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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n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WHO ICF,2002)
国际健康功能与身心障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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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其它偏瘫上肢功能测试

Fugl- Mayer TestThe Minnesota Manual Dexterity Test The Minnesota Manual Dexterity Test 

Action Research Arm Test

Block and Box Test Purdue PegboardNine-hole peg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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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其它偏瘫上肢功能测试

 (Fugl-Meyer, Jaasko, Leyman, Olsson, & Steglind, 1975; Gladstone, Danells, & Black,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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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其它偏瘫上肢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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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瘫上肢
功能测试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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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 和 目的

 

   这个偏瘫九级上肢功能测试:

  

à 评估偏瘫患者在整个复康疗程期间,  

   日常生活任务中使用患侧上肢的能力。



理论基础
Brunnstrom偏瘫恢复六阶段理论
   (Aigne B, 1960)

偏瘫上肢功能测试（美国版）

  (Wilson, Baker, & Craddock,1984)

香港版的偏瘫上肢功能测试 (FTHUE-HK)
(Kenneth Fong, Bobby Ng, Dora Chan at al 2004)

中国人的手部功能



理 论 I
Brunnstrom偏瘫恢复六阶段理论

                                                     (Aigne B, 1960)

迟缓
  痉挛
联合反应 协同运动

部分独立运动独立运动
接近正常

偏瘫康复治疗的基础 & 评估偏瘫康复的依据



理 论  II

偏瘫上肢功能测试 （美国版）

                                                         (Wilson, Baker & Craddock,1984)

患侧上肢
未有任何
活动能力

……
上肢和肌
肉都能活
动自如

Ø 遵循Brunnstrom偏瘫恢复理论
Ø 患侧上肢未有任何活动能力
   正常自如
Ø 整体上肢功能
Ø 18个检查项目，根据难度划分等级
Ø 完成特别任务的功能训练方法



理论基础 III香港版的偏瘫上肢功能测试 (FTHUE-HK)



理 论 IV

中国人的手部功能



并整套��由23个�目�成
根据其复�程度， 而划分�9个��。内内容容

只��15到30分�
须时 

一方便携�
仪设备器

患者必�同�通�每�的3个�     
目，方能升�评分准则 

偏瘫九级上肢功能评诂



九个级别和二十三个测试项目
级级别别 测测试试项项目目 级级别别 测测试试项项目目

1 尚未有任何随意活动能力 6 6.1 收拾木方
6.2 把盒子放在木板上
6.3 检投币

2 2.1 联合反应
2.2 患手放在大腿上

7 7.1 用钥匙开锁头
7.2 操控筷子(利手) /操控夹子(非
利手)
7.3 换灯泡

3 3.1 健手将衣服塞入裤里时，提患侧
手臂

3.2 手提半公斤袋子维持15’’秒
3.3 用患侧腋下夹稳小皮包

8 8.1 掷球重接 
8.2 速迭木方
8.3 木方投盒

4 4.1 用患手稳定水瓶, 用健手拧开瓶盖
4.2 用包装纸包裹盒子
4.3 双手拧干湿毛巾

9 9.1 手指撑开橡皮筋
9.2  提起行李箱
9.3 迭起两排麻将

5 5.1 拿起煲盖放回煲上
5.2 拉拉链
5.3 折迭浴巾



九个级别

1. 患侧肩膀、手肘及手指尚未有任何随意活动能力

2. 患侧肩膀或手肘开始有少许随意活动能力

3. 患侧肩膀及手肘有较大活动能力, 手可提起置于腹部，手指开始能轻
微弯曲

4. 患侧肩膀及手肘可提起置于胸前，手指能进行基本抓放活动

5. 患侧肩膀及手肘可举高过头，手指可进行较轻微的抓放活动

6. 患侧肩膀、手肘及手腕都能独立并协调地抗阻力活动，但手指活动仍
欠灵活

7. 患侧上肢关节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复杂或者粗重活动仍有不
足

8. 患侧上肢关节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处理速度及准确性较高的
日常活动仍有不足

9. 患侧上肢关节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处理要求力量较高的日常
活动仍有不足



孰行一般指引

•在要求患者进行每一项测试前，必须给与患者足够的指示及示
范。

•如患者对该项测试抱疑，治疗师可以手带引患者练习该项测试。

•每一个测试项目，患者只可重复三次。另外，患者亦只有三分
钟的时限来完成每项测试。

•尽量以语言或非语言方式，鼓励患者完成该项测试项目。



执行



第一级

患侧肩膀、手肘及手指尚未有任何随意活动能力

测试项目 关键动作 测试用具

1.1 没有 没有 没有



第二级

患侧肩膀或手肘开始有少许随意活动能力

测试项目 关键动作 测试用具

2.1 联合反应 无法自主控制的动作 x

2.2 患手放在大腿上 肩膀和手肘的协同动作
(屈曲协同)

x



2.1 联合反应 2.2 将患手放在大腿上

第二级

患侧肩膀或手肘开始有少许随意活动能力



第三级
患侧肩膀及手肘有较大活动能力, 手可提起置于腹

部，手指开始能轻微弯曲

测试项目 关键动作 测试用具

3.1 健手将衣服塞入患侧裤里，
患侧手臂外展 

肩部外展 没有

3.2 患手提半公斤袋子维持15’’秒 手指的弯曲 半公斤重袋子 

3.3 用患侧腋下夹稳小皮包 肩部内收 一个小皮包



3.1 健手将衣服塞入患侧裤
里，患侧手臂外展 

3.2 提握小袋维持15”秒

第三级
患侧肩膀及手肘可提起置于胸前，手指能进行基

本抓放活动

3.3 患侧腋下夹稳小皮包



第四级
患侧肩膀及手肘可提起置于胸前，手指能进行基

本抓放活动

测试项目 关键动作 测试用具

4.1 用患手稳定水瓶, 用
健手拧开瓶盖

肩膀和手肘的弯曲状态，腕关节
能稳定和手指手掌能抓握

一个有盖水瓶，瓶身7
厘米宽

4.2 用包装纸包裹盒子 肩膀和手肘的弯曲状态，前旋转
前旋后，腕关节伸屈，手指和手
掌能抓放

12 X 8 X 5厘米盒子、
一张包装纸及胶纸

4.3 双手拧干湿毛巾 肩膀和手肘的弯曲状态，前臂旋
前旋后，腕关节伸屈，手指和手
掌能抓放

一个小水盘及一条湿面
毛巾



4.1用患手稳定水瓶, 用健
手拧开瓶盖

4.3 双手拧干湿毛巾

第四级
患侧肩膀及手肘可提起置于胸前，手指能进行基

本抓放活动

4.2 用包装纸包裹盒子



第五级
患侧肩膀及手肘可举高过头，手指可进行较轻微

抓放活动

测试项目 关键动作 测试用具

5.1 拿起煲盖放回煲上 肩关节的屈曲，伸展和内收，手肘
的屈曲和伸展，前臂的旋前和旋后，
手指抓握和放松的控制

一个有盖的煲，（煲盖
直径19厘米）

5.2 拉拉链 肩膀和手肘的弯曲状态，前臂旋前
旋后，腕关节伸屈，手指侧捏

一件有拉链外套

5.3 折迭浴巾 肩关节屈曲，伸展, 前臂旋前旋后，
腕关节伸屈，手指和手掌能抓放

已折迭好的浴巾



5.1 拿起煲盖放回煲上 5.3折迭浴巾

第五级
患侧肩膀及手肘可举高过头，手指可进行较轻

微抓放活动

5.2 拉拉链



第六级
患侧肩膀、手肘及手腕都能独立并协调地抗阻

力活动，但手指活动仍欠灵活

 测试项目 关键动作 测试用具

6.1 收拾木方 肩膊，手肘关节屈曲和伸展，
手指抓握和放松

5 块2.5厘米小木方
一个小盒子

6.2 把盒子放在木板上 肩关节的屈曲，伸展和内收，
手肘的屈曲和伸展，手指抓握
和放松的控制

盒子，木板（放约在患者
眼前高度、模拟书柜上层）

6.3 捡投硬币 肩关节的屈曲，伸展和内收，
手肘的屈曲和伸展，腕关节屈
曲和伸展，手指抓握和放松的
控制

1角，5角，1元硬币各5个
一个钱箱



6.2 把盒子放在木板上 6.3捡投硬币

第六级
患侧肩膀、手肘及手腕都能独立并协调地抗

阻力活动，但手指活动仍欠灵活 

6.1 收拾木方



第七级
患侧上肢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复杂或者

粗重日常活动仍有不足

测试项目 关键动作 测试用具

7.1 用钥匙开锁头 肩、手肘关节的屈曲和伸展，
前臂的旋前和旋后，手指侧
捏

一把锁匙和一个锁头

7.2 操控筷子(利手) /
操控夹子(非利手)

肩、手肘关节的屈曲和伸展，
前臂的旋前和旋后，腕关节
的尺桡偏，手指三脚抓握和
释放。

一双筷子、一只碟子、一
个饭碗和5 个点心模型

一个小盒子，5个衣夹

7.3 换灯泡 肩、手肘关节的屈曲和伸展，
前臂的旋前和旋后，腕关节
的尺桡偏，手指抓握和释放

台灯、灯泡



7.1 用锁匙开锁

第七级
患侧上肢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复杂或

者粗重日常活动仍有不足

7.2 控制筷子（利手） 7.2 控制夹子（非利手）



第七级
患侧上肢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复杂或

者粗重日常活动仍有不足

7.3 换灯泡



第八级
患侧上肢关节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处理
速度及准确性较高的日常活动仍有不足

测试项目 关键动作 测试用具

8.1 掷球重接 肩、手肘、手腕，手指关节整体应
用，要求手眼协调、准碓度和速度

网球一个

8.2 速迭木方 肩、手肘、手腕，手指关节整体应
用，要求手眼协调、准碓度和速度

10块2.5厘米小木方

8.3 木方投盒 肩、手肘、手腕，手指关节整体应
用，要求手眼协调、准碓度和速度

10块2.5厘米小木方
小盒子



第八级
患侧上肢关节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处理
速度及准确性较高的日常活动仍有不足

8.1 掷球重接 8.3 木方投盒8.2 速迭木方



第九级
患侧上肢关节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处理

要求力量较高的日常活动仍有不足

测试项目 关键动作 测试用具

9.1 手指撑开橡皮圈 上肢整体应用，手指伸展力
量也足够

一条粗橡皮圈

9.2  提起行李箱 上肢整体应用，力量也足够 一个重10公斤的行李箱

9.3 迭起两排麻将 上肢整体应用，力量也足够 26块麻将



第九级
患侧上肢关节和肌肉都能活动自如，但对于处
理要求力量较高的日常活动仍有不足

9.1 手指撑开橡皮筋 9.2  提起行李箱 9.3 迭起两排麻将



下一步工作

•信度和效度研究
•中国内地中风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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