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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脊柱健康操对脊柱不良姿态的积极作用ꎬ为促进青少年学生脊柱健康提供简便、易行的保健方

法ꎮ 方法　 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对北京市某中学 ２１７ 名七年级学生进行普查ꎬ将有脊柱侧弯伴 / 不伴脊柱后凸的 ２２ 名学生为实

验组 １ꎬ采用课间脊柱牵拉操(２ 次 / ｄ) ＋睡前脊柱强化操(１ 次 / ｄ)的干预方法ꎻ将存在脊柱不良姿态但未达到阳性的 ７９ 名

学生为实验组 ２ ꎬ采用脊柱牵拉操(２ 次 / ｄ)的干预方法ꎬ进行共计 １２ 周(每周 ５ ｄ)的干预ꎮ 通过脊柱测量仪对 ２ 组受试者

脊柱形态进行测量ꎬ用 ＳＲＳ－２２ 问卷测量患者的主观感觉ꎮ 结果　 通过 １２ 周的干预ꎬ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ꎬ实验组 １ 脊柱

侧弯和脊柱后凸有明显的改善( ｔ 值分别为－４.４１ꎬ－２.１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实验组 ２ 脊柱不良姿态明显改善的有 ４９ 名ꎮ 干预

后ꎬ实验组 １ 和实验组 ２ 在功能活动、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和治疗满意程度 ５ 个维度上得分均明显提高(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结论　 脊柱健康操通过自主牵拉和肌肉锻炼稳定脊柱深层肌群ꎬ促进脊柱两侧椎旁肌的平衡ꎬ改善青少年脊柱不

良体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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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正值身心健康和各项身体素质发展的关

键期ꎬ健康水平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的幸

福ꎬ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和人才的培养质

量ꎮ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发育的突增期ꎬ身体外部形态

发生急剧变化ꎬ突出表现为骨骼和肌肉的快速增长ꎬ
同时也是异常身体姿势发生的敏感期[１] ꎮ 不良脊柱
形态会让椎体关节和椎旁的肌肉、韧带被无意义和错
误的使用ꎬ久之就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和功能障碍ꎬ
甚至是长久的疼痛和功能缺失ꎬ严重的脊柱不良姿态
还会影响青少年内脏器官的正常发育ꎬ导致消化功能
变慢、呼吸和循环系统效率低下、运动能力差ꎬ影响情
绪[２] ꎮ 本研究旨在通过脊柱健康操对脊柱不良姿态
的中学生进行干预ꎬ分析干预后脊柱形态的变化、疾
病的转归和主观感觉ꎬ为促进青少年脊柱健康提供实
验依据和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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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依照«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筛查

ＧＢ / Ｔ １６３３－２０１４» [３] 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对北京市某中学

七年级 ２１７ 名学生进行脊柱侧弯和脊柱后凸的筛查ꎬ
筛查前由负责各班级的教师告知学生和家长ꎬ所有调

查对象均在知情同意下参与调查ꎮ 诊断标准为:(１)
脊柱侧弯情况ꎬ躯干旋转角(ＡＴＲ) <５°为正常ꎻ５° ~ <７°
为脊柱姿势不良ꎬ但没达到阳性标准ꎻ≥７°为脊柱侧

凸ꎻ(２)脊柱后凸情况ꎬ胸推后凸角(Ａ)２５° ~ <３５°为正

常ꎻ３５° ~ <４０°为具有较高的脊柱后凸风险ꎻ≥４０°为脊

柱后凸ꎮ 其中筛查出 ２ 项均为阳性的 １９ 名ꎻ脊柱侧弯

阳性ꎬ但脊柱后凸未达诊断标准的 ３ 名ꎬ将 ２２ 名学生

为实验组 １ꎬ进行课间脊柱牵拉操(２ 次 / ｄ) ＋睡前脊柱

强化操(１ 次 / ｄ)ꎻ７９ 名未达到诊断标准但脊柱存在不

良形态为实验组 ２ꎬ进行课间脊柱牵拉操(２ 次 / ｄ)ꎬ实
验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１２ 月ꎬ２ 组共进行 １２ 周的干预

研究ꎮ １１６ 名未查出明显脊柱问题为科普组ꎬ对其健

康教育ꎬ讲授保持正确体姿、体态的方法ꎮ 参与实验

的学生为自愿参加ꎬ在充分了解本治疗方案的前提下

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实验研究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

言»ꎮ 干预结束后实验组 ２ 脱失 １０ 名(含因无法坚持

做操和未复测的)ꎮ
纳入标准:(１)年龄范围在 １２ ~ １３ 岁ꎻ(２)未接受

过手术和其他运动干预治疗ꎮ 排除标准:(１)实验过

程中或之前佩戴过矫形支具的ꎻ(２)既往临床检查中

发现有脊柱结核、佝偻病、外伤以及结构性双侧下肢

不等长等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躯干倾斜角测量　 受试者在前屈状态下ꎬ沿背

脊滑动 ＳｐｉｎｅＳｃａｎ 电子脊柱测量仪ꎬ保持半圆形凹口

始终置于脊柱棘突处ꎬ且凹口两侧保持接触背部ꎬ记
录躯干倾斜角及部位ꎬ若背部不对称最严重处≥５°ꎬ则
高度疑似脊柱侧弯ꎮ
１.２.２　 脊柱后凸测量 　 受试者直立ꎬ双脚分开 ５ ~ ８
ｃｍꎬ从颈椎 Ｃ７ 处沿背脊滑动 ＳｐｉｎｅＳｃａｎ 电子脊柱测量

仪ꎬ始终接触背部ꎬ到达脊柱 Ｌ２ 部位后结束ꎮ
１.２.３　 主观感觉评价 　 采用中文版国际脊柱侧弯研

究会患者问卷－ ２２ 表(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２２ꎬ
ＳＲＳ－２２) [４] ꎬ该问卷能有效、可靠地评估脊柱侧弯患者

的疼痛、自我形象、身体功能、心理健康与满意度ꎮ 量

表包括 ５ 个维度 ２２ 个条目ꎬ每个条目均是 １ ~ ５ 分ꎬ５
分代表极好ꎬ１ 分代表极差ꎮ 问卷总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８８ꎬ重测信度为 ０.９７ꎬ具备合格的信度和效度ꎬ
可用于测量中国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的生活质量ꎬ对
体姿不良的学生干预前后从 ５ 个维度来进行主观感觉

的评价ꎮ
１.２.４　 脊柱健康操　 脊柱健康操包括课间脊柱 ３６０°

牵拉操和睡前脊柱强化操ꎮ 课间脊柱 ３６０°牵拉操是

通过课间休息时间有目的地进行脊柱屈曲、伸展、旋
转、侧屈等改善脊柱活动度的练习ꎻ针对性的脊柱活

动度练习改善姿势异常导致的功能活动异常ꎬ以达到

纠正脊柱侧弯和异常姿势的目的ꎬ对不同类型的脊柱

侧凸患者具有普适性和针对性ꎮ 睡前牵拉操为针对

改善青少年脊柱的灵活性和稳定性而创编ꎬ由改善脊

柱常见灵活性异常的训练动作和增强维持脊柱姿势

肌肉力量训练动作组成ꎬ适用于改善青少年脊柱侧凸

和脊柱后凸等不良姿态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均用( ｘ ± ｓ) 表示ꎬ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和 Ｅｘｃｅｌ 进行处理ꎬ干预前后进行

配对 ｔ 检验ꎬ检验水准为 Ｐ<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筛查出脊柱侧弯为阳性ꎬ伴或不伴有

脊柱后凸的病例 ２２ 例(其中 ３ 例未达到脊柱后凸诊

断标准)ꎬ检出率为 １０.１４％ꎻ７９ 例未达到诊断标准但

脊柱存在不良形态ꎬ检出率为 ３６.４１％ꎮ
实验组 １ 中ꎬ胸椎侧弯的有 ３ 例ꎬ占检出人群的

１３.６４％ꎻ胸腰联合处侧弯的 ８ 例ꎬ占 ３６.３６％ꎻ腰椎侧弯

的 １１ 例ꎬ占 ５０.００％ꎮ Ｃ 型侧弯的 ９ 例ꎬ占 ４０.９１％ꎻＳ
型侧弯的 １３ 例ꎬ占 ５９.０９％ꎮ
２.２　 实验组 １ 干预前后躯干倾斜角和脊柱后凸角度

的变化　 通过 １２ 周的干预ꎬ实验组 １ 总体上躯干倾斜

角、脊柱后凸的程度有明显改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干预前后相比ꎬ躯干倾斜角虽然

仍为阳性ꎬ但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均表现出明显的好转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脊柱后凸的变化ꎬ经过干预男生明

显改善(Ｐ<０.０１)ꎬ平均值为阴性ꎻ女生干预后有改善

的趋势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实验组 １ 干预前后脊柱倾斜角和脊柱后凸比较(度ꎬｘ±ｓ)

性别 干预前后 统计值 躯干倾斜角 脊柱后凸
男 干预前 ７.３３±１.７５ ３１.００±４.５６
(ｎ ＝ ６) 干预后 ５.５０±１.３８ ２４.３３±５.５４

ｔ 值 －３.１２ －７.２５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１

女 干预前 ７.１８±２.０４ ２９.００±５.４２
(ｎ ＝ １６) 干预后 ５.７５±２.６２ ２６.５６±３.５２

ｔ 值 －２.９６ －１.９０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全体 干预前 ７.２３±１.９３ ２９.５５±５.１７
(ｎ ＝ ２２) 干预后 ５.６４±２.１９ ２６.０５±４.１７

ｔ 值 －４.４１ －２.１６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１

　 　 按照疾病治疗的转归ꎬ干预后脊柱侧弯、脊柱后

凸呈现出恢复正常、好转(恢复正常的不在好转中重

复计数)、维持和加重 ４ 种状态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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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实验组 １ 干预后脊柱倾斜角和脊柱后凸转归构成

项目 恢复正常
好转

改善 １° 改善 ２° 改善 ３° 改善 ４° 改善>５°
维持 加重

躯干倾斜角度 ７(３１.８２) １(４.５５) ３(１３.６４) １(４.５５) ３(１３.６４) ０ ６(２７.２７) １(４.５５)
脊柱后凸 ４(１８.１８)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５(２２.７３) ８(３６.３６) １(４.５５)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实验组 ２ 干预前后躯干倾斜角和脊柱后凸的变

化　 通过 １２ 周的干预ꎬ实验组 ２ 总体上躯干倾斜角、
脊柱后凸的程度有明显改善ꎬ其中 ４９ 人(男生 ２５ 人ꎬ
女生 ２４ 人)脊柱不良姿态得到改善ꎬ躯干倾斜角、脊
柱后凸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范围ꎻ１１ 人(男生 ５ 人ꎬ女生

６ 人)维持原来的姿态ꎻ９ 人(男生 ４ 人ꎬ女生 ５ 人)较

干预前更加严重ꎬ但躯干倾斜角和脊柱后凸均未达到

阳性诊断标准ꎮ
２.４　 干预前后受试者主观感觉的变化　 在功能活动、
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和治疗满意程度 ５ 个维度

上ꎬ实验组 １ 和实验组 ２ 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均明显

提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实验组干预前后主观感觉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统计值 功能活动 疼痛 自我形象 心理健康 治疗满意度
实验组 １ 干预前 １２.１１±３.２４ １３.２７±２.４６ １０.９６±３.５１ １２.１３±３.１５ ４.１１±１.０７
(ｎ ＝ ２２) 干预后 ２１.８２±１.９８ １８.７１±２.５４ ２０.５１±４.５４ ２０.２８±３.５１ ８.６８±１.３６

ｔ 值 １１.９４ ２.８９ ９.０１ ７.７５ ２.７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实验组 ２ 干预前 １１.９２±２.８２ １４.７５±１.８９ １０.４２±３.２６ １１.９５±２.４１ ４.４９±１.２９
(ｎ ＝ ６９) 干预后 １９.１７±４.４５ １８.５６±２.７８ １８.６５±３.１０ １８.４５±３.７２ ７.３２±１.７５

ｔ 值 １１.３８ ２.５４ ６.０３ ７.１３ ２.８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３　 讨论

脊柱健康问题一直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

之一ꎬ其中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更是一个备受关注和

亟待解决的问题[５] ꎮ 青少年骨骼的结构特征和物理

特征决定骨骼易发生弯曲和变形ꎬ须重视青少年的身

体姿势ꎬ早期发现脊柱存在的异常问题ꎬ着力解决青

少年脊柱异常带来的身体健康问题ꎮ
不正确的身体姿态导致青少年肌肉产生不适宜

的“长度—张力”关系ꎬ不能以有效的力偶运行ꎬ会额

外增加肌肉韧带负担ꎬ增加生活和运动中发生伤害的

概率[６] ꎬ进而影响骨骼发育ꎬ降低身体协调性和自主

活动能力ꎬ导致个体外在的形体美和内在的精神风貌

发生变化ꎬ严重的还会影响循环、呼吸、消化系统的功

能ꎬ引起体质下降ꎬ产生生理缺陷和 / 或某种疾病ꎮ
本实验根据前期的研究基础[７] 编制的脊柱健康

操干预青少年的不良体姿:首先ꎬ通过学生 ３６０°自主

牵拉脊柱ꎬ松解椎旁僵硬肌肉ꎻ其次ꎬ通过肌力锻炼强

化椎旁肌群ꎬ稳定脊柱ꎻ最后ꎬ通过平衡练习改变椎旁

两侧的不对称应力[８] ꎬ以改善脊柱侧弯和脊柱后凸的

发展ꎮ
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ꎬ使用 Ｃｏｂｂ 角的 Ｘ 线检

查被认为是诊断和追踪青少年脊柱异常的金标准[９] ꎮ
尽管在诊断畸形方面具有很高的相关性ꎬ但许多研究

已提出并证明对于受到脊柱侧弯影响的年轻人如多

次进行 Ｘ 线检查是有较大危害的[１０] ꎮ 如果脊柱侧凸

只能通过放射线摄影来证实ꎬ对于成本的担忧以及个

人不必要地接触放射线照相危险ꎬ不是一个可行的筛

查测试[１１] ꎮ Ｗｏｎｇ 等[１２] 发现ꎬＡＴＲ 与 Ｃｏｂｂ 角高度相

关ꎬ且 ＡＩＳ 的常见截断值范围为 ４° ~ ７°ꎬ５°更广泛使

用ꎮ 作为一种有效的定量测量方法ꎬＨｕａｎｇ[１３] 已证明

Ａｄａｍｓ 前屈测试和躯干旋转角测量( ＡＴＲ) 的结合是

最简单、最快、最可靠、最便宜的躯干畸形客观测量方

法ꎮ 因此ꎬ本实验采用经过检验的 ＳｐｉｎｅＳｃａｎ 电子脊

柱测量仪测量脊柱情况ꎮ
由于受脊柱侧弯定义和调查人群人口学特点的

影响ꎬ青少年脊柱侧弯的患病率从 ０.９３％ ~ １２％[１２ꎬ１４]

不等ꎬ女性患病率较高ꎬ文献中最常见的是 ２. ５％ ~
３.０％ꎮ Ｑｉｎｇ 等[１５] 对崇明岛的青少年筛查中发现ꎬ脊
柱侧弯患病率为 ２.５２％ꎮ 地理维度发生变化ꎬ有区域

差异[１４] ꎮ 本研究脊柱侧弯的筛查率为 １０.１４％ꎬ其中

女孩的比例更高ꎮ 尽管研究[１６] 认为脊柱测量仪所测

得躯干倾斜角的大小与脊柱侧弯的严重程度相关ꎬ倾
斜角>５°包含几乎所有 Ｃｏｂｂ 角>１０°的侧弯ꎬ但不可否

认脊柱测量仪与 Ｘ 光片所得的 Ｃｏｂｂ 角在脊柱侧弯的

检出率上是有差距ꎬ不排除前者存在假阳性率的可

能ꎮ 本次筛查从部位上来看ꎬ以腰椎侧弯最多ꎬ其次

是胸腰联合处ꎮ 侧弯的性质 Ｓ 型稍多于 Ｃ 型ꎮ 脊柱

后凸的为 １９ 名ꎬ且均与脊椎侧弯伴发ꎮ 因此ꎬ脊柱侧

弯也被视为一种复杂的畸形ꎬ侧弯的同时常伴有脊柱

矢状面生理曲度的变化和水平面的旋转ꎬ影响脊柱的

侧屈、屈伸和旋转动作ꎮ
在青春期ꎬ脊柱侧弯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进行性脊

柱侧弯[１７] ꎮ 但在侧弯的治疗中ꎬ轻度侧弯患者的治疗

通常是被动的ꎬ当 Ｃｏｂｂ 角>２１°时ꎬ通常建议佩戴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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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成的支架ꎬ以限制脊柱畸形发展ꎮ 支架的佩戴

会导致肌肉主动运动减少ꎬ长时间的使用有导致脊柱

稳定肌“关闭”的倾向ꎬ从而使运动质量、肌力及神经

肌肉系统控制能力降低ꎮ 运动可增加患者的协调性、
脊柱的本体感觉和运动控制ꎬ且不会增加曲线的进

展ꎬ是早期脊柱侧弯治疗的最佳方法[１８－１９] ꎮ 通过 １２
周的脊柱健康操干预ꎬ干预前后相比ꎬ实验组 １ 的学生

躯干倾斜角平均值虽仍为阳性ꎬ但有明显的好转ꎮ 脊

柱后凸的改善没有脊柱侧弯的效果好ꎮ 通过干预尚

有部分学生脊柱侧弯和后凸维持原状甚至加重ꎮ 究

其原因ꎬ可能有 ４ 点:(１)受试者是否掌握正确的做操

动作ꎬ是否每次都认真完成脊柱健康操ꎬ生活中的不

良姿势有没有注意改善ꎬ均无法控制ꎮ (２)对于未能

改善的受试者而言ꎬ脊柱健康操干预的强度较小ꎬ１２
周的干预时间较短ꎬ在力学理论上不足以改变其凹凸

侧压应力和拉应力ꎮ (３)青少年的发育速度存在性别

和个体差异ꎬ同类性状在不同个体中的表现不仅存在

时间和强度差别ꎬ而且存在个体阶段性变化ꎮ (４)个

别脊柱侧凸和脊柱后凸青少年患者病情加重可能是

因疾病进程发展而不受脊柱健康纠正操的左右ꎬ具体

因素可能与患者脊柱的柔韧性、骨骼生长发育情况等

因素相关ꎮ 当然ꎬ脊柱健康操也有待进一步完善ꎬ当
有些患者通过脊柱健康矫正操无效时ꎬ可考虑使用支

具进行辅助治疗ꎮ
除客观指标ꎬ患者的主观指标也是十分重要的ꎬ

本研究采用脊柱侧弯研究会制定的问卷从功能活动、
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和治疗满意程度来进行主

观感觉的评价ꎮ 实验组 １ 和实验组 ２ 在 ５ 个维度的得

分上干预后均有大幅度的提高ꎬ均较满意脊柱健康操

的干预效果ꎮ 提示脊柱健康操对青少年不良体姿的

改善是有效的ꎬ但应进一步探讨该脊柱健康操激活神

经肌肉的机制ꎬ并做出适当的修改以达到更好效果ꎬ
建立青少年脊柱侧凸的保守治疗方案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有(１)研究对象的异质性ꎬ因本

研究的目的是探究脊柱健康操对纠正脊柱不良姿态

效果的普适性ꎬ而不是集中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样本范

围里ꎻ(２)相对较短的干预时间和随访时间ꎬ本研究按

照学生的学期时间设计并实施ꎬ干预时间相对较短ꎬ
而脊柱侧弯或脊柱后凸的矫形需要延长力的作用时

间以争取出现肌肉蠕变现象ꎬ过早的终止实验可能会

丢失具有统计意义的指标ꎻ同时ꎬ国际脊柱侧弯研究

协会建议相关的研究应有更长的追踪随访时间ꎬ本研

究也正进行近一步的随访观察ꎮ 但展示短期内的效

果可向患者展示切实而有意义的反馈ꎬ更有利于激发

孩子的内在动机ꎬ促进坚持锻炼ꎬ以利于报道长时间

随访的锻炼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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