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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骨科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所常见的。它可能在任

何时候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最讽刺的是我们却没有

具备保护自己的基本知识，或当这些事件发生时做好

相关的应对措施。  

 

叶文兴医生是拥有20多年经验的骨科专科医生。他不

仅希望透过这本书与大家分享和提供专业的知识，也

希望借此机会帮助那些因骨科问题而严重影响生活素

质的读者。 

 

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些常见的骨科问题的信息。该信

息被分类为：问题的定义，问题的因素，治疗与预防

措施。它是以简单的布局让读者能利用分标题轻松的

阅读。 

 

除此之外，这本书也包涵文字说明针对一幅图或由几

幅图组成的图组，强调临床应用上的意义及提请注意

的事项共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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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只能作为参考。若问题一直持续，恳请读者应尽

早求医。 

 

 

颈部疼痛 

什么是颈部疼痛？ 

疼痛位于颈的背面或侧面。 

颈部疼痛的诊断 

颈部疼痛可以通过询问病史来诊断，在诊断中需要考

虑疼痛的位置，强度，持续时间和影响的部位。同时

也要考虑到颈部是否受伤过伤。为了确实颈痛是否牵

涉到神经线，神经系统的检查是必要的。进一步的检

查包括：照X光，CT扫描和核磁共振扫描。 

颈部疼痛的原因 

颈部疼痛可以是由各种颈部组织疾病所引起，如椎间

盘退化，颈部扭伤，鞭击，椎间盘突出，或神经线受

挤压。 

治疗方法 



 

Website: http://www.appointmentwithdoctor.com 

7 

颈部疼痛的治疗取决于它的病因。治疗方法包括休息

，热/冰敷，使用颈领，物理治疗（超声，按摩，推拿

），局部注射松懈或麻醉剂，局部麻醉药膏，外用局

部止痛贴，以及外科手术。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 6 页 

鞭击 

什么是鞭击伤害？ 

鞭击发生在突然对颈部和头部的摇动，例如在车祸中

，颈部和头部会有超出正常范围的往前，向后，以及

往旁边的摇动。 

鞭击伤害的病因 

对于鞭击最常见的原因是交通意外事故。挥鞭损伤通

常是汽车的尾湍遭撞击的后果。但是它也可以发生在

任何一个方向的撞击。鞭击损伤的其他原因包括如坐

游乐园过山车，遭人殴打，推，摇，或撞击而跌倒造

成。 

鞭击伤害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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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车祸中的撞击伤害，车内每个人需要调整头

枕在适当的高度，同时系好安全带。 

鞭击伤害的治疗方法 

鞭击损伤的治疗方法包括休息，冰敷或热敷，大约2周

的颈领佩戴和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专业也是有帮助

的，其中包括各种幅度的活动练习，按摩和电疗刺激

。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8_页治疗 

椎间盘突出 

什么是椎间盘突出？ 

椎间盘突出是椎间盘突然或缓慢向脊髓腔的方向突出

。因此，导致神经根被压迫引起疼痛，活动范围受限

，感觉麻痹。较严重的病例会感觉到疼痛或麻痹辐射

到大腿和小腿。 

椎间盘突出诊断 

诊断椎间盘突出需要磁共振成像检查。它可以帮助排

除腿部血液供应或循环障碍，使医生能最终诊断椎间

盘突出的位置，程度以及受损神经的范围。同时，医

生可以通过X光直接检查脊椎的骨骼结构。核磁共振检

查是最明确的扫描，它可以显示椎间盘累及的数量，

突出椎间盘的大小，以及神经根侵犯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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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突出的原因 

原因之一就由于椎间盘的过度张力造成环状组织的薄

弱或破裂。其他造成椎间盘突出的危险因素还包括肥

胖和妊娠。 

治疗方法 

保守治疗包括卧床休息，药物，注射，物理治疗，以

及加强背部肌肉。当椎间盘突出显示瘫痪的迹象，则

需要手术治疗。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10_页 

坐骨神经痛 

什么是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是由于坐骨神经激惹造成的疼痛。坐骨神

经痛最初出现在腰部至大腿的后部，放射到膝盖以下

。 

坐骨神经痛的病因 

坐骨神经痛的主要原因通常是椎间盘突出直接压迫神

经。然而任何原因对该神经的刺激或发炎也可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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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骨神经痛的症状。这些原因包括邻近骨神经，肿瘤

，肌肉内部出血，感染，伤害等刺激。 

坐骨神经痛的治疗方法 

治疗坐骨神经痛可以采用传统的卧床休息。其它治疗

包括去除致病原因，药物缓解疼痛和炎症，放松肌肉

，以及物理疗法。如果脊椎下部神经压迫导致持续性

坐骨神经痛，需要考虑手术治疗.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12_页 

 

脊柱侧凸 

什么是脊柱侧凸？ 

脊柱侧凸是指一个人的脊椎从一边向另一边弯曲，看

起来像“s”或“C” 

形，也有的脊椎会是旋转形变形。 

脊柱侧凸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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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胸椎侧凸，胸廓旋转，导致肋骨驼峰或肩胛骨突

出的情况可以在身体检查中发现。当病人弯腰的时候

，突出更明显。脊柱侧凸的X光片可以确定诊断。 

脊柱侧凸的病因 

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但大多数都是由于生长的问题

。 

脊柱侧凸的预防 

定期运动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脊柱侧弯多发生在体重

过低的患者。 

脊柱侧凸的治疗方法 

治疗包括定期身体检查，监测弯曲曲度的变化，采用

支架帮助矫正，如果情况严重可以手术治疗。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14_页 

尾骨痛“尾椎痛” 

什么是尾椎痛？ 

尾椎痛是尾骨的尖部发生炎性病变，疼痛在坐下时加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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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椎痛的诊断 

尾椎痛通常根据症状和尾骨局部压痛作诊断。 

尾椎痛的病因 

尾椎痛往往由外伤引起，但也可是自发性的。其它一

些疾病，例如坐骨神经痛，感染，毛囊肿和尾骨骨折

也会引起类似尾椎痛的尾骨疼痛症状。 

尾椎痛的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包括使用良好的坐垫；如果可能，避免长时

间端坐。持续性尾椎痛的病人可局部注射可的松。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16_页 

肩膀脱位 

什么是肩膀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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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脱位是指肱骨在肱骨头盂状窝关节处脱离肩胛骨

。 

肩关节脱位的诊断 

诊断包括明显的疼痛，有时甚至可以穿过肩膀，沿伸

到手臂。病人不可以活动手臂，伴有麻木感，可见肩

膀脱出关节窝。 

肩关节脱位的病因 

常见的原因是由于肩部在跌倒时受伤或运动损伤。其

他原因还包括关节囊松弛，关节活动范围过大。 

肩关节脱位的治疗方法 

闭合复位手术可以帮助脱位的肩关节复位。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18_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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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肩锁关节骨性关节炎引起的肩部疼

痛 

什么是由肩锁关节骨性关节炎引起的肩部疼痛？ 

肩锁关节位于肩部的上方，是肩峰与锁骨连接处。这

个关节易发生退化性关节炎和骨性关节炎。 

肩锁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诊断 

肩锁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患者通常可以准确地指出疼痛

点。X光片可以显示肩锁关节骨关节炎。 

肩锁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病因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常举重物的人。同时随着年龄的

增长，发病率增加。 

肩锁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治疗方法 

治疗包括关节内局部注射麻药或类固醇，同时结合物

理治疗。如果保守方法治疗无效，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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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20_页 

肩周炎导致的肩部疼痛 

什么是肩周炎导致的肩部疼痛？ 
肩周炎是肩关节周围的结缔组织发炎，僵硬，病变的

组织限制功能活动，引起慢性疼痛的疾病。 

肩周炎的诊断 

肩周炎造成肩关节变得僵硬，以至于几乎不能进行简

单的活动，例如抬高手臂。活动范围严重受限。 

肩周炎的病因 

对于肩周炎的病因还不清楚。但是有许多危险诱因如

糖尿病，中风，意外事故，肺部疾病，结缔组织疾病

和心脏病。 

肩周炎引起疼痛的预防 

为了防止肩周炎引起的肩部疼痛，建议保持肩关节的

全方位运动。适当的活动有利于预防肩部疾患。 

肩周炎引起疼痛的治疗 

治疗是药物治疗，物理康复治疗和适当的运动相结合

。有些患者需要采用在麻醉下推拿的方法，打散瘢痕

组织。对于严重的病例，可以通过关节镜清除瘢痕组

织以促进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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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22_页 

肩关节囊损伤引起疼痛 

什么肩关节囊损伤引起的疼痛？ 

肩关节囊损伤是肩关节囊的一种病理损坏。这种情况

是肩关节疼痛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肩关节囊损伤引起疼痛的诊断 

诊断可以根据病人的肩膀活动史和肩膀的疼痛症状。

通过X光片也可以排除骨受伤。MRI扫描可以更准确的

显示肩部组织结构。 

肩关节囊损伤引起疼痛的病因 

肩关节囊损伤是由于年龄增长，肩关节组织老化变性

或肩膀的炎症引起。肩关节囊损伤也发生在意外创伤

，如摔倒。在健身运动中，运动过度也会导致这个疾

病的发生。特别指出的是，重复的上举动作可以对肩

关节囊造成重负及相关肌肉劳损，导致关节囊的损伤

。 

肩关节囊损伤的治疗方法 

肩关节囊损伤的治疗取决于肩关节肌腱受伤的严重程

度和病人的状况。轻度损伤可以采用冰疗，休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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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炎药和渐进的运动康复。损伤严重的，需要手术

修复。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24_页 

腕管综合症 

什么是腕管综合症？ 

腕管综合症是从前臂到手的正中神经在手腕部位受到

挤压，产生的病理综合征。这将导致手和手腕部疼痛

，乏力及麻木，并放射到手指。受影响的手指通常是

拇指，食指和中指。 

腕管综合症的诊断 

体检帮助确定是否综合症与日常活动相关，或有潜在

疾病，同时可以区分其他类似腕管综合症的疼痛表现

。 

肌电图经常被用来确定诊断。将一根细针插入肌肉，

通过在屏幕上观察该肌肉的电生理活动确定正中神经

的损伤程度。超声显像也可以显示正中神经的受损变

化。 

腕管综合症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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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管综合症往往是造成正中神经和肌腱在腕管腔内受

压的多种因素的综合表现，而不是单纯的神经本身问

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先天的位置不正。其他因素有引

起手腕肿胀的外伤或损伤，如扭伤或骨折。同时，一

些疾病如糖尿病，关节炎，肥胖及怀孕，也可以引起

这个该病。 

腕管综合症的治疗方法 

在医生的指导下，治疗越早越好。初步治疗通常包括

休息受影响的手和手腕至少2周，避免加重症状的活动

，夹板固定手腕，以避免弯曲手腕或旋转手腕造成进

一步的损害。如果有炎症，采用冷敷减少肿胀。症状

持续超过6个月建议手术治疗。手术将切除腕部粘连组

织，以减少对正中神经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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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26_页 

手指骨性关节炎 

什么是手指骨性关节炎？ 

手指的骨性关节炎的特点是慢性疼痛，一个或多个关

节僵硬。通常，中年人或老年人易患这种疾病。 

 

手指骨性关节炎的诊断 

体检可以发现关节的异常活动范围，肿胀，疼痛以及

关节的压痛，特别是在拇指根部。 

X光检查可以显示关节损伤，但疼痛症状通常先于X光

的证据。 

X光或其他影像学检查也可以检测骨赘（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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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骨性关节炎的病因 

手指和拇指关节两侧的软骨发生退化引起骨性关节炎

。关节软骨保持关节灵活，同时对骨起保护的作用。

当软骨破损时，骨相互摩擦，引起疼痛和活动障碍。

关节处形成骨刺，导致疼痛和炎症。软骨破损的确切

原因还不清楚。 

手指骨性关节炎的治疗方法 

非手术疗法可以有效地治疗早期拇指骨性关节炎，治

疗方法包括应用非类固醇抗炎药，减少发炎和肿胀；

每天冰敷关节数次，每次5至15分钟，以减轻炎症和肿

胀；使用夹板制动拇指关节。 

手术的方法包括腕掌关节融合(关节固定术），这种方

法适合于不介入丧失拇指正常活动功能，单纯要缓解

疼痛的患者。关节置换是去除腕掌关节的关节表面，

采用塑料或金属的假体置换腕掌关节，假体起到间隔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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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28_页 

扳机指 

什么是扳机指？ 

扳机指是一种常见的手部疾患，手指或拇指在伸直和

弯曲时出现疼痛。 

扳机指的病因 

扳机指的确切病因还不知道。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因

为工作或嗜好活动重复使用相同的手指，过度不正确

的运动导致。一些单一的抓取动作或长期使用例如剪

刀，螺丝刀等工具，会压迫手指根部的肌腱鞘膜，从

而刺激肌腱，造成肌腱或肌腱鞘膜增厚。扳机指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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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性关节炎，痛风及代谢紊乱性疾病如糖尿病有关

，因为这些疾病可引起结缔组织和滑膜的病变。 

扳机指的治疗方法 

保守的非手术治疗包括避免或改进那些引成炎症的活

动。口服抗炎药物减轻炎症或不适。直接局部鞘膜注

射类固醇，减少软组织肿胀。如果保守治疗无效，应

采取手术治疗。在手掌受累及的手指根部作一个水平

切口。医生会放松第一个环形带，从而缓解通过腱鞘

的肌腱受限。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30_页 

DEQUERVAIN氏狭窄性腱鞘炎 

什么是狭窄性腱鞘炎？ 

狭窄性腱鞘炎是在拇指的根部，由于手腕肌腱发炎或

刺激引起的疾病。炎症导致腱鞘膨胀，拇指和手腕活

动时感觉疼痛。 

狭窄性腱鞘炎的诊断 

最常见的诊断是手腕拇指侧直接的肌腱压痛。通常进

行的测试是，嘱病人握拳头，拇指放在其余手指中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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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性腱鞘炎的病因 

狭窄性腱鞘炎是由拇指根部的肌腱发炎引起的，通常

和反复单一的活动有关。 

狭窄性腱鞘炎的治疗方法 

非手术治疗包括夹板制动休息拇指和手腕，口服消炎

药和腱鞘腔内直接注射可的松类激素。治疗的目的是

缓解发炎和肿胀引起的疼痛。在某些情况下，停止过

激的活动，症状可自行消失。如果症状没有缓解或加

重，建议手术治疗。腱鞘腔狭窄导致炎症加剧，手术

打开腱鞘腔可以缓解发炎的肌腱，从而促进康复。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32_页 

腕部腱鞘囊肿 

什么是腕部腱鞘囊肿？ 

腕部腱鞘囊肿通常是发生在手或手腕背部的一种肿胀

。这种囊肿是良性的，充满液体的肿泡。虽然它们体

积上增大，但是不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分。 

腕部腱鞘囊肿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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腱鞘囊肿通常会单个出现或大规模出现，可以是在一

段时间内出现或突然出现。它可以便小，消失，再重

新出现。 

腕部腱鞘囊肿的病因 

腕部腱鞘囊肿的病因还不明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外

伤引起关节或腱鞘组织破损，破损的组织形成小囊肿

，然后聚合在一起形成大的，明显的肿块。最可能的

原因是关节囊或腱鞘薄弱，导致关节组织凸出。 

腕部腱鞘囊肿的治疗方法 

许多囊肿（38-

58％）无需任何治疗，自行消失。治疗方法包括使用

一个针头抽出囊肿内容物。当囊肿引起疼痛，功能受

限，特别是涉及常用的手时，或引起手及手指的麻木

或刺痛，可以采取手术切除囊肿。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34_页 

马雷特手指 

什么是马雷特手指？ 

马雷特手指是指发生在手指最外侧关节的损伤。马雷

特手指的患者，手指背面的肌腱与肌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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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雷特手指的病因 

大多数是运动损伤，篮球和棒球选手通常都会有手指

卡住的经历，但损伤也可由工作中意外破碎伤引起，

甚至在厨房工作时切伤手指也可导致这种损伤。 

马雷特手指的预防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在参加活动，包括体育赛事时要

特别注意安全。为了防止同一个手指再次受伤，按照

医生要求的时间带夹板。 

马雷特手指的治疗方法 

如果手指没有破损或刀口，或者只是一个小骨折存在

，医生会用夹板固定手指至手指末端，以起到牵拉的

作用。使用夹板时，受伤手指的最远端关节不可以弯

曲，其余手指可以弯曲。夹板至少需要使用6周，以确

保肌腱愈合良好。如果肌腱需要缝合修复，采取手术

治疗。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36_页 

网球肘或肱骨外上髁炎 

什么是网球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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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肘的特点是靠肘部的外上肢酸痛或疼痛。可能是

连接肘外侧骨和肌肉的肌腱纤维部分撕裂。 

网球肘的诊断 

虽然X光通常显示正常，但可根据症状和体征作诊断。

当轻轻按压肘部外侧与上肢骨连接的肌腱，经常会出

现疼痛或压痛。 

网球肘的病因 

由于手腕或前臂重复运动导致的损伤。这种损伤通常

与打网球有关，因此得名“网球肘”。然而，任何活

动涉及腕部的反复旋转，例如使用螺丝刀，都可引起

这种损伤。 

网球肘的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包括热敷，局部注射可的松和麻药，物理治

疗和超声脉冲粉碎瘢痕组织，从而增加受损部位的血

液流动，促进愈合。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38_页 

尺神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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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尺神经炎？ 

尺神经炎表现为小指和无名指刺痛，特别是当手臂放

在车子的椅架上或椅子的扶手上时。 

尺神经炎的病因 

尺神经位于肘关节的后部，挤压或刺激可引起病变。

尺神经沟位于肱骨内上髁后面，骨性关节炎或类风湿

性关节炎引起其狭窄，导致尺神经纤维化，或由类风

湿结节的直接压迫导致。 

尺神经炎的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包括避免局部重复创伤和肘关节屈曲，局部

药物注射。严重情况，采取手术方法把神经从神经沟

转移到肘关节的前部，极为少见。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40_页 

粗隆滑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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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粗隆滑囊炎？ 

粗隆滑囊炎是在髋关节外侧大转子附近，一个液体囊

引起的发炎。当这个囊受刺激发炎时，导致髋关节疼

痛。这是髋关节疼痛的常见原因。 

粗隆滑囊炎的病因 

一个常见的原因是髋关节受伤，如摔倒时髋关节着地

，重物撞击髋关节，或侧卧时间过久。同时，在工作

或户外活动时，过度使用，也会导致髋关节的损害，

如跑步上楼梯，登山或站立过久。 

脊柱侧弯，腰椎关节炎以及其它的一些脊柱疾病引起

的错误脊柱姿势，也可导致这个疾病。 

粗隆滑囊炎的治疗方法 

治疗包括休息结合固定夹板，热，冷敷。更进一步的

治疗包括注射非甾体抗炎药或皮质类固醇，物理治疗

如各种幅度的运动训练。如其他治疗方法无效，采取

手术治疗。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42_页 

半月板损伤引起的膝关节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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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半月板损伤引起的膝关节疼痛？ 

半月板是一个小的“C”形软骨，相当于膝关节的一个

垫。它位于股骨和胫骨之间，一个在膝关节的外侧，

一个在内侧。软骨撕裂受伤时，就会出现半月板撕裂

。这种损伤通常发生在运动时，由于大力地旋转膝盖

，增加负重引起。 

半月板损伤引起的膝关节疼痛的诊断 

诊断包括询问病史和体检。体检时出现疼痛和咔嚓声

提示有半月板撕裂。核磁共振检查可以帮助确定撕裂

的程度。 

半月板损伤引起的膝关节疼痛的治疗方法 

治疗根据半月板撕裂的程度和位置而异。如果轻微的

撕裂，通常采用物理治疗。如果撕裂的范围大，关节

镜手术可以帮助修复撕裂。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44_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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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炎引起的膝关节疼痛 

什么是骨关节炎引起的膝关节疼痛？ 

骨关节炎引起的疼痛是一种关节软骨磨损的退行性疾

病。 

骨关节炎引起的疼痛的诊断 

主要症状是晨起时，关节僵硬，活动后缓解。膝关节

也会出现咔嚓声，或僵硬。 

骨关节炎引起的疼痛的治疗方法 

治疗包括使用止痛药和抗炎药，以及运动加强膝盖功

能。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46_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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髌骨/股四头肌肌腱炎 

什么是髌骨/股四头肌肌腱炎？ 

髌骨/股四头肌肌腱炎是一种常见的过度使用损伤。反

复对髌骨肌腱重压会引起这个疾病。微小的肌腱撕裂

，机体可以自行修复。当肌腱撕裂迅速，超过机体的

修复能力，则会导致肌腱的炎症恶化。 

髌骨/股四头肌肌腱炎的诊断 

体检时，施加压力在膝盖的不同部位，可以准确定位

疼痛。髌骨肌腱炎引起的疼痛集中在膝关节的前部，

正好在膝盖骨的下面。超声波也可用来发现发现髌骨

肌腱撕裂的位置。MRI能够显示髌骨肌腱撕裂的更精细

改变。 

髌骨/股四头肌肌腱炎的病因 

重复跳跃是髌骨肌腱炎最常见的病因。突然加大运动

强度和运动次数都会对肌腱产生压力。另外，增加体

重或肥胖都会增加髌骨肌腱的负担，从而增加患病的

危险。 

髌骨/股四头肌腱炎的治疗方法 

治疗包括休息，避免跑和跳跃；按摩髌骨肌腱促进肌

腱修复。强化锻炼增强肌腱的功能，包括举起重物后

轻轻放下，或弯曲伸展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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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48_页 

申夹板（胫骨内侧应力综合症） 

什么是申夹板（胫骨内侧应力综合症）？ 

申夹板临床症状是胫骨前部疼痛。 

申夹板的病因 

申夹板的发生大多与过度使用有关。由于过度使用，

肌腱以及肌腱与骨连接的部分受到过多刺激，这种情

况称为胫骨内侧压力综合症。常见于运动员，在他们

延长训练时间，加大训练强度时发生。 

申夹板的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包括：一天三次，每次20分钟使用冰袋冷敷

或用冰按摩；按照医生的指示使用抗炎药；定期进行

康复性锻炼，如游泳和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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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50_页 

嵌趾甲 

什么是嵌趾甲？ 

脚趾甲向内生长是非常疼痛的。通常是趾甲尖锐的角

往脚趾的末端或侧面的皮肤里长。当趾甲卷入皮肤里

时，首先出现疼痛和感染。然后感染的部位长出额外

的组织或有黄色的液体流出。 

嵌趾甲的病因 

穿挤脚的鞋或高跟鞋可以引起脚趾被挤压在一起，从

而导致受压的趾甲异常生长。不恰当的修剪脚趾甲也

可导致趾甲的角长入皮肤里。如趾甲真菌感染等疾病

也可导致趾甲增厚或变宽。 

嵌趾甲的预防 

最好的预防方法是细心的修剪趾甲。修剪时，要直着

剪，注意保持趾甲尖部高出皮肤一些，这样可以防止

趾甲角长进皮肤里。趾甲剪的不要过圆，也不要过短

。同时，穿大小合适的鞋，也会起到一定的帮助。 

嵌趾甲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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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嵌趾甲可以采用保守的方法治疗，如每天温水泡

脚，局部使用抗生素，轻轻的从趾甲上剥离长得过多

的皮肤。严重的一些嵌趾甲可采用口服抗生素治疗。

顽固的或反复发作的嵌趾甲需要小手术治疗。外科手

术的目的是拿掉嵌入周围组织的趾甲。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52_页 

跟腱断裂 

什么是跟腱断裂？ 

跟腱断裂是脚踝后面的大肌腱断裂。 

跟腱断裂的诊断 

表现为突然的脚踝后疼痛。体检时会发现在肌腱部位

有一个间隙，挤压小腿的肌肉不会引起脚的运动。 

X光影像用来检查其它可能的情况。 

MRI扫描用于确定肌腱撕裂的严重程度。 

跟腱断裂的病因 

娱乐休闲运动常常引起跟腱断裂，因为这样的运动包

括突然的跳跃，旋转和奔跑，如打网球，壁球，篮球

，羽毛球。这种损伤也可由突然的跌倒，从高处跳下

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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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腱断裂的预防 

运动前，或早上起来时，伸展跟腱可以帮助保持踝关

节的灵活度。通过在鞋里放脚跟杯和拱形支撑，以及

采用特定的矫正术可以治疗脚的机能问题。 

 

 

跟腱断裂的治疗方法 

临时治疗包括冰敷炎症的部位，以帮助刺激血液循环

，从而缓解炎症引起的疼痛。尽管如此，还是需要手

术修复断裂的肌腱。手术后，病人需要接受物理康复

治疗。物理治疗师可以帮助制订一个运动康复方案，

以改善跟腱的灵活性。 

 

 

 

 

 

 



 

Website: http://www.appointmentwithdoctor.com 

36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54_页 

 

脚跟疼痛（足底筋膜炎） 

什么是脚跟疼痛（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炎是引起脚跟疼痛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足底

筋膜位于脚底部，连接脚跟骨和脚趾，这个厚带状组

织发炎时，就称为足底筋膜发炎。 

脚跟疼痛（足底筋膜炎）的诊断 

主要的诊断症状是站立初，脚跟和脚弓部疼痛，走路

后缓解。这种疼痛可在连续走路时，重新出现。经过

休息，疼痛可减轻。 

脚跟疼痛（足底筋膜炎）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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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足底筋膜象压力缓冲的弦，支持脚弓部

。但是，当这个弦过紧时，足底筋膜就会出现小的撕

裂。反复的拉伸和撕裂会引起足底筋膜应激发炎。 

脚跟疼痛（足底筋膜炎）的预防 

保持正常体重可以减少足底筋膜的压力，选择舒服的

鞋，避免过高跟鞋，买鞋尽量要买矮跟或中等跟的鞋

，这样的鞋脚弓支撑和压力缓冲好。不要赤脚走路，

特别是在坚硬的地面。 

脚跟疼痛（足底筋膜炎）的治疗方法 

90%的足底筋膜炎患者经过几个月的保守治疗可以康复

。消炎药物的使用不可以治疗它的根本问题，但是可

以缓解疼痛和炎症。针对这种疾病，冲击波疗法也是

很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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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56_页 

跟腱炎（脚后跟核疼痛） 

什么是跟腱炎（脚后跟核疼痛）？ 

跟腱炎是脚踝部脚跟肌腱的综合刺激征。脚跟肌腱是

脚踝后面最大的肌腱，连接在脚后跟。如果过度使用

，就会引起应激发炎。这种炎症引起疼痛和发炎。此

外，还可引起肌腱小的撕裂和易发性跟腱断裂。 

跟腱炎（脚后跟核疼痛）的病因 

脚跟部位反复的，轻微的压迫或突然的严重损伤可以

引起跟腱炎。在工作场所或家里不正确的姿势，健身

或运动时，缺乏充分的肢体伸展也会加大这种疾病发

生的危险。 

跟腱炎的预防 



 

Website: http://www.appointmentwithdoctor.com 

39 

预防跟腱炎包括：运动开始时，做一些简单缓慢的动

作，渐渐加大运动的强度。如果出现异常疼痛，少用

力，避免重复刺激或停止。 

跟腱炎的治疗方法 

初步治疗包括：避免加重疾病的活动，休息受伤的部

位，受伤当天冰敷受伤的部位，使用非处方的抗炎药

。如果症状没有缓解，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如类固醇

注射和物理治疗。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58_页 

莫顿神经瘤 

什么是莫顿神经瘤？ 

莫顿的神经瘤是一个良性的软组织肿块，出现在位于

跖骨与脚掌骨之间的神经上。当两个跖骨相互摩擦时

，位于它们之间的神经受到挤压。神经反复的受挤压

或反复损伤神经，可引起神经肿胀，最终该处的神经

出现良性肿块。 

莫顿神经瘤的症状 

临床表现为脚掌部疼痛，并放射到邻近的角趾。神经

瘤可以出现在所有的跖骨头部和脚趾，但最常见的部

位是第三和第四跖骨头和脚趾。疼痛表现为锐痛，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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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或本质性刺痛。当穿窄的高跟鞋的时，疼痛出现，

脱去鞋后，疼痛消失。 

莫顿神经瘤的病因 

莫顿神经瘤的常见病因是穿高跟鞋或过紧的鞋，引起

脚部受伤。以及运动活动如慢跑，引起脚部反复损伤

。 

莫顿神经瘤的治疗方法 

治疗根据莫顿神经瘤的严重程度。常见的治疗方法有

应用缓解疼痛的药物，脚拱支撑，使用鞋垫保护脚，

穿合适的鞋，避免高跟鞋和采取手术治疗。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60_页 

拇囊肿与拇外翻 

什么拇囊肿与拇外翻？ 

拇趾外翻是拇趾，即大脚趾偏离方向，向小趾的方向

弯曲的症状。当大脚趾趋向外翻，在跖骨的上方，大

脚趾的内侧会长出一个肿块。这个跖骨内缘的骨突称

为拇囊肿。 

拇囊肿与拇外翻的病因 



 

Website: http://www.appointmentwithdoctor.com 

41 

通常拇囊肿和拇外翻是遗传的。但是穿着过紧的鞋，

引起脚趾挤压在一起是该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拇囊肿与拇外翻的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主要是根据脚趾不舒服的程度。治疗的目的

是缓解拇囊肿的压力和可能出现的症状，延缓关节畸

形的进程。除了手术，没有有效的方法去除拇囊肿和

拇外翻。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62_页 

手术的准备要点和指导 

经历一个骨科手术 

骨科医生可以进行不同的骨科治疗，从骨科牵引，脊

柱融合术到关节置换术。它包括骨折，韧带扭伤和关

节脱位的治疗。一些具体程序包括关节置换术，关节

镜手术，骨移植，筋膜切开术，和骨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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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骨科医师属于一个医院，医疗中心，创伤中心，

或独立的手术中心。在那里他们与一个外科小组包括

麻醉师，外科护士密切合作。骨科手术可以在全麻，

区域阻断，局部麻醉下进行。 

手术前的检查 

医生会询问您的病史，做体检，作一些必要的实验室

检查，以确保您的身体适合手术。 

● 验血可以提供关于您的血液及化学成份的指标。 

● 心电图记录您的心脏功能。 

● 尿液分析显示您的肾脏和膀胱功能。 

● 胸部X光显示您的肺部情况。 

● 也许还需要作一些其它的检查确定您的身体状况

适合手术。 
手术之前，把任何有关这些或其它您放在家里的先前

的检验结果，，拿到诊所来。 

手术须知 

1.告诉医生您的服药情况，包括阿司匹林，消炎药，中

药，和维生素。 

2.安排好手术前后的接送，或考虑乘坐公共车。不要自

己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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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排人在手术后至少24-72小时照顾你。 

4.手术前按医嘱服药（特别是止痛药和抗生素） 

5.手术前需禁食6小时，但是可以喝少量的清水 

6.在拿入院通知单和信息单前两个小时来诊所。 

7.准备手术费用押金/付款和住院费（现金，，visa 

卡，master 卡，美国运通卡和网付）。 

8.不要带太多贵重物品。 

9.向医院申请一个带锁的柜子。 

10.对于门诊手术，我们的工作人员通常会预定两个人

一个房间的病房。如果你需要其它的房间类型，请提

前通知我们。 

11.在家庭里准备一个康复的区域（许多的枕头，书籍

，杂志，期             刊，摄像片，喜欢的光盘等）。 

12.准备一些零食：蛋白质奶昔，汤，燕麦片，奶酪，

果汁等 

13.确保进食足够量的蛋白如肉，鱼，鸡蛋，乳制品，

大豆（机体的有效康复需要这些营养）。 

手术当日 

● 当您入院时，需要带您的保险卡和各种需要医生

填写的表格，医院的工作人员会给您一个身份手

带，带您到病房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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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家人和朋友也许需要在等候室等候。 

麻醉 

手术前，医生或护士会和您谈麻醉的程序（手术中药

物会帮助您阻止疼痛，保持舒适）。 

手术室 

手术室（OT）拥有受过培训的专业队伍。手术时提供

无菌，安全的手术环境。 

您的外科手术成员 

● 负责全程照顾您的外科医生领导这个手术团队。 

● 大型手术，外科助理会参与帮忙。 

● 麻醉师和麻醉护士负责提供您的麻醉剂和其他药

物，确保您在手术中状态良好，以及监护您的生

命体征。 

● 器械护士负责手术中应用的器械和协助医生手术

。 

● 巡回护士负责准备手术间，确保执行无菌操作和

协助其它团队成员。 

 

手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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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您被送到术后观察室，一个观察室的护士会

对你进行麻醉后观察护理。您的手术作完后，医生会

告诉您的亲人您的手术情况。 

麻醉药药效过后，您会在术后观察室清醒过来。 

● 声音听起来比正常的响亮。 

● 您可能出现轻微的视力模糊，口干，发冷，或恶

心。 

● 护士会定期检查您的敷料和血压。 

● 手术部位会感觉不舒服，如果不能忍受，向你的

护士索取药物。 

● 护士也许会要求您深呼吸和咳嗽，以帮助去除痰

液，保持呼吸通畅。 

● 护士会要求您在床上简单的移动，这样会有利于

快速康复。 

您的术后康复期 

手术后，您的医生和护士会查房。如果您感到疼痛或

恶心，告诉他们。 

下床活动 

散步有助于血液畅通，也有助于机体的机能恢复正

常。要记住，第一次从床上起来和开始下床行走时

，要有人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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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与咳嗽 

在医院，你可能被要求使用肺量计（深呼吸锻炼器）

。深呼吸可以畅通肺部，防止肺炎发生。同时，您也

许会被要求咳嗽。第一次会有些困难。 

饮食 

手术后，食物不容易消化。所以住院期间，会采用静

脉补充营养。当医生让您开始进食时，营养师会帮助

您选择最适合您的食物。您会从流质饮食开始，然后

吃固体饮食。回家后，按照医生的指示吃东西。 

在家休养 

大部分的时间，您会在家康复。要妥善的计划家庭护

理。同时，出院后，仍然需要定期回到诊所复查。按

时复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时向医生询问

。 

出院 

医院时工作人员会送您去您的车或为您联系出租车。

您不可以自己驾车回家。在家里，让您的家人陪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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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伤口或多或少愈合。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

系我们的诊所。 

出院后注意事项 

病人只有在情况稳定时，才可以出院。安排三天后复

诊。如果必要的话，医生会给他们一些骨伤用物和药

物。包括： 

● 抗生素 

● 消炎药 

● 骨伤用物 

 

抗生素 

抗生素用于减少伤口感染。服满整个疗程很重要。 

例如：Avelox， Rocephine， Ciprolet 

消炎药 

消炎药用于减少术后炎症和缓解疼痛。建议病人至少

使用完半个疗程的药，然后采取“观望”态度。如果

疼痛充分缓解，可以停药，不用完成整个疗程。 

例如：Celebrex,，Arcoxi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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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伤用物 

骨伤用物多是外用品，在康复阶段帮助伤口愈合和保

护伤口。 

冷敷袋 

● 把冷敷袋平放在冷冻层至少30分钟。 

● 从冷冻层取出冷敷袋，使用前先放一块毛巾。一

次冷敷治疗不可以超过30分钟。 

治疗期间，每5分钟观察一次冷敷部位的皮肤。如果皮

肤变色或发红，立即停止冷敷。 

热敷袋 

● 把热敷袋浸泡在温水中5-7分钟 

● 检查热敷袋的温度。如果过热，先让它冷却一下

。 

● 应用时包一块毛巾。 

绷带/石膏罩 

● 洗澡时，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绷带/石膏罩可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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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绷带/石膏干燥。 

● 适用于手臂和膝盖 

 

 

冷疗套 

冷疗套系统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 

● 袖带套—包住受损伤的部位。 

● 冷却器--储存足够冷疗6-8小时的水和冰。 

● 连接管--循环冷却器和袖带套之间的水。 

所有膝盖和肩膀的冷疗套使用相同的冷却器和配件。 

 一个密闭的冷疗套可容纳4升的冰和水 -- 

足够8小时的治疗。 

● 提高冷却器内容物的高度就会增加袖带套的压力

。 

● 压力受重力控制，与冷却器的提升成正比。例如

，在灌注时，冷却器高出袖带套20”，应用的压

力大约就是35毫米汞柱（升高1”= 

1.8毫米汞柱压力）。 

● 当体热使水变暖时，放低冷却器，水会再次变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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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肩部疾病 

● 肩关节囊撕裂和肌腱炎 

● 肩关节脱位 

● 粘连性囊炎/ 冰冻肩（肩周炎） 

● 滑囊炎 

 

治疗 

● 物理治疗 

● 冲击波疗法 

● 抗炎注射 

● 关节镜 

● 关节镜下修补与肩峰成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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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肩关节囊撕裂？ 

肩关节囊是位于上臂骨（肱骨）上方的肌肉和肌腱的

组合体。肩关节囊固定肱骨在肩关节上，使手臂自由

旋转。 

肩关节囊撕裂多发生于成人，是肩关节疼痛和无力的

主要原因。大部分的撕裂发生在棘上肌肉，也可能涉

及关节囊的其它部分。 

什么是肩撞击症？ 

肩袖疾病最常见的原因是肩峰撞击症，即肩袖撞击悬

于它上方的肩峰。对于一些人，当他们运动手臂时，

由于病变导致空间狭小，肩关节不能作正常平稳的滑

翔运动。每次抬臂的时候，肩袖受两块骨的挤压，疼

痛。 

另外，意外事故或伤害也引起肩撞击。大多数时候，

它的发生与年龄老化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肩部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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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和肌腱松弛，导致肩关节稳定性差。上臂和肩峰之

间的空间变小。肩袖活动受限。加大的压力渐渐的造

成肩袖损伤。 

虽然严重的外伤可以导致肩袖突然撕裂，但是大多数

的肩袖疾病是日积月累的。经过数月或数年，肩峰撞

击症导致肩袖磨损，从而部分撕裂或完全撕裂。 

什么是肩袖肌腱炎？ 

肩袖肌腱炎是指由于肩峰撞击或过度使用造成的肩袖

慢性刺激，发炎和肩袖撕裂。肌腱炎困扰人们很短的

时间，然后似乎消失。 

临床症状差异很大，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

是如何使用受损的肩膀。 

一些肌腱炎的患者出现钙沉积和异常的骨生长，即骨

刺。这两者都可以恶化肌腱炎，从而导致肩袖薄弱，

部分或完全撕裂。 

什么是肩滑囊炎？ 

滑囊是一个柔软，充满液体的囊，起到衬垫和润滑关

节的作用。在肩部，在肩袖和肩胛骨之间有很多的滑

囊。当滑囊受刺激或发炎时，引起滑囊炎。滑囊炎常

常伴有关节疼痛和肿胀。 

导致肩袖疾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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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袖疾病最主要的原因是肩峰撞击，肩峰撞击导致肩

峰（肩胛骨的一部分）与上肢骨的上部间距变小。进

而加大摩擦，逐渐损害肩袖。 

也可以突然发生肩袖撕裂，例如，当一个人试图举重

物过头顶时。反复做费力的事，如投掷棒球也可以损

伤肩袖。在这种情况下，肩袖受到过量的张力引起一

个或多个肌腱的撕裂。 

图片参考请参阅第_74_页 

骨性关节炎 

在亚洲，膝关节疼痛是一个普遍问题，特别对于40岁

以上的人。 

膝关节疼痛最常见的原因是退行性骨关节炎。此病多

发生在女性。它的特点是微弱的疼痛。治疗包括物理

治疗，药物治疗，注射和手术治疗。一旦确诊，重要

的是根据病人的年龄，以及症状的严重程度选择合适

治疗方法。 

什么是骨性关节炎？ 

对于中年以上的人，骨性关节炎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有时骨性关节炎被称为退化性或磨损性关节炎。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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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关节炎。这种疾病引起关节软骨受损。软骨

受损引起骨与骨之间的缓冲障碍，骨与骨相互摩擦引

起疼痛，最终导致活动受限。机体的应激引起关节周

围出现骨刺。 

骨性关节炎的主要症状是疼痛，肿胀，膝盖僵硬。骨

性关节炎发展缓慢，可能会突然出现膝关节疼痛。骨

性关节炎的疼痛，活动后加剧。有些病人久坐后，站

立时出现疼痛和僵硬。蹲下和爬楼梯时感到疼痛。在

后期，走路时疼痛加剧。膝盖不可以充分伸直或弯曲

。 

骨性关节炎的病因 

有许多因素可以造成和加重这种疾病。 

风险因素包括： 

● 老年 

● 肥胖 

● 关节损伤（运动，工作或意外） 

● 遗传 

病人如何知道他们患有骨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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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确定诊断。经过全面的身体检查和详细的症状询

问，医生会建议X光检查来最后确定诊断。X射线检查

对疾病的诊断非常有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

唯一要求作的特殊检查。对于一些早期的骨性关节炎

病人，X光射线检查不能显示典型的骨性关节炎改变。

如果不能确定诊断，可以使用关节镜直接看膝关节的

内部，检查关节表面是否有磨损或撕裂的改变。关节

镜手术是通过一个小的切口，大约5毫米，将一个连有

摄像机的光纤线放入膝关节。医生可以一边移动关节

内的光纤线，一边观看电视上的图片。同时医生可以

用小的手术器械检查关节内的结构是否有任何损害。 

 

骨性关节炎的治疗 

● 控制体重，以减轻负重关节的压力 

● 每天应用硫酸氨基葡萄糖1500mg 

● 抗炎药和止痛药 

● 膝关节内注射滑液 

● 采用关节镜清洗关节腔，去除关节腔内发炎的液

体，以及散落或游离的骨质碎片。用磨除疗法刺

激软骨生长 

● 截骨术可以矫正腿的力线异常，减轻膝部受损部

位的压力 



 

Website: http://www.appointmentwithdoctor.com 

56 

● 部分膝关节置换术（单髁膝关节置换---

只置换关节的病变部分） 

● 全膝关节置换术（应用于严重的骨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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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膝关节X光影像 

 

 

 

 

 

 

骨性关节炎的膝关节X光影像 

 

 

冲击波疗法 -- 

一个实用的手术替代疗法 

冲击波疗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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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波疗法作为一种医学手段最初应用于粉碎肾内结

石。自从1989年以来，它被非常成功的应用在大学研

究所，治疗骨折不愈合或骨折愈合不良。 

自从1991年以来，体外冲击波疗法（ESWT治疗）被用

于手术替代疗法治疗肩关节钙化和疼痛，以及骨和肌

腱的疼痛。 

目前骨科的应用范围包括： 

● 钙化性肩 

● 肩关节疼痛和无钙化沉积的疼痛 

● 网球肘或高尔夫球肘 

● 足底筋膜炎和足跟骨刺 

● 跟腱炎症或髌骨肌腱炎症 

● 假关节 

冲击波疗法的工作原理 

该治疗仪器可产生高能冲击波，冲击波通过一个塑料

膜被传送到机体。冲击波首先穿过皮肤和皮下组织。

他们只是在医生设定的穿透深度的组织发挥作用。 

预期的效果： 

● 分散钙沉积 

● 刺激机体的愈合机制（例如网球肘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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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骨的生长（假关节的治疗） 

治疗过程中 

冲击波治疗可以在门诊局部麻醉下进行。使用我们的

冲击波设备，治疗通常包括一次治疗或一个疗程间隔

几周的几次治疗。 

根据不同的治疗情况，医生会使用不同数量和强度的

冲击波。每次的治疗时间为10至20分钟，对于假关节

的治疗，可延长至一小时。 

冲击波的治疗效果 

超过70％的病例已经成功的应用我们所提到的这种治

疗。通过治疗，立刻或很快疼痛缓解。对于个别病例

，为了确保治疗的成功，可能会需要反复几次的治疗

。 

 

 

 

骨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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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很常见的影响骨骼的疾病。骨质疏

松症的患者，骨矿物质流失，骨小梁减少，骨质变脆

，易于骨折。女性患者占骨质疏松患者的80%。一部分

原因是通常女性的骨量比男性少，女性的寿命比男性

长。 

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是非常严重的。一半的骨折与骨

质疏松有关。6个月内，髋部骨折的患者因为其它并发

症如肺炎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十。骨质疏松症引起骨

折的患者在医院治疗时，以及康复期花费大量的时间

。通常情况下，他们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在疗养院。 

什么是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意思是“多孔骨头” 

这种疾病发生在骨因失去过多钙而变脆时。临床检查

很难发现，通常只有在发生骨折，或者一个人身高变

矮，出现驼背或腰痛时发现。 

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非常脆。即使一个小的滑倒或摔

倒，或根本没有伤害也可引起骨折。 

男女都可以患上骨质疏松症，但最常见于女性绝经期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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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的病因 

骨是一个生长的组织。当我们年轻时，流失的骨质很

容易被替换。大约30岁时，我们的骨很容易被补充。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成的骨减少，流失的骨增多

。 

绝经后，机体雌激素的供应减少，骨质流失率更大。

这就是为什么绝经后女性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 

引起骨质流失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如疾病，药物治

疗和生活方式。 

风险因素包括： 

● 非暴力骨折 

● 在45岁以前过早停经 

● 直系家庭成员患有骨质疏松症 

● 体重不足或营养不良 

● 吸烟/饮酒过量 

● 很少做运动或长时间无法活动 

● 没有足够的钙或维生素D 

● 某些疾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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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怎样发现他们患有骨质疏松症？ 

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无痛的检查，称作双能X线吸收测量

术轻松的查出骨质疏松症。这种检查测量骨的密度和

坚硬度，即骨矿物质密度。 

通过两个能量流，使用看不见的，低量的X线束穿过目

标区域（通常是腰椎和髋部）。 

读数以克每厘米为单位显示。这将告诉我们是否有骨

质疏松症。 

预防/治疗方法 

预防 

 运动 

 药物治疗 

 钙/维生素D的补充 

治疗 

 激素替代疗法（HRT） 

     - 长期使用高危险 

 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 

 二膦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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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骨基质 骨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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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患者的饮食表 

低嘌呤饮食 

这个饮食用于痛风症状缓解时。避免嘌呤含量高的食

品（第3组）；可以按规定的剂量每日使用中度嘌呤含

量的食品（第2组）。自由食用的食品（第1组）。 

第1组  含量低量的 0 -15毫克 

 奶酪，鸡蛋 

 牛奶，面包 

 谷物 

 水果，蔬菜(除第2组外） 

 糖 

第2组  含量中度的  50 - 150毫克 

 肉类，家禽 

 鱼，贝类 

 干豆类 

 芦笋 

 菠菜，豌豆 

第3组  含量高的 150 - 800毫克 

 野味 

 动物的内脏 

 鹅，鱼，鲱鱼 

 沙丁鱼 

 鲭鱼，扇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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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汤，肉精，肉汁 

低嘌呤含量的食物 

总是准许 

 除了第二组所有的蔬菜 

 所有的水果，奶和奶类产品 

 鸡蛋，谷物 

 肥肉和油 

 糖和甜点 

 

完全避免（嘌呤含量 - 

每100克的食物中含有100到1000 毫克嘌呤氮） 

 菠菜 

 干豆类如 Kachang，扁豆 
 Dhall 

 肉类汤和肉汁糖 

 肉精，如 Ikan Bilis，沙丁鱼，凤尾鱼 

 胗如肝，肾，脑，心脏和其他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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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少量（嘌呤含量 - 

每100克的食物中含有9到100毫克的嘌呤氮） 

 肉类，家禽 

 鱼类或其他海产食品，但不包括可以吃内脏的小

鱼 

 芦笋，蘑菇 

 
没有限制 

 蔬菜，水果 

 咖啡，茶 

 营养丰富的白面包，面条 

 奶酪，牛奶 

 果冻，冰激淋 

 鸡蛋 
 

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 

只有在痛风稳定的阶段可以食物 

 肉类 

 芦笋 

 鱼，如 Promfret 

 龙虾 

 贝类，如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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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类 
 Brinjals 

 花椰菜 

 法国豆 

 青豆 

 蘑菇 

 菠菜 
 Custard apple 
 Chickoo 
 Pulses 

 

嘌呤含量高的食物 

始终被排除 

 鱼 

 鱼类如鲱鱼，鲑鱼，沙丁鱼 

 肝 

 肾 

 甜面包 

 肉精和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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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诊断痛风时，插一个针在受侵犯的关节，抽取一些润

滑关节的液体，即关节滑液作检验。在显微镜下分析

这些液体，以确定是否存在尿酸结晶，以及确定是否

需要验血。 

治疗 

秋水仙碱 

秋水仙碱的使用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少量长期使用

来预防严重发作或炎症引起的其它问题。另一种是：

当痛风发作时，短时间大剂量使用来缓解症状。 

别嘌呤醇 

这种药物通过减少机体产生尿酸发挥作用。痛风发作

时，应用别嘌呤醇不会缓解症状。它只是帮助预防痛

风发作，而不会治愈痛风。只有定期应用了几个月，

才会发挥作用。只有长期应用，才能起到预防作用。 

别嘌呤醇也用于预防和治疗其它的导致过多尿酸在体

内存在的疾病，如某些肾脏结石或肾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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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ORIE AND CALCIUM CHART 
Beverages 

Food Name  
Serving 

Portion 

Serving 

Weight (g) 
Energy (kcal) Ca (mg) 

Bandong  1 glass  242 153 43 

Barley water  1 glass  235 55 23 

Bird's nest drink  1 bowl  200 83 65 

Bubble Tea, plain  1 cup  400 160 156 

Bubble Tea, w/milk  1 cup  400 232 204 

Bubble Tea, w/milk & pearls  1 cup  425 340 217 

Coffee, 3-in-1, powder  1 sachet  20 65 6 

Coffee w/condensed milk  1 cup  194 113 48 

Cafe Latte  1 glass  233 144 212 

Grass jelly drink  1 glass  231 55 18 

Lasi, unsweetened  1 glass  244 121 147 

Soya bean milk, sweetened  1 cup  259 163 18 

Tea, 3-in-1, powder  1 sachet  19 58 85 

Key: Ca – Calcium; g - grams; kcal - kilocalorie; mg - milligram; 

Source: Singapore Food Facts, Ministry of Healt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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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cks 

Food Name  
Serving 

Portion 

Serving 

Weight (g) 
Energy (kcal) Ca (mg) 

Bak kwa, pork  1 piece  57 228 16 

Beancurd, with syrup  1 portion  670 342 407 

Carrot cake, with egg, fried  1 portion  290 466 157 

Chinese rojak  1 portion  250 443 153 

Chwee kway  1 portion  170 167 24 

Curry puff, chicken  1 piece  71 246 18 

Dim sum, char siew soh  1 piece  44 167 12 

Dim sum, chicken feet, in black 

sauce, steamed  
1 portion  108 155 277 

Otar, fish  1 piece  18 18 16 

Pancake, red bean filling, 

Japanese  
1 piece  83 223 16 

Papadum  1 piece  6 30 4 

Pisang goreng  1 piece  65 197 30 

Pop corn, caramel  1 cup  29 131 12 

Popiah  1 portion  106 142 55 

Sushi, raw salmon, wrapped 

with seaweed  
1 piece  34 60 4 

You tiao  1 pair  50 192 11 

Key: Ca – Calcium; g - grams; kcal - kilocalorie; mg - milli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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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ingapore Food Facts, Ministry of Health, 1999 

Desserts 

Food Name  
Serving 
Portion 

Serving 
Weight (g) 

Energy 
(kcal) 

Ca (mg) 

Agar-agar  1 piece  95 70 3 

Almond jelly  1 portion  530 260 56 

Bubor cha cha  1 portion  565 390 34 

Chendol, with coconut and 
evaporated milk  

1 portion  715 593 107 

Cheng tng  1 portion  585 257 29 

Dessert, cream of peanut  1 bowl  274 343 64 

Herbal jelly  1 bowl  237 71 26 

Honey dew with sago  1 portion  256 118 13 

Ice kachang  1 portion  504 257 103 

Payasam  1 portion  335 382 47 

Pudding, mango  1 portion  159 75 67 

Pulut hitam, with coconut 
milk  

1 portion  375 290 15 

Soup, peanut  1 portion  202 255 29 

Tangyuen, red bean filling, in 
peanut soup  

1 portion  337 448 39 

Tau suan, topped with you 
tiao  

1 portion  325 293 23 

Key: Ca – Calcium; g - grams; kcal - kilocalorie; mg - milligram; 

Source: Singapore Food Facts, Ministry of Healt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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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odle Dishes 

Food Name  
Serving 

Portion 

Serving 

Weight (g) 
Energy (kcal) Ca (mg) 

Ban mian, soup  1 portion  528 476 85 

Beehoon, fish slice, soup  1 portion  686 349 48 

Char kway teow  1 portion  385 742 196 

Chasoba  1 portion  279 173 44 

Hor fun  1 portion  660 708 92 

Laksa, Penang  1 portion  660 432 160 

Mee rebus  1 portion  515 555 237 

Mee siam  1 portion  490 520 83 

Noodles, beef, dry  1 portion  390 394 47 

Noodles, chicken curry  1 portion  532 756 172 

Noodles, fish ball, dry  1 portion  325 368 62 

Noodles, fried, Hong Kong  1 portion  408 693 195 

Noodles, mushroom and minced 

pork, dry  
1 portion  311 511 52 

Noodles, prawn, dry  1 portion  345 460 82 

Noodles, prawn, fried, Hokkien  1 portion  375 617 83 

Noodles, wanton, dry  1 portion  330 407 43 

Spaghetti, tuna  1 portion  169 276 56 

Key: Ca – Calcium; g - grams; kcal - kilocalorie; mg - milli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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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ingapore Food Facts, Ministry of Health, 1999 

Rice Dishes 

Food Name  

Serving Serving Energy Ca 

Portion  Weight     

  (g)  (kcal)  (mg)  

Don, katsu  1 portion  476 785 78 

Ketupat  1 portion  95 88 4 

Lontong with sayur lodeh  1 portion  417 390 167 

Lor mai kai  1 portion  150 324 30 

Mui fun  1 portion  795 719 167 

Nasi briyani with chicken  1 portion  490 880 93 

Nasi lemak  1 portion  195 279 74 

Porridge, chicken  1 portion  595 211 58 

Porridge, fish  1 portion  685 258 55 

Rice, char siew  1 portion  370 602 27 

Rice, chicken  1 portion  390 618 31 

Rice, claypot  1 portion  595 896 119 

Rice, duck  1 portion  420 706 36 

Rice, fried, Chinese  1 portion  420 511 92 

Rice, pineapple, Thai  1 portion  438 815 100 

Rice, white, cooked  1 bowl  200 280 0 

Key: Ca – Calcium; g - grams; kcal - kilocalorie; mg - milligram; 

Source: Singapore Food Facts, Ministry of Healt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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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的非奶制品食物来源 

钙的非奶制品食物以每标准量所含的毫克钙来划分，以及

标准量中的卡路里含量。生物利用度可能有所不同。（成

人的平均标准量是1000毫克/天）。 

Food, Standard Amount  Calcium (mg) Calories  

Fortified ready-to-eat cereals (various), 1 oz  236-1043  88-106  

Soy beverage, calcium fortified, 1 cup  368 98 

Sardines, Atlantic, in oil, drained, 3 oz  325 177 

Tofu, firm, prepared with nigarib , ½ cup  253 88 

Pink salmon, canned, with bone, 3 oz  181 118 

Collards, cooked from frozen, ½ cup  178 31 

Molasses, blackstrap, 1 Tbsp  172 47 

Spinach, cooked from frozen, ½ cup  146 30 

Soybeans, green, cooked, ½ cup  130 127 

Turnip greens, cooked from frozen, ½ cup  124 24 

Ocean perch, Atlantic, cooked, 3 oz  116 103 

Oatmeal, plain and flavored, instant, 

fortified, 1 packet prepared  
99-110  9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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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tandard Amount  Calcium (mg) Calories  

Cowpeas, cooked, ½ cup  106 80 

White beans, canned, ½ cup  96 153 

Kale, cooked from frozen, ½ cup  90   20  

Okra, cooked from frozen, ½ cup  88   26  

Soybeans, mature, cooked, ½ cup  88   149  

Blue crab, canned, 3 oz  86 84 

Beet greens, cooked from fresh, ½ cup  82 19 

Pak-choi, Chinese cabbage, cooked from 

fresh, ½ cup  
79   10  

Clams, canned, 3 oz  78 126 

Dandelion greens, cooked from fresh, ½ cup  74   17  

Rainbow trout, farmed, cooked, 3 oz  73 144 

来源：由农业研究中心（ARS）提供的关于营养价值的营养

数据的标准参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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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的食物来源 
含钙的食物以每标准量所含的毫克钙来划分;以及标准量中

的卡路里含量 。 

（年龄在19到50岁的平均量是1000毫克/天，所有 

下表中提到的食物都超过了平均量的20%。） 
Food, Standard Amount  Calcium (mg)  Calories  

Plain yogurt, non-fat (13 g protein/8 oz), 8-

oz container  
452 127 

Romano cheese, 1.5 oz  452 165 

Pasteurized process Swiss cheese, 2 oz  438 190 

Plain yogurt, low-fat (12 g protein/8 oz), 8-

oz container  
415 143 

Fruit yogurt, low-fat (10 g protein/8 oz), 8-oz 

container  
345 232 

Swiss cheese, 1.5 oz  336 162 

Ricotta cheese, part skim, ½ cup  335 170 

Pasteurized process American cheese food, 

2 oz  
323 188 

Provolone cheese, 1.5 oz  321 150 

Mozzarella cheese, part-skim, 1.5 oz  311 129 

Cheddar cheese, 1.5 oz  307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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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free (skim) milk, 1 cup  306 83 

Food, Standard Amount  Calcium (mg)  Calories  

Muenster cheese, 1.5 oz  305 156 

1% low-fat milk, 1 cup  290 102 

Low-fat chocolate milk (1%), 1 cup  288 158 

2% reduced fat milk, 1 cup  285 122 

Reduced fat chocolate milk (2%), 1 cup  285 180 

Buttermilk, low-fat, 1 cup  284 98 

Chocolate milk, 1 cup  280 208 

Whole milk, 1 cup  276 146 

Yogurt, plain, whole milk (8 g protein/8 oz), 

8-oz container  
275 138 

Ricotta cheese, whole milk, ½ cup  255 214 

Blue cheese, 1.5 oz  225 150 

Mozzarella cheese, whole milk, 1.5 oz  215 128 

Feta cheese, 1.5 oz  210 113 

来源：由农业研究中心（ARS）提供的关于营养价值的营养

数据的标准参考，17 



 

Website: http://www.appointmentwithdoctor.com 

81 

 

 

热量需求表 

下表显示了男女根据他们的活动水平所产生的不同热量要

求。这个图表仅供参考。实际的热量需求，还取决于各种

其它因素。 

Sex Activity Level Calories Required 

Male 

Sedentary 2400 

Moderate 2800 

Heavy 3800 

Female 

Sedentary 1900 

Moderate 2100 

Heavy 3000 

 

计算卡路里的需求： 
下面的方法使用诸如身高，体重，年龄和性别来决定

基础代谢率（BMR），进而通过基础代谢率确定热量

需求。 

男：基础代谢率 = 

66+（13.7X千克体重）+（5X以厘米为单位的身高）- 

（6.8X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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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基础代谢率 = 65+（9.6 X 

千克体重）+（1.8X以厘米为单位的身高)-(4.7X年龄）  

计算出基础代谢率后，用基础代谢率乘以下面提供的

活动乘数，可以估计出热量要求： 

活动乘数 

久坐不动 = 基础代谢率X1.2 

轻度活动 = 基础代谢率X1.375 

中度活动 = 基础代谢率x1.55 

剧烈活动 = 基础代谢率X1.725 

非常剧烈活动 = 基础代谢率X1.9 

久坐不动 - 桌面工作，不运动 

轻度活动- 轻度运动（2-3天/周） 

中度活动 - 中度运动（3-5天/周） 

剧烈活动 - 剧烈运动（每天） 

非常剧烈活动 - （剧烈运动 - 运动员和重体力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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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消耗表 

下表显示了根据体重，不同的活动每分钟的热量消耗

。此表仅供参考。实际热量消耗还取决于其他因素，

如机体代谢率，年龄等。 

 

 

Activity/Body Weight (in 
Pounds)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Sitting 0.99 1.1 1.2 1.3 1.4 1.5 1.6 

Walking ( 3miles/hour) 2.7 3 3.3 3.5 3.8 4.1 4.4 

Cycling (10 miles/hour) 4.1 4.5 5.1 5.6 6 6.4 6.8 

Running (5 miles/hour) 5.9 6.5 7.2 7.9 8.5 9.1 9.7 

 

 

Activity/Body Weight (in 
Pounds)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Sitting 1.7 1.8 1.9 2 2.1 2.2 

Walking ( 3miles/hour) 4.7 5 5.3 5.6 5.9 6.2 

Cycling (10 miles/hour) 7.2 7.7 8.1 8.6 9 9.4 

Running (5 miles/hour) 10.4 11 11.6 12.2 12.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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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 

跟腱炎（脚后跟核疼痛）........................139 

跟腱断裂......................................135 

B 

拇囊肿和拇外翻................................141 

C 

腕管综合症....................................119 

D 

狭窄性腱鞘炎..................................124 

G 

腕部腱鞘囊肿..................................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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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脚跟疼痛（足底筋膜炎）........................137 

I 

嵌趾甲........................................134 

K 

半月板损伤引起的膝关节疼痛....................130 

骨关节炎引起的膝关节疼痛......................131 

M 

马雷特手指....................................126 

莫顿神经炎....................................140 

N 

颈部疼痛.....................................109 

O 

手指骨性关节炎...............................12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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髌骨/股四头肌肌腱炎..........................132 

椎间盘突出...................................111 

S 

坐骨神经痛....................................112 

脊柱侧凸......................................113 

申夹板（胫骨内侧应力综合症）..................133 

肩关节不稳定..................................115 

由于肩锁关节骨性关节炎引起的疼痛..............124 

肩周炎引起的肩部疼痛..........................117 

肩关节囊损伤引起的疼痛........................118 

T 

尾骨痛（尾椎痛）..............................114 

网球肘或肱骨外上髁炎..........................127 

手术准备的要点和指导..........................142 

进行骨科手术..................................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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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机指........................................123 

粗隆滑膜炎....................................129 

U 

尺骨神经炎....................................128 

W 

鞭击..........................................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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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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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