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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轻黏土手工训练在脑卒中偏瘫上肢康复护理中的应用

黄丽丽,张永葆,鲍杨东

[摘要]目的:探讨超轻黏土手工训练在脑卒中偏瘫上肢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神经内科住院的脑卒中病人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30 例和观察组 30 例,2 组病人均进行神经内科药物治疗,实施常规康复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增加超轻黏土手工训练康复护理,比较 2 组病人 Barthel 指数评分、Fugl鄄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及护理效果。 结果:治
疗 1、2 个月后观察组 Barthel 指数评分、Fugl鄄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观察组的护理质量评分和病

人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超轻黏土手工训练能够改善脑卒中偏瘫上肢及手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

力,提高护理质量评分和病人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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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ultra鄄light clay manual train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hemiplegic upper limb after stroke

HUANG Li鄄li,ZHANG Yong鄄bao,BAO Yang鄄do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Chaohu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Chaohu Anhui 238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ultra鄄light clay manual train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hemiplegic
upper limb after stroke. Methods:Sixty stroke patients from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 =
30) and observation group(n = 30).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neurology drug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ultra鄄light clay manual training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Barthel index score,
Fugl鄄Meyer upper extremity score and nursing effica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 Barthel index score and Fugl鄄
Meyer upper extremity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1 and 2 months of treatment(P <
0. 05).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satisfaction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 01).
Conclusions:The ultra鄄light clay manual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of hemiplegic upper limb and hand,and enhance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stroke patients.
[Key words] stroke;ultra鄄light clay;manual training;hemiplegia;rehabilitation nursing

摇 摇 脑卒中已经成为危害人群健康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其中,超过一半的病人都会遗留上肢运动功能障

碍,对病人的日常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1]。 目前

国内外许多康复治疗新技术应用于临床中,但由于

病人自身情况的差异,康复资源缺乏,偏瘫病人的康

复训练不但要考虑经济有效,还要简单实用、易掌

握、独立便完成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探讨一种个性

化的训练偏瘫病人上肢和手功能的方法非常必

要[2]。 基于上述背景,我科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

尝试将超轻黏土手工训练应用于患肢的康复训练护

理中,结果较为满意。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8 年 1 - 9 月我科住院治

疗的脑卒中偏瘫病人 60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30 例和观察组 30 例,对照组年

龄 45 ~ 76 岁,观察组年龄 47 ~ 74 岁。 纳入标准:首
次发病,病程 < 2 周;符合 2015 年第四届全国脑血

管病学学术会议制定《脑血管疾病分类》的诊断标

准,通过头颅 CT 和 /或 MRI 检查为单侧脑梗死或脑

出血;单侧肢体偏瘫并均为右利手,进行偏瘫侧上肢

及手 Brunnstrom 分期量表评定后,结果均在郁 ~ 吁
期,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在轻中度范围内;经受试者知

情同意,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院伦理

学委员会要求。 排除标准:有认知功能障碍;失语,
不能正常交流和沟通;合并严重的心脑肾疾病;偏瘫

患侧发生上肢外伤、关节炎疾病等。 2 组病人性别、
年龄、偏瘫部位、卒中类型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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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 > 0. 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n)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岁
疾病性质

出血摇 梗死摇
偏瘫肢体

左侧摇 右侧摇

对照组 30 21 9 62. 03 依 8. 16 2 28 摇 12 摇 18

观察组 30 19 11 60. 73 依 7. 81 1 29 摇 15 摇 15

字2 — 0. 30 0. 52吟 1. 07 0. 07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吟示 t 值

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摇 常规治疗和护理方法摇 所有病人均接受神

经内科治疗(如控制血压、血脂、血糖,抗血小板、脑
保护及对症等治疗)和康复护理指导(如良肢位的

摆放、卧床翻身、肌肉按摩)。
1. 2. 2摇 超轻黏土手工训练方法摇 在上肢和手功能

康复护理上,观察组另外增加超轻黏土手工训练

(见图 1 ~ 3)。 (1)科室成立康复治疗护理小组,由
康复治疗师、医师、护士共同参与,实行组长负责制,
组长由作业治疗师担任,制定相关康复治疗护理工

作的流程和规范,职责和实施方案,统一学习并掌握

工作方法,所有护士均经过培训和考核通过,参与此

项工作。 (2)责任护士从病人入院第一天开始进行

评估、有效沟通,注意言语亲切,做到关爱和体贴病

人,制定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3)作业治疗师、责任

护士、病人及家属四方共同参与,制定针对性的个性

化有效的康复治疗护理计划,提出具体措施,对病人

及家属进行超轻黏土手工训练方法的指导,通过口

头讲解、面对面的现场示范、视频播放等多种宣教方

法,达到病人及家属完全掌握训练手法为止,早期是

一对一的训练,便于方法的掌握,后期是团体训练,
便于病人之间的交流和比较。 (4)护士对病人训练

时,要记录每天的训练内容,并在实施表单相应栏内

打钩,鼓励病人主动完成,家属陪同参与,及时向治

疗师反映情况。 (5)加强健康教育和指导,让病人

掌握训练的方法,具体如下:取适量的超轻黏土置于

手心,两手重叠将黏土搓圆,搓好后将其放置在桌面

上,两手按照前后来回的动作将黏土搓成长条状,摆
放成三角形、圆形等多种形状,整个训练的过程,通
过完成搓条、团圆、压扁、黏合等动作,达到训练上肢

及手的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训练时间每次 25 ~
30 min,每天 2 次,训练由简单到复杂,训练过程中

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提高依从性,树立治疗信心,
注意因人而异,以不引起疲劳为原则。 从住院期间

至出院 2 个月内坚持进行训练,随访 2 个月。
1. 3摇 观察指标摇 采用 Barthel 指数[3] (MBI)评价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采用 Fugl鄄Meyer 运动功能量表上

肢部分(Fugl鄄Meyer motor assessment,FMA)评价运

动功能[4],该量表敏感、可靠,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多

的肢体运动功能评价工具。 评定方法:在病人入院

时和入院后 1、2 个月三个时间点进行评定,所有评

定由未知病人分组情况下的主任医师完成。 护理质

量评分:采用我院制定的住院病人护理质量核查表

进行督察,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代表护理质量越

好,由科室护理质控组根据护理工作情况如实填写。
满意度评价标准:使用我院自制的住院病人满意度

调查表,调查表分为 10 项,每项 10 分,满分 100 分,
分数越高代表病人满意度越高,由病人根据护理工

作情况如实填写。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q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 MBI 评分比较摇 治疗前,2 组 MBI 评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1 个月和 2 个月

后,观察组 MBI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2 组

治疗后 MBI 评分明显增高(P < 0. 01),2 个月 MBI
评分明显高于 1 个月(P < 0. 01),后者明显高于入

院时(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入院时和治疗 1、2 个月 MBI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入院时 1 个月 2 个月 F P MS组内

对照组 30 55. 23 依 5. 08 71. 02 依 7. 37**78. 13 依 8. 24**## 83. 53 < 0. 01 49. 340

观察组 30 55. 76 依 5. 11 75. 14 依 7. 90**82. 94 依 8. 36**## 111. 28 < 0. 01 52. 804

t — 0. 36 2. 09 2. 24 — — —

P — >0. 05 < 0. 05 < 0. 05 — — —

摇 摇 q 检验:与入院时比较** P < 0. 01;与 1 个月比较##P < 0. 01

2. 2摇 2 组病人 FMA 评分比较 摇 治疗前,2 组 FMA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1 个月和 2 个

月后,观察组 FMA 评分较对照组均有所提高(P <
0. 05),其中,2 个月较 1 个月疗效更显著(见表 3)。

摇 表 3摇 2 组入院时和治疗 1、2 个月 FMA 评分比较 (x 依 s;
分)

分组 n 入院时 1 个月 2 个月 F P MS组内

对照组 30 40. 53 依 6. 20 43. 70 依 6. 12**47. 97 依 5. 70**## 83. 53 < 0. 01 49. 340

观察组 30 39. 80 依 4. 60 46. 73 依 3. 7** 52. 50 依 3. 78**## 111. 28 < 0. 01 52. 804

t — 0. 52 2. 32 4. 54 — — —

P — >0. 05 < 0. 05 < 0. 05 — — —

摇 摇 q 检验:与入院时比较**P < 0. 01;与 1 个月比较##P < 0. 01

2. 3摇 2 组护理质量评分和满意度评分比较摇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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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护理质量评分、病人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4)。

表 4摇 2 组病人护理质量评分和满意度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护理质量评分 护理满意度评分

对照组 30 85. 51 依 2. 61 88. 62 依 2. 31

观察组 30 96. 38 依 2. 22 97. 62 依 2. 05

t — 17. 37 15. 96

P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脑卒中后病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神经损伤,以肢

体瘫痪最多见[5]。 作业治疗做为康复护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促进脑卒中偏瘫病人上肢及手功能的

康复作用也得到证实和肯定[6]。 超轻黏土手工训

练应用于偏瘫病人上肢和手功能康复中,集中体现

了康复护理的核心理念即降低致残率,提高生活质

量,促进回归家庭和社会。 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改善上肢功能和提高日常生活

能力。 超轻黏土质地柔软,安全有效,操作简单,通
过完成搓条、团圆、压扁、黏合等动作,训练上肢及手

的肌肉、关节的灵活性,提高双手协调性运动,促进

上肢功能的恢复。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1、2 个月

后观察组 MBI 评分、FMA 评分均有所提高。 (2)丰
富康复护理专业知识,提高护理质量。 护士参与了

黏土康复护理小组活动,进行了系统更专业的康复

知识学习,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也得到了提升,进而

为脑卒中偏瘫病人提供更佳的康复护理,从而提高

护理工作效率和护理质量[7]。 (3)促进护患沟通,
提高满意度。 已有研究[8] 证实,康复护理早期介入

对脑卒中后偏瘫病人上肢及手功能的恢复有很大的

作用。 美国卒中协会 2016 年最新发布的脑卒中康

复治疗指南中提倡应针对不同的病人制定适宜的训

练计划,进行全面的干预[9]。 但当康复资源缺乏和

平均住院日缩短等因素影响到病人进一步康复时,
很多病人只能转移到家庭和社区[10]。 因此,住院期

间最好制定针对病人个性化、简单易行的康复训练

方法,以便做好延续护理。 超轻黏土手工康复护理

的开展,注重家属的参与,提高病人的依从性,促进

了医护患的有效沟通和交流,另外,通过专业指导,
现场操作示范,视频播放、强化训练等,体现了优质

护理,提高了病人满意度,同时因家庭的参与和延

续,也节约了社会资源[11]。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观
察组护理质量评分、病人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超轻黏土手工训练康复护理能够改

善脑卒中偏瘫上肢及手的运动功能,提高护理质量

评分和病人满意度,同时,作为一种医学与艺术相结

合的创意性手工活动,具有安全、经济、取材方便、操
作简单等优点,可以在临床康复护理实施,亦可在社

区、家庭康复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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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LED 显示屏作为信

息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现代信息化社会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标志,尤其是面向信息服务领域的 LED
显示屏应用的会更加广泛[1]。 胸卡是一种挂在胸

前工作中表明自己身份的证明卡片。 护士在临床护

理工作中需佩戴胸卡,但是目前的护士胸卡只是一

张卡片,只能显示护士的姓名、工号、职称、星级等简

单信息,已无法满足护理工作中的需求。 其一,护士

在护理工作中不允许携带电子通讯设备,离开护士

站,如有紧急情况需要联系时,护士难以及时知晓信

息;其二,护士每天要到固定的地方排队打卡,很浪

费工作时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严管迟到、早退现

象,胸卡的一个功能就是进行上下班的刷卡,并可传

输到后台电脑,作为业务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2]。
其三,管理人员和病人无法对护士的护理工作进行

有效评价。 岗位考核是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

节,也是薪酬分配的主要依据。 公立医院所具有的

岗位职能具有社会公益性、岗位构成复杂性和行为

指标的难以量化等特性,决定了医院岗位考核的难

度,如何设立全院统一的科学规范的考核依据和方

法成为建立科学有效的医院人力资源薪酬管理体系

的关键问题[3]。
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护士胸卡进行改进,丰富

胸卡功能,更加方便护士工作。 在本文设计的电子

胸卡当中,使用 12 点阵 伊 40 点阵的单色 LED 显示

屏,点阵数据利用列传送和行扫描的方式予以显示,
参考的葛健等[4]设计的基于单片机控制电子胸卡。
本发明公开了一款新型的护士临床工作时佩戴在工

作服口袋上的智能多功能胸卡。 已获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专利号:201920053526. 4)。

1摇 设计思路

摇 摇 本实用新型的设计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护士

胸卡,解决现有的护士胸卡功能单一的问题。 可以

解决护士工作期间不能接打电话、上班打卡、计步累

计工作量、显示时间、互相沟通等问题。

2摇 设计原理

摇 摇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款智能护

士胸卡,包括胸卡本体,所述胸卡本体的正面设置有

显示模块、背面设置有固定件和电池槽,所述电池槽

内固定有纽扣电池,胸卡本体内设置有智能部件;所
述智能部件包括主控模块,所述主控模块连接有存

储模块和 WIFI 模块,所述主控模块通 WIFI 模块连

接于医院管理系统,所述主控模块和显示模块相连,
所述纽扣电池为所述主控模块和 WIFI 模块供电。
主控模块连接有实时时钟模块,所述实时时钟模块

外接计时晶体振动器。 实时时钟模块采用型号为

DS1302 的时钟芯片。 主控模块还连接有振动模块,
纽扣电池为振动模块供电。

振动模块包括开关、调整电容、振动电机及稳压

芯片,开关分别连接主控模块、振动电机的负极和稳

压芯片,稳压芯片分别连接上述纽扣电池和振动电

机的正极,开关和稳压芯片共同连接调整电容的一

端,调整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主控模块还连接有计

步模块,计步模块包括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三轴加

速度传感器的型号为 BMA250E。 胸卡本体内集成

有 RFID 标签。 本实用新型的智能护士胸卡的模块

连接图见图 1。

3摇 工作过程

摇 摇 结合图 1 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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