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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瘫肩痛的病机改变
赵增趁 郭海英 朱毅 徐道明
肩痛是中风后常见的并发症，不仅影响中风的康复

在治疗过程中如果卧位不当、直立位时缺乏支持及不适当

且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关中风后肩痛的发病机

的牵拉上肢均可造成肩关节半脱位。肩关节半脱位与中风

理尚存在争议。本文就国内外近年来对中风后肩痛的认

后上肢瘫痪的程度有关，尤其在上肢完全迟缓性瘫痪时，

识、病机改变及中西医治疗状况进行归纳，以期为该病

其发生率达 60%～80%

的研究提供文献方面的参考。

仅丧失肩关节正常的锁定机制，也丧失从反射或相关肌

［7］

。脑卒中患者肩关节半脱位不

肉的随意活动中得到的支持，表现为肩胛带张力丧失或
流行病学

1

提肩胛肌活动丧失致肩胛带下垂，特别是前锯肌上提关

中风后偏瘫肩痛由于所选研究对象和研究设计方

节盂和肩胛骨旋前的联合作用减弱，使肩关节盂向下倾

法的不同，各临床研究中有不同的流行病学资料。早期

斜；肩胛骨向脊柱靠近，肩胛骨内侧被拉离胸壁，呈“翼

［1］

曾报道，通过对 219 例中风后患者进

状肩”
，肩胛骨下旋、内收及后缩；冈上肌、冈下肌及三

行 11 个月的调查显示，肩痛的发生率为 72%。Pindeo S

角肌的后部张力下降甚至肌肉萎缩，关节囊松弛更加严

Van Ouwenaller

等

［2］

进行中风后偏瘫第一年内并发症的研究，调查了

［8，9］

重。肩关节半脱位是否是肩痛的原因尚存在争议

。如

73 例中风后 3 个月、半年、1 年的恢复期患者，结果

果半脱位不矫正，牵拉时可能会引起疼痛、关节活动范

81%存在并发症，包括挛缩、肩痛、骨挫伤等；其中肩

围下降及挛缩。为防止肩关节半脱位，可在偏瘫早期使

痛发生率占 40%。尽管有关中风后肩痛的发病过程尚不

用肩吊带，起到预防作用

清楚，仍然有很多研究表明，症状可出现在发病早期，

康复手法治疗偏瘫肩痛，其中正确姿位的摆放可预防肩部

也可出现于发病后几个月

［3］

。

中风后偏瘫引起肩痛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肩关节半脱
位、关节囊炎、撞击综合征、滑囊炎、复杂性区域疼痛、
［4，5］

2.1

［12］

采取综合

滑囊炎（冻结肩）：Rizk等

［11］

认为，偏瘫肩痛的

发病机理类似于冻结肩，不能仅将其归因于肩袖肌群的

发病机理

肌痉挛等

。顾琳等

后撤、肩关节半脱位、肩胛骨回缩，防止肩痛。
2.2

2

［10，11］

损伤或痉挛状态。脑卒中后由于病情需要必须采取制动
的措施，励建安

［13］

报道长期制动对心血管系统、运动

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体温调节及血液学、心

。下面分述与中风后肩痛相关的因素。

肩关节半脱位：正常情况下盂肱关节主要依靠周

理学等方面均有影响。汤小雨

［14］

进一步明确指出，长

围肌肉的支持维持其稳定，防止肩下垂移位，冈上肌、

期制动会对关节周围组织产生不利影响，造成关节韧

三角肌和冈下肌的后部肌纤维对防止肩关节半脱位很

带、关节囊和肌腱等组织挛缩，形成关节内外黏连，致

重要。脑卒中早期患侧肩关节周围肌肉张力下降、关节

关节挛缩、强直、畸形；虽然关于制动与偏瘫肩痛相关

囊松弛，此时前锯肌和斜方肌上部不能维持肩胛骨于正

性的报道鲜见，但卒中后偏瘫患者由于制动可能导致肩

［6］

常位置，肩胛骨下沉、下旋，使肩关节易发生半脱位

。

关节活动减少、局部代谢障碍，使关节囊、肩袖肌腱、
肱二头肌肌腱及喙肱韧带退变，组织液渗出及细胞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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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造成组织细胞变性引发肩关节周围炎。滑囊炎可降
低关节活动度，且伴肩痛。滑囊炎是引起偏瘫肩痛的一
个原因

［12，15］

。几种因素造成滑囊炎的形成，包括因瘫

痪造成主动关节活动度减少、肌肉的协调运动模式、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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挛状态、以及临床各种各样的吊带。Bohannon

［15］

追踪

观察了 50 例中风患者，采用物理评估结果认为，偏瘫
［16］

的过度屈曲及长时间受压
［28］

质支配区电位变化

［27］

，肢体运动可引起相应皮
［29］

。费立凤

报道通过肌电触发电

肩痛可能与局部的关节囊黏连有关。D.G.F. Távora 等

刺激配合康复训练对 56 例 SHS 患者进行治疗，结果，

通过对 337 例偏瘫肩痛者的患侧上肢进行 MR 检查，发

通过肌电触发电刺激可诱发肌肉主动运动，缓解疼痛。

现存在滑囊炎者占 25.9%；无论滑囊炎在肩痛的发生过

牛雪飞

程中作用如何，滑囊炎和其他一些限制关节活动的因素

替刺激，可减轻水肿，改善末梢微循环，抑制疼痛反射。

都应及时处理，以免影响功能的恢复。

左一红等

［30］

报道，采用向心性缠绕压迫手指、冷温水交

［31］

对 80 例脑卒中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护理，

撞击综合征和肩袖肌群损伤：肩部撞击综合征是

实施良肢位摆放、被动运动、主动运动，4 周后肩手综

肩袖、肱二头肌长头腱等结构在受到摩擦、挤压、撞击

合征及肩关节半脱位的发生率明显低于一般护理组。为

后引起炎症、损伤等的病理改变，以慢性肩关节疼痛、

防止 SHS 的发生，不仅要加强良肢位的摆放

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部分撞击综合征还伴有肩峰

在患者仰卧位、上举上肢的情况下进行，动作要轻柔，

下滑囊炎或冈上肌腱炎，这可能是引起肩痛的原因之

避免引起疼痛

2.3

［32］

，还应

［33，34］

。还可通过康复训练手法充分激活

［35，36］

一。肩峰下撞击主要发生于肩的前外侧，肩袖损伤是肩

生理肩-手泵机制

部撞击的必然结果，常见的受累部位是冈上肌肌腱、肩

2.5

胛下肌和冈下肌。肩袖病变可通过肩上举、外展 90°

助于部分患者的站立、移动，或增加静脉回流、减轻水

后外旋及内旋、中立位外旋及内旋等多种体位时肩关节

肿

的活动度判断。Najenson

［17］

。

痉挛：90%的中风者会出现肢体痉挛，虽然痉挛有

［37］

，但上肢的屈肌、伸肌痉挛影响其在床上、轮椅

假设“肩关节被强制性的

上的体位，上肢肌痉挛使随意运动减慢，影响功能恢复

做外展而不伴外旋时，活动回旋肌粗隆部位来撞击肩峰

及日常活动，如不积极治疗可致患肢永久性的高肌张

时会出现肩关节的疼痛”，强调在肩关节被动外展时为

力、关节挛缩和运动模式异常，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18］

［1］

对 219 例中风患者进行了平均 11 个月

防止肩痛出现应外展的同时做外旋的动作。Murrell 等

Vanquwenaller

报道，临床检查冈上肌试验、外旋试验及撞击试验均为

的随访，结果，85%存在痉挛的患者都出现肩痛，但处

阳性的患者中，发生肩袖部分或完全撕裂的可能性达

于迟缓状态的中风患者中肩痛的发生率仅 18%。痉挛患

［19］

利用关节造影并未发现 77 例偏瘫

者在肩关节半脱位、滑囊炎、复杂性区域疼痛等的发生

患者患侧上肢、健侧肩膀中肩袖撕裂发生率的不同。在

率较高。因此认为，肌痉挛或许在肩痛的发展过程中普

98%。但 Hakuno
［11］

此之前，Rizk

曾描述 30 例处于痉挛状态的偏瘫患者

利用关节造影未被诊断出肩袖撕裂。也有研究发现某些
检查体位被认为是特异性高而敏感性低

［20］

。

遍存在，在肩痛的诊断中应引起重视，临床中主要通过
良肢位抗痉挛模式使肩胛骨充分前伸、臂外旋稍外展、
牵伸法、患肢负重法缓解肌张力，被动松动肩胛胸壁关

复杂性区域疼痛（CRPS）：偏瘫者肢体的颜色变

节以纠正失常的肩肱节律，以预防因肌痉挛引起的肩

化、局部水肿、体温的改变、关节活动度的受限、肢体

痛。此外，利用肌肉起止点疗法点揉、推按肩部相应肌

的疼痛及最终导致的骨骼改变均源于自主神经系统的

肉的起止点，缓解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痉挛，改善局部血

失调。在文献中，这种现象以“复杂性区域疼痛”应用

液循环，使渗出、水肿减轻，新陈代谢增强，减少了酸

最多。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在上肢，称为“肩-手综合征

性物质对神经末梢的刺激，也可减轻肩痛

2.4

［21］

（SHS）” ，约占脑卒并发症的 12.5%～70%

。

［22］

。一

般认为，SHS 与脑卒中早期不正确的运动损伤肩腕关
节、破坏上肢体液回流、中枢神经损伤后血管运动功能

3

结语
肩痛在中风偏瘫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可能减缓其康

［23，24］

复进度。一旦患者手部出现水肿、疼痛、运动受限，应

［25，26］

立即进行针对性治疗

障碍致外周血流增加有关
别是肩、手部的表现明显

［38，39］

。SHS 以上肢水肿，特

。患者一旦出现肩痛，

则会减少患肩的活动，为防止这种情况，应改善腕关节

［40］

。有关偏瘫患者制动时间较长

导致的肩痛会不会因直接导致冻结肩的发生尚缺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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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此外，持续肩痛可使脑卒中后的焦虑及抑郁症
状长期不愈

［41］

，患者活动受限，影响肢体的功能恢复。

因此，脑卒中的诊断评估过程中需要强调肩痛及其程度
的判定。需要注意的是，脑卒中患者如果合并认知障碍，
可能影响其对疼痛的表述，将不利于运动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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