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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电生理技术在腕管综合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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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腕管综合征是卡压性周围神经病中最常见的疾病。早期腕管综合征患者不易诊断，神经电生理检测

对发现临床表现不典型的腕管综合征有重要作用，可减少误诊、漏诊，并以利及时对腕管综合征患者采取相应的治

疗措施，减少致残率，提高生活质量。本文就神经电生理技术在腕管综合征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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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管综合征(carpal tunnel syndrome，CTS)是卡压

性周围性神经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也是非外伤性造

成人手部残疾的常见原因之一。CTS 的诊断方式在

早期比较单一，主要由症状、体征决定。随着神经电

生理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由于其具有检查无创、操

作简便以及可重复性等优点[1]，使其成为诊断CTS最

常用的方法，结果是诊断CTS的金标准[2]。国外研究

认为经常进行腕部活动的人群(特别是这个领域的女

性人群)较其他人群更易受累，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其成人的发病率男性 0.6%，女性

5.8%[3]。Patterson 等 [4]的数据显示其发病率在美国达

0.5%~1.0%。研究的数据显示 CTS 的发病率达到了

2.1%[5]。我国虽然尚未见流行病学研究，但由于目前

中国手工劳动人口仍是大量的，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

增加，CTS的发病率将会不断增加，是神经电生理室

的最常见病种[6-7]。为了替临床诊断、治疗方法的选择

提供参考，本文将国内外对神经电生理检测技术在

CTS中的应用研究做如下综述。

1 CTS发展由来及有必要神经电生理检测技术

1.1 CTS发展由来 腕管综合征是由于各种急性

或慢性原因导致腕管内空间变窄、压力升高或者正中神

经本身的病变，使正中神经在腕管处受到嵌压而发生神

经受损的临床表现，其中以感觉受损出现最早[1]。早在

1853 年，Paget 首先描述了 Colles 骨折所致的 CTS 表

现；然后，在 1938 年，正中神经在腕管处的嵌压被

Moersh正式命名为“腕管综合征”。早期诊断CTS常

根据患者桡侧三指半麻木以及有Tinel征和Phalen征

阳性。但研究发现，如果只根据 CTS 患者的临床主

诉，则感觉障碍主诉有22.7%的患者的主诉不准确[1,8]；由

于20%正常人也会出现Tinel征或Phalon征阳性，并且肌

无力的主诉又有主观成分的存在，所以仅凭Tinel征或

Phalon征阳性或肌无力就诊断腕管综合征有时也是不充

分的。另外，国外有一研究报告显示超过1/3以上的CTS

患者主诉麻木和疼痛在腕横纹以上。

1.2 有必要神经电生理检测 由于CTS患者临床

主诉的不准确性、临床体征的假阳性，以及某些疾病之间

症状的重叠性，从而导致如果只重视主诉和体征，有可能

导致误诊或漏诊，而应用神经电生理检测技术却能很好

的将它们区别开来如：颈神经根病、胸廓出口综合征、遗

传性压力易感性神经病、腱鞘炎等[9-11]。

2 神经电生理技术发展历程

2.1 神经电生理技术的早期发展概况 在1851

年，DuBois-Reymond记录到臂部肌肉随意收缩产生的

动作电位，这可能是肌电图学的开端[12-15]。此外，Piper

等[16]首次通过记录肌肉的动作电位对运动神经传导进

行了测定。Proebster在 1928年对神经源性肌无力患

者做了首次EMG，并从中记录到了自发电。1929年，

Adrian 等[17]发明了同心圆针电极，并且Adrian还首次

使用了扬声器，使检查者不仅可通过示波器观察波

形，还可听到肌电活动的声音。1934年，Matthews等[18]

发明的差分放大器，使记录较小的肌肉的运动电位成

为了可能。其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大量的周围

神经损伤，以及各种电子设备如雷达和示波器的快速

发展，再加之当时的脊髓灰质炎的流行，使人们迫切

需要了解患者神经损伤的程度以及神经再生情况

等。由于以上因素的结合更加促进了EMG和NCV检

测研究的迅猛发展。于是，Harvey等 [19-20]应用神经电

生理技术观察CMAP的波幅及潜伏期来研究周围神

经炎。Hodes等[21]应用神经电生理技术研究对神经源

疾病的患者在不同的部位刺激其神经，首次计算出了

NCV。此后，Dawson [22-23]为了将运动纤维的逆向冲

动与感觉电位区分开来，采用了刺激指神经的方法。

上述这些检测技术最初仅在欧美开展，但很快传到了

其他国家。特别是1961年在意大利Pavia召开的第一

次肌电图国际会议，标志着神经电生理检测技术在世

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我国在神经电生理检测技

术方面起步较晚，于 1980年后在汤晓芙等[1]学者的不

懈努力下，现逐步赶上了国际的进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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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外神经电生理技术的应用

2.2.1 神经电生理技术在国外的应用 根据神

经电生理检测技术在CTS中的应用以及在检测过程

中应用腕管综合征的神经传导电生理诊断标准的应

用[9-10，24]，可为临床提供正中神经是否有功能受损以及

功能受损的严重程度，并通过对同侧肢体的尺神经(或

桡神经)的神经电生理检测有助于CTS与胸廓出口综

合征(thoracic outlet syndrome，TOS)、脊髓型或神经根

型颈椎病及多发性周围性神经病等疾病的鉴别。但

近年来国外研究发现，用传统的神经电生理诊断标准

检测一些具有典型CTS症状的患者时，有超过40%的

患者神经电生理检测结果无异常。因此，常规的、传

统的神经电生理诊断标准对某些临床表现典型，但神

经电生理损害不严重的CTS患者不能进行早期电生

理诊断[25]。据此，国外另一文献报道，对临床表现典型

而应用常规、传统的神经电生理诊断标准无异常的

CTS患者，可刺激环指，然后在腕部正中神经和腕部尺

神经处记录其潜伏期以及SNAP的波幅，如果正中神经

的潜伏期较尺神经的潜伏期延长0.4 ms即为异常[26]；或

者把同一个体的双侧正中神经的食、中指SNAP的波

幅进行对比，如果小于对侧(或正常值)的 1/2，即可在

电生理上成为诊断腕管综合症的标准[27]。

2.2.2 国内神经电生理技术的应用 姚琴妹

等 [28]在分析108例CTS患者时发现同组病例无症状上

肢出现电生理异常者为20%，提示有亚临床的腕管部

神经嵌压存在。顾雁浩等[29]研究发现有些经神经电生

理检测结果证实是腕管综合征早期患者，但其在临床

表现上却仅有食、中指指尖或桡侧三指的指尖间断性

的轻微麻木而无其他任何症状和体征。因此，神经电

生理检测对发现早期腕管综合征有着重要的实用价

值。朱艺等[30]研究发现在腕管综合征的早、中、晚期的

各个阶段中都存在SNAP的波幅变化，但CMAP的波

幅的异常变化却仅在嵌压较重、病程较长的中、晚期

患者中存在；而且发现在早期腕管综合征的灵敏度及

与临床诊断的相关性上，指神经(特别是环指)SNAP的

潜伏期和或波幅的变化明显高于CMAP的潜伏期和

或波幅。此外，在临床工作中还发现某些早期腕管综

合症患者中指SNAP潜伏期和或波幅发生异常时，其

CMAP的潜伏期却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顾玉东等[7]在

对 128例CTS患者(其中有 37例神经传导检测未引出

波或大鱼际肌出现自发电，即呈重度卡压的神经电生

理表现)分析中发现：术前有13例大鱼际肌正常，63例

轻度大鱼际肌萎缩、44例中度大鱼际肌萎缩、8例重度

大鱼际肌萎缩的患者中，术中仅发现正中神经卡压明

显、质地较硬，且神经增粗有19例；余正中神经外观与

质地正常，神经有轻度压痕的有 36例；其余神经增粗

不明显，但质地较硬的有53例。此研究结果也说明对

CTS可应用神经电生理检测技术以期早期明确诊断。

因此，通过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常规神经电生

理技术检测CTS时，只对中、晚期CTS患者的阳性率

高，而对早期CTS患者有可能漏诊。所以，必须规范

神经电生理检测在 CTS 中的检测流程，以发现早期

CTS患者，减轻患者正中神经进一步损伤的可能，避

免出现大鱼际肌无力，甚至萎缩而导致功能的永久

丧失。

3 神经电生理技术成熟期

3.1 神经传导速度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NCV)的检测 通过对正中神经的检测观察其SNAP、

SCV、DML等情况，以评估其神经是否受损以及神经

受损的严重程度，是目前诊断CTS的金标准。虽然检

测正中神经的NCV在诊断CTS上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但有时候其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其正中

神经NCV的严重程度不相匹配[31]，这可能由于症状由

较小的神经分支受累引起，常规NCV并不能检测到细

小神经纤维功能。因此，如果常规检测正中神经时，

发现其 DML 明显延长，以及感觉神经电位潜伏时明

显延长，并且波幅明显降低，F波潜伏时明显延长，而

检测尺神经的DML、MCV、SCV、CMAP、SNAP和F波

皆正常，则强烈提示CTS [32]。而如果临床表现典型，

神经电生理检测结果正常，则需选择更敏感的检测方

法如同侧肢体的正中神经和尺神经(或桡神经)的SCV

侧差或自身双侧正中神经SNAP的波幅对比等。

3.2 正中神经、尺神经神经电生理检测结果对

比 如果正中神经传导检测结果示正常、可疑或轻度

异常，则必须进一步作正中神经和尺神经(如果尺神经

异常，可让正中神经与桡神经比较)比较：①腕-环指感

觉神经潜伏时比较：常用的是分别在腕部尺神经和正

中神经处刺激，用环状电极在环指记录，腕与环状电

极之间的距离为13 cm，比较潜伏时差，如果潜伏时差

大于0.4 ms为异常。②手掌-腕混合神经潜伏时比较：

分别在腕部尺神经和正中神经处给予刺激，在手掌第

4、5 指间和第 2、3 指间记录，距离 9 cm，比较潜伏时

差，大于0.4 ms为异常。③在手掌第2、3掌骨之间(此

处有正中神经支配的第二蚓状肌和尺神经支配的骨

间肌)记录潜伏时比较：分别在腕部尺神经和正中神经

处刺激，在手掌第2、3掌骨之间记录，距离10 cm，比较

潜伏时差，如潜伏时差超过0.4 ms为异常(此方法主要

用于拇短展肌有严重的萎缩致使进行常规正中神经

运动传导检测时无法从拇短展肌记录到CMAP的波

幅，从而无法确定拇短展肌的萎缩是由于严重的CTS

所导致者)。④如果临床表现很典型，但以上检查方法

仍正常，此时则需要采用正中神经节段检查法(inching

法)。即刺激电极位于腕管近端 2 cm 和远端 4 cm 之

间，记录电极用环状电极，然后在腕管处每隔 1 cm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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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刺激点，分别给予超强刺激，如果两点之间潜伏

时差超过0.4 ms，则提示正中神经在两点之间有轻微卡

压(因为任何两点之间潜伏时差不应该超过0.3 ms)。此

方法能够对正中神经受嵌压的具体部位进行准确定

位[32]。

3.3 CTS的神经电生理检测结果异常率 当今，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同手正中神经与尺神经SCV比

较[1，33-34]异常率为 78%~100%；同手正中神经和桡神经

SCV比较[35-36]异常率为69%~78%。汤晓芙[1]研究后认

为：神经传导速度检测的异常率比同心针极肌电图检

查(needle electromyography，EMG)异常率高；在NCV

异常率中，SCV又比MCV异常率高；手心-腕的异常

率又比指-腕SCV异常率高；特别是顾雁浩等[29]研究了

CTS电生理分期的定量指标，指出临床医师在对CTS

分期时除结合病史、症状、体征和特殊检查外尚应重

视神经电生理检测结果才能进行正确的诊断和分期。

4 应用神经电生理技术早期诊断CTS的重要性

4.1 国内外学者对早期 CTS 行保守治疗的研

究 Piazzini等[37]、Zinnuroglu等[38]研究发现可以对轻、

中度CTS患者早期推荐腕夹板、糖皮质激素注射等保

守治疗。由于腕夹板具有方便、实用、物美价廉和较

少出现不适等优点，可作为轻、中度CTS患者的治疗

首选。早期可在夜间使用以降低腕管内软组织对正

中神经压力，避免正中神经受到过度挤压，从而使腕

部的血液循环畅通，进而缓解夜间和长时间休息时的

麻木、针刺感[37，39]。一般认为将腕部固定中立位效果

最佳[38，40]，因为此时正中神经受压最轻。

AAOS推荐对CTS患者在选择手术治疗前应先采

用一些非手术治疗手段如局部注射或口服类固醇治

疗[41]，并且发现类固醇药物的疗效优于非类固醇药物

如消炎药和利尿剂。Marshall 等[40]同意上述观点，同

时他们报道采用局部注射类固醇3个月的疗效优于口

服给药法。Chang等[42]研究也证实对CTS患者进行腕

管内注射类固醇药物最为有效，并且不受剂量和治疗

持续时间的限制。刘双明等[43]研究发现CTS患者约有

13.4%是以晨僵为主诉来就诊的；而产生晨僵的病因

是由于腕管内的腱鞘、滑膜组织肿胀、增生，然后产生

的炎性渗出物增多所致。而以上原因导致了腕管的

狭窄、腕管内的压力增大，从而使腕部正中神经受到

嵌压。根据病因，对此类患者如给予合理制动，以及

腕管内注射类固醇类药物，再进行适度功能训练即可

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对于不适宜进行类固醇治疗者或者拒绝手术治

疗的轻、中度腕管综合征患者，也可行针刺治疗 [44]。

Cai [45]对60例轻度腕管综合征患者采用推拿加温针灸

治疗，治愈率达81.7%。潘建安[46]采用针刺十宣、大陵、劳

宫穴，留针加用电刺激仪治疗86例腕管综合征患者，总

有效率96.5%。传统拔罐疗法[47]、手法治疗[48]在缓解症状

方面也有一定疗效。

4.2 国内外对中、晚期CTS行手术治疗适应证的

研究 美国骨科医师协会(AAOS)提出对CTS患者应

先行保守治疗，如果保守治疗2~7周症状仍不能缓解，

就应该更换其他治疗方法或直接采用手术治疗[43]。顾

玉东[49]研究提出，对正中神经感觉支配区出现感觉减

退，其DML>4.5 ms的患者可手术治疗；对正中神经感

觉支配区行神经电生理检测已经出现感觉神经电位

波幅消失，并且拇短展肌出现自发电的患者，应手术

治疗。

总之，由于神经电生理技术在CTS检测中的不断

发展，使临床医师从初步认识CTS后，根据其症状、体

征对CTS患者进行手术，到现在依靠神经电生理检测

结果后对确诊CTS患者进行手术，从而减少了误诊、

漏诊；并且可根据电生理检测结果，再结合临床表现

对感觉过敏型CTS慎行手术，从而提高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减少了致残率。因此，对手麻木的患者，尤其麻

木分布在正中神经支配区内或以手部症状为主者，皆

应首选神经电生理检查，以确定诊断，尽早给予治

疗。由于神经电生理检测是对神经功能状况的监测，

且可以重复多次进行，因此成为早期诊断CTS和判断

其预后及疗效良好与否的重要技术。
参考文献

[1] 汤晓芙. 腕管综合征(CTS)的电生理诊断要点[J]. 临床神经电生理

学杂志, 2003, 12(1): 55-56.

[2] 晏小琼, 卢祖能, 初红. 正中神经前臂段运动传导与腕管综合征严

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J]. 临床神经电生理学杂志, 2009, 18(6):

334-337.

[3] de Krom MC, Knipschild PG, Kester AD, et al. Carpal tunnel syn-

drome: prevalenc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J]. J Clin Epidemiol,

1992, 45(4): 373-376.

[4] Patterson JD, Simmons BP. Outcome assessment in carpal yunnel

syndrome [J]. Hand Clin, 2002, 18(2): 359-363.

[5] Atroshi I, Gummesson C, Johnsson R, et al. Diagnostic properties of

conduction tests in population based carpal tunnel syndrome [J].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2003, 4: 9.

[6] Lu ZN, Tang X. Carpal tunnel syndrome: Etiological, clinincal and

electrotrophysiological aspects of 262 cases [J]. Chin Med Sei J,

1995, 10(2): 100-104.

[7] 顾玉东, 陈德松, 史其林, 等. 腕管综合征 128例分析[J]. 中华手外

科杂志, 2006, 22(5): 283-285.

[8] Tang XF, Zhuang L, Lu ZN. Carpal tunnel sydrme: aretrospective

onalysis of 262 cases and a one to matched case-controled study of

61 women pairs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al touse work and car-

pal tunnel syndrome [J]. Chin Med J, 1999, 112(1): 44-48.

[9] Quality Standards Sub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eu-

rology. Practice paraameter for carpal tunnel syndrome [J]. Neurolo-

gy, 1993, 43(11): 2406-2409.

[10] Fisher B, Gorsche R, Leake P. Diagnosis,causation and treatment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n evidence besed assessment, a background

··99



海南医学2018年1月第29卷第1期

paper prepared for Medical Services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M]. Canada: Alberta, 2004: 8-11.

[11] 刘晓琳, 盛加根, 曽炳芳. 腕管综合征诊断的研究进展[J]. 中国矫形

外科杂志, 2010, 18(24): 2062-2065.

[12] DuBois-Reymond E. Vorlaufiger Abrifs einer Untersuchung uber den

sogenannten Froschstrom und uber die elektromotorischen Fische

[J]. Annalen der Physik Und Chemie 58: 1-30.

[13] DuBois-Reymond E. On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vo-

lition and sensation through the nerves [J]. R Insr Great Britain Proc,

1866: 575-593.

[14] Morgan CE. Electro-physiology and Therapeutics.William Wood and

Company, New York, 1868.

[15] Mottelay PF.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of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S].

Charles Griffin and Company, Lodon, 1922.

[16] Piper H. Weitere Mitteilngen uber die Geschwindigkeit der Erregung-

sleitung immarkhaltigen menschlichen Nerven [J]. Pflugers Arch Ges

Physiol, 1909, 127: 474-480.

[17] Adrian ED, Bronk DW:The discharge of impulses in motor nerve fi-

bers.Pare Ⅱ. The frequency of discharge in reflex and voluntary con-

tractions [J]. J Physiol (Lond), 1929, 67: 119-151.

[18] Matthews BHC: A special purpose amplifier [J]. J Physiol (Lond),

1934, 81: 28-29.

[19] Harvey AM, Kuffler SW. Motor nerve function with lesions of the pe-

ripheral nerves: A quantitative study [J]. Arch Neurol Psychiatry,

1944, 52: 317-322.

[20] Harvey AM, Kuffler SW, Tredway JB. Peripheral neuritis: clinical

and physi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a series of twenty cases of un-

known etiology [J]. Bull Johns Hopkins Hosp, 1945, 77: 83-103.

[21] Hodes R, Larrabee MG, German W. The human electromyogram in

response to nerve stimulation and the conduction velocity of motor

axons:Studies on normal and on injured peripheral nerves [J]. Arch

Neurol Psychiatry, 1948, 60: 340-365, 1948.

[22] Dawson GD: A summation technique for the detection of small

evoked potentials [J]. Electroencephalogr Clin Neurophysiol, 1954, 6:

65-84.

[23] Dawson GD. The relative excitability and conduction velocity of sen-

sory and motor nerve fibres in man [J]. J Physiol(Lond), 1944, 131:

436-451.

[24] 卢祖能, 曾庆杏, 李承晏, 等. 实用肌电图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

版社, 2000: 287-311, 879-880.

[25] 田东, 张凯莉, 朱明洁. 环指感觉神经动作电位潜伏期诊断轻度腕

管综合征的作用[J]. 中华手外科杂志, 2005, 21(1): 26-27

[26] Uncini A. Ring finger testing in tunnel syndrom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agnostic utility [J]. Muscle Nerve, 1989, 12: 735-741.

[27] Mortier G, Dijs H, De Ridder A,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motor ter-

minal latency time of the median nerve and the result of conservative

treatment(cortisoe injection) in carpal tunnel syndrome [J]. Acta Belg

Med Phys,1989, 12: 19-21.

[28] 姚琴妹, 沈丽英, 李盛昌, 等. 108例腕管综合征正中神经传导测定

结果分析[J]. 中华手外科杂志, 1995, 11(3): 174-175.

[29] 顾雁浩, 张凯莉, 朱艺, 等. 探讨腕管综合征电生理分期的定量指标

[J]. 中华手外科杂志, 2004, 20(3): 145-147.

[30] 朱艺, 张凯莉, 劳杰, 等. 腕管综合征术前、后感觉神经动作电位与

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检测结果的比较[J]. 中华手外科杂志, 2005, 21

(1): 23-25.

[31] Chan L, Turner JA, Comstock BA,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odiagnostic findings and patient symptoms and function in car-

pal tunnel syndrome [J]. Arch Phys Med Rehabil, 2007, 88: 19-24.

[32] 党建霞. 肌电图诊断与临床应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186-196.

[33] 王冰, 车峰远, 任士卿, 等. 应用环指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测定诊断腕

管综合征[J]. 中华手外科杂志, 2004, 20(3): 143-144.

[34] 汤晓芙, 车峰远, 崔丽英, 等. 环指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在轻度腕管综

合征诊断中的应用[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03, 36(4): 269-271.

[35] Carroll CJ. Comparison of median radial nerve sensory latencies in

the electrotrophysiological diagnosis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J].

Elecyroencephalogr Clin Neurophysiol, 1987, 68: 101-106.

[36] 车峰远, 蒋建章, 王冰, 等. 拇指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对轻度腕管综合

征的诊断作用[J]. 中华手外科杂志, 2003, 19(2): 79.

[37] Piazzini DB, Aprile I, Ferrara PE,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n-

servative treatment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J]. Clin Rehabil,

2007, 21(4): 299-314.

[38] Zinnuroglu M, Baspinar M, Beyazova M. Carpal lock and the volar-

supporting orthosis in mild and moderate carpal tunnel syndrome [J].

Am J Phys Med Rehabil, 2010, 89(9): 759-764.

[39] Fung BK, Chan KY, Lam LY, et al. Study of wrist posture, loading

and repetitive mo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developing carpal tunnel syn-

drome [J]. Hand Surg, 2007, 12(1): 13-18.

[40] Marshall S, Tardif G, Ashworth N. Local corticosteroid injection for

carpal tunnel syndrome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7, 2:

CD001554.

[41] Keith MW, Masear V, Amadio PC, et al. Treatment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J]. J Am Acad Orthop Surg, 2009, 17(6): 397-405.

[42] Chang MH, Ger LP, Hsieh PF, et al. A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 of

oral steroids in the treatment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 long term

follow up [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2, 73: 710-714.

[43] 刘双明, 赵如清, 杨峰, 等. 以手部晨僵为表现的腕管综合征9例分

析[J]. 中华手外科杂志, 2013, 29(3): 177-178.

[44] Yang CP, Hsieh CL, Wang NH, et al. Acupuncture in patients with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 randomiaed controlled trial [J]. Clin J

Pain, 2009, 25(4): 327-333.

[45] Cai DF. Warm-needling pius Tuins relax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car-

pal tunnel syndrome [J]. J Tradit Chin Med, 2010, 30(1): 23-24.

[46] 潘建安. 以十宣穴为主治疗腕管综合征 86 例[J]. 上海针灸杂志,

2010, 29(3): 189.

[47] Michalsen A, Bock S, Ludtke R, et al.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upping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 randomized con-

trolled trial [J]. J Pain, 2009, 10(6): 601-608.

[48] Bialosky JE, Bishop MD, Price DD, et al. A randomized

sham-comtrolled trial of a neurodynamic technique in the treatment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J]. J Orthop Sports Phys Ther, 2009, 39

(10): 709-723.

[49] 顾玉东. 腕管综合征与肘管综合征诊治中的有关问题[J]. 中华手外

科杂志, 2010, 26(6): 321-322.

(收稿日期:2017-03-26)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