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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骨关节炎的康复治疗》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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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炎（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ＯＡ）指由多种因素引起关节软骨

白跃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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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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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萎缩。

纤维化、皲裂、溃疡、脱失而导致的关节疾病。病因尚不明确，

三、实验室检查

其发生与年龄、肥胖、炎症、创伤及遗传等因素有关。骨关节炎

合并有滑膜炎的患者可出现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

好发于负重大、活动多的关节，如膝、髋、踝、手、脊柱等关节，亦

ｔｅｉｎ，ＣＲＰ）和红细胞沉降率（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称为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炎等。

ＥＳＲ）的轻度升高；继发性骨关节炎患者可出现原发病的实验

骨关节炎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原发性骨关节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室检查结果异常。

多发生于中老年，女性多于男性。发病原因不明，与遗传和体

四、影像学检查

质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继发性骨关节炎可发生于青壮年，继发

应常规行ｘ线检查，观察有无关节间隙变窄，软骨下骨硬

于创伤、炎症、关节不稳定、慢性反复的积累性劳损或先天性疾

化和（或）囊性变，关节边缘增生和骨赘形成，部分关节内可见

病等。

游离体或关节变形。
五、康复评定
临床表现与评定

一、病史

１．疼痛评定：可选用视觉模拟评分量表（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和数字评分量表（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２．关节肿胀评定：可选用关节围度测量。

应详细采集病史，了解发病时间、病情演变经过、治疗过程

３．肌肉力量评定：可选用徒手肌力评定、等速肌力评定

及转归。

二、症状与体征

等。
４．关节活动范围评定：ＲＯＭ。

１．关节疼痛及压痛：是多数患者就诊的主要原因。关节局

５．关节功能评定：根据患者病变部位不同选择相应部位

部有压痛，在伴有关节肿胀时尤为明显。
２．关节僵硬：在早晨起床时关节僵硬、有发紧感，常称之晨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ＮＲＳ）。

ｒａｔｉｎｇ

的关节功能评定量表进行关节功能评定。
６．ＡＤＬ评定及生活质量评定。

僵，活动后可缓解。
３．关节肿胀：当骨关节炎合并有急性滑膜炎发作会出现关

康复治疗

节肿胀。

４．关节畸形：见于病程较长、关节损害、骨赘增生较严重
的患者。手部关节肿大变形明显，可出现Ｈｅｂｅｒｄｅｎ结节和

骨关节炎的治疗目的：减轻或消除疼痛，矫正畸形，改善或
恢复关节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骨关节炎的治疗原则：物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治疗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结节。

５．骨摩擦音（感）及关节弹响：由于关节软骨破坏、关节面
不平，关节活动时出现骨摩擦音（感），多见于膝关节。
６．关节活动障碍、肌肉萎缩：行走时软腿或关节绞锁，

应个体化，结合患者自身情况，如年龄、性别、体重、自身危险因
素、病变部位及程度等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必要时推荐手术
治疗。
一、健康教育

关节活动障碍。关节疼痛及长期关节活动受限出现废用性

（１）Ｉ ａ级证据１‘。１认为，应该对骨关节炎患者进行健康宣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２１

教，主要目的是对患者进行骨关节炎的病因、预防与治疗相关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周谋望、李

知识的教育，调整和改变生活方式，保护关节。减少加重关节

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康复医学科（岳寿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

负担不合理的运动，避免长时间爬楼梯、爬山。在文体活动及

学科（何成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张长杰）；克拉玛依市

日常生活、工作中注意保护关节，预防关节损伤。

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马诚）；沈阳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玉）；上海国
际东方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惠芳）；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康复

（２）Ｉ ａ级证据４ｌ认为，可以进行适量的有氧锻炼（如游
泳、骑自行车等）。

医学科（白跃宏）；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康复医学科（田峻）；第三军医

（３）Ｉ ａ级证据”１提示，肥胖者应该减肥。

大学西南医院康复医学科（刘宏亮）；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康复医学科

二、运动疗法

（李建华）；福州市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宋林）；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运动疗法包括肌肉力量训练、提高耐力的训练、本体感觉

医院康复医学科（牟翔）；武汉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朱
珊珊）；兰州大学附属二院康复医学科（张芳）；解放军３０９医院康复医学

和平衡训练等。运动疗法可维持或改善关节活动范围，增强肌

科（郑光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杨卫新）；解放军总医

力，改善患者本体感觉和平衡协调功能，提高关节稳定性，改善

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康复中心（唐金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

关节功能。

（１）休息：在症状发作期休息可以减轻炎症反应及关节疼

学科（梁英）
通信作者：周谋望，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ｍｏｕｗａ“ｇ＠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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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Ｉ ａ级证据。““表明，骨关节炎患者应该进行肌力训

练：目的是增强肌力，防止废用性肌萎缩，增强关节稳定性。以

（４）轮椅：适用于髋、膝关节负重时疼痛剧烈，不能行走的
患者。

膝关节为例，肌力训练方法可选择①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训练：

五、推拿、按摩和针灸

仰卧，伸直膝关节进行股四头肌静力收缩。每次收缩尽量用力

（１）Ｉ ｂ级证据“认为推拿按摩能够促进局部毛细血管

并坚持尽量长的时间，重复数次以肌肉感觉有酸胀为宜。②抬

扩张，使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液和淋巴循环速度加快，从而改善

腿训练股四头肌（直抬腿）：仰卧床上，伸直下肢抬离床面约

病损关节的血液循环，降低炎症反应，改善症状。应用推、拿、

３０。，坚持５～１０ Ｓ，每１０～２０次为一组，训练至肌肉有酸胀感为

揉、捏等手法和被动活动，可以防止骨、关节、肌肉、肌腱、韧带

止。臀部肌肉：侧卧或俯卧，分别外展及后伸大腿进行臀肌收

等组织发生萎缩，松解粘连，防止关节挛缩、僵硬，改善关节活

缩训练。训练次数同上。③静蹲训练：屈曲膝、髋关节，但不小

动度。

于９０。，作半蹲状，坚持３０～４０ Ｓ，每ｌｏ～２０次为一组。④抗阻
肌力训练，利用皮筋、沙袋及抗阻肌力训练设备进行抗阻肌力
训练。如股四头肌抗阻肌力训练可用股四头肌训练仪进行抗
阻肌力训练，随肌力增强逐渐增加阻力。⑤等速运动训练：有
条件可以进行等速肌力训练。

（３）关节活动训练：适当的关节活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改

（２）Ｉ ａ级证据”ｏ显示针灸也可以应用于骨关节炎的治
疗。
六、心理治疗

针对患者存在的抑郁焦虑进行心理辅导、康复知识教育，
促使其心理状况改善有助于减轻疼痛。

七、药物治疗

善关节软骨的营养和代谢，维持正常关节活动范围。关节活动

１．局部外用药物：Ｉ ａ级证据Ｊ划认为可使用非甾体抗炎

包括①关节被动活动：可以采用手法及器械被动活动关节。②

药（ＮＳＡＩＤｓ）的乳胶剂、膏剂、贴剂和非ＮＳＡＩＤｓ擦剂（辣椒碱

牵引：主要目的是牵伸挛缩的关节囊及韧带组织。③关节助力

等）。可以缓解关节轻中度疼痛，且不良反应轻微。

运动和主动运动：在不引起明显疼痛的范围内进行主动或辅助
关节活动，如采用坐位或卧位行下肢活动等。

２．口服药物：Ｉ ａ级证据”推荐中重度疼痛可口服非甾
体类（ＮＳＡＩＤｓ）消炎镇痛药物，如双氯芬酸、吲哚酰酸类、布洛

（４）Ｉ ａ级证据４ｌ证明了水疗的有效性：水中步行训练及

芬等，消化道溃疡患者可选用选择性抑制环氧合酶一２（ｃｙｃｌｏｏｘｙ—

游泳可以减轻体重对于关节的负荷，有利于肌肉的锻炼，同时

ｇｅｎａｓｅ一２，ＣＯＸ一２）的药物如塞来昔布等。ＮＳＡＩＤｓ治疗无效且疼

也是一项极好的有氧运动，可以增强体质。

痛严重者，可使用少量曲马多片、阿片类镇痛剂，或对乙酰氨基

（５）慢走：缓慢步行有利于软骨的代谢及防止肌肉废用性

酚与阿片类的复方制剂。氨基葡萄糖或硫酸软骨素类药物具

有一定软骨保护作用，可延缓病程、改善患者症状。内服药物

萎缩。

以上各种运动强度，以患者身体能够耐受，不引起局部关
节疼痛、肿胀为限。

要注意患者多为年龄较大，通常伴有其他疾病，口服多种药物。
需要注意药物相互配伍禁忌与不良反应。

八、关节内药物注射治疗

三、物理因子治疗

（１）可选择的物理因子疗法包括高频电疗（短波、超短

１．透明质酸钠：Ｉ ａ级证据。…认为透明质酸钠是关节液

波）、冷疗、蜡疗、局部温水浴激光、经皮神经电刺激疗法（ｔｒａｎｓ—

的主要成分之一，注射后可以增加关节内的润滑作用，减少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ＮＳ）、中频电疗、超声波

织间的磨损，保护关节软骨，并有促进关节软骨愈合与再生的

等治疗。其中Ｉ ａ级证据“““推荐短波、激光、经皮神经电刺激

作用。从而缓解疼痛，增加关节活动度。临床应用有效率约为

和超声波疗法。

７０％～８０％。用法为２．０～２．５ ｍｌ，每周１次，５周为１个疗程。

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ｎｅｒｖｅ

（２）视病情需要和治疗条件，可选用２～３种物理因子综合
治疗。

２．肾上腺皮质类固醇：Ｉ ａ级证据。”Ｊ认为对ＮＳＡＩＤｓ药物
治疗无效的患者或不能耐受ＮＳＡＩＤｓ药物治疗、持续疼痛、炎症

（３）应使用安全、有效、简便、价廉的物理因子治疗，如要在

明显者，可行关节腔内注射糖皮质激素。但该类药物有破坏软

家中自行应用物理治疗者，也必须在康复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

骨细胞合成和减少糖蛋白等不良作用，若长期使用，可加剧关

规范进行，保证安全。

节软骨损害，加重症状。因此，不主张随意选用关节腔内注射

四、矫形器及辅具
必要时，需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选择和使用矫形器、助行

器、拐杖或手杖，以调整关节力线及负载，增加关节的稳定性，
减轻受累关节负重。

（１）对于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而言，Ｉ ａ级证据“１认为可
以佩戴护膝保护膝关节。
（２）Ⅳ级证据。１ ２。认为，骨关节炎患者行走时应酌情使用拐
杖或手杖，以减轻关节的负担。

糖皮质激素，更反对多次反复使用。
九、手术治疗
１．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经非手术治疗无效者，可以选择手
术治疗。
２．虽然Ｉ ａ级研究”。２ ０１表明关节冲洗术和关节清理术不
能明显改善关节功能和缓解症状，只能起到类似安慰剂的作

用，但是对于合并半月板损伤及关节游离体的患者可以选择关
节镜手术。

（３）Ｉ ａ级证据”认为，矫形器适用于髋或膝骨关节炎患

３．Ⅲ级证据。“ｌ表明对于经非药物和药物相结合疗法后疼

者步行时下肢负重引起的疼痛或肌肉无力、负重困难者。矫形

痛未明显缓解，功能未改善，应考虑行关节置换术。对临床症

器可以减轻患肢负重并调整力线，缓解症状，同时可以增加关

状严重、功能受限明显、生活质量降低的患者而言，关节置换术

节稳定性，保护局部关节。急性期使用可以相对限制关节活

比保守治疗更有效，更具成本效益。

动，缓解疼痛。

万方数据

４．关节融合术只是作为关节置换术失败后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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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汗蒸疗法治疗１４例中年女性单纯性肥胖患者的疗效观察
裴彩利
当前肥胖症患者数量日益增多，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症患者的治疗方法较多，如给予药物调理、穴位刺激、节食或运

质量及身心健康。如人体吸收的热量多于消耗热量时，多余热

动训练等，其治疗机制无外乎使患者体内能量收支趋于负平

量则以脂肪形式储存于体内，当积累到一定量时遂演变为肥胖

衡，从而达到消脂减肥疗效。我院采用汗蒸疗法治疗单纯性肥

症，无明显病因可寻者称之为单纯性肥胖症，目前肥胖症患者

胖症患者，发现临床疗效满意，患者脂肪含量及脂类代谢均较

中约９５％以上为单纯性肥胖’１。由此可见，如何消除体内能

治疗前明显改善。

量积累是单纯性肥胖症患者的治疗关键。目前临床针对肥胖

一、对象与方法

共选取我院中年女性单纯性肥胖症患者１４例，均符合中
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数据汇总分析协作组（２００２年）关于超重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２２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学研究规划项目（２０１２ＢＴＹ０１５）
作者单位：４５４０００焦作，河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体质健康中心

万方数据

肥胖患者的分类标准。２１，患者体重指数（ｂｏｄｙ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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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ＢＭＩ）

ｋｇ／ｍ２，年龄３６～４５周岁，平均（３９．６土８．５）岁，平均身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