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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卫生职业学院学生毕业设计作品 

姓    名 邓沙 二级学院 临床学院 

专    业 康复治疗技术 学    号 201630000799 

班    级 2016 级康复治疗技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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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例右胫骨骨干骨折术后患者的康复治疗方案设计 

一、前言 

胫骨是小腿内侧的长骨，分一体两端，具有支持体重的作用。而胫骨骨折主要是由

于患者的胫骨遭受直接或间接暴力引起的。石膏固定、骨牵引、开放复位内固定是临床

上治疗胫骨骨折的主要手段
［1］

。成人胫骨干骨折患者的高发年龄段为 41～50 岁，男性

患者多于女性。骨折的高发类型主要为 42-A 型，且单纯性成人胫骨干骨折患者占胫腓

骨双骨折患者的 67.6％，前 5 年、后 5 年骨折情况相比，患者数量有增多趋势，但发

病年龄有下降趋势［2］。 

胫骨骨干骨折的临床表现一般只引起局部症状,可为局部的疼痛、肿胀及功能障碍。

胫骨骨干骨折术后所引起的功能障碍主要有运动功能障碍，感觉障碍，ADL 受限，心理

障碍等。在临床治疗中选择合适的康复治疗方案对促进患者康复速度、提升术后恢复的

优良率及生活质量水平均具有良好的效果［3］。 

主动运动是最基本、最积极、应用最广泛的治疗方法，比如可以做一些下肢训练中

常用的动作：屈髋屈膝、伸髋伸膝、髋外展内收、足的背屈、背伸、内翻、外翻等［4］， 

骨折复位、固定完成后, 采用物理因子刺激骨的生长和修复，尽快恢复肢体功能, 

减少不愈合和延迟愈合的发生,是骨折治疗的方法之一。采用超声、电磁、冲击波、应

力、针灸物理因子作用于骨折愈合过程中的炎症、修复、重塑三个关键阶段, 从而促进

骨折愈合
［5］

。 

髓内钉一直都是手术治疗胫骨下端骨折的可靠选择。Wani 等[6]研究表明,髓内钉治

疗 30 例胫骨下端关节外骨折患者, 结果均未发生骨折不愈合, 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类似地, Fang 等[7]、Daolagupu 等[8]使用髓内钉治疗胫骨下端骨折 (不累及远端关节面) 

的研究也显示髓内钉治疗是锁定钢板经济有效的替代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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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计方案是针对一例右胫骨骨干骨折患者的康复，入院后经过康复功能评定，明

确其有运动功能障碍，疼痛障碍等。遂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并实施。予以运动功

能训练，物理因子治疗，作业治疗等，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让患者尽快回归家庭，

回归社会。     

二、设计依据                               

（一）病历资料 

姓名：赵某某  出生地：河北张家口 

性别：男 年龄：35 岁  

入院时间：2018 年 7 月 18 日 10 时 19分  

病史陈述者:本人 入院方式：门诊 

主诉:外伤致右下肢疼痛，活动受限一月余。 

现病史：患者于 2018 年 6 月 18日工作中不慎被硬物砸伤右下肢，当即感右下肢疼

痛，活动受限，具体情况不详，在当地医院简单处理后转送至中医附一医院住院,完善

相关检查后提示“右胫骨骨干骨折”并行‘右胫骨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术后关于给予药

物改善循环，消肿等对症处理，病情稳定后出院。一直以来患者感觉右小腿及右踝疼痛,

肿胀,活动时症状明显，伴右踝关节活动受限，行走困难，困难下蹲，无发热，腰疼，

头晕，头痛等症，为求进一步康复治疗来我院，门诊以‘右胫骨骨折术后’收入住院。

自起病以来，患者精神食欲一般，大小便正常，体力较前下降，体重较前无明显变化，

用单拐辅助步行，上下楼梯困难，日常生活轻度受限。 

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史，否认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等无其他外伤手术史，无输血史，预防接种史不详，无食物药物过敏史。 

个人史:出生原籍，无血吸虫等疫水接触史，无地方病或传染病流行区居住史，生

活起居较规律，有抽烟史 16年余，约 20 支/天。 

婚育史:适龄结婚，育有一子，配偶体健。 

家族史:父母、五个姐姐及儿子均体健，否认家庭病及遗传病史。 

体格检查:T:36.7℃，P:86 次/分，R:20 次/分，DP:100/70mmHg。发育正常，营养

中等，神志清楚，自动体位，查体合作，皮肤巩膜无黄染，无皮疹，出血点，全身浅表

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五官无畸形，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左 3mm 右 3mm，对光反射

正常;鼻腔及外耳道无异常分泌物。副鼻窦无压痛。唇无发绀，咽不红，扁桃体无充血



3 
 

肿大。颈软，甲状腺不大，气管居中，颈静脉无怒张，肝颈回流征（-）。胸廓无畸形，

呼吸运动对称，语颤对称，双肺叩诊音清，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干、湿罗音。心界无扩

大，HR：92 bpm，律齐整，各瓣膜听诊区未闻病理性杂音。腹饱满，无腹胀，腹壁表浅

静脉无扩张。未见胃型，肠型及蠕动波。腹肌无强直，全腹未触及肿块。无压痛和反跳

痛。肝脾肋下未触及。Murphy 征（-），腹部叩诊呈鼓音。移动性浊音（-）。肝区肾区

无叩击痛。肠鸣音正常。肛门、外生殖器未查。脊柱四肢无畸形，活动正常，无关杵状

指。生理反射正常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专科检查:右小腿下段可见术后瘢痕增生，右小腿下段连及右踝、右足部肿胀，局

部压痛（+），右踝关节活动受限，右踝背伸 0°，跖屈 0°-28°，右踝屈伸肌群肌力

3+级。余肢体关节未见明显异常。 

辅助检查:x线(见附录 1)提示右胫骨下段骨折，可见术后瘢痕增生。 

入院诊断:右胫骨下段骨折 

（二）康复评定 

按照 ICF 模式评定，其初评结果如下（出现所有评定表格见附录） 

1.身体结构和功能 

①身体结构评定：X线（见附件图 1）提示右胫骨下段骨折； 

②身体功能评定： 

疼痛（见附件图 2）:步行及天气变化时对右小腿及踝部疼痛，VAS 评分 4/10 分; 

ROM（见附件图 3）:右踝背屈 0°、跖屈 0-35°； 

肌围度：髌下 10cm(L/R:37.5/34.0cm)，平足弓最高处(L/R:25.0/26.0cm)；右小

腿肌肉稍萎缩，右踝肿胀； 

肌力（见附件图 3）:使用徒手肌力评定法进行评定，右踝背屈、跖屈肌力 4级； 

感觉:右足背浅感觉减退； 

Berg 平衡量表（见附件图 4）:31/56 分，平衡能力可，能辅助步行； 

步态:使用单拐辅助步行； 

踝与后足功能评分（见附件图 5）: 右侧 31 分； 

2.活动参与 

①活动情况： 

改良 Barthel 指数（见附件图 6）:89/100 分，上下楼梯需中等帮助，用厕、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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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行走需最小帮助，其余均可独立； 

功能综合评分（FCA）（见附件图 7）:运动项 69/78 分，社会与认知项 28/30 分，

总分 97/108 分； 

②社会参与：暂停工作，参与社区活动困难，外出、购物等活动需帮助，目前活动

范围为医院； 

3.环境 

①有利因素： 

a.所处医院环境好，康复治疗措施完善； 

b.有妻子陪伴鼓励支持； 

c.社会福利支持，减轻经济负担； 

②不利因素： 

a.治疗时间安排在早上，需早起，睡眠时间减少； 

b.夫妻双方均在医院，无劳动力输出，影响家庭收入； 

4.个人 

①有利因素： 

a.自身年轻恢复速度快，心态好； 

b.康复欲望强，积极主动配合治疗； 

②不利因素：患者不喜欢晚上睡医院，总喜欢请假回家睡，有时未按时做治疗。 

5.康复诊断 

（1）结构异常：右胫骨下段骨折 

（2）右下肢运动功能障碍 

（3）右足背感觉功能障碍 

（4）ADL 受限 

（5）社会参与受限 

三、设计方案 

（一）康复目标 

短期目标:右下肢消肿止痛，肌力增加到 4+级。 

长期目标:恢复右侧肢体运动功能，能到中等体力劳动，独立自主，回归家庭，参

与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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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复措施 

（1）运动治疗 

①右侧髋膝踝关节主动活动训练(5分钟）:a.屈髋屈膝 b.伸髋伸膝 c.髋的外展内

收 d.髋的转动 e.足的跖屈 f.足的内翻、外翻。 

②右下肢肌力训练:以下训练一组 10 个，一次三组，每日一次。 

a.卧位/立位勾腿抗阻练习（股二头肌） 

b.抗阻伸膝练习（股四头肌） 

c.踝周围肌肉力量训练:跖屈（腓骨长短肌）、内翻（胫骨前肌）、外翻（趾长伸肌） 

③右踝主动辅助背伸练习。 

④注意事项: 

a.关节活动要在正常范围内。 

b.避免右下肢站立旋转。 

c.力量训练要避免加重患者疼痛肿胀。 

e.要注意患者的异常情况，嘱咐患者不要憋气。 

⑤宣传教育: 

a.休息时要把右下肢抬高，高于心脏。 

b.训练后要记得冰敷，为了预防组织冻伤，在皮肤和冰袋之间隔一干毛巾（右足背

部浅感觉减退）。 

c.回病房训练时，旁边要有人员陪同，注意安全。 

（2）物理因子治疗 

①调制中频治疗 

作用：镇痛，电刺激锻炼肌肉。 

操作:并置法，电极贴片部位在右侧肢体胫前肌和小腿三头肌。 

处方：频率为 100HZ 全波连续波，电流强度一般在 0.1～0.3mA/cm²，每次治疗 15～

20分钟，每日一次。 

注意事项:治疗时患者治疗部位（右小腿）的金属物品，如脚链应去除；治疗结束

后，观察治疗区域（右小腿）的皮肤有无发红、烧伤等异常。 

②压力治疗：正压顺序循环治疗法 

作用：控制水肿和瘢痕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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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将患侧肢体放入气囊内，拉好拉链；将导气管按顺序插在气囊接口上。设定

压力及时间，打开电源即可开始。 

处方：上下气压压强开至耐受值，每次治疗时间为 20∽30 分钟，特殊情况可适当

调整但以不超过 60 分钟为宜，治疗每日 1次或 2 次，6～10 次为一疗程。 

注意事项：做气压治疗之前要排除 TVD。 

（3）作业疗法 

①瘢痕控制技术:手法为按摩操作技术，治疗时间为 10 分钟，不宜过长。 

②足踝各关节的松动术:手法 II 级，治疗时间为 5 分钟。 

③强化右踝背屈主动运动能力:主动背屈不足时，采用 Rood 刺激技术完成背屈，治

疗时间为 15 分钟。 

注意事项： 

a.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要调动患者的积极性，积极主动参与。 

b.患者右足背感觉减退，操作手法要注意轻重。 

c.治疗结束后，要及时隔毛巾冰敷。 

四、设计小结 

(一)入院情况： 

患者赵某，男，35 岁，外伤致右下肢疼痛，活动受限 1 月余。患者于 2018 年 6月

18日工作中不慎被硬物砸伤右下肢，在当地医院简单处理后转送至中医附一医院住院,

完善相关检查后提示“右胫骨骨干骨折”并行‘右胫骨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术后关于给

予药物改善循环，消肿等对症处理，病情稳定后出院。查体，患者神清合作，一般情况

尚可，大小便正常。右小腿下段可见术后瘢痕增生，右小腿下段连及右踝、右足部肿胀，

局部压痛（+），右踝关节活动受限，右踝背伸 0°，跖屈 0°-28°，右踝屈伸肌群肌力

3+级。余肢体关节未见明显异常。辅助检查 X 线提示右胫骨下段骨折。 

(二)治疗经过： 

患者入院后为消除右下肢肿胀、疼痛，增加肌力，提高 ADL 等，在运动治疗方面给

予右侧髋膝踝关节主动活动训练、右下肢肌力训练、右踝主动辅助背屈练习；在物理因

子治疗上予以调制中频电疗和压力治疗，消除右下肢的肿胀和疼痛；作业上予以瘢痕控

制技术、足踝各关节松动术和强化右踝背屈主动运动能力来改善右踝背屈关节度，通过

布置家庭作业，做好健康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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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7 号进行中期评定,其结果显示:VAS 评分 1/10 分;右踝背屈 5°、跖

屈 0-35°;髌下 10cm(L/R:37.5/36.0cm)，平足弓最高处(L/R:25.0/25.0cm)；右小腿肌

肉稍萎缩减小，右踝无肿胀；右踝背屈、跖屈肌力 4+级；右足背浅感觉减退；Berg 评

分 40 分:使用单拐辅助步行;踝与后足功能评分的右侧为 32 分；改良 Barthel 指数为

89分;功能综合评分（FCA）的运动项 69 分，社会与认知项 28分，总分为 97分; 

根据第二次康复评定，调整治疗方案，以自主训练为主，在运动治疗上，增加右下

肢负重练习、他动态平衡练习、脱拐步行训练；考虑患者需要，取消物理因子治疗，采

用中医治疗，增加针灸，促进右侧肢体骨折愈合，中药外敷，药性为活血化瘀，促进血

液循环；在作业疗法上，增加职业康复治疗，为出院后重回工作岗位，做好充足的准备，

通过比较治疗前后的评定效果，说明该治疗方案有效，可采用原始治疗方案。 

(三)出院时情况: 

经过综合性的康复治疗措施,患者出院时的运动功能、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参与等

情况明显好转,评定显示:VAS 评分为 0 分;右踝背屈 15°、跖屈 0-35°;髌下

10cm(L/R:37.5/37.0cm)，平足弓最高处(L/R:25.0/25.0cm)；右小腿肌肉无萎缩，右踝

无肿胀；右踝背屈、跖屈肌力 5 级；右足背浅感觉减退；Berg 评分为 53 分;可独立行

走,有姿势异常步态,但不影响行走;踝与后足功能评分的右侧为 40 分；改良 Barthel

指数为 95 分;功能综合评分（FCA）的运动项 72 分，社会与认知项 28 分，总分为 100

分; 

(四)出院指导： 

1.在右小腿（骨折处）常施以热敷治疗，时间为 10 分钟，防止烫伤，次数可按情

况增减。 

2.在家里也要积极进行功能锻炼，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也可让家人进行适当的肌

肉按摩。 

3.在家康复训练中，要做好保护措施，防止二次损伤。 

4.定期去医院复查拍片，观察骨折愈合情况。 

5.饮食上要多食含钙丰富，高蛋白，高营养的食品，刺激性食物少吃。 

6.生活作息要规范，保证充足的休息。 

 

 



8 
 

 

五、附件 

附件 1.影像学检查 

 

图 1X 线提示右胫骨下端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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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评定 

 

 

图 2VAS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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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关节活动度检查（ROM-T）徒手肌力检查（MMT）记录表 

Lovett 分级评定标准 

0级 无可测知的肌肉收缩。 

1级 有轻微收缩，但不能引起关节活动。 

2级 在减重状态下能做关节全范围活动。 

3级 能抗重力做关节全范围运动，但不能抗阻力。 

4级 能抗重力，抗一定阻力运动。 

5级 能抗重力，抗充分阻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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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erg 平衡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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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踝与后足功能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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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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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功能综合评定量表(F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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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治疗图片 

 

图 8 中频电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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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步态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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