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
治疗关节僵硬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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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对功能的影响：
1运动损伤



创伤对功能的影响：
2.交通事故

骨科发展现状



v复位：

v中医正骨八法：
------《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

v摸、接、端、提、

v按、摩、推、拿。

v正骨手法：
v拔伸 旋转 屈伸 提按

v端挤 摇摆 触碰 分骨

v折顶 回旋 蹬顶 杠杆
v ------《中医骨伤科学》

v固定：

v一、外固定：
v 小夹板

v 石膏固定

v 支具外固定

v二、内固定：
v 钢针

v 钢板

v 髓内钉

v 关节置换

v 关节镜



功能锻炼

v常被忽视的重要环节

v有研究表明：
v 8周的固定往往需要几个
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其顺应
性，12个月才能恢复其强
度及刚度；

v固定后韧带活动减少可导
致韧带粘连；



关节僵硬的病理基础

v关节周围软组织粘连和挛
缩

v常见的关节僵硬



v关节僵硬的常规康复治疗

v 1.主动/被动关节活动
v 2.关节牵引
v 3.理疗
v 4.手法治疗
v 5.冷疗

中医推拿手法治疗

v1.功效：
v 舒筋活血、祛瘀消肿、

v 滑利关节、恢复功能。

v2.手法治疗的问题：
v 手法种类多；

v 尚无严格的操作规范；

v 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平乐正骨医术概述
平乐郭氏正骨发源于河南省洛阳市

孟津县平乐村。郭氏世居平乐村，祖传

正骨至今已210余年。其渊源有文字记

载者，可追溯到清嘉庆年间，是中国中

医骨伤的重要学术流派。

平乐郭氏正骨医术平乐郭氏正骨医术

v平乐郭氏正骨医术，是我
国正骨医术四大流派之一

v 2010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v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2014
年通过评审获得三级甲等
中西医骨伤科专科医院。



“辩证施治、轻者重操，重者轻施”

一、平乐郭氏推按法治疗原则

二、平乐郭氏推按法主要治疗作用

促使血液循环，是被
动使肤与肌、肌与骨
之间的运动，有加压
泵之作用，强迫血液
循环。

缓解肌筋痉挛，是展筋
止挛之深部按摩，能以
疏通其滞，使之筋痉肌
挛得其舒展而趋缓解。

解除关节嵌顿，是推
动筋僵骨节之活动，
使筋骨之间清利，关
节嵌顿错乱得其按位、
顺序复正。

软化粘连癍痕，推动
骨节之活动，使之粘
连复开，疏通气运血
行癍痕软化，恢复其
弹性功能。



三、《益元正骨八法》对推按的定义

推、按法，而不提拿、摩二法。先医有注云：“推
按者为正体、正痛之大法也，拿、摩二法则是荣其
筋肌之用，非其之主也。” 先医解正体、正痛为
主，谓之大法，故称“推按法”。

荣之筋肌非一日之功，列入导引四自疗法自捏、自
挝、自拿、自摩，不能自操者，均教患者家属日施
作之不懈。无筋肌萎软者，古之导引，也是其强健
筋肌，强筋则坚骨，久练健身。

原文述及：“气血结滞，不通则痛，推按运行，
其痛则止。”先医注云：“体之不正由痛肿引
发，依推法而能立止其痛者，是为其气滞通矣，
肿之体必能正。

v荣肌揉筋法:
v ---是平乐郭氏正骨八法中
的一类手法，郭春园所著
《世医正骨从新》中写道
：该法主要为轻推“滑皮
走”，结合指针之按，荣
肌之拿揉与二辅法“摆动
伤肢”、“屈动环节”联合
操作实施。这是被动活动
肌肉之法，而称“荣肌揉
筋法”。



vv 平乐郭氏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荣肌揉筋法””在肘关节僵硬中的应用在肘关节僵硬中的应用

vv ““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治疗创伤后肘关节僵硬的规范化研究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治疗创伤后肘关节僵硬的规范化研究””
vv ------------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项目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项目::编号：编号：20102942010294

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治疗肱骨髁间及髁上骨折肘关节僵硬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13年7月第21卷第7期。

两种不同手法治疗创伤性肘关节僵硬的疗效对比

------《中国骨与关节杂志》2012年10月

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治疗创伤后肘关节僵硬76例
------《中国康复》2010年12月

综合康复治疗小儿肱骨髁上骨折术后肘关节功能障碍

------《中医正骨》2010年22卷9期

2015年6月 20

肘部骨折的各类内固定方法



v我科通过对平乐郭氏“荣
肌揉筋法”的规范化研究
，应用HSS评分及关节活
动度评分评价疗效，建立
中医手法治疗创伤后肘关
节僵直的操作规范。



平乐郭氏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荣肌揉筋法””

（1）异位骨化形成者。
（2）伴有活动性感染。
（3）骨折尚未达到临床愈合，折端不

稳定者；

（4）对手法治疗严重心理恐惧者；
（5）手术后未达到功能复位者；

(1) 符合临床骨科学--王澍寰主编，诊断标
准，术后2月肘关节活动受限，无基础病
变

(2) 骨折处有坚固的内固定或已达到临床愈
合，折端稳定者；

(3) 无异位骨化形成，肘关节内间隙清晰者
(4) 患肢无活动性感染；
(5) 年龄3-60岁之间，性别不限；
(6) 患者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者；
(7) 知情同意者或监护人同意者；

2,禁忌症1、适应症

平乐郭氏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荣肌揉筋法””

1次/日，15天为1个疗程，疗
程间休息2天，连续治疗4个
疗程。

严格按照首次接诊流程、查
体流程和阅片流程肘关节查
体流程；肘关节X线平片阅
片流程以及操作规程进行手
法治疗,

4、疗程3、治疗流程



手法操作步骤：

1）准备好治疗床、櫈子
、小垫枕等物品。

2）患者仰卧，患肢靠外
，肘部下垫小枕。

3）医生清洗双手，医生
坐于患侧，嘱患者放松，
避免紧张，以配合治疗。(
以患者右肘损伤为例)

2015年6月 25

v 4）医生右手握住
患肢前臂，以左手
大鱼际、拇指指腹
揉法从上到下揉按
患肢肩部三角肌、
肱二头肌、肱三头
肌、肱桡肌、肱肌
以苏缓肌肉紧张，
疏通气血。以按揉
肌腹为主，手法宜
轻，肘窝处一滑而
过，不宜多揉。按
揉2分钟。

2015年6月 26



v5）左手扶持住
肘部外侧，以
右手鱼际揉肘
部内侧以松解
内侧软组织，
继之右手扶持
住肘部内侧，
以左手拇指指
腹揉肘部外侧
以松解外侧软
组织。

2015年6月 27

v 6）左手反手握住上
臂中部，右手握住患
肢腕部，在患者无痛
范围内双手对抗牵拉
肘部5次，持续10秒/
次。

v 7）摆动伤肢：左手
反手握住上臂中部，
右手握住患肢腕部，
在患者无痛范围内摆
动屈伸患肘10次。注
意双手要在牵拉力量
下完成。

2015年6月
28



v 8）屈动关节：左手反手握
住上臂中部，右手握住患肢
腕部，双手在牵拉下缓慢屈
曲患肘致疼痛极限点位，维
持1分钟后缓慢松劲，同时
对抗牵拉肘部一次。左手用
大鱼际揉法放松肱三头肌20
秒。如此反复3次。继之将
患肢缓慢伸直，右手握住患
肢上臂，左手交叉握住患肢
腕部，两手对抗牵拉同时缓
慢下压患肢致疼痛极限点位
，维持1分钟后缓慢松劲，
同时对抗牵拉肘部一次。右
手用大鱼际揉法放松肱二头
肌20秒。如此反复3次。

2015年6月 29

9）指针点穴：用拇
指点按肩髃、臂臑、
曲池、少海、天井、
青冷渊、手三里、外
关、内关、合谷穴，
每穴5秒。

2015年6月 30



v 10）医生左手拇指指
腹从手太阴经天府→
列缺→手阳明合谷→
肩髃→手厥阴经天泉
→内关→手少阳经外
关→肩髎→手少阴经
青灵→神门→手太阳
经阳谷→肩贞的顺序
顺经揉按两遍，缓慢
牵拉肘关节2次结束治
疗。

2015年6月 31

肘关节损失术后的康复治疗是
一项复杂的治疗过程，在熟练
运用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同时
，还需要掌握相关的骨科基础
知识，如骨折的损伤程度，分
类，手术的术式，内固定的选
择，年龄，性别等等。针对患
者的具体情况要有个性化的康
复治疗计划。

1）治疗前必须详细问诊、查体、阅片
、评定方可施手法；

2）动作轻柔而灵活，忌暴力，以免发
生骨折和骨化性肌炎

3）肘部骨折处必须要有坚强内固定或
已达到临床愈合；

4）治疗宜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
5）首次行手法之前行X片检查，了解
骨折愈合情况、内固定情况，并且

可以避免医疗纠纷，定期复查拍片

防止防骨化性肌炎或其他损伤。

6）如手法之后有明显肿胀疼痛，立即
冰敷。

7、个体化治疗方案6、注意事项



病例：



左肱骨中下段骨折术后3月



康
复
前
后



探讨

v 1.手法治疗对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改善机制的研究较少；
v 2.手法治疗的时机把握缺乏循症研究；
v 3.手法治疗的操作规范缺乏统一；
v 4.手法治疗的疗效评价标准缺乏；
v 5.手法治疗的… …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