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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总结、分析肌骨超声（musculoskeletal ultrasonography，MSKUS）技术在第

18届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优秀运动员损伤诊治中的应用。方法：将MSKUS技术首次引入到

第 18 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医疗保障营的损伤诊治中，应用 MSKUS 技术对损伤的类

型、部位、程度进行诊断和分类。结果：共35名运动员接受了MSKUS诊断，其中，33名运动

员经过诊断及适当治疗后顺利完成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女子篮球、男子羽毛球等获得

团体项目金牌，男子体操、游泳、摔跤等项目均有金牌获得者），2名运动员经诊断后建议退

赛回国治疗。其中，肌肉损伤 9例（占 25.71%），肌腱、韧带、筋膜损伤 22例（占 62.86%），骨

与软骨损伤2例（占5.71%），滑囊炎2例（占5.71%）；损伤部位以下肢为主（占74.29%）。绝

大部分损伤程度为轻度损伤，仅2例为重度损伤。结论：MSKUS技术在第18届印尼雅加达

亚运会中为中国优秀运动员的运动损伤提供了精确有效的诊断，为损伤治疗方案的制定提

供了精准、客观的依据，为科学参赛、高效参赛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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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sonography (MSKUS)

in medical diagnosis of sports injuries in Chinese athletes whoattended the 18th Asian Games in

Indonesia. Methods: MSKUS was introduced to providing precise medical diagnosis of sports

injuries in medical camp of Chinese delegate for the first time in 18th Asian Games hosted by Ja‐

karta, Indonesia. Injury type, location, and severity wereclassified by MSKUS. Results: 35 Chi‐

nese athletes received MSKUS’precise diagnosis.Among them, 33 athletes successfully com‐

pleted the competition after diagnosis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and achieved excellent results,

which including women’s basketball and men’s badminton team won the team gold medal,

men’s gymnastics, swimming, wrestling and other events hadgold medal winners. 2 athletes

were suggested to return back to China to receive domestic cares. There were 9 muscle injury

cases, accounted for 25.71% of total injuries. 22 cases were reported regarding tendon, liga‐

ment, and fascia injuries, accounted for 62.86%. Then, 2 cases were respectively for bone & car‐

tilage injury and bursitis, identically accounted for 5.71%. 74.29% of total injuries were located

in lower extremities. Furthermore, majority of injuries were minor injuries, and only 2 severe in‐

juries were found. Conclusions: MSKUS provided precise diagnosis of sports injuries for Chi‐

nese athletes in 18th Asian Games in Jakarta, Indonesia. Thus, MSKUS could objectively and

precisely provide reference to treatment measures, which provided science-based and effective

support for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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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系统损伤进行诊断的一种临床辅助检查。Dussik 等

（1958）首次报道了应用超声技术观察肌肉骨骼系统，详

细描述了肌肉、肌腱、骨、软骨、脂肪等超声图像。Mcdon‐

ald等（1972）利用超声诊断技术鉴别腘窝囊肿和小腿静脉

血栓，标志着MSKUS正式走上临床医学舞台。经过 40余

年的发展，MSKUS 诊断在肌肉、肩袖、膝关节、踝关节损

伤中的准确率达 90% 以上（付琳 等，2018；付中华 等，

2016；王虹，2019；张雷 等，2018）。Yim 等（2012）对超声

在运动医学领域的应用做了全面的综述，研究共纳入

2003—2012 年 MSKUS 相关文章 151 篇，提出 MSKUS 不

仅是诊断工具，还是辅助治疗的工具。邢更彦等（2005）

通过实验研究探讨超声定位在冲击波治疗肩部疼痛的应

用价值，提示，超声波定位冲击波治疗优于痛点定位。

Hammer 等（2005）采用超声定位冲击波治疗足底筋膜炎。

由于国内 MSKUS 应用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较国外

推广相对滞后，在大型体育赛事医疗保障中的应用也鲜

有报道。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奥运村综合医院超声科共接

诊 759 例患者，其中，超声诊断肌肉骨骼疾病患者人数占

总接诊人数的 30.04%，但并未对MSKUS接诊病例展开详

细的描述（He et al.，2011）。2012 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奥

运村综合医院采用超声、CT 与核磁共振等影像学诊断方

法，在所有就诊病例中，核磁共振使用率最高，超声次之，

所有诊断技术均在比赛第 10 天达到使用高峰（Vanhegan

et al，2013）。2016年里约夏季奥运会，奥运村综合医院采

用 X 射线、超声及核磁共振等影像学诊断方法，在运动损

伤性疾病中，核磁使用率占 60%，X 射线 30%，超声 10%；

在亚洲、北美洲和欧洲运动员中，超声检查的接受度最

高。超声检查主要解决肌腱和韧带损伤问题（Ali

Guermazi et al.，2018）。

2018 年第 18 届雅加达亚运会期间，为提升中国体育

代表团比赛期间医疗保障质量，并为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

（以下简称“东京奥运会”）和 2022年北京冬奥会医疗保障

积累经验，国家体育总局首次批准在亚运村外成立中国

体育代表团参赛保障营，其中，医疗保障由 27 人组成，为

845 名运动员提供了近 800 人次的医疗服务（金晨 等，

2019）。MSKUS 首次作为损伤诊断工具参与到本次保障

营的医疗工作中。本研究以 MSKUS 诊断损伤案例为基

础，探讨 MSKUS 对我国优秀运动员在大型赛事期间损伤

诊治的意义。同时提出 MSKUS 在大型赛事中的改进意

见与建议，以期能够扩大 MSKUS 的使用范围及使用空

间，更好的发挥MSKUS优势。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 2018 年 8 月—9 月，雅加达亚运会期间经

MSKUS 诊断的 35 名中国优秀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性 21名，女性 14名，年龄 23.91±2.06岁。

1.2 仪器与研究方法

实践操作由国家体育总局功能检测科主治医师完

成，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运动医学博士指导。采用日立

Noblus彩色多普勒便携式诊断仪，线阵探头L55（频率 5～

13 MHz）。检查过程中，根据运动员损伤的部位，指导运

动员保持舒适体位，将损伤部位充分暴露。对损伤部位

进行多切面探查，健侧、患侧对比探查及动态探查。充分

了解损伤范围、组织完整性、内部回声、周围软组织及血

管、神经等情况。

1.3 观察指标

不同类型及程度损伤的超声表现存在差异。肌肉损

伤诊断标准：1）轻度损伤：肌肉纤维纹理模糊，肌肉纤维

纹理走向及连续性正常/未见异常；2）中度损伤：肌肉纤

维纹理紊乱，内部回声不均匀，部分纤维纹理连续性中断

或肌肉完全撕裂（王艳蕾 等，2019）。韧带损伤诊断标准：

1）韧带挫伤：回声呈逐渐减低趋势，连续性较好，韧带单

纯肿胀性增厚明显；2）部分断裂：韧带结构出现部分中断

或层厚变薄、弹性下降，且周边软组织存在明显积液回声

影像；3）完全断裂：韧带结构连续性明显中断，且韧带张

力、弹性损伤明显，被动运动时韧带损伤裂口明显（温静，

2019）。肌腱和筋膜损伤与韧带损伤类似。骨与软骨损

伤：骨皮质回声不均匀或骨皮质连续性差，软骨回声不均

匀或裂隙样低回声存在。滑囊炎：出现滑膜周围血管、血

流变化，滑膜增生等情况，根据血流信号对滑膜炎进行分

级（潘童 等，2017）。根据损伤机制和症状的出现情况，将

损伤分为急性损伤和慢性损伤，急性损伤为突发的，原

因、症状十分明确的损伤；慢性损伤是由于过度使用而导

致的损伤（曲绵域 等，2003）。

1.4 统计学分析

计数型指标比较，使用例数、百分率的方式进行数据

处理，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在雅加达亚运会期间，MSKUS 共接诊 35 名运动员，

涉及篮球、羽毛球、游泳、摔跤、体操、跆拳道、曲棍球、自

行车、三人篮球、帆船等 22 个项目。其中，33 名运动员经

MSKUS 诊断后立即接受治疗，顺利完成了比赛，均未出

现损伤加重的情况。1 名女子体操运动员右侧膝关节内

侧副韧带部分撕裂；1名男子帆船运动员左肩冈上肌腱完

全断裂，左侧肩锁关节脱位。经超声专家及外科专家共

同决定，建议这 2名运动员退出比赛，回国接受手术治疗。

在损伤类型中，以肌腱、韧带及筋膜损伤为主，占

62.86%，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损伤类型，P＜0.05（表 1）。

在急慢性损伤中，以慢性损伤为主，占 74.29%，发生

率显著高于急性损伤组，P＜0.05（表 2）。

109



中国体育科技 2020年（第56卷）第7期

损伤部位（Fuller et al，2006）多集中在下肢，以膝关

节、踝关节为主，各损伤类型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表 3）。

在超声使用方面，比赛开始前 4 天，超声科并未接诊

运动员，第 5天开始，接诊运动员数量逐渐增加，至比赛第

10 天超声接诊运动员数量达高峰，此后接诊运动员数量

逐渐减少（图 1）。

3 讨论分析

3.1 国内外超声技术在大型赛事中的应用现状

从现有文献分析，国外超声技术在大型运动赛事中

的应用报道来自于奥运村综合医院超声使用情况，尚未

查询到关于各参赛代表团医疗保障中有关超声或

MSKUS 使用的情况。且研究多集中在各种诊断方法，如

核磁共振、CT 检查、X 射线检查及超声检查的使用率比

较。研究涉及的疾病除运动损伤以外，还包括腹部、妇

科、血管、心脏等。针对超声技术诊断运动损伤方面研究

集中在不同运动项目的超声使用情况，鲜有对病例的损

伤类型、损伤程度、损伤分期进行详细阐述（Guermazi et

al.，2018；Vanhegan et al.，2013）。本研究通过对 MSKUS

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赛事第 10 天诊断人数达高峰。

这与伦敦夏季奥运会得出的诊断仪器使用高峰期一致。

由于赛事在第 9～10 天参与人数最多、比赛项目最多，因

此仪器使用率也最高。此结果可以帮助进一步优化调配

医疗资源，高效率应对医疗服务工作。国内大型赛事超

声使用情况的最早报道源自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资

料同样来自奥运村综合医院，研究仅对超声使用情况和

诊断的疾病进行了归纳（He et al.，2011）。2018 年雅加达

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成立保障营，超声作为唯

一可随代表团同行的损伤诊断工具，以高准确性、高效

性、便携性和无创性受到了运动医学专家的认可和高度

关注。

3.2 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保障营MSKUS应用实践

3.2.1 微小损伤的早期诊断，提前预警

本研究中，急性轻度损伤运动员 7 名，包括肌肉轻度

拉伤、指骨微小骨折、滑囊炎急性期。在 MSKUS 明确诊

断后，接受及时治疗，均顺利完成比赛。急性损伤是突发

的、病因明确的损伤。由于损伤的发生不可预测，在大型

体育赛事中，需要更早期、更精确判断损伤的情况。

MSKUS 可清晰显示肌肉、韧带结构，具有软组织分辨率

高、多角度呈现、多平面等优势（冯艳，2018）。对于肌肉

或韧带的急性微小损伤，MSKUS 敏感性极高，可通过纤

维回声的清晰度以及纤维的局部回声增强或减弱发现。

对微小损伤，通常建议在受伤后 24～48 h进行MSKUS 检

查（Järvinen et al.，2007）。急性骨骼损伤最常见的是骨

折，MSKUS 对细小骨折比 X 射线的敏感性更高。不同轴

向的超声图像可以从多个平面观察骨折的情况，且不受

骨折线角度的影响，对于隐匿性骨折及骨折愈合的过程

有较好的观察效果（Kozaci et al.，2015）。MSKUS 可用于

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和骨质侵蚀等关节病变，被认为

是可快速对关节炎症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的客观敏感工

具，能够为炎性关节病变急性发作提供准确参考（Fortin，

表1 MSKUS诊断运动员损伤类型及占比

Table 1 Injury Type and Relative Percentage

Diagnosed by MSKUS

肌肉损伤

肌腱、韧带、筋膜损伤

骨与软骨损伤

滑囊炎

例数

9

22

2

2

轻度

损伤

9

20

2

0

中度

损伤

0

0

0

0

重度

损伤

0

2

0

0

百分

比/%

25.71

62.86*

5.71

5.71

注：*，P<0.05，下同。百分比处数据由于四舍五入原则，导致最终加

和为99.99%。

图1 MSKUS日使用情况

Figure 1. Daily MSKUS Use

表2 MSKUS诊断急慢性运动损伤占比

Table 2 Acute and Chronic Injuries Percentage

Diagnosed by MSKUS

急性损伤

慢性损伤

例数

9

26

轻度

损伤

7

26

中度

损伤

0

0

重度

损伤

2

0

百分比/%

25.71

74.29*

表3 MSKUS诊断损伤部位占比

Table 3 InjuryLocation and Relative Percentage

Diagnosed by MSKUS

上肢损伤

下肢损伤

位置

肩关节/锁骨

上臂

手/手指

腕关节

大腿

膝关节

踝关节

足部

例数

4

3

1

1

6

10

6

4

轻度

损伤

3

3

1

1

6

9

6

4

中度

损伤

0

0

0

0

0

0

0

0

重度

损伤

1

0

0

0

0

1

0

0

百分

比/%

11.43

8.57

2.86

2.86

17.14

28.57

17.14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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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宽景成像新技术能立体显示检查区域骨骼、肌

肉、血管、神经等的形态及结构（Daniels et al.，2018）。三

维超声较二维超声对微小病变检出率高，对微小肌腱、韧

带等局部病变有更高的检出率（Acebes et al.，2016）。

MSKUS 可观察急性损伤程度，做到轻微损伤早期预警，

指导赛期高效治疗，保障运动员个体健康及顺利完成

比赛。

3.2.2 明确慢性劳损程度，辅助定位治疗，减轻运动员心理

负担

本研究中，慢性损伤运动员 26名，占 74.29%。慢性劳

损是影响运动员成绩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赛期，慢

性劳损给运动员带来的心理负担往往比疾病本身的影响

更大。MSKUS 可以明确慢性劳损的程度，辅助定位治

疗，缓解慢性疼痛，从而减轻运动员的心理负担，保证运

动员以最佳状态参赛。本研究发现，慢性损伤部位多发

生在肩关节、膝关节、足底筋膜，与部分研究结论一致（孙

正 等，2019；邹利民 等，2019）。Tandon 等（2017）认为，

MSKUS 对肩关节疼痛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以 MRI 为金标准，超声诊断的敏感性为 100%，特异性

为 87%。膝关节慢性疼痛多源自半月板损伤及周围韧带

的过度使用。X射线和CT往往能够较为清楚的显示骨折

状态，但对于软骨损伤其诊断欠准确。MSKUS 在软骨损

伤诊断中优势明显，如半月板损伤，静态结合动态应力超

声，可显著提升超声诊断半月板损伤的敏感性、特异性

（张雷 等，2018）。MSKUS实时剪切波超声弹性成像技术

联合常规超声可评价肌肉/韧带损伤情况（刘晓光 等，

2019；Chino et al.，2016）。超声弹性成像通过检测外力或

超声波作用下组织应变、应变率或剪切波速度等参数来

判断组织硬度，可量化模拟临床“触诊”的作用。使用弹

性成像技术对肌肉肌腱组织进行弹性测定，有助于明确

陈旧损伤及退变性病变（Drakonaki et al.，2012）。MSKUS

检查属于足底筋膜炎诊断的一项敏感指标，正常人的健

侧厚度通常＜4 mm，若厚度在 4～5 mm 之间，且呈回声

减低，出现筋膜周围渗出等表现，则可考虑为足底筋膜

炎。MSKUS 可清晰显示足底筋膜的纤维结构、层次，采

用双侧对比，按照韧带走行追踪韧带整体情况（余雪玲

等，2017）。

本次雅加达亚运会期间，对存在慢性损伤引起疼痛

的运动员，也尝试采用了超声辅助定位后超声波、短波等

治疗，受到了运动员、教练员及康复治疗师的一致认可。

3.2.3 明确急性损伤程度，为参、退赛提供客观医学支持

本研究中，共有严重急性损伤 2例。其一为体操运动

员，比赛落地摔倒。MSKUS 显示，右侧膝关节内侧副韧

带区肿胀，韧带回声减弱，纤维纹理模糊；动态扫查，纤维

纹理中断，累及全层 2/3（图 2），诊断为右侧膝关节内侧副

韧带撕裂伤 II 度。给予冰敷、固定和加压包扎，建议退赛

回国治疗，该运动员回国后核磁复诊结果与 MSKUS 一

致。其二为帆船运动员，比赛中左侧肩关节急性撞击伤。

MSKUS 显示，左侧冈上肌腱回声缺失，肱骨大结节止点

处可见软组织明显肿胀，少量液性暗区；肩锁韧带连续性

中断，肩锁间隙增宽（图 3），诊断为左肩冈上肌腱完全断

裂，左侧肩锁关节脱位。给予肩臂吊带外固定，并建议退

赛后回国进行手术。该运动员回国后核磁复诊结果与

MSKUS 一致，左侧冈上肌腱完全断裂，肩锁韧带断裂，肩

锁关节脱位，接受手术治疗。以往比赛中运动员损伤后，

现场多以队医经验判断运动员是否可继续比赛。有论文

分析了 MSKUS 诊断组与医师经验组在马拉松比赛现场

下肢疼痛的诊断结果，提示 MSKUS 组损伤诊断率、经诊

断后疼痛治疗缓解率均高于医师经验组，误诊率低于医

师经验组（周泳，2018）。因此，大型赛事中，便携式

MSKUS 可及时明确损伤程度，为运动员参、退赛提供客

观医学支持。结合 MSKUS 诊断结果，医师可更快速更准

判断伤情，给予运动员更合理的治疗，提高治疗效果，避

免不良事件发生。

3.3 应用总结及建议

随着东京奥运会及北京冬奥会的临近，运动员伤病

图3 冈上肌腱完全撕裂（箭头所指）

Figure 3. Supraspinatus Tendon Tear

图2 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箭头所指）

Figure 2. Medial Collateral Ligament Injury of Knee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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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及时诊治成为了运动员医务监督工作的重心。

MSKUS 可在运动员早期损伤预警、伤后明确诊断、康复

中精准定位等方面发挥独特优势。通过雅加达亚运会的

使用经验，笔者总结如下几方面的改进意见与建议。

3.3.1 改善MSKUS设备配置

雅加达亚运会期间，采用了日立 Noblus 彩色多普勒

便携式诊断仪的线阵探头 L55（频率 5～13 MHz），此探头

频率适宜人体次浅表器官。由于此次亚运会期间，出现

指骨微小骨折病例，需要更高频率的探头进行诊断。因

此，建议在未来的赛事中，增加频率可至 18 MHz 的线阵

探头，此探头频率更高，体表组织显示清晰度更高，搭载

高精细血流成像，可最大程度拓展 MSKUS 的观察范围。

在操作人员配置方面，可沿用雅加达亚运会期间的人员

配置，由主治医师实际操作，由上级医师指导与监督。

3.3.2 优化MSKUS使用流程

雅加达亚运会期间，根据团部医务室、保障营以及各

运 动 队 队 医 协 商 ，制 定 了 医 疗 服 务 流 程（ 金 晨 ，

2019）（图 4）。

雅加达亚运会期间，MSKUS 仪器设备被安置在距离

亚运村 2 km 的村外保障营。由于部分运动员下肢损伤，

出村困难 ，保障营负责人及时调整工作流程 ，指派

MSKUS 医师携带仪器临时申请入村，为运动员做床旁诊

断。基于以上经验，建议东京奥运会期间应将 MSKUS 仪

器设备安置在奥运村内，MSKUS 医师应定为代表团成

员，方便出入奥运村。预计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无论是

MSKUS 医师还是 MSKUS 仪器设备均会较为充裕，建议

奥运村综合医院内设置独立肌骨超声科，专职负责运动

损伤的诊断，与其他超声诊断业务分开。此外，建议我国

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同样成立保障营，在奥运村内

外均配备MSKUS仪器设备，服务我国代表团。

根据设备使用情况分析，MSKUS 在比赛前 4 日及比

赛结束前 2 日接诊人数少，接诊时间段也多集中在夜间，

MSKUS 在时间上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中国体育代表团

雅加达亚运会共有 845 名运动员参赛，而 MSKUS 接诊率

为 4.1%，远低于第 16 届广州亚运会运动员急慢性损伤的

发生率（37.98%）（张作鹏 等，2012）。由于部分损伤凭借

队医经验处理，并未接受 MSKUS 检查，此部分运动损伤

可能存在误诊及由此引起的损伤加重情况，MSKUS 并未

得到充分利用。在东京奥运会及北京冬奥会期间，建议

合理配置 MSKUS 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空间，同时，给重点

队伍或重点赛事配备现场 MSKUS 仪器设备，让固定在保

障营或团部医务室的仪器设备动起来，最大程度发挥

MSKUS 便携、及时的优势，明确损伤的诊断并辅助损伤

定位，提高现场治疗效果。

4 小结与展望

通过在第 18届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优秀运动员中的首

次应用实践，MSKUS 的应用价值得到了认可。MSKUS

可明确诊断运动员比赛时的急性损伤，动态观察慢性损

伤的进展情况，为赛期治疗提供客观依据，减缓了运动员

及教练员由于对诊断不确定而带来的各种焦虑情绪，保

障运动员快速高效重返赛场。同时其便携性保证了

MSKUS 可在比赛现场实地操作，极大方便了运动员及教

练员。

将 MSKUS 从运动员日常训练中的损伤诊断延伸至

大赛保障以及伤后精准康复中符合时下“精准医学”流行

趋势。本次尝试是 MSKUS 在大赛保障中的一次成功应

用经验。同时，为保证“纯洁体育”，未来赛事还可利用超

声引导下封闭注射，提高注射的准确度及有效性，防止兴

奋剂事件发生。在精准康复中，根据 MSKUS 结果为运动

员实施个体化康复训练方案，降低二次损伤，增加康复训

练效果（Özçakar et al.，2018）。

综上，随着 MSKUS 在运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及超

声技术的不断发展，其独特的优势，将使其在评估正常肌

肉功能及运动损伤预警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冯艳，2018.肌骨超声在运动损伤诊断中的应用［J］.按摩与康复学，9

（5）：88-89.

付琳，刘铭，王宇，2018.高频超声在训练伤致踝关节外侧副韧带损

伤中应用［J］.临床军医杂志，46（10）：1261-1262.

付中华，张金剑，2016.高频超声在肩关节及周围软组织病变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J］.中国现代医生，54（5）：107-109.

金晨，张璐，吴金富，等，2019.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参赛保障营医疗工作分析与展望［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5（5）：

104-109.

刘晓光，陈佩杰，赵淋淋，等，2019.骨骼肌挫伤修复过程中巨噬细胞

图4 雅加达亚运会医疗服务流程图

Figure 4. Flowchart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Asian

Games in Jakarta

112



的趋化机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3（4）：92-98.

潘童，朱安礼，陈美璞，等，2017.超声影像技术在炎性关节病变诊疗

中的应用研究［J］.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3）：192-193.

曲绵域，于长隆，2003.实用运动医学［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

社：527-528.

孙正，阿英嘎，张朋，2019.世纪以来中外排球运动研究热点对比分

析：基于关键词共现聚类的透视［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34（1）：

29-37.

王虹，2019.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肌肉软组织病变的意义分析

［J］.中国社区医师，（22）：102-105.

王艳蕾，范田依，2019.在肌肉、肌腱急性损伤患者诊断中采用高频

超声临床价值分析［J］.影响研究与医学应用，3（5）：144-145.

温静，2019.高频超声对踝关节外侧韧带损伤诊断效果观察［J］.影响

研究与医学应用，3（24）：161-162.

邢更彦，井茹芳，李春玲，2005.超声定位在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肩

部疾患的价值［J］.中华骨科杂志，25（4）：193-196.

余雪玲，邓福珠，张立，等，2017.肌肉骨骼超声应用于慢性足底筋膜

炎临床诊断的价值探讨［J］.现代医用影像学，27（3）：801-802.

张雷，郭林，2018.动态及应力条件下超声对膝关节半月板损伤的诊

断价值［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40（11）：1017-1021.

张作鹏，梁子敬，李平，2012.第十六届亚运会运动员村门诊医疗实

践与探讨［C］//2012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学

术年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

周泳，2018.肌骨超声在马拉松运动伤实时诊断中的应用研究［D］.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 .

邹利民，毛丽娟，梁雷超，等，2019.非预期条件下女足运动员侧切动

作中膝关节运动生物力学特性［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3（5）：

77-83.

ACEBES C，MCKAY N，CIECHOMSKA A，et al.，2016. Level of

agreement between three-dimensional volumetric ultrasound and re‐

al-time conventional ultrasound in the assessment of synovitis，teno‐

synovitis and erosion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J］. Rheuma‐

tol Int，37（2）：197-205.

CHINO K，TAKAHASHI H，2016. Measurement of gastrocnemius

muscle elasticity by shear wave elastography：Association with pas‐

sive ankle joint stiffness and sex differences［J］.Eur J Appl Physiol，

116（4）：823.

DANIELS E W，COLE D，JACOBS B，et al.，2018. Existing evi‐

dence on ultrasound-guided injections in sports medicine［J］. Or‐

thop J Sports Med，Doi：10.1177/2325967118756576.

DRAKONAKI E E，ALLEN G M，WILSON D J，2012. Ultrasound

elastography for musculoskeletal applications［J］. Br J Radio，85

（1019）：1435-1445．

DUSSIK K T，FRITCH D J，KYRIAZIDOU M，et al.，1958. Mea‐

surements of articular tissues with ultrasound［J］. Am J Phys Med，

37（3）：160-165.

FORTIN D O J D，2015.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J］.Rheumatolo‐

gy，10（4）：331-341.

FULLER C W，EKSTRAND J，JUNGE A，et al.，2006. Consensus

statement on injury definitions and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in

studies of football（soccer）injuries［J］. Br J Sports Med，40（3）：

193-201.

GUERMAZI A，HAYASHI D，JARRAYA M，et al.，2018. Sports in‐

juries at the Rio de Janeiro 2016 Summer Olympics：Use of diag‐

nostic imagin services［J］. Radiology，287（3）：922-932.

HAMMER D S，ADAM F，KREUTA A，et al.，2005.Ultrasonograph‐

inc evaluation at 6-minth follow-up of planer fasciitis after extracor‐

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J］.Arch Orthop Traum Su，125（1）：6-9.

HE W，XIANG D Y，DAI J P，2011. Sonography in the 29th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A retrospective analysis［J］. Clin Imaging ，

35（2）：143-147.

JÄRVINEN T A，JÄRVINEN T L，KÄÄRIÄINEN M，et al.，2007.

Musclein-in-juries：Optimisingrecovery［J］. Best Pract Res Clin

Rheumatol，21（ 2）：317-331．

KOZACI N，AY M O，AKCIMEN M，et al.，2015. Evaluation of the ef‐

fectiveness of bedside point-of-care ultrasound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distal radius fractures［J］. Am J Emerg Med，33（1）：

67-71．

MCDONALD D G，LEOPOLD G R，1972.Ultrasound B-scanning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aker’s cyst and thrombophlebitis［J］.Br JRa‐

diol，45（ 538）：729-732．

ÖZÇAKARL M D，KARAM D，CHANGKV M D，et al.，2018.Mus‐

culoskeletalUltrasound liberating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

cine：A reinforcement for“runners”，a reminder for“walkers”and

the last call for“couch potatoes”［J］. Am J Phys Med Rehabil，97

（8）：e73-e74.

TANDON A，DEWAN S，BHATT S，et al.，2017.Sonography in diag‐

nosisof adhesive capsulitis of the shoulder：A case-control study［J］.

J Ultrasound，20（3）：227-236.

YIM D E S，M P H，CORRADO G，2012. Ultrasound in Sport Medi‐

cine［J］. Sport Med，42（8）：665-680.

VANHEGAN I S，PALMER-GREEN D，SOLIGARD T，et al.，2013.

The London 2012 Summer OlympicGames：An analysis of usage of

the OlympicVillage“Polyclinic”by competing athletes［J］. Br J

Sports Med ，47（7）：415-419.

（收稿日期：2019-12-11； 修订日期：2020-04-15； 编辑：丁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