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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康复治疗联合有氧训练对老年急性
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

郑立敏,赵 琳,王亚杰,张 娜,慕经纬△

(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沈阳 110016)

摘要 目的:探讨常规康复治疗联合个体化有氧训练对老年急性脑梗死(ACI)患者运动功能及自主神经功能康复的影响。方

法:将92例老年ACI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46例。对照组予以常规药物治疗与康复锻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加个体化有氧训练,共训练8周。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Barthel指数(BI)、Fugl-Meyer量表(FMA)评分、美国国立卫生院

卒中量表(NIHSS)评分、Asworth痉挛评定量表评分,并测定自主神经功能指标。结果:干预后,观察组的BI指数、FMA评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NIHSS评分和Asworth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干预后,观察组的R-R间

期(NNI)、R-R间期标准差(SDNN)、24h相邻 R-R间期差值的均方根(RMSSD)及相邻窦性 R-R间期差值>50ms比率

(PNN50)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个体化有氧训练有助于促进老年ACI患者神经功能的康复,提高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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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routinerehabilitationtherapycombinedwithaerobicexerciseonneurologicalfunc-
tioninelderlyACIpatients
ZhengLimin,ZhaoLin,WangYajie,ZhangNa,MuJingwei.(DepartmentofNeurology,ThePeople’s
HospitalofLiaoningProvince,Shenyang1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individualizedaerobictrainingonrehabilitationofmotor
functionandautonomicnervefunctioninelderlypatientswithacutecerebralinfarction(ACI).Methods:A
totalof92elderlypatientswithACIwererandomlydividedintoacontrolgroup(n=46)andanobservation
group(n=46).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weregivenconventionaldrugtherapyandrehabilitationexer-
cise,whilethose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treatedasthecontrolgroupwithadditionofindividualized
aerobictrainingfor8weeks.ThescoresofBI,FMA,NIHSSandAsworthwereevaluatedandcompared

betweenthetwogroups.Theautonomicnerve
functionindexes were measured.Results:After
intervention,thescoresofBIandFMAintheob-
servation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
inthecontrolgroup,whereasthescoresofNI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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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sworthweresignificantlylower(P<0.05).Afterintervention,theindexesofNNI,SDNN,RMSSD
andPNN50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
Conclusion:Individualizedaerobictrainingcouldpromotetherehabilitationofneurologicalfunctioninelder-
lypatientswithACI,andimprovetheabilityofdailylivingactivities.
Keywords acutecerebralinfarction;elderly;individualizedaerobictraining;motorfunction;neurological
function

  急性脑梗死(acutecerebralinfarction,ACI)临
床常见脑血管疾病,运动功能障碍是影响患者身心

健康及生活质量的主要后遗症,同时心肺功能也会

受影响,阻碍整体康复进程及效果[1]。临床上针对

ACI的康复治疗方案较多,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

疗、针灸及康复训练等,其中,早期康复训练是促进

患者功能恢复、预防和减轻后遗症的必要措施[2]。
目前,临床对ACI的康复治疗模式均是以改善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ADL)障碍及运动功能受损为主,缺
乏有氧训练的研究及神经功能康复数据,尤其是缺

乏对患者自主神经功能康复的观察。本研究在老年

ACI患者的早期康复治疗中引入个体化有氧训练,
观察患者神经功能及运动生活功能的变化,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3月至2017年3月辽宁省人民医

院收治的老年ACI患者92例。病例纳入标准:(1)
经头颅CT或 MRI检查确诊为ACI;(2)首次、单发

病灶ACI;(3)年龄≥60岁;(4)改良Ashworth分级

(MAS)≤3级,具有不同程度的肢体功能障碍;(5)
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23分,能够配合临床

干预与评估;(6)生命体征平稳,且神经系统症状无

进展;(7)病程<6个月;(8)未使用影响心脏自主神

经功能药物。排除标准:(1)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并发脑出血者;(2)语言障碍、意识障碍、理
解障碍及痴呆患者;(3)合并严重心、肝、肺、肾等其

他重要脏器功能障碍或原发疾病者;(4)合并重症感

染、恶性肿瘤、运动系统疾病或骨折者;(5)使用抗痉

挛药物者;(6)严重高血压(>24.0/13.3kPa)、低氧

血症、感染及发热者。按自愿选取原则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每组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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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
(男/女)

年龄/岁,
x±s

病程/月,
x±s

梗死部位

基底节 脑干 丘脑 颞叶 额叶 顶叶

观察组 46 28/18 66.78±4.45 2.43±0.71 11 10 8 8 6 3
对照组 46 32/14 67.81±5.02 2.18±0.79 13 11 10 7 4 1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 ACI急性期治疗后生命体征

平稳后48h~2周内,在维持神经内科药物治疗基

础上予以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行个

体化有氧训练,两组干预时间均为8周,每日训练时

间30~60min。
1.2.1 常规康复治疗 (1)疾病知识宣教、康复锻

炼指导与自我护理指导;(2)物理因子治疗;(3)推
拿、按摩、针灸治疗等;(4)语言、认知功能及吞咽功

能训练;(5)良肢位摆放、肢体肌肉按摩、关节主被动

活动、床上翻身训练、桥式运动、起坐运动、坐位平衡

训练、站立训练、步行训练及上下楼梯训练等;(6)作
业治疗与日常生活活动训练等。
1.2.2 个体化有氧训练 (1)室内运动:根据患者

的个人喜好及坐位平衡状况选择液阻训练、脚踏车

训练等。①液阻训练:采用UB-E920液阻上肢训练

器进行上肢液阻训练,采用XT-E720液阻手脚负荷

训练器进行下肢液阻训练,单侧20min/次,6d/周,
休息1d后进入第2周期,训练2周待病情好转后将

环转运动时间增加15min。②塌车训练:采用固定

功率自行车进行上肢前伸、下肢踩踏训练,应用膝关

节稳定器辅助维持膝关节稳定性,早期以健侧带动

患侧踩踏动作,患侧肌力≥3级后,由患侧带动健侧

踩踏动作,30min/次,4~5次/周。(2)室外运动:
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及康复状况制定运动处

方,坚持循序渐进、长期规律运动,运动量以不觉疲

劳,心率(HR)=170-年龄为度,3~5次/周以上,
餐后60~90min后开始运动,运动前进行自我按

摩、拉伸等准备活动5~10min,避免长跑、游泳等高

强度运动。①极轻运动:散步、购物或乘车站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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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min/次;②轻度运动:打太极拳、体操、步行、
下楼梯、平路骑自行车,30~60min/次;③中度运

动:走路慢跑、上楼梯、骑自行车、打乒乓球,15~
30min/次。
1.3 观察指标

  干预前及干预8周后进行效果评定。(1)运动

功能:采用简式Fugl-Meyer运动功能量表(FMA)
评价运动功能,其中上肢66分,下肢34分,总分

100分,得分越高表示运动功能越好;(2)ADL:采用

Barthel指数(BI)[3]评价ADL,总分100分,得分越

高则ADL越好;(3)神经功能:采用美国国立卫生院

卒中量表(NIHSS)量表评定神经功能,总分0~42
分,得分越高则神经功能障碍越严重;(4)肌张力:采
用Ashworth痉挛评定量表(MAS)评价肌张力,按
0~5级评分,分级越高则肌张力越差;(5)自主神经

功能:采用动态心电图测定自主神经功能,包括R-R
间期(NNI)、R-R间期标准差(SDNN)、24h相邻R-
R间期差值的均方根(RMSSD)及相邻窦性R-R间

期差值>50ms比率(PNN50)。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

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BI、FMA、NIHSS、Asworth评

分比较

  干预后,两组 NIHSS、Asworth评分均显著降

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BI、
FMA评分均显著升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2。
2.2 两组干预前、后自主神经功能指标比较

  干预后,两组 NNI、SDNN、RMSSD及PNN50
均较干预前显著提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3。

表2 两组干预前、后ADL、FMA、NIHSS、Asworth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时间
FMA

上肢 下肢
BI NIHSS Asworth

观察组 干预前 18.21±4.43 12.21±3.21 37.68±4.45 22.12±5.42 2.44±0.44
干预后 33.42±5.19* 22.17±5.64* 78.91±8.53* 12.09±3.41* 0.91±0.32*

t 15.118 10.409 29.065 10.623 19.07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照组 干预前 19.02±4.56 12.46±3.42 39.21±4.59 21.19±4.65 2.38±0.43
干预后 27.68±4.97 18.02±4.17 71.12±7.66 16.49±4.02 1.42±0.37

t 8.708 6.992 24.236 5.186 11.47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P<0.05。

表3 两组干预前、后自主神经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时间 NNI/ms SDNN/ms RMSSD/ms PNN50,%
观察组 干预前 0.81±0.05 65.21±4.56 15.56±2.19 5.54±1.02

干预后 1.07±0.09* 88.01±5.23* 25.02±2.94* 14.71±2.83*

t 17.128 22.286 17.501 20.675
P 0.000 0.000 0.000 0.000

对照组 干预前 0.83±0.06 67.23±4.78 16.02±2.23 5.81±1.23
干预后 0.94±0.08 80.13±5.57 20.29±2.56 9.98±1.78

t 7.460 11.920 8.530 13.072
P 0.000 0.000 0.000 0.000

         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P<0.05。

3 讨 论

  康复训练是脑卒中单元治疗的关键内容之一,
已有诸多研究表明,早期康复训练能够缩小梗死灶

面积,促进病灶周围神经元细胞的修复以及相邻区

域细胞结构功能的重塑,从而重建神经轴突-突触联

系,改善神经功能及运动功能[4]。由于ACI患者多

年龄较大、心血管条件较差、发病早期病情危急等,
既往对ACI患者的功能康复训练多集中于被动训

练或阻抗训练,主要针对肩部、肘部、髋膝关节以及

躯干肌群进行屈伸训练,缺乏有氧运动。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进行康复训练8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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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SS、Asworth评分均显著降低,而BI、FMA评

分均显著升高(P<0.05),并且观察组改善效果均

优于对照组(P<0.05),证实科学合理的康复训练

有助于ACI患者神经功能、运动功能和 ADL的恢

复。取得这样的疗效,主要是由于观察组采用负荷

量相对较小、可重复性好、安全性高和可较长时间开

展的液阻训练、脚踏车训练及轻中度室外活动结合

进行综合性有氧训练。应用器械辅助的液阻训练、
脚踏车训练不受场地限制、操作简便易行,有利于改

善肌力、关节活动度及步态,且可改善关节协调性和

稳定性,促进肢体运动功能康复[5-6]。根据患者的个

体情况制定室外有氧运动处方,可避免单调室内运

动所致康复训练信心不足或兴趣缺乏,更好地帮助

重建患者的运动模式、运动速度与协调能力,同时还

能够锻炼关节肌肉、平稳降压、提高神经反应敏捷性

及改善心肺耐力等。

  临床研究表明,任何卧床休息及减少运动时间

超过2~4周,均不可避免地产生心血管系统失

健[7]。脑是心血管活动的中枢,也是调节心血管功

能调节的重要区域,故ACI后常面临自主神经功能

损害等问题,且病情越重自主神经功能损害越明

显[8]。而心率变异性(HRV)降低是心血管事件发

生的高危因素,ACI后 HRV降低势必造成心脑血

管事件发生风险升高。已有研究显示,有氧运动能

够降低ACI患者的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预防血压

神经,保护心血管系统功能[9-10]。但上述研究均缺

乏对老年ACI患者有氧运动前后自主神经功能参

数变化的直接监测。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干预前

自主神经功能指标(NNI、SDNN、RMSSD、PNN50)
普遍处于较低水平,而干预8周后均显著升高,且观

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证实科学的康复

训练有助于保护或改善老年 ACI患者的自主神经

功能,尤其是个体化有氧训练的介入能够进一步改

善患者的自主神经功能。ACI患者的神经功能及运

动功能与步态平衡、患侧肢体肌力及心血管适应性

密切相关,自主神经功能的改善对病情康复具有积

极意义[11]。卢俏丽等[12]研究亦显示,老年 ACI患

者的NIHSS评分与PNN50、RMSSD呈显著负相关

关系。提示有氧训练能够保护 ACI患者的自主神

经功能及神经、运动功能,促使患者进入病情及功能

康复的良性循环,这可能也是观察组 NIHSS、As-
worth、FMA及BI评分改善幅度优于对照组的主要

原因。

  综上所述,在老年ACI患者的临床治疗中介入

个体化有氧训练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及运动

功能,提高ADL,促进患者功能状态的全面康复,值
得临床借鉴应用。

参考文献:

[1] 舒亚梅,王秀容,喻 明,等.综合康复护理应用于急性

脑梗死伴抑郁症状患者中的临床效果研究[J].国际精

神病学杂志,2016,43(3):559-562.
[2] 龙耀斌.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

功能的影响[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2,29(2):260-
261.

[3] 恽晓平.康复疗法评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259-262.
[4] 黄雪丽,李太勇,马容莉,等.早期康复训练对急性老年

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康复及血清IMA和 NSE水平的

影响[J].脑与神经疾病杂志,2017,25(2):82-85.
[5] 叶 刚.MOTOmed运动系统治疗对促进脑梗死患者

运动功能和生活能力的疗效分析[J].蚌埠医学院学

报,2016,41(5):610-612.
[6] 王瑞平,冯晓东,闫秀丽.强化蹬踏运动对偏瘫患者下

肢功能恢复的影响[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12,

18(9):810.
[7] LINDERSM,ROSENFELDTAB,RASANOW M,

etal.Forcedaerobicexerciseenhancesmotorrecovery
afterstroke:acasereport[J].AmJOccupTher,2015,

69(4):1-8.
[8] XUYH,WANGXD,ZHOUL,etal.Changesofde-

celerationandaccelerationcapacityofheartrateinpa-
tientswithacutehemisphericischemicstroke[J].Clin
IntervAging,2016,3(11):293-298.

[9] 李 萍,孔海霞,李洪娟.有氧运动对脑卒中后慢性偏

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血趋化素及代谢危险因素的影

响[J].中国动脉硬化杂志,2017,25(4):393-397.
[10]孔亚婷,朱正庭.有氧训练与抗阻训练对老年脑梗死患

者自主神经功能干预效果的对比研究[J].实用心脑肺

血管病杂志,2017,25(1):138-140.
[11]陈国平,亢连茹,王 艳,等.有氧训练对早期脑梗死患

者心血 管 及 运 动 功 能 的 影 响[J].中 国 康 复,2015,

30(5):349-351.
[12]卢俏丽,姚连焕,胆 迎,等.老年脑梗死患者心率变异

性及其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相关性研究[J].中华老年

医学杂志,2016,35(11):1155-1159.

(本文编辑:刘夕霞) 

·286·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8May;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