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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帕金森病是中老年人群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ꎬ其症状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ꎬ康

复治疗作为缓解症状的有效手段ꎬ应贯穿于帕金森病患者的全病程ꎮ 随着科技进步与发展ꎬ近年来虚拟现实
技术( ＶＲ) 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逐渐增多ꎬ其在康复治疗方面的疗效也获得广泛认可ꎮ 本文将对 ＶＲ 康复训
练治疗帕金森病患者运动症状及非运动症状方面的疗效进行简要综述ꎬ并探讨 ＶＲ 康复训练的优缺点ꎬ以期
为未来 ＶＲ 在帕金森病康复治疗中的全面应用提供参考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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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是一种进展缓慢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ꎬ随着人

动游戏的远程 ＶＲ 康复治疗及传统感觉统合平衡训练( ｓｅｎｓｏｒｙ

ꎮ 帕金森病主要病理表现为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

显著改善作用ꎬ训练后 ＶＲ 康复治疗组和 ＳＩＢＴ 组患者 ＢＢＳ 评分

群年龄增长ꎬ其患病率逐渐升高ꎬ 老年人群患病率可达 １％ ~

２％

[１]

性死亡ꎬ从而导致纹状体多巴胺含量明显减少ꎬ并引发一系列
临床症状ꎬ目前对诱发该病理改变的原因尚不明确ꎮ 根据帕金
森病诊断标准ꎬ可将其临床症状分为运动症状及非运动症状ꎬ
运动症状主要包括运动迟缓、静止性震颤、肌强直以及姿势平
衡障碍等

[２]

ꎬ非运动症状主要包括情感障碍、认知障碍以及自

主神经功能紊乱等 [３] ꎮ 目前临床针对帕金森病的治疗以药物
控制症状为主ꎬ而运动康复干预是除药物以外的有效治疗手
段ꎬ应贯穿于帕金森病患者的全病程ꎮ 康复治疗作为辅助治疗
手段可延长药物有效期ꎬ减轻患者症状ꎬ改善患者生活质量ꎬ是
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ꎮ

虚拟现实技术(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ＶＲ) 是一种利用计算机模拟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ＳＩＢＴ) 对帕金森病患者姿势不稳均有
分别提高了 ３.７４ 分( Ｐ<０.００１) 和 ４.２１ 分( Ｐ<０.００１) ꎬ且在试验
结束后为期 １ 个月的随访中ꎬＶＲ 康复治疗组和 ＳＩＢＴ 组 ＢＢＳ 评
分较训练前分别提高了 ３.２１ 分和 ４.０５ 分ꎬ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 [１２] ꎮ 上述结果表明远程 ＶＲ 康复训练对帕金森
病患者平衡功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ꎬ可作为 ＳＩＢＴ 的有效替代
训练ꎬ为改善帕金森病患者姿势平衡障碍提供帮助ꎮ 王筱筱
等 [１３] 对 ９ 篇文献( 共 ２３１ 例患者) 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发现ꎬＶＲ 训练
可有效提高帕金森病患者 ＢＢＳ 评分ꎬ且给予 ＶＲ 训练的观察组
ＢＢＳ 评分亦显著优于给予传统平衡训练的对照组患者ꎮ 上述
结果提示 ＶＲ 训练在改善平衡障碍方面可能较传统、常规平衡
训练更显著ꎮ

真实环境的仿真技术ꎬＶＲ 通过模拟生成以视觉、听觉、触觉为

二、ＶＲ 训练对步态调节的影响

主的人工 环 境 并 与 使 用 者 发 生 交 互 作 用ꎬ 从 而 达 到 治 疗 目

冻结步态是帕金森病患者常见的致残症状之一ꎬ主要表现

ꎮ ＶＲ 最初用于飞行员的仿真模拟飞行训练ꎬ随着科技进

为患者虽有行走意图ꎬ但脚的前进速度短暂、间歇性停滞或明

医学等领域ꎮ 在神经生物领域ꎬＶＲ 对于研究神经元连通性、发

造成跌倒ꎬ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１４] ꎮ 冻结步态一般在患者转

的

[４]

步与发展ꎬ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游戏、影视、军事、教育、设计以及
育动力学、神经损伤后导致的运动及非运动障碍都具有重要价
值ꎻ同时 ＶＲ 还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改善神经损伤后运动及非
运动功能障碍ꎬ这为 ＶＲ 治疗帕金森病患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５]

ꎮ

近年来有多项研究显示ꎬＶＲ 训练能显著提高帕金森病患者运
动功能及平衡协调能力ꎬ改善认知功能并促进心理健康ꎬ从而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６￣１０]

ꎮ 本文将对 ＶＲ 技术在帕金森病康复治

疗中的应用现状作一简要综述ꎬ供读者参考ꎮ

ＶＲ 训练对运动症状的影响
一、ＶＲ 训练对平衡功能的影响

ＶＲ 训练对帕金森病患者平衡功能的改善作用较显著ꎮ 据

统计ꎬ约 ７５％的帕金森病患者有姿势控制障碍而导致姿势不
稳ꎬ增加跌倒风险 [１１] ꎮ Ｂｅｒｇ 平衡量表( Ｂｅｒ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ꎬＢＢＳ)

是目前评 价 帕 金 森 病 患 者 平 衡 能 力 信 度 及 效 度 均 较 好 的 量
表 [６] ꎮ 一项多中心单盲随机对照试验显示ꎬ基于任天堂 Ｗｉｉ 运

显下降ꎬ使患者有一种“ 脚被粘在地上抬不起来” 的感觉ꎬ容易
身或起步时出现ꎬ当患者被障碍物阻挡、处于紧张状态或注意
力分散时也会发生 [１５] ꎮ 有研究显示ꎬ接受 ＶＲ 训练的帕金森病

患者其 ＢＢＳ 评分、“ 起立￣行走” 计时测试( ｔｉｍｅｄ ｕｐ ａｎｄ ｇｏ ｔｅｓｔꎬ
ＴＵＧＴ) 、功能性步态评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ｉ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ＦＧＡ) 均明

显改善ꎬ且上述指标改善幅度亦显著优于常规物理治疗组 [９] ꎮ
关于冻结步态的病因研究显示ꎬ帕金森病患者步态不对称与冻
结步态的发生关系密切 [１６] ꎮ ２０１９ 年 Ｊａｎｅｈ 等 [７] 采用 ＶＲ 技术
均衡帕金森病患者步长以提高其步态对称性ꎬ预防冻结步态发
生ꎬ其具体操作是在 ＶＲ 环境中指导患者移动“ 虚拟脚” 位置以
增加短侧肢体步长ꎬ使双脚步长基本一致ꎬ为预防冻结步态、提
高步态对称性提供了基于 ＶＲ 的治疗手段ꎬ患者可通过 ＶＲ 环
境“ 欺骗” 自己的双眼ꎬ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改善步态目的ꎮ
三、ＶＲ 训练与传统物理康复训练比较
有研究显示ꎬＶＲ 训练对帕金森病患者运动症状的改善作

用并不一定比传统物理康复训练更好ꎮ 功能性伸展测试( ｆｕ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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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ｔｅｓｔꎬＦＲＴ) 是指通过评估手臂长度与最大前伸距离

拟方面ꎬ主要是通过 ＶＲ 模拟放松的环境以减少夜间觉醒次数

现ꎬ基于视觉反馈的平衡训练在提高 ＦＲＴ 站立平衡成绩方面并

轻帕金森病患者压力、改善睡眠质量 [２４] ꎬ但相关研究并未排除

之间的差异来测量受试者感知的稳定性极限ꎮ Ｈｅｕｖｅｌ 等 [１７] 发
不优于传统平衡训练ꎻ同时也有研究显示ꎬ帕金森病患者使用
全自动康复机器人配合 ＶＲ 训练能提高临床疗效ꎬ但并不优于
传统的地上自选速度步态训练 [８] ꎮ 一项纳入 ５５５ 例帕金森病
患者的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ꎬＶＲ 康复训练在改善步态、平衡及肢体
活动度方面均优于传统物理康复干预ꎬ且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改
善作用也更显著 [１８] ꎮ 可见 ＶＲ 训练治疗帕金森病患者的疗效
是否优于传统物理康复训练仍有争议ꎬ同时也提示 ＶＲ 训练对
帕金森病患者的影响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改善运动症状方面ꎬ对
其非运动症状也有一定治疗作用ꎮ 在另一方面ꎬ一些小样本
量、且结果显示 ＶＲ 训练效果不及传统物理康复训练的研究存
在未发表的可能性ꎬ从而导致发表偏倚ꎮ 综上ꎬＶＲ 训练对帕金
森病患者的康复疗效是否优于传统物理康复训练ꎬ还有待更进
一步的大样本研究证实ꎮ
ＶＲ 训练对非运动症状的影响
当前ꎬ临床医师大多关注帕金森病患者运动症状方面ꎬ在
制订治疗策略时患者非运动症状经常被忽略ꎬ导致康复疗效不
理想ꎮ 由于非运动症状对患者生活质量也具有显著影响ꎬ故针
对非运动症状的康复治疗对改善帕金森病患者功能及生活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１９] ꎮ

一、ＶＲ 训练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ＶＲ 可模拟丰富环境并开发出多种多样的任务ꎬ完成这些

任务大多需进行策略思考ꎬ从而影响受试者的认知及情绪调节
功能ꎮ ２０１２ 年 Ｐｏｍｐｅｕ 等 [２０] 将 ３２ 例帕金森病患者随机分为实
验组及对照组ꎬ分别开展基于任天堂 Ｗｉｉ 的 ＶＲ 训练和没有反
馈刺激的平衡训练ꎬ训练后 ２ 组患者蒙特利尔认知评分均显著
改善( Ｐ<０.０５) ꎬ且在 ２ 个月后的随访中 ２ 组患者改善效果依然

并降低夜间心率 [２３] ꎮ 在运动方面ꎬ定期进行 ＶＲ 训练可显著减
单纯运动因素的影响作用ꎬ同时样本量也较小ꎬ并不足以明确
ＶＲ 训练与睡眠改善间的相关性ꎬ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ꎮ
ＶＲ 训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帕金森病致残率较高ꎬ容易造成跌倒导致骨折或因运动并
发症而长期卧床、生活无法自理ꎬ对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造
成严重影响ꎮ 一项包含了 １０３１ 例帕金森病患者的荟萃分析与
系统评价研究显示ꎬＶＲ 训练除了能显著提高患者运动功能、平
衡协调能力、认知功能及心理健康水平外ꎬ对其生活质量及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也具有明显改善作用( Ｐ<０.０５) [２５] ꎮ 帕金森病

患者生活质量既受运动功能的影响ꎬ也受非运动症状的影响ꎬ
而生活质量的高低可反映患者病情整体严重程度ꎬ同时生活质
量改善也从侧面印证了 ＶＲ 训练对帕金森病患者运动症状及非
运动症状具有改善作用ꎮ

ＶＲ 训练的优势与劣势
一、ＶＲ 训练的优势
从运动学学习角度分析ꎬＶＲ 训练具有高强度、任务属性、
多感官反馈特点ꎬ可同时刺激患者的视觉、听觉及触觉系统ꎬ通
过让患者体验沉浸式或非沉浸式虚拟环境ꎬ增加患者对训练过
程的兴趣ꎬ从而有效提高患者的训练依从性 [２６] ꎻ具有任务属性
的 ＶＲ 训练甚至能激起患者的求胜心ꎬ加强患者间经验交流ꎬ并
且让患者在完成任务后有一种获得感ꎬ并主动继续下一项任务
训练ꎮ ＶＲ 训练的高依从性特点有助于患者进行规律、持久的
康复干预ꎬ从而延缓病情发展ꎮ

Ｇａｎｄｏｌｆｉ 等 [１２] 指导实验组患者在家中使用 ＶＲ 设备进行康

显著( Ｐ<０.０５) ꎬ表明 ＶＲ 训练对帕金森病患者认知障碍具有确

复训练ꎬ并通过视频软件远程实时与治疗师进行沟通ꎬ结果显

分为 ２ 组ꎬ实验组给予半沉浸式 ＶＲ 训练ꎬ对照组给予传统认知

同时还节省了患者前往门诊就诊的时间ꎮ 在有新冠疫情流行

切治疗作用ꎮ ２０１８ 年 Ｍａｇｇｉｏ 等

[１０]

将 ２０ 例帕金森病患者随机

示 ＶＲ 康复组总治疗费用较传统物理康复组节省了 ２１９ 欧元ꎬ

训练ꎬ每次训练 ６０ ｍｉｎꎬ每周训练 ３ 次ꎬ持续训练 ８ 周ꎬ结果显示

等情况下ꎬ选择远程 ＶＲ 康复可减少患者暴露ꎬ避免不必要的风

组ꎬ表明 ＶＲ 训练可能是改善帕金森病患者认知及行为能力的

的趋势ꎬ随着 ５Ｇ 网络普及ꎬ更多的患者将能实现足不出户开展

者视听觉及多个脑区的联合刺激作用ꎬ是传统物理康复治疗无

既为患者节省了时间ꎬ也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ꎮ

治疗后实验组执行及视觉空间能力改善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

险ꎮ 康复治疗师远程指导帕金森病患者康复应该是未来流行

一种有效手段ꎻＶＲ 训练任务的复杂性与 ＶＲ 环境的多样性对患

ＶＲ 康复训练ꎬ并实时远程接收康复治疗师的监督及指导 [２７] ꎬ

法比拟的ꎮ
二、ＶＲ 训练对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
Ｌｅｅ 等

[２１]

将 ２０ 例帕金森病患者随机分为 ２ 组ꎬ２ 组患者均

ＶＲ 可模拟现实环境中相对危险的场景ꎬ但同时又给患者

提供安全的空间ꎬ如用 ＶＲ 模拟出深坑上的木板并让患者通过
木板ꎬ有助 于 研 究 焦 虑 状 态 下 帕 金 森 病 患 者 冻 结 步 态 发 生

接受每周 ５ 次、每次 ３０ ｍｉｎ、持续 ６ 周的神经发育训练和每次

率 [２８] ꎮ Ｍｉｒｅｌｍａｎ 等 [２９] 通过比较 ＶＲ 结合跑步机训练与单独跑

结果显示治疗后实验组抑郁状态明显改善ꎬ对照组抑郁状态无

显示与给予单纯跑步机训练的对照组比较ꎬ采用 ＶＲ 结合跑步

的研究较少ꎬ现有文献大多报道 ＶＲ 训练对抑郁及焦虑症状具

后其跌倒发生率无显著改善ꎬ２ 组患者均未见因训练导致的严

１５ ｍｉｎ 的功能性电刺激ꎬ实验组还辅以 ３０ ｍｉｎ 的 ＶＲ 舞蹈锻炼ꎬ
明显改变ꎮ 目前关于 ＶＲ 训练对帕金森病患者抑郁及焦虑影响
有改善作用
症状ꎮ

[２２]

ꎬ表明 ＶＲ 训练能应用于治疗帕金森病患者抑郁

三、ＶＲ 训练对睡眠的影响

ＶＲ 训练在改善睡眠方面的应用目前主要集中于对睡眠环

境的模拟及通过运动提高睡眠质量两个途径ꎮ 在睡眠环境模

步机训练的效果差异ꎬ并观察对老年人跌倒风险的影响ꎬ结果
机训练的观察组患者其跌倒发生率降低了 ４２％ꎬ而对照组治疗
重不良事件发生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在安全环境中进行虚拟危险
环境训练ꎬ有助于减少患者骨折等不良事件发生率ꎬ也可提高
患者在危险环境中的心理承受能力ꎮ
二、ＶＲ 训练的劣势

尽管 ＶＲ 应用前景广泛ꎬ但目前尚无研究表明何种形式的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第 ４４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７

ＶＲ 训练对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疗效果最佳ꎬ而且每位患者的临
床症状各不相同ꎬ建议采用个体化康复训练方案

[３０]

ꎮ 有研究表

明ꎬ帕金森病患者经任天堂 ＶＲ 游戏训练后其能力改善情况大
部分取决于游戏中完成任务所需的技能ꎬ尤其是在认知功能方
面

[３１]

ꎬ这也说明 ＶＲ 训练任务的选择对康复疗效具有重要影

 ６４７

ｇｌｅ￣ｂｌｉｎｄꎬ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 ] . Ｂｉｏｍｅｄ Ｒｅｓ Ｉ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７:７９６２８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７ / ７９６２８２６.

[１３] 王筱筱ꎬ段宏为ꎬ林航ꎬ等.虚拟现实技术对帕金森病患者平衡和日
常生活能力影响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Ｊ]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ꎬ２０１７ꎬ２３
(１２) :１４４３￣１４４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９７７１.２０１７.１２.０１５.

响ꎬ即制订个体化康复训练方案的重要性ꎮ

[１４] Ｗａｌｔｏｎ ＣＣꎬＳｈｉｎｅ ＪＭꎬＨａｌｌ ＪＭ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ｏｆ

度不够紧密 [３２] ꎮ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ＶＲ 康复训练设备( 包括软

[１５] Ｇｉｌａｄｉ ＮꎬＮｉｅｕｗｂｏｅｒ Ａ.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ｏｆ ｇａｉｔ ｉｎ

当前大多数 ＶＲ 程序内容不够丰富ꎬ且与医学领域的结合

件) 是任天堂 ｗｉｉꎬ其次是 Ｘｂｏｘ Ｋｉｎｅｃｔꎬ其余还包括定制的 ＶＲ 训
练系统及其他商用 ＶＲ 系统 [２５] ꎮ 现有的 ＶＲ 软件不具有针对
性ꎬ并不能完美应用于帕金森病患者的康复治疗训练中ꎬ相关
软件开发产业也刚刚起步ꎬ后续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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