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疗法技术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一 )课程代码:1703∞ 0291

(二 )课程的总学时和学分:鲳 学时,3学分。

(三 )课程简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运动疗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训练

方法,为康复治疗实践和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紧密结合康复治疗实践,巩圃和加深对基

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强化基本操作技能。教学重点是关节松动术、关节活动范围的训练

方法、肌力和肌肉耐力的训练方法、体位转移技术、神经生理学疗法等。本课程以 《病

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为基础,为运动康复训练的教学奠定基础。教学

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

(四 )课程教材:纪树荣主编,《运动疗法技术学》,北京:华夏出版社,⒛13年 。

(五 )先修课程:《康复医学概论》、《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二、课程的教育目标

1,使学生了解人体形态的评定、关节活动度的评定、肌力评定,以及反射与反应发

育、步态分析、平衡和协调功能、运动控制障碍、心肺功能、感觉、神经肌肉电生理、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认知功能、知觉功能、社会心理功能、生存质量、环境等评定等的

基本理论。

2.让学生积极参与实验和实训练习,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康复评定的能力。

3.培养学生用康复评定的思维方式去分析解决功能障碍问题能力,为今后从事康复

实践、科研工作等奠定良好的基础。

培养学生掌握运动疗法的理论知识、熟练运用运动疗法的手段和方法,从而在实践

中能够根据健康状况和功能水平等个体特点制定科学的运动疗法方案,并指导和帮助伤

病残者顺利完成康复体育锻炼。教授知识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以及作为治疗者良好的道德风尚。

三、教学安排与学时分配

章次 教 学 内 容
理论课

讲授学时

实验课

讲授学时
小计

概述 2 0 2

关节活动范围的训练 4 4 8

关节松动技术 2 2 4

四 肌力和肌肉耐力训练 4 6 10

五 协调能力的训练 2 2 4

亠
⌒ 平衡能力的训练

’

~

,
~ ⒋

七 体位转移技术 每
9
臼 6

脊柱牵引 4 0 4

九 神经生理学疗法 4
0
乙 6

合计 28 20 每8

四、讲授内容



第一部分 理论讲授内容

第一章 运动疗法概述

【教学要求】掌握运动疗法的目的、作用、基本原则,运动疗法的适应症与禁忌症、      ∷

注意事项;熟悉运动疗法的适用对象、常用器械的种类和作用;了解运动疗法的分类、

功能评定的内容。

第一节 概论

一、运动疗法的分类及应用

运动疗法目的;运动疗法的作用;运动疗法分类

二、运动疗法的适应症及禁忌症

运动疗法的适应症;绝对禁忌症和相对禁忌症

三、运动疗法的实施原则及临床应用

运动疗法的实施 ;注意事项:神经系统、骨骼肌肉系统、内脏器官疾病临床应用

四、运动疗法的常用器械

上肢、下肢、全身运动治疗器械 ;牵引器械:辅助步行器械;丿丨|练床            ∷

第二节 运动疗法的基础理论

运动疗法的生理学基础 ;运动疗法的运动学基础

第二章 关节活动范围的训练

动、堇鼙鬓舅茇圭囊霎季霪霸赘翼孱鸷景窘攫e孰裂篥霉霪翁晷臀鲨渚纛霉霪菡鬟f篷      |
续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和四肢关节功能牵引的方法;了解关节活动范围受限的生理性

因素。

第一节 概述                                   ∷

一、基本概念

关节活动范围;关节活动范围训练

二、关节活动范围受限的原因

生理性因素;病理性因素                               |
三、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的基本原则及注意事项

训练的基本原则 ;功能牵引的基本原则;被动活动的注意事项;主动活动的注意事

项

第二节 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方法                      。   }
一、治疗师进行的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

肩关节;肘关节 ;髋关节;膝关节;腕关节;踝关节

二、患者进行的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                        ∴

肩关节;肘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腕关节;踝关节                   ∷

第三节 主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

颈部;肩胛骨;肩 部;脊柱 ;髋 ;踝
第五节 连续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                          |
CPM作用机制;CPM训 |练特点;CPM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第三章 关节松动技术

【教学要求】掌握关节的生理运动、关节的附属运动和治疗平面;掌握人体主要关

节,如孟肱关节、肱桡关节、肱尺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及颈椎等部位的松动      Ⅱ

手法;熟悉关节松动的操作程序,适应症及禁忌症,关节松动的作用 ;了解关节运动的

类型,关节本公动术手法强度分级方法。

第一节 关节松动技术概述

一、关节松动技术的基本概念

关节松动术概念;关节的生理运动、附属运动;治疗平面



「

二、关节运动的基本理论

关节的分类:关节运动的类型

第二节 关节松动技术的应用

一、关节松动技术的基本手法

改善和恢复关节生理运动的手法;改善和恢复关节附属运动的手法

二、关节松动技术的手法分级

Maitland摆 动技术分级;Kaltenbom关节微动技术分级

三(关节松动技术的治疗作用

生物力学效应 ;神经生理效应

四、关节松动的临床应用

适应症;禁忌症

五、关节松动术的实施流程

治疗前评估;患者体位;治疗者位置;手法选择;治疗反应

第三节 各个关节的关节松动术
一、肩部关节的松动技术

盂肱关节;肩锁关节;胸锁关节;胸壁肩胛关节

二、肘部关节的松动技术

肱尺关节;肱桡关节;近端尺桡关节

三、腕音阝关节的松动技术      
·            、

桡腕关节;腕中关节 ;腕掌关节

四、手部关节

掌指关节;指间关节

五、髋关节的关节松动术

六、膝关节的关节松动术

胫股关节;近端胫腓关节;髌股关节

七、踝、足部关节的关节松动术

远端胫腓关节;踝关节;距下关节;跗横关节:跗跖关节:跖趾关节;趾骨间关节

八、躯干的松动

颈椎的关节松动;胸椎的关节松动;腰椎的关节松动

第四章 肌力和肌肉耐力的训练   |
【教学要求】掌握肌力和肌肉耐力训练基本方法的选择和具体方法;熟悉肌力和肌

肉耐力训练的机制和原理 ;熟练掌握等速肌力测试系统 (Isome阀000)的使用方法;熟
练操作

“
等速肌力功能评估及电刺激康复训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

”;了解肌力和肌

肉耐力训练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在康复医学中的应用。

第一节 肌力和肌肉耐力的训练概述
一、肌力和肌肉耐力的训练的基本概念

肌力;肌肉耐力

二、肌力和肌肉耐力的训练的基本原则

超负荷的原则;阻力的原则;肌肉收缩的疲劳度原则

三、肌肉收缩形式和影响肌力的因素

等长收缩;等长收缩

四、肌力和肌肉耐力训练的注意事项

适宜的强度和时间;无痛原则;心血管反应

第二节 肌力和肌肉耐力的训练方法

一、辅助主动运动

徒手辅助主动运动 ;电刺激辅助主动运动;悬吊辅助主动运动 ;滑板辅助主动运动 ;



滑车重锤辅助主动运动 ;浮力辅助主动运动

二、主动运动

主动运动的训练方法;主动运动适应症

三、抗阻运动

抗阻运动的训练方法;抗阻运动适应症

四、等长运动

等长运动训练的方法 ;等长运动训练的适应症

第三节 肌力和肌肉耐力训练的应用

一、渐进抗阻练习

DeLor血e法 ; Oxfo1·d法
二、短暂等长练习

短暂等长练习的方法:短暂等长练习的特点

三、等速运动练习

等速运动练习的特点;等速运动练习的注意事项

第四节 神经肌肉功能评估和康复训练方法

一、基本概念

功能评估

二、神经肌肉功能评估的方法

等长肌力功能评估;等速肌力功能评估

三、训练方法

训练原则;等速肌力康复功能训练;电刺激康复训练;注意事项

第五章 平衡能力的训练

【教学要求】掌握平衡练习的原则;掌握坐、站位 3级平衡的训练方法;熟悉平衡

训练的适应症、禁忌症 ;了解平衡的影响因素。

第∵节 平衡能力的概述

一、平衡能力的基本概念

平衡;支持面;稳定极限

二、平衡能力的生理机制

躯体感觉系统;视觉系统:前庭系统

三、平衡能力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适应症;禁忌症

四、平衡能力的基本原则

安全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   ∷

第二节 平衡能力的训练方法

一、长坐位平衡训练                `
静态平衡训练;自动态平衡训练;他动态平衡训练

二、端坐位平衡训练

端坐位平衡训练适应J眭训练;端坐位平衡训练方法

三、手膝位、跪位平衡训练

手膝位、跪位平衡训练的方法;手膝位、跪位平衡训练的注意事项

四、立位平衡训练

静态平衡训练;自动态平衡训练;他动态平衡训练

第三节 平衡训练应用
一、偏瘫患者坐位平衡反应训练

偏瘫患者坐位平衡反应训练方法:偏瘫患者坐位平衡反应训练注意事项

二、训练球平衡训练



俯卧位训练方法;坐位双腿负重平衡训练 ;训 |练球上单腿负重训练 ;训练球上站起

训练

三、平衡板站立位平衡训练

双足左右分开平衡训练;双足前后分开平衡训练

四、平行杠内的平衡训练

偏瘫患者立位平衡训练;截瘫患者立位平衡训练

五、平行杠外的平衡训练

利用腋拐立位平衡训练 ;利用手杖立位平衡训练

第六章 协调能力的训练

t教学要求】掌握协调功能障碍的分类及临床表现;掌握协调功能训练方法;熟悉

协调训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了解协调能力障碍发生的机制。

第一节 协调能力的的概述

一、协调能力的基本概念                       厂

协调能力;协调能力障碍 ;协调能力训练

二、协调能力障碍的发生机制

小脑病变;基底节病变;脊髓后索病变

三、协调能力障碍的临床表现

共济失调;不随意运动 ;运动徐缓;僵真

四、协调能力训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适应症;禁忌症

第二节 协调能力的训练方法    |
一、单块肌肉的协调运动训练

注意事项;训练方法

二、多块肌肉的协调运动训练

注意事项;训练方法

第三节 临床应用
一、肢体协调性训练

双侧上肢交替运动 ;双侧下肢交替运动

二、全身协调性训练

徒手协调性训练;使用器械的协调性训练  
·

第七章 体位摆放与转换、转移及行走训练

【教学要求】掌握体位摆放、翻身及坐位功能训练和转移训练:熟悉轮椅操 作训

练;熟悉拐杖和助行器的使用。

第一节 肢体位置摆放
一、瘫痪患者肢体位置摆放

偏瘫患者的肢体位置摆放;截瘫患者的肢体位置摆放;四肢瘫患者的肢体位置摆放

二、关节置换术后的肢体位置摆放

术后早期;日 常生活申的姿势

三
`截肢后的肢体位置摆放

合理的残肢体位;早期训练

第二节 体位转换训练
一、翻身训练

脊髓损伤患者的翻身训练;偏瘫患者的翻身训练

二、坐起训练

脊髓损伤患者的坐起训练;偏瘫患者的坐起训练

三、坐位平衡训练



板侧方转移训练

第四节 行走训练

一、步行训练

患侧下肢原地迈步行走;侧方辅助行走;后方辅助行走 ;

靠物辅助坐起;长腿坐位平衡训练;脊髓损伤患者的轮椅坐位训练

四、坐位移动训练

脊髓损伤患者的坐位移动训练;偏瘫患者的坐位移动训练

五、坐位站起训练

脊髓损伤患者的坐位站起训练;偏瘫患者的坐位站起训练

第三节 转移训练

一、床→座椅的转移

辅助转移;独立转移

二、床→轮椅的转移

脊髓损伤患者的转移;偏瘫患者的转移

三、轮椅→床的转移

脊髓损伤患者的转移∷偏瘫患者的转移

四、轮椅→厕所的转移

脊髓损伤患者的转移;偏瘫患者的转移

五、轮椅→普通坐椅的转移

轮椅到坐椅的成角度转移训练;轮椅到坐椅的并列转移训练;轮椅到坐椅的利用滑

骨盆的控制:旋肩摆臂练

心

二、借助器具的步行训练

拐杖行走;利用手杖上下楼梯 ;

第八章 脊柱牵引

四角拐杖步行;踝足矫形器的应用

【教学要求】掌握脊柱牵引的分类;脊椎牵引、腰椎牵引的牵引体位、角度、重量、

牵引时间;熟悉脊椎牵引的生理效应 ;脊柱牵引的注意事项:脊柱牵引的适应证和禁忌

症。     、

第
⊥

节 脊柱牵引的概述

一、脊柱牵引的基本概念

牵引;牵伸

二、脊柱牵引的分类

依据牵引部位分类;依据牵引体位分类;依据牵引力的来源分类;依据牵引力量大

小分类

三、脊柱牵引的生理效应及影响因素

脊柱椎体的机械性分离;关节突关节等椎体小关节的;脊柱肌肉的放松;缓解疼痛

第二节 颈椎的牵引

一、颈椎牵引的概述

颈椎牵引的生理效应 ;ˉ 颈椎牵引的装置;颈椎牵引的适应证和禁忌症

二、颈椎牵引常用的方法

徒手颈椎牵引;电动颈椎牵引 ;

三、颈椎牵引注意事项

不良反应;预防措施

第三节 腰椎的牵引

颈椎重锤牵引;其他牵引方法

-'、 腰椎牵引的概述

腰椎牵引的生理效应;腰椎牵引的装置;腰椎牵引的适应证和禁忌症

二、腰椎牵引常用的方法



徒手腰椎牵引 ;∷ 电动腰椎牵引;骨盆重锤牵引;屈 曲旋转快速牵引;自身牵引

三、~腰椎牵引注意事项

不良反应;预防措施

第九章 神经生理学疗法

【教学要求】掌握 Bobath技术常用方法:上下肢和躯干的反射抑制抗痉挛模式 ;

掌握 Bob肫 h技术迟缓期、痉挛期和恢复期的应用及适应证;掌握联合反应和协同运动 、

的概念 ,偏瘫上下肢协同运动模式,Brunnstrom偏瘫恢复六阶段理论 ;掌握本体感觉性

神经肌肉促进 (PNF)技术操作技术及临床应用;熟悉神经生理疗法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Bob狨 h技术

一、Bclbath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

理论基础;小儿脑性瘫痪的本质;偏瘫的本质 :Bobath技术的基本观点;Bobath技

术的基本观点

二、BObath技 术的基本操作技术

控制关键点;抑制技术;易化技术;触觉和本体感觉的刺激;ADL训练

三、BObath技 术的应用

脑性瘫痪的患者的应用 ;偏瘫患者的临床应用

第二节 BrunnstrOm技 术

一、BrunnstrOm技 术的概述

联合反应;№ imiste现 象;Souques现 象;协调运动 ;姿势反射;脑卒中偏瘫恢复

六阶段理论;适应证及禁忌症

二、BrunnstrOlll评定方法

BrunnstrOln偏 瘫运动功能评定;Brunnstrom感觉功能评定

三、B1·unnstrom操 作技术

训练中的心理治疗技术;良好姿势的保持技术;翻身训练技术;坐起与坐位训练技术 ;

上肢训练技术;手的训练技术:下肢训练技术;步行训练技术

第三节 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促进技术

一、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促进技术基本理论

神经生理学基础;解剖学基础;运动发育学基础

二、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促进技术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

遵循运动功能发育顺序;利用反射调整各种活动 ;注蕙双向运动

三、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促进技术适应证及禁忌症

适应证;禁忌症

四、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促进技术的基本技术

手法接触;阻力;扩散和强化;牵张;牵引和挤压;运动顺序;体位;视觉引导;指令

刺激              ·

五、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促进技术的特殊技术

节律启动;等张收缩组合;重复牵张;拮抗肌逆转;节律稳定性;收缩放松;维持放松

六、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促进技术运动模式

上肢
“
屈曲∵内收→外旋

”
模式;上肢

“
伸展→外展→内旋

”
模式;上肢

“
屈曲→

外展→外旋
”
模式;上肢

“
伸展→内收→内旋

”
模式:下肢

“
屈曲→内收→外旋

”
模式 ;

下肢
“
伸展→外展→内旋

”
模式;下肢

“
屈曲→外展→内旋

”
模式;下肢

“
伸展→内收

→外旋
”
模式

七、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促进技术的应用

初级阶段治疗 ;中期阶段治疗;后期阶段治疗

第二部分 实践课讲授内容

第二章 关节活动范围的训练



第二节 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方法
一、被动活动技术与方法

【教学要求1能够独立正确进行全身各关节被动活动操作
1.讲解被动活动技术 目的 ;

2.取舒适放松体位 ,尽量充分暴露被动活动局部 ;

3.正确固定被动活动关节的近端,支托被动活动关节的远端,缓慢、有节奏、轻柔

地被动活动关节 ;

4.讲解被动活动操作的注意事项 ;

5.分别示范肩、肘、腕、肩胛骨、髋、膝、踝等关节被动浦动操作技术 :

6.每 2人一组分别扮演患者和治疗师进行实践操作。

第三章 关节松动技术

第三节 各个关节的关节松动术

【教学要求】能够独立进行上肢、下肢、躯干各个关节松动技术操作
1,讲解实验 目的及上肢关节松动术的临床应用 ;

2.取正确舒适体位 ,充分暴露治疗局部,固定好拟松动关节的近端,根据需要松动
关节远端 ;

3.分别示范肩、肘、腕、髋、膝、踝、颈椎、胸椎、腰椎关节各种松动技术操作 ,

并讲解治疗作用 ;

4.每 2人一小组互相进行实践操作练习 ;

5.分别进行 I、 Ⅱ、Ⅲ、Ⅳ级手法操作练习 ;

6.思考领会关节松动术治疗手法的本质,体会关节松动术的治疗反应。

第四章 肌力和肌肉耐力的训练

第三节 肌力和肌肉耐力的训练方法

【教学要求】(一 )全身主要肌群徒手增强肌力技术操作 ;(二 )等速肌力测试系统
(Isomed⒛00)的使用方法 :

(一 )全身主要肌群徒手增强肌力技术操作
1,讲解实验 目的及临床应用范围;                、
2.取舒适放松体位 ,在正确部位施加阻力,注意阻力大小、方向和调整,避免阻力

时大时小或不稳定 ;

3.每组肌群每个动作练习 10次 ,等张收缩、等长收缩均可 ;

4.示范徒手助力运动的技术操作要领,并注意结合治疗师口令 ;

5.分别示范全身主要肌群的徒手施加阻力增强力量训练操作技术 ,重点讲解如何根
据病人肌力情况调整阻力的大小 ;

6.每 2人一组进行全身主要肌群徒手增强肌力练习。
(二 )等速肌力测试系统 (Isome阀OO0)的使用方法

1、 讲解等速肌力测试系统的基本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以膝关节为例 );

2、 教师登陆虚拟仿真系统进行示范等速肌力测试系统的基本操作步骤 ;

3、 学生登陆虚拟仿真系统进行等速肌力测试系统的基本操作练习。

第四节 神经肌肉功能评估和康复训练方法

【教学要求】掌握神经肌肉功能评估和康复训练的方法及原理

线上:熟练操作
“
等速肌力功能评估及电刺激康复训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 ?;

线下:在熟练掌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的基础上,结合线下具体操作等速肌力功能评
估及电刺激康复训练系统

l、 讲解虚拟仿真系统的实验的目的及原理 ;

⒉ 教师登陆系统示范肌力功能评估的操作方法 ;

3、 教师演示虚拟仿真系统的等长肌力功能评估方案的建立 ;



⒋、学生进行虚拟仿真系统的等长肌力功能评估方案的操作练习 ;

5、 教师演示虚拟仿真系统的等速肌力功能评估方案的建立 ;

6、 学生进行虚拟仿真系统的等速肌力功能评估方案的操作练习 ;

7、 教师演示虚拟仿真系统的等速肌力康复功能训练的操作方法 ;

8、 学生进行虚拟仿真系统的等速肌力康复功能训练的操作练习 ;

9、 教师演示虚拟仿真系统的电刺激康复功能训练的操作方法 ;

10、 学生进行虚拟仿真系统的电刺激康复功能训练的操作练习。

第五章 平衡能力的训练

第三节 平衡能力的训练方法

【教学要求】掌握坐、站位 3级平衡的训练方法

1,讲解实验 目的及临床应用范围 ;

2,示范由易到难长坐位平衡训练、端坐位平衡训练(手膝位、跪位平衡训  练、

立位平衡训练 ;

3.示范静态、自动动态及他动动态平衡训练方法 ;

4.示范应用训练球俯卧位训练方法;坐位双腿负重平衡训练 ;u|{练球上单腿负重训

练 ;丿 ||练球上站起训练 ;

5.2人 一组进行各种体位的平衡功能训练 ;

第六章 协调能力的训练

第四节 协调能力的训练方法

【教学要求】

1.示范双侧上肢交替运动、双侧下肢交替运动          ∷

2.讲解弗伦克尔训练法,示范仰卧位、坐位、立位的训练方法

3.2人一组进行各种体位的平衡功能训练       、

第七章 体位摆放与转换、转移及行走训练

1教学要求】掌握瘫痪患肢、关节置换术后的肢体及截肢后位置摆放;截瘫和偏瘫

患者翻身及坐位功能训练和转移训练

1.讲解实验 目的及临床应用范围与意义 ;

2.示范讲解截瘫、偏瘫患者床上良姿位的摆放、横向与纵向移动、翻身动作要领 :

3,示范讲解截瘫、偏瘫患者仰卧位到坐起、由坐位站起动作要领 ;

4.示范讲解截瘫、偏瘫患者独立由轮椅到床及床到轮椅的转移动作要领 ;

5.示范讲解治疗病辅助下偏瘫患者轮椅与床之间的转移 ;

6.2人一小组分别进行上述体位转移技术的练习,掌握偏瘫患者体位转移的关键动

作及安全防范。

第九章 神经生理学疗法

第二节 Bobdth技术

1教学要求】能够熟练运用 Bob甜h技术治疗训练偏瘫患者

1.讲解实验 目的及临床应用范围;               ‘

2.示范讲解脑卒中后弛缓期 Bobath技术训练方法 ;

3,2人一小组进行脑卒中后弛缓期 Bobath技术练习 ;

4.示范讲解脑卒中后痉挛期 Bobath技术训练方法 ;

5,2人一小组进行脑卒中后痉挛期 Bobath技术练习 ;

6.示范讲解脑卒中后恢复期 Bobath技术训练方法 ;

7,2人一小组进行脑卒中后恢复期 Bobath技术练习。

第三节 BrunnstrOm技 术

【教学要求】能够熟练运用 Bmnnstrom技 术治疗训练偏瘫患者

1.讲解实验 目的及临床应用范围 ;



2.示范讲解脑卒中后弛缓期 Brunnstrom技 术训练方法 ;

3.2人一小组进行脑卒中后弛缓期 BrtImstrom技 术练习 ;

4.示 范讲解脑卒中后痉挛期 Bmnnstrom技 术训练方法 ;

5.2人一小组进行脑卒中后痉挛期 Bmmstrom技术练习 :

6.示范讲解脑卒中后恢复期 Brumstrom技 术训练方法 ;

7,2人 一小组进行脑卒中后恢复期 Brunnstrom技 术练习。

第四节 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促进技术

【教学要求】能够熟练运用 PNF技术治疗训练偏瘫患者

1,讲解实验 目的及临床应用 ;'
2,示范上肢 PNF模式 1和模式 2动作要领 ;

3,2人 一小组进行上肢 PNF模式 1和模式 2动作练习;Ⅱ

4∶ 示范下肢 PNF模式 1和模式 2动作要领 ;

5.2人 一小组进行下肢 PNF模式 1和模式 2动作练习 ;

6.示范肩胛 PNF模式 1和模式 2动作要领 ;

7,2人一小组进行肩胛 PNFˉ 模式 1和模式 2动作练习 ;

8,示范骨盆 PNF模式 1和模式 2动作要领 ;

9,2人一小组进行骨盆 PNF模式 l和模式 2动作练习 ;

10,讲解主动抑制技术动作要领 ;

11.2人一小组进行主动抑制技术练习 ;

12.讲解 PNF技术在体育运动训练中的应用。

五、考核要求
(一 )考核方式

1.理论成绩:课程结束时由教务处统一组织进行闭卷考试。

2∶ 平时成绩:根据平时测验、课堂提问、学习态度、出勤率、作业完成情况等进

行综合评定。
(二 )成绩评定

1.结业成绩考试占 60%;平时成绩占们%,其中 3次平时测验或作业占⒛%,考勤

占 1O0/0,课 堂提问占 10%,总计 100分 。

2.各项成绩均以百分制记分,然后依据各项比率换算出所 占总成绩的百分比。

⒊ 结业考试需卷面达到及格 (大于等于 GO分 )后方能计入总成绩 ,否则不予计分。

六、实施大纲措施与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在各环节必须严格执行本大纲,根据教学大纲制定教学实施计划,拟
定本课程的教学进度 日历,选用合适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具体安排授课及考试。

七、主要参考文献

1.南登昆.康复医学 [M],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⒛ Os。

2:纪树荣主编.运动疗法技术学 [M]。 北京:华夏出版社,⒛ 11。

3.缪鸿石主编.康复医学理论与实践 [M].北 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⒛ 00。

4,张绍岚.物理治疗学 lN,l].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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