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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特异性颈痛患者肌力评定方法的研究进展
李忠林，
陈桂凤△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 深圳 518172）
[摘 要] 非特异性颈痛是指既找不到确切组织结构病理改变，
又无法明确病因的颈肩背痛，
主要包括颈背部肌肉的劳损、肌
筋膜炎、
椎间小关节紊乱等。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
如长期看手机、
看电脑、
熬夜、
缺乏运动等，
均会导致颈部肌力异常，
从
而引发颈痛，
造成功能退化或丧失等功能障碍。康复评估是治疗的前提，
正所谓“无康复评估，
无治疗”，
颈部肌力是颈部肌肉
生物力学测试的重要方面。而肌力评估可以反映肌力衰弱情况，
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同时可以反映肌肉特性的恢复程
度。因此，
肌力评估对非特异性颈痛患者康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阐述非特异性颈痛的病因及肌力评定意义、
肌力评定方法，
为临床工作者选取精准、
简单、
便捷和廉价的肌力评定方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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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Muscle Strength Assessment Methods in Patients with Non-Specific Neck Pain
LI Zhong-lin, CHEN Gui-feng (Shenzhen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enzhen, Guangdong 518172)
Abstract Non-specific neck pain refers to neck, shoulder and back pain that cannot find the exact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tissue structure, and
cannot be clear about the cause, mainly including neck and back muscle strain, myofasciitis, intervertebral facet joint disorders. Due to the change of
modern lifestyle, such as looking at mobile phones, computers for a long time, staying up late, lack of exercise, will lead to abnormal neck muscle
strength, resulting in neck pain, resulting in functional degeneration or loss and other functional disorders. Rehabilitation evaluation is the premise of
treatment. As the so-called "no rehabilitation evaluation, no treatment", neck muscle strength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neck muscle biomechanical
test. Muscle strength assessment can show the weakness of muscle strength,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reatment plan, regularly check
the recovery degree of neuromuscular lesions, in order to test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training. Therefore, the assessment of muscle strength is very im‐
portant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nonspecific neck pain. In this paper, the cause of non-specific neck pai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uscle
strength assessment, muscle strength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o select objective, reliable, accurate, economic, and
high sensitivity of muscle strength assessment methods.
Keywords non-specific neck pain; muscle strength assessment;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review

颈痛是人群疼痛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1] ，据国

合征（MPS）是慢性非特异性颈痛患者常见的疼痛

外文献报道 ：
普通人群中颈痛年发病率为 14.6% ，

来源[6] ，
其特征是肌肉筋膜触发点（MTrP）位于可触

最常见的颈痛类型为非特异性颈痛，
是一种常见的

及的骨骼肌绷紧带上 ，将疼痛指向远处 ，可引起远

肌肉慢性病，
被定义为颈椎解剖区域及其肌肉组织

处运动和自主神经效应。此外也有文献报道，
颈部

的慢性疼痛，
这是一类临床找不到确切的组织病理

疼痛给个人和社会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负担，
而且

结构改变 ，又不能通过客观检查确诊病因的颈痛 ，

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
其中遗传和心理社会因素是

总称慢性非特异性颈痛。而肌力改变与颈痛密切

疼痛持续存在的原因[7]。Celik S 等[8] 在 2018 年的研

相关[3] ，目前临床常用的几种肌力评定方法均存在

究发现颈部疼痛与工作环境有关，
而且对疼痛影响

一些不足，
如解剖定位不精准、临床运用局限、性价

最大的是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不休息，
坐在只支撑

比低、难以精确量化等 ，因此寻求一种高效、经济、

腰部和手臂的椅子上工作，
将电脑鼠标放在远离键

可定量的肌力评定新方法迫在眉睫[4] ，本文将围绕

盘的位置 ，
以及工作时头部倾斜 45○ 等。也有观点

非特异性颈痛的病因及肌力评定意义、肌力评定方

认为 ，颈痛与肩胛骨功能障碍之间存在一定的关

法进行回顾及讨论，
现综述如下。

系 ，虽 然 在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结 果 仍 有 争 议 ，但 最 近

1

Yildiz TI 等[9]在 2019 年报道认为慢性非特异性颈痛

[2]

非特异性颈痛的病因及肌力评定意义
颈部疼痛是一种常见的症状[5] ，而非特异性颈

与肩胛骨方向改变有关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颈痛

痛是指既找不到确切组织结构病理改变，
又无法明

患者的优势侧和非优势侧肩胛骨向上旋转均显著

确病因的颈肩背痛。关于其发病原因的探讨，
相关

减少 ，颈痛患者优势侧的矢状面和额面内旋增加 ，

文献报道较少。2016 年有学者认为肌筋膜疼痛综

非优势侧的额面外旋增加，
而肩胛骨后倾的两组间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李忠林（1988-），
男，
在职硕士，
主管技师，
研究方向：
颈肩腰腿痛康复。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
：陈桂凤（1988-），
女，
学士，
主管技师，
研究方向：
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评估。

· 16 ·

2022 年第 13 卷

《按摩与康复医学》

无差异。由上可知 ，对于非特性颈痛的具体病因 ，

分级法，
其中 MRC 法为经典徒手肌力检查法，
在肌

专家学者尚未达成共识，
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力检查中使用最普遍[12] ，
经过临床的不断探索和改

颈部肌肉力量对维持颈椎稳定性起到重要作

进，
将 MRC 肌力评分中的 0~5 级标准更加细化 ，
根

用 ，与颈部疼痛密切相关 ，维持良好的肌肉力量水

据是否有抵抗重力或阻力以及关节全范围活动的

平可以减少颈痛发作 。评定非特异性颈痛患者肌

不同，
将其中的 2、
3、
4 和 5 级肌力分为 2- 、
2、
2+ 、
3- 、
3、

力情况，
有助于在未出现明显临床症状的阶段反映

3+ 、4- 、4、4+ 、5- 和 5 级 ，
分别对应轻微、中度和很强阻

肌肉病变情况，
可以根据肌力水平提前制定相应的

力时运动（见表 1）。在 1966 年 Krout RM 等[13] 首次

干预措施、判断预后 ，尽可能地减轻或缓解肌肉受

用徒手肌力检查法对颈痛患者和正常人群进行比

损程度，
同时也能减少医疗负担。

较，
结果发现颈痛患者的颈部肌力较正常人低。此

2

外，
在 2011 年另有报道 MMT 是评价机械性颈痛患

[10]

非特异性颈痛患者肌力评定方法
非特异性颈痛肌力评定的方法有徒手肌力评

者颈椎肌肉损伤的一种敏感而特异的检测方法[14]。

定、器械肌力评定（等长肌力评定、等张肌力评定、

Cuthbert SC 等[15] 在 2007 年对徒手肌力评定的信度

等速肌力评定）、
新型超声肌力评定。

和效度研究表明 ，MMT 被证明是一种有用的临床

2.1 徒 手 肌 力 评 定 徒 手 肌 力 评 定（manual muscle

工具，
但其最终的科学验证和应用需要使用神经生

testing, MMT）为检查者用自己的双手，
要求受试者

理学、生物力学、随机试验和统计分析领域的复杂

在特定体位下 ，分别在不同的条件下完成标准动

研究模型进行测试。但是否在非特异性颈痛中对

作，
检查者同时通过触摸肌腹，
观察肌肉收缩情况、

肌肉的检测也有敏感和特异性则无相关文献道，
需

关节的活动范围及克服阻力的大小，
从而反映肌力

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徒手肌力检查的优点是易操

的大小。MMT 最早在 1916 年由美国教授 Lovett 创

作、方便，
其缺点是可靠性低缺乏客观量化指标，
不

立 ，将肌力分为 0~5 级 ，随后美国 Kendall 夫妇创

建议 3 级以上的肌力评估[16] ，
而且 4 级中的轻微、中

立一种肌力百分数分级的方法，
按照抵抗重力或阻

度、强抗阻、衡量阻力强度的具体定量指标，
相关文

力时的运动幅度将肌力按 0%~100% 分 6 级，
分别对

献报道较少，
需要对徒手肌力评定法的精确性和客

应 Lovett 的 0~5 级 ，
常用的 MMT 检查方法有 Kend‐

观性进行细化研究。

[11]

all 和 McCreary 法、Daniels 和 Worthingham 法、MRC
表1

Lovett、Kendall 分级、改良 MRC 分级

测试结果
能抗重力及正常阻力运动至测试姿势位或维持姿势位
能抗重力及正常阻力运动至测试姿势位或维持姿势位，
但仅能抗中等阻力
能抗重力及正常阻力运动至测试姿势位或维持姿势位，
但仅能抗小阻力
能抗重力运动至测试姿势位或维持姿势位
抗肢体重力运动至接近测试姿势位，
消除重力时运动至测试位
在消除重力姿位做中等幅度运动
在消除重力姿位做小幅度运动
无关节活动，
可扪及肌肉收缩
无可测知的肌肉收缩

Lovett
Kendall 分级
正常（Normal, N）
100%
正常（Normal
, N-）
95%
+
+
良（Good
, G+）
90%
良（Good, G）
80%
良（Good
, G-）
70%
+
+
好（Fair
, F+）
60%
好（Fair, F）
50%
好（Fair
, F-）
40%
+
+
差（Poor
, P+）
30%
差（Poor, P）
20%
差（Poor
, P-）
10%
微（Trace, T）
5%
零（Zero, Z）
0%

改良 MRC
5
54+
4
43+
3
32+
2
21
0

2.2 器械肌力评定 器械肌力评定就是借助相关仪

肌力评定就是肌肉收缩时 ，肌肉所克服的阻力不

器评估肌力的方法 ，常有等长肌力评定（静力型肌

变 ，牵引相应关节做全幅度运动 ，但等张肌力评估

力评定）、等张肌力评定、等速肌力评定。其中等长

实际上测的是最小力矩值，
所评估的肌力值与实际

肌力评定就是静力性肌力评定，
需要受试者在特定

肌力相比结果偏低 ，因此也具有一定缺陷 ；等速肌

体位、特定方法下进行操作 ，因此等长肌力评定仅

力评定就是仪器运动速度（预先设定）相对固定，
在

反映关节处于某个角度的肌力 ，肌肉收缩产生张

整个运动过程中力量与肌肉收缩的实际力矩输出

力 ，但不产生明显的关节运动 ，无法反映关节处于

一致 ，为一种顺应性阻力 ，不仅可以测得关节运动

其他角度时肌力的情况 ，因此具有一定缺陷 ；等张

中的最大力矩，
还可测得关节处于任何一点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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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肌力评定，
三者比较详见表 2。

输出力矩值，
在一定程度上对等长和等张肌力评估
缺陷作了补充。因此，
等速肌力评定优于等张和等
表2
序号
1
2
3
4

项目
速度
阻力
运动幅度
评估意义

等长 、等张、等速肌力评定的比较

等长肌力评估
静止不动（0○/s）
变化，
顺应性阻力
无
可反应某个角度的肌力

等张肌力评估
变化，
不易控制
受杠杆作用影响
全幅或半幅
反应运动中最小肌力

等速肌力评估
速度可选，
选定后速度不变
可变，
顺应性阻力与速度有关
全幅或半幅
全幅或半幅

2.2.1 手持式等长肌力评定 鉴于 MMT 的缺点 ，由

用的功能性肌力评定方法；
2005 年周谋望等[27] 通过

MMT 衍生而来的手持式肌力评估仪在测量颈部肌

EN-Tree M Explosive pulley 2000 等 张 肌 力 测 试 仪

肉力量中被不断运用，
但其结果和准确性易容易受

检测健康成年股四头肌、腘绳肌等各项参数 ，研究

操作者水平的影响 。1974 年由 Edwards RH

提

表明参数值稳定可靠，
可作为徒手肌力评定的量化

出 运 用 手 持 式 等 长 肌 力 评 估 仪（Hand-held dyna‐

补 充 ，但 疲 劳 系 数 的 稳 定 性 欠 佳 。 徐 红 旗 等[28] 在

mometer），并在 1983 年由 Wiles CM [19] 首次运用于

2011 年运用模拟仿真测试评价训练系统（BTE Pri‐

颈部肌力评估。Jordan A 等 用传感器固定、未运

musRS）研究人体单关节肌群功率发展与保持能力，

用计算机实时采集数据的等长肌力评估系统对肌

结果表明 BTE PrimusRS 系统能客观、
准确地评价人

力进行评估，
这种方法可以确保受试者测试点的统

体单关节肌群功率发展与保持能力的水平。等张

一。经过不断发展 ，在 1994 年由 Ylinen J 等 利用

肌力评估所测得的 1RM（1 repeatic maximum：完成

传感器固定、经计算机实时采集数据的等长肌力评

1 次关节全幅运动所能对抗的最大阻力）和 10RM

估对颈部肌力进行评估，
缺点是对传感器的固定方

（完成 10 次规范的关节全幅运动所能对抗的最大阻

式、测试体位及计算方法差异较大 ，需进一步改良

力值）可以作为客观定量指标为训练参数提供依

研究。到 1998 年由 Vasavada AN 等 运用计算机模

据 ，为横向对比诊断提供参考 ，为训练效果前后对

拟下对颈部静力性肌力进行分析，
将颈部肌肉形态

比提供定量数据，
在临床中具有重要意义。但等张

学数据与颈部解剖及椎体间的运动相结合，
通过肌

肌力的评估模式在非特异性颈痛患者中运用，
目前

肉交互模拟软件, 建立了能准确反映颈部肌肉几何

尚无相关报道，
虽然所报道的各种等张肌力训练系

形态、力臂及力生成能力的生物力学模型来分析颈

统均能获得 1RM 和 10RM 值，
也均具备评定颈部肌

部肌力，
但该模型是以假定参与力矩产生的肌力均

力评定的参数 ，但其信度和效度还值得探讨 ，尤其

为最大收缩为前提的 ；而在活体 ，产生某一方向上

是颈部左旋、
右旋的肌力评估更是缺乏报道。

的力矩并非所有肌肉均同时收缩或最大收缩，
因此

2.2.3 等速肌力评定 等速的概念可溯源至 20 世纪

这 之 间 的 差 异 有 待 进 一 步 研 究 。 Geary K 等 、

中期[29]，利用等速肌力评定有效避免了测试者主观

Christy LC 等[24]在 2014 年将 D 形环头带连接测力计

因素对结果的干扰，在客观肌力评定中有不可代替

制作的手持式测力计 ，与传统手持式测力计比较 ，

的地位[30]。等速肌力测试的显著特点就是仪器的运

优点是有效且成本更低。此外据最新文献报道 ，

动速度（预先设定）相对恒定, 且在整个运动过程中

Vannebo KT 等 在 2018 年对手持式颈椎等长肌力

阻力与肌肉收缩的实际力矩输出相匹配，为一种顺

的重测信度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手持式等长肌力评

应 性 阻 力[31]，如 在 1996 年 Madsen OR[32] 使 用 Cy‐

估最大等长颈部肌肉力量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但无

bex6000，2001 年 Bayramoglu M 等[33] 使用 Cyber700

法对单一肌肉进行肌力测试。综上可知，
手持式肌

及 2001 年 Dvir Z[34]等使用 Kincom 500H 等速肌力测

力评估在临床中可以作为一种可靠的评估方法，
但

试系统分别对躯干屈肌、伸肌等速肌力进行测量；

需要进一步对特定肌肉肌力评定的研究，
以提高临

在 2001 年王颖等[35] 运用颈椎多功能测试训练系统

[17]

[18]

[20]

[21]

[22]

[23]

[25]

（Multi-cervical-Unit System, MCU, 美国 BTE 公司生

床评估的准确性。
2.2.2 等张肌力评定 近年来，
等张肌力评估在非特

产）可以测量颈椎前屈、前伸、后伸、后缩、左侧屈、

异颈痛中的运用缺乏相关报道，
只有少数在其他疾

右侧屈及这几个动作在左旋 45°和右旋 45°的最大

病运用的文献，
如周谋望等 2003 年在膝前交叉韧

肌肉力量；2012 年朱清广等应用 Biodex SystemⅢ等

带损伤及重建术后用等张肌力评定，
结果表明等张

速测试对颈部肌群力学性能进行分析，但无法测量

肌力测定可以提供多项量化的肌力参数，
是一项实

其确切数值[36]，其临床实践需要进一步探讨。不过

[26]

· 18 ·

2022 年第 13 卷

《按摩与康复医学》

近年来，等速测试的装备不断更新，如在 2017 年魏

和半棘肌的厚度可作为筋伤的客观表现。2019 年

明松 报道结合现有等速肌力测试训练仪产品的人

单军等[43]、2020 年徐茂晟等[44] 认为超声可以清晰显

机界面、双重用户特征和使用场景分析，已完成等

示颈项部肌肉韧带及特定骨性结构，
具有较高的评

速肌力测试训练仪界面交互设计和视觉设计，但如

估价值，
但传统超声技术只是评估静态和动态中的

何运用临床评估及在非特异性颈痛患者中信度、效

肌肉病变特性，
而未与肌力进行关联。

[37]

度 如 何 ，则 未 见 报 道 。 李 长

在 2019 年 对

而定量超声技术评估肌力的新方法是近年来

IsoMED2000 等 速 肌 力 测 试 系 统 测 试 角 度 进 行 报

一种逐步成熟的检查方法，
已有文献报道其主要以

道，但只是对髋膝踝的六个角度进行探析，在其他

肌肉厚度、横断面积、回声强度、能量超声等参数为

关节角度评估缺乏报道。从上述可知，鉴于等速肌

主，
将超声图像通过图像输出接口传入外接计算机

力评估的优点，等速肌力评估是未来肌力评估的主

设备进行部分处理 ，力求与肌力或力矩进行换算 ，

流趋势，但其仪器昂贵，不利于临床广泛运用，其信

从而得到肌力值，
研究表明以上参数均在一定程度

度和效度还需进一步研究关注。

上与肌力相关[45]。李金峰等[4]在 2020 年报道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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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定量超声技术进行肌力评定的新方法，
首次证

[38]

新型超声肌力评定
近十几年来 ，超声以实时、无创、便捷、经济等

实了能量超声参数与肌肉力量有线性相关性。然

优势 ，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肌骨系统的检查中 ，如肌

而 ，其还不能运用于临床 ，在其他肌力异常的病种

骨超声可以提供肌肉、肌腱、韧带、关节囊、神经等

中还缺乏探讨，
以及对超声图像参数进行处理还不

相关组织清晰的超声下解剖图像，
并动态观察其在

够精准 ，在非特异性颈痛中的运用更是缺乏报道 ，

运动状态下的图像变化，
主要包括灰阶超声和新兴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 ，相比磁共振和 CT 花费

[39]

的弹性超声 ，
虽然评估颈部肌力的报道相对缺乏，

过高、欠缺实时监测肌肉功能等缺陷 ，利用超声技

但 为 颈 部 肌 力 的 检 查 提 供 了 新 视 角 。 Zheng YP

术评估颈部肌肉特性具有实时、无创、便捷、经济等

在 2006 年 第 一 个 提 出 肌 声 图 学（sonomyogra‐

优势 ，应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尤其是对非特性颈痛

等

[40]

phy, SMG）的概念 ，表明超声成像可以记录肌肉信

患者的肌力评估，
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号或图像来评估肌肉特性。目前，
已有文献报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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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颈部肌力改变与颈部疼痛症状密切相关[10] ，
肌

用超声技术评估非特异性颈痛患者的肌力，
张佳玮
等[39]认为利用超声成像技术生动地显示了肌肉的病

力评估对非特异性颈痛患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变和定位。Bjorkkvist JE 等 在颈部旋转运动中利

综上可知，
临床上对非特异性颈痛患者肌力评估的

用超声研究表明，
颈部几乎所有的肌肉病变均与变

方法有徒手肌力评定、手持式等长肌力评定、等张

形和变形率相关。Zhang D 等 在研究青壮年慢性

肌力评定、等速肌力评定、定量超声肌力评定，
而每

颈痛“筋伤”的超声影像学特点中表明，
双侧头脾肌

种肌力评估方法有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详见表 3。

[41]

[42]

表3

不同肌力评定方法的比较

序号
1

类别
徒手肌力评定

优点
操作简便

缺点
缺乏精准性和客观性
受被检查者躯干是否固定影响

2

手持式等长肌力评定

简便，
定量评定，
成本较低

无法测单一肌肉肌力

3

等张肌力评定

参数值稳定可靠

4

等速肌力评定

定量评定

5

定量超声肌力评定

精准，
无创，
经济

其中 ，徒手肌力评定为半定量的方法 ，优点是

受检查者是否有抗最大阻力影响
所测得值比实际肌力偏小
肌力 3 级及以下肌力无法测试
仪器昂贵，
无法广泛运用
肌力 3 级及以下肌力无法测试
实验阶段，
无法广泛用于临床

因此等速肌力评定优于等张肌力和等长肌力评定，

易操作、简便，
缺点是无客观指标、不够精准；
等长、

但同样存在可检查的肌肉数量少和难以检查肌力

等张肌力评定可检查的肌肉数量少，
且难以检查肌

小于Ⅳ级肌肉的局限 ，而且仪器价格昂贵 ，不利于

力小于Ⅳ级的肌肉，
而且等张肌力评定是测定最小

普及使用[45]。而手持式等长肌力评定颈部肌肉力量

力矩 ，其结果与实际肌力相比偏低 ；等速肌力评定

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但无法对单一肌肉进行肌力测

优点是避免了测试者主观因素对结果的干扰避免，

试。而定量超声技术评定肌力是一种新方法，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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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经济、高效等优点，
但其临床运用还需探讨研

[16] Dvir Z, Prushansky T. Cervical muscles strength testing: methods

究 ，未来定量超声技术有望结合计算机、人工智能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J]. J Manipulative Physiol Ther,2008,31

技术 ，进一步提高在临床实际应用中的效率 ，弥补
徒手肌力检查等方法的不足，
因此找到对非特异性
颈痛患者肌力评估最简单、最精准、最经济、最便捷
的方法 ，为颈痛患者减轻医疗负担 ，还需要广泛研

strength measurement of rugby union players using a handheld dy‐
namometer[J]. J Manipulative Physiol Ther,2013,36(7):444-449.
[18] Edwards RH, Mcdonnell M. Hand-held dynamometer for evaluat‐
ing voluntary-muscle function[J]. Lancet,1974,2(7883):757-758.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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