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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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乳腺癌术后肩关节功能障碍康复的研究进展
阮祥梅

贾杰

乳腺癌多主张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ꎮ 乳腺癌手术多采
用根治术和改良根治术ꎬ根治术切除了整个乳房、胸大肌、胸小
肌及腋窝 Ｉ、ＩＩ、ＩＩＩ 组淋巴结ꎬ扩大根治术切除范围更广ꎬ需同时
切除胸廓内动、静脉及胸骨旁淋巴结ꎮ 目前术式多采用改良根
治术ꎬ有 ２ 种:①保留胸大肌ꎬ切除胸小肌ꎬ淋巴结清扫范围与
根治术相似ꎻ②保留胸大小肌ꎬ腋上组淋巴结不清除ꎮ 对于癌
症分期为 Ｉ、ＩＩ 期的患者可采用保乳手术ꎬ切除肿瘤及肿瘤周围

侧端过高ꎬ后期切口疤痕产生的牵拉作用会限制肩关节的活
动 [１０] ꎮ 有研究者对手术中保留胸肌神经和肋间臂神经对上肢

功能的影响展开了研究ꎬ何建智等 [１１] 进行随机临床对照研究ꎬ
观察组术中予以保留胸肌神经和肋间臂神经ꎬ对照组不予保护
胸肌神经和肋间臂神经ꎬ术后观察组上臂感觉障碍、运动障碍
及胸大肌萎缩程度明显轻于对照组ꎮ 此外ꎬ较多研究一致认为
术中不予保护胸肌神经和肋间臂神经会造成胸大肌萎缩ꎬ肩关

组织ꎬ术后辅助放疗ꎮ 目前比较热门的是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

节周围肌力下降ꎬ患者肢体的疼痛及感觉异常ꎬ而患侧疼痛会

可避免腋淋巴结清扫术(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 ｄｉｓｓｅｅｔｉｏｎꎬＡＬＮＤ) ꎬ

肌神经及肋间臂神经的患者ꎬ术后胸肌萎缩发生率为 ２０.８３％ꎬ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ｓ ｂｉｏｐｓｙꎬＳＬＮＢ) 技术ꎬ对于 ＳＬＮＢ 阴性患者ꎬ
以降低淋巴水肿的发生ꎮ 临床上ꎬ乳腺癌根治术后及改良根治
术切除胸大肌、胸小肌的患者ꎬ由于缺失胸大肌、胸小肌及部分
胸部神经ꎬ患者常出现肩关节活动障碍、疼痛、感觉异常ꎬ严重
影响独立生活的能力ꎮ 对于乳腺癌术后患者来说ꎬ术后上肢运
动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肩关节功能障碍以及上肢的肌力下降ꎮ
本文主要就肩关节功能障碍进行综述ꎬ包括临床表现、发生障

进一步限制患者肩关节活动 [１０￣１３] ꎮ 有研究报道ꎬ术中保护了胸
而未保护组术后胸肌萎缩发生率为 ４０.９１％ [１４] ꎮ 手术清扫淋巴

结也与肩关节运动障碍有关ꎬ鲁斌等 [１５] 将患者随机分成 ＳＬＮＢ
和 ＡＬＮＤ 组ꎬ术后 １ 周、２ 周、４ 周进行评定ꎬ结果发现 ＳＬＮＢ 组
肩关节功能障碍较 ＡＬＮＤ 组低ꎮ
二、放疗及淋巴水肿

国内外文献均已证实ꎬ放疗为淋巴水肿确切的危险因素ꎬ
也是导致肩关节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ꎬ放疗后肩关节功能障碍

碍的机制、影响因素、预防措施及目前的相关康复治疗等ꎮ

的发生率为 ６５. ２％ [１６￣１８] ꎮ 有文献指出未行放疗而出现淋巴水

发生率及临床表现

肿的患者ꎬ若臂围超过健侧 ２ ｃｍꎬ肩关节可出现 ２０°以上的外展

自我感觉术侧上肢功能较术前降低的乳腺癌术后患者约

受限ꎮ 淋巴水肿导致患者肢体沉重ꎬ患者活动减少ꎬ加重肩关

ꎮ 有文献报道ꎬ肩关节功能占上肢功能的 ６０％

形成恶性循环 [６ꎬ１９￣２２] ꎮ 有研究认为ꎬ放疗可引起腋窝的纤维化、

为 ２％ ~ ５１％ꎬ通过客观检查评估有 ４８％的患者有一侧肩关节活

节活动受限ꎬ肩关节活动受限又加重了淋巴水肿的程度ꎬ两者

此肩关节功能丧失会给患者带来诸多生活不便ꎮ 肩关节功能

组织瘢痕形成ꎬ淋巴结清扫后受损的淋巴系统代偿功能还未成

动受限

[１￣３]

[４]

ꎬ因

障碍主要临床表现为:①肩部疼痛ꎬ常伴有麻木ꎬ严重者影响睡
眠ꎻ②肩关节前上抬、外展、内旋、外旋方向活动度不同程度受
限ꎬ胸大小肌切除患者上举、外展、内旋活动度受限ꎬ可伴肌力
下降ꎻ③日常生活能力下降ꎬ表现为梳头、扎头发、穿内衣等动
作困难ꎬ且运动后容易疲劳ꎻ④心理问题ꎬ患者常因肩部疼痛、
活动受限而感到焦虑、失眠、担心肿瘤复发ꎬ产生巨大心理压
力 [５￣８] ꎮ

熟ꎬ若过早进行放疗ꎬ易诱发淋巴水肿的发生ꎬ进而加重肩关节
的功能障碍 [１６ꎬ２２￣２３] ꎮ 放疗还可引起放射性臂丛神经损伤、皮肤
坏死等ꎬ严重者出现臂丛神经的坏死ꎬ导致上肢疼痛、感觉异
常、肌肉萎缩、肌力下降及关节主动活动能力下降 [２４￣２６] ꎮ
三、术后并发症

乳腺癌术后常见并发症有血肿、皮下积液、皮瓣坏死、伤口
愈合不良、疤痕挛缩等ꎮ 患者出现血肿、 皮下积液、 皮瓣坏死
后ꎬ胸部引流及上胸部包扎时间延长ꎬ影响术后进行早期功能

影响因素
一、手术
乳腺根治术及扩大根治术现已不常用ꎬ但临床上还是会遇
到一些老年患者采用该两种术式ꎬ患者会遗留肩部外展、上举

活动受限等障碍 [９] ꎮ 手术切口的选择会影响到肩关节活动度ꎬ
纵切口 Ｍｅｇｅｒ 术式切口向上延伸至上臂ꎬ横切口 Ｓｔｅｗａｒｔ 切口外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９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重要薄弱学科建设“ 上海市康复医
学学科建设及区域人才培养” 项目(２０１５ＺＢ０４０)
作者单位ꎻ２０００４０ 上海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 阮祥

梅、贾杰) ꎻ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 贾杰)
通信作者:贾杰ꎬ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ｎｎｏｎｊｊ＠ １２６.ｃｏｍ

锻炼ꎬ耽误功能锻炼的最佳时期ꎬ引起肩关节的功能障碍ꎮ 伤
口愈合不良的患者ꎬ功能锻炼更晚ꎬ不利于术后功能恢复ꎮ 疤
痕挛缩牵拉皮肤肌肉ꎬ使得肩关节不能活动到正常范围ꎬ限制
了关节的主被动活动 [２７￣２８] ꎮ

四、术后缺少功能锻炼与疼痛
乳腺癌术后早期进行术侧上肢功能锻炼非常重要ꎮ 综合

分析国内外文献ꎬ均认为术后 ２４ ｈ 内应开始进行手指及腕部功
能锻炼ꎬ术后 ６ 个月为有效的恢复时期ꎬ术后 ３ 个月为最佳恢复
时期 [２９] ꎮ 若患者手术 ６ 个月还未进行必要的功能锻炼ꎬ则肩关
节活动恢复较为困难ꎮ 患者术后缺少功能锻炼与疼痛密切相
关ꎬ很多患者因为疼痛、害怕影响伤口愈合而不愿自主运动ꎮ
疼痛与肩关节功能障碍相互影响ꎬ疼痛导致患者主动活动意愿
降低ꎬ加重肩关节术后组织粘连ꎻ而肩关节组织的粘连造成肩
关节的进一步疼痛 [２１￣３０] ꎮ 手术不予保留肋间臂神经、放疗的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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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神经损伤会造成躯体疼痛ꎬ而术后并发症会直接影响功能锻
炼的开始时间ꎬ因此患者癌症的治疗中应注意每个细节ꎬ这对
患者日后生活质量的提升会起到积极作用ꎮ 而对于长期神经
性疼痛患者可予药物治疗ꎬ同时进行功能锻炼ꎮ
预防措施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心理状态 [４８] ꎮ 尤其是肩关节疼痛及

运动障碍ꎬ文献报道肩关节疼痛及运动障碍是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的主要原因 [２３ꎬ４９￣５１] ꎮ 就乳腺癌术后运动功能障碍的预防来

说ꎬ手术需选择合适的切口ꎬ尽量保留胸肌神经和肋间臂神经ꎬ
无淋巴结转移常规行 ＳＬＮＢ 代替 ＡＬＮＤꎬ术后及时正确指导患
者进行功能训练ꎬ防止肩关节活动障碍ꎮ 如果患者出现淋巴水

乳腺癌术后应尽早进行功能锻炼ꎬ这对患者术后肩关节功
能的恢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ꎮ 国内外诸多临床对照研究ꎬ对术
后进行功能锻炼患者与未进行功能锻炼者的肩关节活动度与
肌力进行了比较ꎬ结果均表明乳腺癌术后早期进行功能锻炼患
者的运动耐力、肢体功能恢复均明显优于未早期进行功能锻炼

肿、疼痛等症状ꎬ应尽早介入康复治疗ꎬ帮助患者最大限度恢复
到术前功能水平ꎮ

有研究者用肌电图记录乳房切除术后 ６ 个月患者双侧肩

部肌肉的电活动ꎬ尽管术后 ６ 个月患者可举臂过头ꎬ无关节活
动受限ꎬ但通过肩部肌电图及肌肉力学分析发现ꎬ患者患侧肩

的患者 [２ꎬ９ꎬ３１￣３５] ꎮ 文献中ꎬ术后锻炼一般从术后当日开始ꎮ 术后

胛骨运动模式不同于正常同年龄女性ꎬ同时双侧上斜方肌、前

后伸、小范围前屈ꎬ开始练习梳头动作ꎻ术后 ４ ~ ７ ｄ 开始增加患

发现乳房切除后患者肩胛骨的运动是异常的ꎬ并认为双侧模式

１ ｄ 进行伸指、握拳、曲腕动作ꎻ术后 １ ~ ３ ｄ 进行曲肘、手臂前举、

锯肌、菱形肌、胸大肌和胸小肌肌肉活动不协调 [５２] ꎮ 有研究亦

肢的抬高范围、指导患者利用患侧手洗脸、刷牙、利用健手辅助

均受影响ꎬ上斜方肌、前锯肌、菱形肌、胸大肌运动不协调ꎬ并有

外旋动作ꎻ术后 １２ ｄꎬ患者皮瓣愈合良好开始进行全范围的肩关

关注乳腺癌术后肩关节活动度是否受限ꎬ分析乳腺切除术后肌

患手摸对侧肩膀、耳朵ꎻ术后 ７ ｄꎬ训练举臂过头、爬墙、肩关节内

可能造成肩袖撞击ꎬ引起长期疼痛 [５３￣５５] ꎮ 目前ꎬ国内学者大多

节混动训练ꎮ 每日 ３ ~ ５ 次ꎬ每次 ３ ~ ５ ｍｉｎ

肉力学改变的很少ꎮ 外文文献关于如何协调术后上斜方肌、前

[３６￣３７]

ꎮ

康复治疗
前文已提及对于错过术后最佳康复时机的患者ꎬ肩关节功

锯肌、菱形肌、胸大肌的肌肉运动ꎬ改善肩胛骨异常运动的报道
亦较少ꎮ 为进一步改善乳腺癌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ꎬ日后可深
入分析术后肩关节肌肉力学的相关变化ꎮ

能障碍的恢复较困难ꎮ 乳腺癌术后早期进行康复功能锻炼是
恢复肩关节 功 能 的 关 键 所 在ꎬ 目 前 的 康 复 措 施 有: ① 运 动 疗
法———康复训练操、太极拳、八段锦、瑜伽操ꎬ有初步表明ꎬ参与
瑜伽可以改善乳腺癌患者身体的姿势和力量ꎬ可能是由于瑜伽
可以练习并调整整体姿势和功能运动模式 [３８￣４０] ꎻ②关节松动技
术———有研究探讨了关节松动技术在乳腺癌肩关节功能障碍
患者中的作用ꎬ研究选取行乳腺癌术后肩关节活动度小于 ７０°

的功能障碍患者ꎬ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ꎬ干预组除常规运动锻
炼外增加了关节松动技术ꎬ干预 ２ 周、４ 周后ꎬ干预组患者的肩
关节活动度明显大于对照组 [３７ꎬ４１] ꎮ 其机制可能是乳腺癌患者
肩关节周围组织纤维化、粘连ꎬ关节周围肌肉萎缩ꎬ而关节松动
技术可松解粘连ꎬ缓解疼痛ꎻ③传统康复治疗———孙莉等 [３６] 为
乳腺癌术后 １ ~ １５ ｄ 的患者运用艾灸治疗ꎬ取穴上肢肩井穴、肩
髎穴、肩贞穴、臂臑穴、阿是穴ꎬ同时配合早期功能锻炼ꎮ 患者
肩关节功能及握力较未行艾灸治疗患者恢复好ꎮ 陈晓洁等 [４２]
研究也表明温灸可改善乳腺癌术后的肩关节活动度ꎮ 较多研
究将针灸 技 术 运 用 于 乳 腺 癌 术 后 患 者ꎬ 均 得 到 了 较 好 地 反
馈 [４３￣４５] ꎻ④物理治疗———电针、空气波压力治疗、毫米波等ꎮ 迟
俊安等 [４６] 研究发现ꎬ治疗组及对照组均进行早期功能锻炼ꎬ治
疗组患者取穴肩髃( 患侧) 、肩贞( 患侧) 、天宗( 患侧) 、曲池( 患
侧) 、手三里( 患侧) 、合谷( 双侧) 行电针治疗ꎬ治疗结束后ꎬ电
针治疗组患者肩关节疼痛缓解及关节活动范围的改善均优于
非电针治疗组ꎮ 禇彦青等

[４７]

研究发现ꎬ术后空气波压力治疗联

合康复训练能一步改善术后上肢功能ꎬ其原因可能是改善了肢
体肿胀ꎬ从而进一步改善了肩关节活动度ꎮ
总结及展望
乳腺癌术后上肢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较高ꎬ 如上肢淋巴水
肿、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疼痛综合征等ꎬ每一种功能障碍均可严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ｕｇｄｅｎ ＥＭꎬ Ｒｅｚｖａｎｉ Ｍꎬ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ＪＭꎬｅｔ ａｌ.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 Ｒ Ｃｏｌｌ Ｒａ￣
ｄｉｏｌ) ꎬ １９９８ꎬ１０(３) :１７３￣１８１.

[２] Ｍｃｎｅｅｌｙ Ｍ Ｌꎬ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Ｋꎬ Ｏｓｐｉｎ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ｂ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Ｊ] . 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６ ( ６ ) : ５２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１４６５１８５８.ＣＤ００５２１１.ｐｕｂ２.

[３] 万伟ꎬ 唐艳. 乳腺癌术后上肢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 Ｊ] . 中国全科
医学ꎬ ２００５ꎬ８ ( １１) :９１８.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９５７２. ２００５. １１.

０２３.

[４] 杨亮ꎬ 王晓文ꎬ 李涌涛ꎬ 等. 前哨淋巴结活检及腋窝淋巴结清扫
术后对老年早期乳腺癌患者肩部功能的影响[ Ｊ] . 中国老年学杂
志ꎬ ２０１３ꎬ３３(２) :２８２￣２８４.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９２０２.２０１３.０２.

０１５.

[５] Ｈａｙｅｓ ＳＣꎬ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Ｋꎬ Ｓｔｏｕｔ ＮＬꎬ ｅｔ ａｌ. Ｕｐｐｅｒ￣ｂｏｄｙ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ａｒｅ [ Ｊ ] .
Ｃａｎｃｅｒ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１８(８) :２２３７￣２２４９.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 / ｃｎｃｒ.２７４６７.

[６] Ｓｍｏｏｔ Ｂꎬ Ｗｏｎｇ Ｊꎬ Ｃｏｏｐｅｒ Ｂꎬ ｅｔ ａｌ. Ｕｐｐ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ｙｍｐｈｅｄｅｍａ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Ｊ] .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ꎬ ２０１０ꎬ ４( ２) :１６７￣１７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７６４￣
０１０￣０１１８￣ｘ.

[７] Ｌｅｅ ＳＡꎬ Ｋａｎｇ ＪＹꎬ Ｋｉｍ ＹＤ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ｓｃａｐｕｌａ￣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ｈｏｕｌ￣

ｄｅ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ｂ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ｐｉｌｏｔ ｔｒｉａｌ[ Ｊ] . Ｃｌｉ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４(７) :６００￣６１３.ＤＯＩ: １０.１１７７ / ０２６９２１５５１０３６２３２４.

[８] Ｙａｎｇ ＥＪꎬ Ｐａｒｋ Ｗꎬ Ｓｅｏ ＫＳ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ｂ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ｌａｔ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 Ｊ Ｓｕｒｇ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０ꎬ１０１(１) :８４￣９１.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 / ｊｓｏ.２１４３５.

 ２３２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９] 郭红亮ꎬ 史长青ꎬ 李璐璐. 综合康复干预对乳腺癌患者根治术后
肩关节功能恢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Ｊ] .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
志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６ ( ７ ) : ５５９￣５６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４２４.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８.

[１０] 张志琼. 乳腺癌术后上肢功能障碍临床分析[ Ｊ] . 中国实用医药ꎬ
２０１２ꎬ６(２１) :７５￣７６.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５５５.２０１２.２１.０４８.

[１１] 何建智.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中保护胸肌神经和肋间臂神经疗效观
察[ Ｊ] . 河南外科学杂志ꎬ ２０１６ꎬ２２(４) :３５￣３６.

[１２] 廖纯榜ꎬ 罗海岸ꎬ 吴卫文ꎬ 等.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中保留胸前神
经和肋间臂 神 经 的 临 床 意 义 [ Ｊ] . 中 国 民 族 民 间 医 药ꎬ ２０１４ꎬ ５
(５) :４７.

[１３] 丁梅ꎬ 王增辉ꎬ 刘雅静ꎬ等. 保留胸前神经和肋间臂神经的乳腺癌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３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Ｊ] . Ｃｏｎｔｅｍｐ
Ｏｎｃｏｌ ( Ｐｏｚｎ ) 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７ ( ２ ) : １９６￣１９９. ＤＯＩ: １０. ５１１４ / ｗｏ. ２０１３.

３４６２５.

[２７] 蔡中博ꎬ 方桂珍. 乳腺癌术后肩关节功能障碍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研究[ Ｊ] . 护理与康复ꎬ ２０１５ꎬ１４( １２) :１１１３￣１１１７.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８７５.２０１５.１２.００４.

[２８] 张锋良ꎬ 龙志华ꎬ 高飞ꎬ 等. 乳腺癌不同术式后患肢功能障碍对
比分析[ Ｊ] .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ꎬ ２０１４ꎬ２０(２) :１０５￣１０８.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９７７１.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２.

[２９] 谢晓冬ꎬ 屈淑贤ꎬ 郑振东ꎬ等. 乳腺癌术后患者早期患肢功能锻炼

的临床研究[ Ｊ] . 临床肿瘤学杂志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５ ( ９) :８１５￣８１７.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０４６０.２０１０.０９.０１１.

改良根治手术的疗效观察[ Ｊ] .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３

[３０] Ｓｈａｍｌｅｙ Ｄꎬ Ｓｒｉｎａｇａｎａｔｈａｎ Ｒꎬ Ｏｓｋｒｏｃｈｉ Ｒ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１４] 蒋圣早ꎬ 王文斌ꎬ 喻鸣ꎬ 等. 乳腺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中保留胸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Ｔｒｅａｔ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１８ ( ２ ) : ３１５￣３２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５４９￣

(５) :３７９￣３８２.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４６９５.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５.

前神经、肋间臂神经的临床价值[ Ｊ] . 长江大学学报 ( 自科版) ꎬ

２０１５ꎬ１２(３６) :１１￣１４.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１４０９ ( ｓ) . ２０１５. ３６.
００６.

[１５] 鲁斌ꎬ 施开德ꎬ 朱际飚ꎬ 等.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与腋清扫术

ｓｃａｐｕｌ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ｍｏ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Ｂｒｅａｓｔ
００８￣０２４０￣ｘ.

[３１] 张玉卫ꎬ 杨瑞东. 热疗联合手法对乳腺癌术后患肢功能障碍的影
响[ Ｊ] . 陕西中医ꎬ ２０１４ꎬ３５( １１) :１４４８￣１４４９.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７３６９.２０１４.１１.００４.

后早期患侧上肢功能状况对比[ Ｊ] . 安徽医学ꎬ ２０１４ꎬ３５( ４) :４２２￣

[３２] 孙翔云ꎬ 唐丽玲ꎬ 周丽华ꎬ 等. 综合康复锻炼对乳腺癌Ⅰ期乳房

[１６]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 ＶＳꎬ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ＭＬꎬ Ｇａｎｚ Ｐ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ｒｍ ｅｄｅｍａ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康复杂志ꎬ ２０１２ꎬ３４ ( ４) :３０２￣３０５.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

４２５.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３９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Ｊ Ｎａｔ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ꎬ ２００１ꎬ９３(２) :９６￣１１１.

[１７] Ｏｚａｓｌａｎ Ｃꎬ Ｋｕｒｕ Ｂ. Ｌｙｍｐｈｅｄｅｍ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Ａｍ Ｊ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０４ꎬ１８７(１) :６９￣７２.

[１８] Ｂｏｘ ＲＣꎬ Ｒｅｕｌ￣Ｈｉｒｃｈｅ ＨＭꎬ Ｂｕｌｌｏｃｋ￣Ｓａｘｔｏｎ ＪＥꎬ ｅｔ ａｌ.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 .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ａｔꎬ ２００２ꎬ ７５(１) :３５￣５０.

[１９] Ｖｏｏｇｄ ＡＣꎬ Ｖｅｒｖｅｒｓ ＪＭꎬ Ｖｉｎｇｅｒｈｏｅｔｓ ＡＪꎬ ｅｔ ａｌ. Ｌｙｍｐｈｏｅｄｅｍａ ａｎｄ ｒｅ￣

ｄｕｃｅｄ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Ｂｒ Ｊ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０３ꎬ

９０(１) :７６￣８１.

[２０] Ｄｅ Ｇｒｏｅｆ Ａꎬ Ｖａｎ Ｋａｍｐｅｎ Ｍꎬ Ｔｉｅｔｏ Ｅꎬ ｅｔ ａｌ. Ａｒｍ ｌｙｍｐｈｏｅｄｅｍａ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ｂ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ｎｏｄ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ａ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Ｂｒｅａｓｔꎬ ２０１６ꎬ２９ ( １０) :１０２￣
１０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ｒｅａｓｔ.２０１６.０７.０２１.

[ ２１] Ｄｅ Ｇｒｏｅｆ Ａꎬ Ｍｅｅｕｓ Ｍꎬ Ｄｅ Ｖｒｉｅｚｅ Ｔ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ｂ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ａｔ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Ｊ] .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Ｓｃｉ Ｐｒａｃｔꎬ２０１７ꎬ２９ ( ６) :

５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ｍｓｋｓｐ.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５.

[２２] 周扬ꎬ 张晟. 乳腺癌术后康复的研 究进展 [ Ｊ] . 中国全科医学ꎬ
２０１４ꎬ１７( １８) :２０５１￣２０５５.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９５７２.２０１４.１８.
００１.

[２３] Ｎｅｓｖｏｌｄ ＩＬꎬ Ｒｅｉｎｅｒｔｓｅｎ ＫＶꎬ Ｆｏｓｓå ＳＤ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ｍ /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ꎬ ２０１１ꎬ ５
(１) :６２￣７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７６４￣０１０￣０１５６￣４.

[２４] Ｌｅｅ ＴＳꎬ Ｋｉｌｂｒｅａｔｈ ＳＬꎬ Ｒｅｆｓｈａｕｇｅ Ｋ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ｂ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
ｃｅｒ Ｒｅｓ Ｔｒｅａｔꎬ ２００８ꎬ１１０(１) :１９￣３７.

[２５ ] Ｄｅｌａｎｉａｎ Ｓꎬ Ｌｅｆａｉｘ Ｊꎬ Ｐｒａｄａｔ Ｐ.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Ｊ] .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２ꎬ１０５( ３) :２７３￣２８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ｒａｄｏｎｃ.２０１２.１０.０１２.

[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ＺＨꎬ Ｌｉａｎｇ Ｌꎬ Ｊｉａ ＴＺ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重建术后上肢功能康复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Ｊ] . 中华物理医学与
１４２４.２０１２.０４.０２０.

[ ３３] Ｒｅｉｓ Ｄꎬ Ｗａｌｓｈ ＭＥꎬ Ｙｏｕｎｇ￣ＭｃＣａｕｇｈａｎ Ｓ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ａ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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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ｏｕ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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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Ｔｒｅａｔꎬ ２０１２ꎬ１３３(２) :６６７￣６７６.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５４９￣０１２￣１９６４￣１.

[３６] 孙莉ꎬ 左亚芹ꎬ 高玲ꎬ 等. 艾灸促进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病人患

侧肢体功能康复的效果评价[ Ｊ] . 护理研究ꎬ ２０１５ꎬ２９( １２) :４２８２￣
４２８４.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６４９３.２０１５.３４.０１８.

[ ３７] Ｄｅ Ｇｒｏｅｆ Ａꎬ Ｖａｎ Ｋａｍｐｅｎ Ｍꎬ Ｄｉｅｌｔｊｅｎｓ Ｅ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ｂ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ｅ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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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Ｌｏｕｄｏｎ Ａꎬ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Ｔ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Ｄꎬ ｅｔ 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ｙｏ￣

ｇａ ｔｏ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ｙｍｐｈｏｅｄｅｍａ: 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Ｉｎｔ Ｊ Ｙｏｇａ Ｔｈｅｒａｐꎬ ２０１７ꎬ２７( １) :９２￣１１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７７６１ / １５３１￣２０５４￣２７.１.９５.

[３９] Ｌｏｕｄｏｎ Ａꎬ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Ｔꎬ Ｐｉｌｌｅｒ Ｎ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ｙｏｇａ 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ｐｉ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ｙｍｐｈｏｅｄｅ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Ｊ] . ＢＭＣ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ｒｙ Ａｌｔｅｒｎ Ｍｅｄꎬ２０１６ꎬ１６( １) :３４３.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９０６￣０１６￣１３３０￣
７.

[４０] 王运良ꎬ 孙翔云ꎬ 王亚兵ꎬ等. 不同运动方式对乳腺癌术后患者上

肢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Ｊ] .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４(１) :６４￣６６.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２.０１.０２１.

[４１] 唐磊ꎬ 王莹ꎬ 强万敏. 关节松动技术在乳腺癌术后患肢肩关节活

动障碍康复中的作用[ Ｊ] . 天津护理ꎬ ２０１７ꎬ２５( ３) :２１３￣２１４. ＤＯ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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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３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９１４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９.

[４２] 陈晓洁ꎬ 韩淼ꎬ 裘张利ꎬ 等. 可控温灸疗对乳腺癌术侧肩关节功
能的影响[ Ｊ] .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６ꎬ４０(９) :７０２￣７０４.

[４３] 刘少华. 针灸可改善乳腺癌患者术后患肢功能障碍[ Ｊ] . 护士进修
杂志ꎬ ２０１７ꎬ３２(１４) :１２６０.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６９７５.２０１７.１４.

００４.

[４４] 吴玢ꎬ 郭智涛. 穴位推拿对乳腺癌术后患肢功能康复的临床疗效
观察[ Ｊ] . 中国医药指南ꎬ ２０１３ꎬ１１(３１) :２０６￣２０７.

[４５] 左亚芹ꎬ 孙莉ꎬ 高玲. 穴位按摩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术肢功能
康复中的 应 用 [ Ｊ] . 护 理 学 杂 志ꎬ ２０１４ꎬ２９ ( １６) : ８６￣８７. ＤＯＩ: １０.

３８７０ / ｈｌｘｚｚ.２０１４.１６.０８６.

[４６] 黎汉忠ꎬ黄智芬ꎬ张作军ꎬ等. 电针配合复方丹参注射液治疗乳腺

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临床观察[ Ｊ] .河北中医ꎬ２００４ꎬ１７( ４) :６１￣
６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２６１９.２００２.０４.００５.

[５０] Ｄａｈｌ ＡＡꎬ Ｎｅｓｖｏｌｄ Ｉꎬ Ｒｅｉｎｅｒｔｓｅｎ ＫＶꎬ ｅｔ ａｌ. Ａｒｍ /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ｏｍｎｉａ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 Ｓｌｅｅｐ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２
(６) :５８４￣５９０.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ｓｌｅｅｐ.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１.

[５１] 李冬梅. 疾病不确定感对乳腺癌术后患者治疗依从性、肩关节活

动度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Ｊ] .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

２００６ꎬ２８(１１) :７６０￣７６３.

[５２] Ｃｒｏｓｂｉｅ Ｊꎬ Ｋｉｌｂｒｅａｔｈ ＳＬꎬ Ｄｙｌｋｅ Ｅ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ｓｔｅｃｔｏｍｙ 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ｐｉｎａｌ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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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禇彦青ꎬ 李淑军ꎬ 赵建新ꎬ 等. 空气波压力治疗联合康复训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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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７４.ＤＯＩ: １０.３３９０ / ｉｊｅｒｐｈ１３０３０２７４.

[５５] Ｓｈａｍｌｅｙ ＤＲꎬ Ｓｒｉｎａｎａｇａｎａｔｈａｎ Ｒꎬ 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ｌｌ Ｒ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Ｔｒｅａｔꎬ ２００７ꎬ１０６(１) :１９￣２７.

(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１３)

( 本文编辑:凌

琛)

外刊撷英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ｌｄ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ｉｌｄ ｔｒａｕ￣
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 ｍＴＢＩ) .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ａｎ ｍＴＢＩ.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４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ｍＴＢＩ ａｎｄ ４９ 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ｈａｄ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Ｔ ｅｘａｍ ａｎｄ ａ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Ｃｏｍａ Ｓｃａｌ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１３￣１５. Ａ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２￣７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ｌａｔｅｒ. 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ＲＩ ｓｃａ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ꎬ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ＴＢＩ ｈａｄ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ａｌｅｒｔｎｅｓｓꎬ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Ｍｏｓ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ｏｆ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ＲＩ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ＴＢＩ ａｎｄ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 ( Ｐ ＝ ０.０００２) .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 Ｐ ＝ ０.０２７)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 ＝
０.４) .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ｐｈａｓｅ ( Ｖｉｓｉｔ １) .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ｌａｔｅｒꎬ ｈｏｗｅｖ￣
ｅｒꎬ ｍＴＢ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ꎬ ｓｈｏｗ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Ｐ ＝ ０.０００２ ｆｏｒ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ａｎｄ ＤＬ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ｌｄ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ꎬ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ꎬ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ｂ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摘自:Ｄａｌｌ'Ａｃｑｕａ Ｐꎬ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Ｓꎬ Ｍｉｃａ 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ｌｄ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ａ ｏｎｅ￣ｙ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Ｊ 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ｕｍ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４:３２７０￣３２７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