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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下肢强制性运动对其步行能力恢复的研究进展*
朱玉连 1,2

胡永善 1,3

刘 宇2

脑卒中后大部分患者会出现各种功能障碍，如肢体瘫

时间参数、空间参数等方面均有显著性差异。偏瘫患者由于

痪、协调及平衡功能障碍，随意运动功能障碍等，严重影响患

患肢支撑期较短，
健肢的足上提动作不充分，
膝关节未能达到

者及家庭的生存质量，也使整个社会背负沉重的医疗负担，

最大屈曲而被迫着地，
所以形成了
“健肢”
的摆动相较短[6—7]。

减少患者功能障碍，提高其生存质量，使之回归家庭或重返

1.4

社会是康复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步行障碍是脑卒中患

三维运动学分析发现
脑卒中偏瘫步态周期在患侧摆动相过程中，患侧下肢上

者影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最常见和最明显的功能障碍之一，

抬的瞬间，患侧骨盆常出现上提、后撤，在屈曲模式下以下肢

偏瘫患者中有 70%以上可恢复步行能力，但其中大部分未获

屈曲、外展方式抬起；在伸展模式下以足内翻、尖足方式着

得良好的步态和步行速度，成为日后跌倒的最大诱因。基于

地；躯干或向支撑侧倾斜或向摆动侧倾斜；在摆动后期至足

步态恢复的康复治疗方法及控制和纠正偏瘫步态相关机制

跟着地期，患侧膝关节不能自如屈曲、伸展。患侧支撑相多

的研究正被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见足前外侧着地或全脚掌着地，身体向前移动困难；头、躯干
向患侧侧屈，并向后方旋转；骨盆过度后倾、后旋；髋关节支

1

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步行能力恢复的特征
脑卒中瘫痪后，机体的运动功能恢复具有一定的规律，

撑能力差，膝关节反张或过度屈曲；踝关节内翻、跖屈（即健
侧在前、患侧在后的斜向步行）。足跟离地时，膝关节放松困

肢体运动系统失去了高位中枢神经的调控作用，原始的、被

难。在全足底着地时，有些患者会因躯干、髋、膝关节伸展能

抑制的皮质下中枢运动反射得以释放，导致肢体肌群间协调

力及支撑能力差而出现骨盆、躯干前方旋转的现象[9—11]。

功能紊乱，肌张力异常而出现运动功能障碍。其典型的步态
常表现足下垂、内翻、髋关节外展外旋之偏瘫划圈步态。
1.1

2 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强制性运动疗法

偏瘫步态患者步行时－空参数改变

在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恢复过程中，患者下肢功能的恢复

步行中一侧足跟着地至该侧足跟再次着地称为一个步

较快且优于上肢，约 64%—80%患者步行能力得到不同程度

态周期，其步态基本的时-空参数是步速、步宽、步长、步频

的恢复[12]，这可能是患者自身对步行的要求一种潜意识的目

等，据研究[1—2]脑卒中偏瘫步态其步宽加大，步长、步幅缩短，

标任务导向而强迫进行步行运动的结果。研究也发现患者

步 频 、步 速 降 低 。 步 长 平 均 为 40cm，小 于 正 常 人 的 50—

步行能力的恢复程度更多依赖于健侧肢体在步行过程中作

70cm。

出的调整，形成异常的步态。因此，如能在康复治疗中对患

1.2

偏瘫步态患者人体重心及运动的不对称

肢进行强制训练，强化患肢的功能，则可更大程度地恢复患

步行时人体重心的摆动幅度和频率反映人体运动的平

者的步行能力。

衡能力。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时身体摆动加大，使重心偏离

2.1

强制性运动疗法

支撑面，双下肢重心对称性受到破坏。躯体运动表现为大范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 Alabama 大学神经科学研究

围的侧方运动（平均约 9cm，超过正常范围 2 倍以上）和小范

人员发现，让猴子的一侧前肢去神经支配，猴子将不再能使

围的垂直运动（平均约 2.2cm，小于正常范围的 2/3）[3—4]，从骨

用此肢体，但如果束缚其健侧的肢体，限制使用，猴子为进食

盆的运动来看，骨盆的精细动作消失，代之以粗大而僵硬的

等需要只有使用患侧肢体，从而在客观上达到强迫猴子使用

动作[5]。

患侧肢体的作用。如果限制时间延长，再加上条件反射技术

1.3

偏瘫患者四肢协调功能的改变

和行为成型技术训练后，患侧肢体可恢复广泛运动的能力。

大部分偏瘫患者的运动更多的依赖“健肢”来完成，包括

由此逐渐形成了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在脑卒

行走及保持平衡。研究发现患者健侧下肢与正常人双下肢在

中和脑外伤的康复中，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特别是对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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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和脑外伤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治疗 [13—16]。目前已扩展

为不同的脑区其可塑性不同，功能恢复过程中其结果不同，

到对脑损伤后失语症患者[17]，儿童脑瘫或偏瘫患者[18—19]、截肢

恢复的程度也不同。

后患肢痛患者 及帕金森病患者等
[20]

[21—22]

的康复治疗中，均取

得较好的效果。

Coker 等 [31] 研究显示改良的 CIMT 治疗上肢瘫痪与大脑
皮质的重组有关，对 12 例学前偏瘫儿童连续 5d，每天 6h 的改

强 制 性 运 动 疗 法（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

良 强 制 性 运 动 疗 法（modified 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py, CIMT），其主要的治疗策略是通过强制装置限制健侧上

therapy, mCIMT）治疗，用 the GAITRite walkway 收集步态的

肢的使用，强制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患侧上肢，并短期集

各项特征数据，发现大多数数据前后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中强化重复训练患侧，同时注重把训练内容转移到日常生活

长期随访发现 mCIMT 治疗对患儿的步态及平衡具有长期的

中去[15]。归纳起来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有 3 项治疗原则：
①满

有益的效果。

负荷训练原则，
即在短的时间间隔内，
给予高强度的运动治疗

国内学者姜贵云等 [28,32]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单盲的

要优于长时间低运动量和频度的治疗结果；②强制—诱导原

研究方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采用改良的 CIMT（在训练中不

则，
即强迫患者使用他所想回避的运动方式和方法；
③行为相

过度限制健侧下肢的活动，对患肢进行 6h 左右每天的强化

关原则，即治疗内容的重点与日常生活行为密切联系

[13—19]

。

训练）；并对其 Berg 平衡量表（BBS），
“起立—行走”计时测定

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有约 3 种治疗方式，既：①限制健侧肢

（TUGT）及最大步行速度（maximum walking speed, MWS）等

体，患侧长时间（≥6h/d）训练和应用[15]；②限制健侧肢体，改

评价患者的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经过为期 8w 的训练，试

良患侧稍长时间训练（≤6h/d）和应用[21]；③不限制健侧肢体，

验组 MWS 和 BBS 评分结果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并

强化患侧肢体的训练和应用 。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TUGT 结果明显短于对照组（P＜

2.2

强制性运动疗法在下肢康复中的应用

0.05），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目前，对患者的步行能力康复治疗的研究集中在运用减

2.3

[19]

重 跑 台 步 行 训 练（partial body weight-supported treadmill,

下肢强制性运动疗法训练强度及其介入时间
CIMT 的关键是训练强度。Peurala 等 [33] 对 CIMT 的历年

BWST），以及治疗师辅助的步行强化训练，如骨盆控制训练、

来有文献报道的具体训练强度进行了综述，文中指出大于 2

躯体的侧方运动控制训练、重心的平行迁移和垂直移动协调

周的 CIMT 训练，其强度约在 60—72h 或 20—56h，其主要的

训练等[23—24],还较少运用强制性运动疗法进行步行能力和平

作用有所不同，60—72h 大于 2 周训练主要可以改善患肢的

衡功能等下肢运动功能的研究

灵活性；而 20—56h 大于 2 周的训练，与 30h 大于 3 周和 15—

[25—28]

。

有学者[12]对 16 例慢性脑卒中患者的下肢进行大量的重

30h 大于 10 周的训练，才能真正增加患侧肢体远端的运动功

复性训练，包括跑台训练、行走训练、上下楼梯及减重步行

能；其中研究发现训练强度为 30h 大于 3 周的 CIMT 训练能增

等，持续 3 周，每天保持 6h 左右训练，发现 16 例患者中有中

加患者的自理能力。对下肢的 CIMT 训练的强度未有如此详

等功能障碍的 12 例患者各项指标均有明显的进步，其中 1 例

细的分析报道。所能查到的文献均指出对下肢的 CIMT 采用

可完全独立行走，2 例仅需最小的辅助下行走；在 4 例移动能

的是在训练中不过度限制健侧下肢的活动，对患肢进行 6h

力最差的患者中，1 例仍需要全辅助才能移动，总体下肢有效

左右个体化循序渐进的强化训练，强化训练内容包括坐起站

率达到 1.6。

立、平衡训练、跑台训练、行走训练、上下楼梯及减重步行等。

Marklund 等[29]对 5 例脑卒中后遗症患者强制进行大量的
运动训练，持续 2 周每天 6h 的自行车、水中训练、步行等强化

2.4

下肢强制性运动疗法介入时间
CIMT 是通过强制使用患侧肢体达到预防和纠正“习得

训练，在训练前及此后的 3 个月及 6 个月分别对其运动功能、

性废用”
（learned non-use），促进患肢功能恢复的一种康复

平 衡 功 能 及 步 态 分 别 用 Fugl-Meyer 运 动 功 能 评 估 量 表

治疗方法。其介入的时间，大量的研究认为在脑卒中后亚急

（Fugl-Meyer assessment, FMA），
“ 起 立 — 行 走 ”计 时 测 定

性期、恢复期和后遗症期，介入具有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的作

（the timed up and go test, TUGT），6min 步 行 测 试（the

用 [34—36]；但对于脑卒中急性期的 CIMT 使用有研究显示可能

six-minute walk test）等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强化训练提高下

会使病情加重，更有动物试验证实，早期过度训练患肢可导

肢的运动功能、移动能力、动态的平衡及双下肢承重能力对

致神经损害加重和肢体功能恶化[37—38]。对于下肢 CIMT 的介

称和步行能力的改善，
效果能持续至随访的 3—6 个月。

入，
基本是在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后 2 周的亚急性期后开始。

Numata 等[30]对左侧中央前回运动功能区脑卒中患者，将
其健侧下肢固定 19.5h，其右侧肢体开始活动，运动功能也开
始改善，推测单侧的中央前回与同侧肢体的运动强烈相关，
与其作为较高一级的运动中枢其可塑性也大于初级中枢，认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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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制性运动疗法治疗的机制研究
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是以中枢神经系统可塑性理论为
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治疗上神经元损伤的康复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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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研 究 人 员 使 用 经 颅 磁 刺 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CIMT 对偏瘫患者异常步态的影响和矫正作用及其相应的机

stimulation, TMS）、功能性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

制，无疑将更充实此康复治疗技术的内涵，尤其对患者步行

nance imaging, fMRI）及皮质内微刺激技术（ICMS）揭示强制

能力的恢复，
提升其生存质量产生积极的意义。

性使用运动疗法的疗效与大脑皮质的功能重组有关。
Kopp 等 [39] 对实施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的患者的稳态脑
电图运动电位进行了分析，3 个月治疗后发现，在患侧上肢缺
乏镜像运动时，出现大脑半球的同侧激活，显示出大脑的可
塑性变化与实施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后患者的患侧上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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