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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卫生职业学院学生毕业设计作品 

姓    名 周缘 二级学院 临床学院 

专    业 康复治疗技术 学    号 201630000888 

班    级 16级康复二班 

设计作品类型 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设计作品名称 一例脑出血患者的康复治疗方案设计 

一、前言 

脑卒中亦称脑血管意外是指突然发生的、由脑血管病变引起的局限性或全脑功能障

碍，持续时间超过 24 小时或引起死亡的临床综合征
[1]
。脑卒中具有⾼发病率、⾼致残

率.⾼死亡率的特点，我国城乡脑卒中中年发病率为 200/10 万，年死亡率为 80~120/10

万，存活者中 70%以上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其中 40%为重度残疾，脑卒中的复发率

达 40%[2]。根据医院收集的 185 例脑卒中患者进行分析，结果为：17～94 岁,70～79 岁

年龄组的患者最多,占 37. 30%；缺血性脑卒中 109 例,出血性脑卒中 76 例;冬季发病较

多,占 31. 89%;就诊时间小于 4 h 的患者占 71. 89%,4～6 h 的患者占 10. 81%,大于 6 h

的患者占 17. 30［3］。脑卒中后可出现各种功能障碍，临床表现复杂。由于责任血管、

病变部位、病变大小和病灶性质的不同，临床表现各有不同，概括说来主要有意识障碍、

运动障碍、感觉障碍、吞咽障碍、知觉障碍、言语和语言障碍、认知障碍、 心理精神

障碍。 其他：二便控制障碍、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等。继发性功

能障碍：常见的继发性功能问题有压疮、痉挛、关节挛缩畸形、步态异常、肩手综合征、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等［4］。 

循证医学证实脑卒中康复是降低致残率最有效的方法，也是脑卒中组织化管理模式

中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现代康复理论和实践证明，有效的康复治疗能够改善患者功能

障碍[5]。近年来,随着社会医疗卫⽣条件的进步，有关治疗理念有了新的进展，脑卒中

的早期康复以及脑卒中后期康复，脑卒中的坐位和站位训练、上肢功能恢复训练、功能

性步⾏训练、⽇常⽣活活动训练等内容，是根据患者的病情有选择的联合应⽤这些临床

治疗,有助于提⾼脑卒中的康复治疗效果。14 天-3 个⽉内是脑卒中病⼈康复锻炼最佳康

复时期，提示我们应对脑卒中实施早期康复介⼊，此阶段主要进行良肢位的摆放，关节

被动活动，早期床边座位保持和座位平衡训练和预防并发症[6]。脑卒中的恢复期的康复

对患者进行了全身查体和功能评价，在运动、感觉、交流 、认知、ADL 综合患者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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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制定康复治疗计划并开始实施治疗。此阶段训练的主要是座位平衡、站立、重心转

移、跨步、进食、更衣、排泄等以及全身协调训练、立位平衡、步行、手杖使用及上下

楼梯等［7］。患者经过一段时间康复治疗如果可以进行社区生活，就可以考虑出院。明

确出院后治疗师应给与患者制定一份社区康复治疗计划。根据患者功能恢复达到平台

期，可以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康复宣教使患者可以在家里进行常规锻炼以维持功能［8］。

康复训练是通过抑制异常运动模式、调节肌张⼒、进⾏平衡及步态训练、传统康复等⽅

法，提⾼肢体的运动、平衡及协调的功能。其中中医药治疗本病多应⽤于恢复期,⽽急

性期的治疗对于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和降低病残率⾄关重要，中⻄医结合较之单纯⻄医

治疗具有相当的优势和特⾊
[9]
。遵循期介⼊，因⼈⽽异、持之以恒、全⾯康复原则选择

康复治疗⽅案,有利于提⾼存活率、降低致残率,并能改善患者⽣活质量。 

本次毕业设计选题为脑出血患者存在右侧肢体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期间均采用针

灸、运动再学习疗法等常规治疗,进行功能康复可取得满意疗效。 

二、设计依据 

(一)病历资料 

主诉：患者鲁某某，男，65岁，因右侧肢体无力伴言语不能 2 月余，于 12 月

5日入院。                                                                                                                                         

现病史：患者家属诉患者 2018 年 09 月 09 日打牌时突发言语不能，右上肢不

能抬举，不能独立坐起无神志不清,无头晕头痛,无恶心呕吐,立即送至长沙市第三

医院行头部 CT 示左侧额颞顶叶出血,诊断为”脑出血”,于 09月 10 日局麻+强化下

行颅内血肿穿刺引流术,予以脱水降颅压、止血、降糖、降压等对症治疗后患者右

侧肢体无力较前好转,于 12 月 05 日出院。目前患者仍言语不能,右上肢不能抬举、

右下肢可抬离床面,辅助下可站立，今为改善右侧肢体运动功能 ，言语功能特来我

院，门诊拟“脑出血”收住我科。发病来，食欲可，夜间睡眠差，大小便正常。 

有“2型糖尿病十余年,目前使用‘门冬胰岛素皮下注射 81u+餐前皮下注射 5iu

晚餐前、甘精胰岛素 皮下注射 14iu 睡前，阿卡波糖 75mgtidpo’控制血糖，血糖

控制可。  

既往史:既往高血压”1年,血压最高至 180/100mmHg,一直未规律用药,否认“冠

心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史,无外伤史,无输血史,无食物、药物

过敏史,预防接种史不详。 

个人史:生于湖南长沙,长期居住于长沙。有吸烟史 40 余年,每天约半包,每天

饮酒约 1 两:无血吸虫等疫水接触史:无地方病或传染病流行区居住史:无毒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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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尘及放射性物质接触史;无冶游史。性格内向,无特殊业余爱好或喜好、特

别通讯需求,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家庭内无障碍改造、社区内无康复设施。 

婚育史:26 岁结婚,婚后生育 1子,配偶及子均体健。 

家族史:否认遗传性、家族性疾病史  

体格检查:T:36.5℃,P:90 次/分,R:20 次/分,BP:134/77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一

般,神志清楚,动体位,查体合作。皮肤巩膜无黄染,无皮疹、出血点,无肝掌、蜘蛛

痣。全身浅表淋自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五官无畸形,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

大等圆,直径 3mm,对光反射灵敏,耳廓形态无畸形,外耳道无流脓,乳突无压痛:右侧

鼻唇沟变浅,口角左歪,伸舌稍偏右:唇无发绀,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

位置居中，甲状腺不大;颈静脉无怒张,肝一颈静脉回流征阴性,胸廓对称无畸形;呼

吸运动正常,双肺叩诊音清音,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前区无隆起，心尖

博动于左侧第 5肋间锁骨中线内侧 0.5cm 处，各瓣膜区无震颤，无心包摩擦感，叩

诊心界正常，心率 90次/分，心率齐，无杂音。腹部平坦，无胃肠型及蠕动波，腹

壁静脉无曲张，腹壁柔软，无压痛及反跳痛。murpphy 征阴性，肝脾未触及，腹部

未扪及包块，移动型浊音阴性，双肾区无叩痛，肠鸣音正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棘

突无压痛，无叩痛，无关节红肿，无杵状指（趾).肛门外生殖器未查。 

专科检查：神志清晰，混合性失语，定向力、记忆力无法查，计算力减退，无法计

算 100-7=？ 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灵敏，双眼球运动正常。右侧鼻

唇沟变浅，口角左歪，伸舌稍偏右，咽反射减弱，饮水呛咳，洼田饮水试验 3级。左侧

肢体肌力 5 级，右上肢肌力 1 级，右下肢肌力 3 级。四肢肌张力正常。右 Brunnstrom

分级: 右上肢右手-右下肢 II-I 1I 期。坐位平衡 2级、站立平衡Ⅰ级。左侧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腱反射、桡骨膜反射(++) ,左侧膝反射、踝反射(++) ;右侧肽二头肌肱三头肌

健反射、桡骨膜反射均未引出，右侧膝反射、踝反射(++)。双髌阵挛(-)、踝阵挛(-) ;

双巴氏征(一)。改良 Barthel 指数: 35/100 分。 ICF 值 14 分 

辅助检查：头部 CT 示：左侧额颞顶叶出血。 

入院诊断：    

（1）脑出血（左侧额颞顶叶） 

（2）高血压 3 级(很高危） 

（3）2 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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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复评定 

据 ICF《关于功能、残疾和健康的国际分类》模式进行康复评定，结果如下： 

1.身体结构方面：头部 CT 示:左侧额颞顶叶出血。右侧肢体活动障碍  右侧鼻唇沟

变浅。混合性失语  

2.身体功能方面: 

（1）Brunnstrom 分期（附录 1）:右上肢-手-下肢：II-I-III 期； 

（2）Fugl-Meyer 评分（附录 2）：右上肢 5/66 分，右下肢 10/34 分，总分 15/100

分；右上肢右上肢出现联合反应，右下肢出现分离运动； 

（3）肌张力：改良 Ashworth 评价：右侧肘关节伸肌群 1+级，肩内收、腕屈、髋

内收、膝屈、踝趾屈 1 级； 

（4）ROM：右肩被动前屈、外展 0-150°(疼痛）。 

（5）感觉功能：感觉检查不配合； 

（6）其他:失语，听理解可，可模仿‘bo’音，执行单一指令可，执行复杂指令差；

龇牙不对称，缩唇向左偏移；饮水偶呛咳，右侧鼻唇沟变浅，伸舌左偏。 

3.活动与参与 

（1）活动情况：日常生活能力改良 Barthel 指数(附录 3):35/100 分，二便可控，

修饰、进食需最小帮助，床椅转移需最大帮助，其余均依赖。 

（2）社会参与：退休老人，无法参加社区活动，不能独立出门，散步缴费，家庭经

济一般，交通困难等活动，目前活动范围以病房和治疗大厅为主。 

4.环境 

（1）环境因素:有利因素：有比较完善的治疗方案，整洁的治疗大厅和病房，无生

活用品缺少，家人陪伴 

（2）不利因素：患者经常迟到，有时不配合治疗，睡眠质量不好，经常昼夜颠倒。

治疗时经常睡着。 

5.个人因素 

患者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积极配合治疗，家庭条件一般，是退休老人，家居、社

区无康复设施，个人经济一般，喜欢打牌，下象棋等，脾气比较差，容易发脾气。不利

因素：患者脾气差容易发脾气，不喜欢医院环境。 

6.康复功能诊断 

（1）混合性失语 

（2）右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 



 5 

（3）构音障碍 

（4）吞咽障碍 

（5）ADL 能力受限 

（6）社会参与受限 

三、设计方案 

（一）康复目标 

短期目标：改善右侧肢体运动功能，改善坐位平衡，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长期目标:实现独立行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二）康复措施 

1.运动治疗 

（1）良肢位的摆放：患者的正确体位摆放可以促进肢体功能恢复，有助于预防关节

挛缩和压疮。 

（2）仰卧位：在患者肩胛后方放一薄垫，纠正肩胛内旋内收，肩稍外旋，伸肘腕，

手指伸展，防止手指屈曲痉挛；下肢呈膝、髋自然屈曲；踝关节保持背屈。 

（3）健侧卧位：患者肩前屈 90°左右，手平放于枕头上，伸肘，下肢患侧膝、髋

屈曲，放于支持枕上使髋稍内旋。 

（4）侧卧位：患者肩前伸，伸肘前臂旋后，腕指伸展，右侧下肢稍后伸，屈膝，健

侧下肢放于患肢前方，其下垫枕，注意患肩不能受压，防止肩关节损伤。 

（5）右侧肢体被动活动训练：    

方法：患者处于仰卧位，治疗师运用自身力量给患者右侧肢体进行被动活动，如:

肩关节的前屈、外展、内收、后伸、旋前、旋后，肘关节的屈肘、伸肘、内旋、外旋、

右侧髋关节的屈髋、伸髋、内收、外展，内旋、外旋，膝屈伸主动辅助运动，右侧跟腱

牵伸等。 

作用：维持关节活动度，防止肌肉萎缩，关节挛缩。 

处方：每日一次，一次 30 分钟，一次 3 组，一组 15～20 个。  

注意事项:注意强度，保护患侧。 

（6）肌力训练：双桥运动：患者仰卧，双腿屈曲，双膝并拢，在辅助下进行伸髋、

抬臀，并保持。单桥运动：待患者病情改善，即可进行，患者病腿屈曲，伸直健腿，然

后伸髋、抬臀，并保持。 

作用：提高核心肌群力量，诱发下肢分离分离运动，缓解下肢及躯干的痉挛，提高

躯干的平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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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每日一次，一次 15 分钟，一组 3～5 个，每个保持 30 秒到一分钟。 

注意事项：注意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防止坠床。 

（7）体位转移训练：翻身：①仰卧位到左侧卧位：头转向右侧，患者左侧手将右侧

上肢外展防止受压,左侧下肢屈曲立起:左侧肩上抬，左侧下肢用力蹬床，抬起左侧骨盆，

身体完成转向右侧，最后调整卧姿。治疗师可站在患者的右侧，以消除患者害怕摔下的

顾虑。②从仰卧位到左侧卧位:患者仰卧位，左侧足从右侧胭窝处插入，并沿右侧小腿

下滑至跟腱处，使左足置于患足下方。Bobath 握手(双手十指交叉相握，患侧拇指在上),

左侧上肢带动右侧上肢上举 90 ,然后向左、右两侧摆动，摆动幅度逐渐加大，利用躯

干的旋转和上肢摆动的惯性向左侧翻身。 

（8）卧位到坐位：①从左侧坐起:左手握住右手，左侧下肢插到右侧下肢下面，左

侧下肢将右侧下肢移至床边并垂下，身体转向左侧；左手松开右手，颈部前屈，躯干向

左侧旋转；先左侧肘支撑后右手支撑，慢慢坐起。②从右侧坐起:患者右侧卧位，双腿

远端垂于床边(开始时，需治疗师将右腿置于床边，并使右膝屈曲)，然后左侧上肢向前

横过身体，同时旋转躯干，左手在右侧推床以支撑上身，并摆动双腿，完成床边坐位。

患者坐直，调整好姿势难度比从健侧坐起稍大，但对患者来说是更好的训练方法。 

（9）轮椅与床之间的转移：治疗师推轮椅至患者左侧床沿，与床成 30 ~45°角，

关闭轮椅手闸竖起脚踏板;患者从床上起立后，用左手扶持轮椅远侧扶手,以健足为轴，

旋转身体，坐在轮椅  垫深处。 

（10）由坐位到站起：①患者床边端坐位，双足平放在地面，分开与肩同宽，两足

稍后于两膝;Bobath 握手，抬头，双上肢向前充分伸展。躯干前倾，使重心前移，双下

肢充分负重，当双肩超过双膝位置时，臀部离开床面,伸髋伸膝，双腿同时用力慢慢站

起②由站位到坐下患者背向床站位，双下肢均匀负重，Bobath 握手，双臂前伸:躯干前

倾，同时保持脊柱伸直，两膝前移，重心后移，屈髋、屈膝、慢慢动臀部和髖部，坐于

床上。当患者坐下时，确信右腿承受定重量。患者由立位到坐位时,臀部往往重重地落

下，主要是因为股四头肌的离心性收缩的控制较差,此动作需要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反复

练习。 

注意事项：防止患者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现象。（附录 5） 

处方：每日一次，每次 3～5 组，一组 2 ～3 次，每次 1～2 分钟。 

2.作业治疗：是指有选择性和目的性地应用与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休闲等有关

的各种活动来治疗患者躯体、心理等方面的功能障碍，预防生活能力的丧失或残疾，发

挥患者身心的最大潜能，以最大限度地改善和恢复患者躯体、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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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存质量，促其早日回归家庭，重返社会的一种康复治疗技术或方法。 

（1）手功能训练：磨砂板训练：患者使用磨砂板用左侧手带动右侧手做屈伸活动，

在桌面上反复运动，磨砂台还可以增加磨砂板的摩擦力，通过抗阻力，提高上肢肌力力

量。 

作用：增加关节活动度，提高肌力。 

处方：时间：15分钟，每日一次，一周 7次，根据患者病情来调节治疗的次数。 

注意事项：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摔倒。 

（2）穿衣训练：患者能够保持坐位时就应当开始练习穿脱衣服和鞋袜。 要选择

穿脱方便的衣物，衣服要宽松，层次简单，布料选择有一定弹 性并且光滑易穿，衣扣

及扣眼都要大，拉链要附加一个吊环或带子，并且要适当用蜡润滑以利于拉动。穿前开

口的上衣时，先用右侧上 肢穿袖子直至肩部，然后将左侧上肢转到后面，穿上左侧的

袖子，而 脱时则是相反，先脱左侧再脱右侧。穿套头上衣时,先穿右侧的袖 子，然

后套头，最后穿左侧的袖子,脱时也要相反，先脱左侧的袖子 然后套出，最后脱右侧

的袖子。 

作用：患者的右侧上肢活动障碍，穿衣训练可锻炼右侧肢体活动能力和关节活动度。 

注意事项:患者年龄较大，需注意训练强度。 

3.言语训练 

（1）唇部练习：目的是加强唇的运动控制、力量，从而提高进食吞咽的功能。 

训练方法：治疗师嘱患者咬紧牙齿，说‘衣’声，维持 5 秒钟，做 5 次。拢起嘴唇，

说‘乌’声，维持 5秒钟，做 5次。说‘衣’声，随即说‘乌’声，然后放松。快速重

复做 5-10次。 

作用：训练患者的唇部力量。 

注意事项：患者年龄偏大，强度不能太强。 

（2）压舌板训练:治疗师嘱患者双唇含着压舌板，用力闭紧及拉出压舌板，与嘴唇

抗力，维持 5秒放松。重复做 5-10 次。 

作用：训练患者舌的力量。 

注意事项:治疗师力气不要太大，以免造成二次损伤。 

（3）舌的训练:治疗师嘱咐患者把舌头尽量伸出口外，维持 5秒，然后缩回，放松，

重复做 5-10 次。快速地伸缩舌运动，重复做 5-10 次。 

作用:加强舌运动控制、力量及协调，从而提高进食及吞咽的功能。 

注意事项：治疗师做治疗时需注意患者日常情况，是否有不舒服，如果有立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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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4）冷刺激训练：冰棉签刺激或冰水漱口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刺激，在吞咽前，在腭

舌弓给予温度触觉刺激。进食前家属或者护士给患者以冷水刺激进行口腔内清洁，或进

食时冷热食物交替进食；然后平稳地做垂直方向的摩擦 4-5次，然后作一次空吞咽让患

者进行食吞咽。 

治疗作用：提高食块知觉的敏感度。减少口腔过多的唾液分泌。通过刺激，给予脑皮质

和脑干一个警惕性的感知刺激，提高对食物吞咽的注意力。 

4.物理因子治疗 

（1）低频脉冲电治疗：右侧肢体予以冈上肌、三角肌、肱三头肌、腕背伸肌×2

髂腰肌、股四头肌、胫前肌×2. 

作用：兴奋神经肌肉组织，阵痛，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刺激皮肤。 

处方（100HZ-100HZ）每日一次，一次 20 分钟，一个礼拜 7 次，随着病情的发展可

改变治疗的次数。 

注意事项：注意患者耐受力。治疗时注意检查患者皮肤是否出现皮肤通红现象。 

（2）气压：右侧上肢和右侧下肢剂量 80mmHg 每日一次，一次为 20 分钟，一个礼

拜 7 次，随着病情发展增加或减少。 

作用：促进血液循环，减轻水肿。 

注意事项：预防深静脉血栓，注意气压强度。 

（3）蜡疗：右侧肩关节、肘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各一块。 

时间:30 分钟 

作用：促进血液循环。 

注意事项：注意蜡的温度，避免烫伤。 

5.中医传统康复治疗 

针刺 

处方：面部：地仓、夹车、下关、迎香、颧髎上肢:肩髃、肩髎、肩贞、臂臑、手

三里、外关、合谷；下肢：血海、梁丘、足三里、上巨虚、三阴交、太冲；（电针治疗）。   

时间 20 分钟，每日一次，一个礼拜 7次，根据病情调节次数。 

注意事项：注意患者的情绪，是否有晕针的现象，注意患者的姿势摆放。 

6.药物治疗 

予以胞膦胆碱营养神经，奥拉西坦护脑，门冬胰岛素、阿卡波糖控制血糖 

7.康复宣教与指导：对于脑卒中患者在积极开展早期康复干预和综合康复治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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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患者日常自理的同时，继续控制相关的危险因素，注意患者有高血压，训练强度不可

过大；站立平衡训练时，防止摔倒，患者及家属需要主动参与康复治疗。 

四、设计小结 

（1）入院情况：患者男性，65岁，因“右侧肢体无力伴言语不能 2月余”收住，

右侧鼻唇沟变浅，口角歪斜，伸舌偏右，咽反射减弱，饮水呛咳，洼田饮水实验 3级（附

录 6）。左侧肢体肌力变强，右上肢肌力 1 级，右下肢肌力 3 级四肢肌张力减弱，右

Brunnstrom 分级：右上肢-右手-右下肢Ⅱ-Ⅰ-Ⅲ期。 座位平衡 2级、站立平衡 1 级。

改良 Barthel 指数:35 分/100 分。 

（2）治疗经过：根据初期评定结果，给予肌力训练、关节活动训练、体位转移训

练，良肢位摆放训练、平衡训练、肌力耐力训练、手功能训练、磨砂板训练、低频脉冲、

气压、蜡疗、针灸治疗等康复治疗。 

（3）出院情况：运动情况:Brunnstrom 分期:右上肢-手-下肢：II-II-III 期；

Fugl-Meyer 评分:右上肢 5/66 分，右下肢 11/34 分，总分 16/100 分；右上肢出现联合

反应，右下肢出现共同运动：肌张力：改良 Ashworth 评价:右侧肩内收，指屈肌群 1

级感觉:感觉检查不配合。ROM:右肩被动前屈、外展 0-90°（疼痛）；平衡：Berg 评分

8/56 分，坐位平衡 3级，站立平衡 1 级（附录 4）；改良 Barthel 指数：46 分/100 分，

二便可控，进食可独立，修饰、床椅转移需最小帮助，其余均依赖； 

其他:失语，听理解可，可模仿‘bo’音，执行单一指令可，执行复杂指令差；饮

水偶抢咳，右侧鼻唇沟变浅，伸舌右偏。 

（4）出院指导：①低盐低脂饮食，注意荤素搭配；②避免情绪激动，保持良好心

态。③积极参加主动运动，注意强度。④注意患侧肢体的姿势摆放。⑤无痛范围内进行

右侧肢体 ROM 训练和运动功能训练，安全条件下进行平衡和 ADL 训练，适当参与文娱活

动；⑥定期去门诊复查，不适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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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1）Brunnstrom 运动功能恢复分期 

分期 运动特点 上肢 手 下肢 

I 无随意运动 无任何运动 无任何运动 无任何运动 

II 引出联合运动 仅出现协同运动模式 仅有细微的屈曲 

 

仅有极少的随意运动 

III 随意出现的共

同运动 

可随意发起协同运动 可有钩状抓握但

不能伸指 

在坐和站立位，有髋 

膝 踝的协同性屈曲 

IV 共同运动模式

打破，开始出

现分离运动 

出现脱离协同运动的

活动，肩 0°，肘屈

90°的情况下，前臂

可旋前，旋后，肘伸

直的肩可前屈 90°

手臂可触及腰骶部。 

能侧捏及松开拇

指，手指有半随

意的小范围伸展

活动 

坐位屈膝 90°以上，

可使足向后滑动。在

足跟部离地的情况下

能使踝背屈 

Ⅴ 肌张力逐渐恢

复，有分离精

细运动 

出现相对独立于协同

运动的活动：肘伸直

时肩可外展 90°；肘

伸直，肩前屈 30°～

90°时，前臂可旋前

和旋后；肘伸直，前

臂中立位，上肢可举

过头 

可作球状和圆柱

状抓握，手指同

时伸展，但不能

单独伸展 

健腿站立，病腿可先

屈膝后伸髋；在伸膝

下可作踝背屈 

Ⅵ 运动接近

正常水平 

运动协调近于正常，

手指指鼻无明显辨距

不良，但速度比健侧

慢（≤5 秒） 

所有抓握均能完

成，但速度和准

确性比健侧差 

在站立位可使髋外展

到抬起该侧骨盆所能

达到的范围；坐位下

伸直膝可内外旋下

肢，合并足内外翻 

初期

评定 

 Ⅱ级 Ⅰ级 Ⅲ级 

末期  Ⅱ级 Ⅱ级 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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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 

（2）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表 

 

 

 

 

 

 

（3）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表 

 

 

（4）平衡量表 

 

 

 

（5）饮水实验分级及判断标准 

（6）初期评定量表 

 

 

 

（7）末期评定量表 

 

 

分级 判断 

Ⅰ.可一次喝完，无噎呛 

Ⅱ.分两次以上喝完，无噎呛 

Ⅲ.能一次喝完，但有噎呛 

Ⅳ.分两次以上喝完，且有噎呛 

Ⅴ..常常噎呛，难以全部喝完 

正常：Ⅰ级，5秒内完成 

可疑：Ⅰ级，5 秒以上完成；Ⅱ级 

异常：Ⅲ、Ⅳ、Ⅴ级 

结果：饮水呛咳，洼田饮水实验 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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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治疗图片 

 

单桥训练 

 

双桥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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