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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述



康复治疗？

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PT  OT  ST 
理疗······



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动？



“动”？

核心控制 是姿势控制的一部分，是姿势控制的核心因素
是上肢、下肢所有运动控制的起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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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横隔以下髋关节以上包括骨盆在内
腰部－骨盆－髋关节的复合体

顶部为膈肌，

底部为盆底肌和髋关节肌



核心的稳定

脊柱－中间的支柱

腰椎-骨盆-髋关节－底座

肌肉－多方向牵拉帐篷的绳索

结缔组织－绳索之间的盖布
核心肌肉多与其相连

核心的稳定取决于健全的静态及动态部份：
静态部分，指脊椎、韧带、筋膜与椎间盘；
动态部份则指腹内压及附著在脊椎上的拮抗肌群所做的共同收缩。
(Cleland, Schulte, & Durall, 2002)



腹内压(intra-abdominal pressure，IAP) 

腹直肌

腹外斜肌

腹横肌

腹内斜肌

脊柱
竖棘肌

多裂肌

腹内压能给予脊椎各方向的力量
－－达成稳定

脊椎週边的拮抗肌的共同收缩 球囊学说



第二部分 核心肌肉



核心肌肉分类

· 运动肌群（定向性）
产生运动，在传统康复
训练中一直重视的大肌群
（如竖脊肌）

· 稳定肌群（稳定性）
在运动中稳定关节和脊柱，
被严重忽略的深层肌群
（如腹横肌）



核心肌肉的特点(Richardson C,1999)



一、
局部性稳定肌群



局部性稳定肌群(local muscle)

 这类肌群是属於较深层的肌群，做较静态局部性的稳定，
微调脊椎的姿势。

 包含膈肌及骨盆底肌、

腹横肌、

多裂肌、突间肌、棘间肌和回旋肌

腰大肌、腰方肌、腹内斜肌后部



（一）膈肌(Diaphragm) 

位置：胸腔与腹腔之间

起点：胸廓下口周缘和腰椎前面
止点：中央的中心腱

作用：
1.收缩时增加胸廓的容积

2.与腹横肌共同收缩增加腹内压
以稳定脊椎

中心腱



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

胸式呼吸：中心腱不动，肋骨活动

腹式呼吸：肌腱所附着的肋骨不动，
中心键向下移动

不管胸式呼吸还是腹式呼吸，膈肌都收缩

A B

只有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都进行练习，
膈肌两种收缩方式都熟练，才能被充分锻炼



胸式呼吸与腹式呼吸的整合

1·膝盖微屈，找到一个舒服站立位置

2·吸气过程由腹部启动，尽量慢和深长地吸气

3·吸气时想象尾骨带着骨盆下坠，拉长腰椎

4·继续吸气感觉后背撑开，让胸廓打开

慢慢让呼吸变得轻柔细长

当你在这种平缓的呼吸节奏下也能感觉到腹部和胸廓的活动时，

其实你就已经获得了靠呼吸来调整腰椎与胸椎活动的能力



（二）盆底肌(Pelvic Floor)

骨盆底

前方：耻骨联合和耻骨弓

后方：尾骨尖

两侧：耻骨降支

坐骨升支

坐骨结节



盆底肌(Pelvic Floor) 

外层：会阴浅筋膜
球海绵体肌、
坐骨海绵体肌、
会阴浅横肌
肛门括约肌

中层：会阴深横肌
尿道括约肌及其上下的筋膜

内层：肛提肌群和尾骨肌
肛提肌群：耻骨阴道肌、耻骨直肠肌

耻骨尾骨肌、髂髂尾肌



腹腔脏器的地板、排泄的闸门—盆底肌肉

女性



腹腔脏器的地板、排泄的闸门—盆底肌肉

男性



盆底肌的评估——盆底张力测试

盆底张力测试：通过触诊感受两侧盆底运动及张力

测试点：尾骨，双侧坐骨结节连线形成的三角的内部的两对称点

方 法：受试者俯卧或站立位，躯干保持中立位；

伴随呼吸，感受双侧两点压力测试，是否同步并同压力。



盆底张力测试

评估结果：

结果1：吸气下移，呼气不上移

处理：吸气保持并振动，呼气时推入

结果2：吸气不下沉，呼气时上移

处理：呼气末振动，吸气时维持，吸气末弹出。



盆底肌的康复治疗

Kegel训练
又称为骨盆运动，于1948年被美国的阿诺·凯格尔医师所公布，
借由重复缩放部分的盆底肌肉以进行。
凯格尔运动常被用来降低尿失禁、妇女的产后尿失禁问题。

注意事项：
1、无需屏住呼吸
2、腹部、臀部、大腿不要用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A%A8%E7%9B%86%E8%BF%90%E5%8A%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9B%BD/125486


Glazer盆底肌电评估与治疗

 Glazer盆底肌电评估：

1997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Dr. Glazer建立



作用：

•提升腹内压，以增加脊椎稳定

•当胸腰筋膜被拉紧时，产生一种较缓和的

压力于脊椎上，提供稳定脊椎的力量

•在下肢运动前先行反应

•在下背痛患者中，可发现腹横肌的

等长收缩肌耐力不足

（三）腹横肌(Transversus  abdominis)



（四）多裂肌(Multifidus) 

位置：半棘肌深层，

由髂后上嵴延伸至第四颈椎。

起点：椎骨横突；

胸椎和腰椎段多裂肌

起点是相应椎骨的横突和乳突

止点：上二节椎骨棘突



多裂肌的功能

 在上肢和下肢肢运动前联合胸横肌、腹横肌先行反应

 通过脊椎位置的移动，提供回馈

 细微的调整韧带，进而维持脊椎的稳定

稳定腰椎的全部力量有2/3是来自多裂肌



脊椎旁的小肌肉

横突间肌 腰椎的横突之间；

棘间肌 腰椎到第二颈椎的棘突之间；

回旋肌 起自胸椎的横突，

止于上一节棘突

作用 配合多裂肌完成脊椎稳定



（五）腰方肌（quadratus lumborum）

起点：第十二肋下缘
第一到四腰椎的横突，
髂棘的后部

止点：髂棘上缘

功能：提髋，侧屈脊柱，后伸脊柱
在行走时将骨盆维持在正中的位置，
避免不正常的骨盆倾斜
跟腹斜肌协同收缩使骨盆向前倾斜



腰方肌的康复训练

长短腿 翘臀 腰痛······



二、
整体性稳定肌群



整体性稳定肌群(global  muscle)

 这类肌群是属於较表层的肌群，做动态大范围的屈伸，
而且比较有力。

 包含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前部、竖棘肌、大腿
及臀部肌群。



（一）腹直肌(Rectus abdominis) 

• 屈曲躯干，维持矢状面上的动态平衡

（在脊椎稳定上只有较小的贡献）

• 研究指出腹部的肌肉在仰卧的姿势时是

不活动的，而在站立的姿势时腹肌是呈

现兴奋的状态

• 在四肢开始活动前，健康者的腹直肌会先

行收缩稳定躯干，但是在下背痛患者却

有延迟的现象



（二）腹内、外斜肌(Obloquus externus/ internus abdominis)

•联合腹横肌共同增加腹内压

•避免骨盆过度前倾，避免腰椎的过度伸展跟扭转



（三）竖棘肌(Erector spinae) 

·由骶骨延伸至头颅的一群肌肉

相对于腹肌，其主要的功能是伸

张躯干，使脊椎维持在稳定的状

态下(Aspden, 1992)。

·当躯干做屈曲运动时，竖棘肌

担任缓冲的角色，利用离心收

缩避免脊椎被突然的弯曲

(McGill,& Hedlund, 2000)。



（四）臀大肌(Gluteus maximus) 

 伸髋

 在一些较激烈的躯干伸张动作和下肢伸张、外展和
外转动作中，都有明显的肌肉激发状态

 在站立姿势时，较不负责静态的调节



（五）股二头肌(Biceps femoris) 

 在站姿时，做等长收缩协同臀大肌将大腿向后伸张，保
持站立稳定



第三部分 核心控制



核心肌训练的意义
——核心控制（Core Control)

多裂肌等 腹横肌、腹斜肌等

上肢够取运动

肌力增强与协调性
主动的

足部支撑面

骨盆稳定

头部控制

下肢稳定性核心控制



核心控制训练的意义

提高动作质量，

稳定身体姿势

踝关节灵活性

+膝关节稳定性

+髋的灵活性

+腰椎的稳定性

=动作质量

保证较好的能量传递，

产生较大速度和力量

神经系统

+肌肉功能

+关节稳定性和灵活性

=最大功率输出潜力

改善肌肉协调和平衡，

增强本体感受功能。



核心控制的训练

完全稳定
对神经肌肉控制
影响很小

现代体能训练理念： 强调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

不完全稳定，
能提高神经肌肉控制能力

高度不稳定，
有效提高神经肌肉
控制能力

认识误区：与传统的腰腹肌、腰腹力量混为一谈，只是手段新颖而已



核心控制训练

核心力量训练的关键是

借助动态不稳定的支撑面创造一个动态的训练环境

动态不稳定的支撑环境增加了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刺激

进而提高了神经系统动员肌纤维的能力

核
心
控
制



核心控制的训练

稳定性 定向性 中枢整合

稳定性
+



核心控制的训练

局部控制系统 整体控制系统 神经系统整合



核心控制的训练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