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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任务导向性训练在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恢复中的应用进展
任惠明

崔志慧

郭旭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特点ꎮ 中国每年新发脑卒

向性训练后ꎬ通过上肢行为研究测试以及手功能九孔插板测试

ꎮ 相关循证医学证实ꎬ康复治疗是降低脑

务导向性训练能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躯干以及患侧上肢运动

中患者约 ２００ 万ꎬ其中 ７０％ ~ ８０％ 脑卒中患者因各种功能障碍
不能完全独立生活

[１]

卒中致残率最有效的方法

[２]

ꎻ现代康复理论和实践也证明ꎬ规

范的康复训练能提高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ꎬ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 [３] ꎮ

发现患者上肢功能较治疗前明显改善ꎮ Ｔｈｉｅｌｍａｎ 等 [１５] 发现任
控制能力ꎮ 王秋纯等 [１６] 研究发现ꎬ上肢任务导向性训练可显著
提高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ꎮ
另外任务导向性训练与其他康复治疗技术结合能进一步

运动再学习理论认为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运动功能恢复

是一个再学习、再训练过程ꎬ康复训练的重点应该是任务导向
性ꎬ即根据患者实际功能状态及分析影响功能障碍的可能因

促进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恢复ꎮ Ｋｉｍ 等 [１７] 研究发现任务
导向性训练结合经皮神经电刺激能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
运动功能ꎻ任云萍等 [１８] 研究发现任务导向性训练联合肌电生物

素ꎬ然后针对性地改善这些可能因素ꎬ使患者获得最大程度功

反馈治疗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患侧上肢功能ꎻ邹智等 [１９]

能重组ꎬ最终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生活质量ꎮ 因此目

研究发现镜像治疗结合任务导向性训练可改善早期脑卒中患

前针对脑卒中患者的治疗思路已逐渐由抑制异常运动模式为

者上肢运动功能ꎻ汤清平等 [２０] 发现任务导向性训练结合反复刺

主的神经生理疗法向基于功能恢复为主的任务导向性训练模

激治疗能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ꎬ尤其是手和上肢

式转变 [４] ꎮ

运动的协调性以及运动速度ꎮ

任务导向性训练是以个体、任务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为基

础ꎬ基于运动控制理论以及运动再学习理论治疗方法ꎬ治疗过
程中常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活动ꎬ并且以患者功能缺陷水平
为依据ꎬ通过进行重复、集中、以任务为导向的训练以实现最大
程度功能恢复 [５] ꎬ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运动技能学习的心理机制
及基于经验和学习的神经可塑性机制有关

[６]

ꎮ 目前任务导向

性训练已被广泛应用于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患者日常
训练中ꎬ中国脑卒中康复指南、日本脑卒中学会脑卒中康复指

二、任务导向性训练与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恢复

据相关资料统计ꎬ约 ２１％脑卒中患者在慢性期其步行功能

仍得不到明显恢复 [２１] ꎬ在回归社区以及家庭的脑卒中患者中ꎬ
其跌倒发生比例为 ３７.５％ ~ ７３.０％ꎬ而发生摔倒的成人中又以脑
卒中偏瘫患者比例最高ꎬ可见步行功能障碍严重影响脑卒中患
者生活质量 [２２] ꎮ 步行能力的恢复是脑卒中康复的最基本内容
和目标之一 [２３] ꎮ

以往临床针对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患者下肢功能障碍主要

南以及美国国防退伍军人事务部脑卒中康复指南均指出任务

以抑制异常运动模式、促进下肢正常运动模式为主ꎮ 近年来有

导向性 训 练 是 经 循 证 证 实 较 为 有 效 的 脑 卒 中 治 疗 方 法 之

研究发现ꎬ易化技术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充分调动患者主观能动

的国内、外应用进展简要综述如下ꎮ

论针对特定目标任务进行训练可能是最有效康复治疗手段之

一 [７￣９] ꎮ 本文就任务导向性训练在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恢复中
一、任务导向性训练与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
上肢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最常见后遗症之一ꎬ 其发生率为

５５％ ~ ７５％

[１０]

ꎬ而且即使在脑卒中发生 ６ 个月后ꎬ也仅有 ３８％的

患者患侧上肢灵活性部分恢复

[１１]

ꎬ只有 １５％ 的患者手功能恢

性ꎬ因次患者功能恢复进度比较缓慢 [２４] ꎻ而依据运动再学习理
一 [１３] ꎮ 因此当前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技术正从传统的相对
比较被动的易化、抑制技术向更加主动的任务导向性训练转
移 [２５] ꎮ

Ｙａｎｇ 等 [２６] 研究发现脑卒中患者经 ４ 周任务导向性训练

复一半左右ꎬ只有 ３％ 的患者手功能恢复到原来 ７０％ 以上 [１２] ꎮ

( 包括负重、 坐 站、 跨 台 阶 等) 后ꎬ 其 下 肢 活 动 能 力 显 著 提 高ꎮ

均受到严重影响ꎬ如何促进上肢功能恢复是脑卒中康复工作者

平衡训练等) 可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

上肢功能障碍导致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
所面临重要难题之一ꎮ

以往临床针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障碍多采用促通技术ꎬ
训练过程中患者上肢主动运动时间占比较小ꎮ 已有研究显示ꎬ
针对特定目的的任务导向性训练是脑卒中患者最有效的训练
方法之一ꎬ因此康复训练中应将功能动作完成的质量和数量作
为治疗考核目标 [１３] ꎮ Ｗａｌｌａｃｅ 等 [１４] 发现脑卒中患者经任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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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ｒｏｕｘ 等 [２７] 发现任务导向运动训练( 包括负重训练、坐站训练、
活动能力ꎮ 张大威等 [２８] 研究发现任务导向性训练可显著提高
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ꎬ而且患者训练时积极主动、目标明确ꎮ
Ｌｏｔｔｅ Ｗｅｖｅｒ 等 [２９] 通过系统评价证实任务导向性训练可显著改
善脑卒中患者步行功能( 包括步行距离、步行速度等) ꎮ 另外郭

丽云等 [３０] 研究发现任务导向性训练结合肌力训练可进一步改
善脑卒中患者下肢运动功能ꎬ提高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ꎮ 孙丽
等 [３１] 研究发现肌肉电刺激联合任务导向性训练可有效改善脑
卒中足下垂患者下肢运动功能ꎮ
三、任务导向性训练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脑卒中患者早期功能恢复主要依赖脑组织病灶周围脑水
肿消退、血肿吸收、侧支循环建立等ꎬ而恢复期功能改善主要依
赖脑残留组织功能重建及非损伤组织再生等ꎮ 有系统评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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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ꎬ脑可塑性增强能促进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恢复 [３２] ꎻ相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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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ꎬ２００６:３０８￣３１７.

实验、临床研究均证实任务导向性训练改善脑损伤后运动功能

[ ９] Ｂａｔｅｓ ＢꎬＣｈｏｉ ＪＹꎬＤｕｎｃａｎ ＰＷꎬｅｔ ａｌ.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

任务导向性训练强调个体化治疗ꎬ训练过程中选择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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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脑皮质功能重组及激活有关 [３３￣３４] ꎮ

的作业活动与患者功能性活动紧密联系ꎬ在训练中设定具体目

ｆｅｎｓ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ｓｔｒｏｋｅ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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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ꎬ能提高患者主动参与性ꎬ减少参与任务的盲目性ꎬ这些均有

[１０] Ｓａｐｏｓｎｉｋ ＧꎬＣｏｈｅｎ ＬＧꎬＭａｍｄａｎｉ Ｍ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ｎｏｎ￣

患者清晰视觉输入刺激ꎬ在动作过程中以及动作结束后这些具

( ＥＶＲＥＳＴ)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ꎬ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ꎬ ｓｉｎｇｌｅ￣ｂｌｉｎｄ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利于脑功能重建 [３５] ꎮ 设定的目标在相关动作训练开始前给予
体目标可提供反馈信息ꎬ促使患者肢体运动模式不断调整ꎬ进
而有利于形成更佳的运动程序 [３６] ꎮ 患者肢体训练目标难度要
设定适当ꎬ尽量避免因难度太低得不到预期锻炼效果ꎬ或因难
度太高而使患者信心受挫ꎬ与患者实际运动能力相结合的任务
导向性训练能充分激发患者运动潜能ꎬ从而有利于形成优化的
神经网络模式 [２８] ꎮ 如脑卒中患者肢体只进行屈伸等简单活动
而无具体目标任务ꎬ就不会有视觉等综合信息输入ꎬ因此训练
过程就变成一项空泛的关节活动ꎬ难以带动患者主动参与积极
性ꎬ从而不利于运动功能恢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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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ꎬ任务导向性训练基于运动控制和运动再学习理
论ꎬ该训练主要针对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失成分以及异常表
现ꎬ以功能改善为目的ꎬ将任务目标设定与实际生活相结合ꎬ强
调患者主动参与积极性ꎬ有利于患者脑功能重组ꎬ对脑卒中患
者上、下肢功能恢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ꎬ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应用ꎮ

[１４]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ＡＣꎬＴａｌｅｌｌｉ ＰꎬＤｉｌｅｏｎｅ Ｍ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Ｊ ] . Ｃｌｉ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２０１０ꎬ２４(５) :４７１￣４７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 ０２６９２１５５０９３５８９４４.

[１５] Ｔｈｉｅｌｍａｎ Ｇ.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ｂ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ｓ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Ｊ] .Ｊ
Ｈａｎｄ Ｔｈｅｒꎬ２０１３ꎬ２６(２) :１５６￣１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ｈｔ.２０１２.１２.００３.

[１６] 王秋纯ꎬ陈红霞.任务导向性训练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疗效观
察[ Ｊ] .中国康复ꎬ２０１３ꎬ２８(４) :２９７￣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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