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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引导式教育训练对老年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恢复效果,并分析影响患者康复效果的相关因素。方法:选取

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河北省廊坊长征医院收治的86例老年脑卒中后偏瘫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3例。
两组均接受神经科常规干预,观察组同时接受引导式教育训练。分别于干预前、干预3个月后,比较两组Fugl-Meyer运动功

能评分(FMA)、Barthel指数(BI)得分。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影响患者康复效果的相关因素。结果:干预前,两组FMA上肢

及下肢部分、BI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上述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患者BI得分的相关因素包括干预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发病

至干预时间和干预方案,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为0.978。结论:引导式教育训练能够提升老年脑卒中后偏瘫的康复效果。干预

方案、干预前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发病至干预时间是影响患者康复效果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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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近年脑卒中患者生存率不断提升[1],但多

数存活患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运动功能障碍,且即

使经过高强度的康复训练,仍有15%~30%患者伴

有不同程度的残疾[2],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改善患者运动功能是目前康复治疗的重点之一。有

研究表明,引导式教育方式能够充分调动患者的主

观能动性,在小儿脑瘫康复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3]。
而老年患者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思维模式已定

型等特点,可能难以有效地接受引导式教育训练。
本研究结合老年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特点,对引导

式教育训练方式进行改进,探讨该方案的应用价值,
并分析影响患者康复效果的因素,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

河北省廊坊长征医院收治的86例脑卒中后偏瘫患

者为研究对象,开展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本研究已

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随机将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3例。观察组中男29例,女14

例;年龄60~78岁,平均(68.58±7.17)岁;卒中发

病至纳入研究时间9~27d,平均(15.30±3.58)d;
左侧偏瘫27例,右侧偏瘫16例;脑出血19例,脑梗

死24例。对照组中男30例,女13例;年龄61~79
岁,平均(69.37±6.82)岁;卒中发病至纳入研究时

间10~27d,平均(15.86±3.67)d;左侧偏瘫25例,
右侧偏瘫18例;脑出血17例,脑梗死26例。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CT或

MRI证实脑出血及脑梗死,且残留一侧肢体功能运

动障碍的偏瘫患者;(2)初次发病;(3)年龄≥60岁;
(4)Glasgow 昏 迷 量 表 评 分 >8 分;(5)血 压 <
19.95/11.97kPa。排除标准:(1)蛛网膜下腔出血

及短暂性脑缺血者;(2)病情恶化,出现新的脑梗死

或继发脑出血者;(3)癫痫发作病史者;(4)重要脏器

功能严重不全者;(5)严重的认知及交流障碍者;(6)
失语症者;(7)神经肌肉骨骼疾病等导致无法接受训

练的患者。

1.3 方法 两组均接受神经科常规治疗,在此基础

上,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训练,以Bobath法[4]为主。
观察组接受引导式教育训练结合常规康复训练,其
中引导式教育训练具体如下:(1)器械准备。主要器

械为梯背椅、木条床、木棒、水杯及皮球。(2)人员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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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视同期接受引导式教育患者训练人数,安排1~
2名引导员。引导员均经过培训,能够将各训练动

作分解为一个个步骤,如使用杯子喝水,可以分解

为:双足平放于地面,身体坐直;上臂前伸,握住水

杯;弯曲肘部,将杯子送到嘴边;缓慢倾斜水杯,喝
水。同时手把手帮助活动有困难的患者,并鼓励患

者家属参与训练。(3)训练内容。引导员通过指令

性语言表达每个动作的内容,患者重复指令内容,依
照节律完成动作,有困难者由引导员协助。上述训

练每周院内开展2次,每次1h,剩余5d要求患者

和家属每日在家根据该原则进行家庭训练,并填写

训练日记。

1.4 观察指标 (1)于干预前、干预3个月后,采用

Fugl-Meyer运动功能评分(Fugl-Meyerassessment
scale,FMA)[5]上肢及下肢部分测评患者患侧运动

功能,上肢满分66分,下肢满分34分,得分越高提

示功能越好。(2)于干预前、干预3个月后,采用

Barthel指数(Barthelindex,BI)[6]测评患者日常生

活能力,本量表满分100分,得分越高提示患者日常

生活能力越好。(3)统计患者一般资料、临床病理特

征等,其定义与赋值方案见表1,其中各自变量均取

干预前值,因变量取干预后值。

表1 主要研究变量的定义及赋值方案

代号 内容 定义与赋值

X1 年龄 实际值

X2 性别 男=1,女=0
X3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高中以上=4
X4 卒中部位 左侧=1,右侧=0
X5 卒中性质 脑出血=1,脑梗死=0
X6 偏瘫侧下肢肌张力 Ashworth分级[7]0~4级分别赋分1~6分

X7 体质量指数 实际值

X8 合并症 有=1,无=0
X9 脑卒中后抑郁 有=1,无=0
X10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8]评分赋值

X11 躯体平衡功能 按Berg平衡量表[9]评分赋值

X12 认知功能 按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10]评分赋值

X13 发病至干预时间 实际值

X14 干预方案 引导式教育+常规干预=1,常规干预=2
Y 干预后BI得分 实际值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处理数据,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和

配对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
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干预后BI得分的相关因

素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变量引入方案采

用Stepwise法,引入水平0.05,剔除水平0.10,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患侧上下肢FMA评分对比

  两组干预前FMA量表上肢及下肢部分评分对

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干预3个月

后,两组该量表上肢及下肢部分均明显升高,且观察

组上述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2。

2.2 两组干预前、后BI得分对比 两组干预前BI
得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3个

月后,两组BI得分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该得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3。

2.3 患者干预后BI得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干预

方案、发病至干预时间、干预前 NIHSS评分与干预

3个月后BI得分显著相关,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为0.978,拟合优度较高,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F=
1242.338,P=0.000,可建立线性方程:干预3个月

后BI得分=119.213-1.742×干预前 NIHSS-
12.096×干预方案-0.849×发病至干预时间,见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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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干预前、后患侧上下肢FMA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上肢部分 下肢部分

干预前 干预3个月后 t P 干预前 干预3个月后 t P
观察组(n=43) 14.53±4.59 39.40±8.35 -17.537 0.000 8.67±2.24 24.09±7.13 -13.413 0.000
对照组(n=43) 13.86±4.21 22.79±5.55 -8.068 0.000 7.95±2.10 17.98±4.53 -13.463 0.000

t 0.710 10.858 1.537 4.747*

P 0.480 0.000 0.128 0.000
   *方差不齐,取t’值。

表3 两组干预前、后BI得分对比(x±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3个月后 t P
观察组 43 39.23±7.05 79.53±5.25 -30.424 0.000
对照组 43 38.12±5.42 65.47±6.83 -21.509 0.000

t 0.823 10.706
P 0.413 0.000

表4 患者干预后BI得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顺序 R2 sx β t P
NIHSS评分 0.629 0.294 -1.742 -5.933 0.000
干预方案 0.968 0.351 -12.096 -34.473 0.000
发病至

干预时间 0.978 0.136 -0.849 -6.231 0.000

常量 0.832 119.213 143.216 0.000
  R2为多元决定系数,β为回归系数估计值。

3 讨 论

  中枢神经损伤后,大脑能够通过学习和训练在

结构和功能上进行重组,恢复已失去的功能[11]。本

研究以此为指导,对照组采用Bobath疗法促神经功

能康复,患者接受循序渐进的主动及被动式运动锻

炼,其肢体运动功能能够得到明显改善,对照组患者

经干预3个月后FMA上肢及下肢部分评分均得到

明显提升,其改善效果与杨爱国等[12]报道结果相近。
但该训练方案主要按约定进行,与实际生活缺少联

系,且疗效主要取决于治疗医师。而引导式教育训

练引入引导员,其主要利用节律性意向引导患者主

动训练,训练内容与日常生活活动息息相关,本研究

中观察组患者接受该干预方案,3个月后FMA上肢

及下肢部分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
且BI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患者偏

瘫侧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自理功能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提示引导式教育训练能够提升老年脑卒中后偏

瘫患者的康复效果,这与张蓓华等[13]针对脑瘫患儿

的报道结论相符,表明引导式教育训练方案能够更

好地促进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

  引导式教育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利用了节律性意

向:节律是有节奏感及重复的口令,其与训练动作配

合,加深了患者对动作的记忆和了解;意向是患者在

活动前需要及想要达到的目标,该目标能够通过一

定的语言来表达。在神经系统受损后,运动缺乏节

律,因此不能在正确的时间和空间内组织一个活动,
这可能正是脑卒中后偏瘫的机制之一[14]。节律性意

向通过语言,将运动与思维联系,将思维转化为运

动,促进运动的再学习。同时,其还能够建立时间与

运动的关系,这不仅能增强听觉反馈,还能够发展运

动的节律性。引导式教育还能够通过小组训练、家
属参与等方案提升患者主动参与性。本研究多元回

归分析证实该疗法与患者干预后BI得分有直接相

关性,该方案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此外,本研究发现,发病至干预时间、干预前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与干预后BI得分直接相关,发病至

干预时间越长,患者干预后BI越差,可能是因为神

经功能的损伤仅部分可逆,随时间的延续,可逆部分

有减少趋势,这提示发病后需要尽早进行康复,接受

必要的紧急处理。神经功能损伤程度可能与认知、
情感及感觉功能障碍有关,而认知功能能够影响患

者对刺激的反应方式,使患者不能集中注意力完成

引导式教育训练;感觉障碍则容易使患者难以正确

控制运动;情感障碍则可能影响患者训练的积极性,
上述问题都可能导致患者恢复效果较差,需待进一

步研究。

  综上,引导式教育训练能够提升老年脑卒中后

偏瘫的康复效果。患者干预后BI得分的相关因素

除与干预方案有关外,还与干预前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发病至干预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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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联合ACEI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效果
及对血清BNP水平的影响

王 超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保定 071000)

摘要 目的:探讨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联合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效果及其对

血清脑利钠肽(BNP)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13年2月至2016年11月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收治的134例慢

性心力衰竭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67例。对照组采用ACEI治疗,研究组采用ARB联合ACEI治

疗。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率、血压、心功能、血清BNP水平、心脏结构及生活质量。结果:两组治疗后心率和血压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治疗后的心脏结构优于对照组,心功能改善程度和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血清BNP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ARB联合ACEI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效果更佳,可明显改善患者

心功能,降低血清BNP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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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力衰竭是心脏功能或结构性疾病致使心脏射

血能力被损害或者心室充盈的综合征,慢性心力衰

竭在心力衰竭中最为多见[1]。近年来,我国老龄化

现象越来越严重,冠心病、高血压的发病率在高龄人

不断升高,慢性心力衰竭的患病率也随之升高。由

于患者的心室收缩功能降低,使得射血功能受损,心
排出量无法达到机体代谢的要求,组织和器官的血

液灌注缺乏,致使患者出现体循环或者肺循环瘀

血[2]。患者会出现无力或呼吸困难,体力活动受限,
出现水肿现象,其活动能力与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

响。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已经成为治

疗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基础药物,但其并不能够对

·5241·寇冬艳,等.引导式教育训练用于老年脑卒中后偏瘫的康复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