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月刊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创刊　 　 第 ４１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出版

主　 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　 办
　 中华医学会

１００７１０ꎬ北京东四西大街 ４２ 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４３００３０ꎬ武汉市航空路 １３ 号

编　 辑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编辑委员会
４３０１００ꎬ武汉市蔡甸区中法新城同济专家社区
电话:(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１
传真:(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３
Ｅｍａｉｌ:ｃｊｐｍｒ＠ ｔｊｈ ｔ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ｊｐｍｒ.ｃｎ

总编辑
　 黄晓琳　
编辑部主任
　 郭铁成
出　 版
　 «中华医学杂志»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７１０ꎬ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４２ 号
电话(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５８１８０
Ｅｍａｉｌ:ｏｆｆｉｃｅ＠ ｃｍａ.ｏｒｇ.ｃｎ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４２０１０４４００１８４３
印　 刷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航测信息制印分公司
发　 行
　 范围:公开
　 国内: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北省

分公司
ｈｔｔｐ: / / ｂｋ.１１１８５.ｃｎ

　 国外: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 ３９９ 信箱ꎬ１０００４４)
代号 Ｍ３２４

订　 购
　 全国各地邮政局

邮发代号 ３８￣３９１
邮　 购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编辑部

４３０１００ꎬ武汉市蔡甸区中法新城同济专家社区
电话:(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１
传真:(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３
Ｅｍａｉｌ:ｃｊｐｍｒ＠ ｔｊｈ ｔ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定　 价
　 每期:２７.５０ 元ꎬ全年 ３３０.００ 元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４２４

ＣＮ ４２￣１６６６ / Ｒ

２０１９ 年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未经授权ꎬ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
章ꎬ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声明ꎬ本刊刊出的所有文
章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委会
的观点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ꎬ请向本刊
编辑部调换

目　 　 次

临床研究
呼吸神经生理促进疗法结合功能性电刺激

对脑卒中后呼吸功能的影响 　 ３２１
　 　 刘超　 万明珠　 段榴斯　 屈菲　 郭凯锋　 徐颖　 黄臻

　 姿势解密技术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３２５
　 　 李林　 王强　 尹帅　 赵萍

　 高频与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３２９
　 　 黄步哲　 廖亮华　 高丽君　 肖熠斐　 邓晓青　 周冰峰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缺血性脑卒中后

抑郁患者的影响 　 ３３２
　 　 高路燕　 韩倩　 梁栋　 孟庆冕　 蔡增静　 王洪新

　 肌内效贴联合躯干控制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和日常活动

能力的影响 　 ３３４
　 　 吴七二　 高晓平　 宋娟　 李键　 王冬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康复训练改善帕金森病

运动及非运动症状的疗效观察 　 ３３８
　 　 吴少璞　 李学　 祁亚伟　 王恒　 庄卫生　 杨红旗　 马建军

　 基于本体感觉训练为主的综合干预法治疗

早产儿功能性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３４４
　 　 郭敬民　 林华川　 施晓茜　 欧萍　 黄龙生

　 有氧结合抗阻训练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压

变异性及血液相关指标的影响 　 ３４８
　 　 张园园　 冯慧　 开绍江　 姚威　 王磊　 张郁青　 潘化平

　 短期强化肺康复训练对 ＯＳＡ￣ＣＯＰＤ 共存患者

呼吸、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３５３
　 　 陈瑞英　 马小花　 孙婷　 刘峰辉　 刘雅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康复训练对多发性硬化患者

下肢肌肉痉挛和步行功能的影响 　 ３６１
　 　 冯淑曼　 李学　 杨红旗　 王冰

　 肌筋膜牵伸放松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上肢肌痉挛

及上肢精细运动功能的影响 　 ３６４
　 　 蔡倩倩　 马彩云　 尚清　 李靖婕　 丁全成　 万凯

　 电针联合手法推拿治疗颈性眩晕的疗效观察 　 ３６６
　 　 谭世威　 熊键　 马艳　 王小云　 肖府庭



　 再植手指寒冷不耐受的康复护理对策 　 ３７５
　 　 傅育红　 朱琳怡　 莫兰

循证康复
镜像疗法改善脑卒中后下肢功能障碍患者下肢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３７８

　 　 胡益娟　 钟冬灵　 陈强　 杨璐萍　 金荣疆

研究简报
不同强度永磁磁场对小鼠行为的影响 　 ３８４

　 　 王蕴华　 王益民　 王东

短篇论著
木球训练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心肺耐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３５９

　 　 张四清　 张雁儒　 张文革

　 偏振光照射颈 ２ 背根神经节对颈源性头痛的影响 　 ３６９
　 　 裴倩　 郭险峰　 黄强

　 肌内效贴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治疗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的疗效观察 　 ３７１
　 　 杨连华　 张爱莲　 吕巧英　 唐树杰

　 改良麻醉下手法松解术治疗膝关节粘连的疗效观察 　 ３７３
　 　 邢政伟　 王健　 李和平　 王留根　 蔡斌

康复工程
基于上肢康复机器人的人机交互软件系统设计与实现 　 ３８８

　 　 孟巧玲　 汪晓铭　 郑金钰　 周深　 孙梦真　 喻洪流

综　 　 述
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研究进展 　 ３９２

　 　 黄燕　 鲁银山　 陈红

　 脂代谢紊乱与骨性关节炎的关系研究进展 　 ３９６
　 　 王丹碧　 李雪萍

外刊撷英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ｎｅｕｒ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ｎｔｅ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ａｒ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３４３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ｒａ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ｓｈｏｗｓ Ｎｏ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３５２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３５８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ｐｉ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ｉｒｅ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８７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ｏｃｋ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４００

读者作者编者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３９５

本刊稿约见本卷第 １ 期第 ７９~ ８０ 页

本期责任编辑　 阮仕衡　 郭铁成　 　 英文审校　 Ｂｉｌｌ Ｐｕｒｖｅｓ　 陈逢艳　 　 统计学审核　 尹平　 　 责任排版　 邹江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９　 　 Ｖｏｌｕｍｅ ４１ꎬ Ｎｕｍｂｅｒ ５　 　 Ｍａｙ ２５ꎬ ２０１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２ Ｄｏｎｇｓｉ Ｘｉｄａｊｉｅ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１０ꎬＣｈｉｎａ
　 Ｔｏｎｇｊ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３ Ｈａｎｇｋｏｎｇ Ｒｏａｄꎬ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３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８８ Ｘｉｎｔｉａｎ Ｄａｄａｏꎬ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１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 ００８６￣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１
Ｆａｘ: ００８６￣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ｃｊｐｍｒ＠ ｔｊｈ ｔ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ｊｐｍｒ.ｃｎ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黄晓琳)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Ｇｕｏ Ｔｉｅｃｈｅｎｇ(郭铁成)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Ｃｏ.ꎬ Ｌｔｄ.
４２ Ｄｏｎｇｓｉ Ｘｉｄａｊｉｅ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１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Ｆａｘ): ００８６￣１０￣８５１５８１８０
Ｅｍａｉ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ｍａ.ｏｒｇ.ｃｎ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ꎬ Ｌｔｄ.
( Ｗｕｈａｎ ) Ｈａｎｇ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ｔｏｒｇｒａｐｈｙ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Ｆｉｌｉａ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Ｂｏｘ ３９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ꎬＣｈｉｎａ
Ｃｏｄｅ Ｎｏ Ｍ３２４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８８ Ｘｉｎｔｉａｎ Ｄａｄａｏꎬ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１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 ００８６￣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１
Ｆａｘ: ００８６￣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ｃｊｐｍｒ＠ ｔｊｈ ｔ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４２４

ＣＮ ４２￣１６６６ / Ｒ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２０１９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ｏｒ ａｂｒｉｄｇ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ｅａｓｅ ｄｏ ｎｏｔ ｕｓｅ ｏｒ ｃｏｐｙ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ꎬ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ꎬ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ｏｎ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２１
Ｌｉｕ Ｃｈａｏꎬ Ｗａｎ Ｍｉｎｇｚｈｕꎬ Ｄｕａｎ Ｌｉｕｓｉꎬ Ｑｕ Ｆｅｉꎬ Ｇｕｏ Ｋａｉｆｅｎｇꎬ Ｘｕ Ｙｉ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 ｍｏｔ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ｍｉｐｌｅｇ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３２５
Ｌｉ Ｌｉｎꎬ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ꎬ Ｙｉｎ Ｓｈｕａｉꎬ Ｚｈａｏ Ｐ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ｔｏｒ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ｏｔｏｒ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３３８
Ｗｕ ＳｈａｏｐｕꎬＬｉ ＸｕｅꎬＱｉ ＹａｗｅｉꎬＷａｎｇ ＨｅｎｇꎬＺｈｕａｎｇ Ｗｅｉｓｈｅｎｇꎬ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ｑｉꎬ
Ｍａ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ｏ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３４４
Ｇｕｏ Ｊｉｎｇｍｉｎꎬ Ｌｉｎ Ｈｕａｃｈｕａｎꎬ Ｓｈｉ Ｘｉａｏｘｉꎬ Ｏｕ Ｐｉ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ｌ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３４８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ꎬ Ｆｅｎｇ Ｈｕｉꎬ Ｋａｉ Ｓｈａｏｊｉａｎｇꎬ Ｙａｏ Ｗｅｉꎬ Ｗａｎｇ Ｌｅｉ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ｑｉｎｇꎬ Ｐａｎ Ｈｕ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ꎬ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ｉｆ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 ａｐｎｅａ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３５３
Ｃｈｅｎ Ｒｕｉｙｉｎｇꎬ Ｍａ Ｘｉａｏｈｕａꎬ Ｓｕｎ Ｔｉｎｇꎬ Ｌｉｕ Ｆｅｎｇｈｕｉꎬ Ｌｉｕ Ｙ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ｍｏｔ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７８
Ｈｕ Ｙｉｊｕａｎꎬ Ｚｈｏｎｇ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ｎｇꎬ Ｙａｎｇ Ｌｕｐｉｎｇꎬ Ｊｉｎ 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