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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助行仪对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障碍
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郝淑芹1，赵保礼2，常丽静2，邢 军2，王亚辉2

(1．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石家庄050082；2．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河北石家庄050031)

[摘要] 目的 研究智能助行仪联合综合康复训练对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及心理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择40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智能助

行仪治疗。于治疗前及治疗4周后，分另4用Fu91一Meyer下肢功能评定、汉密顿焦虑、抑郁量表(Hama／Hamd)、10 m最

大步行速度测试进行疗效评定。蛄果 治疗前2组的FMA、Hama／Hamd、10 m最大步行速度测试评分组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均>O．05)；分别治疗4周后，发现2组患者FMA、Hama／Hamd、10 m最大步行速度测试评分较治疗前

改变明显(P均<0．05)，且治疗组上述评分改善更为明显(P均<0．05)。结论 智能助行仪联合综合康复训练能够

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障碍，进而改善患者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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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同时也是

一种高发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残率的多发病。目前，针对脑

卒中患者出现的运动功能障碍，临床康复治疗人员采用了许

多神经发育疗法来进行训练，如Bobath技术、PNF技术、Rood

技术等。这些治疗方法在取得显著疗效的同时，也暴露一些

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患者在步行过程中出现的足下垂、足内翻

等，保守估计约20％的脑卒中幸存者遗留痉挛性足下垂⋯。

这些患者在行走过程中由于踝关节背伸肌无力，腓肠肌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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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升高，导致摆动期踝关节不能有效背伸，而下肢的足下

垂、足内翻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运动功能，生活难以自理，从而

产生负面的情绪反应，出现焦虑、抑郁、绝望，影响患者的依从

性，形成恶性循环，而笔者采用智能助行仪联合综合康复训练

治疗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障碍，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

效果，最大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的心理障碍，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0月一2014年11月于白求恩

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40例脑卒中患者。患者诊断

标准：①符合1995年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全国脑血管学术会议

而舒张压变异性则以肝火亢盛型患者为主；LVMI与中医证型

亦具有相关性，阴虚阳亢型患者LVMI明显高于其他证型，依

次为阴虚阳亢>肝火亢盛>阴阳两虚>痰湿壅盛。由此看

出，在高血压病的发展过程中，由虚致实，因实致虚，阴阳失

调，导致血压波动，引起血压变异性增大，这一过程导致心脏

等靶器官损害，而在人体气血阴阳偏盛偏衰的过程中，有一个

从阴虚阳亢到阴阳两虚的过程。同时由于脏腑气血津液运化

的失调而成夹痰夹瘀之势，对脏腑功能的损害也不断加重，与

靶器官损害有关的血压变异性也可能随病情的进展而增大，

提示各证型之间确有其质的差异，血压变异性正是这种本质

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可作为原发性高血压病中医辨证分型

的一种客观指标⋯。

本课题研究结果将对中医辨证论治及防治高血压靶器官

损害提供更多理论指导，但由于时间比较有限，设备数量有

限，使很多患者未能列入研究，列入的患者亦有部分检查项

目不全面，致使样本数量较少，与预期的样本数量还有差距，

因此研究结果只能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要得出更全面而精

确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做更大范围、更多相关指标的调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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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脑卒中诊断标准¨1，且所

有病例均经头颅cT或MRI确诊为脑出血或脑梗死；②神志

清楚，生命体征稳定者，无智力障碍，能够配合者，病程>1个

月，且下肢徒手肌力测试肌力≥3级，患者下肢Brunnstmm分

期在三期或以上；③患侧下肢痉挛状态在改良Ashworth评测

2级或以下；④患者在拄拐杖下或在看护下行走15 m以上。

排除标准：①脑卒中属于急性期患者；②神志不清者或脑卒中

后病情严重或伴有意识障碍者，或合并帕金森、糖尿病，或严

重肝心肾疾病者；③由其他原因如外周神经腓总神经损伤导

致足下垂者；既往有腰椎骶管疾病、下肢神经病变疾病者；④

足下垂伴有关节挛缩、畸形等不适合行走者；⑤植入心脏起搏

器者。将40例患者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

中治疗组男11例，女9例；年龄50一75(61．3±11．1)岁；顶

枕叶脑梗死3例，额颞叶脑梗死1例，基底节区脑梗死12例，

脑出血4例(均在基底节区)。对照组男10例，女10例；年龄

52～74(60．5±10．6)岁；顶枕叶基底节区脑梗死4例，额颞叶

基底节区2例，基底节区11例，脑出血3例。2组患者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O．05)，具有可比性。2组

患者病程1～7个月，平均病程3．3个月。

1．2治疗方法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48 h内神经体征不再加

重，开始康复治疗，2组患者均正常给予改善循环，脱水降颅

压，抗自由基，控制血压，防止感染，预防深部静脉血栓等处

理。同时2组患者均给予患侧肢体的康复功能训练，以

Bobath技术为主，包括患者床上良肢位的正确摆放，被动活动

关节；上肢自助运动：双手手指交叉，患侧手拇指放置于健手

拇指之上(Bobath握拳)，利用健侧上肢带动患侧上肢进行被

动活动，注意肘关节要充分伸展。桥式运动：仰卧位上肢伸直

放于体侧，双下肢屈膝髋，足平踏于床上，伸髋将臀部抬离床

面，下肢保持稳定，持续5～10 s；翻身训练；卧位一坐位练习：

由侧卧位开始，健足推动患足，健手掌支撑于腋下，用力推动

躯干，手掌边推边后撤，同时躯干用力侧屈坐起；坐位一站位

训练：患者直坐，足尖与膝盖成一直线，双手Bobath握拳平伸

向前，使肩关节超过膝关节，便可坐起；平衡功能训练；预防关

节粘连、肌肉萎缩以及挛缩等失用综合征或误用综合征；痉挛

期的患者采用抑制痉挛、抑制异常运动模式和促进分离运动

模式出现的训练，动作要缓慢。并辅以作业康复训练，包括滚

筒训练、肩梯、磨砂板以及木钉板等。上述康复训练每天进行

1次，每次45 min，为期4周。治疗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再给

予江苏德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DC—L一500低频

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智能助行仪，操作方法：患者取坐位，将

黑头放在患侧下肢腓骨头下(腓总神经出口处)，红头放在胫

前肌肌腹，按下治疗键，以便仪器持续输出刺激脉冲；根据患

者情况向前或向后滑动电极来寻找使足外翻或背屈肌肉收缩

的最敏感部分，这时在黑色电极处用记号笔做标记，这个点就

是放置黑色负极电片的位置，把红色正极电极片放置在胫骨

前肌合适位置，连接好主机并固定于患者腿部；使用遥控器完

成训练：根据患者的行走状态和刺激敏感度设定主机的倾斜

角、脉宽、电刺激肌肉锻炼模式等参数，刺激参数为频率30

Hz，脉宽200“s，根据电刺激能够引起患者下肢足背伸动又无

夹带足内翻动作为准，一般电流为25～55 mA，强度为患者最

大耐受。患者佩戴仪器后在平地行走，行走过程中助行仪根

据患者步态情况，触发倾角感应及压力感应装置，实行步态同

步电刺激。治疗过程中患者在监护下行走，治疗时间为20

min／次，1次／d，5次／周，治疗周期为4周。

1．3评定方法2组患者均由同一名治疗师在治疗前后进

行如下评测。

1．3．1 运动功能评定 采用Fugl—Meyer¨1评估(FMA)运动

功能评分法，其中运动功能满分为100分，下肢为34分。分

值越高表明运动功能越好。

1．3．2心理评定采用上海惠诚心理测验综合系统软件中

的汉密顿焦虑、抑郁量表(Hama／Hamd)评定H1，抑郁评分标

准：总分<7分为正常；总分在7—17分为可能有抑郁症；总

分在17～24分为肯定有抑郁症；总分>24分为严重抑郁症。

焦虑评分标准：总分<7分为正常；总分在7～17分为可能有

抑郁症；总分在17～24分为肯定有抑郁症；总分>24分为严

重抑郁症。

1．3．3 10 m最大步行速度测试(MwS)¨1 在康复治疗大厅

内一侧，用皮尺测量一条长16 m直线，并用黄色胶带分别标

出起点、3 m点、13 m点和终点。让患者在保证安全下尽可能

以最快的速度自起点走至终点，用秒表记录患者从3 m点至

13 m点所需的时间，记录的时间精确到O．1 s，每个患者各测

试4次，每次步行测试间隔可以休息5 min，最大步行速度评

测值取患者评测4次中最快一次数值，并以—n／min方式来描

述最大步行速度评测值。以上评定均由同一名医师进行评测。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O统计软件包进行所有数

据的分析，所有数据以均数±标准差(牙±s)表示，各组患者组

内均数比较采用配对￡检验，组间均数比较采用两样本t检

验，对计数资料进行z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组患者治疗前各项评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4

周后与治疗前比较，2组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步行速度、焦虑、

抑郁评分均有明显改善(P<0．01)；但治疗4周后2组比较，

治疗组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步行速度、焦虑、抑郁评分改善更

为显著(P<O．05)，见表l，2组间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O．05)。见表1。

3讨 论

脑血管病是指急性起病，脑血管破裂出血、栓塞或血栓形

成，引起的脑部出血性或缺血性损伤所导致的神经功能缺损

综合征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疾病，症状持续时间至少24 h，

又称脑血管意外或脑卒中，俗称为脑中风，其可以造成运动障

碍、认知障碍、言语障碍、心理障碍，给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

工作效率造成严重影响，临床研究表明大部分脑卒中患者存

在较为明显的运动障碍、心理障碍等问题¨1。运动障碍在下

肢主要表现为足下垂、足内翻，髋关节外展外旋的划圈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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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与治疗前比较，P<o．05；②与对照组比较，P<o．05。

等⋯；卒中后心理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干扰

患者对康复治疗、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和可行性，会对疾病的转

归预后造成一定的影响‘81。。

脑卒中后大部分患者步态的特点为划圈腿，其原因是因

为患侧下肢力量不足、协调性差，患者为了站稳，在站立时患

侧股四头肌处于痉挛状态，导致膝关节屈曲困难，使下肢处于

骨性支撑。在摆动相时，患足下垂使患侧下肢不能有效地离

开地面，产生廓清障碍，常伴有足内翻；患侧支撑相由于内翻

使触地部位为足前外侧缘，导致踝关节不稳定，踝关节无法从

跖屈位变为背伸位，进而影响全身平衡。足内翻是脑卒中偏

瘫侧踝关节最常见的畸形，步行时足尖拖地，足跟不能着地，

由足外缘负重，导致下肢支持能力下降，使患侧单腿支撑相缩

短，由于患侧膝关节在支撑相过伸、患侧髋关节屈曲减少；而

足下垂、内翻进一步使患者步行减慢。因此，采用有效的康复

治疗技术改善脑卒中后足下垂、足内翻，促进下肢较快的步速

和较好的步行姿势能力的恢复，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患者的

整体功能恢复及生存质量。

本研究采用的智能助行仪是功能性电刺激疗法中的一

种，又叫垂足刺激器。功能性电刺激(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FES)是利用一定强度的低频脉冲电流，通过预先

设定的程序刺激一组或多组肌肉，诱发肌肉运动或模拟正常

的自主运动，以改善或恢复被刺激肌肉或肌群功能的治疗方

法¨⋯。国内外临床研究证明，功能性电刺激是一种有效改善

脑卒中后偏瘫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治疗方法¨。”。，结合综合

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障碍，利用功能性电

刺激对患侧腓总神经、胫前肌进行电刺激治疗，产生功能性活

动，纠正患者在步行过程中出现的足下垂、足内翻，辅助患者

按正确的步态行走，逐步提高患者的行走能力，一方面能够有

效地解决现有康复医疗方法中的局限性，另一方面避免传统

康复训练的枯燥乏味，使康复训练融于娱乐中，从而增强患者

训练兴趣、信心，达到提高康复效果的作用。本研究中，2组

患者治疗4周后与治疗前比较，2组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步行

速度均有明显改善(P<0．05)；但2组比较，治疗组疗效更为

显著(尸<O．05)。说明了功能性电刺激同步结合综合康复治

疗能显著改善脑卒中足下垂、足内翻，能够使患者的运动功

能、日常生活能力明显改善，这样就增强了患者的成就感、自

信心、自我价值感，从而进一步改善患者心理障碍。与以往足

拖比较垂足刺激器优势更为明显，足拖分为两类，一类为静踝

型，顾名思义，小腿部分与足底部分是一体的，没有“踝关

节”，患者佩戴后，能够起到矫正足下垂、足内翻作用，但是由

于没“踝关节”，限制了患者膝关节屈曲，不利于形成正常步

态；另一类为动踝足拖，有“踝关节”，此类型明显优于静踝

的，但两类足拖无论是从佩戴还从治疗效果，都不如电子助

行仪。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的基础

上增加智能助行仪疗法，明显改善了患者的下肢体运动功能

障碍，从而缓解了患者心理障碍，增强其康复自信心，提高了

疗效，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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