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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血为大法，结合了壮筋养血汤和六味地黄汤加减治疗。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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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康复联合康复训练对下肢骨折患者术后关节功能康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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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中医康复联合康复训练对下肢骨折患者关节功能康复的影响。方法：将 80 例下肢骨折 （胫骨平台骨折为
例） 的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各 40 例，对照组术后给予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中医康复处理，比较 2 组术后疼痛、
膝关节评分及生活能力评分的情况。结果：观察组术后 3 天的疼痛程度轻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术后
膝关节功能评分、生活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中医康复处理能够减轻下肢骨折患者术后康
复训练时的疼痛，促进关节功能康复，改善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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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下肢骨折的患者逐渐增多。随着手术治疗技术的

疼痛和膝关节功能障碍，生活质量较差。术后有效的康复锻炼

发展，采用手术治疗的下肢骨折的患者越来越多。胫骨平台骨

是促进关节功能恢复的重要途径。但患者术后的疼痛在一定程

折是比较常见的下肢关节骨折，患者术后常合并有不同程度的

度上影响了康复训练的积极性。减轻患者的术后疼痛，加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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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功能康复是胫骨平台骨折术后康复的重要目标 [1]。目前，以

药 1 袋加入 2000 m L 80℃的水中，采用蒸汽熏洗患膝。该熏

中医为特殊的治疗在骨伤科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医药

蒸温度不仅患者可耐受，而且可促进毛孔扩张，加快药物吸

在促进骨伤科患者关节功能康复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笔者近

收。感觉无热感为止，洗后注意观察有无关节皮肤发红、皮疹

期对胫骨平台骨折的患者在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实施中医康复处

等过敏症状。熏蒸过后采用冷敷，采用本校附属医院自拟的通

理，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痹膏剂，放入冰箱内冷冻，时间为 40 m in 左右。用粘贴带固

1
1.1

定，松紧度要适宜，以深入一指为度。冷敷时间为 15 m in 左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将 80 例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胫骨平台骨

右，每天 1 次。冷敷期间要加强巡视，仔细听取患者的主诉，

折的患者采用区组化原则分为 2 组各 40 例。观察组男 22 例，

询问患者是否有刺痛、麻木的感觉，严密观察皮肤温度、感觉

女 18 例；Schatzker 分型：Ⅰ型 16 例，Ⅱ型 11 例，Ⅲ型 7

和末稍血液循环情况，防止冻伤。中医手法松解：对患者的股

例，Ⅳ型 6 例；年龄 45～75 岁，平均(60.5±12.5)岁；伤后

四头肌、腘绳肌、小腿三头肌、髂胫束等进行松解，主要手法

至手术时间 1～5 天，平均(2.5±0.5)天；手术部位：左侧 18

为揉或揉捏，每处 2 m in，力度由轻到重，以不引起患者的不

例，右侧 22 例；体重 45～68 kg，平均(54.4±7.9)kg。对照

适为度。对股直肌肌腱、髂胫束及腘窝处的条索状物以及硬结

组男 24 例，女 16 例；年龄 41～78 岁，平均(61.2±13.2)岁；

进行弹拨，每处 1 m in。采用左右手拇指和食指推动髌骨上

受伤部位：左侧 20 例，右侧 20 例；伤后至手术时间 1～74

下、左右滑动，约 10～20 次。

天，平均(2.1±0.7)天；Schatzker 分型：Ⅰ型 14 例，Ⅱ型 12

3

例，Ⅲ型 8 例，Ⅳ型 6 例。2 组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

3.1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经 CT 或 MRI 检查确诊；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身体状况良好，可以耐受手术；术前凝血功能正常；年龄≥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疼痛程度：于手术当天及术后 3 天采用数字

疼痛分级法(NRS)评分 0～10 分，按照疼痛的剧烈程度分为无
疼痛(0 分，无不适，0 度)、轻度疼痛(1～3 分，患者安静，不
影响休息，Ⅰ度)、中度疼痛(4～7 分，影响休息，但尚能忍

18 岁；无腿部畸形；语言沟通能力正常，意识清晰，理解力

受，Ⅱ度)和重度疼痛(8～10 分，患者辗转不安，不能入睡，

正常。

Ⅲ度)。膝关节功能：采用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HSS)对患

1.3

排除标准

合并严重的基础疾病，如严重感染、心脑血

者术前、术后 4 周、8 周术后的膝关节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

管疾病(心功能Ⅲ级以下者)、肾功能衰竭达 3 期患者；糖尿病

价。HSS 内容包括疼痛、伸膝、关节稳定性、关节活动度、

血糖控制不佳等；脑卒中偏瘫和帕金森病等影响活动；下肢神

内外翻畸形、是否需要支具几个方面，满分为 100 分。分为

经性疾病、下肢关节强直；病理性骨折；合并有恶性肿瘤史、

四级：优、良、可、差的评分标准分别为＞80 分、70 ～79

肥胖史等高危因素者；严重的精神、心理疾病。

分、60～69 分、<60 分。2 组患者出院 3 月后对膝关节功能

2
2.1

的优良率进行评价。生活能力：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于

治疗方法
对照组

给予术前准备、麻醉后由同一组医护人员给予

术前、术后 4 周、术后 8 周进行评价，正常总分 100 分，其

加压钢板内固定治疗。术后给予常规处理，早期给予康复训练

中≥60 分为良好，生活基本自理；40～60 分为中度功能障

指导。

碍，生活需要帮助；20～40 分为重度功能障碍；＜20 分为生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中医康复处理措施，内

活完全依赖，完全残疾。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百

容如下：康复训练：术前根据 《骨折患者早期运动康复安全性

3.2

评定量表》 的相关内容以及患者的具体情况(基本体质、骨折

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

类型、年龄、软组织损伤情况等)，制定康复训练计划，术后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当天将患肢抬高，保持伸直位，防止外旋，根据患者的表现在

4

疼痛感觉较轻的时间段进行踝关节背伸、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训

4.1

练，被动活动膝关节。视患者的恢复情况，主动活动膝关节，

痛程度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术后 3 天的疼痛程度

术后第 3 天将患肢置于 CMP 上被动膝关节。术后 3～7 天进

治疗结果
2 组术后疼痛情况比较

轻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行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训练，直腿抬高练习、主动屈膝练习 [2]。
总体原则为循序渐进，在患者患肢能力恢复程度允许的情况，
在医护人员或家属的陪同下扶助行架下地行走。中药熏蒸及冷

见表 1。2 组患者手术当天的疼

表1
组 别

n

2 组术后疼痛情况比较

Ⅰ度

例(%)

Ⅱ度

Ⅲ度

手术当天 术后 3 天 手术当天 术后 3 天 手术当天 术后 3 天

敷：在康复训练前进行中药熏蒸及冷敷。由本院统一制备的中

观察组 40

1 2(30.0)

22(55.0)

18(45.0)

14(35.0) 1 0(25.0)

4(1 0.0)

药熏蒸方，每袋 200 m L，4℃条件下保存。组方：透骨草、

对照组 40

1 0(25.0)

12(30.0)

20(50.0)

22(55.0) 1 0(25.0)

6(1 5.0)

伸筋草各 30 g，荆芥、防风、艾叶各 15 g，红花、入骨丹、

χ2 值

0.25

5.1 2

0.20

3.23

0.00

0.1 1

五加皮各 10 g，牛入石 8 g，制川乌 5 g。熏蒸时使用以上中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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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膝关节功能及生活能力比较

见表 2。2 组患者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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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术后膝关节功能评分、生活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膝关节功能评分和生活能力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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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P < 0.05)。

表 2 2 组膝关节功能及生活能力比较(x±s)
HSS 评分

分
MBI 评分

别

n

术前

术后 4 周

术后 8 周

术前

术后 4 周

术后 8 周

观察组

40

57.31±8.43

69.42±6.42

74.35±9.21

28.32±6.76

73.62±5.31

89.91 ±8.32

对照组

40

58.82±7.41

60.58±4.49

t值
P
5

69.12±8.57

27.96±6.21

59.32±6.57

71 .46±8.31

0.74

9.45

5.39

0.22

1 8.89

1 7.74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渗血，对于减轻术后切口肿胀具有积极效果。通过以上中医康

讨论
下肢在人体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旦骨折，行走功

复手段明显减轻了患者的术后疼痛，有利于术后康复训练。有

能、自理能力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临床上对于下肢骨折的患

研究显示，中医手法松解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和提升下肢膝关节

者多采用手术治疗，且术后常辅以康复训练，促进患者的治疗

功能，优于常规康复措施 [8]。中医手法康复治疗通过物理训

康复。对于胫骨平台骨折的患者术后的康复训练有助于确保手

练，使局部瘢痕拉伸，松解粘连，恢复肌肉弹性，加快局部血

术疗效、使患者获得满意的膝关节活动度，维持膝关节的稳定

液循环，促进关节内软骨和滑膜修复的作用，矫正畸形，还能

性，恢复膝关节功能。但目前胫骨平台骨折患者术后的康复训

促进炎性介质的吸收，减轻疼痛。综上所述，中医康复处理能

练效果并不理想，与患者术后的疼痛有关。骨折手术患者术后

够减轻下肢骨折患者术后康复训练时的疼痛，促进关节功能康

常合并有不同程度的疼痛，尤其是术后 24 h 内较为剧烈，于

复，改善生活能力。

术后 2～3 天内减轻 。一方面疼痛可导致心率加快、血压不
[3]

稳、呼吸困难，影响患者的食欲，降低睡眠质量和活动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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