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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cKenzie 技术的腰椎运动链训练应用于腰椎间孔镜术后分期康复的
前瞻性研究

吕  振 1，2，3，白金柱 1，2，3

文题释义：
腰椎运动链训练：人体核心通过全身运动链的相互协同来产生力量，并对抗异常力量实现动力性稳定。有效的核心力量是保持功能性运动
链的最佳运动学表现的关键，并提供整个运动链的神经肌肉高效率和下肢运动的近端稳定性。腰椎间盘突出症椎间孔镜手术，摘除突出髓
核，同时会对腰椎小关节和黄韧带进行必要的成形操作，不可避免会导致整体运动链的运动学改变和对抗异常外力的能力下降，所以引入
腰椎运动链训练，以提高腰椎间盘突出症微创术后疗效，预防复发。
McKenzie技术：该技术治疗腰痛的基本原则是通过特殊姿势训练和(或)动作指导使脊柱各关节回到中立位，使椎间盘回到椎间隙的中央位
置，避免使椎间盘向边缘移动的运动或姿势。该技术首先帮助患者获得脊柱中立位的本体感觉，然后再恢复伴有运动范围受限的肢体活
动。腰椎间盘突出症微创术后解除了神经根的机械性压迫，而对于腰椎退变导致的软组织源性腰痛尚无直接作用，残余间盘结构需要修复
和再稳定，为预防突出复发，重建脊柱中立位姿态，在术后康复中引入McKenzie技术。

摘要
背景：腰椎间孔镜手术解除了腰椎间盘突出所致的神经根压迫，而术后康复不仅包括手术创伤的康复，还应包括腰椎间盘突出症伴随的腰
肌损害和骨盆下肢功能失衡的康复。
目的：将基于McKenzie技术的腰椎运动链训练应用于椎间孔镜术后分期康复，评估该康复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方法：选择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62例，均接受侧路椎间孔镜治疗，术后利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31例。试验组术后根据预设康复方案进行基于McKenzie技术的腰椎运动链远程分期康复指导，
一期术后2-6周、二期术后7-12周，三期术后13-24周；对照组进行常规的腰椎术后康复指导。术后康复前及康复训练6，12，24周，评估
两组腰痛目测类比评分、日本骨科协会下腰痛JOA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SF-36健康调查简表评分；康复训练12周，利用MRI
扫描检测腰椎多裂肌横截面积；康复训练24周，利用三维运动采集与分析系统进行步态分析。研究通过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查，审批号(2019-011-1)。
结果与结论：①康复训练后，两组的腰痛目测类比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JOA评分、SF-36评分均较康复前有不同程度的
改善；试验组康复训练6，12周的目测类比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低于对照组(P < 0.05)，康复训练6周的JOA评分高于对照组     
(P < 0.05)，康复训练6，12，24周的SF-36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②两组腰椎多裂肌横截面积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步态
分析显示，试验组康复训练24周的支撑相左右侧比值大于对照组(P < 0.05)；④结果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椎间孔镜术后分期康复方案符合
该疾病术后恢复特点，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骨；腰椎间孔镜；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多裂肌；步态异常；骨盆功能；腰痛；麦肯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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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通过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椎间孔镜术后康复患者的随机对

照前瞻性研究，比较了基于 McKenzie 技术的腰椎运动

链训练分期康复与常规腰背肌康复训练的疗效。

对象：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治疗：
  侧路椎间孔镜治疗。

→→

(1) 试验组术后根据预设
康复方案进行基于
McKenzie 技术的腰椎
运动链远程分期康复
指导；

(2) 对照组进行常规的腰
椎术后康复指导。

评估指标：
(1)	腰痛目测类比评分；
(2) 日本骨科协会下腰痛

JOA 评分；
(3)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

数评分；
(4) SF-36 健康调查简表

评分；
(5) 腰椎多裂肌横截面

积；
(6) 步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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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以椎间孔镜手术为代表的腰椎微创技术近年快速发展，

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治，该手术已

被证实创伤小、恢复快、疗效好
[1-2]

。然而，腰椎间盘突出

症并不仅仅是椎间盘突出造成的神经根压迫，还包括腰椎周

围肌肉功能损害
[3-5]

、骨盆下肢功能失衡等
[6-7]

。椎间孔镜手

术通过切除突出的椎间盘解除了神经根压迫，而腰椎肌肉功

能障碍和骨盆下肢功能失衡也应该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康

复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腰椎微创手术借助微创器械切除突出的椎间盘，甚至相

应节段的黄韧带和关节突，术后如何在不影响脊柱减压节段愈

合的情况下增加腰部肌肉力量，弥补微创手术在手术节段造成

的损伤，如何预防手术及其邻近节段因生物力学改变而发生退

变或失稳，如何进行科学的姿势矫正和培养正确的用力模式避

免腰部的不利因素，以及如何合理矫正骨盆与下肢力学失衡来

矫正体态改善步态，是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

McKenzie 技术是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可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康复方案，研究证实其“强化腰椎伸展，减轻椎间盘压力”

理论已为无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改善了症状
[8-9]

。腰椎作为

人体核心肌群的中央部位，椎间盘退变与腰椎周围肌肉退变

密切相关
[10-12]

，研究还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往往伴有骨盆

和下肢力学失衡引起的步态异常
[6-7，13-14]

。结合椎间孔镜术后

恢复特点，基于 McKenzie 技术提出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微创术

后的“分期康复”理念，制定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椎间孔镜术

后分期康复方案，并验证该方案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脊柱外科完成。

1.3   对象   选择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脊柱外科收治诊断明确的

腰椎间盘症患者共 62 例，行侧路椎间孔镜治疗，按数字表

随机法分为试验组 31 例 ( 分期康复 ) 和对照组 31 例 ( 常规

康复 )。研究通过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伦理委员

会审查，审批号 (2019-011-1)。

纳入标准：严格按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诊断标准筛

选病例
[15]
，具体标准包括：下肢肌力测试、感觉测试、仰卧

位直腿抬高试验，对侧直腿抬高试验的检查，同时症状、体

征与 MRI 所见腰椎间盘突出节段一致；所有患者均接受同一

术者完成的侧路椎间孔镜下腰椎间盘切除术 ( 手术方式一致 )；

性别不限；年龄 35-60岁，腰椎间盘突出症程度为突出或脱出。

排除标准：合并下肢严重损伤或畸形；合并中枢或周围

神经病变；合并严重心、肺、脑及血液系统疾病；下肢静脉血

栓形成或动脉闭塞症等血管阻塞性疾患；腰椎术后感染；精神

或心理疾患严重影响康复者；不能按照医嘱进行康复训练者。

1.4   康复方案   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脊柱外科为手术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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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Lumbar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can decompress nerve root compression caused by herniated lumbar disc.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not only includes the recovery of surgical trauma, but also the recovery of lumbar muscle damage accompanied by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pelvic-leg function imbalance.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staged rehabilitation program of lumbar motor chain based on McKenzie’s technique after lumbar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METHODS: Totally sixty-two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Beijing Bo’ai Hospital of 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8 underwent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erformed remote staged rehabilitation guidance based on McKenzie’s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pre-set rehabilitation program for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of lumbar motion chain: 2-6 weeks after operation as the first stage, 7-12 weeks 
as the second stage and 13-24 weeks as the third stag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egular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scor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and SF-36 score were assessed in both groups pre-rehabilitation and 6, 12, and 24 weeks post-
rehabilitation. Cross sectional area of the multifidus of the lumbar spine was detected under MRI 12 weeks post-rehabilitation. Gai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24 
weeks post-rehabilitation by using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system.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Beijing Bo’ai 
Hospital of 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approval No. 2019-011-1).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fter rehabilitation,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scor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and SF-36 
score were improved to different degrees in both groups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rehabilitation.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were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6 and 12 weeks (P < 0.05).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score was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6 weeks (P < 0.05). At 6, 12, and 24 weeks, SF-36 score was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2)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ross sectional area of the multifidus of the lumbar spin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3) Gait analysis exhibited that the ratio of left to right in the supporting phas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24 weeks         
(P < 0.05). (4)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taged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fter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fo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has good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Key words: bone;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lumbar disc herniation; rehabilitation; multifidus muscle; gait abnormality; pelvic 
function; low back pain; McKenzie’s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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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单位。试验组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出院后远程分期康复指

导，定期接受康复评估，反馈问题适时调整康复方案。对照

组进行常规术后康复指导，重点为腰背肌锻炼，无具体分期

康复方案。试验组康复分期：一期，术后 2-6 周；二期，术

后 6-12 周；三期，术后 12-24 周。实施康复机构：腰椎术

后 2 周 ( 住院 )，术后 2 周开始 ( 门诊或远程 )。

试验组基于 McKenzie 技术的腰椎运动链训练分期康复

方案原则：术后短期内卧床休息和被动活动为主，避免影响

手术节段愈合；早期床上主动活动，预防围术期并发症；稳

定期主动伸展脊柱，减轻椎间盘压力，促进症状缓解；恢复

期逐渐牵拉腰背部肌肉，增加肌肉柔韧度；后期强化腹部和

骨盆部训练，增加核心肌群力量和下肢步行用力模式训练，

提高步态协调性。具体方法如下：

(1) 针对腰臀部肌肉的训练：①桥式运动：仰卧位，双

手放于胸前或体侧，单 ( 双 ) 腿屈曲足底踩至床面，同侧髋

部向上顶出，为单 ( 双 ) 桥运动；②平卧拱身运动：仰卧位，

双上肢位于体侧，手掌朝向床面，以颈后部和足跟部位支点，

在双上肢辅助下，腰臀部向上拱出；③仰卧团身抱：仰卧位，

屈髋屈膝双手抱于膝关节，使膝关节尽可能贴近胸部，保持

3-5 s，然后放松；④坐位体前屈：坐于床面伸髋伸膝，躯干

保持直立，双手缓慢像正前方伸直。训练当中避免速度过快

和幅度过大的动作，循序渐进改变双下肢大腿之间的角度可

以调整练习难易度。

(2) 针对腹部肌肉的训练：①俯卧上肢支撑运动：俯卧位，

双手 ( 肘 ) 支撑于床面，上半身缓慢抬起，保证髋关节前方贴

近床面，使躯干的前方得到拉伸，避免耸肩低头；②仰卧抬

腿运动：仰卧，伸髋伸膝，上肢位于体侧或胸前，保持腹部

轻度紧张的同时，屈髋屈膝直腿抬高下肢，交替进行，呼吸

均匀，避免屏气；③改良燕飞运动：俯卧位，小腹部下方垫

薄枕，上肢伸直双手位于身后，肩关节后伸，可同时保持双

侧下肢伸直髋关节后伸的状态，也可以使上下肢呈对角线交

替后伸，要求小腹和躯干部的肌肉全程适度紧张。

(3) 针对骨盆与下肢功能的训练：①卧位骨盆交替旋前

运动：仰卧位，双手置于髂前上棘处并轻轻下压，双侧髂骨

以双手的阻力为运动方向，交替主动旋前；②侧卧位骨盆侧

方强化运动：侧卧，同侧肘关节前臂和膝关节外侧支撑地面，

对侧上肢肩外展肘关节屈曲，髋关节外展，保持膝关节踝关

节屈曲 90°；③爬行训练：双手与双足触地，模仿蜥蜴爬行，

双侧上下肢交替触地，降低重心，尽可能保持躯干与地面贴

近平行，下肢屈曲时同侧髋关节外展外旋。

具体分期康复方案见表 1。康复过程中注意事项：注意

脊柱保护；根据性别、年龄、病情等个体差异微调康复计划，

逐步增加训练难度和负荷；注意患者全身情况和训练中和训

练后不适反应，如腰痛加重、肢体放射性疼痛等，及时停止

并调整训练强度和动作。

1.5   主要观察指标   研究采用单盲评估，医生了解患者分组

情况，而患者对于康复分组并不知晓。该盲法已在知情同意

书中告知。 

评价指标包括：腰痛目测类比评分 (0-10 分，分数越高

表示疼痛越严重 )、日本骨科学会 (JOA) 下腰痛评分系统 (0-29

分，分数越低表示功能障碍越严重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

数问卷表 (0-45 分，分数越高表明功能障碍越严重 )、SF-36

健康调查简表 ( 分数越高健康状况越好 )、腰椎多裂肌横截

面积和步态分析左右支撑相比值。评估时间为椎间孔镜术后

康复前、康复训练 6 周、康复训练 12 周、康复训练 24 周。

其中，MRI 下腰椎旁肌容测定在康复训练 12 周进行，步态

分析测定在康复训练 24 周进行。

MRI 腰椎多裂肌横截面积测定
[11,16]

：采用飞利浦核磁机

对腰椎手术节段 MRI 轴位椎间隙水平的 T2 加权相，采用徒

手描计的方法选择多裂肌横截面边界，并计算其面积，见图1。

步 态 分 析 与 评 价： 采 用 美 国 Noraxon 公 司 生 产

MyoMotion 三维运动采集与分析系统， MyoMotion 三维运

表 1 ｜试验组不同时间窗的分期康复方案
Table 1 ｜ Staged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n different time window of experimental group

时间窗 目的 治疗要点 注意事项 基本动作 选择性动作

1-3 d 控制术后疼痛，预防并发症 卧床休息，轴向翻身，药物治疗；卧床上

肢主动运动训练，下肢被动关节活动度训

练或主动关节活动度训练 

检查下肢感觉、运动功能；

必要时应用镇痛药；术后症

状未加重者进入下级康复 

被动直腿抬高练习 桥式运动

( 单桥 )

4 d-2 周 控制腰部活动，开展肢体功

能康复

卧床上下肢主动训练，逐渐直腿抬高训练及

腰伸肌等长收缩训练；试行佩戴腰围或腰骶

支具床旁站立，每次 10 min，每天两三次

避免暴力进行直腿抬高；必

要时应用镇痛药；能完成本

级训练者进入下级康复 

桥式运动 ( 单桥 / 双桥 ) 平卧拱身运动，仰

卧团身抱运动

2-3 周 适当增加腰椎活动范围 佩带硬腰围或腰骶支具室内步行，逐步增

加步行距离；选择以增强下肢肌肉力量为

主的器械训练，强度不宜过大

无并发症者出院，选择使用

镇痛药

桥式运动，平卧拱身运动，仰卧

团身抱运动

俯卧上肢支撑伸腰

运动

4-6 周 逐渐增强腰背肌及腹肌。逐

步过渡至日常活动 
腰围保护下逐渐恢复社区内步行，参加日常

生活活动及非体力性工作，增加步行距离；

选择性训练来增加下肢肌肉耐力

更换软腰围；避免腰部负重

及直腿弯腰活动，学习正确

坐姿，保持腰前凸 

桥式运动，平卧拱身运动，仰卧

团身抱运动，俯卧上肢支撑伸腰

运动

坐位体前屈，仰卧

抬腿运动

6-12 周 独立完成日常活动，参加一

般工作 
腰围保护下逐渐参加一般工作，逐渐进行

脊柱核心肌群的力量训练

避免体力劳动及负重，指导

康复训练计划

平卧拱身运动，仰卧团身抱运动，

俯卧上肢支撑伸腰运动，坐位体

前屈

仰卧抬腿运动，改

良燕飞运动，卧位

骨盆交替前旋运动

12-24 周 独立完成日常活动，参加正

常工作 
去除腰围进行腰背臀肌功能锻炼，参加一

般性工作；脊柱核心肌群的力量强化训练

避免剧烈运动和高强度负重 俯卧上肢支撑伸腰运动，仰卧抬

腿运动，改良燕飞运动，侧卧位

骨盆侧方强化运动，爬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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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采集与分析系统，通过传感器建立一个人体三维模型，快

速获得人体关节的活动角度，加速度及肢体本身的运动方向。

研究中利用的是左右支撑相比值评估步态的对称性，即左右

支撑期的维持时间对比，为便于观察，采用小值 / 大值作为

记录数据，理想状态为左右支撑期相同，数值为 1，记录数

据越接近 1，说明步行越对称、平衡，反之则为步态不稳。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1.0 软件对两组不同康复分期的

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0.05。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共纳入 62 例患者，随访中试验组与对

照组各失访 1 例，最后进入结果分析 60 例。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2。

2.3   两组基线资料   两组间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P > 0.05)，见表 2。两组椎间盘突出的详细信息见表 3。

2.4   两组分期康复方案的组间比较结果   试验组康复训练不

同时期的腰痛目测类比评分、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

JOA 评分、SF-36 评分均较康复前明显改善 (P < 0.05)；对照

组康复训练 12，24 周的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较康复

前明显改善 (P < 0.05)，康复训练不同时期的腰痛目测类比评

分、JOA 评分、SF-36 评分均较康复前明显改善 (P < 0.05)。

试验组康复训练 6，12 周的目测类比评分、Oswestry 功能障

碍指数评分低于对照组 (P < 0.05)，康复训练 6 周的 JOA 评分

高于对照组 (P < 0.05)，康复训练 6，12，24 周的 SF-36 评分

高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4。

两组康复训练后的多裂肌横截面积与康复前比较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康复训练后的步态分析左右支撑相

比值大于康复前 (P < 0.05)；两组间康复前及康复训练 12 周

的多裂肌横截面积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

间康复前的步态分析左右支撑相比值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试验组康复训练 24 周的步态分析左右支撑相比

值大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5。

2.5   不良反应   两组在康复训练过程中无摔倒、关节扭伤等

图注：a 为术前 L5S1 椎间盘水平多裂肌横截面积描计方法及面积值；b
为术后 6 个月 L5S1 椎间盘水平多裂肌横截面积描计方法及面积值。A 表
示划线区域的面积 (mm2)；P 表示划线区域的周长 (mm)；M 表示划线区
域的平均灰度值；SD 表示划线区域灰度值测定的标准差
图 1 ｜男性 56 岁 L5S1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MRI T2 加权相图像
Figure 1 ｜ T2 weighted MRI images of a 56-year-old man with L5S1 lumbar 
disc herniation

表 2 ｜两组一般资料
Table 2 ｜ General information of both groups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t/χ 2
值 P 值

男 / 女 (n) 17/13 16/14 0.067 0.795
年龄 (x-±s，岁 ) 48.5±16.5 50.2±14.0 0.429 0.670

表 3 ｜试验组和对照组腰椎间盘突出的详细资料                  (n)
Table 3 ｜Detail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分类 试验组 对照组

L3-4 突出 0 1
L4-5 突出 14 16
L5S1 突出 22 17
单节段 26 28
双节段 5 3
突出型 35 32
脱出型 1 2
中央型 8 5
旁中央型 26 26
外侧型 2 3

表 4 ｜试验组与对照组在分期康复不同时期的评价结果    (x-±s，n=30)                  
Table 4 ｜ Assessment result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rehabilitation of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康复前

  目测类比评分 2.73±0.74 2.96±0.72 -1.239 0.220
     JOA 评分 17.27±1.47 17.86±1.57 -1.533 0.131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 21.90±4.90 22.90±5.35 -0.755 0.453
     SF-36 评分 516.30±59.18 519.33±58.31 -0.200 0.842
康复训练 6 周 ( 一期 )
  目测类比评分 1.94±0.69a 2.30±5.35a

-2.297 0.025
     JOA 评分 20.60±2.62a 19.33±1.77a 2.194 0.032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 18.0±4.42a 20.47±4.90 -2.047 0.045
     SF-36 评分 633.27±46.48a 603.93±60.58a 2.104 0.040
康复训练 12 周 ( 二期 )
  目测类比评分 1.40±0.56a 1.73±0.64a

-2.142 0.036
     JOA 评分 23.73±2.61a 23.10±2.83a 0.900 0.372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 14.93±2.78a 17.50±2.93a

-3.480 0.001
     SF-36 评分 722.37±53.43a 666.80±68.07a 3.517 0.001
康复训练 24 周 ( 三期 )
  目测类比评分 0.57±0.50a 0.63±0.61a

-0.459 0.648
     JOA 评分 27.50±1.48a 27.43±1.30a 0.185 0.854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 11.30±1.24a 11.24±0.87a 0.210 0.835
     SF-36 评分 767.33±55.16a 742.50±35.83a 2.068 0.043

表注：与康复前比较，
aP < 0.05

表 5 ｜两组康复前后多裂肌横截面积和步态分析比较      (x-±s，n=30)                  
Table 5 ｜ Comparison of cross sectional area of multifidus muscle and gait 
analysis of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rehabilitation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康复前多裂肌横截面积 (mm2) 336.80±147.65 336.38±135.71 0.012 0.991
康复前步态分析左右支撑相比值 0.81±0.03 0.82±0.01 -1.617 0.111
康复训练 12 周 ( 二期 ) 多裂肌横

截面积 (mm2)
380.48±160.93 350.16±131.04 0.814 0.419

康复训练 24 周 ( 三期 ) 步态分析

左右支撑相比值

0.94±0.02a 0.92±0.01a 6.826 0.000

表注：与康复前比较，
aP < 0.05

62 例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对照组 31 例试验组 31 例

失访 1 例，30 例

进入结果分析
失访 1 例，30 例

进入结果分析

图 2 ｜试验流程图
Figure 2 ｜ Trial flow 
chart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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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良事件发生。

3   讨论   Discussion
3.1   腰椎间孔镜术后康复方案的意义   腰椎间盘突出症行腰

椎间孔镜术后只关注脊柱骨性与韧带结构的重建与恢复是不

够的，还应该重视主动系统的功能锻炼和神经调节系统的运

动再学习。脊柱功能单位 ( 被动系统 )、椎旁肌肉系统 ( 主动

系统 ) 和神经肌肉控制系统 ( 调节系统 ) 有机结合共同完成

脊柱的相关运动。人体脊柱与四肢运动链的协调整合是正常

运动功能的关键所在
[17-18]

。

强调脊柱整体运动的脊柱康复学在脊柱手术的基础上合

理开展术后康复，提高手术疗效，减少术后并发症，最大限

度地改善疼痛症状，恢复躯体功能
[19-23]

。但目前中国尚无椎

间孔镜腰椎微创术后的康复规范和标准可循，特别是尚无经

过循证医学论证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分期康复方案。

3.2   椎间孔镜术后分期康复   腰椎间孔镜术后不同阶段的康

复要点是有所区别的。研究从这一点出发，对术后不同时间

进行了分期康复，一般患者住院时间为 2 周左右，术后 2 周

之内的康复内容两组之间是相同的，分期康复包括术后 2-6

周、术后6-12周、术后12-24周。正确掌握患者术后何时下地、

何时开始腰部锻炼、何时开始核心训练、何时增加训练强度、

何时脱离助行器、何时去除腰围、如何让患者心理接受并敢

于进行相应的功能锻炼等，都是分期康复关注的内容。

研究通过详细的分期康复方案证实，试验组在 6，12 周

时比对照组更加显著地改善了腰痛和腰椎功能，缩短了恢复

时间，提高了健康生活状况；同时 12 周时，试验组的步态分

析双足支撑相比值显著增大，步态稳定性提高；24 周时两组

间比较腰痛和腰椎功能评估效果接近，但试验组获得了更好

的健康生活状况，同时手术节段的椎旁多裂肌横截面有所增

加，可见分期康复方案的应用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值得推广。

3.3   基于 McKenzie 技术的腰椎运动链分期康复方案   

McKenzie 疗法是被广泛认可治疗腰痛的非手术治疗方法
[9, 24]

，

尤其被一线物理治疗师所认可。在一些国家，该疗法被指定为

治疗慢性腰痛的标准化康复方案
[25-26]

。McKenzie 疗法治疗腰痛

的基本原则是通过特殊姿势训练和 ( 或 ) 动作指导使脊柱各关

节回到中立位，使椎间盘回到椎间隙的中央位置，避免使椎间

盘向边缘移动的运动或姿势。在治疗过程中，McKenzie 疗法首

先帮助患者获得脊柱中立位的本体感觉，然后再恢复伴有运动

范围障碍的肢体活动，观察症状向心或离心变化的趋势来指导

下一步治疗方案。目前 McKenzie 疗法也已与多种康复技术组

合，并取得良好疗效
[9,27]

。该疗法的治疗理论恰好可以预防椎

间孔镜术后手术节段的复发和邻近节段的退变，使术后的脊柱

更加符合人体生物力学特点，同时可以减少不良坐姿习惯和异

常运动模式带来的脊柱关节异常应力和椎间盘不良力学刺激因

素，延缓脊柱退变。

人体核心的定义为腰椎骨盆髋关节复合体，这是人体所

有运动开始的位置，有 29 块肌肉连接在这个复合体上
[19]
。有

效的核心力量利于保持功能性运动链的最佳运动学表现，提供

整个运动链的神经肌肉高效率和下肢运动的近端稳定性。人体

核心通过全身运动链的相互协同来产生力量，并对抗异常力量

实现动力性稳定。在椎间盘髓核摘除术中很可能会对腰椎小关

节和黄韧带进行必要的成形操作，这样一来不可避免会导致整

体运动链的运动学改变和对抗异常外力的能力下降。所以，通

过核心肌肉的强化锻炼尽可能地保持运动链协调是一项重要的

补救方式，也是最为有效的功能锻炼方法之一。多项研究已明

确证实，核心稳定性训练可以改善慢性下腰痛的症状、预防腰

痛的复发
[28-30]

。同时应注意分别强化核心肌群的浅层和深层肌

肉，通过他们协调收缩来提高运动链的运动效能。核心稳定性

训练还包含着运动再学习的内容，患者重新学习日常生活和运

动过程中的运动发力模式，避免使椎间盘向周围移动的动作和

姿势习惯。研究关注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合并的核心肌群损害，

并评估了腰椎手术节段的深层多裂肌横截面积变化，结果证实

分级康复 24 周时手术节段多裂肌的横截面积增加，尽管没有

统计学差异，但有助于改善身体核心稳定性。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往往伴有骨盆运动障碍，从而

引起步态异常
[13-14]

。骨盆运动学和腰骨盆节律客观地分析了

腰椎间盘突出症引起步态异常的力学机制，骨盆姿势的变化

会随着腰椎和髋关节运动而发生前倾、后倾、冠状面倾斜及

水平旋转。临床治疗中常见腰痛患者合并骨盆前倾及后倾，

比如椎间孔狭窄的患者要进行代偿性骨盆后倾练习，因为腰

椎的屈曲会使椎间孔变大，减少神经根挤压产生疼痛；而椎

间盘突出患者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代偿性工作，从而避免髓核

向后移动。腰骨盆节律反映了躯干直立到屈曲和屈曲到直立

过程中腰椎和髋关节在矢状位屈伸的联动关系。由此可见，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因为腰椎曲度异常产生骨盆的代偿性运

动，最终引起下肢步态异常，是符合力学机制的。关注腰椎

间盘突出症术后步态异常，是从根本上改变腰椎间盘突出症

对患者造成下肢运动功能异常的关键所在。

研究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存在步态过程中双下肢

支撑相比值的异常，此次研究证实分级康复患者在术后 12

周时步态异常得到了有效的纠正。可见，骨盆下肢功能异常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传统康复方式主要是针对腰背肌的训练，比如燕飞运动、

搭桥运动，这些训练方法也已被证实对于腰椎术后康复有很

好的促进作用。研究中试验组所采用的康复方式与传统康复

方式不同点在于，新的康复方法不仅局限于腰背肌、腹肌的

力量训练，而将腰椎骨盆下肢视为人体核心运动联合体，通

过 McKenzie 技术基本原理结合运动模式训练纠正腰椎骨盆

运动链力学异常和步态异常。

3.4   腰痛的改善作用   腰椎间孔镜术后早期康复主要针对促进

伤口周围组织愈合，佩戴腰围早期下地，预防早期并发症，如

下肢静脉血栓等。研究中试验组和对照组均接受相同的康复干

预，符合医学伦理学。患者出院后，试验组和对照组便开始严

格的康复准备，试验组通过门诊复查、网络资源给予患者康复

研究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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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术后 6，12 周时可见试验组的腰痛、腰椎功能和日常

活动能力有显著提高。由此可见，早期进行针对性的术后康复

指导，对于提高手术疗效、改善症状、促进躯体功能恢复有良

好的促进作用。术后 24 周时，试验组和对照组均有明显的疼

痛和腰椎功能恢复，但只有 SF-36 在试验组表现出显著提高，

分析原因：两组均进行康复锻炼，经半年的恢复躯体已经对手

术造成的创伤基本适应，并且通过功能锻炼使身体重新整合结

构与功能，基本适应日常生活；分级康复对试验组的影响针对

性更强，患者的腰腹臀背部肌肉得到更加系统的锻炼，核心力

量恢复更好甚至优于术前，所以患者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

SF-36 健康状况评分更好。由此可见，分级康复的意义不仅仅

是促进患者术后的症状改善和功能恢复，也是患者对于正确的

运动模式再学习的过程，通过新的功能锻炼使患者薄弱的核心

力量环节得到强化，身体姿势习惯和脊柱日常的曲度逐渐良性

改变，甚至有的患者经过这样的过程腰腹部力量完全恢复，甚

至比术前有更好的运动表现。

3.5   研究不足之处   研究中两组各 31 例，该样本量仅作为推

广应用的初步研究，今后应扩大样本量，进行多中心的随机

对照研究。通过网络技术进行康复指导，毕竟存在指导不完

善、随访不及时的缺陷，如果能将社区医院或二级医院作为

中后期随访的研究机构，将会提高分期康复的临床效果。研

究所有的康复指导人员虽然经过统一的康复培训，但仍存在

康复医生指导与患者理解之间的偏差。步态分析所关注的参

数仅是双侧下肢支撑相的时间比值，而没有对下肢肌肉力学

进行深入的力学研究；核心肌肉关注腰椎多裂肌横截面积在

术后 24 周时的形态学变化，并没有对腰部的核心肌肉力量

进行定量测定，这些内容在今后研究中将不断完善。

综上，研究拟定的整体康复方案在腰椎间孔镜术后分期康

复中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规范的分期康复方案和医生

科学的康复指导，是腰椎间孔镜术后良好治疗效果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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