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１３７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２

ｓｉｏｌꎬ１９８７ꎬ２７(６￣７) :４２７￣４３５.

[１６] Ｊｏｒｄａｎ Ｋꎬ Ｄｕｎｎ ＫＭꎬ Ｌｅｗｉｓ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 １３] Ｆａｒｉｎａ ＤꎬＦｏｓｃｉ ＭꎬＭｅｒｌｅｔｔｉ Ｒ.Ｍｏｔｏｒ ｕｎｉｔ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ａｎｄ￣Ｍｏｒｒｉｓ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Ｍ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Ｊ]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１９８５) ꎬ２００２ꎬ９２

ｆｏｒ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Ｊ] .Ｊ Ｃｌ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ꎬ２００６ꎬ５９(１) :４５￣５２.ＤＯＩ:１０.

(７) :２３５￣２４７.

１０１６ / ｊ.ｃｌｉｎｅｐｉ２００５.０３.０１８..

[１４] Ｋｏｕｍａｎｔａｋｉｓ ＧＡꎬＷａｔｓｏｎ ＰＪꎬＯｌｄｈａｍ Ｊ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１７] Ｌａｕｒｉｄｓｅｎ ＨＨꎬＨａｒｔｖｉｇｓｅｎ ＪꎬＭａｎｎｉｃｈｅ Ｃ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ｔｒｕ￣

ｏｎｌｙ.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Ｊ ] . ＢＭＣ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 Ｄｉｓｏｒｄꎬ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Ｂｉｏｍｅｃｈ( Ｂｒｉｓ￣

２００６ꎬ７(１０) :８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１４７１￣２４７４￣７￣８２.

ｔｏｌꎬＡｖｏｎ) 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５) :４７４￣４８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ｌｉｎ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０４.

[１８]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ＭＬꎬ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ＰＨꎬＬａｔｉｍｅｒ Ｊꎬ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ｘｅｒ￣

[１５] Ｈｏｓｓｅｉｎｉｆａｒ ＭꎬＡｋｂａｒｉ ＭꎬＢｅｈｔａｓｈ Ｈ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 Ｐａｉｎꎬ２００７ꎬ１３１ ( １￣２) :３１￣３７.

１２.００６.

ｃｉｓｅꎬ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ｐｉｎ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ｉ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ｕｓ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ꎬｐａｉｎ２００６.１２.００８.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ꎬｐａｉｎꎬａｎｄ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ｎｏｎｓｐｅ￣

(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２３)

ｃｉｆｉｃ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Ｊ] .Ｊ Ｐｈｙｓ Ｔｈｅｒ Ｓｃｉꎬ２０１３ꎬ２５(１２) :１５４１￣

( 本文编辑:凌

１５４５.ＤＯＩ: １０.１５８９ / ｊｐｔｓ.２５.１５４１.

琛)

手法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治疗退变性腰椎失稳症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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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殷宝媚

目的

张英杰

唐树杰

观察手法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 ＣＳＥ) 治疗退变性腰椎失稳症的疗效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 ９０ 例退变性腰椎失稳症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ꎬ每组 ４５ 例ꎮ ２ 组患者均给予手法治疗ꎬ观察组在手法治
疗同时进行 ＣＳＥ 训练ꎮ 于治疗前、治疗 ６ 周后及 １ 年后随访时采用目测类比评分法( ＶＡＳ) 对 ２ 组患者疼痛程度进

行评估ꎻ采用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功能障碍指数( ＯＤＩ) 问卷对患者腰椎功能进行评估ꎻ于 １ 年后随访时统计 ２ 组患者复发率情
况ꎮ 结果

治疗 ６ 周后ꎬ观察组疼痛 ＶＡＳ 评分[ (２.７８±１.１１) 分] 、ＯＤＩ 评分[ ( ８.８０±３.９５) 分] 及对照组疼痛 ＶＡＳ 评

分[ (４.１０±１.３８) 分] 、ＯＤＩ 评分[ (１１.９３±４.７７) 分] 均较治疗前明显好转( Ｐ<０.０５) ꎬ且观察组疼痛 ＶＡＳ 评分、ＯＤＩ 评
分亦明显优于对照组水平( Ｐ<０.０５) ꎻ１ 年后随访时观察组疼痛 ＶＡＳ 评分[ (１.６６±０.７６) 分] 、ＯＤＩ 评分[ ( ５.１２±２.６８)

分] 及对照组疼痛 ＶＡＳ 评分[ (２.９５±１.６３) 分] 、ＯＤＩ 评分[ (８.３０±３.４５) 分]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Ｐ<０.０５) ꎬ且观察
组疼痛 ＶＡＳ 评分、ＯＤＩ 评分亦明显优于对照组水平( Ｐ<０.０５) ꎻ另外 １ 年后随访时观察组复发率( ４.４４％) 明显低于
对照组复发率(１７.７８％) ꎬ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手法干预联合 ＣＳＥ 训练治疗退变性腰椎失

稳症患者具有协同作用ꎬ可进一步提高疗效ꎬ改善患者疼痛病情及腰椎功能ꎬ降低复发率ꎬ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ꎮ
【 关键词】

退变性腰椎失稳症ꎻ

手法ꎻ

核心稳定性训练ꎻ

退变性腰椎失稳症是中老年人群一种常见疾病ꎬ欧洲国家

５０％ ~ ８０％成人有罹患下背痛经历ꎬ其中超过 ３０％ 患者与腰椎
失稳症有关 [１] ꎮ 一般认为退变性腰椎失稳症应首先采取非手

疗效
程ꎬ故手法治疗远期疗效较差ꎬ也不能明显降低复发率 [３￣４] ꎮ 近
年来核心 稳 定 肌 群 对 脊 柱 稳 定 的 重 要 性 逐 渐 引 起 重 视ꎬ 如
Ｗｉｌｋｅ 等研究认为ꎬ当椎体在中性区域发生相对运动时ꎬ约超过

术治疗ꎬ有学者经 １０ 年随访证实ꎬ非手术治疗可使 ３３％ 患者

２ / ３ 的脊柱刚度是由多裂肌活动提供的 [５] 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联

杂ꎬ临床尚无统一治疗方案ꎮ 目前手法是下背痛首选疗法之

治疗退变性腰椎失稳症患者ꎬ发现临床疗效满意ꎮ

( 特别是老年患者) 病情获得明显缓解 [２] ꎻ但腰椎失稳病因复

合采用手法及核心稳定性训练( ｃｏｒ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ꎬＣＳＥ)

一ꎬ其近期疗效满意ꎬ但其作用机理决定手法干预不能增强腰

对象与方法

背肌力和腰椎稳定性ꎬ而机体自身修复往往需要一个较长过
一、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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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期间我科收治的退变性腰

椎失稳症患者 ９０ 例ꎬ患者入选标准包括:①局限性下背痛或伴
下肢牵涉痛ꎻ②腰部酸痛无力ꎬ久坐及久站时症状加重或伴“ 不
稳交锁” 现象ꎻ③ＣＴ、ＭＲＩ 及椎管造影等检查显示腰椎间盘、小
关节退变并排除其它病变ꎻ④Ｘ 线片示椎体前缘有牵引性骨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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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隙狭窄、棘突序列异常、椎间盘非对称性塌陷等ꎻ⑤动力位

结

Ｘ 线片示椎体间相互水平位移>３ ｍｍ 或角度位移>１０°ꎻ⑥年龄
≤６５ 岁ꎻ⑦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２] ꎮ 患者剔除标
准:①椎体滑脱>Ⅰ°或伴腰椎峡部裂ꎻ②伴有骨质疏松、强直性
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肿瘤、骨结核、骨髓炎、高血压及严
重心脑血管疾病ꎻ③下背部有皮肤损伤或皮肤病而影响手法治
疗等情况ꎮ 根据患者首诊次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ꎬ每组 ４５ 例ꎮ 观察组共有男 ２２ 例ꎬ女 ２３ 例ꎻ年龄

果

治疗前 ２ 组患者疼痛 ＶＡＳ 评分、ＯＤＩ 评分组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经 ６ 周治疗后及随访 １ 年时发现 ２ 组患者
疼痛 ＶＡＳ 评分、ＯＤＩ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均Ｐ< ０.０５) ꎬ并
且上述时间点均以观察组患者疼痛 ＶＡＳ 评分、ＯＤＩ 评分的改善
幅度较显著ꎬ与对照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具
体数据详见表 １ꎮ １ 年后随访时发现观察组复发 ２ 例ꎬ复发率为

(４８.４±３.８) 岁ꎻ病程( ３.５± １.５) 年ꎮ 对照组共有男 ２４ 例ꎬ女 ２１

４.４４％ꎻ对照组复发 ８ 例ꎬ复发率为 １７.７８％ꎬ经统计学比较发现

情况经统计学比较ꎬ发现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

０.０５) ꎮ

例ꎻ年龄(４７.９± ４.２) 岁ꎻ病程( ３.６± １.４) 年ꎮ 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
具有可比性ꎮ

二、治疗方法

２ 组患者均给予手法治疗ꎬ具体操作要点包括:患者保持俯

观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ꎬ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表１

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疼痛 ＶＡＳ 评分及 ＯＤＩ 评分比较
( 分ꎬｘ－ ±ｓ)

组别

例数

下肢后外侧施治 ３ ~ ５ ｍｉｎꎬ然后双手叠掌ꎬ由上而下按压患者脊

观察组

４５

点按弹拨手法作用腰阳关、肾俞、大肠俞、环跳等穴ꎬ并以颤压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４５

卧位ꎬ术者先用滚、按、揉法在其脊柱两侧膀胱经、臀部及患侧
柱至骶尾部ꎬ重复操作 ２ ~ ３ 遍ꎻ接着术者再以一指禅推法结合
法在腰部痛点处施治 １ ｍｉｎꎻ最后施以腰部双侧斜扳法并行腰部

按揉、拍击法 ３ ~ ５ ｍｉｎꎮ 上述手法治疗每日 １ 次ꎬ连续治疗６ 周ꎮ
观察组患者在手法治疗同时辅以 ＣＳＥ 训练ꎬ具体训练内

容包括:①双桥运动ꎬ患者取仰卧位ꎬ双上肢置于身体两侧ꎬ双
足跟置于瑞士球上ꎬ抬起骨盆部ꎬ使球体保持平衡并且患者身
体呈一直线ꎬ保持 ３０ ｓ 后恢复起始姿势ꎮ ②单桥运动ꎬ患者在
双桥运动基础上将一侧下肢缓慢直腿抬高ꎬ保持 １５ ｓ 后恢复
起始姿势ꎬ换另一侧下肢重复相同动作ꎮ ③屈膝双桥运动ꎬ患
者在双桥运动基础上用双足跟将瑞士球拖向臀部ꎬ逐渐屈膝

使膝关节、骨盆及肩部呈一直线ꎬ保持 １５ ｓ 后恢复起始姿势ꎮ
④反桥运动ꎬ患 者 仰 卧 于 球 体 上ꎬ双 足 平 置 于 地 面 并 与 肩 同
宽ꎬ屈膝 ９０°ꎬ维持 １ ｍｉｎꎮ ⑤屈髋反桥运动ꎬ患者在反桥运动
基础上屈曲一侧髋关节至 ９０°ꎬ维持 １０ ｓ 后恢复起始姿势ꎬ换
另一侧下肢重复同样动作ꎮ ⑥单腿伸直反桥运动ꎬ在反桥运
动基础上伸直一侧下肢ꎬ维持 １０ ｓ 后恢复起始姿势ꎬ换另一侧
下肢重复同样动作 [ ３] ꎮ 以上动作训练 １０ 次为 １ 组ꎬ每天训练

１ 次ꎬ每次 １ 组ꎬ共训练 ６ 周ꎮ 患者训练时应遵循先易后难、安
全及保持脊柱中立位原则ꎻ疗程结束后嘱患者每周自行训练

１ ~ ２ 次ꎮ

于治疗前、治疗 ６ 周后及 １ 年后随访时对 ２ 组患者进行疗

效评定ꎬ采用目测类比评分法(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ꎬＶＡＳ) 对患
者疼痛程度进行评估 [６] ꎬ０ 分表示无疼痛ꎬ１０ 分表示难以忍受
的剧烈疼痛ꎻ采用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功能障碍指数(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ｘꎬＯＤＩ) 问卷 [７] 对患者腰椎功能进行评定ꎬ满分为 ４５ 分ꎬ０ 分
为正常ꎬ４５ 分表示功能障碍严重ꎮ 于治疗 １ 年后统计 ２ 组患者
复发情况ꎻ复发诊断标准:腰痛治疗后有≥３０ ｄ 的无痛期ꎬ再次
四、统计学分析

对照组
０.０５

４５

６.３８±１.５４
治疗前
３４.４９±８.７３
３５.７６±８.８９

疼痛 ＶＡＳ 评分
治疗 ６ 周后
２.７８±１.１１ ａｂ
４.１０±１.３８ ａ
腰椎 ＯＤＩ 评分
治疗 ６ 周后
８.８０±３.９５ ａｂ
１１.９３±４.７７ ａ

治疗 １ 年后
１.６６±０.７６ ａｂ
２.９５±１.６３ ａ

治疗 １ 年后
５.１２±２.６８ ａｂ
８.３０±３.４５ ａ

注:与治疗前组内比较ꎬ ａ Ｐ< ０.０５ꎻ与 对照组相同时间点比较ꎬ ｂ Ｐ<

讨

论

腰椎失稳概念最早由 Ｈａｒｒｉｓ [９] 提出ꎬ但临床上对其定义分

歧较大ꎮ Ｐａｎｊａｂｉ [１０] 通过实验研究证实ꎬ在整个脊柱运动范围中
存在一个中性区域ꎬ在该区域内脊柱活动阻力较小ꎬ椎体间容
易发生位移ꎬ而在此区域外脊柱活动时阻力明显增大ꎬ椎体间
不易发生位移ꎬ所以与脊柱运动范围扩大比较ꎬ中性区域扩大
是腰椎失稳更敏感的指征ꎮ 据此 Ｐａｎｊａｂｉ [１０] 将腰椎失稳定义修
正为:在生理载荷下ꎬ脊柱稳定系统将脊柱运动中性区域保持
在生理范围内的能力减退ꎬ因而出现脊柱畸形、神经症状及难
以忍受的疼痛等ꎮ 这一观点被大多数临床医生接受并用于指
导临床治疗ꎮ
相关研究指出ꎬ脊柱稳定系统包括被动亚系( 如椎体、椎间

盘、脊柱韧带、关节突关节和关节囊) 、主动亚系( 如核心运动肌
群、核心稳定肌群) 与神经控制亚系ꎻ这 ３ 个亚系相互关联ꎬ其

三、临床疗效评定标准

出现腰痛ꎬ并且疼痛 ＶＡＳ 评分≥２ 分ꎬ持续时间≥２４ ｈ

４５

对照组

治疗前
６.４１±１.５６

[８]

ꎮ

本研究所得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版统计

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ꎬ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中 １ 个亚系功能减退可通过另外 ２ 个亚系功能增强来代偿ꎬ从
而维持脊柱稳定 [１１] ꎮ 从脊柱退变性疾病的自然病史分析ꎬ脊柱
经历了一个由稳定、退变失稳、椎间骨赘形成和椎间关节纤维
化进而重新获得稳定性的动态过程ꎮ 然而ꎬ临床上许多患者脊
柱有骨赘和纤维化影像学特征ꎬ但仍有疼痛、畸形和神经症状
等腰椎失稳表现ꎮ 这是因为将脊柱中性区域稳定在生理范围
内主要由主动亚系和神经控制亚系完成ꎬ而被动亚系在中性区
域内的稳定作用较弱 [１２] ꎻ腰椎椎间骨赘形成和椎间关节纤维化
只是将增大的腰椎活动范围缩小到生理范围ꎬ并不能将增大的
腰椎中性区域也缩小到生理范围ꎬ所谓再稳定只是腰椎活动范
围的再稳定ꎬ而不是腰椎中性区域的再稳定ꎮ 因此非手术治疗
退变性腰椎失稳症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改善核心肌群与神经
控制亚系功能ꎬ将腰椎中性区域稳定在生理范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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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可疏通经络、缓急止痛ꎬ通过影响微循环的全身( 如交
感神经及血管活性物质参与) 和节段性调节机制( 如反馈调节、
微血管本身的特殊调节) 来改善病痛区域缺血、缺氧状态ꎻ斜扳
手法还能调整腰椎力学结构ꎬ纠正小关节半脱位

 １３９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２

[１３]

ꎻ另外手法

[５] 高莹ꎬ侯振海ꎬ杨锆ꎬ等.腰部多裂肌与腰椎稳定性的关系[ Ｊ] .中华
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３４( ４) :３１４￣３１６.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２.０４.０２５.

[６] 李丽ꎬ王传英ꎬ李庆波ꎬ等.悬吊运动技术联合蜡疗治疗慢性下背痛

对提高患者满意度、满足患者心理需求也具有积极作用ꎮ 本研

的疗效观察 [ Ｊ] . 中 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３２ ( １０) :７７５￣

均较治疗前明显好转ꎮ 但是手法属于被动物理治疗范畴ꎬ长期

[７] 郑光新ꎬ赵晓鸥ꎬ刘广林ꎬ等.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功能障碍指数评定腰痛患者

究对照组患者经 ６ 周手法治疗后ꎬ其疼痛 ＶＡＳ 评分、ＯＤＩ 评分
使用患者易产生医学依赖而可能加重疼痛ꎬ所以应根据患者病
情有选择性应用ꎬ一旦疼痛减轻应及时调整治疗策略 [１４] ꎮ

肌力训练、易化核心肌群是保护和恢复脊柱与肌群力学平

衡ꎬ并促其完成运动的有效方法 [１５] ꎮ 传统肌力训练侧重于腰背
肌力和耐力训练ꎬ但下背痛主要是由于核心肌群运动控制出现
异常ꎬ而非单纯的肌力及耐力减弱ꎬ所以传统肌力训练治疗腰

７７６.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０.１０.０１５.

的可信性[ Ｊ]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ꎬ２００２ꎬ１２(１) :１３￣１５.

[８] Ｓｔａｎｔｏｎ ＴＲꎬＬａｔｉｍｅｒ ＪꎬＭａｈｅｒ ＣＧꎬｅｔ ａｌ.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ｅｌｐｈｉ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 Ｊ] . Ｅｕｒ Ｓｐｉｎｅ Ｊꎬ

２０１１ꎬ２０(５) :７４４￣７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５８６￣０１０￣１６７１￣８.

[８] Ｈａｒｒｉｓ ＲＩꎬ Ｍａｃｎａｂ 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ｄｉｓｃｓꎻ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ａｔｉｃａ[ Ｊ] .Ｊ Ｂｏｎ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ｕｒｇ Ｂｒꎬ１９５４ꎬ３６￣Ｂ (２) :３０４￣３２２.

ꎮ ＣＳＥ 训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

[９] Ｐａｎｊａｂｉ ＭＭ.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ｅ.Ｐａｒｔ １ ａｎｄ Ｐａｒｔ ２[ Ｊ] .

进行强化干预ꎮ 本研究观察组患者借助瑞士球进行 ＣＳＥ 训练ꎬ

[ １０] Ｐａｎｊａｂｉ ＭＭ.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Ｊ] .Ｊ Ｅｌｅｃｔｒｏ￣

支撑面上保持平衡势必激活、募集更多躯干深层核心肌群参与

[１１] Ｓｈａｒｍａ ＭꎬＬａｎｇｒａｎａ ＮＡꎬ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Ｊ.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ｅｔｓ ｉｎ

椎失稳患者疗效有待提高

[１６]

肌力训练ꎬ它能针对患者稳定性、抗干扰性、协调性等诸多方面
通过不稳定支撑面创造了一个动态训练环境ꎬ患者要在狭小的
运动ꎬ通过神经控制亚系的不断调整ꎬ以保持身体重心及姿势
平衡、稳定ꎻ此时核心肌群负荷增大ꎬ核心肌力量增强 [１７] ꎬ从而

Ｊ Ｓｐｉｎ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ꎬ１９９２ꎬ５(４) :３８３￣３９７.

ｍｙｏｇｒ Ｋｉｎｅｓｉｏ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３ ( ４ ) : ３７１￣３７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Ｓ１０５０￣６４１１
(０３)０００４４￣０.

ｌｕｍｂａｒ ｓｐｉ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 Ｓｐｉｎｅꎬ １９９５ꎬ ２０ ( ８ ) : ８８７￣９０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００００７６３２￣１９９５０４ １５０￣００００３.

促使腰椎中性区域重新恢复到生理范围内ꎮ 目前 ＣＳＥ 训练已

[１２] 张英杰ꎬ刘元梅.手法治疗退变性腰椎不稳症 ７２ 例[ Ｊ] . 广西中医

稳定性ꎬ缓解腰部肌肉疼痛ꎬ并改善腰椎功能 [１８￣１９] ꎮ 本研究结

[１３] 王斌ꎬ吴建贤ꎬ王静.主动运动与推拿治疗非特异性下腰痛:临床随

区域内脊柱运动节段的载荷￣位移曲线是非线性的ꎻＰａｎｊａｂｉ 对

[１４] 南海鸥ꎬ王燕.核心肌力训练在康复医学中的意义[ Ｊ] .内蒙古医学

广泛应用于脊柱失稳症患者的临床治疗ꎬ可明显增强患者脊柱
果与相关文献报道内容基本一致ꎮ Ｐａｎｊａｂｉ [１０] 研究证明ꎬ在中性
腰椎失稳的修正定义也表明ꎬ应重视脊柱运动质量以及脊柱稳
定系统的作用ꎬ不应仅依据脊柱运动范围增大来诊断腰椎失
稳 [１０] 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结果表明ꎬ手法联合 ＣＳＥ 训练治疗退变

性腰椎失稳患者具有协同作用ꎬ能显著改善患者疼痛病情及腰
椎功能ꎬ降低复发率ꎬ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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