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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脑卒中是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具有较高致残
率和致死率。一直以来，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是脑卒
中后运动功能恢复的主要手段。然而，即使采用高强
度的康复训练，仍有较多的患者遗留有上肢运动功能
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给家庭和社会带来
严重的负担。
    因此如何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
研究能进一步促进脑卒中上肢功能恢复的康复手段对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Hoyer EH, Celnik PA. Restor Neurol 
Neurosci,   2011



研究背景
    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是一种非侵入性、
低强度、利用恒定微电流（1～2mA）调节大脑皮
质神经细胞活动的技术，它通过放置在头皮的两
个电极片，改变神经元膜电位的电荷分布，产生
去极化或超极化现象，从而起到改变大脑皮质兴
奋性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tDCS在治疗中枢神经损伤方面
已取得不少有益的研究成果。

Brunoni AR, …et al. 
Int J Neuropsychopharmacol, 2011



研究背景

tDCS能够通过改变皮层兴奋性调节，调控该皮层
支配的特定活动并且具有持续效应。



研究背景
tDCS的作用机制：

（1）tDCS对神经元静息膜电位进行调节，引
起局部跨膜离子浓度的改变，尤其是突触活动
时Ca2+在突触前、后神经元胞体及末梢内积聚，
产生去极化或超极化现象，对长时程调节做出
改变；

（2）tDCS诱导了参与突触形成的N-甲基-D-天
冬氨酸受体(N-methyl-D aspartate 
receptor, NMDAR) 与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
相结合，从而增强或抑制突触的可塑性；

         Ranieri F,…et al.  J Neurophysiol, 2012
Bennabi B,…et al.  Front Syst Neurosci, 2014

…



研究背景

    目前研究较

多的是将阳极
tDCS（anodal 
tDCS, atDCS）作
用于病灶侧M1区
上调其兴奋性，
结合康复训练促
进患者运动功能
恢复。



研究背景
      
        运动再学习方案(motor relearning program, 
MRP)是20世纪80年代由澳大利亚学者Janef H.Carr
等提出，其理论基础是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和神
经心理学。该方法认为，脑卒中患者的功能恢复主
要依靠脑的可塑性和脑的功能重组，重新获得运动
能力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通过输入正确的肌肉活
动模式，强调反馈对运动控制的重要性，注重把训
练内容转移到日常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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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2016年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美国卒中协会(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ASA)发
布的成人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和中国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
2011完全版）专家共识中都指出，康复医疗人员应根据脑卒中
患者具体的功能障碍特点，综合应用理论和技术，制定个体化
的治疗方案来提高康复治疗效果(Ⅱ级推荐，B级证据)；推荐
有条件的机构可以在脑卒中早期阶段应用MRP来促进脑卒中患
者运动功能的恢复(Ⅱ级推荐，A级证据)。



中枢方面：通过atDCS上调病灶侧M1区兴奋性；

外周方面：通过MRP促进患侧肢体的运动控制能力。

and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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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探讨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运动再学习方案
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恢复作用。



1、研究对象
    连续性纳入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康复科进行
康复的脑卒中患者40人（其中男性31例，女性9例；
年龄为25～70岁,平均48.69±14.48岁，经CT或MRI确诊
为脑梗死或脑出血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
分为联合治疗组（以下简称“联合组”）20例，对照组
20例。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
2、纳入标准：

（1）年龄25～70岁 ；

（2）初发脑卒中1～6个月，生命体征平稳；

（3）偏瘫侧上肢肩关节、肘关节和腕关节肌群肌力≤3级；

（4）患侧肘关节或腕关节屈肌张力用改良Ashworth量表评定分级

≤1+级；

（5）神志清楚，无认知功能障碍，能很好的配合治疗师训练，   

MMSE评分≥24分；

（6）坐位平衡达到Ⅲ级； 

（7）患者对本研究知情并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3、排除标准

（1）进展型脑卒中或蛛网膜下腔出血；
（2）脑卒中后抑郁或伴有严重失语；有认知功能障碍者(MMSE
评分＜24分)或精神病史；
（3）患侧肩关节、腕关节和腕关节肌群肌力大于3级； 
（4）合并严重心、肝、肾及感染等疾病 ； 
（5）颅脑外伤或肿瘤 ；
（6）置入电子装置（如金属异物或心脏起搏器等）、颅内或
治疗区域有金属部件置入；
（7）患者或家属不合作，不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
4、治疗方法
（1）传统康复训练和MRP训练：两组患者均接受神经内科
常规的药物治疗、常规康复训练和针对上肢恢复的运动再
学习方案训练；

（2）针对上肢恢复的MRP包括仰卧位或坐位下完成：
a 上肢够物动作训练；
b 抓握-放开物体的操作训练;
c  模拟日常生活动作的训练：如喝水、梳头动作等。
以上训练2次/d，30 min/次，5 d/周，共6周。







研究内容

5、评定方法

（1）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上肢部分（Fugl-Meyer 
assessment scale, FMA)：瑞典学者Fugl-Meyer根据
Brunnstrom的观点, 设计了量化的评定法, 并于1975年发
表。该量表是一种累加积分量表, 专门用于脑卒中偏瘫的
评定。其中上肢运动功能共33项，各项最高分2分，总分
66分。



研究内容

5、评定方法

（2）手臂动作调查测试量表（Action Research Arm Test, 
ARAT），共包括抓(6项内容)、握(4项内容)、捏(6项内容)和
粗大动作(3项内容)等4大类评定内容，19 个小项目每项内容
评分分别为0、1、2和3分，0 分表示动作无法完成，3 分表
示动作可正常完成，满分57分，评分越高，表示上肢运动功
能恢复越好。



研究内容

6、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1.0版统计学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2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ˉ±s）
表示，组内治疗前后差值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研究结果
1、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卒中类型和偏瘫侧别等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卒中后偏瘫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数及构成比（%） 年龄（岁）  病程（周） 卒中类型例数及构成比（%）     偏瘫侧别例数及构成比（%）     
                                    
                              男                女                              xˉ±s                           脑梗死          脑出血                         左          右

联合组   20     17（85.0）  3（15.0）   49.40±12.89    17.47±5 .43      18（90.0）    2（10.0）               5（25.0）       15（75.0）       
 
对照组   20     14（70.0）  6（30.0）   48.93±15.53    15.80±5.31        16（80.0）   4（20.0）               6（30.0）       14（70.0）    

检验值                           0.573a                        0.099b               0.848b                           0.196a                                            0.000a       

 P 值                               0.449                        0.922                0.402                            0.658                                              1.000        
 
注：a2为值， b为t值 



研究结果
2、上肢FMA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上肢FM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6周后，两组患者上肢FMA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提高（P＜0.05），并且联合
组的评分提高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上肢FMA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上肢FMA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差值         配对t值            P值
联合组     20     25.30±4.76   38.55±3.78     13.20±3.23              17.667           ＜0.01 
对照组     20     24.05±4.58    34.45±4.15    10.80±3.32              15.512           ＜0.01 
 t值                          0.847                 3.427                3.503
P值                          0.402                 0.001                0.001

    
    

研究结果



2、ARAT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ARAT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6周后，两组患者ARAT评分与治
疗前比较均有提高（P＜0.05），并且联合组的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3。

研究结果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ARAT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ARAT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差值         配对t值          P值
联合组     20       8.30±3.16    18.05±3.17     10.20±2.35             23.091         ＜0.01 
对照组     20       7.65±2.13    15.15±2.94      8.20±2.47              13.633         ＜0.01 
 t值                          0.762               2.998               3.244
P值                          0.451               0.005               0.002

    
    

研究结果



研究结论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运动再学习方案能能有
效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效果优于单纯
的肢体康复训练。



讨论
1、tDCS治疗脑卒中运动障碍的主要干预方式：

   阳极tDCS（anodal tDCS， atDCS）增加运动皮质的
兴奋性，阴极tDCS(cathodal tDCS, ctDCS)降低运动皮质的

兴奋性。 

   脑卒中后经胼胝体的大脑半球间抑制失衡，即病灶对

侧M1区对病灶对侧半球M1区的抑制增强可能是导致脑卒中
患者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病灶侧半球M1区的
兴奋性或抑制病灶对侧M1区的兴奋性均是改善脑卒中后上
肢功能障碍的可行康复方式。如图所示脑卒中后异常的半
球间抑制与干预策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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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因此，利用tDCS阳极或阴极分别作用于病灶侧和病灶
对侧半球M1区，产生兴奋和抑制作用，纠正交互抑制（
interhemispheric inhibition, IHI）的失衡，是这种非侵入性

脑刺激技术治疗卒中后运动障碍的基本原理。

    

    本实验所采用的干预方式是将atDCS放置在病灶侧半球
M1区，产生兴奋作用，上调病灶侧M1区的兴奋性，促进半
球间功能平衡的再建立。

    



讨论
2、atDCS的治疗作用：
（1）当atDCS刺激卒中患者病灶侧半球时，其对大脑皮质产生
的去极化作用，使神经元胞体和树突棘突触后膜的NMDAR活
性提高，引起大量Ca2+内流，胞质内Ca2+浓度极具升高，产生
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 ）现象；而LTP已被

公认为是脊椎动物各种形式学习的细胞学基础；

       
 （2）其次，tDCS可以通过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诱
导LTP的产生、维持和突触结构修饰等可塑性改变，从而促进

技巧性学习的获得。

    



讨论
3、关于atDCS联合MRP的治疗作用：
（1）运动技能的恢复需要反复的训练和学习。

        MRP的训练原则之一是依靠脑的可塑性实现其功能重组，
而主要条件是需要训练特殊活动，并且要做到“强化训练”：训

练的越多，重组就更主动更容易，对防止代偿、促进脑的可塑
性的发展都有好处；同时MRP还强调从患者现存功能出发，针

对运动功能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或训练。

        
         因此，经过MRP的反复实践性训练，如本研究中针对上
肢和手的运动学习，可以通过脑的可塑性，优化LTP过程中神
经元的重组，自然的提高病灶侧M1区的兴奋性；

    



讨论
3、关于atDCS联合MRP的治疗作用：
（2）同时，依靠atDCS诱导LTP产生，增加M1区的兴奋性，

改善运动行为能力，从中枢本身为运动技能的恢复提供所需的
生理状态；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MRP在实施时尤其注重“强调反馈”的
重要性，这对运动控制极为重要，特别是手的功能是由触觉和
视觉信息整合而成。而除了外部反馈（眼、耳、皮肤等）、内
部反馈（本体感受器和迷路等）外，反馈还包括脑本身信息的
发生。并且可以认为，atDCS对病灶侧M1区的刺激也改善了脑
本身信息的反馈，对MRP的治疗效果有促进作用。

    



讨论
 4、研究展望：      
       

        将tDCS技术与MRP相结合作用于卒中患者，在这种中枢
和外周的“双重刺激”模式下，即对“中枢干预”与 “外周干预”
的进行互补，以大脑的可塑性以及神经通路的重塑为基础，加
速改善患者上肢和手的运动功能。

    
中枢干预 外周干预CNS刺激+调控

调控外周，促进主动运动控制训练

反馈+再学习

强化中枢，促进运动意图的有效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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