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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辅助松解结合特定运动治疗 RigoA 型脊柱侧凸：
改善躯干旋转角及减轻背部疼痛

孙晓蕾 1，张晓辉 2，林佳声 3，廖八根 2

文题释义：

器具辅助松解：是使用专门设计的仪器用于治疗肌筋膜粘连，减轻疼痛并改善关节运动范围的一种物理治疗筋膜功能受限的方法。

RigoA型：是基于Lehnert-Schroth的三弧和四弧分类及之后的扩展分类，Rigo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细化形成了Rigo分型。Rigo分型中的“三

弧”(three curves pattern；3C)称为A型，其中又分为A1、A2、A3亚分型。

摘要

背景：运动疗法对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干预已得到国际脊柱侧凸矫形与康复治疗学会的认可，但特定物理治疗结合运动疗法对于青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特定分型的临床研究成果较少。

目的：分析器具辅助松解结合特定运动疗法干预青少年RigoA型特发性脊柱侧凸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择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收治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RigoA型患者18例，男6例，女12例，年龄10-16岁，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n=10)与对照组(n=8)。试验组进行器具辅助松解结合脊柱侧凸特定运动治疗，对照组仅进行器具辅助松解治

疗，治疗频率1次/周。

结果与结论：①治疗24周后，试验组Cobb角、胸椎曲度较治疗前降低(P < 0.05)，对照组Cobb角、胸椎曲度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变化(P > 
0.05)，试验组Cobb角、胸椎曲度低于对照组(P < 0.05)；②治疗24周后，试验组轴向躯干旋转角低于治疗前(P < 0.05)，对照组轴向躯干旋转

角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变化(P > 0.05)，试验组轴向躯干旋转角低于对照组(P < 0.05)；③两组首次治疗及治疗后10，24周的目测类比评分均

低于治疗前(P < 0.05)，试验组治疗24周的目测类比评分低于对照组(P < 0.05)；④治疗24周后，试验组肺活量高于治疗前(P < 0.05)，对照组

肺活量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变化(P > 0.05)，试验组肺活量高于对照组(P < 0.05)；⑤结果表明，针对青少年RigoA型特发性脊柱侧凸，器具辅

助松解结合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可降低脊柱侧凸轴向躯干旋转角、减轻背部疼痛、增加肺活量，控制脊柱侧凸曲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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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Exercise therapy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ociety on Scoliosis Orthopaedic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but there are fewer clinical studies on specific physiotherapy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for specific subtypes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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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 是一种伴有早发型的复杂三维

脊柱畸形，国际相关报道其患病率为 2%-4%，发达国家特发

性脊柱侧弯发病率为 2%-3%，其病因持续受到关注，但致病

原因业界仍存在争议
[1-3]

。2021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

脊柱弯曲异常筛查项目纳入每学年或新生入学体检内容，做

到早发现、早治疗
[4]
。在特发性脊柱侧凸的保守治疗方法中，

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被认为具有潜在价值，国际脊柱侧凸

矫形与康复治疗学会治疗指南中推荐脊柱侧凸患者进行脊柱

侧凸特定运动疗法
[5-6]

。SIMHON 等
[7]
在研究中提到，未来的

研究需将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与物理疗法相结合，了解运

动疗法结合物理治疗在控制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曲线

发展风险的临床疗效及效果。

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旨在探讨物理疗法结合

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临床效

果。器具辅助松解是治疗筋膜功能受限的常用手段，能减轻

肌筋膜粘连、增加脊柱活动灵活性
[8]
，可作为脊柱侧凸运动

疗法的辅助物理治疗，但国内尚无针对器具辅助松解手术治

疗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相关研究。研究采用器具辅助松解结合

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特定分型患

者进行治疗，观察临床疗效，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的治

疗思路。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单盲对照试验，组内及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

本 t 检验和独立样本 t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选择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哈尔滨

市第五医院脊柱侧凸矫治中心收治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患者。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instrument-assisted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combined with physiotherapy scoliosis specific exercises on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scoliosis type RigoA.
METHODS:  Eightee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RigoA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Fifth Hospital of Harbin City between December 2020 and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6 males and 12 females, at the age of 10-16 year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ial group (n=10) and control group (n=8). 
The trial group underwent Instrument-Assisted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combined with Physiotherapy Scoliosis Specific Exerci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Instrument Assisted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The frequency of treatment was once a week.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fter 2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Cobb angle and thoracic curvature of the tri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while the Cobb angle and thoracic curvature of the control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 Cobb angle and thoracic curvature were lower in the trial group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2) After 2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axial 
trunk rotation angle of the tri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axial trunk rotation angl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 axial trunk rotation angle of the tri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3) The visual analog scale scores of the first treatment and 10 and 24 weeks after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 visual analog scale score of the trial group after 24 weeks of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4) After 2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vital capacity of the tri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vital capacity of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 vital capacity of the tri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5)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Instrument-Assisted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and Physiotherapy Scoliosis Specific Exercises proved to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axial trunk rotation angle of scoliosis, reducing back pain and increasing vital capacity, and contro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oliosis curve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RigoA patients.
Key words: instrument assisted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RigoA type; scoliosis; physiotherapy scoliosis specific exercises; 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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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象   共纳入 20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根据脊

柱侧凸西班牙 Rigo 分型
[9]
，年龄 10-16 岁，Risser 征 0-4 级，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为对照组 (n=10) 和试验组 (n=10)。患者及

其监护人对试验知情同意并签署科研知情同意书。研究通过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医学伦理审批 (HSWYL2021005)。

纳入标准：①诊断为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②年龄

10-16 岁之间；③ Risser 征为 0-4 级；④主弧 Cobb 角在

10°-25° 之间；⑤ Rigo 分型 A 型患者；⑥主胸弯向右侧凸；

⑦未接受过手术及其他康复治疗；⑧治疗期间未佩戴支具；

⑨自愿参加试验，治疗依从性高。

排除标准：①特发性脊柱侧凸手术后患者；②合并其他

重大原发性椎体畸形患者；③合并其他颈椎、肩、髋及膝关

节功能障碍患者；④合并其他重大原发性、器质性病变以及

可能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者；⑤合并心理、精神疾病患者；

⑥主胸弯左凸患者；⑦ Risser 征 5 级者；⑧年龄小于 10 岁、

大于 16岁者；⑨脊柱侧凸 Rigo其他分型患者；⑩对治疗排斥、

不能接受及依从性低的患者。

1.4   材料   辅助器具是一种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用于处理软

组织相关疾病的一种治疗工具
[10]
。研究采用美国生产的 Smart 

tools(Smart Tools Plus LLC)，应用技术为 Graston technique® [11]
。 

Smart tools 包含了探扫刀、鲨鱼刀、蝙蝠刀、钩子船长刀及

手把刀 5 种辅助器具。探扫刀用来评估，其他 4 把刀根据治

疗部位及治疗技术进行选择，见图 1，表 1。

图 1 ｜辅助器具

Figure 1 ｜ Assisted 
instrument

手把刀

探扫刀

钩子船长刀

鲨鱼刀

蝙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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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方法   所有参与治疗人员均具有医师或康复治疗师资格。

1.5.1   对照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进行器具辅松解治疗。用探

扫刀对患者脊柱凸侧，也就是右侧上下端椎之间进行大面积

探扫，见图 2，确定肌肉张力增高以及筋膜致密化的部位；

探扫完成后，根据患者背部区域
[12]
，应用手把刀或蝙蝠刀

针对张力高的肌群按照肌肉分布的情况自上而下处理；在顶

椎处应用鲨鱼刀或钩子船长刀对于筋膜致密化的部位进行处

理，见图 3。处理时辅助器具与躯干之间约呈 30° 角，受力

大约 6.0 N( 约 612 g)；背部处理时器具与躯干之间呈 45°-60°

角，受力约 9 N( 约 918 g)，沿肌肉走型缓慢滑动
[13]
。配合筋

膜手法 ® 治疗
[14]
，在需治疗部位的 cc 点 ( 如 RE-LU)，将器具

与处理点垂直，做定点“米”字型处理。每部位治疗时长为

七八分钟
[15]
，或有瘀斑时应立即停止对该部位的处理。患者

门诊治疗频次为每周一次。

左胸廓，打开凹陷的左肺。患者在主动 3D 自我矫正期间，

可通过进行旋转成角呼吸和手臂摆在特定的位置扩大胸廓的

塌陷区并使畸形的胸廓扩张。撑杆站立可以借助镜子让患者

意识到自己惯有的不正确姿势而加以矫正，并建立正确的神

经肌肉控制模式协助矫形，见图 4。

肌肉圆柱
[19]
：患者站立位，身体侧面靠近肋木架，右

腿抬高至少 50 cm 放置于肋木架上。右肩外展右肘屈曲向外

打开，右手放于右肩上，在此位置上进行旋转成角呼吸，深

吸气将气体吸入凹侧，打开塌陷的胸廓；深吸气末收紧左前

肋和右后背肌肉，缓慢呼吸结合侧移 (45° 斜向上 ) 移动躯干

至最大呼气末及动作最大幅度，见图 5。

表 1 ｜软组织辅助器具信息
Table 1 ｜ Information on soft tissue assisted instrument

项目 软组织辅助器具

生产厂家 美国 Smart tools plus
批准文号 10050007
材质及组成 304 不锈钢

用途 软组织松解

不良反应 易使皮肤出现红痧

图 2 ｜探扫刀大面积探扫

Figure 2 ｜ Scanner large area 
probing

图 3 ｜钩子船长刀处理筋膜致密化部位

Figure 3 ｜ Captain hook treatment of 
fascial densification sites

1.5.2   试验组治疗方法   试验组除包括对照组治疗内容外，

增加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通过对徐俊伟
[16]
、陈彦求

[17]

的研究分析，为 RigoA 型患者选则了脊柱侧凸特定运动动作：

撑杆站立侧移 3D 矫正 ( 腰顶椎向左移动产生位移 )、肌肉圆

柱、Schroth 强化动作、左侧桥及俯卧左侧腰大肌强化动作，

全部动作配合 Schroth 方法旋转成角呼吸进行训练。同时，

结合医院的治疗体会，补充猫式运动、侧卧位俄罗斯旋转动，

以增强脊柱灵活性；加入乐体弓背和俯卧瑜伽球呼吸动作，

以改善平背畸形。运动治疗每周门诊一次，在每周门诊一次

运动治疗的同时，要求患者按照门诊运动治疗发出的运动处

方居家练习，每日居家运动治疗时长不少于1 h，周不低于3 h。

为保证患者依从性，居家运动治疗通过线上打卡接受治疗师

监督。

撑杆站立侧移 3D 矫正
[18]
：患者撑杆站立，身体重心平

均分布于双脚，左脚向后同时外展外旋，左脚跟可略抬高，

向右突出髋关节内收矫正不平衡的髂骨，在此体位保持主动

稳定。在主动稳定过程中，患者通过向左呼吸有意识地扩大

图 4 ｜撑杆站立侧移 3D 矫正训练

Figure 4 ｜ Pole standing lateral 
shift 3D correction

图 5 ｜肌肉圆柱训练

Figure 5 ｜ Muscle cylinder’ 
exercise

Schroth 强化运动
[20]
：患者坐位，面向肋木架，双手握

肋木架，双肩关节外展打开两侧肋间隙；右膝关节可屈曲

90° 向下压尽量接近地面；侧移 (45° 斜向左上 ) 移动躯干和

旋转成角呼吸，使短缩肌肉离心收缩，已拉长的肌肉向心收

缩，产生肌肉张力促使脊柱稳定，见图 6。

图 6 ｜ Schroth 强化运动训练

Figure 6 ｜ Intensive Schroth 
therapy

左侧桥
[21]
：患者左侧卧位，左侧手臂与地面垂直支撑

地面，双腿并拢收紧核心肌群，膝关节屈曲呈 90°；膝关节

和手为着力点，抬高臀部，使身体从头到膝关节成一条直线；

抬起骨盆离开地面，保持姿势，使臀部在额定时间保持恒定，

见图 7。

图 7 ｜左侧桥训练

Figure 7 ｜ Left side bridge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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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卧左侧腰大肌强化动作
[22]
：患者俯卧位于瑜伽垫上，

骨盆下垫半轴或毛巾卷，左膝关节屈曲 90°，膝下垫毛巾卷；

在此位置上进行旋转成角呼吸，吸气至胸凹侧，呼气发力激

活凸侧，解除胸椎旋转，见图 8。 

大深吸气后对准测试仪进行最大呼气。每一次测量共进行 3

次测试，取 3 次测试的最大值。于治疗前、首次治疗后和治

疗 10，24 周后进行测试。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

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

的数据以 x-±s 表示，组内及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和

独立样本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中位数 ( 四分位

数间距 ) 表示，组内与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不同

时间节点多组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检验。以 P < 0.05 为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统计学方法已经哈尔滨医科大学生物统计

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患者 20 例，试验过程中因疫情原

因及患者依从性差，对照组 2 例患者脱落，最终 18 例进入

结果分析。

2.2   试验分组流程图   见图 10。

图 9 ｜ Adam 试验

Figure 9 ｜ Adam’s test

图 8 ｜俯卧左侧腰大肌强化动作训练

Figure 8 ｜ Prone left psoas major 
strengthening movement

表 2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项目 试验组 (n=10) 对照组 (n=8) t/Z 值 P 值

年龄 (x-±s，岁 ) 12.6±2.2 13.6±1.9 -1.031 0.318
女 / 男 (n) 5/5 7/1
身高 (x-±s，cm) 159.8±9.5 161.0±8.8 -0.274 0.788
Cobb 角 (x-±s，°) 15.5±5.6 17.2±5.9 -0.64 0.531

轴向躯干旋转角
[M(QL，QU)，°]

4.0(2.0，10.2) 9.0(3.7，13.0) -1.478 0.146

胸椎曲度 [M(QL，
QU)，°]

17.5(14.5，20.25) 21.5(16.2，22.7) -1.114 0.265

肺活量 [M(QL，
QU)，mL]

2 785.5(2 077.0，3 243.0) 2 137.0(2 005.2，2 912.7) -1.155 0.248

目测类比评分
[M(QL，QU)，分 ]

3.0(2.0，4.2) 4.0(3.2，4.7) -1.238 0.216

图 10 ｜试验分组流程图

Figure 10 ｜ Trial flow chart of group assignment 

20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

试验组 10 例 对照组 10 例

随机分组

进入结果分析 10 例，脱落 0 例 进入结果分析 8 例，脱落 2 例

1.6   主要观察指标   结果评估采用盲法评估。

Cobb 角及胸椎曲度：由 1 名骨科医师、1 名康复治疗

师以及 1 名支具师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 24 周后进行测量。

前后测量的角度为 3 人测量值的平均数，测量结果四舍五入

取整数。① Cobb 角测量方法：站立位脊柱全长正位 X 射线

片上分别定位上下端椎，沿上端椎的上终板、下端椎的下终

板作两条直线，测量两直线夹角或两直线垂线的夹角，该角

度即为 Cobb 角
[23]
。②胸椎曲度测量方法：取脊柱全长侧位

X 射线片分别取 T5 上终板、T12 下终板分别做直线，测量 2

条直线夹角或 2 条直线垂线的夹角
[24]
。胸椎曲度的正常范围

为 20°-40°。

轴向躯干旋转角：进行 Adam 试验，被检查者双脚距

离 10 cm 站立，双手合十，缓慢向前弯腰，见图 9。测量者

坐于被检查者身后，视线与被检查者背部不等高最明显处水 

平
[25]
，应用脊柱侧凸测量尺测量背部倾斜角度，将脊柱侧凸

测量尺的中间位置的凹槽置于脊柱棘突之上，检查者单手指

放于凹槽正上方 ( 以免施加不对称的力 )，读取水银颗粒相

对应的数值。轴向躯干旋转角分别于治疗前、首次治疗后、

治疗 10，24 周后进行测量。

2.3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Cobb 角、轴向躯干

旋转角等基本情况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目测类比评分：疼痛程度用 0-10分表示，0 分代表无痛，

10 分则代表难以忍耐的剧烈疼痛。数字越大，代表疼痛水平

越高、痛感越强。患者根据治疗前、首次治疗后和治疗 10，
24 周后自身疼痛程度选择相应的数字

[26]
。

肺活量：患者站立位，一手持电子肺活量测试仪，做最

2.4   治疗前后两组 Cobb 角与胸椎曲度的比较   试验组患者脊

柱全长 X 射线片，见图 11。

   试验组治疗 24 周后的 Cobb 角、胸椎曲度均低于治疗前

(P < 0.05)，对照组治疗 24 周后的 Cobb 角、胸椎曲度与治疗

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试验组治疗 24 周后的

Cobb 角、胸椎曲度低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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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两组均未发生任何不良反应。

3   讨论   Discussion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是以冠状面侧弯、椎体旋转和

矢状面生理弧度异常为特征的三维畸形
[28]
。椎体的旋转引起

轴向躯干旋转角的增大，袁望舒等
[29]

在其研究中曾提及，

10-18 岁患者轴向躯干旋转角与 Cobb 角度存在中相关性，

所以躯干旋转角的增大可引起 Cobb 角的增加。脊柱侧凸会

引起脊柱两侧肌肉的不平衡，躯干旋转角与脊柱两侧肌肉不

平衡呈正相关。相关表面肌电试验表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凸患者的顶椎凸侧肌肉均方根值较凹侧大，提示脊柱两侧

肌肉功能失衡。顶椎椎旁肌两侧的均方根比值与轴向躯干旋

转角度具有相关性，躯干旋转角度越大脊柱两侧肌肉功能性

失衡的情况越严重
[30]
。肌肉失衡会使患者脊柱功能性丧失和

产生疼痛
[31]
，患者表现为脊柱灵活性下降以及出现背痛。

因课业压力大，长时间久坐伏案学习、户外体育活动较少以

及不良的坐姿站姿等，会加重脊柱两侧肌肉不平衡的情况。

BURGER 等
[32]

在研究中提到有 31.5% 的脊柱侧凸患者患有背

痛；KUZNIA 等
[33]

在研究中提到，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后

背疼痛的严重程度与曲线幅度无关。冠状面的侧弯、椎体旋

转、平背畸形、脊柱两侧肌肉不平衡以及运动减少等因素均

会引起患者呼吸模式异常、肺活量下降，严重者可发生呼吸

功能障碍。呼吸功能异常与脊柱侧凸的弯弧部位相关，胸弯

患者比其他弯型的患者呼吸功能受影响更大，右胸弯患者的

肺功能较左胸弯患者差
[34-35]

。因 RigoA 型的临床特征为三弧

向右凸，骨盆向胸凹侧移并向外突，躯干失衡于胸凸侧，胸

凸侧腿负重，如无骨盆侧移则胸骨向胸凹侧移
[36-38]

。RigoA

型患者的肺部功能受影响更多。尽管大多数研究认为只有中

重度的脊柱侧凸会引起肺功能的下降，但是 ABDELAAL 等 [39]

在其研究中提到，即使是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也会出

表 6 ｜治疗前后两组肺活量的比较                 [M(QL，QU)，mL]
Table 6 ｜Comparison of vital capacity in patient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治疗前 治疗 24 周后 Z 值 P 值

试验组 (n=10) 2 785.5(2 077.0，3 243.0) 3 711.0(3 440.2，4 306.2) -2.803 0.005
对照组 (n=8) 2 137.0(2 005.2，2 912.7) 2 119.0(1 996.7，3 004.0) -0.98 0.327

Z 值 -1.155 -3.376
P 值 0.248 0.001

表 3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Cobb 角、胸椎曲度的比较                (°)
Table 3 ｜ Comparison of Cobb angle and thoracic kyphosis angle in 
patient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Cobb 角 [x-±s]

治疗前 治疗 24 周后 t 值 P 值

试验组 (n=10) 15.5±5.6 11.7±4.5 3.726 0.005
对照组 (n=8) 18.9±4.2 19.5±5.5 -0.804 0.448

t 值 -1.306 -3.174
P 值 0.210 0.006

组别 胸椎曲度 [M(QL，QU)]

治疗前 治疗 24 周后 Z 值 P 值

试验组 (n=10) 17.5(14.5，20.2) 14.5(19.7，27.0) -2.705 0.007
对照组 (n=8) 21.5(16.2，22.7) 18.0(13.0，23.7) -1.278 0.201

Z 值 -1.738 -2.100
P 值 0.82 0.036

表 4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轴向躯干旋转角的比较       [M(QL，QU)，°]
Table 4 ｜ Comparison of axial trunk rotation angle in patient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治疗前 首次治疗后 治疗 10 周后 治疗 24 周后 F 值 P 值

试验组
(n=10)

4.0(2.0，10.2) 3.5(2.0，8.7) 1.5(0.7，7.2) 0.5(0，3.7)a 15.692 0.002

对照组
(n=8)

9.0(3.7，13.0) 8.5(3.7，12.0) 8.0(3.2，11.7) 8.5(3.7，12.2) 3.332 0.089

Z 值 -1.478 -1.878 -2.236 -2.795
P 值 0.146 0.068 0.027 0.004

表注：与治疗前比较，
aP < 0.05

表 5 ｜治疗前后两组目测类比评分的比较           [M(QL，QU)，分 ]
Table 5 ｜ Comparison of visual analog scale scores in patient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治疗前 一次治疗后 治疗 10 周后 治疗 24 周后 F 值 P 值

试验组
(n=10)

3.0(2.0，4.2) 2.0(0.7，3.2)a 0(0，2.2)a 0(0，1.2)a 36.349 0.000

对照组
(n=8)

4.0(3.2，4.7) 3.0(2.0，3.0)a 2.5(1.2，3.0)a 2.0(1.2，3.0)a 24.376 0.000

Z 值 -1.238 -1.185 -1.801 -2.636
P 值 0.237 0.274 0.083 0.012

表注：与治疗前比较，
aP < 0.05

2.5   治疗前后两组轴向躯干旋转角的比较   试验组治疗 24 周

后的轴向躯干旋转角均低于治疗前 (P < 0.05)，对照组治疗

24 周后的轴向躯干旋转角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试验组治疗 10，24 周后的轴向躯干旋转角均低

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4。

图注：A、B 为冠状位，C、D 为矢状位

图 11 ｜试验组脊柱全长 X 射线片冠状位

Figure 11 ｜ Full-length X-ray coronal view of the spine in the trial group

A CB D

治疗前                             治疗 24 周后            治疗前                          治疗 24 周后

2.6   治疗前后两组目测类比评分的比较   两组首次治疗及治疗

10，24 周后的目测类比评分均低于治疗前 (P < 0.05)，试验组

治疗 24 周后的目测类比评分低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5。

2.7   治疗前后两组肺活量的比较   试验组治疗 24 周后的肺活

量高于治疗前 (P < 0.05)，对照组治疗 24 周后的肺活量与治

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试验组治疗 24 周后

的肺活量大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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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1 s强制呼气容积和强制肺活量受损的现象，RAFFERTY等 [40]

建议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进行肺功能测试。综合以

上因素，此次研究将 Cobb 角、胸椎后凸角、轴向躯干旋转角、

目测类比评分以及肺活量纳入观察指标，以观察临床疗效。

在以上影响因素中，脊柱两侧肌肉不平衡对于多项指

标均有影响，解决肌肉失衡问题对脊柱侧凸矫正治疗起着重

要的作用。肌肉失衡可导致肌肉张力改变，肌张力升高可导

致肌筋膜致密化和肌筋膜粘连
[41]
。器具辅助松解是指利用

专门设计的仪器松解肌筋膜粘连，缓解疼痛、增加关节运

动范围，以达到消除筋膜功能受限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
[8]
。

CHEATHAM 等
[42]

认为器具辅助松解对脊柱功能的改善与缓

解疼痛有较好的干预作用，可使患者在 3 个月内缓解背部疼

痛，增强脊柱功能。器具辅助松解是将致密化的筋膜松解并

吸收过度纤维化，刺激结缔组织重塑，诱发继发于成纤维细

胞募集的胶原蛋白的修复和再生
[40]
，降低软组织的张力。在

消除肌筋膜粘连和缓解疼痛后，患者需继续进行脊柱侧凸的

矫形运动，增加凹侧的肌肉力量以纠正脊柱两侧肌肉失衡的

状态，以达到更好的矫形效果。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是一

种针对特发性脊柱侧凸专门训练，其与普通运动疗法不同，

治疗形式包括脊柱侧凸专项教育、专项物理治疗练习、观察

或监测、心理支持和干预
[43]
；其治疗目的包括防止脊柱侧凸

进展、改善呼吸功能、预防侧凸引起的疼痛以及改善形体外

观等
[5]
。当前，国际上有 7 d 主要特定性运动治疗流派，如

英国 Lyon 疗法、德国 Schroth 疗法等
[44]
。脊柱侧凸特定运动

疗法虽在国际上依旧存在广泛争议，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

认可，SOSORT 在最新发布的指南中指出，脊柱侧凸特定运

动疗法推荐级别为 B级：“很重要，但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

作为“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第一步使用”
[6]
。综合以上因素，

此次研究采取器具辅助松解结合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对青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进行干预，观察其临床效果。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 Cobb 角、躯干旋转角、视

觉模拟评分、胸椎后凸角和肺活量在治疗 24 周后均有显著

变化，对照组仅目测类比评分显著降低，其他各项指标无明

显变化，证明器具辅助松解结合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对降

低脊柱侧凸轴向躯干旋转角、减轻背部疼痛、增加肺活量有

明显疗效，能更有效地纠正脊柱两侧肌肉功能不平衡，控制

脊柱侧凸曲线的发展。对于躯干旋转角的纠正，试验组虽然

在首次治疗后角度变化不明显，但在 10 周及 24 周的治疗后

均明显降低，而对照组则在 4 个阶段变化均不明显。对于试

验组首次治疗后躯干旋转角没有显著变化，分析其原因：是

由于椎体的旋转及脊柱两侧肌肉的失衡不能在即时的治疗中

得到显著改善，需经过一定时间的干预后才能显效，由此可

见，降低躯干旋转角需患者长期坚持治疗才能取得较好疗效。

躯干旋转角越大代表肌肉的失衡程度越严重，因此躯干旋转

角的降低也证明治疗纠正了脊柱两侧的肌肉失衡。目测类比

评分在两组治疗后均有显著降低，证明器具辅助松解能有效

地改善背部疼痛。组内比较，两组 24 周治疗后分数与 10 周

治疗后分数相比变化均不明显，其原因是在治疗 10 周后，

患者背痛症状已经好转乃至消失，目测类比评分为 0 分，故

分数没有明显变化；组间比较，24 周治疗后试验组较对照组

分数显著降低，证明器具辅助松解结合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

法缓解疼痛效果优于单独使用器具辅助松解。肺活量检测结

果显示，器具辅助松解结合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对提高肺

活量有显著效果。治疗 24 周后，试验组 Cobb 角与胸椎后凸

角均有明显改善，对照组均无明显变化，并且试验组角度变

化优于对照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多数伴有平背畸

形，平背畸形也是导致患者肺活量下降的因素之一
[45]
。脊柱

侧凸特定运动疗法中的Schorth疗法包括姿势和呼吸的练习，

已被证明可以改善背部的肌肉力量、冠状面曲度和呼吸功 

能
[46-48]

。背部肌肉力量的增强可以纠正平背畸形，增加患者

的肺活量。同时也有证据显示旋转成角呼吸可以纠正椎体旋

转，打开凹陷的胸廓，使畸形的胸廓容量变大，从而改善肺

功能、提高肺活量
[49]
。

综上，此次研究中选取的各项观察结果存在相互关系，

某一指标对其他各项指标变化均会产生影响。同时根据试验

结果和前期研究，试验方法的选择以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

为主，器具辅助松解能够与其结合进行辅助治疗以提高治疗

效果。

研究尚有不足：入组样本量过小；随访追踪时间较短；

未纳入中度脊柱侧凸患者进行研究；器具辅助松解的力度控

制并不能充分量化，治疗师需具备丰富临床经验才能控制准

确力度等。未来将进行大样本的数据采集，纳入中度脊柱侧

凸病例，延长随访周期、改进辅助器具进行压力示数化、采

用物理治疗结合脊柱侧凸特定运动疗法对更多特定分型进行

保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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