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月刊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创刊　 　 第 ４１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出版

主　 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　 办
　 中华医学会

１００７１０ꎬ北京东四西大街 ４２ 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４３００３０ꎬ武汉市航空路 １３ 号

编　 辑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编辑委员会
４３０１００ꎬ武汉市蔡甸区中法新城同济专家社区
电话:(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１
传真:(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３
Ｅｍａｉｌ:ｃｊｐｍｒ＠ ｔｊｈ ｔ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ｊｐｍｒ.ｃｎ

总编辑
　 黄晓琳　
编辑部主任
　 郭铁成
出　 版
　 «中华医学杂志»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７１０ꎬ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４２ 号
电话(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５８１８０
Ｅｍａｉｌ:ｏｆｆｉｃｅ＠ ｃｍａ.ｏｒｇ.ｃｎ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４２０１０４４００１８４３
印　 刷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航测信息制印分公司
发　 行
　 范围:公开
　 国内: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北省

分公司
ｈｔｔｐ: / / ｂｋ.１１１８５.ｃｎ

　 国外: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 ３９９ 信箱ꎬ１０００４４)
代号 Ｍ３２４

订　 购
　 全国各地邮政局

邮发代号 ３８￣３９１
邮　 购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编辑部

４３０１００ꎬ武汉市蔡甸区中法新城同济专家社区
电话:(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１
传真:(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３
Ｅｍａｉｌ:ｃｊｐｍｒ＠ ｔｊｈ ｔ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定　 价
　 每期:２７.５０ 元ꎬ全年 ３３０.００ 元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４２４

ＣＮ ４２￣１６６６ / Ｒ

２０１９ 年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未经授权ꎬ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
章ꎬ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声明ꎬ本刊刊出的所有文
章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委会
的观点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ꎬ请向本刊
编辑部调换

目　 　 次

专家共识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康复干预中国专家共识 　 １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骨质疏松康复分会

基础研究

智能化兔膝关节持续被动活动康复仪的研制

及其在兔胫骨平台骨折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８

　 　 胡庆奎　 李佳　 蔡贤华　 丁然　 胡承红　 鲁齐林

　 电针治疗对神经病理性疼痛中嘌呤能受体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１３

　 　 程瑞动　 叶祥明　 杨婷　 李琦　 闻万顺　 朱根应　 李厥宝

临床研究

经颅磁刺激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疗效 　 １８

　 　 张恒　 季荣霞　 李佳

　 经颅磁刺激联合运动疗法对脑卒中后疲劳患者

疲劳程度及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 　 ２３

　 　 孙瑞　 李洁　 李祖虹　 周芳　 马艳　 李进华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甲基苯丙胺滥用者脑内神经递质的影响 　 ２８

　 　 梁东波　 汤洪源　 荣静华　 于鹏　 李坤　 李佳

　 肺康复运动训练对肺癌患者呼吸运动功能、
生活质量及总生存期的影响 　 ３１

　 　 陈瑞英　 刘雅　 孙婷　 刘峰辉　 马小花

　 超声影像引导下糖皮质激素注射对不同

肩周病变患者疗效的回顾性研究 　 ３７

　 　 贺涓涓　 卫小梅　 解东风　 王庄富　 赵妃　 麦艺颖　 汤伟健

　 　 窦祖林　 姜丽

　 穴位热痛刺激治疗无先兆偏头痛的近期镇痛

疗效观察 　 ４２

　 　 闫国平　 窦萌萌　 黄永俊　 王小霞　 李欣慧　 曲国良

　 神经阈值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诊断中的应用 　 ４７

　 　 羊洁　 谢学军　 刘英



　 低频脉冲电刺激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鱼际肌萎缩的疗效观察 　 ５１

　 　 王立童　 贾爱明　 姜永梅　 高峻　 胡滨　 代永利

　 运动康复训练对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５８

　 　 何飞　 周新浪　 陈达开　 林治瓯

　 常规康复训练联合低水平抗阻训练对帕金森病患者直立性低血压的影响 　 ６１

　 　 祁亚伟　 李学　 杨红旗　 李东升　 吴少璞　 陈思远　 古祺　 赵振向　 马建军

　 有氧运动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 　 ６４

　 　 虎子颖　 张会峰　 秦灵芝　 牛瑞芳

短篇论著

超声引导下肩关节腔内注射联合康复治疗偏瘫后肩痛的疗效观察 　 ５３

　 　 张海远　 王倩　 刘超

　 康复训练联合生物电干预对卒中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５６

　 　 刘敏涛　 高志红

康复教育

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构建和应用研究 　 ６８

　 　 姜从玉　 黄虑　 朱玉连　 周颖杰　 白玉龙　 姜昊文　 吴毅

综　 　 述

扩散张量成像评估脑卒中运动功能研究新进展 　 ７１

　 　 张梦也　 王大明　 宋杰　 李永祥　 李莉　 陆双双

　 颅脑外伤实验动物运动方式的选择及神经功能评估研究进展 　 ７６

　 　 陈林　 杨翊　 刘经星　 郑伸伸

外刊撷英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ｉｓｋ 　 ３６
　 Ｐａｉｎ ｉ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ｆｒａｉｌｔｙ 　 ３６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ｒｉｕｍ 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７０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第七届编辑委员会组成名单 　 ２２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第七届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名单 　 ５５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稿约 　 ７９

本期责任编辑　 易浩　 郭铁成　 　 英文审校　 Ｂｉｌｌ Ｐｕｒｖｅｓ　 陈逢艳　 　 统计学审核　 尹平　 　 责任排版　 邹江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９　 　 Ｖｏｌｕｍｅ ４１ꎬ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ꎬ ２０１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２ Ｄｏｎｇｓｉ Ｘｉｄａｊｉｅ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１０ꎬＣｈｉｎａ
　 Ｔｏｎｇｊ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３ Ｈａｎｇｋｏｎｇ Ｒｏａｄꎬ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３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８８ Ｘｉｎｔｉａｎ Ｄａｄａｏꎬ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１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 ００８６￣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１
Ｆａｘ: ００８６￣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ｃｊｐｍｒ＠ ｔｊｈ ｔ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ｊｐｍｒ.ｃｎ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黄晓琳)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Ｇｕｏ Ｔｉｅｃｈｅｎｇ(郭铁成)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Ｃｏ.ꎬ Ｌｔｄ.
４２ Ｄｏｎｇｓｉ Ｘｉｄａｊｉｅ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１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Ｆａｘ): ００８６￣１０￣８５１５８１８０
Ｅｍａｉ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ｍａ.ｏｒｇ.ｃｎ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ꎬ Ｌｔｄ.
( Ｗｕｈａｎ ) Ｈａｎｇ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ｔｏｒｇｒａｐｈｙ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Ｆｉｌｉａ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Ｂｏｘ ３９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ꎬＣｈｉｎａ
Ｃｏｄｅ Ｎｏ Ｍ３２４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８８ Ｘｉｎｔｉａｎ Ｄａｄａｏꎬ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１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 ００８６￣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１
Ｆａｘ: ００８６￣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ｃｊｐｍｒ＠ ｔｊｈ ｔ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４２４

ＣＮ ４２￣１６６６ / Ｒ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２０１９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ｏｒ ａｂｒｉｄｇ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ｅａｓｅ ｄｏ ｎｏｔ ｕｓｅ ｏｒ ｃｏｐｙ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ꎬ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ꎬ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ｉａｌ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 ｒａｂｂｉｔｓ 　 ８
Ｈｕ Ｑｉｎｇｋｕｉꎬ Ｌｉ Ｊｉａꎬ Ｃａｉ Ｘｉａｎｈｕａꎬ Ｄｉｎｇ Ｒａｎꎬ Ｈｕ Ｃｈｅｎｇｈｏｎｇꎬ Ｌｕ Ｑｉｌｉ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ｒｉｎｅｒｇｉｃ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ａ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１３
Ｃｈｅｎｇ Ｒｕｉｄｏｎｇꎬ Ｙｅ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ꎬ Ｙａｎｇ Ｔｉｎｇꎬ Ｌｉ Ｑｉꎬ Ｗｅｎ Ｗａｎｓｈｕｎꎬ
Ｚｈｕ Ｇｅｎｙｉｎｇꎬ Ｌｉ Ｊｕｅｂａｏ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Ｈｅｎｇꎬ Ｊｉ Ｒｏｎｇｘｉａꎬ Ｌｉ Ｊ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ｆａｔｉｇｕｅ 　 ２３
Ｓｕｎ ＲｕｉꎬＬｉ ＪｉｅꎬＬｉ ＺｕｈｏｎｇꎬＺｈｏｕ ＦａｎｇꎬＭａ ＹａｎꎬＬｉ Ｊｉｎｈｕ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ｕ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ｌｉｆ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３１
Ｃｈｅｎ Ｒｕｉｙｉｎｇꎬ Ｌｉｕ Ｙａꎬ Ｓｕｎ Ｔｉｎｇꎬ Ｌｉｕ Ｆｅｎｇｈｕｉꎬ Ｍａ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 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３７
Ｈｅ Ｊｕａｎｊｕａｎꎬ Ｗｅｉ Ｘｉａｏｍｅｉꎬ Ｘｉｅ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ｆｕꎬ Ｚｈａｏ Ｆｅｉꎬ
Ｍａｉ Ｙｉｙｉｎｇꎬ Ｔａｎｇ Ｗｅｉｊｉａｎꎬ Ｄｏｕ Ｚｕｌｉｎꎬ Ｊｉａｎｇ Ｌｉ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ｅａ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ｔ 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ｉｎｅ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ｓ 　 ４２
Ｙａｎ Ｇｕｏｐｉｎｇꎬ Ｄｏｕ Ｍｅｎｇｍｅ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ｏｎｇｊｕｎꎬ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ｘｉａꎬ
Ｌｉ Ｘｉｎｈｕｉꎬ Ｑｕ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Ｎｅｕｒ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４７
Ｙａｎｇ Ｊｉｅꎬ Ｘｉｅ Ｘｕｅｊｕｎꎬ Ｌｉｕ Ｙｉｎ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