矫正训练对提恢复期高脑卒中患者的平衡功能有积极作用。 

 

 

PU-527 

作业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田婧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探讨作业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 30 例对照组和 30 例试验组。对照组采用物理疗法和运动疗

法，试验组加入作业疗法训练。训练 2 个月后，应用 Barthel 指数（BI）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治疗后试验组的改良 Barthel 指数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作业疗法可明显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U-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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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方元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观察镜像疗法的早期介入对缺血性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康复的影响。 

方法 收集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36 例，按随机数字法分为镜像疗法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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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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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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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A）、

Wolf 运动评价量表（WFMT）、功能性步行量表（FAC）、 Brunnstrom 分期和改良 Ashworth 痉

挛评定量表(M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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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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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2.与同期常规康复组比较，镜像疗法组患者随访 2 月后 FMA

下肢部分（FMA-LE）和 FAC 分级指数也明显进步(P<0.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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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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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定指数无明显改善 (P>0.0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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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肢及步

行能力亦有改善，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疗效益显。 

 

 

PU-529 

小剂量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治疗的临

床疗效观察 

 
刘慧琳,孙玮,赵晨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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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小剂量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联合系统康复治疗对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及运动功能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48 例胸腰段脊髓损伤伴心理障碍患者按收住院顺序随机分为 2 组，A 组 24 例每日接受截

瘫肢体综合训练、物理因子治疗及中医针灸治疗；B 组 24 例患者在 A 组治疗基础上加用氟哌噻吨

美利曲辛片 1 片  1/日 晨起口服，治疗 2 周、4 周后评估患者 FIM 运动功能评分及改良 Barthel 指

数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后 B 组患者的 FIM 运动功能及改良 Barthel 指数均较 A 组明显提高，两组比较差异显著

（P<0.01）。 

结论 小剂量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联合系统康复治疗对伴有心理障碍的胸腰段脊髓损伤患者的运动

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恢复方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PU-530 

穴位注射联合拔罐治疗对中风后肩痛患者上肢肌张力的影响 

 
刘红英,姜慧强,王哲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目的 旨在探讨穴位注射丹参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联合拔罐疗法对中风后肩痛患者上肢肌张

力的影响。 

方法 中风偏瘫肩痛患者 60 例，按入组时间随机分为拔罐组、穴位注射组,联合组三组，每组 18

例。每组均给予常规内科药物治疗及康复训练。拔罐组予以拔罐治疗；穴位注射组予以丹参、维生

素 B1、维生素 B12 穴位注射；联合组予以丹参、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穴位注射+拔罐治疗。穴

位注射与拔罐疗法交替进行，隔日 1 次，3 次为 1 疗程。三组患者穴位注射及拔罐取穴固定。穴位

注射主穴取偏瘫对侧的肩痛穴,予以注射丹参 2ml，配穴取偏瘫侧肩关节周围阿是穴，予以注射维生

素 B1 100mg+维生素 B12 0.5mg；拔罐主穴取：肩井、肩髃、肩贞、肩前，配穴取肩关节周围阿

是穴。三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及病情严重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三组患者入组前给予肩痛 VAS 评分、简式上肢 Fugl-Meyer（FMA）评分、

肱二头肌表面肌电图评定取肱二头肌肌电均方根值（RMS）。三组患者治疗前的肩痛评分、简式

上肢 FMA 评分及肱二头肌均方根值 RMS 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1 疗程结束后再

次进行肩痛 VAS 评分、简式上肢 FMA 评分及肱二头肌表面肌电图评定。 

结果 一疗程结束后，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肩痛 VAS 评分、简式上肢 Fugl-Meyer（FMA）评

分、肱二头肌肌电均方根值（RMS）。发现三组患者肩痛评分、上肢 FMA 评分及肱二头肌肌电均

方根值均有明显改善（P＜0.05），但联合组的疗效明显优于穴位注射组及拔罐治疗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穴位注射联合拔罐治疗能显著改善中风肩痛患者的肩痛，提高上肢运动功能，并能够降低中

风后肩痛患者上肢肌张力，改善上肢痉挛。 

 

 

PU-531 

震动排痰仪在早期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昝明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观察震动排痰仪在早期康复中的临床疗效。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453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8 月期间在我科住院病例，所有病例均经医师诊断为严重肺部感染且排痰不畅

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15 例和对照组 15 例，治疗组采用震动排痰仪治疗，4 次/日，10 分钟

/次；对照组采用常规手法拍背排痰引流，4 次/日，10 分钟/次。 

结果 治疗组显效率 96.5％，对照组显效率 80.3％，临床效果明显，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震动排痰仪在早期康复中的疗效显著，且省时省力易于临床应用。 

 

 

PU-532 

穴位注射联合拔罐治疗对中风后肩痛患者上肢肌张力的影响 

 
刘红英,姜慧强,王哲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目的 旨在探讨穴位注射丹参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联合拔罐疗法对中风后肩痛患者上肢肌张

力的影响。 

方法 中风偏瘫肩痛患者 60 例，按入组时间随机分为拔罐组、穴位注射组,联合组三组，每组 18

例。每组均给予常规内科药物治疗及康复训练。拔罐组予以拔罐治疗；穴位注射组予以丹参、维生

素 B1、维生素 B12 穴位注射；联合组予以丹参、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穴位注射+拔罐治疗。穴

位注射与拔罐疗法交替进行，隔日 1 次，3 次为 1 疗程。三组患者穴位注射及拔罐取穴固定。穴位

注射主穴取偏瘫对侧的肩痛穴,予以注射丹参 2ml，配穴取偏瘫侧肩关节周围阿是穴，予以注射维生

素 B1 100mg+维生素 B12 0.5mg；拔罐主穴取：肩井、肩髃、肩贞、肩前，配穴取肩关节周围阿

是穴。三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及病情严重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三组患者入组前给予肩痛 VAS 评分、简式上肢 Fugl-Meyer（FMA）评分、

肱二头肌表面肌电图评定取肱二头肌肌电均方根值（RMS）。三组患者治疗前的肩痛评分、简式

上肢 FMA 评分及肱二头肌均方根值 RMS 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1 疗程结束后再

次进行肩痛 VAS 评分、简式上肢 FMA 评分及肱二头肌表面肌电图评定。 

结果 一疗程结束后，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肩痛 VAS 评分、简式上肢 Fugl-Meyer（FMA）评

分、肱二头肌肌电均方根值（RMS）。发现三组患者肩痛评分、上肢 FMA 评分及肱二头肌肌电均

方根值均有明显改善（P＜0.05），但联合组的疗效明显优于穴位注射组及拔罐治疗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穴位注射联合拔罐治疗能显著改善中风肩痛患者的肩痛，提高上肢运动功能，并能够降低中

风后肩痛患者上肢肌张力，改善上肢痉挛。 

 

 

PU-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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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

疗效 

 
昝明

1
,昝明

1
 

1.安徽省立医院 

2.安徽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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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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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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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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534 

呼吸功能康复训练体会和方法 

 
尹波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062552 

 

目的 总结呼吸功能康复训练体会和方法 

方法 术前方法： 

1.卫生宣教：患者入院后对患者和家属进行卫生宣教,告诉呼吸功能锻炼的重要性，减轻术后咳嗽

疼痛的恐惧。教会患者腹式呼吸，及有效的咳痰技术。 

2．腹式呼吸训练：仰卧位或半卧位，左、右手分别放在腹部和胸前。全身肌肉放松，静息呼吸。

吸气时用鼻吸入，同时腹部鼓起；呼气时用口呼出，同时腹部下陷，重复练习 3～4 次后休息，不

要过度换气。熟练后在各种体位及活动时练习腹式呼吸。 

3．气道廓清技术：训练有效的咳嗽反射，患者缓慢深吸气，吸气后稍屏住片刻，快速打开声门，

有力收腹将气体排出，引起咳嗽。  

术后方法 

1．局部呼吸：局部呼吸运动可改善受限的肺叶及胸壁再度扩张，进而增加通气量。 

2．有效排痰:术后患者因为疼痛而控制疼痛，痰液易聚积肺部。患者坐位，双手抱枕压住伤口处，

以固定疼痛部位。患者深吸气，有力呼气时说“哈”，引起哈咳，可以减轻疲劳，提高咳嗽咳痰有

效性，然后咳嗽时压住伤口，痰容易排出。 

结果 经过系统的呼吸训练，12 例患者康复加快，咳痰顺利，胸闷气短均明显减轻，肺功能改善。 

结论 呼吸功能训练在胸外科治疗中十分重要 

 

 

PU-535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大脑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对脑卒

中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孙玮,袁华,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导航引导下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 rTMS）作用于非患侧大脑背外侧前额叶皮质

（DLPFC）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于我科住院治疗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两组患者

均接受常规物理治疗。治疗组患者（n=20）在导航系统引导下接受非患侧 DLPFC 低频刺激

（1Hz）。对照组（n=20）接受假刺激，作用部位与治疗组相同。两组治疗均每日 1 次，每周 6

次，共治疗 4 周。于治疗开始前、4 周治疗结束时及治疗结束后 2 周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蒙特

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以及洛文斯顿认知功能评定测验

（LOTCA）。 

结果 治疗后及随访时，治疗组 MoCA、MMSE 及 LOTCA 均较同时间点对照组评分有明显改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导航引导下重复经颅磁刺激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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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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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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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改良铺灸对脑卒中后偏侧肢体痉挛的康复疗效观察 

 
王晓丹,刘承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改良铺灸疗法对脑卒中后肢体痉挛患者康复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脑卒中后偏侧肢体痉挛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康复训练及内科治疗，治疗组再次基础上施加改良辅灸疗法，每天 1 次，每

周 5 次，共 4 周。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评分评价各组患者肘关节、膝关节痉挛程

度；采用 Fugl-Meyer 评分（Fugl-Meyer assessment ,FAM）评价患侧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

力量表（ADL）评分评价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结果 治疗后两组的 Ashworth 评分均下降，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 Fugl-Meyer

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均提高，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改良铺灸疗法是促进脑卒中后偏侧肢体痉挛康复的有效方法之一。 

 

 

PU-538 

电针结合 Bobath 技术治疗脑卒中恢复期足内翻的疗效观察 

 
孟宪忠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201200 

 

目的 观察电针法结合 Bobath 技术治疗脑卒中后足内翻疗效。 

方法 120 例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电针加 Bobath 手法）、康复组与电针组 3 组，每组 40 例。实

验组予以 Bobath 法（患侧足背伸被动牵张训练）加电针法刺激丘墟、阳陵泉进行治疗，康复组予

以单纯手法治疗，电针组予以单纯电针治疗。3 组均连续治疗 15 次，每周 5 次。采用简化的 Fugl-

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FMA)以及下肢功能 FAC 分期评定，针对患者足内翻程度和下肢运动功

能情况进行治疗前、后评定。 

结果 3 组患者经治疗后，FMA 评分及下肢功能 FAC 分期评定均有明显改善(P＜0.01)，且治疗后

实验组 FMA 评分明显高于康复组与电针组(P＜0.01)，实验组 FAC 下肢功能分期与康复组与电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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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有明显改善(P＜0.05)。2.经分析治疗后实验组与其他组内有效率比较，P<0.01；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通过疗效评价标准显示实验组有效率高达 90%，电针组的有效率次之，为 77.5%，

康复组的有效率最低，为 75%（见表 3）。 

结论 电针刺激配合患侧足踝关节被动背伸、并诱发主动背伸踝关节等技术治疗脑卒中恢复期足内

翻可明显改善足内翻状态，提高患足的步行运动功能，且疗效优于单纯踝关节牵张等治疗，也优于

单纯电针治疗。实验证明联合疗法优于单一治疗技术。 

 

 

PU-539 

透针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王晓丹,刘承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本研究主要是对透针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及常规用药，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吞咽功能训练治疗，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透针治疗。常规康复治疗包括良肢位的摆放、偏瘫肢体的被动活动、Bobath

等运动疗法；常规口服用药主要是调控血压、血糖、血脂，营养神经等西药和中药综合疗法。常规

康复治疗 40min/次；常规用药每天口服；4 周为 1 个疗程。 

结果 1 个疗程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吞咽功能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治疗组的改善较对照组更明

显，治疗组的有效率优于对照组，提示透针+吞咽康复训练较单纯的吞咽康复训练更有效。 

结论 本研究采用传统针刺与现代康复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显示了透针配合吞咽功能训练在改善脑

卒中后患者吞咽功能障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值得推广 

 

 

PU-540 

探究物理因子康复治疗在慢性软组织损伤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 

 
寇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一些物理治疗的新技术逐渐被引入到医学中，尤其是康复治疗对于这些新技术的应用逐渐增

多。逐渐发展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物理治疗，本文就此展开讨论研究。深入研究物理因子治疗慢性软

组织损伤的应用现状，并且进一步研究物理因子在医学中的应用发展。 

方法 对物理治疗方法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 

结果 在临床中慢性软组织损伤，属于一种慢性病，时而发作会影响人们的正常心理健康，长慢性

的疼痛，甚至会使得人们丧失基本的劳动能力。所以一直都是医学上的难题，治疗非常困难。在诸

多临床上相关治疗的方法中，没有一项可以根治这一疾病。 

结论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药物被应用于慢性软组织损伤病的预防中，特别是物理治疗的方法，

逐渐受到医学的重视，因为物理因子的康复疗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治

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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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1 

威伐光对脑卒中后合并慢性湿疹患者的影响 

 
朱二秋

1
,袁方

1
,程昌波

1
,于淑娟

1
,胡树罡

2
 

1.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江苏省老年医院 

 

目的 观察威伐光对脑卒中后合并慢性湿疹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 3 组并分别给予 4 周以下治疗：①威伐光组 20 例，常规教育、药

物治疗和威伐光照射治疗；②激光组 20 例，常规教育、药物治疗和半导体激光照射治疗；③对照

组 20 例，常规教育和药物治疗。分别在 4 周治疗前后评估患者的湿疹面积及严重度评分（eczema 

area and severity index,EASI）、皮肤病生活质量指数（Dermatology Life Quality Index,DLQI）、

瘙 痒 程 度 （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 ， 并 测 定 血 嗜 酸 性 粒 细 胞 计 数 （ blood 

eosinophils,bEOS）和末梢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peripheral eosinophils,pEOS）。 

结果 4 周治疗后 3 组患者的 EASI、DLQI、VAS 及 pEOS 计数较治疗前都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

显著性（p<0.05）；而 bEOS 计数虽有一定下降趋势，但差异无显著性（p>0.05）。组间比较威

伐光 EASI、DLQI、VAS 及 pEOS 计数结果均低于其他 2 组（p<0.05），激光组结果低于对照组

（p<0.05），而 bEOS 计数结果 3 组结果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①威伐光对此类患者慢性湿疹具有良好的疗效且优于半导体激光和单纯药物治疗；②pEOS

相对 bEOS 对慢性湿疹的预后判断价值更优。 

 

 

PU-542 

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康复诊治方案探讨 

 
刘方铭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22 

 

目的 比较中西医康复流程的优点 

方法 利用中医手段针刀、中药、三维牵引、中医康复教育组成的方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进行

临床观察 

结果 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方面，中西医结合康复流程优于单纯的西医康复流程 

结论 中医康复方案更加简、便、廉、验，在医疗改革的大环境中，老百姓更易于接受，中西医结

合康复流程优于单纯的西医康复流程 

 

 

PU-543 

脑卒中早期 Bobath 疗法疗效观察 

 
刘旭生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062552 

 

目的 探讨脑卒中早期应用 Bobath 疗法进行康复治疗的患者运动功能康复的疗效。 

方法 选取脑卒中偏瘫患者 20 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每组 10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物

理疗法为主的康复治疗技术治疗 。治疗组采用 Bobath 疗法进行治疗 ，两组患者均治疗 8 周。比

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6 分钟步行实验、Berg 平衡量表 、简式 Fugl—M eyer 评价量表中的下肢评价

及 Barthel 指数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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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 ，

各项功能指标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 (P d 0．05)。 

结论 Bobath 疗法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速度和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具有重意义。 

 

 

PU-544 

肝移植术后快速康复物理治疗对肝移植患者在 ICU 期间的影响 

 
张春岩,李贞兰,王婷婷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目的 快速康复物理治疗对肝移植术后患者在 ICU 期常存在的疼痛、呼吸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的影响。 

方法 符合入选的 14 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给予常规监护护理，呼吸和肢体功能

锻炼，对照组仅给予常规规监护护理。ICU 期间每天评估疼痛指数、肺活量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肺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均有降低但试验组患者肺活量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时

间短于对照组（P＜0.05），两组均有部分患者出现腹部或背部疼痛（P＞0.05），但试验组疼痛持

续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在 ICU期间夜间睡眠时间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 

结论 肝移植患者在 ICU 期间早期物理治疗的介入对其疼痛和呼吸功能均有很大改善，预防肺部并

发症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PU-545 

头面部穴位经络按摩对脑瘫儿童睡眠障碍的影响 

 
王雅元

1
,梁少英

1,2
 

1.宁波市康复医院 

2.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目的 探讨头面部穴位和经络按摩对脑瘫患儿睡眠障碍的影响 

方法 将 54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n=27）和对照组（n=27），对照组接受常规的按摩治疗

方法，治疗组在常规按摩的同时，增加头面部的穴位和经络按摩。1 个月为 1 个疗程，按摩后采用

儿童睡眠习惯问卷（the children's sleep habits questionaire，CSHQ）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睡眠得分

的变化。 

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治疗组患儿的 CSHQ 总分降低（治疗前 50.43±5.26 分，治疗后 44.63±5.45 分），

治疗睡眠得分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 50.92±7.36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头面部穴位和经络按摩可以改善脑瘫患儿的睡眠障碍 

 

 

PU-546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构音基础训练对脑卒中所致 Broca 失语

伴口颜面失用患者口颜面运动模仿能力的影响 

 
陈小旭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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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构音基础训练对脑卒中所致 Broca 失语伴口颜面失用患者口颜

面运动模仿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医院收治的 30 例满足治疗和训练条件的脑卒中所致 Broca 失语伴口颜面失用的患者,将

其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对照组患者每日给予常规语言康复训练 40min；观察组

患者除每日给予常规语言康复训练 40min 外，同时给予 Broca 右侧对应区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

（1Hz，80%运动阈值）15min 联合构音基础训练（口颜面运动训练，包括面颊、下颌、唇、舌、

软腭的运动训练）15min 进行治疗。2 周后对比两组患者模仿 10 次鼓腮、吹气、咂唇、缩拢嘴

唇、摆舌、吹口哨所需时间。 

结果 2 周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模仿 10 次鼓腮、吹气、咂唇、缩拢嘴唇、摆舌、吹口哨所需时

间均较治疗前明显缩短（P <0.05），且观察组所需时间优于对照组(P<0.05 ) 。 

结论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构音基础训练对脑卒中所致 Broca 失语伴口颜面失用患者的治疗效

果良好,能够改善患者口颜面失用，提高患者口颜面运动模仿能力。 

 

 

PU-547 

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对脑瘫患儿社交能力的影响分

析 

 
王学敏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对脑瘫患儿社交能力的影响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40 例在我院康复的脑瘫儿童，随机分为两组各 2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康复治疗方法进

行训练，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进行训练。治疗 6

各月后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观察组患儿在环境适应、与照顾者的关系、与朋辈的关系改善情况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后情况：观察组患儿在环境适应、与照顾者的关系、与朋辈的关系改善情况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 

结论 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可提高脑瘫患儿社交能力。 

 

 

PU-548 

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症状的疗效观察 

 
樊嘉婧 

西京医院 710000 

 

目的 探讨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符合标准的 40 位脑卒中急性期的患者纳入研究，随机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人，

两组每日均进行常规康复治疗与 30 分钟的镜像疗法（治疗组采用真镜子，实验组采用假镜子），

共进行四周，每周五天，在纳入研究时与一个月的治疗后进行星星删除测试、线段平分试验、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进行评定。观察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症状的疗效。  

结果 治疗一个月后两组在星星删除测试的成绩均有改善，并且治疗组的结果更优（p<0.05）。同

样,在线段平分试验中，两组均有明显改善，治疗组结果更优（p<0.05）。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中

两组患者成绩均有改善，治疗组结果更优（p<0.05）。  

结论 镜像疗法可以有效地改善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的症状，并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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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9 

针刺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疗效分析 

 
顾莎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目的 讨论应用针刺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6 月-2017 年 3 月收治住院部及门诊的 60 例脑瘫患儿，根据完全随机对照

原则，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采用运动疗法进行，治疗组采用运动疗法＋针刺疗法进行

治疗,康复时间均为 6 个月。 

结果 本组 60 例患儿经过康复治疗, 治疗组显效 12 例,有效 16 例,无效 2 例, 显效率为 76.7%,总有

效率为 93.3%。对照组显效 10 例,有效 12 例,无效 8 例, 显效率为 40%,总有效率为 73.3%。治疗组

患儿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采用运动疗法＋针刺疗法的方法能够明显提高治疗脑瘫患儿的临床疗效，降低致残程度，值

得临床上广泛推广使用。 

 

 

PU-550 

早期同步规范化家庭康复在痉挛型脑瘫患儿运动治疗中的应用 

 
谢瑞娟,杨信才,刘涓,邓赟,张堃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071000 

 

目的 探讨早期同步规范化家庭康复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两组早期进行医院康复的痉挛型脑瘫患儿（各 30 例）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对照组采

取医院常规综合康复，包括运动疗法、普通针刺及穴位贴敷、康复指导及宣教、引导式教育、营养

神经药物等常规措施，其中运动治疗时家长在外等候，治疗师.以 Bobath 技术为主的抗痉挛的肢体

关节运动、及 Vojta 技术为主的肢体及躯干的主动运动诱导训练，.增强肌肉力量训练、平衡协调功

能训练、步态训练；观察组采取医院常规综合康复基础上，同步规范化家庭康复，措施包括课上家

长陪同运动治疗、课后家庭作业、治疗师检查-督促-指导，比较两组康复治疗 4 周、12 周时运动功

能状况（内收角及踝背屈角的变化）及粗大运动改善情况。 

结果 2 组治疗 4、12 周时，内收角及踝背屈角均有不同程度改善，观察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2 组治疗 12 周时，GMFM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P<0.01），且观察组改善

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运动治疗中早期同步规范化家庭康复能明显促进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改善，有利于脑瘫患

儿的预后。 

 

 

PU-551 

肺部气囊扩张术在重症脑损伤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治疗中的

应用 

 
吴红瑛,周君桂,何任红,邓水娟,梁衍泉,范建中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肺部气囊扩张术在重症脑损伤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8 月由重症医学科转入我科重症康复病房的经头颅 CT 或 MRI 确

诊的重型颅脑外伤、脑出血或脑梗死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重症患者 50 例，采用肺部气囊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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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技术进行排痰治疗，1-2 次/天。治疗前和治疗 1 周后观察 CPIS 评分（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score，CPIS）（体温、听诊呼吸音、吸痰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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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重型颅脑外伤、脑出血或脑梗死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重症患者，使用肺部气囊扩

张术有利于呼吸道分泌物排出，有利于肺部感染的控制，是一项切实有效的康复治疗技术。 

 

 

PU-552 

家长参与对治疗脑瘫患儿语言发育迟缓的效果观察 

 
邬刚燕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家长参与对治疗脑瘫患儿语言发育迟缓的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4-7 月本院收治的其中 25 例伴有语言发育迟缓脑瘫患儿作为对照组，将 2016 年

9-12 月本院收治的 26 例伴有语言发育迟缓脑瘫儿童作为试验组进行比较。对照组采取常规康复训

练加传统语言训练；试验组为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出专业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在此基础上要求家长参

与康复团队会议并语言训练后指导家长进行家庭训练。两组均每周训练 5 次，每次 30min，试验组

家庭训练每日累计 30min 及以上。 

结果 试验组语言功能改善显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家长参与更能可有效提高脑瘫患儿语言发育迟缓的疗效。 

 

 

PU-553 

生物反馈治疗对肱骨外髁骨折术后患儿上肢功能的影响 

 
杨晓颜,杜青,周璇,毛琳,陈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观察生物反馈疗法对肱骨外髁骨折术后患儿上肢功能的疗效。 

方法 从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肱骨外

髁骨折术后拆除石膏的患儿中选择 21 例，按就诊顺序分为 2 组，对照组 10 例，接受红外线、

CPM、主动与被动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等综合康复治疗，观察组 11 例接受包括生物反馈治

疗在内的综合康复治疗。患儿入组后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采用表面肌电图仪对患儿进行上

肢肌肉功能的评估，治疗前、治疗后 1 个月、治疗后 3 个月对患儿肘关节活动度（ROM）、肌力

（MMT）进行评估，分析患儿治疗前后患侧肘关节 ROM 及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肱桡肌、桡侧腕

伸肌的肌力与表面肌电信号均方根值（RMS）的变化。 

结果 观察组、对照组患儿 ROM、MMT 及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肱桡肌、桡侧腕伸肌 RMS 值治

疗前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康复治疗后 3 个月观察组患儿患侧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肱

桡肌、桡侧腕伸肌肌力及 RMS 值显著高于治疗前（P＜0.01），对照组患儿患侧肱二头肌、肱三

头肌、肱桡肌、桡侧腕伸肌肌力及 RMS 值高于治疗前（P＜0.05）。观察组治疗后患侧肱二头

肌、肱三头肌、肱桡肌、桡侧腕伸肌肌力及 RMS 值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0.05），两组患儿患侧肘关节 ROM 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1），两组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生物反馈治疗有助于改善肱骨外髁骨折患儿术后上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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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4 

针刺结合悬吊循经弹拨技术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研究 

 
李丽,孙敬龙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原：济南铁路中心医院） 250001 

 

目的 本研究立足于中医学整体观念、经络辨证的基本理论，选用针刺结合悬吊循经弹拨技术为观

察组，另选择针刺和悬吊循经弹拨技术作为对照组。对符合纳入标准的肩周炎患者随机分组，分别

采用上述三种方法治疗，并进行统计学分析，从而评价三种治疗方法的差异，为肩周炎患者找到一

种更有效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 

方法 一、一般资料 

将符合纳入标准经排除标准筛选的 60 例肩周炎患者作为受试对象，利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三

组。观察组：采用针刺结合悬吊循经弹拨技术治疗，20 例；针刺组：采用针刺治疗，20 例；悬吊

循经弹拨组：采用悬吊循经弹拨技术治疗，20例。 

二、研究方法 

（一）治疗方法 

1．针刺组 

    参照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针灸学》中定位方法取穴。 

2．悬吊循经弹拨组 

(1)操作:                           

①患者健侧卧位，使用非弹力绳吊起患者患侧手腕，弹力绳吊起患侧肘部，对肩周炎患者进行悬吊

循经弹拨技术治疗。循肩痛的辨证经络自上而下大面积、广泛的轻柔弹拨其经络、穴位和患侧肌

肉。重点弹拨酸痛点及条索状硬结。弹拨频率 40 次/分，往返操作 2-3 次，以肌肉的紧张明显减轻

为度。再让患者各方向运动肩关节，找出痛点，作该肩痛的辨证经络所在肌肉功能反方向牵张，配

合作深入的、较重的弹拨，弹拨频率 30次/分，每穴 10-15秒，以局部产生明显的温热感为度。 

3.结合组 

针刺和悬吊循经弹拨技术操作方法同上，针刺后做悬吊循经弹拨技术治疗。 

（二）观察指标 

受试者于治疗、治疗后分别进行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肩关节功能评价量表评分。 

结果 1、组内定量疗效比较:将三组各自治疗前后 VAS 评分、肩关节功能量表评分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2、三组总疗效比较:针刺结合悬吊循经弹拨技术治疗组分别与另外两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 ，针刺组和悬吊循经弹拨技术治疗组比较，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刺结合悬吊循经弹拨技术与单纯针刺和单纯悬吊循经弹拨技术在改善肩周炎患者的疼痛及

功能障碍方面均有效，但针刺结合悬吊循经弹拨技术治疗肩周炎的疗效优于单纯的针刺组和单纯的

悬吊循经弹拨技术。 

 

 

PU-555 

PNF 技术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膝过伸的疗效观察 

 
庄鑫,陈运,丁雨晴,吴丽丽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210024 

 

目的 观察 PNF 技术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膝过伸的疗效。 

方法 将 42 例脑卒中后恢复期膝过伸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21 例、观察组 21 例,两组患

者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肌肉功能训练、神经生理学疗法、任务导向、功能性电刺激、感觉神经刺

激与生物反馈），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使用 PNF 技术（IPNFA 治疗技术：节律性稳定、稳定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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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反转、等张组合、保持放松、收缩放松）在伸膝活动范围末段进行膝关节屈伸训练。分别于治

疗前和治疗后评定两组膝过伸发生率、膝过伸角度、FMA 下肢运动功能。 

结果 治疗前将两组患者膝过伸发生率、膝过伸角度、FMA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进行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膝过伸发生率、膝过伸角度、FMA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较

治疗前均有改善（P<0.05），且治疗组膝过伸发生率、FMA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

（P<0.05），膝过伸角度较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 PNF 技术在伸膝末段范围进行膝关节屈伸训练能够有效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膝过伸。 

 

 

PU-556 

抗重力位下负重加压对脑瘫患儿躯干核心稳定的影响 

 
吴莹莹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抗重力位加压负重对脑瘫患儿躯干核心稳定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病例个 30 例的常规组和对照组，每组患儿均予以躯干核心稳定训

练，在此基础上，对照组增加躯干加压负重训练，借于粗大运动功能量表明在治疗前后对两组患儿

运动功能进行对比评价。 

结果 经过半年的治疗，两组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均有所改善，其中对照组改善情况明显比常规组好

（P<0.05）。 

结论 脑瘫患儿在进行躯干核心稳定训练同时加沙袋衣负重有利于运动功能改善，具有应用推广价

值。 

 

 

PU-557 

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治疗脑性瘫痪语言障碍的临床研究 

 
邵宪花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271000 

 

目的 观察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治疗脑性瘫痪语言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随机将患儿分为靳三针组、语言训练组和综合治疗组。靳三针组给予靳三针治疗，语言训

练组给予语言康复训练，综合治疗组给予靳三针和语言康复训练。观察 3 组疗效及治疗前后脑血流

量变化。 

结果 靳三针组、语言训练组和综合治疗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80.5%，77.5%，97.4%。综合治疗组

疗效显著优于其他两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三组 MCA、ACA、BA 的收缩期峰

值流速（Vs）、平均血流速度（Vm）、血管阻力指数(RI)组间比较 P＞0.05。治疗后 MCA、

ACA、BA 的 Vs、Vm、RI 比较，靳三针治疗组、综合治疗组组间无显著差异，两组均显著优于语

言训练组（P＜0.05）。 

结论 靳三针治疗可增加脑血流量，有利于脑功能恢复，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可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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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8 

一次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的教学查房记录 

 
陈小云,陈卓铭,严嘉健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0630 

 

目的 通过教学查房的方式，对 1 例脑卒中失语症患者的评估及治疗进行讨论，为脑卒中失语患者

制定有针对性的康复治疗计划。 

方法 通过科主任主持与提问的方式，让实习生、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从各个能力水平对失语患者

功能障碍的认识与分析，起到相互学习，共同促进的作用。 

结果 各层次水平的医师从语言评估、行为分析、与脑机制有关的功能磁共振等方面阐述了自己对

脑卒中失语患者的理解。 

结论 康复科教学查房是一种促进各层次医生相互学习、提高医疗技能的方法。 

 

 

PU-559 

穴位注射治疗脑瘫患儿足外翻的临床研究 

 
孙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观察穴位注射配合常规康复治疗与常规康复治疗足外翻的疗效差异。 

方法 98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儿，分为试验组（56 例）和对照组（42 例），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无

统计学差异。 

对照组为常规康复治疗。①推拿按摩：仰卧位和侧卧位按揉和叩击小腿前侧和外侧肌群，从外膝眼

到外踝处，反复操作 3~5 遍，重点做腓骨长短肌,配合做足背屈、足内翻的被动运动；俯卧位按揉

小腿三头肌，叩击腓骨后肌，增强其肌力。②功能训练：采用 Bobath 法以及引导式教育等方法加

强患儿对踝关节的控制能力。③物理因子治疗：对于胫骨后肌无力患者，采用经皮神经电刺激，通

过低频刺激神经支配肌肉，使其产生节律性收缩，提高肌肉张力。④蜡疗：选用熔点 52℃～55℃

的医用石蜡，加温熔化后冷却到 38℃～40℃，敷于小腿腓骨长短肌的位置，以减轻痉挛。⑤穿戴

矫形辅具：对于可站立的患儿，通过垫足弓垫或穿戴踝足矫形器（AFO）。 

试验组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穴位注射治疗（生理盐水 100ml 加维生素 B1300mg、维生素

B121 mg 配制成混合液，选取胫骨后肌的阴陵泉、地机、中都、交信、三阴交；选取腓骨长短肌上

足三里、丰隆、上巨虚、下巨虚及踝关节局部太溪、照海、复溜等穴进行穴位注射，根据肌肉丰厚

程度，每穴注射药物 0.5～1ml，隔天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休息 10 d 继续下一疗程）。根据患

儿病情严重程度，康复治疗 3-6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两组患儿经 3-6 个疗程的康复治疗后，试验组 56 例患儿，痊愈 32 例，显效 14 例，有效 6

例，无效 4 例，有效率达 92.3%；对照组 42 例患儿，痊愈 18 例，显效 5 例，有效 11 例，无效 8

例，有效率达 81.0%。两组疗效比较，经非参数检验，疗效有显著性意义（Z=-2.161，p 

=0.031），试验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两组痊愈患儿所用疗程比较，试验组 32 例，1 疗程痊愈 2 例，2 疗程 13 例、3 疗程 11 例、4 疗程

5 例、5 疗程 1 例；对照组痊愈 18 例，其中 1 疗程痊愈 0 例，2 疗程 3 例、3 疗程 5 例、4 疗程 8

例、5 疗程 2 例。两组患儿恢复时间比较，试验组患儿痊愈所需的疗程数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Z=-2.765，p =0.006）。 

结论 穴位注射疗法可以提高脑瘫患儿足外翻的临床疗效，缩短康复治疗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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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0 

针刺治疗失语症 1 例临床观察 

 
杜丽芳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5500 

 

目的 通过运用针刺方法治疗失语症，观察临床疗效。 

方法 运用头皮针结合舌三针针刺治疗，每天一次，10 天为疗程，疗程间休息 2 天。 

结果 针刺治疗失语症疗效明显。 

结论 从针刺治疗 1 例失语症的治疗观察，可以更多更好地运用于其他失语症患者。 

 

 

PU-561 

整脊疗法配合颈椎动态牵引治疗颈椎病的临床观察 

 
梁国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整脊疗法配合颈椎动态牵引治疗颈椎的疗效分析。 

方法 现我院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年收入住院的 63 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1 例）和治疗组（32 例），两组均采用整脊疗法治疗为主，配合针灸理疗等传统的康复治疗及

运动疗法功能训练。治疗组： 在此基础上增加颈椎动态牵引进一步综合治疗。动态牵引可以针对

不同颈段（上段，中段，下段）的病变，采用适合该节段的牵引角度和力线，在牵引的同时以生物

力学原理来调整定点，重点对颈椎行手法治疗。治疗前和治疗后 10d、20d、30d 后分别采用

VAS、JOA 和 CASCS 评分来评定患者的疼痛程度、症状、体征和功能状态的变化情况。 

结果 ①两组治疗后 10d VAS 评分均较治疗前评分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0d、

30d 后评分与 10d 相比有所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两组治疗后 10d JOA 和

CASCS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0d、30d 对照组 JOA

和 CASCS 较 10d 有所改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组 JOA 和 CASCS 较 10d

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尤以 30d 改善更为明显，差异有显著差异（P＜0.01）。 

结论 在整脊疗法的基础上配合颈椎动态牵引综合治疗颈椎病，不仅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疼痛等不

适症状，同时还可以恢复颈椎功能，并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其功能改善更为明显。此方法损伤简

单，值得临床推广。 

 

 

PU-562 

骨盆运动控制训练在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的重要性 

 
刘超,王保叶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050091 

 

目的 观察骨盆运动控制训练在偏瘫患者康复训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接受治疗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72 例，随机

分为观察组（35 例）和对照组（37 例），两组采用 Brunnstrom、Bobath、Rood 等神经促进技术

和运动再学习理论为主的功能训练配合针灸理疗等传统康复治疗，包括上肢运动功能训练（牵引、

挤压、滚筒等）和下肢运动功能训练（上下台阶、迈步训练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入骨盆的

运动控制训练，主要包括①仰卧位屈髋屈膝骨盆左右旋转控制训练，②仰卧位屈髋屈膝骨盆前倾训

练，③座位下骨盆前倾训练，④四点跪位动训骨盆摆练，⑤两点跪位骨盆旋转、侧方摆动和前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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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训练，⑥双足站立骨盆前后左右控制训练，以上每组做 20 次，然后再循环一次，每天上、下午

和晚上各做一次，分别于 4 周和 8 周后进行疗效评定。治疗前后分别采用 Brunnstrom 运动功能评

定量表，Fugl-meyer 评定量表、Berg 平衡量表、改良 Barthd 指数评定患者的运动功能和 ADL 能

力。 

结果 治疗后 4 周两组 Brunnstrom、Fugl-meyer、Berg 评分和 ADL 能力均较治疗前有一定程度的

提高（P＜0.05），两组之间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8 周两组较治疗 4 周后评

分有更进一步的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提高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非常显

著（P＜0.01）。 

结论 骨盆对运动的控制和协调相当重要，协调稳定的骨盆运动对保持人体正常的姿势控制和完成

各种活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步态训练过程中我们往往只注重患者偏瘫肢体

的刺激与主动、被动训练而忽视了骨盆的控制训练以及周围肌群的力量训练，使得患者不能完成控

制和协调的各类动力，不仅影响了患者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更是影响了其全身运动功能的控制与

协调，进而影响了患者全面日常生活能力的提升，因此，重视骨盆运动控制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PU-563 

脑卒中患者步态分析与精准治疗 

 
何维春,许宁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脑卒中后患者的步行、步态均是患者、家属、康复治疗师共同关注的焦点，怎样做到异常步

态的防范、步态分析、精准治疗是获得理想步行的关键。 

方法 一、步态分析 

    步态分析是集医学、运动学、力学、数学、物理学、计算机于一体的分析异常步态的原因

和运动损伤的部位及程度，并进行障碍学诊断，制定治疗方案。 

    步行周期（gait cycle）指在行走时一侧足跟着地到该侧足跟再次着地的过程被称为一个

步行周期。 

步行周期开始于首次着地，同时也是第一个双支撑期开始，承重反应期，站立中期，第一个双支撑

期消失，该侧下肢进入单支撑相，另一侧进入摆动相，足跟离地期，同时第二个双支撑期开始，到

蹬离期，第二个双支撑期结束，完成支撑相，另一侧下肢进入单支撑，该侧下肢进入摆动相初期、

摆动相中期、摆动相末期，到该足跟再次着地完成一个步行周期。 

    步行源自于肌肉的协调收缩，动能与势能的转化，不断的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步行始于

小腿三头肌的向心性收缩（蹬地）完成踝关节的跖屈，膝关节的被动屈曲，协助髂腰肌完成髋关节

的屈曲，同时股四头肌做离心收缩协同膝关节屈曲，顺利的进入摆动相初期，胫前肌开始以向心收

缩的方式使踝关节背屈，顺利的完成摆动相中期，在摆动相末期股四头肌以向心收缩完成膝关节的

伸展，腘绳肌以离心收缩减速小腿的向前摆动，顺利的完成首次着地，胫前肌以离心收缩缓慢的完

成全足的触地，股四头肌以向心收缩完成膝关节的伸展，腘绳肌协助臀大肌使髋关节伸展并使下肢

向后运动，为下一步行开始（蹬地）做好充分的条件。 

二、步行主要问题 

姿势控制及力线不对称、骨盆前倾、膝反张、足内翻、划圈步态、步长不等、步行启动无力、首次

着地消失、双支撑期延长及其他时相不充分或消失等。 

三、精准治疗 

   1、建立在康复评价之上 

   2、建立良好的姿势控制及身体空间关系 

   3、提高骨盆的控制训练 

   4、根据步行中作用肌的收缩形式进行肌肉激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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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立位下各关节的选择性控制训练 

   6、步行控制训练 

   7、 24小时步行管理 

结果 通过步态分析能准确的找出患者步行时的问题，是康复治疗的关键。 

结论 脑卒中后患者步行能力的恢复是患者及家属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能力，

脑卒中后步行能力的恢复是较复杂的一个过程，是建立在下肢、骨盆、躯干、上肢、头颈部良好的

控制能力下完成的，所以步行能力训练不能盲目求成，做好基础环节是步行的关键。 

 

 

PU-564 

伤口在清创后照射激光促进伤口愈合的疗效分析 

 
郭颖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低功率氦氖激光照射促进伤口愈合 

方法 用低功率氦氖激光器（功率为 7 毫瓦，光斑直径为 4 毫米），治疗十例阑尾炎术后伤口愈合

不全，分为两组，五例为一组，a 组为清创后的患者，b 组为未清创的患者，以往尚无特殊疗法，a

组现给予低功率氦氖治疗，在每次照射前进行清创，用激光垂直照射伤口，光斑与伤口大小一致，

每次 10 分钟，1 日两次，伤口配合外科常规换药，每 6 次为一疗程，连续照射，直至伤口完全愈

合，b 组同样给予低功率氦氖激光治疗，在每次照射前不清创，其他的治疗方法同 a 组，在一个疗

程后 a 组伤口分泌物明显少于 b 组，两个疗程后 a 组伤口基本愈合，b 组伤口愈合较差，治疗时间

延长，共治疗十例，病程最短的两个月，最长的半年。 

结果 在清创后用低功率氦氖激光照射促进伤口愈合优于未清创后照射伤口 

结论 伤口在清创后照射低功率氦氖激光促进伤口愈合疗效显著 

 

 

PU-565 

针刺配合中国灸治疗肩周炎的效果观察 

 
谢挺杉 

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 850000 

 

目的 比较针刺配合中国灸穴位敷贴与单纯针刺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62 例符合肩周炎的患者随机分为针刺加中国灸治疗组和单纯针刺对照组，两组均取穴针刺，

治疗组每天加用中国灸穴位敷贴治疗。10 次一个疗程，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结果 治疗组 32 例痊愈 16 例，有效 14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3.75%，对照组 30 例痊愈 8

例，有效 13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70.00%，两组有效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针刺配合中国灸穴位敷贴治疗肩周炎疗效优于单纯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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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6 

穴位点揉与情志疏导对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负性心理与生存质量

的 

 
程晓婕,刘晓霞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运用穴位点揉与情志疏导对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负性心理与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统一的康复治疗与护

理，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常规心理护理,治疗组采用穴位点揉配合情志疏导.即情志疏导措施有情

志相胜法、移情解惑法、顺情从欲法、安神静志法等，1 次/d,30min/d；穴位点揉取穴（双）太

冲、（双）合谷、（双）内关、（双）肝俞、膻中、百会、四神聪穴等，患者取仰卧位，2min/穴

位，2 次/d，采用点揉。实施情志疏导与穴位点揉时应保持病室内环境清洁安静、室温 24°C 左右,

吩咐患者尽量放松、闭目，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主管护师进行实施，共 2 周。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

分别于治疗前后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

生存质量量表（SF-36）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SAS、SDS、ADL、SF-36 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

SDS、ADL、SF-36 均有明显改善，且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穴位点揉与情志疏导可改善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心理状态,促进康复,从而提高其生存质量. 

 

 

PU-567 

艾灸联合情志护理对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不良情绪与生存质量的

影响 

 
刘晓霞,相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运用艾灸联合情志护理对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不良情绪与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统一的康复治疗与护

理，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常规心理护理,治疗组采用穴位按摩配合情志护理.即情志护理措施有情

志相胜法、移情解惑法、顺情从欲法、安神静志法等，1 次/d,30min/d；艾灸取穴肝俞、、太冲、

膻中、穴等，患者取仰卧位，30min/穴位，1 次/d，采用温和灸法。实施情志护理与艾灸时保持病

室内环境清洁安静、室温 24°C 左右,吩咐患者尽量放松、闭目，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主管护师进行实

施，共 2 周。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后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生存质量量表（SF-36）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SAS、SDS、ADL、SF-36 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

SDS、ADL、SF-36 均有明显改善，且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艾灸配合情志护理可改善脊髓损伤康复期患者心理状态,促进康复,从而提高其生存质量，加之

其副作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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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8 

BTE PrimusRS 系统对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恢复期下

肢肌萎缩和功能的影响 

 
刘西纺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710054 

 

目的 观察 BTE PrimusRS 系统对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下肢肌萎缩和功能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我院已行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的术后 6

周患者 23 例，根据术后康复方式分为两组，年龄 18-49 岁， A 组 10 例采用 BTE PrimusRS 系统

进行肌力和关节活动度训练， B 组 13 例按照传统的徒手肌力和关节活动度训练方法进行康复。分

别在术后 6 周和 12 周时评价患肢大腿周径和 Tegner Lysholm Score。对所观察数据采用 T 检验进

行分析。 

结果 术后 6 周时，两组患肢大腿周径 Score 和 Tegner Lysholm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

术后 12 周两组患者大腿周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Tegner Lysholm 评分具有显著性差

异(p<0.01)。 

结论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重建术后多伴有股四头肌萎缩和膝关节功能障碍，BTE PrimusRS 系统

可以有效增加 ACL 重建术后患者大腿的周径恢复膝关节运动功能，步行能力及膝关节整体功能表

现。 

 

 

PU-569 

初论脊髓损伤的康复（附典型病例报告） 

 
张弛,杨迎丰,范寿兰 

安徽省阜南仁和医院 236300 

 

目的 脊髓损伤的康复治疗初步经验总结：床边早期康复，自主神经过反射 的防治，呼吸道感染的

康复疗法。 

方法 脊髓损伤的康复治疗初步经验总结：床边早期康复，自主神经过反射 的防治，呼吸道感染的

康复疗法。 

结果 脊髓损伤得到早期康复 

结论 脊髓损伤早期康复是必要的 

 

 

PU-570 

贴扎技术结合 Bobath 疗法在偏瘫患者肩手综合征手肿治疗疗效

观察 

 
曲红,张涵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150020 

 

目的 观察治疗偏瘫患者后肩手综合征手肿治疗疗效。 

方法 选十例偏瘫后肩手综合征手肿的患者，对其采取肌内效贴技术及 Bobath 疗法的治疗后观察其

效果 

结果 疗效评定标准：基本治愈：手肿症状消失；显效：手肿症状明显改善；有效：手肿症状稍有

改善；无效：手肿无改善或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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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效果：痊愈 3例（30%），显效 5例（50%），有效 2例（20%）。总有效率达 100%。 

结论 肩手综合征手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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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肩手综合征手肿的病因将会造成疼痛性僵硬，导致永久性畸形，甚至影响手指关节

的活动范围，使功能受限，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临床实践表明，贴扎技术结合 Bobath 疗法的康

复训练，有效改善引起肩手综合征的手肿症状。一旦手肿症状减轻或消失，患者就能充分的合作，

身体功能和精神状态就会有明显改善。综上所述，脑卒中偏瘫后肩手综合征手肿一定要做到积极有

效的预防和治疗。患者和亲属也要成为治疗小组的一部分，应指导和鼓励患者在预防和治疗中积极

参与。 

 

 

PU-571 

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治疗脑性瘫痪语言障碍的临床研究 

 
邵宪花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271000 

 

目的 观察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治疗脑性瘫痪语言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随机将患儿分为靳三针组、语言训练组和综合治疗组。靳三针组给予靳三针治疗，语言训练

组给予语言康复训练，综合治疗组给予靳三针和语言康复训练。观察 3 组疗效及治疗前后脑血流量

变化。 

结果 靳三针组、语言训练组和综合治疗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80.5%，77.5%，97.4%。综合治疗组

疗效显著优于其他两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三组 MCA、ACA、BA 的收缩期峰

值流速（Vs）、平均血流速度（Vm）、血管阻力指数(RI)组间比较 P＞0.05。治疗后 MCA、

ACA、BA 的 Vs、Vm、RI 比较，靳三针治疗组、综合治疗组组间无显著差异，两组均显著优于语

言训练组（P＜0.05）。 

结论 靳三针治疗可增加脑血流量，有利于脑功能恢复，靳三针结合语言训练可提高疗效。 

 

 

PU-572 

针灸治疗非小细胞型肺癌脾虚痰湿证 3 例的总结 
 

白智鹏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150020 

 

目的 观察针灸在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中的意义,并探讨其部分作用的机制。肺癌辨证分型为肺郁痰

瘀、脾虚痰湿、阴虚痰热、气阴两虚四种分型，本文针对的是脾虚痰湿型。 

方法 针灸处方：气穴，四满，中注，天突，合谷（双），列缺（双），中脘，下脘，足三里

（双），三阴交（双），为主穴。其他穴位随症加减。 

手法：平补平泻。 

结果 3 例患者通过针刺治疗，排痰量增多，喘息憋闷症状减轻，精神状态较佳 

结论 两例脾虚痰湿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主动请针，典型病例：候患胸骨疼痛，咳嗽痰多，张口抬

肩，喘息不得卧，呼吸困难，纳差，腹胀，舌苔黑腻，主动放弃其他治疗，尝试针灸疗法，当天发

现运用针灸疗法可以提高排痰量，增加排痰次数，减轻患者胸肋疼痛，改善腹胀，其‗实‘的症状改

善效果明显。往往针后二十分钟即可以排痰，憋闷情况迅速缓解。从以上治疗中发现本病因虚致

实，痰涎拥塞气道，影响肺的呼吸功能；又因实致虚，无力排痰，恢复呼吸功能为主要病机。扶正

祛邪，是针对该类症状的良方。虽只是改善症状，但‗邪去人自安‘，客观上提高生存质量，改善呼

吸功能，让患者活的不遭罪，一定程度上延长寿命。目前采用国际上最好的化疗方案,三四期肺癌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也仅有 8 一 10 个月,而采用中医药治疗则能明显延长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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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生存质量。然而,肺癌的中医辨证基本上都遵从于医者自身的经验和判断,并没有统一的、权威

的标准,使临床研究无法横向对比,只能从治疗有效病例中总结经验，少有从无效病例中汲取经验的;

其次,中医证型方面的临床研究大多病例数少,代表性差,无法让结论得到公认。还有针灸治疗该病的

案例鲜见，虽疗效卓著，其治病机理是在人体经络平衡，气血调和的角度上起作用，超出这个范围

疗效不显，还需要其他疗法参与，依据目前医疗形势还很难全面介入。 

 

 

PU-573 

作业治疗对脑卒中单侧忽略患者疗效观察 

 
许晓寒思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观察作业治疗对单侧忽略患者的疗效。 

方法 将 40 例单侧忽略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20 例，对照组在生命体征稳定后进行常规

治疗，治疗组在接受康复治疗的同时进行单侧忽略针对性作业治疗。 

结果 治疗组在进行康复治疗 8 周后 Barthel 指数，USN 指数的改善程度均高于对照组。 

结论 针对性的作业治疗对患者的忽略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均有明显改善。 

 

 

PU-574 

小儿推拿疗法在综合三甲西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实践与

探索 

 
李春成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如何在综合三甲西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实践与探索小儿推拿 

方法  阐述小儿推拿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慢慢发展壮大过程。经历了储备

人才；积蓄力量；参加学术会议崭露头角，载誉归来；与领导协商，同意开展；院内网宣传，外网

宣传，建立微信公众号；开展义诊；到相关兄弟科室（如小儿消化科，小儿呼吸科，新生儿科）讲

课等等一系列过程,与兄弟科室积极合作共赢。 

结果 与儿保科合作，研究小儿推拿对低出生体重儿生长发育的促进作用。 

在产后病房，全面铺开对新生儿的推拿保健，宣传小儿养护知识。 

新生儿腹泻、呕吐、肠痉挛等新生儿疾病，小儿推拿疗效显著。小儿推拿疗法治疗新生儿黄疸，可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新生儿黄疸值的水平，新生儿黄疸的住院率也有显著下降，既减少了母婴分离引

起的母乳喂养困  难，又能较大地降低新生儿黄疸的治疗成本，控制了医药费用的增长；通过推

拿干预，能较好得纠正或缓解服用茵栀黄等退黄药产生的腹泻等副作用。 

小儿推拿疗法对婴幼儿斜颈、小儿遗尿等病症，更是充分发挥了独特的优势，成为首选治疗方法。 

随着全院中医知识的普及学习，小儿推拿的推广应用与西医人员对中医认识的提高、对疗效的认可

相辅相成，中医、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会逐渐成为儿科的特色。 

结论 小儿推拿疗法疗效显著，优势独特。值得大力推广，扩大临床应用。小儿推拿学科建设需要

我们不懈的努力，才会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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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5 

皖南康复医院康复治疗师管理模式探讨 

 
张致亮 

芜湖第五人民医院 241002 

 

目的 讨论康复治疗师管理的方式，专科康复医院庞大的康复治疗师队伍如何管理，成为康复医院

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方法 自述本院治疗师管理的模式，康复治疗部也设立了亚专科治疗组，其中包括 PT 科、OT 科、

言语吞咽治疗科、认知功能治疗科、儿童康复治疗科、理疗科、中医传统治疗科、假肢矫形器制作

科、水疗科，均有专人负责 

结果 管理中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结论 建议学会出版康复治疗师管理意见 

 

 

PU-576 

甲强龙冲击疗法联合眶周注射曲安奈德治疗中重度 Graves 眼病

患者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陈青青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目的 探讨甲强龙冲击疗法联合眶周注射曲安奈德治疗中重度 Graves 眼病患者的护理方法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院 32 例( 50 只眼 )中重度 Graves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

用甲强龙 500mg+生理盐水 500ml 静脉滴注，1 次/日，连续 3 次后联合曲安奈德 20mg 眶周注射，

1 次/3 周，连续注射 4 次，实施各项护理措施，随访 1-3 月。 

结果 32 例患者治疗后眼部症状等均得到明显改善。 

结论 甲强龙冲击疗法联合曲安奈德眶周注射治疗 Graves 眼病，配合精心的护理，疗效好且不良

反应少 

 

 

PU-577 

浙江康复医疗中心的历史、现状和建设经验 

 
邱纪方,高宏,王飞,徐聪琴,姜丽萍 

浙江康复医疗中心（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院区） 310053 

 

目的 作者将参与康复中心（医院）建设的经验与康复界同行分享 

方法 通过对浙江康复医疗中心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中心现状进行描述，结合国内外康复机构的

考察，以及参与浙江康复医疗中心老院区的建设，新院区的筹备与建设，积累了一些经验，并与中

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康复医院与首都医科大学、上海阳光康复中心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合作

方式进行比较 

结果 作者从中心职责、合作机制、决策机构、管理班子、与合作医院的关系、人员队伍组成、职

能科室设置、业务科室设置、学科建设、日常运行等十三个方面的经验做了分享 

结论 浙江省残联与浙江中医药大学的战略合作关系，尤其具体落实到两个实体浙江康复医疗中心

与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合作与国内几个大型康复中心（医院）的合作方式都不尽一样，

要敢于直面问题、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为康复中心顺利建设、

发展打好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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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8 

推动体医结合——体育对接健康中国的路径研究 

 
金晨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 100061 

 

目的 文章根据目前我国开展全民科学健身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了通过政府行为整合

现有人力资源，完善体育与医学结合类学科的教育体系，加强体育与医疗部门之间的合作，建立健

全体育医疗机构的设立制度，制定相关人员执业资格评价序列，加快落实竞技体育科研成果的转化

等解决措施，为―体育与健康中国的更好对接‖提供参考。 

 

 

PU-579 

运动治疗借助三维动态椭圆运动治疗肩周炎效果观察 

 
黄顺当

1
,阮家灿

2
,李承莉

3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2.贵州省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3.贵州省电力医院 

 

目的 观察并研究运动治疗借助 Elispheric@三维动态椭圆运动平台治疗肩周炎效果观察。 

方法 将 50 例肩周炎患者按随机化原则分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治疗组以运动治疗借助

Elispheric@三维动态椭圆运动平台治疗为主，对照组以运动治疗结合肌肉能量技术（MET）为

主。连续治疗 6 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根据疗效评价标准评定两组之间的疗效。 

结果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后，两组差异有明显性（p<0.05）。 

结论 运动治疗借助 Elispheric@三维动态椭圆运动治疗肩周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值得推广应

用。 

 

 

PU-580 

脑功能康复仪（脑康仪）对脑循环和脑功能的影响 

 
焦明德

1
,徐丹枫

1
,李兰英

1
,于波

1
,孙作东

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哈尔滨奥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目的 临床观察脑功能康复仪（脑康仪）对脑循环和脑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脑血管病患者 180 例，分为脑梗塞组、脑动脉硬化症组、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组，每组各

60 例，按来诊的先后次序分为药物治疗组和仪器治疗组，各 30 例。药物治疗组按各病种的治疗常

规投药，仪器治疗组应用脑康仪，连续治疗 30 天。选用反映脑血流动力学变化的经颅多普勒超声

（TCD）和反映脑功能变化的脑电地形图（BEAM）作为观测指标。 

结果 在脑梗塞患者中实验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而且 TCD 和 BEAM 在两组间均

呈现显著的差异性（P﹤0.05 或﹤0.01）；在脑动脉硬化症患者中实验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P﹤

0.05），而且 TCD 和 BEAM 在两组间均呈现显著的差异性（P﹤0.01）或﹤0.05）；在椎-基底动

脉供血不足患者中，实验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而且 TCD、BEAM 在两组间亦呈

现报为显著的差异性（P﹤0.01）。 

结论 应用脑康仪可明显改善脑血流动力学状态，增加脑血流量，强化脑的功能活动，消除脑部病

灶周围的组织水肿和肿胀，缓解脑血管痉挛，改善脑组织的血液供给和缺氧状态，提高脑组织的新

陈代谢，促进病灶同侧或对侧的侧支循环形成，激活处于抑制状态的脑细胞，增强大脑的综合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474 

 

能力和记忆功能。可用于治疗脑梗塞、脑动脉硬化症、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以及由于强化记忆所

致脑功能减退。 

 

 

PU-581 

平衡仪在脑瘫儿童康复的应用 

 
李玉娟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观察平衡仪训练对脑瘫儿童平衡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2017 年度康复科就诊的脑瘫儿童（包括住院及门诊）病例 30 例，该 30 例脑瘫

患儿年龄在 3 岁至 13 岁范围，均可独自站立 30 分钟以上时间，智力水平等同或高于正常儿童 3

岁智力水平。配合其他康复治疗手段（运动疗法，针灸，推拿等），每日进行平衡仪训练一次，每

次训练时间为 30 分钟。训练内容包括―平衡分色‖、―矩形游戏‖、―赛车游戏‖、―轨迹游戏‖、―躲避球‖

等平衡训练项目，锻炼患儿立位左右、前后及综合平衡稳定性及身体在各个方向的活动范围。训练

持续 1 个月，训练前后分别进行平衡训练评估系统测试并打印测试报告进行对比。 

附：平衡仪功能简介如下 

     一.性能简介： 

    二.临床意义：  

0. 通过刺激大脑和神经系统，提高平衡能力、稳定性、协调性及人体姿势。  

0. 提高整体运动灵敏度、反应时间和运动控制能力。  

0. 3D虚拟游戏互动平台，提高参与的积极性与训练乐趣。  

0. 动态训练模式降低关节重复性运动的受压程度。  

0. 提供不稳定的虚拟环境，诱发平衡能力极限  

0. 增强肌力、运动控制、关节稳定性。  

0. 全身肌群参与，增强卡路里的消耗。  

0. 三.人体平衡能力测试指标分析：  

 

结果 平衡训练评估系统平衡测试报告两次数据对比显示，训练一个月之后 30 例病例的各项数据均

有所改变（包络面积、x 方向偏移、y 方向偏移、动摇偏倚等各项测试数值均有一定程度变小） 

结论 平衡仪训练在脑瘫儿童稳定性中起到重要作用，能有效提高脑瘫儿童的平衡稳定性。 

 

 

PU-582 

可微调自制气管套管封堵器的应用 

 
曾林芳,倪朝民, 陈进,吴鸣 

安徽省立医院 230031 

 

目的 该实验主要旨在研究该实用新型装置在气管切开患者脱机后，但因咳嗽咳无力不能堵管的患

者中对咳嗽咳痰、言语交流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气管切开后脱机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用自制塞子和可微调自制封堵器进行堵管，

通过封堵的时长、咳嗽能力提高的级数、发声时长，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自制可调封堵器平均堵管时长较一般塞子时间长，可微调堵管堵管时间为 40 分钟，一般塞子

为 3 分钟。咳嗽能力较一般塞子无明显差异，都提高 2 级；一般塞子发声时长为 3 秒，而可微调自

制气管套管堵管时长为 10 秒，发声时长较长，交流能力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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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可微调自制气管套管封堵器较一般堵管方法更让患者耐受，也可提高患者咳嗽能力，但较一

般堵管方法无差异，该可微调自制封堵器较一般堵管器能提高交流能力。 

 

 

PU-583 

可微调自制气管套管封堵器的应用 

 
曾林芳,倪朝民,吴鸣,陈进 

安徽省立医院 230031 

 

目的 该实验主要旨在研究该实用新型装置在气管切开患者脱机后，但因咳嗽咳无力不能堵管的患

者中对咳嗽咳痰、言语交流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气管切开后脱机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用自制塞子和可微调自制封堵器进行堵管，

通过封堵的时长、咳嗽能力提高的级数、发声时长，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自制可调封堵器平均堵管时长较一般塞子时间长，可微调堵管堵管时间为 40 分钟，一般塞子

为 3 分钟。咳嗽能力较一般塞子无明显差异，都提高 2 级；一般塞子发声时长为 3 秒，而可微调自

制气管套管堵管时长为 10 秒，发声时长较长，交流能力明显提高. 

结论 可微调自制气管套管封堵器较一般堵管方法更让患者耐受，也可提高患者咳嗽能力，但较一

般堵管方法无差异，该可微调自制封堵器较一般堵管器能提高交流能力。 

 

 

PU-584 

足底压力动态检测对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的评估与临床应用 

 
陆沈吉

1
,王典

2
,蔡斌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目的 利用多时空分辨率足底压力动态检测针对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进行临床评估。 

方法 收集慢性踝关节不稳患者 20 例，正常对照组 23 例，其中机械性不稳患者 13 例，功能性不

稳患者 7 例，分别进行多时空分辨率足底压力动态检测，检测内容为 COP 指标：包络面积、COP

动摇轨迹长、M/L 向动摇轨迹长、A/P 向动摇轨迹长、M/L 向动摇范围、A/P 向动摇范围、单位面

积轨迹长。测试者双足站立 30s，单足站立 15s。 

结果 1. CAI 患者双足睁眼站立时，七个 COP 指标与正常人均差异显著；单足站立时，患侧足与健

侧足在包络面积、M/L 向动摇范围、A/P 向动摇范围和单位面积轨迹长，这四项指标上均差异显

著。2. MAI 和 FAI 患者的患侧足在某些指标上差异显著，可以依据这些指标区分 MAI、FAI 和正常

人，但以单个指标则误判率较高；若以包络面积、A/P 向动摇轨迹长、A/P 向动摇范围、M/L 向动

摇轨迹长和 M/L 向动摇范围这五个指标作为联合判断，那么对于 MAI、FAI 和正常人的误判率将会

大大降低。 

结论 多时空分辨率足底压力动态检测仪简便、无创、快捷，可用于评估 CAI 患者与正常受试者，

利用多个 COP 指标的联合判断，可用于初步筛查 MAI、FAI 与正常人，误判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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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85 

脑梗偏瘫患者下肢康复机器人康复治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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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下肢康复机器人在脑梗后偏瘫康复治疗中对恢复行走功能的提升作用 

方法 对 40 名格拉斯哥评分：≥9 分、下肢 Brunnstrom 分期处于弛缓期、FIM 功能独立性分级：完

全依赖的脑梗所致的偏瘫患者，进行康复评估后随机分为 A 组 20 名，B 组 20 名。A 组在进行常规

的偏瘫肢体综合训练的同时给予下肢康复机器人训练 2 次/日。B 组每日除常规偏瘫体综合治疗外，

每日再给予 30 分钟的步态及平衡康复训练时间。分别在 3 个月、6 个月、再次进行康复治疗评

估，对比 2 组患者者的康复疗效。 

结果 A 组：8 名患者可依靠助行器行走，屈髋，屈膝部分受限足内翻畸形需穿戴踝足矫形器、存在

共同运动模式、9 名患者使用手杖行走仍遗留轻度足部内翻、3 名患者无需借助保护装置独立进行

行走。B 组：9 名患者依靠助行器行走屈髋，屈膝部分受限足内翻畸形、存在共同运动模式，其余

患者共同运动模式严重，不能借助助行器及拐杖行走。 

结论 下肢康复机器人，遵循了脑功能可塑性原理，在偏瘫康复治疗中能有效降低偏瘫下肢的后遗

功能障碍，提升步行能力，降低偏瘫患者的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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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痉挛定量评估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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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提高上肢痉挛临床评定的效度与信度。 

方法 通过建立和分析上肢痉挛的动力学模型，提出一种新的痉挛状态评定方法。采用肘关节角加

速度确定牵张反射阈值角度，利用 k-means 聚类算法对牵张反射阈值角度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

上评价上肢痉挛状态。14 例上肢痉挛参与了本试验。根据实验采集数据，分析了新方法与传统的

改良 Ashworth 量表的痉挛评估性能。 

结果 实验数据表明肘关节角加速度确定牵张反射阈值角度与改良 Ashworth 量表评分显著相关（r 

=−0.944，P＜0.01）,且新方法分组之间的差异性显著（P＜0.01）,由于传统的改良 Ashworth 量

表。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新方法和装置可以为痉挛的测量提供定量且临床实用的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