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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恢复期的运用

杨新利 1 、 栾春红 2 、 黄浩钊 3 、 汪永华 4

【摘要】 目的　研究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恢复期的运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月 2 月期间收治入院的脑卒中偏瘫患者患者 82 例，按照入院 ID 号随机平均

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

法。比较患者康复训练后步行功能、平衡功能、下肢运动功能改善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步行功能、平衡功能、下肢运动功能和生活质量的评估组间比较，差异不明显（P> 0.05）。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步行功能、平衡功能、下肢运动功能较级生活质量评估治疗前均有改善（P< 0.05）；而且

观察组患者的上述功能指标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在脑卒

中偏瘫患者恢复期运用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进行康复训练可更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情况，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可在临床治疗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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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in the recovery stage of cerebral apo-
plexy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YANG Xinli, LUAN Chunhong, HUANG Haozhao, et al.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
cin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710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on the recovery 

stage of cerebral apoplexy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Method　82 pcerebral apoplexy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from Oc-

tober 2015 to February 2016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chosen for this research ,then randomly and average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ID number.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on the basic of control group’s treatment.The walking motor function , the balance function and motor function 

of leg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evaluated to compare. 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

ences of walking motor function , the balance function and motor function of leg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After treatment, walking motor function , the balance function and motor function of leg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ll bett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meanwhile, all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uch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ap-

plication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in the recovery stage of cerebral apoplexy patients with hemi-

plegia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ignificantly. Thus, it deserves 

further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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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临床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之一，因急

性脑循环障碍引起脑功能受损，致残率较高［1］。目

前，康复训练是脑卒中偏瘫患者治疗选择中的有效

治疗治疗手段，进行早期诊断评估，及时开展针对

性康复训练对改善患者肢体功能障碍，降低致残率，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2］。近年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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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研究报道提出，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作为新

兴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恢复期具有良好的治疗

效果［3-4］。本研究旨在研究分析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

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恢复期的运用效果，以期改善

患者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月 2 月期间收治入

院的脑卒中偏瘫患者患者 82 例，按照入院 ID 号随

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观察组男 20 例，女 21 例，

平均年龄（51.24±5.31）岁；对照组男 19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52.21±6.13）岁。纳入标准：①所有

患者经影像学检查确诊脑卒中，符合 1995 年版《脑

血管病诊断标准》［5］。②患者均为首次发病，无明显

感觉认知障碍，神经症状稳定明显，单侧瘫痪。③

KVIP 评分 >25 分，HAMD 评分 <24 分，卡恩 - 戈德

法布评分 >5 分。④实验经医学伦理会批准，患者自

愿且能完全配合治疗，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并签署知

情承诺书。排除标准：①非大脑病变，存在感觉性失

语者。②存在严重关节肌肉病变或癫痫发作者。③

合并心、肝、肾等严重器官疾病者。两组患者基线

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条件（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基础神经内科药物治疗，对照组

患者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包括物理因子治疗、上肢功

能训练，坐、站位平衡功能训练，步行训练，抗痉

挛体位摆放，站立、坐下训练，日常活动能力训练等。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运用精神疗法联合

运动疗法训练：观察组患者结束常规康复训练后，将

患者置于安静治疗室内，由治疗师进行示范指导，

进行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训练。训练分三个阶段：

①在家属陪同下，患者闭目躺于治疗床上全身放松

休息 3min，休息过程中由治疗师讲解精神疗法联合

运动疗法注意事项。②由治疗师讲解想象动作，包

括下肢屈伸运动、坐下起立迈步动作、室内外上下

楼梯斜坡运动等，说明需运动肢体部位以及相应感

觉，之后患者独自进行运动感觉想象。③想象结束

后让患者注意力回归现实环境，聆听周围声音变化，

随后睁开双眼结束治疗。治疗周期均为 8 周。比较

患者康复训练后步行功能、平衡功能、下肢运动功

能改善情况。

1.3　评价标准

（1）采用功能性步行量表（FAC）评分评估患者

步行功能恢复情况：TGA 共 8 项，总分 12 分，分数

越高表示步行质量越好。FAC 评分共 6 级（0~5 级），

级别越高步行功能越好；采用 Berg 平衡量表评估患

者平衡能力恢复情况：共 14 项，每项按 0~4 分评分，

分数越高表示平衡功能越好；采用运动功能评定量表

（FMA）、功能独立性测评量表 （FIM）评分评估患者

下肢功能恢复情况：FIM 评分共 5 项，每项按 1~7 分

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运动功能越好。FAM 评分共 17
项，每项按 0~2 分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分离运动功

能越好。

（2）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

调查，包括运动功能、心理功能、独立性以及社会

功能，从而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定。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步行功能、平衡功能及下肢运动

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FAC、FMA、FIM 和 Berg 评

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

述量表评分，较治疗前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训练后 FAC 评分显著优于对

照组患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平衡功能比

较，观察组患者训练后 Berg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显著（P<0.05）；下肢运动功能比较，观察

组患者训练后 FMA、FIM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FAC，Berg，FMA和FIM评分组间比较（x±s，分）

组别 n FAC Berg FMA FIM

对照组 41 21.22±3.13 1.63±0.64 17.22±2.14 15.22±3.14
观察组 41 25.61±3.22 4.54±0.95 28.43±3.15 27.23±4.15

T 值 - 6.105 15.865 18.383 14.412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生活质量评估量表评分，组间

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该量

表评分，较治疗前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患者

治疗后运动功能、心理功能、独立性与社会功能等

多项指标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存在统计学差

异（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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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估量表评分组间比较（x±s，分）
指标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运动功能 68.26±7.13 72.45±7.82 2.023 <0.05
心理功能 65.69±6.22 76.38±6.32 3.451 <0.05

独立性 55.43±5.27 62.53±8.12 2.841 <0.05
社会功能 80.09±9.22 82.31±9.20 2.725 <0.05

3　讨论

脑卒中偏瘫是脑血管意外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对患者步行功能、平衡功能、下肢运动功能具有严

重的破坏影响［6］。而康复训练是目前治疗脑卒中偏

瘫常用的临床治疗方案，也是可改善患者预后功能，

降低致残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有效治疗方式［7］。

近年来，研究报道认为，脑损伤后大脑功能在准确、

速度方面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精神疗法联合运动

疗法作为新兴康复疗法，应用于脑卒中偏瘫患者恢

复期可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8-9］。

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通过在治疗师的指导下，

进行听、视觉主动想象，获取“认知 - 再认知”循环

过程并不断强化训练，增强感觉信息回路与大脑神

经通路之间的信号传输，刺激受损脑功能区域神经

突活化、再生。在康复训练过程中始终循环运动想

象，通过长期进行运动想象改善患者肌肉运动与神

经反射的功能回路，促进受损神经系统功能恢复［10］。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经过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

治疗后，步行 FAC 功能评分、平衡 Berg 功能评分以

及下肢 FMA、FIM 功能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表明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可加速促进患者步行功

能、平衡功能、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缩短患者功能

恢复时间，提高患者预后生活质量。与麦国钊［11-12］

等人研究结论一致。

相较于常规康复治疗，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

具有以下特点：①联合疗法操作简单易行，功能恢复

针对性强，无需任何昂贵、专业康复设备。②经过

专业治疗师培训指导，患者以及家属可在家中自行

训练，对于减少患者住院时间以及经济负担具有积

极作用。③实施联合疗法时要求舒适安静环境，有

利于患者注意力高度集中进行运动想象；环境条件不

满足时亦可选择播放柔和音乐以平缓患者情绪。

综上所述，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恢复期在常规康

复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运用精神疗法联合运动疗法

进行康复训练可更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情况，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可在临床治疗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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