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临床诊查



第一节     损伤的症状体征
     
     损伤：人体受到外界各种创伤因素引起的皮肉、筋骨、

脏腑等组织结构的破坏，及其带来的局部和全身反应。

一、全身情况

二、局部症状体征

（一）一般症状体征

疼痛、肿胀青紫、功能障碍

（二）特殊症状体征

畸形、骨擦音、异常活动、关节盂空虚、弹性固定。

**关节盂空虚、弹性固定是脱位的特征





第二节    骨病的症状体征

骨病：骨骼、关节及其周围筋肉的疾病。

一、全身症状体征
骨痈疽、骨痨、痹证、痿证

骨痈疽：化脓性骨髓炎
骨痨：骨结核
痹症：中医指由风、寒、湿等侵袭肌体导致肢节疼痛、麻木、屈伸
      不利的病症。属实证。
痿证：中医指肢体痿弱无力，不能随意运动的一类病症。属虚症。



第二节    骨病的症状体征

二、局部症状体征

（一）一般症状体征
疼痛、肿胀、功能障碍。

（二）特殊症状体征
畸形、肌萎缩、筋肉挛缩、肿块、疮口与窦道。









第三节    四诊

• 望诊

• 闻诊

• 问诊

• 切诊



一、望诊

（一）望全身：望神色、望形态。

（二）望局部：望畸形、望肿胀瘀斑

              望创口、望肢体功能

（三）望舌：察舌质、望舌苔

   察舌质：主要观察舌形、舌态、舌的色泽及荣枯等。

   舌苔：正常人舌背上有一层薄白而润的苔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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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舌色——淡红色。

• 舌色红绛——热证或阴虚。（感染发热）

• 舌色青紫——瘀血凝聚。

• 正常舌苔——薄白润滑。

• 舌苔的厚薄与邪气盛衰成正比。

• 黄苔——热证。（创伤感染、瘀血化热）











二、闻诊：听和嗅
（一）听骨擦音

（二）听骨传导音

（三）听入臼声

（四）听筋的响声：关节摩擦音，关节弹响声，肌腱弹
响声与捻发音。

（五）听啼哭声

（六）听创伤皮下气肿的捻发音

（七）闻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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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诊

（一）一般情况

（二）发病情况：主诉、发病过程、伤情（疼痛，剧
痛？酸痛？麻木？，肿胀、肢体功能障碍、畸形、
创口）。

（三）全身情况：寒热、汗、饮食、二便、睡眠。

（四）其他情况：过去史，个人史，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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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四诊
四、切诊：

      又称脉诊，通过切脉可掌控机体内部气血、虚实
、寒热等变化

1.浮脉：指轻取即得，重按稍减而不空，举之泛泛
而有余，如水上漂木的脉象。（新伤瘀肿、疼痛剧
烈、表证）

2.沉脉：脉位低沉，轻取不应指，重按始得的脉象
。（内伤出血、腰脊损伤）

3.迟脉：脉搏缓慢，每息脉来不足四至。（伤筋挛
缩、瘀血凝滞）

4.数脉：每息脉来超过五至。（损伤发热）



5.滑脉：往来流利，如盘走珠，应指圆滑，充实有力。（痰饮、
食滞、胸部挫伤血实气壅及妊娠期）

6.涩脉：脉形不流利，细而迟，往来艰涩，如轻刀刮竹。（气滞
、血瘀、精血不足）

7.弦脉：脉来端直以长，如按琴弦。（肝胆疾病，阴虚阳亢）

8.濡脉：与弦脉相对，浮而细软，脉气无力移动。（气血两虚）

9.洪脉：脉形如波涛汹涌，来盛去衰，浮大有力，应指脉形宽，
大起大落。（热证、伤后血瘀化热）

10.细脉：脉细如线。（阴血虚、气虚、久病体弱）

11.芤脉：浮大中空。（失血）

12.结、代脉：间歇脉的统称。脉来缓慢而时一止，止无定数为
结脉；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良久复动，止有定数为代脉
。（损伤疼痛剧烈，脉气不衔接）



一、检查方法与次序

望、触、叩、听、关节活动、肌力、测量、特殊
试验（特殊检查）、神经功能、血管检查。

二、测量检查

（一）肢体长度

（二）肢体周径

（三）关节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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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骨与关节检查法

（三）关节活动范围

1.中立位0º法：先确定每一关节的中立位为0º，
如肘关节完全伸直时为0º，完全屈曲时为
140度。

2.邻肢夹角法：以两个相邻肢段所构成的夹
脚计算。如肘关节伸直时定位180度，完全
屈曲时可成40度，关节活动范围是140度。
（180度－40度）。











三、肌力检查

（一）检查内容

1.肌容量：观察肢体外形有无肌肉萎缩、挛缩、
畸形。

2.肌张力：静止状态下肌肉保持一定                
的紧张度。

（二）肌力：肌肉主动运动时的力量、幅度和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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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测定标准：分为6级。

 0级：肌肉无收缩。

Ⅰ级：肌肉有轻微收缩，但不能移动关节。

Ⅱ级：肌肉收缩，关节可水平运动，但不能对抗地心
引力。

Ⅲ级：能对抗地心引力移动关节，但不能对抗阻力。

Ⅳ级：能对抗地心引力移动关节，能对抗一定强度的
阻力。

Ⅴ级：能对抗强大的阻力运动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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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临床检查法

（一）摸法：摸压痛、摸畸形、摸肤温、摸异常活动、摸弹性

固定、摸肿块、摸脉象。

     常用手法：触摸法、挤压法、叩击法、旋转法、屈伸法、摇

晃法

（二）特殊检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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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骨与关节检查法

（二）特殊检查法

  1.颈部

(1)分离试验

(2)颈椎间孔挤压试验

(3)臂丛神经牵拉试验



颈椎间孔挤压试验

多见于神经根型颈椎病或颈椎间盘突出症



臂丛神经牵拉试验

多见于神经根型颈椎病



2.腰背部

(1)直腿抬高试验

(2)拾物试验

(3)仰卧挺腹试验

(4)背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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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于坐骨神经痛和腰椎间盘突出症



仰卧挺腹试验

多见于腰椎间盘突出症



3.骨盆

（1）骨盆挤压试验

（2）骨盆分离试验

（3）骨盆纵向挤压试验

（4）屈髋屈膝试验

（5）梨状肌紧张试验

（6）髋外展外旋试验（“4”字试验）

（7）斜板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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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于骨盆骨折或骶髂关节病变



多见于骨盆骨折或骶髂关节病变



闪腰、劳损，腰椎椎间关节、腰骶关节、
骶髂关节病变



梨状肌紧张试验

提示梨状肌综合症



髋外展外旋试验（“4”字试验）

提示骶髂关节病变



4.肩部
（1）搭肩试验（提示肩关节脱位、肩周炎）
（2）肱二头肌抗阻力试验
（3）直尺试验
（4）疼痛弧试验
（5）冈上肌腱断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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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冈上肌腱病变，肩袖病变。



5.肘部
（1）腕伸肌紧张试验（多见于网球肘）
（2）叩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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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伸肌紧张试验

提示肱骨外上髁炎（网球肘）



6.碗和手部

（1）握拳试验（提示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

（2）腕三角软骨挤压试验

（3）舟状骨叩击试验

（4）指浅屈肌试验

（5）指深屈肌试验

第四节    骨与关节检查法



7.髋部

（1）髋关节屈曲挛缩试验

（2）髋关节过伸试验

（3）“望远镜”试验

（4）蛙式试验

（5）下肢短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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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婴幼儿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提示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蛙式试验



8.膝部
（1）回旋挤压试验（麦氏试验）
（2）研磨挤压试验
（3）抽屉试验
（4）侧方挤压试验
（5）浮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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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旋挤压试验（麦氏试验）

提示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研磨挤压试验

提示有半月板或关节软骨损伤



抽屉试验

提示膝关节前后交叉韧带损伤



浮髌试验

提示关节腔内有积液



9.踝部
（1）踝关节背伸试验
（2）伸踝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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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影像学检查

一、X线检查

（一） X线检查应用原理

（二）骨伤科应用

1.X线片的质量评价

2.骨骼的形态及大小比例

3.骨结构

4.关节及关节周围软组织

5.儿童骨骺

6.脊椎







颈椎正侧位



颈椎张口位



颈椎双斜位







颈椎动力位



二、CT检查

（一）原理

（二）骨伤科应用

1.脊柱：①椎管；②椎间盘；③脊髓；④侧隐窝；⑤黄韧带。

2.椎管及椎管内软组织

3.椎间盘突出症

4.椎管狭窄症

5.软组织及骨肿瘤

6.脊柱结核

7.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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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RI检查

（一）原理

（二）骨伤科应用

1.骨折

2.脊柱

3.椎间盘疾患

4.椎管狭窄症

5.椎骨或椎间盘的感染

6.脊髓内、外肿瘤

7.膝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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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射性核素

（一）原理

（二）骨伤科应用

1.骨骼系统疾病

2.原发性恶性肿瘤

3.骨转移灶

4.骨病

5.确定移植骨的血液供应及存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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