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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首次运动康复治疗时间
对运动功能的影响研究
王福东 1，黄诗雅 2，赵宏宇 1*
【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康复治疗起始时间对运动功能预后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2017 年 8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急诊科就诊以及在神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的 67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将纳入的 67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A 组（n=35）：发病 24~48 h 给予患者首次运动康复治疗；

B 组（n=32，中途退出 2 例）：发病 48~120 h 给予患者首次运动康复治疗。发病 90 d 时为研究终点。通过查阅病历

资料的方式，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在发病后第 7、14、30、60、90 天时，分别采用改良 Rankin 量表（MRS）评分和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评价患者运动功能。结果

两组患者基线水平、第 7 天 MR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 组患者第 90 天 MRS 评分低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

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别和时间在 Fugl-

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上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其中，干预第 7 天时，A 组患者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

分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别和时间在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上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

其中，干预第 7、14、30、60、90 天时，A 组患者 Fugl-Meyer 下肢动功能评分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 MRS 评分为 3~4 分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早期运动康复治疗提前至发病 48 h 内进行，能明显改善急

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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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iming of initiating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on the prognosis of moto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AIS）．Methods

We enrolled 67 cases of AIS from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Neurology Ward，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5 to August 2017 and randomized them
into group A（n=35），and group B（n=32，2 patients withdrew from the study），receiving an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initiated

within 24-48 h，48-120 h，respectively after the onset of AIS.The intervention for both groups ended on the 90th day after the

onset of AIS.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were collected by reviewing the medical records.The motor function was evaluated by both
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and Fugl-Meyer Assessment（FMA） on the 7th，14th，30th，60th，and 90th days after the

onset of AIS，respectively.Results

Two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ean MRS

score measured on the 7th day after the onset of AIS （P>0.05），but group A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mean MRS

score on the 90th day after the onset of AIS （P<0.05）．Although the overall mean upper extremity FMA score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groups（P>0.05），the mean upper extremity FMA score varied substantially between the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s during the rehabilitation period （P<0.05），in particular，it was much higher in group A than that of group B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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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7th day of rehabilitation （P<0.05）．The overall mean lower extremity FMA score and mean lower extremity FMA

score at different times during the rehabilitation period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groups（P<0.05），to be specific，
group A showed much higher mean lower extremity FMA score than group B at the end of the 7th，14th，30th，60th，and 90th

days of rehabilitation （P<0.05）．In addition，the FMA scores for both the upper and lower extremities were not influenced
obviously by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the timing of initiating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and duration of the rehabilitation （P>0.05）．

Conclusion

For AIS patients with an MRS score of 3-4，exercise rehabilitation initiated within 48 h after the onset of A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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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及高
致残率等特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道，
2012 年约有 670 万人死于脑卒中，大约 3 300 万人因脑
卒中引发了残疾并且需要长期的照顾［1］。基于循证医
学的证据，脑卒中后康复治疗是降低脑卒中致残率的有
效方法［2-8］。中国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2011 完全版）
推荐经急性期规范化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神经系统症
状不再进展 48 h 以后进行一级康复治疗［9］。多数中外

学者认为脑卒中康复训练开始的时间应该被提前，但是
目前对于运动康复治疗何时开始，早期康复的效果及安
全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10-13］。国外学者 BERNHARDT
等［14］关于超早期康复的多中心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卒
中发病后 24 h 开始进行运动康复是安全并且可行的，
但也有研究表明 24 h 内进行康复可能会增加患者的死
亡率［15-16］。因此，本研究探讨了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患者 48 h 内和 48 h 后开始首次运动康复治疗与运动
功能预后的关系，以期为卒中发生后选择运动康复的合
适时机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 究 对 象 选 取 2015 年 9 月 —2017 年 8 月 在 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急诊科就诊以及在神经内科
病房接受治疗的 69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1）符合 1995 年全国脑血管病学术
会议通过的脑卒中诊断标准［17］，发病 24 h 之内就诊，
查体有神经科定位体征，且经颅脑 CT 或磁共振成像检
查证实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2）年龄 18~75 周
岁，性别不限；（3）生命体征平稳，体温≤ 38.0 ℃，
脉搏 60~100 次 /min，呼吸频率≤ 24 次 /min，收缩压
≤ 180 mm Hg（1 mm Hg=0.133 kPa）， 舒 张 压 ≤ 100
mm Hg（其中血压在用药控制后达标即可）；（4）格
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评分［18］
为 9~14 分；（5） 急 性 生 理 学 与 慢 性 健 康 评 分 系 统
（APACHE Ⅱ）［19］危重病评分：≤ 17 分；（6）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20］<16 分；（7）
既往无严重心、肝、肾及肺等器质性疾病；（8）改良
Rankin 量表（MRS）［20］ 评分 3~4 分；（9）患者本人
或合法代理人自愿参加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
（1）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患者；
（2）有手术指征者；
（3）
妊娠的患者。本研究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15PS174K。
1.2 研究方法
1.2.1 分 组 方 法 采 取 随 机 单 盲 对 照 试 验 方 法， 将
纳 入 的 69 例 患 者 分 为 两 组：A 组（n=35）： 发 病
24~48 h 给予患者首次运动康复治疗；B 组（n=34）：
发病 48~120 h 给予患者首次运动康复治疗。
1.2.2 治疗方案 两组患者入组时间均为发病后 48 h
内，除首次运动康复治疗时间不同外，其余所有运动康
复治疗措施均相同，药物治疗由神经内科进行专科治疗。
两组患者在 2 周内每天借助德国 MOTOmed letto2 上肢
和下肢运动康复设备进行住院期间的免费运动康复治
疗，患者出院后每天接受家属的手法运动康复治疗或者
转康复病房治疗。
1.2.2.1 MOTOmed letto2 肢体运动康复设备治疗 根据
我国康复治疗指南建议，患者早期应进行有阻抗的渐进
式训练及伸屈肌训练以及早期抗重力训练［9］，但对于
病情较重，特别是 MRS 评分为 4 分的患者，因为患肢
不能负重、不能独立行走，早期步行训练及患肢肌力训
练是困难的。为了能够对卧床的偏瘫患者进行早期积
极患侧肌力训练，又避免患者出现跌倒等意外事件发
生，本研究使用德国 MOTOmed letto2 上肢和下肢运动
康复设备，给予患者在住院期间的运动康复治疗。德国
MOTOmed letto2 上肢和下肢运动康复设备为适用于仰卧
位卧床患者的训练装置，即瘫痪卧床患肢不能负重，需
要进行患肢肌力训练的患者，能给予无肌力患肢的被动
训练、有部分肌力患肢的部分主动训练和完全主动训练。
无论肌力如何，对双侧上肢或者双侧下肢同时进行训练，
即在给予患肢被动训练的同时，健肢配合进行主动运动
训练，保证了患者双侧肢体运动的协调性，进行了平衡
功能训练。按照康复设备使用说明书，选择低强度长周
期进行治疗（每周 7 d，每天进行上下肢训练各 1 次，
每次 20 min）。
1.2.2.2 手法运动康复治疗 参考《脑卒中康复治疗图
解》［21］编制成急性脑卒中运动功能障碍康复手册（康
复手册）免费赠予患者，严格按照康复手册内容免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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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家属，包括脑卒中软瘫期、痉挛期及恢复期的运动治
疗培训。运动治疗的培训内容包括关节活动度训练、牵
伸技术、肌力训练、步行训练、平衡训练及协调训练等。
对接受培训的患者家属进行考核，保证患者家属康复手
法合格，以便患者在出院后，在家能得到家属有效的手
法运动康复治疗。患者在神经内科住院 2 周后出院，可
以再次到康复病房入院进行康复治疗，或者直接出院回
家，由家属在家按照康复手册培训内容，给予患者每
天 1 次手法运动康复治疗，每次手法康复时间不少于
20 min。患者出院后，每周进行回访指导，确保家属对
患者进行有效康复，直至研究时间终止。
1.2.3 资料收集与评价指标 通过查阅病历资料的方
式，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合并症情况（如
糖尿病、高血压等）。发病 24 h 内及 7、14、30、60、
90 d 时评价相关指标评分，患者在住院期间由经过统一
培训的神经内科医师进行评价，患者出院后每周进行电
话回访指导，在发病 30、60、90 d 上门进行疗效评分
测定。评价指标包括 MRS 评分和 Fugl-Meyer 运动功能
评分。MRS 用来评价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分值为 0~5
分，0 分表示完全无症状，5 分表示重度残疾，日常生
活完全依靠他人。分值越高提示生活能力越差［20］。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用来评估肢体运动能力，分值
0~100 分，<50 分提示严重运动功能障碍，50~84 分为
明显运动功能障碍，85~95 分为中度运动障碍，96~100
分为轻度运动障碍［22］。
1.2.4 试验终止时间 （1）发病 90 d；（2）在研究期
间，入组病例新发其他严重的心、肝、肾及肺等疾病；
（3）由于患者原因，中途退出本研究；（4）患者死亡。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 ±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 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级
资料的比较采用曼 - 惠特尼 U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基线特征比较 最终完成本研究的共 67
例 患 者，A 组 35 例，B 组 32 例（ 中 途 退 出 2 例， 退
Table 1
组别

例数

A组
B组
χ2（t）值
P值

35
32

出时无不良事件发生）。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合并
症（糖尿病、高血压）、康复病房住院的患者比例、
NIHSS、GCS、APACHE Ⅱ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首次康复开始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 MR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基线水平、第
7 天 MR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第 90 天 MRS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上、下肢运动功能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5）； 组 别 和 时 间 在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上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其
中，干预第 7 天时，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
能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
者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组别和时间在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
评分上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其中，干预第 7、
14、30、60、90 天时，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下肢运动
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在 2012 年中国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的基础上，最
新版的中国脑卒中早期康复治疗指南于 2017 年发表。
2017 版指南推崇的理念是在患者能耐受的情况下，尽
早康复。在病情稳定后，即生命体征平稳，且 48 h 病
情无进展的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但
是，2017 版指南对康复治疗开始的最佳时间仍然没有
规定统一的标准［23］。因此，临床上对于早期运动康复
治疗的初始时间，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急性期 48 h
内进行运动康复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本研究入组的
病例为 MRS 评分为 3~4 分的病情相对较重且生活不能
自理的患者，其对自己经过治疗后能够达到日常生活自
理的要求更加迫切。虽然治疗早期（第 7 天时）两组的
MRS 评分没有明显差异，但在治疗 3 个月的终点时间，

表 1 两组患者基线情况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groups

康复病房住
年龄
NIHSS 评分 GCS 评分
性别
合并糖尿病 合并高血压
院的患者比
（x±s，分） （x±s，分）
（男 / 女） （x±s，岁） 〔n（%）〕 〔n（%）〕
例〔n（%）〕
25/10
56.6±10.3 8（22.9） 29（82.9） 8（22.9） 8.11±3.02 13.31±1.02
21/11
56.3±14.1 6（18.8） 20（62.5） 7（21.9） 8.72±2.94 13.19±0.97
0.26
0.10a
0.17
3.53
0.01
0.83a
0.52a
0.609
0.925
0.680
0.060
0.923
0.410
0.604

APACHE Ⅱ
首次康复开始时
评分
间（x±s，h）
（x±s，分）
5.91±2.13
38.09±6.07
5.94±2.53
93.16±19.74
0.04a
15.72a
0.968
0.001

注：a 为 t 值；NIHSS=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GCS= 格拉斯哥昏迷量表；APACHE Ⅱ =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评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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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组别

例数

A组
B组
χ2（u）值
P值

35
32

表 2 两组患者 MRS 评分比较〔n（%）〕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M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基线
第7天
4分
3分
4分
3分
29（82.9） 6（17.1） 25（71.4） 8（22.9）
25（78.1） 7（21.9） 23（71.9） 9（28.1）
0.482
0.184a
0.632
0.854

注：a 为 u 值；MRS= 改良 Rankin 量表

Table 3

例数

A组
B组
F值
P值

35
32

A组
B组
F值
P值

第 90 天
4分
3分
2分
1分
0分
0
4（11.4） 4（11.4） 18（51.4） 9（25.8）
5（15.6） 4（12.5） 12（37.5） 7（21.9） 4（12.5）
3.126a
0.020

表 3 两组患者 Fugl-Meyer 上、下肢运动功能评分比较（x±s，分）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Fugl-Meyer Assessment for upper and lower limbs at different times during the rehabilitation perio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组别

2分
2（5.7）
0

基线
25.14±20.91
17.91±16.91

基线
17.11±9.23
13.38±7.70

第7天
32.40±23.48
21.94±17.20a

第7天
22.31±9.47
14.94±8.10a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
第 14 天
第 30 天
36.80±22.87
43.26±20.79
28.59±19.84
35.13±21.06
F 组别 =2.694，F 时间 =121.735，F 交互 =0.772
P 组别 =0.102，P 时间 =0.010，P 交互 =0.454

Fugl-Meyer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
第 14 天
第 30 天
23.97±9.89
27.34±8.74
17.09±8.60a
21.38±8.72a
F 组别 =600.720，F 时间 =120.852，F 交互 =2.365
P 组别 =0.012，P 时间 =0.015，P 交互 =0.092

第 60 天
47.74±19.67
41.38±20.95

第 60 天
30.34±6.40
24.88±8.42a

第 90 天
51.49±18.50
45.69±21.51

第 90 天
31.03±5.38
27.13±8.71a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两组的 MRS 评分具有明显差异，这说明 48 h 内开始运
动康复能够改善患者远期的生活能力。相比于 B 组，A
组患者 Fugl-Meyer 下肢运功能评分有明显改善，说明
48 h 内开始运动康复对于患者肢体运动能力恢复有较好
的帮助。B 组有 2 例患者在 2 周内，因患者主观拒绝就
退出了本试验，退出时也没有发生不良事件。在运动康
复治疗时间终点第 90 天时，两组病例均没有发生不良
事件，说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早期运动康复治疗是相对
安全的。
AVERT 组二期试验表明了发病 24 h 内进行康复是
可行并且安全的 ［14］，但也有研究表明 24 h 内进行康
复可能会增加死亡率［15-16］。上述研究均发现，相比于
48 h 内开始康复，
两组远期的 MRS 评分无明显差异［14-16］。
AVERT 组后续的多中心大规模临床研究表明，发病
24 h 内进行大剂量康复后，试验组 MRS 评分 0~2 分的
患者比例低于对照组，提示 24 h 内进行康复并不能改
善患者远期日常生活能力［24］。这些证据均表明 24 h 内
进行康复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在我国进行的一项有
关脑出血患者 48 h 康复的试验采用了与本研究相似的
运动治疗手段，证明早期进行康复能够减少患者住院时
长并且降低残疾率［25］，证明了急性期 48 h 内急性康复
的可行性。一项荟萃分析也表明 48 h 内开始康复优于
24 h 内进行康复［26］。总体来说，48 h 开始进行康复可
能是目前来讲较为适合的选择。这可能与早期进行康复
能够预防患者肌肉萎缩，促进神经功能恢复，避免错误
姿势，同时减少包括坠积性肺炎、褥疮、下肢深静脉血

栓等并发症有关。同时早期进行康复能够帮助患者建立
信心，进一步加强康复治疗的有效性。
上述的研究均在文中提出运动剂量及频率对于患者
康复的影响，AVERT 组后续的数据分析表明高强度训
练反而影响了患者的预后［27］，同时 AMOBES 组的研
究也发现早期长时间低频率低强度的训练能够提高患者
肢体 Fugl-Meyer 评分［28］。运动频率及剂量或许对于早
期康复也有着明显作用。因此本研究选择采用了德国
MOTOmed letto2 上肢和下肢运动康复设备，仰卧位患肢
被动训练和平衡训练，而不是直立位的主动训练，不会
增加患者跌倒风险，也避免了康复期间意外事件的发生，
同时还兼顾了肢体力量的训练。本研究没有就康复强度
进行比较，而采用了一致的康复强度，是早期较为低强
度［28］的训练。
除了研究终点时间 90 d 外，本研究对发病第 7、
14、30、60 天的 4 个时间点也分别进行了运动功能评价。
研究发现，与 B 组比较，上述各个时间点的 A 组下肢
运动功能评分都明显改善。说明在 48 h 内进行早期运
动康复治疗，对患者下肢的运动功能恢复，在早期就可
获益。A 组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在发病第 7 天时比 B 组高，
但其余时间点，上肢的运动功能评分与 B 组没有差异，
这可能与运动功能评分更多与手指精细运动有关，上肢
神经功能的恢复通常不是需要一种单一方案，而是需
要多种康复模式共同作用［29］，并且本研究中的康复训
练手段对于手指精细运动有限，康复主要为大肌群运动
模式。这些可能都是两组上肢运动功能评分没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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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的样本量较少，没
有对吞咽、语言、情绪等方面进行康复，这些情况都有
可能影响患者整体康复水平。综上所述，MRS 3~4 分的
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在 48 h 内进行首次运动康复治疗，
能够明显改善下肢运动功能，而且是安全的，值得在临
床治疗中借鉴。
作者贡献：王福东负责试验实施，撰写论文，成文
并对文章负责；黄诗雅负责试验资料收集，数据录入；
赵宏宇负责质量控制及审校。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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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家庭医生组织（WONCA）研究论文摘要汇编
——儿童发热手册在急诊初级保健中的应用：一项群体随机对照试验
【摘要】

目的

发热是儿童常见的就诊原因之一，目前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比例仍很高。本研究通过给急诊初级

保健临床医生发放一本关于儿童发热的以疾病为重点的互动手册，观察该手册对医生开具抗生素处方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在荷兰 20 个急诊全科医疗中心进行的群体随机对照试验，患者为年龄 <12 岁的发热儿童。于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6 月给 10 个干预组的全科医疗中心的家庭医生发放以疾病为重点的互动手册。主要观察指标为首次问诊
期间抗生素处方的开具情况。采用二分类随机截距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3 518 名家庭医生和 25 355

名儿童参与了本次试验。在干预组的 11 945 次问诊中，28.5% 使用了该手册。查阅手册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首次问诊

抗生素处方开具率比较无明显差异〔23.5% 比 25.2%；OR=0.90，95%CI（0.79，1.02）；群内相关系数 =0.005〕；而

使用手册治疗组抗生素处方开具率低于常规治疗组〔21.9% 比 25.2%；OR=0.83，95%CI（0.74，0.94）；群内相关系

数 =0.002〕。获得手册组的家庭医生开具药物处方的比例和对类似疾病进行再次问询家长者所占比例低于未获得手册
组。结论

在急诊初级保健中，以疾病为重点的互动手册能否改善儿童发热治疗状况主要取决于家庭医生实际使用手

册的情况。深入了解家庭医生使用和不使用手册的原因，可以明确以后如何使用该手册来进行干预。
原文见：BONT E G P M，DINANT G J，ELSHOUT G，et al.Booklet for childhood fever in out-of-hours primary care：
a cluster-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Ann Fam Med，2018，16（4）：314-321.DOI：10.1370/afm.2265.Published at
http://www.annfammed.org/content/16/4/314.
（本刊编辑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