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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对帕金森病患者
非运动症状的影响研究
何兴萍，郭

伟，黄

凌，杨佳佳，刘姜冰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江苏 扬州，225000）
摘要：目的

探究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对帕金森病患者非运动症状的影响效果。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位帕金森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是否进行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指导将患者

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 48，对照组 32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干预治疗，实验组予以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
指导。对比观察两组患者非运动症状情况、认知能力及日常生活能力。结果

对照组患者非运动症状 NMS⁃

Quest 得分为（19. 42±2. 42），实验组患者非运动症状 NMSQuest 得分为（17. 67±2. 21）；对照组患者精神状态

MMSE 量表得分为（21. 56±2. 17），实验组患者精神状态 MMSE 量表得分为（22. 37±2. 56）；对照组患者日常生
活能力 ADL 量表得分为（36. 69±4. 03），实验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ADL 量表得分为（33. 65±3. 96）。结论

家

庭多模式康复运动可明显改善患者非运动症状及精神状态，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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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mily multi-modal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on non-motor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HeXingping ，Guo Wei，Huang Ling，Yang Jiajia，Liu Jiangbi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Affiliated Hospit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225000）

ABSTRACT：Objective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family multi-mod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on
non-motor symptoms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Method Select 80 Parkinson's disease pa⁃
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August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whether to conduct family multi-mod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guidance，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experimental group 48，control Group
32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intervention treatment，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family multi-modal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guidance. Compare and observe the
non-motor symptoms，cognitive ability and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
sult The NMSQuest score for non-motor symptoms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19. 42±2. 42），
and the NMSQuest score for the non-motor symptom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17. 67±
2. 21）；the score of the MMSE scal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21. 56±2. 17），and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21. 56±2. 17）. The score of the status MMSE scale was
（22. 37±2. 56）；the score of the ADL scal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36. 69±4. 03），and th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33. 65±3. 96）. Conclusion Family multi-mode rehabilita⁃
tion exercis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non-motor symptoms and mental state，and im⁃
prove patients' ability of daily living，which is worthy of being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Family multi-mode；Rehabilitation exercise；Parkinson's Disease；Non-motor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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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缓

肢体伸展。⑵肌肉、关节训练：活动能力较差的患

慢进行性发展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其病因不明，

者在家属的帮助下每天活动肢体及全身肌肉组

表现为肌肉强直僵直、姿态失稳、静止性震颤及神

织，注意活动力度应循序渐进，避免过度牵拉造成

［1］

经精神症状、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 。其中，帕金

损伤。各肌肉锻炼包括头颈部锻炼、鼓腮锻炼、吞

森病的非运动症状是影响帕金森患者日常生活的

咽锻炼、面部动作锻炼、步态锻炼、语言锻炼等。

［2］

重要因素 。除及早发现、科学治疗外，后续的康
复运动对患者的身体机能及独立生活能力至关重
要，是预防帕金森病患者继发性功能障碍及病情
［3］

在条件允许下每日白天进行 3~5 次，对减轻帕金

森病人“面具脸”、肢体僵硬、语言能力缺乏等有着
正面的影响效果。⑶自护锻炼：除每日朗读古诗、

复发、加重的必要举措 。康复运动虽不能改变

唱歌之外，在能力范围内练习自我护理技能是家

患者患病事实，但对后续的疾病损伤带来的影响

庭多模式康复运动中的关键，练习穿脱衣服、鞋

能起到减轻的效果，笔者就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于本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帕金森病患者为例，

袜、刷牙洗脸等基本自理技能不仅能锻炼帕金森
患者的身体协调能力，还能减轻患者情绪负担及

探究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对帕金森病患者非运动

家属生活负担，是调节帕金森患者及家属心理情

症状的影响效果。

绪的有效剂。⑷家庭任务锻炼：将躯干训练逐渐

1

改变家务收拾训练，例如收拾家中儿童玩具、杂

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在我院接受治

疗的 80 位帕金森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是否进

行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指导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
实验组，实验组 48，对照组 32 例。对照组予以常

规干预治疗，实验组予以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指

物，以擦玻璃代替肢体部力量训练等，不仅可完成
患者康复训练还是患者自我效能感的体现。⑸心
理情绪干预：家属需对患者的日常康复运动给予
足够的鼓励和关注，使患者提高生活自理能力，推
迟某些药物的服用时间。
1. 3

观察指标

1. 3. 1 非运动症状：采用非运动症状问卷量

导。对照组：男 17 例，女 15 例；年龄 58~88 岁，平

表 （NMSQuest）对患者帕金森病非运动症状情

平 均 病 程（52. 23±8. 46）个 月 ；疾 病 分 期 ：II 期 8

自主神经、疲劳、复视、体质量下降九个方面进行

均年龄（67. 64±4. 67）岁；病程 13. 46~73. 46 个月，
例，III 期 20 例，IV 期 4 例。实验组：男 26 例，女 22
例；年龄 53~84 岁，平均年龄（67. 26±4. 48）岁；病
程 13. 84~73. 94 个月，平均病程（52. 63±8. 77）个

［5］

况进行评定，此表从认知、情感、精神、睡眠、感觉、
测评，涵盖 30 个条目，患者以“是”或“否”回答问

题并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非运动症状越严重。
1. 3. 2 认知功能：非运动症状问卷量表仅用

月；疾病分期：II 期 13 例，III 期 26 例，IV 期 9 例。

于非运动症状的快速筛查，不能对非运动症状的

标准（2016 版）》 ；②无合并严重心脑血管、肝肾

表［6］（MMSE）对 帕 金 森 病 患 者 认 知 功 能 进 行 评

纳入标准：①临床症状符合《中国帕金森病的诊断
［4］

疾病患者；③自愿接受干预、回访的家庭康复患

者。排除标准：①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及帕金森
叠加综合征患者；②精神类疾病患者或认知障碍
者；③于专业康复机构继续康复治疗者。两组患
者一般临床资料差异不明显，具有可比性。所有

患者均就本次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此次实验经
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 2

方法
对实验组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家庭多模式康复

运动指导培训，包括：⑴家庭日常生活能力训练：
对患者穿衣习惯给予科学建议，选择宽松柔软、便
于穿脱的款式，有利于患者上下肢舒展活动；患者
使用的床垫及日常座椅选择较硬材质，加强患者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严重程度进行量化评价，故采用精神状态检查量
估，包括以下方面：定向力、注意能力、计算能力、
语言理解能力、即刻记忆、短程记忆、物体命名、言
语复述、阅读理解、语言表达能力及图形描画。总

得分 30 分，分数越低表示患者认知功能障碍越
严重。

1. 3. 3 日常生活能力：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

表 （ADL）评估两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涵盖 8
［7］

个项目，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越
低下。
1. 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5. 0 统计学软件对本次研究中的

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
资料采用 t 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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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1

研究的不断深入，帕金森病的非运动症状也逐渐
进入临床康复领域的视野，其以嗅觉减退、失眠、

两组患者非运动症状对比
两组患者经干预后 NMSQuest 得分均明显降

低，实验组患者降幅尤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 05）。
表1

例数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t值

2. 2

NMSQuest 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

32

22. 91±3. 24

19. 42±2. 42 a

42
-

22. 76±3. 18
0. 199
0. 843

17. 67±2. 21b
3. 239
0. 002

P值

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帕金森

4. 882

<0. 001

病患者往往存在吞咽功能受损的消化道症状，严

-

8. 518

<0. 001

重者甚至无法服用药物，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针

-

对患者头颈部面部进行相关肌肉锻炼，以及鼓腮、

-

吞咽锻炼，能有效家属肌肉强度，改善患者吞咽障

-

碍，从而减轻患者非运动症状情况［11］。由于服用

实验组患者降幅尤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
实验组
t值

干预前

干预后

32

16. 46±2. 90

21. 56±2. 17

-

P值

2. 3

MMSE 得分

（n）
42
-

左旋多巴等药物，近 60% 帕金森病患者处于失眠

的困扰当中，不仅如此，帕金森疾病本身会导致患
者睡眠-觉醒周期改变，使患者白天嗜睡，造成患

两组患者精神状态比较（分，x±s）

例数

组别

以外的风险［10］。

t值

两组患者经干预后 MMSE 得分均明显降低，

表2

患者的康复进程和生活质量，还会增加患者发生

动干预的实验组患者非运动症状情况及精神状态

两组患者精神状态对比

（P<0. 05）。

抑郁、便秘及劳累感等为典型表现，不仅严重影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家庭多模式康复运

两组患者非运动症状比较（分，x±s）

（n）

P值

·3 ·

16. 41±2. 61
0. 078
0. 938

22. 37±2. 56

a
b

10. 022

<0. 001

者作息习惯紊乱，给患者自身及家属带来负担［12］。
针对此症，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多安排在白天进

t值

P值

7. 965

<0. 001

者夜间睡眠质量得到改善。此外，抑郁也是帕金

-

-

莫名落泪，其与帕金森疾病造成大脑内单胺类化

10. 565

<0. 001

-

-

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对比

行，尽量消耗患者体力，消除白天困倦感，促使患
森病常见的非运动症状，常常难以控制情绪低落、
合物减少有关［13-14］。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在患者
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户外

两组患者经干预后 ADL 得分均明显降低，实

锻炼，如逛公园、晒太阳等，帮助患者调节抑郁情

验组患者降幅尤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绪，与家属形成倾诉-聆听-沟通的情绪环境，帮

<0. 05）。

表3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t值

（n）

干预前

干预后

32

40. 40±4. 84

36. 69±4. 03a

P值

3

ADL 得分

例数

42
-

助患者走出抑郁的阴霾。调查结果［15］显示，半数

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比较（分，x±s）

40. 67±4. 67
0. 243
0. 809

33. 65±3. 96b
3. 247
0. 002

以上的帕金森病患者常年受便秘之扰，除了因疾

t值

P值

3. 332

0. 001

7. 430

<0. 001

-

-

-

-

病本身引起的胃肠道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及胃肠道
蠕动变缓外，患者长时间卧床、缺乏运动也是其便
秘的成因之一［16］。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为患者制
定良好生活作息习惯，加强运动锻炼、减少卧床，
促进患者营养吸收，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对减轻
患者便秘有一定帮助。

讨论

综上所述，家庭多模式康复运动不仅对帕金

随着我国老年化社会的到来，帕金森病作为
的神经变性疾病，已成为中老年人群常见的疾病
之一，其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均呈逐步上升趋
势，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8］。帕金森病患
者脑内黑质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坏死，导致纹状

森病患者非运动症状及精神状态均具有良好的改
善作用，还有利于提高帕金森病患者及其家属的
日常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帕金森病康复治疗
领域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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