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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平板训练对踝关节扭伤后本体感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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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移动式平板训练对踝关节扭伤后本体感觉的影响。
方法：将 31 例踝关节扭伤患者分成治疗组（n=16）和对照组（n=15）。对照组接受超短波和电针治疗；治疗组在对照
组治疗基础上加用移动式平板训练。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2 周和 4 周后采用 Tecnobody PK254P 康复系统对患者本
体感觉进行评定。
结果：患者患侧踝关节的平均轨迹误差为 26.31%±4.12%，平均负重力量差为(1.56±0.23)kg，均较健侧增加
[18.51%±3.42%；(0.65±0.16)kg]，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经过移动式平板训练后，治疗组患侧踝关节的平均轨迹误差
和平均负重力量差均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2, 0.045）。多重比较发现：治疗前、治
疗 2 周和治疗 4 周 3 个时间点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
结论：移动式平板训练能改善踝关节扭伤后受损的本体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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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体下肢三对大关节之一，踝关节是人体运动的重

患侧踝关节 VAS 疼痛评定≤4 分。排除标准：①双踝均扭

要枢纽和承重关节，在日常生活中，踝关节直接参与站立、行

伤；②近半年来有一侧或双侧踝关节损伤病史；③存在认知

走、跑跳等动作，并吸收来自地面的冲击，起到保护关节的作

功能障碍，无法理解和完成本体感觉评定和治疗；④存在其

用。人体踝关节存在丰富的本体感受器，踝关节损伤可导致

他导致本体感觉/平衡功能障碍的疾病；⑤严重的心脏及肝

本体感觉下降 ，而本体感觉下降又可反过来增加踝关节损

肾并发症。

伤的机率[2]。因此，除了改善踝关节损伤后的局部软组织肿

1.2

[1]

分组

胀、疼痛外，如何提高患踝的本体感觉功能，为患者提供及

将上述 31 例患者按照就诊顺序分成本体感觉治疗组

时、准确、全面的康复治疗已成为康复医师越来越关注的问

（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对照组），其中治疗组患者 16 例，对

题。我们观察了采用移动式平板训练对踝关节扭伤后本体

照组患者 15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情况比

感觉的影响，
现报告如下：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具有可比性（见表 1）。

1
1.1

表1

资料与方法
组别 例数

研究对象
共选取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12 月在我院康复医学科

和矫形外科门诊就诊的踝关节扭伤患者 31 例，诊断标准参
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中关于踝关节扭伤的诊断标准 ：①明确的踝部外伤史；
[3]

②损伤后踝关节即出现疼痛，局部肿胀，皮下瘀斑，伴跛行；
③局部压痛明显，内翻扭伤者足作内翻动作时外踝前下方剧
痛；外翻扭伤者足作外翻动作时内踝前下方剧痛；④X 线摄
片检查未见骨折。
入组标准：①符合以上诊断标准；②患者病程逾 1 周且
DOI:10.3969/j.issn.1001-1242.2012.06.014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科,武汉,430030; 2

治疗组 16
对照组 15

1.3
1.3.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年龄（岁）
31.38±3.23
33.27±4.76

性别（例）
男 女
9
7
7
8

侧别（例）
病程（d）
左
右
8
8 17.31±4.73
6
9 19.20±3.92

治疗方法
本体感觉训练方法：运用意大利产 Tecnobody PK254P

康复系统（注册号: SFDA(I) 20102261249）进行本体感觉训
练。将仪器灵敏度调节活塞选择至“5”的位置，去除静态锁，
将电子平台倾斜角度设置为前、后、左、右各 5°—10°。患者
穿着薄棉质袜，将患足轻轻置于平台上，健足站立于与平台
等高的固定支持台上。根据患足治疗前本体感觉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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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程序自动提示的训练方案，在移动式平板上进行本体感

择多轴评定模式进行正式本体感觉评定。评定指标主要有

觉训练，包括直线单足控制、斜线单足控制、圆周单足控制、

平 均 轨 迹 误 差（average track error,ATE）和 平 均 负 重 力 量

蛇形单足控制和混合轨迹单足控制等（见图 1）。每种轨迹训

差。ATE=(患者踝足控制光标所描记轨迹长度-理想轨迹长

练时间可根据患者掌握熟练情况设置 2—4min，然后更换训

度)/理想轨迹长度。ATE 数值越小，说明患者运动控制能力

练程序。每天训练 1 次，每次 25min。每周训练 5d，休息 2d。

越强，本体感觉越好。平均负重力量差反映的是踝关节运动

在完成 2 周训练后对患者进行再评定，并根据评定结果相应

时负重力量控制的均一性，该数值越小，说明关节的力量控

修订训练内容。

制能力越强，
本体感觉越好。

图1

首先于治疗前评定双侧踝关节本体感觉，并于治疗 2 周

Tecnobody PK254P 康复系统本体感觉训练图

和 4 周后分别再次评定患侧踝关节本体感觉。
1.5

统计学分析
本 研 究 所 得 的 计 量 资 料 以 均 数 ± 标 准 差 表 示 ，采 用

SPSS15.0 版统计学软件包进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组内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间比较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治疗前，患者患侧踝关节的平均轨迹误差为 26.31%±
3.12%，平均负重力量差为（1.56±0.23）kg；而健侧踝关节的
平均轨迹误差为 18.51%±2.42%，平均负重力量差为（0.65±
1.3.2

常规治疗方法：超短波治疗：采用 WG-I 型超短波电

0.16）kg，两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8.65 和 6.73，P 值均＜

疗机，频率 40.7 MHz, 波长 7.4m, 最大输出功率 40W，电流

0.01），提示踝关节扭伤后，本体感觉功能下降。经过移动式

控制 40—50mA。圆形电极 2 个,于患侧踝关节内外侧对置，

平板训练后，治疗组患侧踝关节的平均轨迹误差和平均负重

电极与皮肤间隙 1—2cm, 无热量, 10min。每天 1 次，每周治

力量差均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

疗 5 次。

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F=11.68 和 4.38，P=0.002 和 0.045），提

电针治疗：按照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针灸

示患侧踝关节本体感觉改善（见图 2、表 2）。多重比较发现：

学》中取穴方法[4]，选取患侧解溪、丘墟、昆仑、照海、悬钟。所

治疗前、治疗 2 周和治疗 4 周 3 个时间点间比较，差异有显著

选穴位均常规针刺，得气后解溪和照海一组，丘墟和昆仑一

性意义（P＜0.01）。

组，接 G6805 电针治疗仪，选择连续波，频率为 40Hz，强度以
3 讨论

患者能耐受为度，
治疗 20min。每天 1 次，每周治疗 5 次。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超短波和电针治疗，治疗组患者在

本体感觉是一种特殊的感觉形式，是指肌腱、关节等运

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同时结合本体感觉训练。

动器官本身在不同状态（运动或静止）时产生的感觉，又称深

1.4

评定方法

感觉，主要包括：关节静态位置的感知能力、关节运动的感知

采用 Tecnobody PK254P 康复系统对患者本体感觉进行

能力和反射与肌张力调节回路的传出活动能力。早在 100

评定。将仪器灵敏度调节活塞选择至“5”的位置，去除静态

多年前临床学家和研究者就发现了机械感受器（后称本体感

锁，将电子平台倾斜角度设置为前、后、左、右各 5°—10°。患

受器）在关节功能中的潜在作用。这些机械感受器是由关节

者穿着薄棉质袜，将患足轻轻置于平台上，健足站立于与平

内的力学感受器以及神经纤维组成，广泛分布于关节囊、韧

台等高的固定支持台上。先选择单轴评定模式（上下或左

带、肌腱中。人体借助本体感受器感知每一动作中肌肉、肌

右）让患者适应性训练 3min，通过踝关节的不同方向运动控

腱、关节和韧带的缩短、放松和拉紧的不同状况，为大脑皮质

制显示器上的光标努力地跟随评定程序指定的轨迹；然后选

对运动行为进行复杂的分析综合创造条件。这些本体感觉

表 2 两组患者患侧踝关节本体感觉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对照组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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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轨迹误差（x±s，
%）
治疗前
治疗 2 周
治疗 4 周
26.69±2.96 22.44±2.00 18.00±2.50
26.20±2.95 24.80±1.78 23.80±1.74

www.rehabi.com.cn

F

P

11.68

0.002

平均负重力量差（x±s，kg）
治疗前
治疗 2 周
治疗 4 周
1.54±0.15
1.23±0.17
1.09±0.22
1.58±0.35
1.43±0.31
1.41±0.34

F

P

4.38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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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8

A1

一例治疗组患者移动式平板训练前后患侧踝关节本体感觉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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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AT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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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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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2 周后，AT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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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4

A5

A1

S8

15°

5°

S5

S1

A1

S8

A5

S4

治疗 4 周后，ATE：15%

信息和视觉、前庭觉一起经中枢，通过反馈作用调节肌肉的

向。为了保证评定结果的客观性，在正式评定前先采用单轴

兴奋，进而参与到关节动态稳定性控制当中。

评定模式让患者进行适应性训练数分钟。画圈评定时，系统

踝关节有丰富的本体感受器 ，当踝关节扭伤发生时,会

会提供理想描记轨迹线和描记范围，由患者在控制患踝负重

造成踝关节的肿胀及炎症,间接造成韧带的松弛, 韧带失去

力量的情况下控制光标来尽量按照理想轨迹画圈。评定结

正常的张力，位于韧带或关节囊中的本体感觉接受器也会受

束后，系统自动生成 ATE 和平均负重力量差及每个象限的轨

到损伤，并因此影响到肌肉的协调性，失去有效的保护机制，

迹误差和负重力量差。在国外 Tecnobody PK 康复系统已经

增加了再度损伤的可能性 ，尤其伤后第一年是踝关节再损

成功地运用于康复临床 [15—16]，最近被引入国内，其运用的可

伤的高发期[6]。Arnold[7]等的研究显示，73%单侧踝关节损伤

靠性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17]。

[5]

[2]

者 会 发 生 再 损 伤 ，另 有 研 究 显 示 急 性 踝 关 节 扭 伤 后 ，有

本研究发现踝关节扭伤后患侧踝关节平均轨迹误差和

10%—20%的患者可发生慢性踝关节不稳定 。由此可见，

平均负重力量差均比健侧踝关节高，两者差异有显著性意

踝关节损伤可导致本体感觉损害，影响踝关节的稳定性、灵

义，从而证实了踝关节扭伤后，其本体感觉也同时受损。在

活性与控制能力，又进一步增加了踝关节损伤的易感性。在

对照组中，采用电针踝关节周围穴位，同时联合超短波治疗，

我们的观察中也发现患者的患侧踝关节的平均轨迹误差和

侧重于发挥针刺的祛瘀行气、疏经止痛作用和高频电疗的消

平均负重力量差均显著大于健侧踝关节，说明患踝确实存在

肿作用 [18—19]，本结果提示：接受超短波及电针常规治疗患者

明显的本体感觉障碍，这也提示我们在临床处理踝关节损伤

的患踝平均轨迹误差和平均负重力量差虽有下降，但是差异

时，除了减轻疼痛和消除肿胀，也要同时关注其本体感觉的

不明显。而经过常规治疗加移动平板训练后，治疗组踝关节

恢复。

的平均轨迹误差和平均负重力量差均明显下降，结果明显优

[8]

1965 年 Freeman 等[9—10]建立了本体感觉训练可减少踝关

于单纯常规治疗组，提示移动平板训练提高了踝关节的本体

节韧带损伤理论假说，之后的许多研究结果均支持这一理

感觉。在治疗中我们也发现：治疗 4 周后患者的本体感觉更

论，并认为本体感觉训练是通过同时改善局部和中枢的运动

优于治疗 2 周，这也提示我们：相对于减轻肿胀、缓解疼痛，

觉感受器功能而发挥效应

提高踝关节的本体感觉功能则需要更长时间的康复训练。

[11—12]

。现在，移动平板训练已经成

为本体感觉训练常用的方法[13—14]。Tecnobody 移动式平板检

因 TecnoBody PK 康复系统引入国内时间不长，故本文样本

测、训练系统通过一个复杂的电子平板将所有最小角度的运

量还不是很大。此外，对于接受本体感觉训练后患者的踝关

动转化为电信号，经过软件处理后，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

节扭伤再发率的随访也将是我们下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于患者关节运动紧密相关的轨迹曲线（运动示踪），并通过视

内容。

觉反馈辅助重建正常的本体感觉。该系统不仅能提供总体
评定结果，而且可分析足部在哪个具体的空间问题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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