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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侧凸是常见的脊柱三维畸形ꎬ 定义为冠状面
上的脊柱侧方弯曲ꎬ 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脊柱旋转ꎮ 临
床上以弯曲 ≥１０° ( Ｃｏｂｂ 角测量法) 来界 定 脊 柱 侧
凸

[１]

ꎮ 严重的脊柱侧凸会导致患者自信心下降、 心

理焦虑、 疼痛、 肺部并发症和功能受限等问题ꎬ 给患

者自身、 家庭及社会带来严重的心理和经济负担[２￣ ７] ꎮ
治疗脊柱侧凸的方法分为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ꎮ 国际
脊柱侧凸研究协会 (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ＳＲＳ)

基金项目: 北京市卫生与健康科技成果和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２０１８￣ＴＧ￣ ３４)

引用本文: 袁望舒ꎬ 陈丽霞ꎬ 沈建雄ꎬ 等. 物理治疗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的研究进展 [ Ｊ]. 协和医学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１ ( ６): ７３７￣ ７４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４￣９０８１ 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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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观察和支具列为脊柱侧凸保守治疗方法ꎬ 而国际脊

柱侧 凸 矫 形 与 康 复 治 疗 协 会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ｎ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ＳＯＳＯＲＴ) 则

将物理治疗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 ( 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ｃｏｌ￣

ｉｏｓｉ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 ＰＳＳＥ) 也 纳 入 了 保 守 治 疗 范
围ꎮ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ꎬ “ 观察” 这一保守治
疗方案已经不能满足患者需求ꎬ 越来越多的患者及其
家属选择 ＰＳＳＥ 进行干预ꎮ

１
１ １

意大利脊 柱 侧 凸 科 学 训 练 法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ꎬ ＳＥＡＳ) 主要包括训练前的系统
评估和运动训练ꎮ 系统评估包括影像学评估、 大体观
评估、 功能性评估等ꎮ 运动训练的核心是三维平面上
[８]

ꎮ

ＳＥＡＳ 十分强调主动自我矫 正 (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ꎬ
ＡＳＣ) ꎬ 而非被动矫正ꎮ ＡＳＣ 的选择应根据影像学检
查和形 态 学 两 方 面 进 行 判 断ꎮ 冠 状 面 上ꎬ Ｃｏｂｂ 角

>１２°或外观明显不对称时ꎬ 需进行 ＡＳＣꎻ 矢状面上ꎬ

通过铅垂线测量明显驼背或平背患者需进行 ＡＳＣꎻ 水

平面上ꎬ 椎体 旋 转 度 > １５° 或 外 观 上 剃 刀 背 明 显 时ꎬ
需进行 ＡＳＣꎮ 基于自我矫正位下稳定性训练的选择
主要取决于患者的评定结果ꎬ 将评定中存在受损情

况的部分编排成训练内容ꎮ ＳＥＡＳ 的两个目标包括:

(１) 提高脊柱功能ꎬ 例如脊柱的稳定性ꎻ ( ２) 提高
初期评定中受损部分的最终能力ꎬ 例如肌力、 肌肉回
缩能力、 协调 性 等ꎮ 近 些 年 对 ＳＥＡＳ 的 研 究 报 道 颇
多ꎬ 大量的前瞻性研究、 回顾性研究以及个案报道对
ＳＥＡＳ 给予 了 肯 定

ꎮ Ｍｏｎｔｉｃｏｎｅ 等

[２３]

对照试验证实了 ＳＥＡＳ 的有效性ꎮ

１ ２

发现ꎬ 对于轻中度脊柱侧凸患者ꎬ 通过 ３ ~ ６ 个月的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练ꎬ 不 仅 可 减 小 Ｃｏｂｂ 角 度 和 躯 干 旋 转 角
度ꎬ 还可增加患者的肺活量ꎮ Ｐａｒｋ 等 [３１] 通过 Ｍｅｔａ 分
析得 出ꎬ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 练 法 是 有 效 干 预 脊 柱 侧 凸 的
西班牙巴塞罗那脊柱侧凸物理治疗法

西班牙巴塞罗那脊柱侧凸物理治疗法 (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ＢＳＰＴＳ) 是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
练法的衍生版ꎬ 由 Ｅｌｅｎａ Ｓａｌｖáｓ 女士将 Ｓｃｈｒｏｔｈ 的原则
和理念带回西班牙后演变发展而来ꎮ 目前 ＢＳＰＴＳ 的
代表人物 Ｍａｎｕｅｌ Ｒｉｇｏ 也是 Ｒｉｇｏ￣Ｃｈêｎｅａｕ 支具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ꎮ ＢＳＰＴＳ 同样重视 侧 凸 分 型ꎬ 主 要 分 为
Ｇｒｏｕｐ １ ( 矢 状 面 胸 椎 生 理 曲 度 异 常) 、 Ｇｒｏｕｐ ２ 和
Ｇｒｏｕｐ １ － ２ ( 仅 存 在 腰 椎 或 胸 腰 椎 侧 凸ꎬ 无 胸 椎 侧
凸) ꎬ 其中 Ｇｒｏｕｐ ２ 又分为 ３ 弧 ( 胸椎和腰椎均为主
凸ꎬ 骨盆与腰椎为一体ꎬ 无论侧移或旋转均与胸椎相
反) 、 ４ 弧 ( 腰椎为主凸ꎬ 胸椎为代偿凸ꎬ 骨盆的侧

移或旋转均与腰椎相反) 和非 ３ 非 ４ ( 胸椎为主凸ꎬ
有 / 无腰椎侧凸ꎬ 骨盆无侧移或旋转) [３２] ꎮ ＢＳＰＴＳ 的
训练方法与 Ｓｃｈｒｏｔｈ 类似ꎬ 其目标包括: ( １) 矫正
脊柱侧凸的姿势ꎬ 改善外观ꎻ ( ２) 稳定脊柱ꎬ 阻止
病变进展ꎻ ( ３) 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病情及治疗方
案的宣教ꎻ ( ４) 改善呼吸功能ꎻ ( ５) 增 加 日 常 生
活活动 能 力ꎻ ( ６) 全 面 提 高 患 者 自 我 意 识 和 自 信
心ꎻ ( ７) 减少疼痛 [ ３３] ꎮ

１ ４

波兰 Ｄｏｂｏｍｅｄ 训练法

Ｄｏｂｏｍｅｄ 训练法是三维自我矫正运动法ꎬ 在矫正

主凸的同时ꎬ 强调对胸椎后凸不足和腰椎前凸不足进

德国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练法是最早的 ＰＳＳＥ 之一ꎮ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Ｓｃｈｒｏｔｈ 是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练法的创始人ꎬ 后被其女儿、 外
孙及其他保守治疗专家发扬光大

等 [２８] 、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 等 [２９] 、 Ｋｉｍ 等 [３０] 分别通过试验研究

也通过随机

德国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练法

[２４￣ ２５]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练法的研究报道甚多ꎬ Ｙａｎｇ 等 [２７] 、 Ｏｔｍａｎ

１ ３

意大利脊柱侧凸科学训练法

[９￣ ２２]

且强调配 合 不 对 称 的 去 旋 转 式 呼 吸 训 练 法ꎮ 关 于

ＰＳＳＥꎬ 且更适用于 Ｃｏｂｂ 角<３０°的患者ꎮ

国际 ７ 种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类型

的自我矫 正 和 基 于 自 我 矫 正 位 下 的 稳 定 性 训 练

训练法强调利用辅助器械进行过矫正的自我矫正ꎬ 并

ꎮ 目前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练法被分为以 Ａｘｅｌ Ｈｅｎｎｎｅｓ 为代表的较传统的国际
Ｓｃｈｒｏｔｈ 三维脊柱侧凸治疗和以 Ｗｅｉｓｓ 为代表的较创新
的 Ｓｃｈｒｏｔｈ 最佳训练ꎮ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练法的分型和身体地
图是其治疗的基础ꎮ 根据不同分型为患者绘制身体地
图ꎬ 并设计不同的 ＰＳＳＥ 动作是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练法的基本

行纠正ꎬ 同时纠正呼吸功能受损ꎬ 其最经典的训练体
位是手膝跪位 [３４] ꎮ 以胸椎右侧凸为例ꎬ 让患者手膝
跪位ꎬ 右侧 “ 剃刀背” 隆起会非常明显ꎮ 训练过程
中要求患者既做增加胸椎后凸的动作又进行去旋转式

呼吸ꎬ 将塌陷的左侧凹侧胸廓充盈起来ꎬ 使躯干旋转
角度降到最小ꎮ 研究表明ꎬ Ｄｏｂｏｍｅｄ 训练法能有效阻
止或减少非成年脊柱侧凸患者 Ｃｏｂｂ 角的增加ꎬ 改善
患者 外 观 及 矢 状 面 上 的 生 理 曲 度ꎬ 提 高 呼 吸 功
能等 [３５￣ ３８] ꎮ

流程ꎮ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 练 法 将 人 体 分 为 ４ 个 区 块: 肩 部、

１ ５

矫正方法和训练动作 [２６] ꎮ 与 ＳＥＡＳ 不同的是ꎬ Ｓｃｈｒｏｔｈ

训练法和 Ｄｏｂｏｍｅｄ 训 练 法ꎬ 其 经 典 动 作 是 “ 提 踵”

胸部、 腰部和髋部ꎮ 几乎每个区块均有三维上的自我

７３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２０

英国的 Ｓｉｄｅ Ｓｈｉｆｔ 训练法

Ｓｉｄｅ Ｓｈｉｆｔ 以 Ｋｉｎｇ 分 型 为 基 础ꎬ 结 合 了 Ｓｃｈｒｏｔｈ

物理治疗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的研究进展

和 “ 侧向平移” [ ３９] ꎮ 对于腰椎侧凸患者ꎬ 利用提起

合日常生活中长期细微姿势调整ꎬ 不建议过矫正ꎻ 而

椎凸侧弯弧趋于中立位甚至过矫正的位置ꎮ 对于胸

态度 [４８￣ ４９] ꎮ 故临床中可将其结合ꎬ 以求达到最佳治

凸侧足跟ꎬ 使凸侧髋关节高于凹侧髋关节ꎬ 迫使腰
椎侧凸患者ꎬ 胸廓侧向平移至凹侧ꎬ 有助于打开凹
侧塌陷 的 胸 廓ꎬ 使 胸 椎 侧 凸 的 弯 弧 趋 于 中 立 位ꎮ
ｄｅｎ Ｂｏｅｒ 等

[ ４０]

研究表明ꎬ Ｓｉｄｅ Ｓｈｉｆｔ 训练法对于 Ｃｏｂｂ

Ｓｃｈｒｏｔｈ 和 ＢＳＰＴＳ 则强调集中训练ꎬ 对过矫正持积极
疗效果ꎮ
２ ２

临床应用情形
ＰＳＳＥ 主要被应用于下列 ５ 种临床情况[５０] : (１) 单

角为 ２０° ~ ３２°脊柱侧凸患者的效果与支具效果无显

独应用于 Ｃｏｂｂ 角度数较小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ꎬ

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来说是有效的 [ ４１￣ ４２] ꎮ

支具前提高脊柱的活动度和弹性ꎬ 让支具衬垫的压力

著性差异ꎮ 其他研究显示ꎬ Ｓｉｄｅ Ｓｈｉｆｔ 训练法对于特
１ ６

法国里昂训练法

里昂训练法包括脊柱三维矫正、 腰椎侧凸患者腰

骶角矫正、 患者宣教和日常生活 ( 正确坐姿) 活动
能力ꎮ 里昂训练法遵循五大原则: ( １) 治疗前的评
估ꎬ 包括患者年龄、 姿势失衡、 Ｃｏｂｂ 角度ꎻ ( ２) 躯
干畸形的认知ꎬ 利用镜子或录像等视觉反馈帮助患者
了解侧凸曲度的矫正ꎻ ( ３) 适宜的动作ꎬ 里昂训练

维持或减少目前进展ꎬ 避免佩戴支具ꎻ ( ２) 在佩戴
给予躯干更好的矫正ꎻ (３) 联合支具使用ꎬ 减少佩

戴支具产生的副作用 ( 肌力下降、 僵硬、 平背等) ꎬ
提高支具的效果且避免在佩戴支具过程中三维矫正的

丢失ꎻ (４) 应用于成年脊柱侧凸患者ꎬ 如果侧凸度
数大于一定 程 度ꎬ 可 能 会 引 起 腰 痛、 呼 吸 障 碍、 挛
缩、 畸形进展等严重问题ꎻ

( ５) 术前术后的矫正:

术前维持弯弧的活动度有助于术中最大程度地矫正度

法的基础是避免运动中过伸展脊柱ꎬ 强调在冠状面

数ꎬ 术后增加手术对背部形态、 平衡和姿势等的效

矫正的同时 增 加 矢 状 面 上 的 胸 椎 后 凸 和 腰 椎 前 凸、

果ꎬ 或针对某些个体进行训练ꎮ

节段活动度、 核心稳定性、 本体感觉、 平衡等ꎬ 其
中最主要的是强调患者在佩戴支具的同时进行运动

训练ꎻ ( ４) 不适宜的动作ꎬ 例如避免矢状面上过度
屈伸和引起气短的训练ꎻ

( ５) 体育锻炼同样重要ꎬ

告知患者对脊柱侧凸有益和有害的体育运动 [３３] ꎮ 里
昂训练法强调佩戴支具时应结合 ＰＳＳＥ 同时进行 [４３] ꎮ

１ ７

波兰功能性个体化脊柱侧凸治疗

功能性个体化脊柱侧凸治疗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ꎬ ＦＩＴＳ) 起步相对较晚ꎬ 故综合了
上述 ＰＳＳＥ 中许多经典的理论与动作ꎮ 根据患者不同

情况ꎬ ＦＩＴＳ 也有不同的治疗体系ꎬ 如接受支具治疗、
准备 接 受 手 术 和 术 后 肩 胛 带 / 骨 盆 带 矫 正 的 患 者
等

[４４]

ꎮ ＦＩＴＳ 包括 ３ 个主要矫正阶段: 患者评估和宣

教、 矫正的准备和三维矫正ꎮ 研究表明ꎬ ＦＩＴＳ 可有
效改善脊柱侧凸患者 Ｃｏｂｂ 角度和躯干旋转角度ꎬ 且
可纠正脊柱侧凸引起的姿势异常问题

２
２ １

[４５￣ ４７]

ꎮ

脊柱侧凸特定性体操临床应用
我国总体应用情况

３

小结与展望
国际上对 ＰＳＳＥ 的认可度越来越高ꎬ 国内虽然也

紧跟国际步伐ꎬ 引入先进的技术ꎬ 但始终未形成体
系ꎮ 北京协和医院在借鉴国际先进技术的同时ꎬ 考虑
我国国情ꎬ 研发出了适合我国患者的 ＰＵＭＣＨ 脊柱侧
凸保守治疗体系ꎬ 经过数年临床实践ꎬ 已取得了一定
成果ꎮ 例如ꎬ 本团队通过对 ３１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凸患者进行为期 ６ 个月的 ＰＳＳＥ 发现ꎬ ＰＳＳＥ 能够延
缓甚至改善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ꎬ 包括 Ｃｏｂｂ

角度和躯干旋转角度 [５１] ꎻ 通过对 ３６ 例少儿型特发性
脊柱侧凸患者进行为期 ６ 个月的 ＰＳＳＥ 发现ꎬ ＰＳＳＥ 亦
能改善少儿型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 Ｃｏｂｂ 角度ꎬ 并
获得了良好的患者满意度 [５２] ꎮ 未来ꎬ 期待更多的脊
柱侧凸保守治疗人员能够总结临床经验并进一步进行
科技研发ꎬ 以造福更多的脊柱侧凸患者ꎮ
利益冲突: 无

由于 Ｄｏｂｏｍｅｄ 和 Ｓｉｄｅ Ｓｈｉｆｔ 训练法强调二维空间

参

上的矫正ꎬ 故临床上单独运用的机会较小ꎬ 一般会采
用其经典的方法和理念ꎬ 再结合患者脊柱侧凸三维情
况适当增加治疗内容ꎮ 里昂训练法和 ＦＩＴＳ 在其本土
运用较多ꎬ 我国尚未开展ꎮ 目前国内治疗脊柱侧凸应
用 ＳＥＡＳ、 Ｓｃｈｒｏｔｈ 和 ＢＳＰＴＳ 较多ꎬ 其中 ＳＥＡＳ 比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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