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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ebral palsy is a group of persistent central dyskinesia and postural development syndrome,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dyskinesia and postural abnormality. The main function of rehabilitation aids
is to prevent, compensate or reduce the limb function defect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ssistive devices play a good role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assistive devices in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by consult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HowNet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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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脑性瘫痪是一组持续存在的中枢性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活动受限症候群，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及姿势
异常。康复辅具的主要功能是预防、补偿或减轻脑瘫患儿的肢体功能缺陷。近几年研究表明，辅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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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中起到良好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查阅知网近几年相关文献，讨论辅助器具在脑
瘫患儿中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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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康复医学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脑瘫儿童康复后的功能
恢复情况[1]。随着康复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康复理念的深入，矫形器和辅助器具在脑瘫儿童康复方面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2]。脑性瘫痪(Cereberl Palsy，简称 CP)，简称脑瘫，是一组持续存在的中枢性运动和姿势发
育障碍、活动受限症候群[3]，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4]。脑瘫患儿自理能力缺陷，对父母、家
庭乃至整个卫生保健系统造成巨大负担[5]。随着康复理念以及康复工程的不断深入发展，临床在治疗脑
瘫儿童时，不仅采用综合康复疗法，同时还结合用教育心理治疗、作业疗法与物理疗法，以及康复工程–
辅助器具方法[6]。康复辅助器具在康复治疗中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纠正患儿的不良姿势，而且有助于
预防关节畸形、肌肉萎缩等并发症[7]。本文旨在通过查阅文献，讨论辅助器具在脑瘫患儿中的使用现状。

2. 脑瘫患儿的常见症状
小儿脑瘫，即小儿大脑性瘫痪，俗称脑瘫，指小儿出生后一个月内，在脑发育尚不成熟的前提下，
因非进行性脑损伤所导致的以姿势及运动功能障碍为主的综合征，属于中枢神经障碍综合征，在临床上
较为常见[8]。一般认为，创伤、感染、出血是小儿脑瘫的发病原因，患儿脑实质受损引发一系列并发症，
可对患儿的生长发育及生命安全产生严重影响[9]。WHO 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球脑瘫的患病率为 1‰~5‰，
我国 CP 发病率约为 1.8‰~4‰ [10]。脑瘫患儿的临床表现多样，多为肢体功能障碍和姿势异常，不同患
儿的肢体功能障碍差异性较大，而且不同年龄段的患儿具体病情也不尽相同[11]。脑、四肢是病变的主要
部位，癫痫、智力缺陷、精神障碍、语言障碍及行为异常等是小儿瘫痪疾病的主要表现[12]。其临床表现
以运动发育落后、姿势及运动模式异常、反射异常、局部或全身肌张力、肌力改变为主[13]。目前的脑瘫
康复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康复方面，但经积极的早期康复治疗后仍有大量的脑瘫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肢
体功能障碍，为患儿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极大不便，因此后续的康复治疗意义更为重大[14] [15]。

3. 辅助器具对脑瘫患儿的作用
康复辅具的主要功能是预防、补偿或减轻脑瘫患儿的肢体功能缺陷[7]。适合的康复辅具有助于使患
儿的肢体处于正常位置，保持正确的姿势，减少肌肉挛缩变形的发生，但不适合的康复辅具却可导致肌
肉持续性痉挛或牵张反射[16]。矫形器是用于改变神经肌肉和骨骼系统的机能特性或结构的体外使用装置，
根据人体解剖学、生物力学知识，对先天或由后天因素导致的畸形，经诊断而进行固定、调整和矫正，
其作用是预防和矫正肢体的挛缩畸形，改善功能障碍[17]。脑瘫儿童常用的辅助器具有 6 个主类，分别是：
用于治疗和训练的辅助器具；矫形器；生活自理和防护辅助器具；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维持坐姿等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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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势的辅助器具；用于娱乐的游戏用具等[18]。辅助器具对脑瘫患儿的主要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护
功能(防止摔伤、撞伤以及癫痫等不自主运动对自己造成伤害)、矫正功能(矫正畸形、防止畸形)、支持运
动(保持关节稳定性、增强肢体承重能力)、促运动功能的正常发育(改善脑瘫患儿的步行、坐站能力)以及
培养患儿的性格(恢复正常生活自理能力)，促其能够更好地生活、工作、重返社会。

4. 辅助器具在脑瘫患儿中的应用现状
尚灿[19]通过研究表明，配戴矫形器及其他辅助器具的患儿，其治疗有效率(疗效评定：① 显效：肌
张力和运动功能趋于正常，且原始反射完全消失。② 有效：运动功能得到明显改善，但姿势和肌张力存
在异常状况。③ 无效：治疗前后，患儿临床症状未出现明显变化。)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适当结合矫形器及其他辅助器具，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为患儿尽早恢复健康创
造条件，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陈雨[20]等人通过将 6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及康
复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自制下肢姿势维持辅助器具进行功能锻炼，干预 3 个月后进行效果评定，
结果表明观察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1)，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张蓓华[21]等人研制了一款腰骶髋矫形器助行装置，经临床试验后，达到脑瘫儿童家庭训练的需求。
从家长满意度方面，家庭整体满意度达 82.9%，实用性评价达 95%以上，除穿戴方便度方面与普通助行
器不分上下，在实用性、辅助性、安全性、便携性和持续性方面，与普通助行器形成明显差距。
刘志红[22]等人通过调查，结果显示，脑瘫儿童轮椅的适配正确率仍然很低，大约只有 9%的患儿得
到了较为适合的轮椅，脑瘫儿童轮椅的基本架构和姿势支撑装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适合现象，有时会
出现少配或者多配某些支撑装置的现象。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真正需要轮椅的人士只有不到 5%获
得了正确适配的轮椅[23]，可见低适配正确率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岑玉兰[24]等人通过调查发现，90.06%的学龄期脑瘫儿童接受教育，85.38%的接受康复训练；脑瘫
儿童的行动能力、自理能力和辅具使用情况均对其接受教育和康复有显著性的影响(P 值均 < 0.05)。
陈慧芳[25]等人通过研究表明，经过 3 个月以上个性化的辅助器具为主的脑瘫儿童综合康复治疗，治
疗组疗效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 0.01)。采用综合康复治疗并辅以个性化的辅助器具的脑瘫患儿
效果明显，且简便易行，在康复训练中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

5. 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逐渐提高，脑瘫儿童生存质量的提升已越来越受大家重
视，包括运动、智力、精神等功能状态，以及其活动和参与的能力[26]。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各
类辅助器具已广泛应用于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中，并起到良好的效果。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多类型
的辅助器具不断涌现，相关辅具在脑瘫患儿治疗中实际作用的判定还有待对今后进行跟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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