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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卫生职业学院学生毕业设计作品 

姓    名 刘海燕 二级学院 临床学院 

专    业 康复治疗技术 学    号 201630000818 

班    级 2016级康复治疗技术一班 

设计作品类型 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设计作品名称 一例半切综合征患者术后的康复治疗方案设计 

一、前言 

脊髓半切综合征（Brown-Séquard Syndrome）,指由于外部的压迫和脊髓内部的病变

等原因引起的脊髓病损，导致病损平面以下同侧肢体上运动神经元瘫，深感觉消失，精细

触觉障碍，血管舒缩功能障碍，对侧肢体痛温觉消失，双侧触觉保留的临床综合征，主要

发生于颈椎。由此引起的运动障碍可影响患者行走，感觉障碍则使患者容易造成损伤，尤

其是皮肤感觉障碍可导致皮肤烫伤等损伤，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造成病人的残疾[1]。 

脊髓半切综合征术后患者损伤平面以下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运动、感觉及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障碍；有甚者还伴有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运动以及日常生活活动。目前针对

脊髓半切综合征术后患者的康复治疗方法主要有物理因子治疗(低频电刺激、功能电刺激、

脉冲中频电刺激、气压治疗等)、运动疗法（通过运用等长、等张、等速、抗阻等训练方

法，改善肌肉弹性，提高肌力[2]）、中医传统技术等。 

本设计方案是针对一例脊髓半切综合征术后患者的康复，患者入双上肢及背部疼痛

麻木 6 月余入院，入院后经过康复功能的评定，明确患者主要存在的功能障碍有运动功

能障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等，遂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并实施。予以加强平

衡协调能力、增强躯干核心肌群力量以及双下肢肌肉力量为目的运动治疗以提高患者的

日常生活能力,尽早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二、设计依据 

（一）病例资料 

1. 一般情况：周某某，男，41岁，因“双上肢及背部疼痛麻木 6月余”于 2018年

11月 19日 15：43分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现病史：患者自述 6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背及双上肢疼痛麻木不适，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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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长，无明显加重缓解方式，无肌力障碍，无腹痛腹泻，无头晕头痛。患者当时为未

重视，未予以特殊处理，现患者上诉症状加重，发病频率增加，行 MRI发现椎管内占位，

现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遂入我院我科，患者自发病起，睡眠饮食尚可，大小便未见明

显异常。 

3.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梅毒”等传染病史；无“高血

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无重大外伤、手术、输血史；无长期用药

史，无特殊食物过敏；预防接种史不详。 

4.个人史：生于原籍，未久居外地，否认毒物及“血吸虫”疫水接触史，无烟酒等

不良嗜好，平时生活起居规律，无重大精神创伤史，否认性病冶游史。 

5.婚姻史：24岁结婚，育有 3女 1子，子女及爱人均体健。 

6.家族史：家族中无特殊遗传病史及传染病史可查。 

7.体格检查：T37℃, P84 次/min, R20 次/min, BP96/60mHgo 营养发育可，神志清

楚，自主体位，检查合作。头颅五官见专科。睑结膜无苍白，鼻无畸形，未见鼻翼扇动，

鼻腔未见异常分泌物，牙龈无出血，舌质红舌苔白，咽部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颈无

强直，气管居中，甲状腺未扪及，未及血管杂音，颈静脉无怒张。胸廓对称，胸廓活动

度可，呼吸规则，语音震颤未见增强或减弱，双肺叩诊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

湿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未扪及震颤，心尖位于第 5肋间隙锁骨中线内 0. 5cm 处，心界

不大，心率 84/min, 律齐，心音可，未闻及杂音。腹平，未见肠型，腹肌软，无压痛反

跳痛，未及腹部肿物，肝脾肋下未及，墨菲氏征阴性，肝肾区无叩痛，肠鸣音可，移动

性浊音(一)。肛门外生殖器未见明显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脊柱无叩击痛，活动可，

直腿抬高试验(-),双下肢无水肿。 

8.专科情况:神清语利，记忆力、定向力、智力可。双鼻嗅觉可。视力、视野手测无

异常，双瞳孔直径 3mm,等大等圆，光版射灵敏，双眼球活动自如，眼睑无下垂，可见眼

球震颤。双侧面部痛觉、振动觉可，咀嚼有力，张口下颌无偏移。双侧额纹对称，鼻唇

沟对称，皱额、闭目、鼓腮、示齿、吹哨正常，味觉正常。悬雍垂居中，声音无嘶哑，

饮水无呛咳。左下肢肌张力正常，左下肢肌力 2 级，右下肢肌张力 1 级，肌力 5 级。无

肌肉萎缩。双上肢感觉减退。角膜反射(++)颈软，Kerni g征(-) , Brudzinski 征(-)。

跟膝胫试验(-),指鼻试验(-),双手动作轮替试验(-), Romberg征(-) 

9.辅助检查：201-11-20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 MRI提示“C6-T2脊髓内肿物” 

10.入院诊断 

（1）颈段椎管内肿物（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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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颈椎退行性变 

（二）康复评定 

患者于 2018-11-28 全麻插管下行椎管探查病灶切除术，并于 2018-12-05转入康

复科行康复治疗，初次评定结果如下： 

1.肌力：采用 lovett 评分标准，双上肢肌力 5 级，左下肢屈髋肌及伸膝肌肌力

3级，余左下肢肌力 2级。右下肢肌力 5级。（见附录 1） 

2.肌张力：采用改良 Ashworth分级评定法，右下肢伸肌肌群改良 Ashworth1 1+

级，左下肢肌张力正常。（见附录 2） 

3.关节活动度：主动 ROM无受限，被动 ROM 无受限。 

4.ADL 评定：运用巴氏指数评定量表 65分,中度功能缺陷。（见附录 3） 

5.损伤平面评定：左侧运动损伤平面 L2、右侧感觉损伤平面 T6。（见附录 4） 

6.平衡功能评定：坐位平衡Ⅲ级，站位平衡Ⅱ级。 

7.脊髓损伤分级：根据 ASIA残损分级标准评为 C不完全性损伤。（见附录 5） 

（三）功能诊断 

1.运动功能障碍 

2.感觉功能障碍 

3.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 

三、设计方案 

（一）康复目标 

1.短期目标：防止肌肉萎缩；增强左下肢肢体肌力，左下肢屈髋肌及伸膝肌肌力

达到 4级，余左下肢肌力 3级。 

2.长期目标：患者实现生活基本自理，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二）康复措施 

1.运动治疗 

（1）肌力训练 

作用：进行肌力增强训练，有利于提高患者下肢肌力及整体功能水平。 

①屈髋肌群肌力训练 

患者仰卧位，治疗师站在患者患侧，双手托起患者左下肢，屈髋 90°，膝关节自

然屈曲，一手托住足跟及踝关节，一手放在大腿远端，向足的方向施加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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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伸膝肌群肌力训练 

患者坐位双下肢垂于床沿，大腿下方方一毛巾卷，治疗师站在患者前方，一手放在膝

关节上方，固定股骨，一手握住小腿远端并向后施加阻力。 

③踝背屈肌肌力训练 

患者仰卧位，在健肢示范做踝背屈，然后患侧开始做踝背屈，开始时治疗师可适当给

予助力帮助患侧完成踝背屈动作，慢慢地减小助力，让患者主动完成踝背屈。 

处方：每日一次，每次 10分钟。 

注意事项：每个治疗动作要在健侧示范一遍给患者看，嘱咐患者不能憋气，注意

劳逸结合避免肌肉劳损。 

（2）桥式训练 

作用：桥式训练可增强患者腰背肌和提高骨盆的控制能力，促进下肢本体感觉，

提高躯干肌肌力和平衡能力。 

训练：患者仰卧位，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双侧下肢屈髋屈膝支撑在床面上，让患

者将臀部抬离床面，尽量抬高保持。若臀部一侧高一侧低治疗师可用手敲击患者臀大

肌，刺激伸髋肌群。 

处方：以上训练每日一次，每次 10分钟 

注意事项：训练时让患者自己数数，避免憋气。 

（3）站立平衡训练 

作用：促进患者的站立平衡能力和本体感觉的恢复；有利于患者站立及步行。 

训练：患者站立位，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稳，治疗师站在患者前方向患者抛球，

患者必须保持平衡的情况下接球。 

处方：以上训练每日一次，每次 10分钟。 

注意事项：患者旁边一定要有家属站在患侧保护患者。 

（4）等速肌力训练 

训练：利用等速仪器，根据运动过程中患者肌力大小的变化，由机器提供相匹配

的阻力，使整个关节按照预先设定的速度进行运动的一种训练方法。 

处方：每日一次，每次二十分钟。 

（5）本体感觉训练（运动觉） 

    作用：增加本体感觉刺激反复刺激，增加感觉输入。 

    训练：患者仰卧位，治疗师将患者左下肢抬高到 60度位置，然后让患者将右下肢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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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相同位置，如若有偏差，让患者通过视觉参与调整，反复进行以上训练。 

    处方：每日一次，每次十分钟。 

注意事项：要让患者参与进来，及时指出患者错误。 

（6）步行训练 

训练：在平衡杠内训练患者行走，使患者从扶平衡杆过度到独立行走。根据患者情况

改变难度。（地面材质，坡度等）。 

处方:每日一次，每次 3组。 

2.中医传统 

（1）电针 

作用：增强肌肉收缩，恢复神经传导，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操作：患者取仰卧位,穴位皮肤以碘酒进行常规消毒，用华佗牌一次性针灸针，规格

为直径 0.30mm，取上肢穴：曲池、肩隅、手三里、合谷；下肢穴：血海、阴陵泉、三阴

交、足三里、梁丘、犊鼻、太溪、昆仑、涌泉等穴；进针得气后接电。选择频率为 2～15Hz

的疏密波，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 

处方：每日一次，一次留针 20分钟。 

注意事项：安全第一，针灸前注意询问患者身体情况。 

（2）复合推拿手法 

①用理筋手法疏通经络，改善血液循环，放松肢体；②用相关推拿手法刺激相关

穴位、部位及痛点，促进患者感觉恢复、促进肌肉收缩、诱发肢体随意运动，缓解疼

痛。 

3.物理因子 

（1）双下肢压力治疗 

作用：促进血液和淋巴的流动及改善微循环的作用，加速肢体组织液回流，有助于预

防血栓的形成、预防肢体水肿。 

操作：患者取仰卧位，用气囊包裹住患者双下肢，然后通过对多腔气囊有顺序的反复

充放气，形成了对肢体和组织的循环压力，对肢体的远端到肢体的近端进行均匀有序的挤

压。 

处方：压力 15kpa，每日一次，每次 20分钟。 

注意事项:安全第一，根据患者胖瘦选择好压力，治疗前仔细检查患者有无出血倾向。 

（2）低频脉冲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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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刺激肌肉或肌群，使之发生被动的节律性收缩，通过锻炼，保留肌肉功能，延

迟萎缩及变性的发展。 

操作：患者仰卧位，将低频脉冲电刺激的电极片贴在患者双下肢（髂腰肌、股四头肌、

胫前肌）上开机治疗。 

处方：强度根据患者耐受，每日一次，每次 20分钟。 

注意事项：有禁忌症患者严禁使用，治疗强度缓慢提升。 

四、设计小结 

（一）入院情况 

周某，男性，41 岁，因“双上肢及背部疼痛麻木 6 月余”入院，入院诊断为椎管内

肿物（颈段）、颈椎退行性变；于 2018-11-28 全麻插管下行椎管探查病灶切除术，并于

2018-12-05 转入康复科行康复治疗，初次评定结果：双上肢肌力 5 级，左下肢屈髋肌及

伸膝肌肌力 3级，余左下肢肌力 2级。右下肢肌力 5级；右下肢伸肌肌群改良 Ashworth1 

1+级，左下肢肌张力正常；Barthel指数评分 65 分；左侧运动损伤平面 L2、右侧感觉损

伤平面 T6；根据 ASIA残损分级标准评为 C不完全性损伤。 

（二）治疗经过 

转入康复科后予以股四头肌肌力训练、胫前肌肌力训练、腘绳肌肌力训练等提高

左下肢肌力，运用中医推拿手法以及电针放松下肢肌肉，舒经通络，改善循环；予以

气压疗法预防下肢的深静脉血栓，予以低频脉冲电刺激刺激神经肌肉、使肌肉产生节

律性收缩，改善局部血循环，防止肌肉萎缩。2018 年 12月 21日进行后期评定患者双

上肢肌力 5级，左下肢屈髋肌及伸膝肌肌力 4 级，余左下肢肌力 3级。右下肢肌力 5

级；Barthel指数评分 90 分，生活基本自理，患者的运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明显

改善。 

（三）出院情况 

患者神志清楚，无发热，未诉特殊不适，一般情况可，二便自解，体查：四测正常， 

左侧屈髋肌及伸膝肌肌力 4级，余左下肢肌力 3 级， 左侧肢体触痛觉正常，右侧肢体自

T6以下感觉减弱。 

（四）出院指导 

1.低盐优质蛋白饮食，加强营养及监护; 

2.建议回当地医院继续康复治疗； 

3.功能锻炼：增强臀桥训练强度，以及站位平衡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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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录 

（一）评定量表 

1.Lovett 分级法 

 

评定结果： 

早期：2018-12-5双上肢肌力 5级，左下肢屈髋肌及伸膝肌肌力 3级，余左下肢肌

力 2 级。右下肢肌力 5级。 

后期：2018-12-21 双上肢肌力 5级，左下肢屈髋肌及伸膝肌肌力 4 级，余左下肢

肌力 3 级。右下肢肌力 5 级。 

2.改良 Ashworth 分级 

 

评定结果： 

早期：2018-12-05 右下肢伸肌肌群改良 Ashworth1 1+级，余右下肢肌张力正常；左下肢

肌张力正常； 

后期：2018-12-21 右下肢伸肌肌群肌张力正常，余右下肢肌张力正常；左下肢肌张力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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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氏指数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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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脊髓损伤平面的确定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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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脊髓损伤分级 

 

评定结果：2018-12-05；根据 ASIA残损分级标准评为 C不完全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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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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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疗图片 

1.等速肌力训练 

 

 

2.桥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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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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