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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便携式上肢功能性电刺激设备对脑卒中
患者功能的即刻影响
李建华

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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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戴洁

边仁秀

纪晴

楼鑫鑫

研究脑卒中患者佩带便携式上肢功能性电刺激（ＦＥＳ）设备对其手部功能性动作
选取脑卒中患者２０例，全部佩带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接受治疗，开始刺

即刻功能变化的影响。方法

激前，将８块电极片分别按第ｌ、第２、第３和第４通道四个刺激通道位置粘贴，刺激频率为４０ Ｈｚ，脉冲
宽度为患者能够完成动作的最小宽度，刺激时间为患者能够完成动作的最短时间。电刺激顺序为：第ｌ
通道、第２／３通道、第１通道、第４通道。每个通道电刺激的刺激间隔为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ｍｓ，用支具将腕关
节固定于功能位，通过１５ ｍｉｎ的康复练习，协助患者能较熟练地在ＦＥＳ的辅助下完成抓、握和对捏动

作，记录刺激参数。分别于患者佩带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前（佩戴前）和戴后ＦＥＳ产生手部功能性动作
即刻（佩戴后），对患者进行各项功能指标评定，评定内容包括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运动功能评分（ＦＭＡ）、上肢功
能试验（ＵＥＦＴ）、目测类比法（ＶＡＳ）和改良的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ＭＢＩ）评分，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结果
佩戴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前，２０例脑卒中患者的ＦＭＡ、ＵＥＦＴ和ＭＢＩ评分分别为（１９．４±７．１）、（３．６
３．７）和（５３．８

４－

４－２６．２）分，佩戴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后，患者韵ＦＭＡ评分［（３０．４土９．６）分］、ＵＥＦＴ评

分［（２６．９±５．９）分］和ＭＢＩ评分［（６５．８±１７．７）分］均较佩戴前明显提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佩戴后患者的ＶＡＳ评分［（１．３±０．７）分］较佩戴前［（１．４±０．４）分］有所下降，但差异并无统
脑卒中患者佩戴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可即刻改善患者的上肢功能和患者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但对患者疼痛程度改善不明显。

【关键词】脑卒中；上肢功能；功能性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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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后遗症之
一，患者发生率为６９％～８０％，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

科（李建华、吴涛、许志生、戴洁）；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

活活动能力…。功能性电刺激（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院（纪晴）；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楼鑫鑫）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ＥＳ）是一种治疗脑卒中患者偏瘫的有效

通信作者：李建华，Ｅｍａｉｌ：ｚｊｄｘｓｙｆｋｆｋ＠１ ２６．ｃｏｒｎ

万方数据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手段，它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用于脑卒中偏瘫患者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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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近年来在国外临床上应用日益普遍。２１。目前
国内也广泛开展了ＦＥＳ对于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影
响的研究一“，但大多产品都局限于Ｉ临床治疗专用，尚
没有设计出适用于社区和家庭的便携式ＦＥＳ设备。
为此，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康复医学科、浙江大学
求是高等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
学院共同研制开发出了一套上肢便携式ＦＥＳ设备。
本研究通过临床试验观察该套设备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图１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

上肢功能即刻功能改善的影响，旨在探讨该产品在社
区和家庭应用的可行性。

２．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使用方法：将本组２０例
脑卒中患者全部佩带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接受治疗，

对象与方法

开始刺激前，将８块电极片分别按照以下４个刺激通
道位置粘贴。①第１刺激通道：２块电极片横向并置

一、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①符合１９９５年全国第４届脑血管疾病

于前臂背侧肌群，以引起腕背伸及指伸动作；②第２刺

会议制订的脑卒中诊断标准。６ ｏ；②首次发病；③为颈

激通道：２块电极片纵向并置于前臂前部桡侧肌群，以

内动脉系统一侧大脑半球病变，并经头颅ＣＴ或ＭＲＩ

引起腕前屈及指屈及拇内收动作（抓）；③第３刺激通

检查证实；④患者病情稳定，意识清晰，可接受动作性

道：２块电极片纵向并置于前臂前部尺侧肌群，以引起

指令；⑤患者坐位平衡２级及以上，可以端坐３０

ｍｉｎ；

腕前屈及指屈动作（抓握）；④第４刺激通道：１块电极

⑥患侧上肢Ｂｒｕｎｎｓｔｒｏｍ分期在４期及以下的患者；⑦

片置于手部掌侧大鱼际肌肌腹，ｌ块电极片置于虎口

患侧上肢痉挛状态为改良的Ａｓｈｗｏｒｔｈ量表分级３级

部，以引起拇内收和拇食指并指动作（捏）。刺激频率

或以下＂。；⑧患者可耐受患侧上肢的低频电刺激治

为４０ Ｈｚ，脉冲宽度为患者能够完成动作的最小宽度，

疗；⑨签署知情同意书。

刺激时间为患者能够完成动作的最短时间。

排除标准：①发病前有精神病史、卒中后有意识障

电刺激顺序为：第１通道、第２／３通道、第１通道、

碍、失语、痴呆、智能损害；②既往有脑器质性疾病和精

第４通道。每个通道电刺激的刺激间隔为２０００～

神疾患，简明精神状态检查（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３０００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

ｍｓ，以保证患者能够充分完成每一个刺激动作。

ｔｉｏｎ，ＭＭＳＥ）评分＜２３分；③心源性脑梗死或大面积脑

用支具将腕关节固定于功能位，以减少腕部活动对手

出血；④有短暂性脑缺血和可逆性脑卒中；⑤严重心肺

功能的影响。通过１５ ｍｉｎ的康复练习，协助患者能较

并发症不能耐受康复治疗。

熟练地在ＦＥＳ的辅助下完成抓、握和对捏动作，记录

选取２０１ 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本院康复医学科
收治且符合上述标准的脑卒中患者２０例，男１７例，女

刺激参数。如患者在刺激过程中出现疼痛不能耐受或
肌张力异常增高等不适，则即刻停止刺激。

３例；年龄４８～７５岁，平均（６１．９±１３．Ｉ）岁；病程４～

３．功能评定方法：分别于患者佩戴便携式上肢

１４个月，平均（９．４±５．５）个月；其中脑梗死１４例，脑

ＦＥＳ设备前（佩戴前）和佩戴后ＦＥＳ产生功能性动作

出血６例；左侧肢体瘫痪９例，右侧肢体瘫痪１ １例。

即刻（佩戴后）对患者进行各项指标评定，内容包括用

本研究获得邵逸夫医院临床试验研究医学伦理委员会

上肢功能试验（ｕｐｐｅｒ

批准。

ＵＥＦＴ）¨１测定患者的上肢功能，用Ｆｕ９１．Ｍｅｙｅｒ运动功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

二、研究方法

能评分（Ｆｕ９１．Ｍｅｙｅｒ

１．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患者运动功能，用目测类比法（ｖｉｓｕ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ｍｏｔｏｒ，ＦＭＡ）’９１检测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

邵逸夫医院康复医学科、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和

ＶＡＳ）评分评定患者的疼痛程度，用改良的Ｂａｒｔｈｅｌ指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共同研制开

数（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发，为四通道ＦＥＳ装备，设备技术各项指标经浙江省

活活动能力。

Ｂａｒｔｈｅｌ

ｉｎｄｅｘ，ＭＢＩ）…评估患者的日常生

医疗器械检验所检测合格（报告编号Ｚ２０１ １２５４４）。设

三、统计学方法

备由软件和硬件两部分组成，硬件部分包括ＦＥＳ仪

采用患者自身佩戴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前、后

器、导线、刺激电极和腕部功能为支具（图１）；软件部

比较的方法，使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版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

分为刺激器控制软件，可以即刻调整刺激器的刺激频

计学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元±ｓ）表示，正态分布的

率、脉冲宽度、刺激时间及刺激问隔时间，实现刺激参

连续变量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数的个体化调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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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活动。１…。Ｔｈｅｉｌｉｇ等¨¨研究则发现，２周的肌电诱

果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发功能性电刺激（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佩戴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后，患者的ＦＭＡ、ＵＥＦ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ＭＧ—ＦＥＳ）可以促进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

和ＭＢＩ评分均较佩戴前明显提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缓解患侧手的痉挛，并能明显改善腕背伸的被动关节

义（Ｐ＜０．０５）；ＶＡＳ评分较佩戴前有所下降，但差异并

活动度；有学者。１…１也提出，上肢ＦＥＳ与肢体的主动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运动训练相结合时，对患侧肢体运动功能的改善更加

表１

２０例患者佩戴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前、后的

明显。本研究中２０例脑卒中患者佩戴该产品后，患者
的ＦＭＡ、ＵＥＦＴ和ＭＢＩ评分（见表１）均较佩戴前明显

各项评定指标比较（分，ｉ±ｓ）

提高（Ｐ＜０．０５）；ＶＡＳ评分较佩戴前有所下降，但差异
并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该产品具有即刻改
善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的作用，而对于患者疼痛
程度的改善作用不明显。这与国外的研究成果ｆ１４ Ｊ基

注：与佩戴前比较，８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本一致。

讨

本研究还发现，佩戴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后，患

论

者手的抓握能力有明显改善，且上肢Ｆｕ９１．Ｍｅｙｅｒ评估
ＦＥＳ属于神经肌肉电刺激（ｎｅｕｒｏ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

也大大改善（Ｐ＜０．０５）。在上肢功能试验中在“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Ｓ）的范畴，是利用一定强度的低频

握、捏”的动作时，对中等体积的物件患者容易完成，

脉冲电流，通过预先设定的程序来刺激一组或多组肌

对体积较大或较小的患者往往抓握较困难，推测这可

肉，诱发肌肉运动或模拟正常的自主运动，以达到即刻

能与患者前臂肌群肌张力过高有一定关系。脑卒中后

改善或恢复被刺激肌肉或肌群之功能的目的。目前国

继发的肌肉痉挛可能导致正常肌肉解剖位置的改变。

外成熟的上肢便携式电刺激产品包括Ｈａｎｄｍａｓｔｅｒ系

本研究在安放腕伸肌、指伸肌及拇长展肌、桡侧腕屈

统、仿生手套系统、Ｆｒｅｅｈａｎｄ系统等，国内目前尚未见

肌、指深屈肌及拇内收肌、尺侧腕屈肌、指浅屈肌、掌侧

相关产品及报道。本研究采用浙江大学研发的便携式

大鱼际肌的电极时发现，不同的患者最佳电极位置要

上肢ＦＥＳ设备，在多通道ＦＥＳ工作理论的基础上，通

有所调整，尤其是腕伸肌、指伸肌及拇长展肌这三块肌

过采集患者健侧上肢功能重现的电刺激参数获得患侧

肉尤为明显。这是确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的一个方面。

ｃａｌ

上肢功能性动作重现的电刺激数据，为脑卒中患者提

本研究只研究了佩戴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对脑

供个性化的上肢功能重建方案，实现脑卒中偏瘫患者

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即刻改善影响，尚未研究长期佩

手臂功能动作（抓、握、捏和粗大运动）的恢复与重建。

戴该款便携式上肢ＦＥＳ设备训练一段时间后对患者

一般认为，脑卒中后３～６个月，约有５５％～７５％

手功能的影响，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研究。

的患者可能出现手部抓握、持物或操作物体能力缺失，
参考

其中只有５％～２０％的脑卒中患者可以完全恢复手的
功能¨’。研究发现，经过常规康复治疗，大脑中动脉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后６个月时仅有１１．６％的患
者可以恢复患侧手的功能¨１。这是由于在上肢功能
的恢复过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软瘫期后，最常见的恢
复过程包括不能控制的屈肌协同模式以及手指和腕屈
肌肌张力的异常增高；这２种变化均可妨碍患侧手的
独立单关节活动的完成以及腕背伸和手指伸展动作的
完成，而这些动作又是患侧手重新获得抓握功能的重
要条件。９ｏ。上肢ＦＥＳ可以协助患者完成患侧上肢的
一些基本动作，帮助患者在损伤早期使用患侧手完成
一些日常生活动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废用综
合征的发生。一项４１例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与对照
组相比，经１２周任务针对性ＦＥＳ治疗，脑卒中患者患
侧肢体的手功能测试得分和ＦＭＡ评分得分均明显提
高，从而证明ＦＥＳ可以有效改善卒中患者患侧上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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