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医学杂志》
2021年10月 第10卷 第5期

·综

Translational Medicine Journal,Vo1.10 NO.5, Oct 2021

· 335 ·

述·

肌骨超声在常见肌肉骨骼疾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杨晓雨,袁心仪,柴东博,常 祺,唐 亮
[ 摘要 ] 肌肉骨骼超声在国内迅速发展并在临床中推广应用。肌骨超声具有操作简单、实时成像和高分辨率
等独特优势，可以动态显示肌肉、肌腱、韧带、神经、运动功能变化。肌骨超声已在许多疾病的诊断及治疗中成为首
选方法，在疾病诊断、病灶定位、疾病分型、精准治疗及疗效评估均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就肌骨超声在肩周炎、肩袖
损伤、下腰痛、骨性关节炎等肌肉骨骼系统常见病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为进一步开展肌骨超声辅助诊断、治疗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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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literature on the application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sonography in the
treatment of musculoskelet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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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traumatic orthopedics of PLA 989 Hospital, Luoyang Henan 471000, China)
[ Abstract ] Musculoskeletal ultrasonography is rapidly developing in our country and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
tice. Musculoskeletal ultrasonography ha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real-time imaging and high resolu‐
tion. It can dynamically display the changes of muscle, tendon, ligament, nerve, motor function and pathology. It has be‐
come a preferred method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any diseases. It also has potential usage in diagnosis of dis‐
eases, localization of lesions, disease classification, precision therapy and efficacy evaluation. In this review the applica‐
tion statu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in common musculoskeletal diseases such as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rotator
cuff injury, low back pain and osteoarthritis was reviewed, andprovided guide for furth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 Key words ] Musculoskeletal ultrasonography;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 Rotator cuff injury; Low back pain; Os‐
teoarthritis

近些年，康复治疗飞速发展，在肩关节病变、骨
性关节炎、下腰痛等疾病的治疗中已接近成熟。在
康复医疗方面，愈来愈多新型器械被发现创造，用
来辅助评估或康复治疗，肌骨超声就是其中之一。
肌骨超声是指超声应用于肌肉骨骼系统的一
种检查方法。针对肌肉骨骼系统影像学检查，超声
相较于 CT 和 MRI 虽具有较多限制，但其可以精确
显示软组织内部微结构[1]。对比只能静态的显示骨
和软组织病变的传统 X 线、MRI 检查，肌骨超声的
应用使得康复医生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实现了“动
态可视化”。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作、生活压力的增
大，职业病呈现高发趋势，如颈腰部肌肉筋膜炎、腱
鞘炎、滑囊炎等。此外，还有一些继发性的韧带及
关节损伤[2]。超声高频探头不仅可以清晰地显示肌
肉、肌腱及韧带等各部分结构及其走行关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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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的具体部位、类型以及程度，还能评估肌腱和
韧带的功能状态，为临床提供了一种新型有效的影
像学检查手段。肌骨超声不仅是康复医生诊治疾
病的有力武器，也将成为康复治疗师的好帮手[3]。
针对常见的软组织损伤、炎症、疼痛等病症，康
复治疗相关的运动训练已趋于成熟，针对不同疾
病，不同关节，都有相对应的运动疗法供患者训练
使用。此时精确诊断显得尤为重要，利用肌骨超声
可大幅增加诊断的准确率。肌骨超声可明确患者
的损伤位置、血肿症状、损伤程度以及范围，多角
度、多平面呈现患者损伤位置以及肌肉形态回声，
为运动损伤的确切诊断以及早期治疗奠定基础[4]。
1 肌骨超声在临床康复中的应用
1.1 肌骨超声在肩周炎中的应用 肩周炎属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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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常见疾病，根据病情发展分为 3 个时期，分别
为渐冻期、冻结期和恢复期，整体病程约 2 年[5]。冻
结期表现为肩关节囊严重挛缩和关节周围组织炎
性改变、粘连、挛缩，形成关节内外广泛粘连，导致
肩部疼痛剧烈，上臂及盂肱关节活动受限[6]。因在
不同时期肩周炎的盂肱距离及肩后方关节囊厚度
的表现不同，且各期所针对的康复治疗方法不同，
通过肌骨超声测量盂肱距离及肩后关节囊厚度，帮
助肩周炎分期，进行有效治疗显得尤为重要[5]。
临床目前针对肩周炎所采取的治疗分为保守
治疗和其他治疗。目前，除却传统治疗外，超声介
入治疗也逐渐成为了新型的治疗方式。肩周炎的
超声介入治疗主要包含超声引导下注射治疗和超
声引导下神经阻滞治疗。
袁辉等[7] 曾收集 200 例肩周炎的病例，将其随
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研究组进行超声引导
下的肩关节内旋位的肩峰下滑囊注射，而对照组进
行传统解剖标志位注射。结果显示，在超声引导下
的注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传统解剖位下的注射，患
者的 VAS 评分明显下降。有研究证实，肩关节囊
主要由肩胛上神经、腋神经及胸外侧神经支配。肩
胛上神经和腋神经都发自臂丛神经，故临床上也会
选择选用臂丛或颈神经根进行阻滞。Saito 等[8] 在
超声引导下采用颈神经根阻滞治疗 22 例肩周炎患
者，1 周后肩关节疼痛、运动范围均显著改善。
1.2 肌骨超声在肩袖损伤中的应用 肌骨超声作
为肩关节周围病变的检查手段已得到业界广泛认
可，甚至可以将其作为肩关节疾病早期诊断的首选
工具[9]。肌骨超声在肩袖损伤康复诊疗的应用分为
两部分，康复医生着重于对患者进行扫描检查，识
别肩袖具体的病理变化，并且在超声引导下进行各
种有创的治疗；治疗师可以采用超声对肩痛患者进
行定期评估和运动康复反馈训练等。
实验发现，检查肩袖损伤与手术检查结果相比
较，肌骨超声检查准确率为 96.67%[10]。医生利用超
声可以发现肌腱消失、变薄或局灶性回声缺失，肌
腱局部回声异常，肱骨大节结骨皮质毛糙不规则等
征象。肌骨超声能较清晰的在超声图像上显现出
肌腱的撕裂程度及滑囊积液，肩袖部分撕裂患者
中，以冈上肌撕裂最为常见，常伴肩峰-三角肌下滑
囊积液。它可清晰地显示患者肩袖病变状况；同时
可明确患者损伤部位，准确判断患者损伤类型，为
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自 2013 年，有学者通过肌骨超声检查发现肩
袖损伤多发于冈上肌，开始采用肌骨超声引导下复
方倍他米松注射治疗肩袖损伤，疗效确切[11]。超声
引导介入操作主要包括积液抽吸，关节腔、关节周
围韧带或肌肉内多种药物的注射，以及软组织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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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肌骨超声可实时动态观察穿刺针在体内的位
置，并且可引导穿刺针达到超声图像所能观察到的
位置或结构，避免了对周围软组织及神经的损伤，
同时也避免了药物注入血管的危险。相关研究结
果显示，治疗后即刻 VAS 评分降低最明显，肩关节
主动前屈、外展活动度与治疗前比较明显增加[11]。
谢文征等[12] 在肌骨超声引导下注射复方倍他米松
对肩袖损伤患者疗效对比研究发现，加用肌骨超声
引导下注射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观察组疗效明显
高于单纯敏感压痛点进行冲击波治疗组，证实肌骨
超声引导下注射复方倍他米松有助于进一步提高
肩袖损伤的治疗效果。
因此，肌骨超声引导下药物精准注射技术可有
效治疗肩袖损伤，而且价廉经济、疗效确切。建议
配合运动康复的治疗措施，进一步强化肩关节稳定
性训练，避免造成再次损伤。
1.3 肌骨超声在下腰痛中的应用 下腰痛是指下
腰、腰骶、骶髂、臀部或腿部的一组疼痛的主观感
觉，伴有腿部疼痛、麻木和无力。国际上将腰痛按
病程分为急性腰痛（不超过 4 周）、亚急性腰痛（4~
12 周）和慢性腰痛（超过 12 周）。
准确的诊断可帮助腰痛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
和康复。作为一种安全快捷、价格低廉的检查手
段，肌骨超声在腰痛的诊疗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且在椎管、核心肌群、骶髂关节、和脊椎滑脱中都有
着明确的诊断作用，但在椎间盘退变或滑脱方面，
其显示不如 MRI、CT、造影等影像学的检查[13]。而
对慢性腰痛的临床鉴别，需要对腰痛患者的多裂肌
状态进行评估。此外，在慢性腰痛的治疗过程中，
更是需要反复评估多裂肌状态以制定治疗方案并
观察疗效。这样相较于 CT 的高辐射、价格高，肌骨
超声更适用于慢性腰痛的检查及治疗[14]。
肌骨超声作为一种无创影像学检查，可清晰显
示下背部皮肤、浅筋膜、深筋膜、肌肉的结构及空间
层次，可提供实时动态双侧对比观察，所以成为了
下背部软组织损伤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如在背
阔肌部分撕裂所引起的下腰痛中，超声图显示背阔
肌增厚、回声增强，部分回声连续性中断；肌纤维内
存在低回声，提示血肿，且血肿的回声性质会随着
肌肉损伤时间的迁移而改变[15]。在实际疾病诊断
中，肌骨超声可与普通 x 线、CT、磁共振成像进行互
补，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更丰富的影像信息。
除了对诊断有着巨大的潜力，肌骨超声也已经
逐渐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加入到腰痛患者的治疗过
程中。首先，具有无创动态实时观察的功能，可以
完成对多裂肌和腹横肌等肌肉收缩强度以及肌肉
之间的滑动和协调性进行检查，帮助治疗师更好地
调整患者的运动方式，从而提高运动训练的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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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16]。此外，在传统针刀治疗腰痛的基础上，加入
肌骨超声的引导，可以有效提高针刀治疗的精准
度，减少周围组织损伤风险，更有效地改善患者症
状。李林孩等[17] 在研究中对比了 76 例关节突关节
源性慢性腰痛患者的治疗结果发现，在肌骨超声引
导下进行针刀治疗的观察组，其 VAS 评分及 Os‐
westry 功能评分在短时间内及后续治疗效果的维
持上都优于对照组，证明肌骨超声引导下的针刀治
疗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的疼痛，并且改善患者的功能
障碍。时宗庭等[18]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对 35 例相关
病例治疗结果进行了总结，结论同样显示，肌骨超
声引导下的针刀定位准确，对关节突关节源性的腰
痛疗效明显，操作安全，无并发症，可以明确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
1.4 肌骨超声在骨性关节炎中的应用 骨关节炎
是一种关节软骨退行性变性、消失，关节骨质过度
增生为主要特点的风湿性疾病，常累及负重和活动
度较大的关节。临床表现为关节的疼痛、肿胀、僵
硬及活动受限。肌骨超声检查可发现：①软骨变化
②骨赘形成③半月板突出。膝关节周围软组织受
损是造成膝骨关节炎主要因素，软组织会表现出粘
连与萎缩等现象。可运用肌骨超声检查掌握膝关
节软组织具体变化，运用针刀松解，为医生提供准
确数据[19]。部分 X 线无异常但具有典型膝骨关节
炎症状者，通常其病变处于组织退化阶段，X 线难
以检查出病变位置，此时，肌骨超声则可有效显示
病变部位组织损伤状况，从而有效减少漏诊，提升
临床诊断[20]。
早期膝骨关节炎可通过肌骨超声彩色多普勒
血流显像技术发现滑膜异常增多的血流信号[21]。
利用肌骨超声检查确诊后，通过调整生活习惯和运
动方式，避免关节负重增大的动作或运动，同时加
强大腿肌肉力量的训练，再辅助物理因子治疗。综
合治疗后通过肌骨超声检查进行再评估，当相应的
病理改变减轻时，则证实治疗有效，相反则应调整
治疗方案。刘淑玲[22] 等人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评
估检查 80 例早期 KOA 患者疗效对比后发现，经关
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及口服塞来昔布胶囊治疗 6
周后，患者膝关节腔积液、滑膜厚度、软骨厚度均较
治疗前显著降低，从而可以看出肌骨超声在临床辅
助检查中可对临床药物疗效评价可视化并提供客
观依据。
处于疾病中后期的患者，可间断在肌骨超声引
导下行针灸治疗、
消炎镇痛类药物注射治疗、
富血小
板血浆（PRP）注射治疗，严重者需要进一步检查或
行手术治疗。葛海雅等[23]对超声引导下针刀松解术
治疗膝骨关节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了 Meta 分
析，
结果表明，
在治疗 KOA 减轻疼痛、
增加膝关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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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度及改善膝关节功能总有效率等方面超声引导
下针刀松解术均优于普通针刀或针刺治疗。
1.5 肌骨超声在跟腱炎中的应用 跟腱炎是反复
过度牵拉跟腱造成的劳损，引起跟腱及周围疼痛的
疾患。跟腱 MRI 和超声适应症有一定重叠，区别在
于超声廉价且便携，诊疗主要依赖于操作者的技
术，而 MRI 则依赖于最佳方案[24]。袁静[25]实验发现，
肌骨超声对跟腱损伤检出准确率为 92.76%、钙化
灶总异常检出准确率为 80.26%，而普通超声成像
检查对跟腱损伤检出准确率为的 73.03%、钙化灶
总异常检出准确率为 50.66%，肌骨超声检查均显
著高于普通超声成像检查。因此可以得出肌骨超
声检查在跟腱损伤诊断中，具有较高检出准确率。
肌骨超声在跟腱周围炎中表现为跟腱周围肿
胀增厚，回声减低，可出现积液，但跟腱实质回声正
常。而跟腱炎常表现为跟腱肿胀增厚，回声减低，
实质不均匀，可累及部分或全部腱体，多继发跟骨
后滑囊炎。超声引导下进行药物注射缓解炎症在
跟腱炎的治疗中很少涉及，因跟腱本身生理特质，
阻力很大，液体注射无法进入。有涉及超声引导下
对跟腱滑囊进行注射利多卡因和曲安奈德消除炎
症缓解疼痛的报道。目前，临床上涉及跟腱炎的治
疗有封闭治疗、关节镜微创手术治疗和针刀治疗。
在临床中，肌骨超声在跟腱炎疾病应用中仍以评估
为主要应用。
2 总结
肌肉骨骼疾病结合以往的诊断方法，多采用传
统的影像学检查，包括 X 线、CT、MRI 等。传统的影
像学检查对于肌肉骨骼的检查具有一定的优势，也
存在一定的弊端：在诊疗过程中，X 线检查缺乏对
软组织损伤鉴别的能力；CT 存在射线的生物影响，
同时对于软组织的结构区分也受到一定限制；MRI
适合用来评价软组织的病变，但很难实现动态的观
察，同时价格较为昂贵；关节镜检查具有一定有创
性及局限性，同时存在机会性感染风险。肌骨超声
作为近年来逐渐被应用于运动损伤检查的新技术，
具有动态、便捷、安全并且价廉的优势。治疗者可
以利用肌骨超声的动态观察功能，对部分传统影像
学显影不清晰的运动损伤，通过动态观察进行损伤
部位和类型的判断及损伤程度评定。肌骨超声没
有明确的禁忌症，对于体位的要求也较为灵活，不
限制检查的环境，无放射性损伤，检查无创、舒适且
便捷。与其他影像学检查相比，肌骨超声可以进行
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检查直接与临床症状相结
合，有效寻找病变部位，省时且高效。
在辅助治疗中，肌骨超声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潜
力。肌骨超声的可视化诊疗大大提升了传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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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入准确率，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症状，改善了其
运动功能。基于肌骨超声对肌肉、骨骼及关节的观
察基础，结合运动训练中的增强、松解及协调性训
练，康复治疗师可以制定个体化的运动处方，调整
患者的运动模式，提升其运动功能水平和生活质
量。作为一种新型的评估技术，肌骨超声可以对治
疗效果作客观的图像记录，辅助治疗师进行治疗方
案的总结及调整。
肌骨超声对操作者的依赖性限制了其在临床
中的应用及发展，
但随着该技术的逐渐普及，
越来越
多的临床工作者意识到肌骨超声作为诊疗设备的巨
大潜力，
并将其投入到了临床使用当中，
增加了肌骨
超声实用性。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对多维度超声立
体成像进行研究。3D 和 4D 技术的不断成熟为肌骨
超声提供了立体观察和多维测量的可能，该技术有
望解决超声骨穿透性差、
成像不完整等问题。
综上所述，肌骨超声虽在成像问题上存在诸多
局限性，但在运动损伤的诊断和治疗中都表现出巨
大的潜力，该技术将在未来的临床治疗中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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