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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巴氯芬治疗脑卒中偏瘫伴肌痉挛
患者的疗效观察
王颖 1，2，席佳韵 2，宗丽春 2，苏敏 1
【摘要】

目的

观察低频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巴氯芬治疗脑卒中偏瘫伴肌痉挛患者的疗效。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无锡市同仁康复医院收治的脑卒中偏瘫伴肌痉挛患者 152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 76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巴氯芬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低频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巴氯芬治疗；两组患者
均连续治疗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患侧 Ashworth 分级、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并观察两组患者治疗
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患侧 Ashworth 分级、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患侧 Ashworth 分级优于对照组，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高于对照组
（P<0.05）。两组患者治疗期间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白细胞计数减少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低频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巴氯芬可有效降低脑卒中偏瘫伴肌痉挛患者患侧肌张力，改善患者
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且未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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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low-frequency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baclofen in treating stroke-induced hemiplegia patients accompanied with myospasm. Methods A total of 152
stroke-induced hemiplegia patients accompanied with myospasm were selected in Tongren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f Wuxi
from November 2016 to November 2017，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each of 76 cases.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baclofen，whil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lowfrequency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baclofen；both groups continuously treated for 3 months. Ashworth
classification of suffering side，Fugl-Meyer score and Barthel index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observed during treatment. Result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Ashworth classification of suffering side，Fugl-Meyer score or Barthel index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after treatment，Ashworth classification of suffering sid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while Fugl-Meyer score and Barthel index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incidence of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hepatic
dysfunction，renal dysfunction or leucopenia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uring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Low-frequency neuromuscula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baclofe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muscular tension of
suffering side，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n stroke-induced hemiplegia patients accompanied with
myospasm，without increasing the risk of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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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冠心病、高血压、糖尿
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

［1］

。脑卒中多见

于 40 岁以上人群，主要由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血管阻塞导致
［2］

血液不能流入大脑所致

，即使经及时、合理治疗，但部分

脑卒中患者仍会遗留后遗症，其中以运动障碍最常见，主要
［3］

表现为患侧肌力下降、肌张力增高、腱反射亢进等

。肌痉

挛是一种上运动神经元损伤所导致的肢体症状，据统计，超
过 80% 的脑卒中偏瘫患者存在不同程度肌痉挛［4］，严重影响
脑卒中恢复期患者日常生活［5］。近年来，低频神经肌肉电刺
激、巴氯芬等逐渐用于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治疗及改善肌痉
挛症状 ［6-7］，但目前关于二者联合治疗脑卒中偏瘫伴肌痉
挛患者疗效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观察低频神经肌
肉电刺激联合巴氯芬治疗脑卒中偏瘫伴肌痉挛患者的疗效，
现报道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无锡市同

一般资料

仁康复医院收治的脑卒中偏瘫伴肌痉挛患者 152 例，均符合
中国卒中学会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8］，并经磁共振成像
（MRI）、多普勒超声造影检查等确诊，病灶均位于单侧基底

核区。纳入标准：存在偏瘫性痉挛；患侧 Ashworth 分级≥ 2 级；
初次发病。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循环、免疫、消化、呼吸等
系统疾病者；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合并恶性肿
瘤者；既往有精神疾病病史者；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或不
耐受者；临床资料不完整或无法配合完成本研究者。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76 例。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合并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无锡市同仁
康复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及其家属签署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例
性别
年龄
体质指数
数 （男 / 女） （x±s，岁）（x±s，kg/m2）
76

对照组

76

观察组
2

χ （t）值
P值

47/29

60.0±6.2

14.7±6.3

0.113

1.332

0.198

49/27
0.737

注：a 为 t 值

1.2

1.2.1

100~150 Hz，叠加 1 000 次，正弦波；治疗时需将电极置于患

者患侧上肢肌肉（如腕伸肌、肱三头肌等）及下肢肌肉（胫前肌、
腘绳肌等）处，时限 100 ms，25~30 min/ 次，1 次 /d，连续治
疗 3 个月。
1.3

1.3.1

观察指标
患侧肌张力

61.4±4.8
a

0.185

14.9±6.1
a

0.843

合并症〔n（%）〕

冠心病

高血压

糖尿病

22（28.9） 28（36.8） 24（31.6）
21（27.6） 31（40.8） 25（32.9）
0.032
0.857

0.249
0.618

0.033
0.857

治疗方法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给予巴氯芬（福安药业集团宁波

天衡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19980103），起始剂量

微增加，患者在抓、握中被动屈或伸至最后出现轻微阻力为 1
级；肌张力轻度增加，患者抓握至一半关节活动范围（ROM）

以上出现轻度阻力为 1+ 级；肌张力有所增加，大部分 ROM

中有较大阻力但被动活动无障碍为 2 级；肌张力明显增加，
被动活动困难为 3 级；患侧肢体强直性屈曲或伸直为 4 级。
1.3.2

采用简化 Fugl-Meyer 评定量表评估两组患

运动功能

者治疗前后运动功能，该量表包括上肢、下肢 2 个维度，共
17 条项目，每条项目中“无法完成”“部分完成”“无停顿
地充分完成”分别计 0、1、2 分，上肢总分为 66 分，下肢总
分为 34 分［10］，Fugl-Meyer 评分越高表明运动功能越好。
1.3.3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采用 Barthel 指数［11］ 评估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该量表包含 10 条项目，其中

洗澡、修饰评分为 0~5 分，床椅转移、平地行走评分为 0~15 分，
其余项目评分为 0~10 分，总分为 100 分；Barthel 指数 100 分
表示无需依赖，61~99 分表示轻度依赖，41~60 分表示中度依
赖，≤ 40 分表示重度依赖。
1.3.4

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主要包括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白细胞计
数减少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侧 Ashworth 分级、Fugl-Meyer 评分及 Barthel 指数

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
者患侧 Ashworth 分级优于对照组，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不良反应

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Table 3 Comparison of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uring treatment
组别
对照组

个月；用药期间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如运动失调、呼吸及心血管

观察组

抑制、虚弱、疲劳、眩晕等者需视情况减量或停止用药。

χ2 值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低频神经肌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

肾功能异常、白细胞计数减少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每日所需剂量（0.9 mg/kg），最大剂量≤ 75 mg/d，连续治疗 3

肉电刺激治疗，电功率≤ 45 W（以患者耐受为准），频率为

治

疗前两组患者患侧 Ashworth 分级、Fugl-Meyer 评分、Barthel

为 5 mg/ 次，3 次 /d，餐后服用；后每隔 3 d 增服 5 mg，直至

1.2.2

采用改良 Ashworth 分级量表评定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患侧肌张力［9］，无肌张力增加为 0 级；肌张力轻

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知情同意书。

组别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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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

例数 胃肠道反应 肝功能异常 肾功能异常 白细胞计数减少
76
76

7（9.2）

6（7.9）

6（7.8）

5（6.6）

0.084

0.098

0.098

0.098

6（7.9）
0.772

5（6.6）
0.754

5（6.6）
0.754

6（7.9）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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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患侧 Ashworth 分级、Fugl-Meyer 评分及 Barthel 指数比较（x±s，分）
Table 2 Comparison of Ashworth classification of suffering side，Fugl-Meyer score and Barthel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76

对照组

76

观察组
t（u）值
P值
a

注： 为 u 值

3

治疗前患侧 Ashworth 分级（例） 治疗后患侧 Ashworth 分级（例） Fugl-Meyer 评分（x±s，分）
1 级 1+ 级 2 级
0
0

0
0

29
28

0.036a

3级

4级

38

10

36

11

1 级 1+ 级 2 级
2

16

0.971

8

23

18

20

4.425a

<0.001

讨论

4级

22

0

43

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32.5±4.6

36.6±3.5

26.6±9.5

33.6±10.3

0.335

10.359

0.096

6.580

32.3±4.6
0.738

42.7±3.8
<0.001

26.7±9.6
0.923

44.7±10.5
<0.001

法的家庭康复效果评估［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研究表明，50% 以上脑卒中患者存在不同程度肌张力增
高，而肌张力过高可引发肌痉挛，进而导致关节僵硬、肢体
［12］

活动障碍等

，而肌痉挛症状得不到有效缓解则会直接影响

肢体分离运动及向正常模式的转变，对患肢康复极为不利，
需针对肌痉挛进行科学有效的干预。肌张力的循序恢复是脑
卒中偏瘫伴肌痉挛患者康复治疗的基础［13-14］，而抗痉挛运动
训练可诱发分离运动并促进正常运动模式的建立，具有成本
低、投入少、操作简单等优势，但临床实践中发现部分患者
抗痉挛运动训练并不十分理想。
低频神经肌肉电刺激通过感应电流对迟钝的神经肌肉进
行电刺激并促使其兴奋，进而发挥治疗作用；而运动神经肌
肉受电刺激的同时传入神经也会受到一定刺激，这种刺激可
通过传入神经及脊髓投射至神经中枢，有利于促进大脑功能
重建

3级

Barthel 指数（x±s，分）

［14］

；此外，低频神经肌肉电刺激的感应电流还存在于血

液及淋巴循环，有利于改善肌肉群血供、营养，这对恢复肌
肉活性具有积极意义。巴氯芬是一种中枢性肌松剂，属 γ 氨

基丁酸（GABA）衍生物，而 GABA 是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约 30% 的中枢神经突触部位以 GABA 为递质；巴氯芬进入机

体后主要通过与 GABA 受体结合而抑制兴奋性氨基酸的释放
［15］

及脊髓突触的过度反射，继而缓解锥体束损伤所致肌痉挛

，

有利于偏瘫患者肌痉挛的恢复。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患侧 Ashworth 分级

优于对照组，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高于对照组，表

明低频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巴氯芬可有效降低脑卒中偏瘫伴
肌痉挛患者患侧肌张力，改善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与汤复喜［16］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两组
患者治疗期间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白细
胞计数减少发生率间无差异，提示低频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
巴氯芬未增加脑卒中偏瘫伴肌痉挛患者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而出现的不良反应均由巴氯芬所致，未见低频神经肌肉电刺
激相关不适。
综上所述，低频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巴氯芬可有效降低
脑卒中偏瘫伴肌痉挛患者患侧肌张力，改善患者运动功能及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且未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险；但本研究
样本量较小，结果结论仍需大样本量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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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取栓治疗高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
乔鑫 1，张保朝 2
【摘要】 目的 分析机械取栓治疗高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于南阳市中心医院就诊的超出静脉溶栓治疗时间窗并接受机械取栓治疗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
53 例，根据年龄分为高龄组（≥ 80 岁，n=21）和非高龄组（<80 岁，n=32）。比较两组患者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
至穿刺时间、穿刺至血管再通时间、取栓次数、血管再通率、入院及出院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
90 d 预后、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90 d 病死率。结果 （1）两组患者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至穿刺时间、穿刺至
血管再通时间、取栓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两组患者血管再通率、入院及出院时 NIHSS 评分、
90 d 预后良好者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患者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90 d 病死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机械取栓治疗高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安全有效，可有效改善患者
神经功能及预后，此类患者不应仅因年龄因素而放弃机械取栓治疗。
【关键词】 卒中；老年人，80 以上；机械取栓；大脑前循环；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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