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场所伤害的常见原因

工作场所受伤通常是由重复

性劳损引起的，这些被称为

重复性劳损（RTI）和/或不

良人体工程学或不良姿势。



重复性劳损(RSI’s) 
疼痛是在肌肉、肌腱和沿着神经路径感觉到的，是由重复
运动和过度使用引起的。

这些伤害通常影响：

• 腕部和手部

• 前臂和肘部

• 颈部和肩部

这些伤害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

• 疼痛、酸痛或压迫感

• 僵硬

• 悸动

• 刺痛或麻木

• 虚弱

• 抽筋



重复性劳损是如何发生的?

重复性的活动姿态不佳 连续工作

错



你如何尝试和防止重复性劳损?

通过保持10-15度的手腕伸展

来确保良好的姿势
在工作期间进行短

暂的休息

建立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

的工作座位

正确



不正确的姿势会导致….

颈部酸痛
紧张性头痛

背部疼痛
腕部刺痛

上背部疼痛

前臂酸痛



我怎样才能尝试改善我的姿势?



颈部姿态

这些是我们在看手机或在办公桌前工作时最常采取的

姿势。

头部每向前倾斜一英寸，没有对齐（左下图），颈部

就会增加4.5公斤的重量。

如果头部偏离中心2英寸，颈部重量就会增加15公斤，

如果偏离中心3英寸，它的重量就会高达19公斤。

这对颈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额外重量.



当头部哪怕是稍微向前倾斜时，脊
柱上的压力也会增加. 

这可能会磨损关节和椎间盘，使人容易出现严重的颈部问题.



显示器顶部低于眼睛水平5厘米

腕部处于中立位置，伸展10至15度

背部挺直并得到支撑

肘关节呈90度

臀部坐满椅子

臀部和膝盖呈90度

座椅前部和膝盖后部之间有三指空间

双脚平放在地板

一臂之长

https://cdn1.medicalnewstoday.com/content/images/articles/321/321863/correct-sitting-posture-diagram-at-a-computer-desk.jpg

理想的办公桌姿态

https://cdn1.medicalnewstoday.com/content/images/articles/321/321863/correct-sitting-posture-diagram-at-a-computer-desk.jpg


键盘和鼠标的正确位置

错误:

握住鼠标和使用键盘时，手臂与身体呈

一定角度.

正确:

握住鼠标和使用键盘时，手臂在身体的

一侧.



头部和颈部的正确运动

当使用多个屏幕或多个设备（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

时，这一点特别重要.

当你想看另一个屏幕时，尽量不要转动你的头。这

可能导致颈部的关节僵硬.

解决办法。使用转椅，旋转椅子，以确保你在看另

一个屏幕时，整个身体转动如一.



如何正确使用电话

不要把手机夹在头部和肩部之间，

以保持手机的位置.

解决办法：使用耳机、免提设备或

无线耳机。将电话置于扬声器模式，

并始终保持头部中立.



笔记本电脑的正确位置

使用笔记本支架或在笔记本下面放

一些书，使其位置正确，屏幕刚好

与眼睛平齐或低于眼睛。这将防止

你在看屏幕时头部向前弯曲.



外置鼠标和键盘

使用外部键盘和鼠标可以使手腕保持

中立位置，防止前臂肌肉的任何紧缩。

尤其当笔记本电脑不在眼睛的高度时，

这一点尤其有用



坐在办公桌前时的提示

用一条毛巾来支撑腰部

将一条卷好的毛巾放在背部的位

置。它可以提供支撑并帮助保持

脊柱的自然弯曲



坐在办公桌前时的提示

使用脚凳/箱子/杂志或报纸

这将有助于保持臀部和膝盖呈90

度角，防止大腿、臀部和腹部肌

肉收紧.



这不是你在办公桌前的正确坐姿

颈椎前倾

驼背

背部无支撑

双脚交叉



采取更好的姿态

确保耳垂与肩膀保持一致，而肩

膀应与臀部保持一致。

站立时臀部应与膝盖保持一致，

而膝盖应与脚踝保持一致.



采取更好的姿态

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圆，

这样背部就会拱起来和/或胸部

就会伸出来.



对齐:

耳垂

肩膀

臀部

膝盖

脚踝

在站立和坐着的时候，采取使耳垂、肩膀、臀部、膝盖和脚踝对齐的中立姿势，对关

节和肌肉的压力最小。它是身体最节能的姿势. 

正确的人体工程学=中立姿势



正确的仰卧睡姿

在膝盖下加一个枕头，将膝盖抬高一些，如果有背痛，这会有帮助. 



睡姿

如果已经有了背痛的经历，那么注意睡

姿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仰卧睡觉

• 适当地支撑脖子

• 确保枕头不要太高或太低

• 保持下背部平坦，如果需要，在膝盖下面

放一个枕头作为支撑

仰卧睡姿：颈部姿势 正确做法

仰卧睡姿：颈部姿势 不正确做法



睡姿

如果已经有了背痛的经历，那么注意睡

姿是很重要的。

如果侧身睡

• 适当地支撑你的脖子

• 确保枕头不要太高或太低

• 将一个枕头放在两腿之间



实用拉伸技巧

http://www.physiowarzish.in/files/levator%20stretch.PNG

1. 拉伸可能是不舒服的，但绝不应该是痛苦的。
2. 立即退出/释放引起疼痛的姿势。
3. 保持该姿势至少12秒，以确保有效的拉伸。
4. 不要强求疼痛--只在该运动范围内可容忍的范围内移动。
5. 突然的运动可能导致肌肉痉挛--缓慢进入和退出每个拉伸/运动。
6. 不要尝试任何引发或增加疼痛的拉伸或运动.

并非所有的拉伸动作都适合于每个人。如果有一个试图解决的问题，请
向物理治疗师咨询.

http://www.physiowarzish.in/files/levator%20stretch.PNG


上斜方肌拉伸

 将左臂放在身后的腰部（如上图），完全放松肩膀。

 慢慢地将头向右肩倾斜（如图所示）。

 请确保头向侧面拉，而不是向前拉。如果在这一点上感

到任何疼痛或不适，请不要继续练习.

感受颈部一侧的拉伸。

保持这个姿势12秒，然后轻轻地把头扳回到中立位置。在另

一侧重复这个动作.

拉伸



肩胛骨伸展运动

 舒适地坐下来（如图所示），朝右腋下看，同时确保左肩被
压住。

 用右手，从后脑勺加一点压力，轻轻地把头拉向腋下。
 请确保这是在舒适的运动范围内.

感受颈部一侧到背部的拉伸。

保持这种拉伸12秒，然后轻轻松开手，把头扳回到中立位置。在
另一侧重复这个动作.

拉伸



三头肌拉伸

 保持你的肩部完全放松。
 用你的右手伸向你的右肩胛骨（如图所示）。
 用你的左手轻轻地将你的右肘向后推.

在弯曲的那只手的肱三头肌上感受到一种温和的拉伸。

保持这种拉伸12秒，然后轻轻松开手，把头扳回到中立位
置。在另一侧重复这个动作.

拉伸



上背部和颈部拉伸

 舒适地坐着，保持肩部放松。
 双手在身前交叉（如图所示），伸直肘部，使手臂向前
伸展。

 十指相扣。
 将肩胛骨向前拉，低头向下看.

感觉到沿肩部和向中背部的轻轻拉伸。

保持这种拉伸12秒，然后轻轻松开手，将头扳回到中立位置。
重复上述动作.

拉伸



肩部拉伸

 舒适地坐着，保持肩部放松。
 将一只手臂伸过胸部，使肘部伸直（如图所示）。
 用另一只手臂将伸出的手臂轻轻地拉向身体.

应该在伸出的手臂的肩部感觉到一种轻度的拉伸。

保持这种拉伸12秒，然后轻轻松开手臂，将头部带回
中立位置。用另一只手臂重复这个动作.

拉伸



拉伸
前臂拉伸

 以坐姿，将一只手臂伸直，手掌朝向地面。
 另一只手轻轻向下弯曲手腕，使手掌朝向自
己，然后握住(如图所示).

应该感觉到沿着前臂一直到肘关节的轻轻拉伸。

在轻轻松开手之前，保持这种拉伸12秒。用另一
只手重复这个动作.



拉伸
前臂拉伸

 重复上述动作，手掌朝上对着天花板。

 用另一只手的手腕轻轻弯曲，使手掌朝前，并

保持.

应该感觉到沿着你的前臂一直到肘关节的轻轻拉伸。

在轻轻松开手之前，保持这种拉伸12秒。用另一只
手重复这个动作.



小腿和腿筋拉伸

 舒适地坐着，放松肩部。
 伸直左腿。
 保持背部挺直，从臀部向伸直的腿的脚趾处
向前弯曲。

感受大腿后部的拉伸。

也可以：

用毛巾/皮带包住伸出的脚掌，将伸出的脚趾拉
向身体。

感受大腿和小腿后部的拉伸。

拉伸



腹肌拉伸

 确保坐得很舒服。
 将右腿交叉在左膝上（如图所示）。
 保持背部挺直，从臀部向前弯曲（如图
所示）。

 将运动范围保持在舒适范围内，并考虑
将胸部向膝盖靠近。.

保持这个姿势10秒钟，然后轻轻地把自己抬
起来，回到中立位置.

拉伸



进行收下巴或点头来重新调整你的颈椎.

这种强化练习针对的是颈部的深层肌肉.

舒适地坐着，就像在深思熟虑一样，手横在胸前，将肘部放
在下巴下（如图所示），这样你的下巴就会放在肘部上。

做一个轻轻的收下巴或点头的动作，让头点到拳头。这种轻
柔的点头动作将有助于训练支撑颈部的肌肉。

尽量不要将头向后推。试着轻轻地点头10次左右，当头向下
点时，要低头看。

训练颈部的深层肌肉



日常生活小窍门:冰袋

冰袋

冰块通常用于麻痹疼痛和减轻炎症或肿胀.

在受伤后的三天左右最有效，特别是有一些肿胀和/或

瘀伤，并伴有触痛和剧烈疼痛时.

冰袋在伸展时的使用时间应在10分钟左右.

重要的是要用毛巾或枕套将冰袋包裹起来，以防止冻
伤.



热敷包

热敷对于舒缓一天活动后的疲劳和疼痛的肌肉是非

常好的.

每次拉伸时热敷包可以使用约20分钟

重要的是要用毛巾或枕套将热敷袋包裹起来，以防
止烫伤.

日常生活小窍门：热敷包



毛巾卷

日常生活小窍门：毛巾卷

毛巾卷可以在坐着的时候放在腰部以促

进良好的姿势。

它们也可以在做伸展运动时使用（如

图）。



https://encrypted-tbn0.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QsWnamCbowS9gmNr_m14O1aBQF7v8WaaTwT5SOgthgVXk9scAz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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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小窍门：使用手机时的正确姿势

11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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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放在背部中间的位置时，可以促进良好的
姿势，因为它们提醒人们坐直。

它们还可以方便地释放肩部的结节。这可以靠
墙进行（如图所示）或在你躺下时进行.

如果你有剧烈的疼痛，请不要使用它们，因为
使用它们可能会进一步刺激损伤.

它们只能用于放松僵硬或紧张的肌肉

网球

日常使用的生活小窍门



肌肉放松
可以用来放松紧张的肌肉

日常使用的生活小窍门
网球



寻取专业帮助
如果症状在几天内没有消失，并且:

四肢出现麻木、刺痛、灼
痛或无力感.

疼痛难忍，并限制了正常
活动.

在诸如坐着、站着、走着或躺着的
活动时，疼痛会加重.



什么时候需要看医生？

 有持续的疼痛，并且无法仰卧睡觉。

 疼痛与最近背部受伤或受到撞击有关。

 腹股沟内和周围有麻木感。

 突然出现大便失禁或无法完全排空膀胱。

 无法正常行走.



重要信息

运用正确的人体工程学原理

培养正确的睡眠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