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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联动联合心理护理对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及焦虑抑郁的影响

黄　红 1 、 丁　琳 1 、 刘文露 1 、 赵　奕 2

【摘要】目的　研究处在恢复期的脑卒中偏瘫患者在采用四肢联动和心理护理后，对其步行能力

和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　将收集到的 80 例恢复期的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0 例，

对照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训练方法（Bobath 技术和运动再学习为主的训练方法），治疗组才采用

常规训练方法 + 四肢联动（Nustep T4）+ 心理护理训练方法。结果　在 Berg 平衡量表（BBS）、Fugl- 

Meyer 动量表 (FMA)、最快步行速度 (MWS)、Holden 分级评分，两组患者治疗后均显著优于治疗前，

且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步行能

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治疗组的效果优于对照组（P< 0.05）。进行心理干预后，治疗组中度和

重度焦虑患者比例、中度与重度抑郁患者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四肢联动和心理护理有利于提高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步行能力，有效改善其焦虑与抑郁

情绪，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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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mb linkag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walking as well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stroke during convalescence　HUANG Hong，DING Lin，LIU Wenlu，et al.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Wuhan，Wuhan 43001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article wa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limb linkag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walking as well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stroke during convalescence. Methods 8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stroke during convalescence were collected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0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4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using conventional 

training methods（Bobath technology and sports re-learning based training metho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ained 

by routine training method as well as T4 Nustep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Results In aspects of BBS，MWS，FMA and 

Holden scores，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walking abiliti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bett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P<0.05），and the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psycho-

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rates of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xiety and severe anxiety，moderate and severe de-

pression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Limb linkag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are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walking as well a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stroke during 

convalescence. It is worthy to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

【Key words】Limb linkage；Psychological nursing；Hemiplegia after stroke；Walking ability；Anxiety and depression

2013 年，从世界卫生组织 MONICA 的数据来

看，在我国脑卒中发生率基数大，上升速度快（8.7％

/ 年），导致伤残人数递增［1］。如果能通过某种方法恢

复患者的平衡功能，这样患者摔倒的概率将会大大

降低，同时，平衡功能的恢复可以扩大患者的活动

范围，能更早地开始独立生活，增加偏瘫康复的可

能性［2］。且脑卒中患者常伴有焦虑抑郁，焦虑抑郁

也大大影响患者的恢复。因此，本文主要是通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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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联动训练和心理护理的方法，从而恢复脑卒中偏

瘫患者的步行能力，改善心理抑郁和焦虑，从而为

临床治疗为脑卒中偏瘫患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符合脑

卒中偏瘫患者的临床资料，共 8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

格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0 例，

男性 28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为（58.3±12.9）岁；

对照组 40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为（58.6
±13.4）岁。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性别、年龄等一般临床

资料对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

取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患者均充分知情同意。

1.2　纳入标准

（1）符合脑血管病学术会议的最终标准要求的

脑卒中偏瘫的诊断标准［3］；（2）经过检查（CT 检查

或者 MRI 检查），确诊为脑卒中偏瘫患者；（3）脑卒

中偏瘫时间为 3~6 个月；（4）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或者

在工具的帮助下，可以独立行走一段时间的，根据

Holden 步行能力测试，在 1~2 级范围内的。

1.3　排除标准

（1）患者存在肾脏功能不齐、心力衰竭等严重

慢性躯体疾病（2）患有恶性肿瘤的患者；（3）意识

不清或者存在交流障碍的患者；（4）有精神疾病病

史的患者。

1.4　治疗及护理方法

对照组：Bobath 技术（主导，40min/d，6 次

/ 周）［4］+ 运动再学习（主导，40min/d，6 次 / 周）+ 抗

痉挛（辅助，40min/d，6 次 / 周）+ 关键点站立（辅助，

40min/d，6 次 / 周）+ 步行（辅助，40min/d，6 次 / 周）

+ 髋关节控制（辅助，40min/d，6 次 / 周）+ 膝关节

控制（辅助，40min/d，6 次 / 周）+ 坐位平衡（辅助，

40min/d，6 次 / 周）+ 重心转移（辅助，40min/d，6
次 / 周）+ 活动能力训练（辅助，40min/d，6 次 / 周），

护理上予以脑卒中偏瘫的常规护理，共治疗 8 周。

治疗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及护理方法的基础上增

加四肢联动法（辅助）和心理护理。在训练过程中，

全程由心理老师辅导。四肢联动法（Nustep T4，美国）

训练步骤如下：（1）在治疗师的指导下，患者躯干直

立，腰背离开四肢联动器的靠背，坐在器械上，靠健

康一侧的肢体带动患侧的肢体，两侧的肢体交替，不

断的做屈伸运动。在躯干保持平衡的条件下，下肢做

跟骑车动作相类似的脚踏车动作，目的是为了增强患

者的肢体感觉。（2）当上述动作达到一定的状态的条

件下，采取与（1）动作相反的动作，靠患病的那一侧

的肢体带动健康的那一侧的肢体，屈膝屈髋，一腿做

跟屈另一腿做踝背屈，将足下垂的情况纠正回来，同

时增大关节活动范围，目的是增强下肢的力量。（3）

当上述动作都能完成的情况下，患者可以在有保护的

情况下，进行躯干旋转左右摇摆运动，调整器械的长

度，从而使躯体能更大幅度的旋转，加强刺激前庭感

受器，目的是为了控制核心肌力和躯干。（4）如果患

者还能承受更大幅度的运动，还可以加大四肢联动的

运动量，躯干旋转，患者的侧下肢屈伸，目的是为了

加大量的恢复患者的侧下肢的肌肉和腰背的肌肉，在

运动过程中，治疗室需要患者的情况对密切关注，如

果稍有不适，如胸闷、头晕等，马上停止运动。治疗

组和对照组的治疗时长和方法一致。

心理护理：在此过程中，观察患者对治疗是否

积极主动，医护人员交流要主动，慰问近期生活以

及治疗情况、对住院期间各项服务是否满意等，并

与病人家属交换意见，详细了解患者在治疗期间心

理和生理的一系列变化，用自己专业的语言与心理

疏导缓和患者的的不良情绪，让患者感受到身边的

支持。发现有情绪异常、意识变化等及时汇报主治

医生，进行相应治疗与护理。对于极度抑郁或自杀

倾向的患者，要注意身边是否有危险物品，加强监

察，做好相关情况应对措施，并通知家人，共杜绝

此类事故发生。护理人员应详细告知患者血压、心

率、心血管反应等生命体征情况。将患者的内心想

法与其家人交流，让家属以正确和有利于患者康复

的态度面对患者，避免在患者面前表现出消极的一

面，杜绝引发消极情绪的因素。

如发现患者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加强对不良情

绪的心理疏导：帮助患者构建正确情绪宣泄模式。疏

泄：鼓励患者将内心的苦楚向外界表露。理解：对患

者的不良情绪反应予以理解，使其感受到身边的支

持。安慰激励：给予患者适当安慰，指导其积极向上

地面对当前病情，学会控制不良情绪反应。此外还

可开展认知行为干预：通过改变原有对事物的认知和

行为来改善患者形成不良认知的情况。通过自我效

能，在使用认知行为干预时，对患者接受新事物的

能力、认知能力及其与自我放松技巧的关系进行相

应的评估，鼓励患者多进行自我活动，找到成就感；

不断变化心理情绪的历程，通过模仿正面形象对自

我错误行为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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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疗效评定

（1）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共

56 分）［5］

BBS 分为 14 个项目，分别为坐、站、转身等，

项目的分值均为 1~4 分。平衡功能越好，得分越高，

低于 40 分的，有可能在训练的过程中会跌倒。

（2）Holden 步行功能［6］

Holden 一共分为 5 个级别，0 分是最低分，5 分是

最高分，步行功能越好，患者的 Holden 的得分就越高。

（ 3） F u g l - M e y e r 动 量 表 （ F u g l -  M e y e r 

Assessment，FMA）

FMA 的总分为 34 分，分别为屈肌协同、伸肌协

同和协调等 17 项运动，最低分为 0 分，最高分为 2
分，功能越好，得分越高。

（4）独立步行能力

包 括 患 者 的 最 快 步 行 速 度 （10m  m a x i m u m 

walking speed，MWS）［7］，测试 3 次，求 3 次的取平均

值（m/min）。选取 14m 的走道，舍头舍尾（各 2m），

即获取 10m 的长度，测量 10m 的步行时间。另外还

要测量由美国胸科协会指定的 6min 的步行距离测量

（6MWT）。偏瘫患者的步行能力越好，下肢功能就

越强大；步行能力越差，下肢功能就越低，这种测试

方法是临床上的常规方法。

注意：上述检测由同一治疗师，在没有给患者

通知的情况下进行。

（5）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对患者焦虑与抑郁进行评价，分别记录护理前后

的数据。调查工具：① SAS 评分表包含 20 个条目，用以

描述焦虑程度，其中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

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② SDS 评分表包含 20
个条目，用描述抑郁的严重程度，其中 53~62 分为轻度

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以平均值

± 标准差（x±s）描述计量资料，经 t 检验；以率或百分

比（n，％）描述计数资料，经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两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运动功能治疗前后评分比较

如下表一所示，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治疗过程正

常。在 BBS、FAC、FMA、MWS、Holde 分级评分

上，治疗前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在 BBS、FMA、MWS、Holden 分级，

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量表评分较治疗前均升高，差

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的效果明

显好于对照组（P<0.01），详细结果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BBS、FMA、MWS、Holden分级在治疗前后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BBS（分） FMA-L（分） MWS（m/min） Holden（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0 21.46±5.28 36.56±4.66 15.84±1.40 29.12±1.72 31.74±4.73 71.05±5.54 1.62±0.58 3.17±0.70

对照组 40 22.04±4.68 25.16±4.63 17.27±1.54 21.26±1.85 31.81±4.76 48.68±6.57 1.46±0.48 1.86±0.76

2.2　两组患者步行能力治疗前后比较

如下表 2 所示，两组患者治疗前独立步行能力

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对照组和治

疗组的步行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P<0.05），且

治疗组的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表2　两组患者步行能力在治疗前后的比较（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6min步行 
距离（m）

10m步行 
时间（s）

6min步行 
距离（m）

10m步行 
时间（s）

治疗组 13.92±1.72 71.43±3.42 41.36±3.11 43.24±2.30

对照组 13.44±1.61 70.96±2.21 32.07±2.10 54.84±2.27

2.3　心理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焦虑与抑郁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组间无显

著性差异（P>0.05）；进行心理干预后，治疗组中度

与重度焦虑患者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且治疗组中

度与重度抑郁患者比例也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3　干预后两组患者焦虑发生率比较

组别 n
轻 中 重

H值 P值
n  n  n  

治疗组 40 25  13 2 15.53 <0.01

对照组 40 8  20  10 

表4  干预后两组患者抑郁发生率比较

组别 n
轻 中 重

H值 P值
n  n  n  

治疗组 40 30 12  2  16.53 <0.01

对照组 40 7  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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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通常情况下，脑卒中患者是由于高位中枢受损所

引发的脑卒中，从而无法控制低位中枢的活动能力，

导致肌肉紧张，神经中枢反射亢进，肌肉和肌肉之间

的协调能力丧失，无法达到平衡的状态，重心偏移，

姿势不正常，平衡、运动和步行能力均出现问题［8］。

脑卒中偏瘫患者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下肢运动功能丧

失，因此，步行能力成为患者是否恢复运动功能的核

心指标，提高平衡能力，协调好躯干控制能力，有利

于提高患者的步行能力。且脑卒中后焦虑与抑郁是此

类患者常见并发症，共病率约 20％~60％之间。负性

情绪会减缓康复时间，治疗及康复效果。因此心理护

理干预需要与四肢联动联合。

患者的步行能力越好，下肢肌就越发达，因此

临床上通常是通过训练患侧肢肌力来治疗的，同时

配合心理护理，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且随着

康复医疗技术的发展，各种先进的康复训练器材应

用于脑卒中患者，更进一步的提升了患者的康复希

望，其中四肢联动的应用，能一定程度上的改善患

者的步行能力［9，10］，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在经过四

肢联动器械 8 周的训练后，治疗组患者的评分提高，

说明四肢联动有利于改善患者的步行能力。

四肢联动具有以下 4 个特点：（1）使肌力在 2 级

以下的偏瘫患者进行简单的运动，用健康的一侧来

带动病患的一侧运动，达到一肢带动三肢运动的目

的；（2）加强运动，促进本体感觉的恢复，不再出现

痉挛的状态，从而使病患的平衡能力和躯干控制能

力得到提高，从而提高核心肌群能力；（3）模拟功能

训练，伸上肢，踏下肢，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维

持关节的活动范围；（4）训练患者的协调性：在患者

的躯干控制能力得到提高的前提下，患者可以开始

尝试在床上、轮椅上或者地上进行独立的坐起，甚

至是站立，能很大程度的提高患者的步行能力，从

而增强患者的信心，减少患者的焦虑状态。有文献

报道，病后的 6 个月［11］，是恢复患者步行能力的最好

时间，这个时间也是心理辅导的最好时间。据报道，

协调双侧肢体运动，发动健侧肢体的功能，有利于

恢复患肢功能。利用四肢联动器械时，协调双侧肢

体的运动，先用健康的一侧带动有病患的一侧，能

进一步的促进患侧的运动能力的恢复，再用病患的

一侧来带动健康的一侧运动，达到强化的目的。

脑卒中偏瘫患者在患病初期心理开始焦虑，特别

是在治疗过程中，治疗的难度让患者的焦虑加重，不

利于患者脑功能的重组和重塑［11］。因此在训练的过程

中，由心理学老师全程疏导患者的焦虑状态。经过干

预护理，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均有所改善，且治疗组变

化较为显著。护理以星期为单位进行总结交流，把患

者具体情况告知康复治疗的医师等，共同讨论、探究

对应问题的解决办法，根据患者反馈的主要问题对长

短期康复目标进行修改与完善；积极与成员进行沟通

交流了解患者的心理情绪一定要完善，发挥自我效能，

及时疏导，调节患者排斥心理，促进心理功能提高。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来看，通过强化偏瘫侧肢体，

并在高强度、任务明确的情况下运动，更有利于患

者运动功能的康复，尤其四肢联动也不可忽视，它

能更好的提高患者的平步行能力，从而使患者恢复

正常生活。而心理辅导能更好的调节患者的焦虑抑

郁情绪，能更好的促进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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