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功能评估及电刺激康复训练虚

拟仿真实验系统》教学大纲

(一 )实验项目所属课程代码:1703∞∞91

(二 )实验项目所属课程的总学时和学分:胡 学时,3学分;该实验项目所

占学时:4学时

(三 )实验项目简介:通过本实验项目的教学,使学生在熟练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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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操作方法基础上,结合

线上线下的实际操作,掌握神经肌肉功能评估及康复训练的方法,并熟练掌握等

速肌力测试系统 (Isome诩OO0)的使用方法;为康复治疗实践和研究提供实践的

前提;紧密结合康复治疗实践,巩固和加深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强化基本操

作技能。本实验以 《病理学》、《康复医学概论》、《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运动康复生物力学》为基础,为运动康复训练的教学奠定基础。教学方法采用

启发式教学和引导式教学。

(四 )本实验项目所属的课程教材:纪树荣主编,《运动疗法技术学》,北京 :

华夏出版社,⒛ 13年。

二、实验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等速肌力的评估和训练方法,学习先评估后训练再评估的具

体操作步骤及等速肌力评估与电刺激训练的知识点和注意事项。

2、 肌肉力量训练方法有很多,电刺激训练比较适用于肌肉萎缩肌力下降的

人群。使学生掌握电刺激康复训练的方法及原理,在真实的电刺激康复训练过程

中能够采用正确的方案,避免因操作不当对受试者造成损伤。

3、 掌握等速肌力功能评估及训练系统 (Isomed⒛OO)的使用方法,为从事

相关领域的康复训练与教学打下基础。避免因不会操作或操作不当对仪器造成损

坏。

三、实验内容

第一,准备阶段 :

1、 机器预热:首先打开仪器开关,等待仪器显示主界面,进行仪器预热 ,

实验项目基本信息



预热时间大约 30min。

2、 受试者热身:受试者进行全身性热身,主要拉伸股四头肌与胭绳肌。

第二,神经肌肉功能评估 :

1、 建立受试者个人信息:选择
“
P乩ieⅡ manag” ;选择新建受试者

“
Cre乱e new flle飞 进入受试者信息编辑界面,输入受试者 Idcnt.-Nr.、 P舶ent、

Tclephone、 D甜e ofB.、 sex、 Weight、 Hcight等信息后,返回主界面。

2、 肌力功能评估 :

(1)等长肌力功能评估 :

a.选择等长收缩模式(Isome饣ic)(选择等长收缩模式的原因:可以测取最大

自主收缩力矩 MVC),编辑运动模式,选择右侧膝关节伸展运动,打开重

力补偿。

b。起始角度位置设定:起始角度设置为⒛°,组数 s∝s设置为 3组,组间休

息Break设置为 1分 30秒 ,最大力矩安全上限调整为 500。

(2)等速肌力功能评估 :

a。最大等速肌力功能评估:选择等速双向心模式 (M1con,M2con),编 辑运动

模式,选择右侧膝关节,打开重力补偿。调整角速度∞°
凡,设置组数 sets

为 1组 ,次数 Rep为 5次 ;

b。肌肉耐力功能评估:选择等速双向心模式 (M1con,M2con),编 辑运动模

式,选择右侧膝关节,打开重力补偿。调整角速度 120° 凡,设置组数 Scts

为 1组 ,次数 Rep为 ⒛ 次。

3、 肌肉功能测试参数设置:确定个人座椅及运动轴位置参数

4、 安装适配器。

5、 固定受试者,安装安全阀。

6、 开始测试,测试结束后,等待界面提示
“
saving伍c托adings〃 后,点击

“
J”

保存测试结果。

7、 测试结束后系统自动生成一份个人报告,显示现有的肌力水平:结果提

示:对于非运动性疲劳造成的肌力大幅下降,如 《运动疗法技术学》所建议

的
“
肌力下降的偏瘫人群△ 结合临床显示肌肉萎缩,且无法完成肌力主动

训练者,可进行以下电刺激康复训练 !

第三,神经肌肉功能康复训练 :



1、 等速肌力康复功能训练 :

(1)等速肌力康复功能训练参数设置:首先选择等速双向心收缩模式

(M1con,M2con),编辑运动模式,选择右侧膝关节,打开重力补偿。调整角

速度为ω°
凡,设置组数 sets为 4组,次数 Rep为 8次,组间休息 Break1分

30秒。

(2)然后固定受试者,开始为期一段时间的训练。

2、 电刺激康复功能训练

(1)电刺激康复功能训练电流强度等级的确定 :

a.一级强度:30%最大刺激电流强度 (初次电刺激康复功能训练者)

b。二级强度:SO%最大刺激电流强度 (适应一级强度电刺激康复功能训练者 )

c.三级强度:⒛%最大刺激电流强度 (适应一、二级强度电刺激康复功能训

练者选择进行训练 )

d.四级强度:100%最大刺激电流强度 (适应一、二、三级强度电刺激康复功

能训练者选择进行训练)

(2)电刺激电流强度参数的确定 :

1)电刺激等长肌力康复训练电流强度参数的确定 :

a。选择等长收缩模式(Isome饣iΦ ,编辑运动模式,选择右侧膝关节伸展运动 ,

打开重力补偿,起始角度设置为⒛
°,组数设置为 1组 ;

b.对受试者膝关节伸肌肌群肌腹的远近端进行去毛,消毒处理。

o。将电刺激电极片贴到膝关节伸肌肌群肌腹远近端上。

d。 电刺激电流强度的设置:打开电流发放器,及电刺激采集软件系统,设置

电流强度从 50mA开始,编辑采集软件,时间间隔
^,频

率为乃Hz(根据

文献表明,%Hz为最好的提高肌力电刺激康复训练频率),每次增加 10mA,

确定出个人电刺激最大电流强度 (逐渐增加电流强度,使得力矩峰值达到平

台所对应的电流强度,被定义为电刺激最大电流强度),计算出 30%/、 50%/、

TO%/、 1OO%个人电刺激最大电流强度,此电流为训练时所采用的电流强度

(本次以30%个人电剌激最大电流强度为例 )。

⑷电刺激向心肌力康复训练电流强度参数的确定 :

a。选择双向心模式 (M1con。 M2con),编辑运动模式,选择右侧膝关节屈伸运

动,打开重力补偿,屈伸角速度设置为∞°凡,组数为 1组 ,次数为 5次 ;



b.对受试者膝关节伸肌肌群肌腹的远近端进行去毛,消毒处理。

c。将电刺激电极片贴到膝关节伸肌肌群肌腹远近端上。

d。 电刺激电流强度的设置:打开电流发放器,及电刺激采集软件系统,设置

电流强度从 2OmA开始,编辑采集软件,时间间隔 1s,频率为 %Hz(根据

文献表明,%Hz为最好的提高肌力电刺激康复训练频率),每次增加 10mA,

确定个人电刺激最大电流强度,计算出 30%/50%/70%/i00%个 人电刺激最大

电流强度,此电流强度为训练时所采用的电流强度(以 30%个人电刺激最大

电流强度为例 )。

3)电刺激肌力康复训练模式的建立 :

a.电刺激等长肌力康复训练模式:选择等长收缩模式, 编辑运动模式,选

择右侧膝关节,打开重力补偿,起始角度设置为⒛°,组数 set设置为 6

组,组间间隔Brcak为 1分 30秒 。

b.电刺激向心肌力康复训练模式:选择双向心收缩模式,编辑运动模式,选

择右侧膝关节,打开重力补偿,屈伸角速度设置为ω°沟,组数 Set设置为

4组 ,次数 Rep为 8次,组间间隔为 1分 30秒 。

⑶固定受试者,然后开始为期一段时间的训练。

(3)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再进行神经肌肉功能评估。

第四,康复效果评估 :

1、 查找受试者个人信息寻找到之前系统自动保存的受试者信息:选择
‘fP耐ent manag飞 选择

“
search￡ P乱飞 寻找到之前系统自动保存的受试者

信息,进行受试者 ldent。 -Nr。 、P耐ent、 Telephone、 D哎e ofB。 、sex、 Wcight、

Height等信息核对后,返回主界面。

2、 进行训练前后测的数据对比分析,观测康复训练的效果:选择数据评估
“
D哎a evdu缸ion” ,然后再选择

“Compare1P耐 ent” 同一受试者比较,选择

相应文件 〃Choice∏lters” 即可进行两次不同的数据对比分析。

四、实验仪器设备

线上系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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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线下系统

'(2)IsoMed2000等 速肌力评估及训练系统(包括测试模块、操作系统、显



示器、适配器等);

(3)恒流电刺澉发放器O¤umer Ds⒕ ,Hedord血 re,UK,,电刺激触发

及力信号采集软件系统。

五、实施过程

首先登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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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虚拟仿真实验内容观看及交互式虚拟实验操作,并选择学习模式和考试模式,

在学习模式下按照视频软件提示练习操作仪器的步骤,在熟练掌握操作步骤的前

提下进入考核模式,考试模式没有任何操作提示,每操作错误一次,会扣除相应

分数,考试模式操作完成,达到合格分数,可以申请进入卖验室,进行真实仪器

操作。

山东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