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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刺激技术评估电针对急性脑梗死患者
皮质脊髓束损伤的影响

谭峰王学文詹杰谭玖清刘亚丽 刘效仿

(佛山市中医院脑病科，广东佛山5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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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摘要】目的应用三重刺激技术(TST)评估电针对急性脑梗死(ACI)患者皮质脊髓束损伤与运动功能

障碍恢复的影响：方法选择201 1年6月至2015年3月广东佛山市中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ACI患者，按随

机数字表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61例ACI患者分为对照组(基础治疗)30例，电针组(基础治疗+电针)31例；

另选健康人(不予任何干预)20例测定参考值作为对照。治疗前、治疗14 d后分别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卒中量表(NIHSS)、改良Barthel指数(MBI)、Fugl—Meyer运动功能评分(FMA)、TST评定患者神经功能、运动功

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及皮质脊髓束传导功能。结果治疗前电针组和对照组NIHSS、MBI、FMA评分

及TsT测试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o治疗14 d后电针组和对照组TST测试水平均明显

高于治疗前和健康组；而且电针组TST测试水平((39．91±31．76)％比(56．45±31．49)％]、总有效率(93．50％

比73．33％)、NIHSS(分：2．52±1．93比4．17±3．39)、MBI(分：88．55±11．70比79．33±16．70)、FMA评分(分：

85．27±16．59比74．17±24．16)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均P<0．05)；电针组TST测试水平与ACI运动功能恢复程
度成负相关(r-一0．725，P<O．05 o结论TST是客观评估电针治疗ACI后皮质脊髓束损伤与运动障碍恢复的

检测方法，电针促进ACI运动神经功能恢复与减轻皮质脊髓束损伤等密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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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electmacupuncture(EA)on cortieospinal tract injury

and motor function recover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etion fACll by triple stimulation technique(TS"13．

Methods Totally 6l patients with ACI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criteria of entering into this study group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in Fosh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June

20 1l to March 20 l 5 were enrolled，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fbasic treatmentl and EA group basic

treatment+EA)with 3 1 cases in each group，another 20 healthy participators fnot given any treatment)were included

into this trail for reference to contrast．Before treatment and 14一day after treatment．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Fugl—Meyer motor function scale(FMA)，and the TST test were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neural function，motor function，ordinary daily life fADL)activity，and 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cortieospinal tract in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A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NIHSS，MBI，FMA and TST test fall P>0．05)．After 14一day treatment，the

levels of TST test in EA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level of

healthy group．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level of TST test，total effective rate，NIHSS score，MBI score，and FMA

score in EA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the level of TST test：(39．9 1±3 1．76)％vs．f56．45±3 1．49)％，total effective

rate：93．50％vs．73．33％，NIHSS scores：2．52±1．93 vs．4．17±3．39．MBI scores：88．55±11．70 vs．79．33±16．70．

FMA scores：85．27±l 6．59 vs．74．1 7 4-24．1 6，all P<0．051．Moreover，the level of TST test in EA group was negativelv

correlated with the grade of ACI motor function recovery r=一0．725，P<0．05)．Conclusions TS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objectively assess the recovery of motor function and eortieospinal tract injury in patients with ACI treated by

EA，and that EA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ACI motor neurological function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melioration

of corticospinal tract injury．
【Key words]Triple stimulation technique；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Motor function：Electroaeupuncture

目前国内外对电针促进急性脑梗死(ACI)后运

动功能障碍恢复的评价方法，临床多采用神经功能

相关量表，如改良Barthel指数(MBI)、Fugl—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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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功能评分(FM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NIHSS)等，这些量表均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观性

较强，受临床医师量表操作熟练程度等因素影响较

大，易发生主观性偏倚，导致评估不准确01-2]。三重

刺激技术(TST)是采用周围刺激和经颅磁刺激技术

(TMS)相结合的两次电信号传导对冲技术，可连接

中枢神经到外周神经的信号传导，抑制神经运动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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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位(MEP)的去同步化，再通过比较TST测试曲

线和TST对照曲线的波幅或面积比来量化中枢神经

运动传导障碍，可客观地量化分析初期皮质脊髓束

信号传导功能障碍，直接定量评估运动神经元丢失

情况，为ACI患者神经功能损伤和恢复的评价及院

外随访研究提供一个准确而客观的检测指标o 3-41

能客观、定量、准确、直接检测到皮质脊髓束的受损

情况。至今国内外尚未见TST评估电针对ACI患

者运动功能影响的相关报道。本研究采用TST评

价电针对ACI运动功能障碍的影响，为电针防治

ACI研究提供直接客观评价的科学依据，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择2011年6月至2015年3月广

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佛山市中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61例，男性36例，女性25例，年龄23—79岁，平均

(56．0±9．3)岁；有高血压史35例，糖尿病史8例，冠

心病史5例。将入选患者按就诊顺序编号，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电针组31例，对照组30例；另选本

院同期健康体检者20例为健康对照组，男性11例，

女性9例，年龄22～78岁，平均(57．0±9．7)岁。

电针组和对照组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基线资

料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说

明两组资料均衡，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

1．2．1 ACI诊断标准：ACI诊断参照中华医学会

1995年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各类

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并经头颅CT或磁共振成像

(MRI)进一步确诊。

1．2．2中风诊断标准：中风诊断参照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1994年全国中医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制定的

《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之风痰瘀阻型标准。

1．3 ACI纳入标准：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②首

次发病72 h以内，年龄35～80岁；③肢体运动功

能障碍至少累积一侧，NIHSS评分i>4分；④患者

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4 ACI排除标准：①患者不适合进行TMS，或家

属不同意进行此项检查者；②患有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者；

③患有意识障碍、失语、痴呆者；④发病前患有神

经或肌肉骨骼疾病，影响功能恢复；⑤患有影响本

研究结果的危急重症如急性心肌梗死(AMI)、严重

感染、肝肾功能严重损害等。

1．5 ACI剔除和脱落标准：①不符合纳入标准者；

②未按规定用药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判定者；

③研究中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不宜继续参加研究者；

④研究期间受试者出现严重并发症或病情恶化，需

紧急处置者；⑤受试者中途退出者。

1．6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或检测方法均取得患

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7干预措施

1．7．1健康对照组：不给予任何治疗。

1．7．2对照组：给予ACI基础治疗，灯盏细辛注射

液40 mL加入到0．9％生理盐水(NS)250 mL中，

每日1次，静脉滴注(静滴)；每日1次口服拜阿

司匹林0．1 g(如有禁忌可改用氯比格雷50 mg或

75 mg)，每晚口服1次阿托伐他汀钙20 mg。患有感

染、高血压、高血糖、水和电解质紊乱等其他合并症

则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康复治疗、心理治疗和护理

等。1个疗程为连续治疗14 d。

1．7．3电针组：在ACI常规疗法基础上加用电针

治疗。选穴：偏瘫上肢主穴选肩髑、肩髂、曲池、合

谷、尺泽、内关穴；下肢选足三里、阳陵泉、丰隆、悬

钟、三阴交、太冲穴，毫针直刺1．2寸(同身寸)，接

G6805—11型电针治疗仪，用断续波以频率为20 Hz

刺激，强度以患者耐受为度，每日1次，每次20 min，

每周6次，连续治疗14 d为1个疗程。

1．8观察指标

1．8．1疗效指标

1．8．1．1皮质脊髓束损伤情况：在TST检查治疗前

后各进行1次。TST波幅比例和TST面积比例采用

第二个主要偏移的波幅和面积比例即TST测试和

对照反应，其测定数值表明传导障碍的百分比，小于

10％的变异视为正常，以此测定量化值来估计经颅

磁刺激兴奋脊髓运动神经元的比例。

1．8．1．2神经功能缺损情况：治疗前后分别采用

NIHSS评分评定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情况，NIHSS。<

1分为正常，NIHSS。<4分为轻型，NIHSS 5—20分

为中型，NIHSS>20分为重型。

1．8．1．3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定：采用

13arthel指数(MBI)评分评定治疗前后ACI患者的

ADL，正常为100分，轻度功能缺陷为75—95分，

中度功能缺陷为50．70分，严重功能缺陷为25～

45分，极严重功能缺陷为0～20分。

1．8．1．4运动功能评定：治疗前后患者运动功能采

用Fugl—Meyer运动功能评分法(FMA)评定，总分

100分，上肢0～66分，下肢0～34分，得分越高说

明功能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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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

法分析TST测试水平与ACI预后的相关性。

1．8．2安全性指标：主要检测血、尿、便常规、心电

图、心、肝、肾功能，并观察全身反应。

1．9疗效判定标准：两组治疗后的疗效评价参照全

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卒中患者临

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评定。功能缺损评

分减少91％～100％为基本痊愈，病残程度为0级；

功能缺损评分减少46％～90％为显著进步，病残程

度为l一3级；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8％～45％为进

步；功能缺损评分增减约17％为无变化；功能缺损

评分增加18％以上为恶化；死亡。

1．10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17．0及EPI统计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孑±s)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

计量资料以率表示，采用z 2检验；采用秩和检验、

Spearman等级相关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TST测试水平比较(表1)：健

康对照组rI’ST测试水平为6．8％。电针组和对照组

治疗前TST测试水平明显偏高，治疗14 d后下降，

但仍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治疗前TST测试水平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4 d后均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以电针组降低更显著(P<
nn气1．

表l 电针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

TST测试水平比较(i±S)

组别 例数

乜针组 3

{，，照组 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两组神经功能、运动功能、ADL比较(表2)：

两组治疗前NIHSS、FMA及MBI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治疗14 d后，两组NIHSS评分

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FMA及MBI评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升高，且以电针组变化更显著(均P<0．05 o

2．3临床疗效比较(表3)：电针组显效率和总有效

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 o

表3 电针组和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

：上：’o{川：imlL较，，’u．05

2．4 TST测试水平与ACI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表4)：治疗前功能恢复正常者TST测试水平明

显低于轻度功能缺陷者(P<0．05)；功能恢复正常

者与中度功能缺陷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中度功能缺陷者TST测试水平明显低于轻

度功能缺陷者(P<0．05 o相关性分析显示，电针组

TST测试水平与ACI运动功能恢复程度呈负相关

(r=一0．725．P<0．05 o

表4不同预后ACI患者治疗前

7rST测试水平比较(x±～)

注：与功能恢复正常荇比较，“，J<o．05：与轻度功能缺陷者比较

，’<0．05

2．5安全性指标比较：所有患者在试验过程中未见

因干预措施所致的明显不良反应。

3讨论

中医辨证分型对ACI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恢复

有较大影响⋯，且中药能改善脑梗死恢复期的神经

功能‘21。目前，I临床评价电针促进ACI神经功能恢

复的指标往往采用NIHSS、MBI、FMA等，有一定的

主观性，不能直接、客观、量化评定电针对ACI运动

功能障碍的影响。l-6j。既往临床采用神经电生理学

检查测定中枢传导时间(CCT)，但它并不与ACI患

者的运动缺损直接相关"。8 J。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

(DTI)能有效观察和追踪脑白质纤维束的变化，较

好地显示白质纤维的变化，准确地显示脑组织的解

剖结构和功能信息，清晰显示缺血区和受损纤维之

间的关系，对早期判断ACI临床预后很有价值∽圳1，

表2电针组和对照组神经功能、ADL、运动功能比较(j±s)

但DTI适用于评估皮质脊髓束

解剖结构的重塑。TST是将外

周刺激和TMS相结合的两次

电信号传导对冲技术，可以连

接中枢神经到外周神经的信号

传导，抑制MEP的去同步化，

竺而钾里酆门等螂竺∞舯里螂i{!|案一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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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比较TST测试曲线和TST对照曲线的波幅

或面积来量化中枢运动传导障碍，可以客观地量化

分析初期皮质脊髓束信号传导功能障碍，直接定量

评估运动神经元丢失情况，为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

损伤和恢复的评价和院外随访研究提供一个准确而

客观的检测指标，能客观、定量、准确、直接检测到

皮质脊髓束的受损情况‘11I。TST重点用来评估脑

损伤后皮质脊髓束功能，能较客观真实地反映肢体

运动功能的皮质脊髓束损伤情况，因此TST在功能

评价方面可能优于DTI。TST检出和定量钡4定皮质

脊髓束传导障碍为43％，MEP虽是临床常用神经

电生理检查，但一个减小的电生理波幅提示中枢传

导障碍的检出率仅为16％㈦’12j。因而TST与常规

MEP相比，其正常值范围较窄(正常人波幅下降<

10％)，故增加了TST在所有中枢传导障碍者检出的

敏感性[13—4I。

电针是治疗ACI和促进脑卒中神经功能恢复

的有效方法’15。23I。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表明，电

针治疗ACI效果显著的机制与减轻皮质脊髓束与

远隔损害，阻遏中枢神经抑制因子表达等作用有

关‘18I。目前，国内外尚未见TST来评估电针对ACI

患者运动功能影响的相关报道。本研究结果提示，

健康对照组TST测试平均水平为6．8％，与国外研

究一致；脑梗死患者阳性检出率为100％，此结果与

国内报道。7 j一致。本研究显示，脑梗死患者肢体瘫

痪侧TST波幅和面积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经

电针治疗后随着临床症状的改善TST波幅逐渐回

升；此外，本研究同时采用临床神经功能常用量表

来评估电针对ACI运动功能的影响，结果提示，电

针组治疗14 d后神经缺损功能、运动功能、ADL改

善程度均明显优于常规治疗对照组，结果与TST检

测水平相吻合。TST作为运动功能评估的新型检测

技术，是客观评估电针治疗ACI后皮质脊髓束损伤

与运动障碍恢复的有效方法，与脑梗死运动功能障

碍的传统量表评分相比，可直接检测皮质脊髓束早

期／部分功能缺损程度，具有准确、客观、敏感等优

势，本研究治疗前TST测试水平与治疗后运动功能

恢复相关性显示，TST与NIHSS呈正相关，低于国

内相关研究报告TST测试与FMA的相关性，这说

明TST可以准确评价运动功能缺损程度及预后情

况，与国际公认神经功能评分量表一样吻合，治疗前

TST测试水平越小，神经功能损伤越轻，预后越好；

反之，预后欠佳。这为电针对ACI运动功能影响的

临床评估和预后判断提供了一种新的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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