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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足训练对扁平足患者足踝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与系统评价

冯  亮 1，龚树辉 2，霍洪峰 1，3

文题释义：

短足训练：是一种尝试主动收缩足底肌肉拉动第一跖骨头朝向跟骨而不弯曲脚趾的运动。训练者坐在椅子上，膝关节和踝关节的放置角度

约为90°，要求在不弯曲脚趾的情况下，将第一跖骨头拉向跟骨，保持5 s，重复多次。

足舟骨下降测试：足舟骨下降高度测量结果为距下关节中立位非负重(坐在椅子上)与双脚放松站立时舟骨高度差，单位为mm。10 mm以下

的足舟骨下降值为正常值，15 mm以上的足舟骨下降值为异常值。

摘要

目的：运用Meta分析方法综合定量评价短足训练对扁平足患者足踝功能的影响，为扁平足患者更有效地进行训练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检索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CNKI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等中外文

献数据库。检索文献时限为各数据库建库至2022-01-31。中文数据库检索词与检索式：(扁平足OR外翻足OR硬足) AND (短足训练OR物
理治疗)；英文数据库检索词与检索式(flat foot OR talipes valgus OR talipes calcaneovalgus) AND(short foot exercises OR physical therapy OR 
neurophysiotherapy)。选用Cochrane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运用Revman 5.4和Stata 12.0软件对所有纳入文献的足舟

下降高度、足姿指数进行分析。

结果：共纳入12篇文献，443名受试者。5篇为中度偏倚风险文献、7篇为低度偏倚风险文献。短足训练具有降低足舟下降高度的效果

(SMD=-0.59，P < 0.05)。受试者年龄(回归系数：-1.563 9，P=0.004)、体质量指数(回归系数：-1.563 9，P=0.023)和干预时间(回归系数： 

-1.445 6，P=0.042)影响了纳入文献的整体效应。从效应量上来看，短足训练对足姿指数的干预有效果，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SMD=-0.26， 

P > 0.05)。
结论：短足训练可以有效降低扁平足患者的足舟下降高度，对足姿指数的影响尚不明确。年龄、体质量指数和干预时间是影响短足训练干预

效果的因素，是展开相关研究和组织扁平足患者康复训练需要考虑的因素。推荐扁平足患者选择短足训练作为训练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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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erform a Meta-analysis to comprehens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short foot training on foot and ankl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flat feet,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ore effective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flat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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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databases such as Web of Science, Th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CNKI database, VIP database, and China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were searched. The search time was from database inception to January 31, 2022. Chinese database search terms and search 
formula: (flatfoot OR valgus foot OR stiff foot) AND (short foot training OR physical therapy). English database search terms and search formula: (flatfoot OR 
talipes valgus OR talipes calcaneovalgus) AND (short foot exercises OR physical therapy OR neurophysiotherapy). The Cochrane risk of bias assessment tool was 
select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and all included articles were analyzed for outcome indicators (navicular drop and foot posture index) 
using Revman 5.4 and Stata 12.0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2 papers with 443 subjects were included. Five were moderate risk of bias and seven were low risk of bias literature. Short-foot training 
could reduce navicular drop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0.59, P < 0.05). Subject ag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1.563 9, P=0.004), body mass index 
(regression coefficient: -1.563 9, P=0.023) and intervention duration (regression coefficient: -1.445 6, P=0.042) influenced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Short foot training showed insignificant effects on foot posture index (SMD=-0.26, P > 0.05).
CONCLUSION: Short-foot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navicular drop in patients with flat foot but has no clear effects on foot posture index. Age, body mass 
index, and intervention time a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hort-foot training interventions and are the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when conducting relevant studies and organizing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patients with flat feet. Short-foot training is recommended as a training tool for 
patients with flat feet. 
Key words: short-foot training; flat foot; Meta-analysis; navicular drop; foot posture index

Funding: The Government-Funded Clinical Medicine Outstanding Talent Training Project, No. 201913 (to GSH); Hebei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 No. 16275709 (to HHF)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FENG L, GONG SH, HUO HF. Effect of short-foot training on foot and ankl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flat feet: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5):799-804. 

0   引言   Introduction
扁平足是一种常见的足部疾患，在

成人中扁平足的发病率为 2%-23%[1]
。扁

平足主要形态特征为足内侧纵弓降低或消

失，运动时易产生疲劳和损伤
[2]
。调查显

示，运动会对扁平足患者足部的关节及肌

肉产生不良影响，严重者甚至不能正常行

走或跑跳，因此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更加重视扁平足对身体所带来的危害
[3]
。

目前，对扁平足患者的治疗手段包括手术

治疗、足型矫正器治疗以及运动干预治疗，

其中手术治疗和足型矫正器治疗只能缓解

扁平足患者的症状
[4-5]

。运动干预相较于

其他治疗手段，具有增强踝关节肌力、

足弓刚度以及足踝缓冲能力的优势，因

此，人们对扁平足的干预存在共识，即通

过运动训练可以增强扁平足患者的足踝功 

能
[6]
。足部的骨骼结构、韧带以及小腿深

浅层肌肉控制，对内侧纵弓的维护起着关

键作用，其中足深层肌肉对足部动态控制

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有证据表明，加强足

深层肌肉训练可以增强内侧纵弓的动力支

持和足部稳定性。

短足训练通过收缩足底固有肌和增

加内侧纵弓的高度来改善扁平足患者的足

踝功能
[7]
，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扁平足患者

足弓异常的手段。KIM 等
[8]
指出，每周进

行 3 d、持续 5 周的短足训练可以改善柔

性扁平足患者的足舟下降高度和平衡性能

力。短足训练效果是否在大样本量下依然

有效？同时影响短足训练干预效果差异的

因素仍不清楚，因而展开了短足训练对扁

平足患者足踝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研

究结果可以为短足训练的干预效果以及影

响因素给出更为全面的解释，为更多扁平

足患者在选择干预措施时提供理论依据。

根据此次研究的目的，设定以下研究假设：

①短足训练对于扁平足患者的治疗表现出

稳定的积极效果；②体质量指数、年龄和

干预时间是影响短足训练干预效果的协同

因素。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   由第一、三作者计算机检

索 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Embase、CNKI 数据库、维普数

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等中外文

献数据库。检索文献时限为各数据库建库

至 2022-01-31。中文数据库检索词与检

索式：( 扁平足OR外翻足OR 硬足 ) AND ( 短
足训练 OR 物理治疗 )。英文数据库检索

词与检索式：(flat foot OR talipes valgus OR 
talipes calcaneovalgus) AND(short foot exercises 
OR physical therapy OR neurophysiotherapy)。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纳入以短足训练为主要

干预手段对扁平足患者展开的随机对照试

验研究，并且入选文章以中文和英文为主。

文章提供包括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或

者组内的标准误以及均值的 95% 置信区

间等基本信息。实验的结局指标包括对于

足踝训练效果的形态学、动力学以及主观

评价等连续性评价指标。

1.2.2   排除标准   ①文献未能提供分析所

需的结局指标；②干预组与控制组的基线

水平相差过大；③研究为系统评价、二次

分析、回顾性研究、病例研究以及非随机

对照研究等；④研究对象为特异性患者，

包括孕妇、先天性人群、截肢患者、糖尿

病患者等。

1.3   数据提取   由 2 名研究人员严格按照

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取得相关数据。

数据的提取基于研究设计、参与者特征、

干预措施、评估工具和结果。考虑的数据

包括第一作者、出版年份、人口年龄、每

组参与者的数量和干预措施等。

1.4   质量评价   依据循证医学研究指南，

2 名研究者分别使用 Cochrane 系统评价的

“偏倚风险评价”工具
[9]
，从随机分配方案、

分配方案隐藏、研究者和受试者盲法、研

究结果盲法评价、结局数据的完整性、选

择性报告研究结果以及其他偏倚来源等 7
个指标对纳入的研究文献进行质量评估。

以分数段落为呈现结果：3 条以下的为高

度偏倚风险；3 条或 4 条为中度偏倚风险；

5 条及其以上为低度偏倚风险。

1.5   结局指标   主要结局指标：①足舟下

降高度 (the navicular drop，ND)；②足姿

指数 (the foot posture index，FPI)。次要

结局指标：①足部平衡功能；②足部生理

功能。

1.6   数据分析   运用 Revman 5.4 对结局指

标进行分析，Stata 12.0 软件对异质性因

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所纳入的文献均为

随机对照试验，结局指标属于连续性结

局变量，测量单位相同，效应尺度指标

选择了标准均数差 (SMD) 进行统计。运

用 I2
统计量进行各研究间异质性的检验，

当 I2=0 时表示各研究间无异质性，可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I2 > 50% 表示

研究间存在异质性，寻找异质性来源，并

进行亚组分析确定异质性，对亚组分析后

仍然具有较高异质性的亚组可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分析。采用森林图确定加权属

差，采用漏斗图进行发表偏倚的影响分 

析。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纳入的基本情况   根据系统评

价和荟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PRISMA) 的要求

[10]
，此研

究所有的文献获取流程以及筛选标准均符

合报告要求。文献的筛选和纳入过程如 

图 1 所示。共筛选得到相关文献 1 335 篇，

经过筛选，最终纳入 12 篇文献进行 Meta
分析

[7-8，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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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纳入文献的基本信息，见表1，2。
共有 12 篇相关文献纳入到了此次 Meta
分析，共 443 名被受试者，性别为男女混

合情况，年龄为 8-25 岁之间。干预的内

容主要以短足训练为主，各研究之间的干

预方案存在较大差异。首先干预的时间范

围以 30-60 min 为主；其次配合干预手段

的对照组训练存在多样性，除去空白对照

外，还有神经电刺激、足部矫形器以及虚

拟现实鼓励训练手段等；最后干预周期存

在很大差别，4-12 周均有。对于受试者

的纳入标准主要有足姿指数 > 6、足舟下

降测试 > 10 mm。对于干预结果的评价存

在很大差异，包括形态变化、肌肉力量、

维度评价以及平衡功能等。

从7个方面进行了偏倚风险的评估，

具体内容包括是否为随机化过程、测量结

果的完整性、是否存在选择性报告、干预

措施是否偏离预期、报告数据是否存在丢

失以及整体性评价。纳入的 12篇文献中，

5 篇为中度偏倚风险文献、7 篇为低度偏

倚风险文献，均不存在数据丢失和选择性

报告情况，但是由于试验设计的原因，对

于试验对象的选择存在标准化，所以试验

对象的分组是否为随机化文献并没有明确

的报告。评价结果见图 2，3。观测指标中的

足舟下降测试在所有纳入文献中均有报道，

所以采用了漏斗图进行了发表偏倚检验。

2.2   发表偏倚性分析   由于此次 Meta 分

析纳入文献达到 12 篇，可以进行偏倚分

析
[9]
。以短足训练对扁平足患者足舟下降

高度干预效果的影响进行了传统的漏斗图

分析。从图 4 可以看出，散点分布位置相

对分散，左右基本呈现非平衡分布，文献

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导致漏斗图不对称

的原因有很多，除去发表偏倚外，还与研

究质量、样本大小等存在一定关系。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短足训练对足舟下降高度的影响  
首先，对纳入文献进行整体效应检验发

表 2 ｜研究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Table 2 ｜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第一作者及

发表时间

招募标准 干预

措施

控制措

施

评估工具 干预

时间

结果

OKAMURA[11]
，

2018 
FPI > 6 SFE NO 3D 运动系统、NDT、 

FPI、超声诊断机

8 周 FPI：反转 / 翻转显著改善；舟骨高度

达到最小值的所需时间显著降低

PABÓN-
CARRASCO[12]

，
2020 

FPI > 6 SFE 非生物

力学功

能运动

NDT、FPI 4 周 两组初始状态均改变，疼痛、姿势和

足舟下降高度值均下降

KIM[8]
，2016 NDT > 10 mm SFE NO NDT、Y 平衡试验 5 周 NDT：SFE 显示 Y 平衡显著降低：SFE

和鞋垫均显示显著增加

UNVER[13]
，2019 FPI > 6，

NDT > 10 mm
SFE NO 足部功能指数、FPI 6 周 6 周 SFE 可有效降低足舟下降高度、

足内翻、足疼痛

ABD-
ELMONEM[15]

，
2021 

NDT > 9 mm SFE NMES NDT、FPI 12 周 左右斯塔赫利足弓指数改善程度升高
(P < 0.05)，舟状骨下降，影像学指标

均对干预组有利

NAMSAWANG[14]
，

2019 
外科医生

诊断

SFE SFE+
NMES

超声诊断机、X 射线

扫描

4 周 SFE 与 NMES 在增加拇展肌肌肉活动方

面比单独使用 SFE 更有效

JUNG[7]
，2011 RCSP，  

NDT
SFE+
FO

FO 超声波仪器、数字

测功仪

8 周 足部矫形器联合短足部运动在增加拇

展肌的横截面积和拇长屈肌的强度方

面更有效

JUNG[16]
，2020 NDT > 10 mm SFE 导管短

足步态

无线遥测系统、运

动分析系统、足部

压力分布分析系统

7 d 观察到短足训练对活动不足的拇展肌

有促进作用，导致内侧纵弓的变化显

著增加

CHUNG[19]
，2016 NDT SFE TCEG CAIT、NDT 8 周 对于慢性踝关节扭伤患者，短足运动

对患者提供内在的足肌肉训练更有效

PARK[18]
，2018 NDT > 10 mm SFE NO NDT、表面肌电测试 6 周 短足运动时，平足组的腓骨长肌活动

明显低于正常足部组

YILDIRIM 
ŞAHAN[20]

，2021 
NDT，
平衡

SFE 虚拟现

实练习

NDT、斯塔赫利指数 4 周 短足练习可以解决康复目标，包括改

善平衡性、表现和足部姿势

LEE[17]
，2016 NDT > 10 mm SFE 足内肌

训练

NDT 6 周 外部肌肉强化足固有肌和胫骨后肌可

提高柔性足底足成人的足底压力分布

和动态平衡能力

表注：RCSP 为跟骨站位测试；NDT 为足舟下降测试；FPI 为足姿指数；SFE 为短足训练；CAIT 为肌电图装置；

TCEG 为卷毛巾运动；FO 为足部矫形器；NMES 为神经肌肉电刺激；NO 为空白对照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for literature screening

排除文献数量 (n=35)：包括非

随机对照研究、数据不完整、

受试者存在其他疾病

初筛文献数量 (n=795)

排除文献数量 (n=748)

剔除重复后文献数量 (n=1 335)

数据库检索文献数量 (n=1 335) 文献追溯数量 (n=7)

全文筛选文献数量 (n=47)

纳入 Meta 分析文献数量 (n=12)

图 2 ｜偏倚风险占比图

Figure 2 ｜ Risk of bias as a percentage graph

表 1 ｜研究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Table 1 ｜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第一作者及发表时间 样

本

量

性别
( 女 / 男 )

干预组 控制组

人

数

年龄
( 岁 )

体质量指数
(kg/m2)

人

数

年龄
( 岁 )

体质量指数
(kg/m2)

OKAMURA[11]
，2018 20 17/3 10 19.7±0.9 19.8±1.4 10 20.2±1.5 21.1±2.1

PABÓN-CARRASCO[12]
，2020 90 48/42 45 19.10±0.38 24.10±4.16 45 20.92±1.10 21.65±3.35

KIM[8]
，2016 14 4/10 7 24.2±1.9 未交待 7 24.1±1.5 未交待

UNVER[13]
，2019 41 25/16 21 21.00±1.00 22.90±3.30 20 21.40±1.73 23.10±1.92

ABD-ELMONEM[15]
，2021 66 35/31 33 9.50±1.02 17.10±2.25 33 9.40±0.76 17.20±1.59

NAMSAWANG[14]
，2019 36 24/12 18 19.70±1.59 21.30±1.41 18 20.10±1.20 21.50±1.50

JUNG[7]
，2011 28 未交待 14 22.30±2.41 未交待 14 21.90±2.73 未交待

JUNG[16]
，2020 32 15/21 16 22.10±1.60 23.30±3.14 16 21.90±2.41 22.80±3.09

CHUNG[19]
，2016 30 15/15 15 21.80±2.31 未交待 15 21.70±1.75 未交待

PARK[18]
，2018 24 未交待 12 22.00±2.75 未交待 12 21.20±1.64 未交待

YILDIRIM ŞAHAN[20]
，2021 40 23/17 20 23.30±2.36 24.00±3.13 20 22.70±2.33 23.10±2.69

LEE[17]
，2016 16 9/7 8 24.9±2.9 21.5±1.1 8 24.4±7.0 2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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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短足训练降低舟骨下降高度漏斗图 ( 左
右非对称分布 )
Figure 4 ｜ Funnel plot of short-foot training to 
reduce navicular drop (left and right asymmetric 
distribution)

图 3 ｜偏倚风险总结图

Figure 3 ｜ Risk of bias summary

图 5 ｜短足训练降低足舟下降高度效果关系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ure 5 ｜ Meta-analysis forest plot of the effect of short-foot training on reducing navicular drop

现，短足训练具有降低足舟下降高度的效

果 (SMD=-0.59，P=0.03)，见图 5。纳入

文献的整体同质性检验结果为 (I2=85%， 

P < 0.05)，存在异质性，故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根据 Cohen(1988) 的解释，可

以根据合并后的 SMD 值确定效应等级， 

SMD < 0.2 为小效应，0.2 < SMD < 0.8 为

中效应，而 SMD > 0.8 为大效应量。短

足训练减小足舟下降高度的合并效应

量为 SMD=-0.59，达到了明显降低足

舟下降高度的效果。双尾检验的结果 

(P < 0.05) 表示多组数据合并统计量具有

统计学意义，95% 的置信区间为 (-1.13， 

-0.05)，以上数据说明了短足训练对于降

低足舟下降高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

由于异质性很高，需要讨论异质性的来

源。

由于纳入文献的整体同质性检验存

在异质性 (I2=89.4%，P < 0.05)，因而展开

对导致异质性发生的其他协变量 (如年龄、

体质量指数、干预时间等 ) 进行亚组分析。

采用多因素 Meta 回归分析对异质性原因

进行筛选，表 3 结果显示年龄、体质量

指数和干预时间等因素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说明年龄、体质量指数和干预

时间与异质性有关。

将与异质性有关的因素进行多层次

多水平的亚组分析，见表 4。在体质量指

数方面，15 kg/m2< n < 20 kg/m2
组的异质

性比较小 (I2=33%，P < 0.05)，提示该组短

足训练的干预效果显著高于对照组。n <  
15 kg/m2

亚组分析后异质性仍然较高，

通过敏感性分析后，建议剔除 PARK 等
[18]

和 JUNG 等
[7]
文献后研究间的异质性明

显 降 低 (I2=0%，P < 0.05)；20 kg/m2< n <  
25 kg/m2

亚组分析后异质性偏高，通过

敏感性分析发现，无法通过剔除单项研

究而降低异质性，因而采取随机效应模

型 (I2=48.2%，P > 0.05)；在年龄方面，年

龄在 5-15 岁和 15-25 岁两组 P 值均有统

计学意义 (I2=0%，P < 0.05) 和 (I2=85.1%，

P < 0.05)，提示该组短足训练的干预效果

显著高于对照组；15-25 岁组异质性比较

高，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无法通过剔除

单项研究而降低异质性，因而采取随机效

应模型 (I2=85.1%，P < 0.05)；在训练时间

方面，单次训练在 45 min 的干预计划中

P 值有统计学意义 (I2=44%，P < 0.05)，提

示该组短足训练的干预效果显著高于对照

组；30 min 组异质性比较高，通过敏感性

分析发现，无法通过剔除单项研究而降低

异质性，因而采取随机效应模型 (I2=82%，

P > 0.05)；60 min 组由于纳入文献只有 2
篇，因而没有进行敏感性分析 (I2=93%， 

P > 0.05)。

表 3 ｜影响异质性因素的分析结果
Table 3 ｜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heterogeneity

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发表年限 0.347 1 0.208 9 1.66 0.141
年龄 -1.095 9 2.340 4 -0.47 0.004a

体质量指数 -1.563 9 0.709 7 -2.20 0.023a

干预时间 -1.445 6 1.215 4 -1.19 0.042a

表注：
aP < 0.05

表 4 ｜分层亚组分析结果
Table 4 ｜ Results of stratified subgroup analysis

因素 分组标准 文献数量 Z 值 P 值 I2(%) 合并 WMD 值 (95%CI)

体质量指数
(n=kg/m2)

n < 15 4 0.85 0.395 87.7% -0.557(-1.839，0.726)
15 < n < 20 2 2.90 0.013a 33.0% -1.608(-3.708，0.492)
20 < n < 25 6 2.49 0.133 48.2% -1.071(-1.913，-0.229)

年龄 ( 岁 ) 5-15 1 7.81 0.000a 0% -2.658(-3.325，-1.991)
15-25 11 2.66 0.008a 85.1% -0.817(-1.419，-0.216)

干预时间 (min) 30 7 0.76 0.45 82% -0.220(-0.800，-0.350)
45 3 2.00 0.05a 44% -0.770(-1.530，-0.020)
60 2 1.48 0.14 93% -1.580(-3.670，-0.510)

表注：
aP < 0.05；n 为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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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短足训练对足姿指数的干预效果  
此次研究纳入的文献中仅有 3 篇的结局

指标汇报了短足训练对足姿指数的干预效 

果
[11-13]

，纳入的研究对象为 131 名，短

足训练对足姿指数的干预效果为 SMD= 
-0.26，P=0.12，见图 6。纳入文献的整体

同质性检验结果为 I2=0.0%，P > 0.05，说

明不存在异质性，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3   分析与讨论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扁平足患者运

动损伤的风险大于正常足型人群
[22]
。探

究其原因是扁平足患者的足弓结构下降，

导致运动中的缓冲能力显著下降，同时维

持足弓形态的肌肉因为足部结构变化而失

去正常的功能
[23]
。对扁平足患者治疗效

果的评价是通过足舟下降高度和足姿指数

等足踝功能指标来反映。此次研究运用

Meta 分析系统评估短足训练对扁平足患

者足踝功能的影响，结果支持 2 个假设：

①短足训练对于扁平足患者的治疗表现出

稳定的积极效果；②体质量指数、年龄和

干预时间是影响短足训练干预效果的协同

因素。

3.1   短足训练对扁平足患者足舟下降高度

的影响   扁平足的主要形态特征包括足内

侧纵弓高度降低，最显著变化的骨性标志

为足舟骨下降。如果负重姿势和非负重姿

势的垂直高度差异超过 10 mm，则将受试

者分为平足组，因此干预的效果就是对比

干预前后的足舟下降分数的差值，如果差

值变小则说明干预有效。以往研究表明，

足舟下降测试对评估舟状骨高度 [ 类间相

关系数 (ICC) > 0.94] 具有较高的信度
[24]
，

对评分者内部和评分者之间的信度的 ICC
分别为 0.83 和 0.73[25]

。UNVER 等
[13]

研究

表明，每周给予 5 d 的短足训练可以减少

足舟下降高度、足内翻、足疼痛和残疾，

是一种很好的足舟下降的解决方案。KIM
等

[8]
指出，每周进行 3 d、持续 5 周的短

足训练可以改善柔性扁平足患者的平衡性

和足舟下降高度。SNYDER 等
[26]

认为短足

训练是一种纠正扁平足的最佳方法，因为

它不仅自身的干预效果显著，而且对比

其他干预方法更具有便利性、易操作性和

有效性。此次研究所纳入的 12 篇文献的

Meta 分析结果均支持短足训练可以有效

改善扁平足患者的足舟下降高度，原因可

能是短足训练在训练中让跖骨的头部接近

脚后跟，缩短足底距离的过程中，激活了

足底固有肌。对比纳入文献的单一小样本

而言，Meta 分析结果在更大样本基础上

证明短足训练的有效性。

通过对于协变量的回归分析发现，

年龄、体质量指数和干预时间是影响短足

训练干预效果的重要因素。受试者的年龄

影响了纳入文献整体效应量。根据所纳入

文献的基本情况，受试者的年龄基本在

8-25 岁之间，而相关研究表明骨足弓在

儿童早期发生变化，在 7岁时基本稳定
[27]
。

因此，运动干预和其他干预形式 ( 例如：

足部矫形器 ) 的效果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改变，在儿童时期治疗更有效，而在

成年期则逐渐减少
[4，28-29]

。与此同时，发

现对于短足训练干预研究的受试人群表现

出相对的单一，并未讨论对更多人群的干

预效果。因此未来可以展开更多的不同受

试主体的研究，例如相同年龄的男女干预

效果研究，老年人的干预效果研究，以孕

妇、糖尿病患者等相关人群的调查，在讨

论短足训练有效性的同时，也可以明晰不

同受试主体的特征，为更好地提供干预手

段做出有益的尝试。

受试者体质量指数影响了纳入文献

的整体效应。肥胖或超重的儿童患扁平足

的可能性分别是正常体质量儿童的 2.66
倍和 1.39 倍

[30-31]
。有研究表明，肥胖儿

童的足底脂肪垫为超重负荷的适应性反

应，从而导致扁平足
[32]
。相比之下，最

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肥胖儿童和正常

儿童的足底脂肪垫的平均厚度差异显著，

扁平足很可能是由持续负重引起的，因而

肥胖也被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导致扁平足

的原因
[24，33-35]

。NIELSEN 等
[33]

研究显示，

超过 78% 的成人获得性扁平足畸形者超

重。但是从纳入文献的受试者情况观察，

并没有对于超重和肥胖人群的调查，因此

对短足训练干预效果的评价不够全面，未

来的研究应该加入不同体质量指数人群的

干预效果，从而全方位评价短足训练的干

预效果。

受试者训练的干预时间影响了纳入

文献的整体效应。纳入文献的单次训练时

间基本在 30-60 min，研究结果表明，训

练时间在 45 min 时，效果最为明显。在

短足训练的干预计划中，均涉及到了足底

固有肌的激活，多组数的收缩刺激。足部

的骨骼结构、韧带以及小腿深浅层肌肉控

制，对内侧纵弓的维护起着关键作用
[36]
，

其中足深层肌肉对足部动态控制起着更重

要的作用。有证据表明，加强足深层肌肉

刺激可以增强内侧纵弓的动力支持和足部

稳定性
[37-38]

。

3.2   短足训练对扁平足患者足姿指数和足

踝功能的影响   足姿指数是一种有效的临

床工具，可以提供一个对现有的静态临

床措施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39]
。足姿指数

已证明在各种临床环境中充分可靠 ( 类内

相关系数 =0.62-0.91)[40]
。OKAMURA 等

[21]

经过 8 周的短足运动干预后，与跟骨相关

的 FPI-6 项目得到了改善，认为短足训练

可以改善扁平足患者的足踝功能。Meta
分析结果并不支持相关学者的结论，短足

训练可以有效地改善足姿形态，尤其是足

姿的静态特征。但是由于纳入文献中介绍

足姿指数干预效果的相关文献仅有 3 篇，

因此虽然具备一定的效度，但对结果存在

一定的质疑。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增加

更多相关指标的评价与讨论，了解短足训练

对于不同受试者所具有的有效性。

Meta 分析所纳入的所有文献的结局

指标主要集中于足舟下降高度和足姿指

数，但部分文献也从其他角度对短足训练

进行了功能评价。KIM 等
[8]
研究中，使

用 Y 平衡测试测量动态平衡时，短足训练

组和拱形支撑鞋垫组在干预前后均有显著

改善，可以认为是由于短足训练改善了

拇外展肌的功能和活动中承担重量的能

力。JUNG 等
[7]
研究结果表明，足部矫形

器联合短足训练在提高拇展外肌横截面积

和拇短屈肌强度方面比单纯的足部矫形器

更有效。因此，建议使用足矫形器结合短

足运动来加强足底固有肌的力量，之后的

NAMSAWANG 等
[14]

和 JUNG 等
[16]

也在研

究中确定了这一结论。

3.3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所纳入的文献表

现出比较高的异质性，对于一些指标的证

据质量偏低，同时纳入文献受试者的年龄、

体质量指数的相对单一化，没有对短足训

练干预效果做出范围更广的效度验证。建

议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受试者的数量、

年龄范围和体质量指数的选择范围进行拓

展，使结果具有更加全面的评价意义，讨

论最佳的干预周期，为康复训练提供可靠、

便利使用的运动处方。

3.4   结论   短足训练可以有效降低扁平足

患者的足舟下降高度，对扁平足患者的治

图 6 ｜短足训练对足姿指数干预效果关系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ure 6 ｜ Meta-analysis forest plot of the effect of short-foot training on foot postur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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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表现出稳定的积极效果。年龄、体质量

指数和干预时间是影响短足训练干预效果

的因素，是展开相关研究和组织扁平足患

者康复训练需要考虑的因素，推荐扁平足

患者选择短足训练作为训练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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