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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想象疗法治疗脊髓损伤的机制及应用前景

马  江 1，张  迪 2，赵田芋 2，刘晓潇 1，王  菊 1，鲁  力 1，汪  英 1，晋  松 1，2

文题释义：
脊髓损伤：脊髓损伤是一种高发生率、高致残率、高耗费的中枢神经疾病，多由创伤引起，使脊髓受压或完全撕裂，大脑和躯体之间的信
息传递通道受损，表现为损伤平面以下不同程度的感觉运动功能障碍、尿便失禁及性功能障碍等。脊髓损伤的康复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及临
床治疗的难点。
运动想象疗法：运动想象是患者反复进行模拟和排练某种运动的一种心理状态，不需要任何仪器，没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也不需要依靠患
者残存的功能，对特定身体部位运动的想象，脊髓损伤患者运动想象能力应该被保留，患者通过运动想象训练可以激活大脑运动功能区，
主动刺激可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可塑性发展与功能重组，患者反复的练习从中枢输出的信息去刺激皮质、周围神经，直至外周的肌肉，最终
产生实际运动。

摘要
背景：脊髓损伤是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表现为损伤平面以下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和危害人类生命。运动想象疗法治疗脊髓
损伤是近年来新兴的康复领域，是一种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康复治疗技术。
目的：文章拟对运动想象基本原理、运动想象应用于脊髓损伤的可能机制及其研究进展作进行综述。
方法：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英文检索词为“spinal cord injury，motor imagery”，中
文检索词为“脊髓损伤、运动想象”，检索从各数据库建库至2021年9月，排除研究目标与该综述不相关、重复研究以及可信度较低的文
献，对最终符合纳入标准的94篇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①运动想象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随后明确提出运动想象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功能状态，是患者反复模拟和排练某种运动
的一种心理状态，它存在于运动记忆中，可激活运动记忆中枢，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运动输出，并遵循中枢运动控制原则。②运动想象疗法
的理论模式比较公认的是心理神经肌肉理论，认为运动想象与运动执行所诱发的神经肌肉活动是相似的。③运动想象疗法治疗脊髓损伤的
机制尚不明确，对于脊髓损伤患者而言，由于大脑结构没有被破坏，患者运动想象能力应当被适度保留，目前的研究表明其机制可能是脊
髓损伤患者能激活与健康人相似的脑区，且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与运动执行也能激活相似的脑区，患者可通过不断的运动想象训练
诱导中枢神经可塑性发展和功能重组，促进功能的恢复。④目前临床研究表明，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训练后可减轻神经性疼痛和提
高运动功能、膀胱功能，运动想象疗法作为辅助治疗应当被纳入脊髓损伤患者的常规康复方案中，但临床疗效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进一步
研究是有必要的。⑤脑机接口可将患者运动想象期间产生的信号转换成驱动信号来控制外在设备从而实现瘫痪肢体再运动，运动想象-脑
机接口的发展被认为是脊髓损伤后康复的革命性改变，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脊髓损伤；运动想象疗法；磁共振成像；脑磁图；脑机接口；神经康复；康复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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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pinal cord injury is a kind of commo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 causing dysfunction below the injury plane, which affects patient’s living 
quality and endangering human’s life seriously. The use of motor imagery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pinal cord injury is a new rehabilitation field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a kind of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with a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otor imagery,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motor imagery applied to spinal cord injury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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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脊髓损伤是一种高发生率、高致残率、高耗费的疾病。据

统计，中国脊髓损伤每年患病率为 37/100 万人，亚洲地区为

12.1-61.6/100 万人
[1]
，欧洲地区为 10.4-29.7/100 万人，在北美

为 27.1-83.0/100 万人，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在美国，创伤性

脊髓损伤约为17 000人，估计约为28/万人受伤
[2]
，过去几十年来，

老年人中脊髓损伤发病率逐渐增加，导致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很

高。脊髓损伤多由创伤引起，如车祸、高坠、暴击等，使脊髓受

压或完全撕裂，大脑和躯体之间的感觉运动信息传递通道不同程

度的受损
[2]
，表现为损伤平面以下不同程度的感觉运动功能障碍、

尿便失禁及性功能障碍等，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和危害患者生命，

损伤严重者导致残疾的发生，其致残率达到了 30%-45%[3]
。脊髓

损伤恢复期以康复治疗为主
[4-5]

，如物理治疗、作业治疗、针灸

治疗及矫形器治疗等，但这些疗法都存在起效慢、周期长等局限，

总费用较高，脊髓损伤患者的功能恢复一直是康复难题
[1]
。

运动想象是患者反复进行模拟和排练某种运动的一种心理

状态
[6]
，不需要任何仪器，没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也不需要依

靠患者残存的功能，对特定身体部位运动的想象，通过激活大

脑运动功能区，主动刺激可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可塑性发展与功

能重组，患者反复的练习从中枢输出的信息去刺激皮质、周围

神经，直至外周的肌肉，最终产生实际运动。脊髓损伤患者运

动想象能力应该被保留，因为大脑结构没有被破坏
[7]
。运动想

象疗法不依靠患者残存的功能，又能发挥患者主观能动性，且

可贯穿脊髓损伤患者康复始终，对脊髓损伤患者功能恢复具有

重要作用
[6]
。现有大量关于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疗法的

国内外研究，探索其治疗的中枢神经组织可能机制及临床疗效。

近年来，在基于运动想象期间患者所激活脑区的大量研究，将

产生脑电信号转换成驱动信号来控制外在设备的脑机接口的发

展对脊髓损伤后存在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说是一种有希望的

康复和辅助工具，研究运动想象疗法对脊髓损伤患者康复具有

重要意义。文章拟对运动想象基本原理、运动想象应用于脊髓

损伤的可能机制及对其临床应用进展作一简要阐述。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1.1.1   检索人及检索时间   第一作者在 2021 年 9 月进行检索。

1.1.2   检索文献时限   各数据库建库至 2021 年 9 月。

METHODS:  “Spinal cord injury, motor imagery” were used as search terms to retrieve articles on PubMed, Web of Science, CNKI, and Wanfang databases from 
inception to September 2021. The author excluded the articles that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research purpose, were repetitive, and had low credibility, 
and summarized the 94 articles that finally met the standar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Motor imagery first was put forward in the 1950s, and then it is identified that motor imagery is a special kind of movement 
function status, and is repeatedly simulation and rehearse some movement of patients with a mental state. It exists in memory, activates the motor memory 
center, and without any obvious motor output, and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central motion control. (2)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motor imagery therapy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psycho-neuromuscular theory, which holds that motor imagery is similar to the neuromuscular activity induced by motor execution. 
(3) The mechanism of motor imagery therapy for spinal cord injury is unclear.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because brain structure is not damaged, 
the patient’s ability of motor imagery should be properly preserved. The current studies show that the mechanism may be that spinal cord injury patients 
and healthy people could activate similar brain regions.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similar brain regions are activated by motor imagery and motor 
execution. Patients can induce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nerve plasticity and 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motor imagery training, which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function. (4) Clinically, curr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otor imagery training can relieve neuropathic pain, improve motor and 
bladde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Motor imagery therapy as an adjuvant therapy should be adopted in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However, there is high heterogeneity in clinical efficacy, and further research is necessary. (5)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can 
convert the signals generated during the patient’s motor imagery into driving signals to control external devices to achieve the re-movement of paralyzed limbs. 
The development of motor imagery with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is considered to be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rehabilita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and has a 
very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
Key words: spinal cord injury; motor imager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agnetoencephalography; brain-machine interface; neurological rehabilitation;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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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检索数据库   中国知网、万方、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1.1.4   检 索 词   英 文 检 索 词 为“spinal cord injury，motor  
imagery”。中文检索词为：“脊髓损伤、运动想象”。

1.1.5   检索文献类型   综述、研究原著及著作。

1.1.6   手工检索情况   无。

1.1.7   检索策略   以关键词结合主题词的全面检索方式检索文

献，设置中国知网中文检索式： SU=“脊髓损伤” AND SU=“运

动想象”。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见图 1。

图 1 ｜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

#1 Spinal Cord Injury [Mesh Terms]
#2 Spinal Cord Trauma [Title/Abstract] OR Cord Trauma, Spinal [Title/Abstract] OR 

CordTraumas, Spinal [Title/Abstract]  OR Spinal Cord Traumas [Title/Abstract] 
OR Trauma, Spinal Cord [Title/Abstract] OR Traumas, Spinal Cord [Title/Abstract] 
OR Myelopathy, Traumatic [Title/Abstract] OR Myelopathies, Traumatic [Title/
Abstract] OR Traumatic Myelopathies [Title/Abstract] OR Traumatic Myelopathy 
[Title/Abstract] OR Injuries, Spinal Cord [Title/Abstract] OR Cord Injuries, Spinal 
[Title/Abstract] OR Cord Injury, Spinal [Title/Abstract] OR Injury, Spinal Cord [Title/
Abstract] OR Spinal Cord Injury [Title/Abstract] OR Spinal Cord Transection [Title/
Abstract] OR Cord Transection, Spinal [Title/Abstract] OR Cord Transections, Spinal 
[Title/Abstract] OR Spinal Cord Transections [Title/Abstract] OR Transection, Spinal 
Cord [Title/Abstract] OR Transections, Spinal Cord [Title/Abstract] OR Spinal Cord 
Laceration [Title/Abstract] OR Cord Laceration, Spinal [Title/Abstract] OR Cord 
Lacerations, Spinal [Title/Abstract] OR Laceration, Spinal Cord [Title/Abstract] OR 
Lacerations, Spinal Cord [Title/Abstract] OR Spinal Cord Lacerations [Title/Abstract] 
OR Post-Traumatic Myelopathy [Title/Abstract] OR Myelopathies, Post-Traumatic 
[Title/Abstract] OR Myelopathy, Post-Traumatic [Title/Abstract] OR Post Traumatic 
Myelopathy [Title/Abstract] OR Post-Traumatic Myelopathies [Title/Abstract] OR 
Spinal Cord Contusion [Title/Abstract] OR Contusion, Spinal Cord [Title/Abstract] 
OR Contusions, Spinal Cord [Title/Abstract] OR Cord Contusion, Spinal [Title/
Abstract] OR Cord Contusions, Spinal [Title/Abstract] OR Spinal Cord Contusions 
[Title/Abstract]

#3 #1 OR #2
#4 Motor Imagery [Title/Abstract]
#5 MI [Title/Abstract]
#6 #4 OR #5
#7 #3 AND #6

1.1.8   检索文献量   初步筛选共 372 篇文献，英文文献 226 篇，

中文文献 146 篇。

1.2   入组标准
1.2.1   纳入标准   与脊髓损伤患者及运动想象的研究相关的文献。

1.2.2   排除标准   研究目的与该综述不相关、重复研究以及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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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低的文献。

1.3   数据提取及文献质量评估   计算机共检索到 372 篇文献，阅

读文章后排除研究目标与该综述不相关、重复发表的文献，最

后共纳入 94 篇文献进行归纳综述，包括英文 79 篇，中文 15 篇。

文献检索流程见图 2。

运动执行激活相似的脑区，脊髓损伤患者运动想象仍然能被适

度保留，因为大脑结构没有被破坏
[7]
，这为脊髓损伤的康复奠

定了科学可靠的基础。

2.2   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的可能机制   由于脊髓损伤患者大脑

结构没有被破坏，运动想象能力适度保留，大量研究报道了脊

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进行运动想象时可激活相似的脑区，运动

想象训练可促进中枢神经可塑性发展和功能重组，促进脊髓损

伤患者的康复。

2.2.1   脊髓损伤患者可激活与健康人相似的脑区   目前有大量研

究显示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与健康人进行运动想象时，

功能磁共振成像或脑磁图显示两组受试者激活的脑区相似。

SABBAH 等
[18]

首先对完全性胸腰椎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对照

研究发现，两组受试者在进行运动想象期间激活的脑区总体相

似，如初级运动皮质、辅助运动区和前运动皮质被激活，但健

康对照组激活程度要比脊髓损伤患者组更强。随后，ALKADHI
等

[19]
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发现两组激活的脑区总体一致，

如辅助运动区、前辅助运动区、角回运动区和背外侧运动前皮

质等，且发现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期间某些大脑区域激

活程度进一步增强，如壳核、尾状核、丘脑和小脑，推测主要

原因是脊髓损伤患者长期缺乏对初级运动区和初级感觉区的感

觉输入而导致皮质 - 皮质抑制改变，长期缺乏躯体感觉反馈导

致的可塑性变化。此外，研究补充到中央前回、顶叶下叶和楔

前叶、小脑皮质、舌回、外苍白球、顶下回丘脑、中央后回和

颞上回也存在重叠脑激活
[20-23]

。

有研究发现脊髓损伤患者的初级运动皮质激活似乎比健

康对照组更高
[24-25]

，但在脊髓损伤患者的尝试和想象运动中，

中央前回的活动显著但减少，即使在脊髓损伤多年后，动作的

内部排练依赖于对身体某部位进行运动想象的动觉记忆，对身

体部位进行想象仍可能激活辅助运动区和初级运动皮质
[25]
。激

活的脑区及程度不同这一现象也不能排除脊髓损伤患者在进行

运动想象时使用与健康受试者不同的策略，因为这些患者不需

要抑制运动结果，他们的策略可能是一个动作的尝试，而不是

想象它
[25]
。运动想象期间的激活强度通常比健康人降低 30%-

50%[24]
，尽管如此，脊髓损伤患者运动想象能力被适度保留，运

动想象疗法仍可激发足够的中枢神经系统来刺激大脑神经可塑

性，从而促进患者运动学习和提高肌肉运动能力
[21，26-28]

。虽然

目前的研究显示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进行运动想象训练激活

的脑区不尽相同，但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初级运动皮质和辅助运

动区存在重叠激活，这些脑区主要负责运动的计划、控制与执行，

这些研究证明了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进行运动想象时可激活

相似的脑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运动想象疗法干预脊髓损伤

患者康复的可能机制。 
2.2.2   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与运动执行可激活相似的脑区   
运动想象是一个动作的内在想象，不涉及动作的实际执行，作

为脊髓损伤后一个新兴的刺激中枢神经系统的途径，神经科学

研究已证实了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和运动尝试时在大脑

运动网络中招募重叠的区域
[15，21]

，如辅助运动区、壳核、尾状

核等，这些网络脑区是实际运动准备和执行的基础。研究发现

运动想象是运动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介于从运动准备到运动

执行的连续体中，运动想象的神经机制类似于运动执行的早期

阶段——准备和编程
[29-30]

。运动想象和运动执行之间的差异主

要是由于运动想象期间缺乏明显运动和运动相关的反馈，而脊

髓损伤患者这种反馈回路损伤，因此这种差异不明显
[4]
。SAB-

BAH 等
[31]

研究发现脊髓损伤患者在进行运动想象和运动尝试任

务中，初级感觉运动皮质、运动前区和辅助运动区都观察到被

 PubMed 数据库 (n=94)；
Web of Science数据库 (n=132)

共检索到 372 篇文献

最终共纳入 94 篇文献

排除重复的、内容不相关的、

可信度较低的文献共 278 篇

中国知网数据库 (n=105)；
万方数据库 (n=41)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2   结果   Results 
2.1   运动想象的概念及基本原理   运动想象在 1950年由HOSSACK 
提出，是指主动激活人体中枢神经系统而使外周感受器产生刺

激反应
[8]
。20 世纪 90 年代 DECETY 明确提出运动想象是一种特

殊的运动功能状态，是患者反复模拟和排练某种运动的一种心

理状态，它存在于运动记忆中，可激活运动记忆中枢，而没有

任何明显的运动输出，并遵循中枢运动控制原则
[9]
。目前运动

想象分为动觉性运动想象和视觉性运动想象
[10]
。动觉性运动想

象又被称为第一人称想象或内在想象，是指受试者在大脑中进

行某一特定动作的想象，直至感觉到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

视觉性运动想象又被称为第三人称想象或外在想象，以视觉感

官为主，与想象的环境密切相关，是指受试者似乎看到了他人

或者自己正在进行特定的动作。研究发现，动觉性运动想象更

适用于闭链运动技能的练习，而视觉性运动想象更适合用于开

链运动技能的练习
[11]
。运动想象疗法最先用于运动员受伤后的

治疗，此后逐渐用于脑卒中、帕金森综合征和脊髓损伤的康复
[12]
。

运动想象疗法的理论模式主要有心理神经肌肉理论、符

号学习理论、三重编码模式及生物信息理论，目前比较公认的

是心理神经肌肉理论
[13]
。心理神经肌肉理论是基于个体中枢神

经系统已储存进行运动活动的运动计划或“流程图”，若运动

执行时所涉及的运动“流程图”与运动想象期间是相似的，在

运动想象过程中就有可能将运动执行所涉及的“流程图”强化

和完善，即运动想象与运动执行所诱发的神经肌肉活动是相似 

的
[14]
，见图 3。

图注：此图表示运动想象与运动执行所诱发的神经肌肉活动一致，即具

有相似的运动神经通路。实线线路表示某项运动活动所涉及的运动计划

或“流程图”，此流程图与运动想象所涉及的流程图 ( 虚线线路 ) 若相似，

则在运动想象过程中该流程图即有可能得到强化和完善

图 3 ｜运动想象基本原理图

大脑发出某

项运动指令

产生实际

运动

激活相似的脑

区，产生信号

信号经中枢、

外周神经传递

信号到达特

定的肌肉

大脑想象某

项运动

实际运动

受到抑制

有研究通过比较运动想象和运动执行期间正电子发射断层

扫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15-17]
，发现患者在运动想象期间有几

个皮质和皮质下区域被激活，这与健康受试者在运动执行时激

活的脑区相似，这些区域包括皮质水平的辅助运动区、前辅助

运动区、前额叶腹侧、前运动区和后项叶区，以及皮质下壳核

的前部、双侧尾状核和小脑前半球后外侧
[14]
，说明运动想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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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并指出功能磁共振成像可观察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

象及运动尝试期间的大脑功能变化。CHEN 等
[15]

对 17 例右脚踝

运动功能部分障碍的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 ( 其传入和传出通路

部分保留 ) 分别进行右侧踝关节背屈 - 跖屈的运动想象任务和

运动执行任务，发现激活的脑区总体相似，包括双侧辅助运动区、

额下回、小脑小叶、前脑岛、右额中回，与运动执行任务相比，

进行运动想象任务时上述区域以及左侧中央旁小叶、楔前叶的

激活强度和程度均显著降低，这表明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进

行心理运动想象时脑区发生的相应变化，但目前的研究并没有

解释其潜在的神经机制，这需要在未来澄清。脊髓损伤患者进

行运动想象和运动执行时可招募相似的大脑运动网络区域，促

进脊髓损伤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重组，这对损伤或手术后短

期内存在运动功能障碍的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可能会很有价值。

2.2.3   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发展和功能重组   脊髓损伤后，患

者大脑皮质发生了适应性变化
[32]
，一项关于脊髓损伤后脑区变

化的 Meta 分析显示，脊髓损伤后患者的运动皮质、小脑和顶叶

发生了明显改变，并定性地报告了躯体感觉的脑结构、皮质重

组、白质扩散和丘脑代谢物的改变
[33]
。大量的研究认为大脑皮

质功能和结构可通过不断的运动想象训练诱导中枢神经可塑性

发展和重组，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
[24-25，34-36]

。脊髓损伤后患者大

脑皮质受到的抑制减弱，这可能是中枢神经可塑性发展和功能重

组的原因
[37]
。研究发现在脊髓损伤患者康复中加入运动想象训

练后，脑磁图数据显示代偿性脑区激活减少，皮质活动接近健康

人，提示运动想象训练参与了脊髓损伤患者的代偿性神经激活的

逆转，促进了正常神经网络的整合
[21]
。也有研究认为运动相关

脑区的激活增加主要是由于脊髓损伤不完全，受损的皮质脊髓束

进行了重组，使患者可以控制肢体，促进功能恢复
[15-16]

。 脊髓

损伤后参与运动控制的脑区发生重组，特别是脊髓损伤患者在与

健康人相比时，表现出以下变化：①基底节左侧苍白球区和后壳

核区激活面积扩大，这些是与动作的记忆习得和为动作执行做准

备时所涉及的脑区；②初级感觉皮质激活区空间定位的转移
[25]
。 

GUSTIN 等
[22]

和 MATEO 等
[38]

的研究也报道了类似的脑重构，他

们观察到脊髓损伤患者在进行运动想象期间，补充运动区 ( 参与

运动的启动和抑制 )、运动前皮质 ( 参与运动的规划 ) 和小脑皮

质 ( 参与运动准备，特别是运动指令抑制 ) 比健康对照组激活更

明显。此外，运动想象也被用于脑机接口实现外骨骼的完全和不

完全脊髓损伤的控制模式
[39-40]

。即使在完全损伤的情况下，使用

脑机接口 -运动想象训练可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发展和功

能重组
[39]
。脊髓损伤后大脑皮质发生适应性变化，在加入运动

想象训练后，脑区代偿活动减少，激活的脑区与健康人接近，运

动想象训练参与了脊髓损伤患者的正常神经网络的整合，可促进

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发展和功能重组。

作者总结并列举了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的机制的临床研

究成果，见表 1。
2.3   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的临床应用   运动想象是患者反复进

行模拟和排练某种运动的一种心理状态，也不需要依靠患者残

存的功能，对特定身体部位运动的想象，运动想象所产生的大

脑皮质兴奋激活功能区，促使中枢神经系统修复与重组，患者

反复的练习从中枢输出的信息去刺激皮质、周围神经，直至外

周的肌肉，最终产生实际运动，促进感觉运动功能恢复。运动

想象训练需患者具备一定的想象能力，一般要求患者动觉和视

觉运动想象问卷≥ 25 分
[4]
，它由 20 个项目组成，涉及头部和

躯干的轴向运动以及上肢和下肢运动。研究指出根据运动想象

期间检测相应水平上下的皮肤电反应的持续时间、潜伏期和振

幅来评定运动想象能力
[7]
，并且将该方法纳入运动想象问卷，

以评估脊髓损伤患者运动想象能力。目前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运

动想象疗法能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运动功能、神经源性疼痛及

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其疗效虽然存在一定的潜在异质性，

但运动想象疗法对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是非常有价值的，应该

将运动想象疗法纳入脊髓损伤患者常规康复方案中
[27]
。

表 1 ｜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机制的临床研究概括表

作者 发表

年份

脊髓损伤患

者治疗方法

主要结论及意义

SABBAH 等
[18] 2002 运动想象，

60 min，1
次

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受试者在进行运动想象期

间激活的脑区总体相似。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

运动想象干预脊髓损伤患者的作用机制

ALKADHI 等 [19] 2004 运动想象，
30 s/ 次，3
次

该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

象时激活了与正常人相似的运动执行网络和运

动想象网络，并提出引起不同激活的原因是由

于长期缺乏躯体感觉反馈导致的可塑性变化

CRAMER 等
[20] 2007 运动想象，

60 min/次，
2 次 /d，7 d

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进行运动想象期间招募

相似的脑区，且脊髓损伤患者在运动想象期间

初级感觉运动皮质的激活量较健康人少

CRAMER 等
[25] 2007 运动想象，

60 min/次，
2 次 /d，7 d

研究发现尽管缺乏自主的运动控制和运动反馈，

运动想象训练仍提高了脊髓损伤患者的运动表

现，并改变了他们的大脑功能。运动想象作为

恢复性干预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是有价值的

HOTZ-
BOENDERMAKER
等

[27]

2008 运动想象，
10 min，1
次

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尝试和运动想象招募相

似的大脑网络，尝试和想象的运动应纳入康复

方案中

GUSTIN 等
[22] 2010 运动想象，

8 min/ 次，
3 次 /d，7 d

两组受试者进行运动想象都激活了初级运动皮

质、小脑上皮质、辅助运动区和小脑皮质。这

项研究表明，在患有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脊髓损

伤患者中，运动想象能够独立于外周输入激活

参与疼痛处理的脑回路

DI RIENZO 等
[4] 2014 运动想象，

45 min/次，
3 次 / 周，6
周

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进行运动想象激活相似

的脑区，运动想象期间健康组的初级感觉运动

皮质活化较运动执行减少，而脊髓损伤组则没

有，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运动想象期间缺乏明

显运动和运动相关的反馈

DI RIENZO 等
[21] 2014 运动想象，

45 min/次，
3 次 / 周，5
周

运动想象训练后，两组受试者都激活了中央前

回、中央后回等，但脊髓损伤患者没有激活顶

叶下叶，运动想象训练参与了脊髓损伤患者的

代偿性神经可塑性的逆转，促进了神经网络中

上肢握力协调的整合

DIGAO 等
[23] 2020 运动想象，

没有描述

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进行运动想象期间招募

相似的脑区。而引起不同脑区激活的是由于运

动功能丧失而采取补偿策略

表注：此表中研究均为病例对照研究

2.3.1   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的运动功能障碍   脊髓损伤患者肌

肉失去神经控制，表现为受损平面以下的肌力减弱、肌张力异

常等，患者完全或部分丧失运动能力。运动想象可以激活与运

动执行相似的大脑区域，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的重组与修复，重

复的练习可以使患者的运动功能得以恢复
[41]
。DECETY 等

[9]
首

先将运动想象疗法用于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训练，并得出在物

理练习困难的情况下，运动想象疗法可作为一种促进功能恢复

的方法。GRANGEON 等
[35]

对 C6 损伤患者做了肱二头肌肌腱转

移到肱三头肌肌腱上的手术，术后对左臂进行康复，康复训练

在常规康复基础上进行 10 次运动想象训练，每次 30 min，每周

5 次，干预 2 周后，发现肘关节屈肌和伸肌的力量有所增加。

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和健康受试者在进行运动想象训练后，

发现患者在运动想象期间与运动相关的壳核激活增加，且对侧

硬膜和苍白球的活动也增强，训练后患者的运动功能有所提 

高
[15，25，42]

。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训练不仅可以改善患者

的 Fugl-Meyer 评分、步态、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还能改善患者

血超氧化物歧化酶、表皮细胞因子和脂质过氧化物水平，促进

组织修复
[38，43-45]

。最近一项系统评价表示运动想象可改善脊髓

损伤运动功能障碍，并推荐每次治疗时间为 30-60 min，重复多

次训练
[46]
，但研究存在样本量较少、治疗方案差异较大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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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该图表示脑机接口的工作原理，由大脑发出的某项运动指令，产

生的脑电信号由脑机接口接受，分析该信号的特点，转换成驱动信号，

然后传输至外骨骼机器人，带动肢体从而产生实际运动

图 4 ｜脑机接口工作原理图

表 2 ｜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的疗效研究概括表

作者 发表

年份

研究

类型

脊髓损伤患者

治疗方法

主要结果及意义

章岩等
[43] 2008 随机对

照试验

常规康复 + 运

动想象

运动想象训练能改善脊髓损伤患者

的脊髓独立性评分、Fugl-Meyer评分、
10 m 步行速度，运动想象应被纳入

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方案中

SUMITANI
等

[63]
2008 自身前

后对比

研究

运动想象， 
10 min/ 次，1
次 / 次，20 周

运动想象能缓解疼痛，运动想象的镇

痛作用取决于训练的质量，需要进一

步研究确认具体疗效

罗利民等
[44] 2009 随机对

照试验

常规康复 + 高压

氧联合运动想

象 (10-15 min， 
4 周 )

常规康复加入运动想象训练可显著

改善脊髓损伤患者 Fugl-Meyer、血超

氧化物歧化酶、表皮细胞因子和脂质

过氧化物水平，运动想象对脊髓损伤

患者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SOLER 等
[61] 2010 随机对

照试验

经颅直流电刺

激 + 运动想象
(每周5次，2周 )

经颅直流电刺激 + 运动想象治疗组总

体疼痛强度有明显改善，且明显高于

任何单一的干预措施，不良反应小，

耐受性好，运动想象对脊髓损伤的康

复具有很大的价值

GRANGEON
等

[7]
2012 病例对

照研究

运动想象 损伤水平以上的皮肤电反应可能是

评估脊髓损伤个体运动想象能力的

可靠指标

KUMRU等
[64] 2013 病例对

照研究

经颅直流电刺

激 + 运动想象
(15 min/ 次，5
次 / 周，2 周 )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运动想象联合治

疗显著降低了数值评定量表评估疼痛

评分，提高了疼痛阈值，运动想象应

被纳入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方案中

罗绯等
[45] 2015 随机对

照试验
11

常规康复 + 运

动想象 
(15 min，8 周 )

运动想象疗法不仅可改善脊髓损伤

患者运动、感觉功能，且能促进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的恢复，运动想象应被

纳入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方案中

ÖZKUL 等 [65] 2015 随机对

照试验
25

经皮神经电刺

激 + 运动想象
(15 min/ 次，2
周 )

经皮神经电刺激联合运动想象可显

著改善患者目测类比评分、神经病理

性疼痛评分和简明疼痛评分，运动想

象应被纳入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方案

中

LOVAS 等
[67] 2017 随机对

照试验
20

运动想象
(30 min/ 次，5
周 )

运动想象可显著改善脊髓损伤患者

慢性疼痛和疲劳，运动想象应被纳入

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方案中

RICHARDSON
等

[60]
2019 随机对

照试验
5

虚拟现实 + 运

动想象 (20 min)
大多数情况下运动想象能够减轻脊

髓损伤疼痛，推荐每次治疗 20 min
并多次重复用于缓解疼痛，运动想象

应被纳入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方案中

的异质性，仍需高质量研究进一步确定其疗效。总的来说，目

前的结果提供了证据，脊髓损伤后大脑运动系统功能的许多特

征是完整的，运动想象可有效改善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障碍，

对脊髓损伤患者康复具有很大价值。

2.3.2   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的疼痛   疼痛是脊髓损伤后最常见

的症状之一，最常见的是神经性疼痛，其特点包括灼烧痛、压痛、

阵发性疼痛、诱发性疼痛和感觉异常
[47-48]

。此外，脊髓损伤患

者的身体除了感知真实肢体外，还会感知多余幻肢或多余幻肢

疼痛
[49]
。在一项关于脊髓损伤患者出现的神经性疼痛的 Meta

分析中，发现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患病率为 53%，此

外，脊髓损伤后 1 年的患者出现损伤水平以下的疼痛更为常 

见
[50]
。有研究显示脊髓损伤患者与健康人感受痛觉相关的多个

大脑区域的神经解剖发生显著变化，这些区域包括丘脑腹后区、

前额叶皮质、岛叶皮质、杏仁核和运动前皮质
[22，51]

。目前认为

脊髓损伤水平下的神经性疼痛是由于对低于正常激活阈值的刺

激而产生了过度的神经元反应，这种高兴奋性是由于各种受体、

离子通道、胶质细胞刺激和背角内源性抑制性神经元减少而引

起的
[52]
。解释这些疾病患者神经性疼痛背后机制的理论包括中

枢水平的神经生理变化，如初级躯体感觉皮质重组的神经可塑

性
[53]
。除了皮质组织的改变，神经性疼痛也与皮质和丘脑的功

能改变有关
[54-56]

。脊髓损伤后的慢性疼痛的管理是非常具有挑

战性的，药理学和非药理学治疗的有效性仍然缺乏证据
[57]
。

最近的研究表明，刺激运动皮质可以作为治疗疼痛的非药

物方法之一
[58-59]

，而运动想象正是一种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技

术。有文献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运动想象能够减轻脊髓损伤疼

痛
[42，46，60-67]

，降低了目测类比评分、神经病理性疼痛评分和简

明疼痛评分，提高了疼痛阈值，推荐每次治疗时间 20 min 并多

次重复用于缓解疼痛，也可以与其他 ( 如虚拟现实，经颅直流

电刺激等 ) 治疗方法联合使用，疗效更佳
[68]
。然而，有研究报

道了运动想象训练会使脊髓损伤患者疼痛加剧
[69]
，并且出现了

新区域疼痛，这一现象曾有研究假设认为，脊髓损伤后的皮质

重组水平与神经性疼痛水平成正比
[55]
。但后来被研究否定

[70]
，

神经性疼痛与脑可塑性增强无关，并提出中枢神经系统的重组

可能是防止神经病理性疼痛发展的适应性过程。也有研究显示

运动想象干预脊髓损伤患者疼痛无效
[71]
，这些差异背后可能有

许多原因，如患者对疼痛的敏感度、社会压力、患者对治疗的

期望或运动想象方法方案的差异
[72-73]

。虽然有两项研究指出运

动想象疗法不能甚至加剧脊髓损伤患者的疼痛，使其疗效存在

较大异质性，但大多数研究认为临床上对于伴有神经性疼痛的

脊髓损伤患者，运动想象疗法应纳入康复方案中。

2.3.3   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   脊髓损伤后，

神经源性膀胱是由于神经环路受损引起的逼尿肌功能异常
[74]
，

脊髓损伤中的神经源性膀胱与多种并发症相关，包括尿失禁和

潴留、泌尿道感染、肾功能损害及肾脏结石等，脊髓损伤患者

并发神经源性膀胱的概率非常高，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

膀胱功能的改善成为脊髓损伤患者研究的重要任务
[75]
。已有研

究表明在脊髓损伤患者常规膀胱功能干预方案中加入运动想象

训练后，可显著改善患者尿失禁次数、导尿次数、平均膀胱容

量、最大排尿量、残余尿量、生活质量、心理状况，推荐每次 

20 min，每日 4-6 次
[76-80]

。娄玲娣等
[81]

探讨运动想象疗法治疗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疗效的影响因素，对 92 例脊髓损

伤后患者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患者的文化程度、抑郁状态、

神经源性膀胱类型、介入时间及疗程不同都会影响患者进行膀

胱训练，这表明在对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疗法治疗时应

该多加强影响疗效因素的宣传与指导。目前只有中文文献支撑

运动想象疗法可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膀胱功能，且这些中文文

献的质量较低、研究数量较少，缺乏高质量文献支撑，需要更

多的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其疗效。

作者总结并列举了运动想象治疗脊髓损伤的疗效的相关临

床研究成果，见表 2。

2.4   脑机接口在脊髓损伤中的研究与应用   脑机接口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是指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一种人机交互技

术。脑机接口采用多种脑功能测量技术 ( 如脑电图、功能磁共

振成像和近红外光谱技术 ) 在运动想象期间提取大脑活动产生

的脑电信号，然后脑机接口将这种脑电信号转换成驱动信号来

控制外在设备，不依靠大脑的正常神经传导通路即可恢复患者

的部分运动功能，让“思想”变“行动”成为可能
[82-83]

，见图 4。

患者想象

某种运动

外骨骼

机器人

接受信号

转换信号

分析信号

传输信号

相关脑区被

激活产生特

定信号

产生

实际

运动
脑机接口



5902｜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6卷｜第36期｜2022年12月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www.CJTER.com

综  述

为了准确地使用运动想象 - 脑机接口，用户必须通过调节

感觉运动节律来产生稳定的脑电信号
[84]
，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步

骤
[85]
，包括：①预处理以提高信号噪声比率；②频率选择，测

量受试者运动想象期间感觉运动节律的最大振幅；③检测和分

类，对参与者进行广泛的训练，让他们在有或没有线索的情况

下想象一个动作。基于人机交互的脑机接口能有效地捕捉大脑

产生的信号，有研究表明脊髓损伤患者在 5 个月的训练后，运

动想象的脑电信号与健康受试者相匹配
[86]
，C4 和 C5 四肢瘫痪的

患者已经逐渐能够通过大量重复不能实际完成的动作 ( 如手或

脚的运动 ) 的运动想象训练来控制抓握脑机接口设备。由于运

动想象 - 脑机接口的使用培训要求高水平的注意力，高要求或

持续的运动想象过程会导致训练期间患者疲劳
[87]
，疲劳会通过

失去注意力和兴趣来影响训练效果，所以有研究提出了一种基

于虚拟现实和游戏的运动想象 - 脑机接口训练环境
[88]
，游戏的

目的是提高注意力和参与积极性，对 20 位参与者训练后，提高

了训练速度，该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参与者进行运动想象 - 脑机

接口操作的基本水平，同时在运动想象期间增加了信号传输效

率。有研究表明，尽管有运动障碍的脑卒中或脊髓损伤患者在

运动想象过程中的脑电图反应能力平均低于健康受试者，但经

过几次训练后，所有患者都能够在脑机接口系统中获得高精准

度，对运动功能障碍患者进行运动想象训练有益的
[88-90]

。在过

去的几年里，机器人的外骨骼发展对脊髓损伤后存在运动功能

障碍的患者来说是一种有希望的康复和辅助工具。脑机接口被

认为是脊髓损伤后康复的革命性改变，例如脑机接口通过控制

神经假体、外骨骼、功能性电刺激等让患者恢复运动功能
[91]
，

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3   讨论   Discussion 
3.1   既往他人在该领域研究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研究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运动想象疗法干预脊髓损伤患者康复的

可能机制，脊髓损伤后大脑皮质发生适应性变化，基于功能磁

共振成像或脑磁图探究运动想象疗法治疗脊髓损伤患者中枢神

经系统的改变表明，运动想象训练能够改变脊髓损伤患者一些

与运动意图相关的大脑功能，在加入运动想象训练后，脑区代

偿活动减少，激活的脑区与健康人接近，脊髓损伤患者进行运

动想象和运动执行时可招募相似的大脑运动网络区域，运动想

象训练参与了脊髓损伤患者的正常神经网络的整合，患者可通

过不断的运动想象训练诱导中枢神经可塑性发展和重组，进而

能改善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膀胱功能以及减轻疼痛。尽管

由于样本量较小、脊髓损伤患者病情不同及运行想象疗法方案

不同，使运动想象疗法干预脊髓损伤患者的疗效存在较高的异

质性，但大多数研究仍然认为运动想象训练对脊髓损伤患者具

有很高的潜在价值，并推荐运动想象疗法作为辅助治疗应当被

纳入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方案中，特别是对损伤或手术后短期

内存在运动功能完全丧失的脊髓损伤患者。另外，目前研究不

能提供完整的解释，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如运动想象疗法使大

脑可塑性变化的具体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
[85，92]

；脊髓损伤在进

行运动想象和运动执行期间大脑顶叶皮质活动变化的神经机制

仍不清楚
[15]
；患者进行运动想象期间，右侧前运动区和左侧次

级感觉区之间连接区域激活增强，不清楚这是否可以归因于中

枢神经可塑性或仅仅归因于脊髓损伤诱发的后遗症
[93]
；脊髓损

伤患者进行运动想象除与运动执行具有类似脑功能改变外，还

与颞上回、前额叶和顶叶等与认知、情感相关的脑功能区的变

化关系密切
[15，22-23，27]

，但目前尚未阐明其神经机制。大部分研

究是基于功能磁共振或脑磁图探究运动想象疗法治疗脊髓损伤

患者脑功能的改变，但缺乏对脊髓修复机制及信号传导过程的

研究。现有的文献对运动想象疗法干预脊髓损伤患者激活的脑

区尚未统一，这可能和干预策略、患者病程、损伤类型及程度

等有关，未来需要高质量控制的研究来阐明这一问题。尽管脑

机接口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流行，但不太准确的信息转换和设备

成本高昂仍然是阻碍研究者在研究和临床环境中应用的主要问 

题
[83，94]

。目前只有中文文献支撑运动想象疗法可改善脊髓损伤

患者的膀胱功能，且研究数量较少、质量较低，缺乏高质量文

献支撑其疗效，这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其疗效。

3.2   作者综述区别于他人他篇的特点   文章通过系统检索国内外

研究，从运动想象的基本原理、运动想象应用于脊髓损伤的可

能机制及其临床应用进行综述，重点阐述了运动想象疗法干预

脊髓损伤患者的机制及临床疗效，总结了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

成果。而以往的综述都是分别从多种疾病或人群 ( 如脑卒中、

帕金森、截肢、脊髓损伤和运动员等 ) 来阐述运动想象的发生

机制及潜在应用价值，且对结合脊髓损伤的病情特点阐述很少。

3.3   综述的局限性   目前运动想象疗法用于脑卒中的研究较多，

而用于脊髓损伤的研究较少，运动想象疗法用于脊髓损伤患者康

复的机制仍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及难题，其机制尚未阐明，

使得该综述机制阐述不够深入，欠缺一定的条理性。但由于研究

数量较少，且各研究的异质性较大，目前尚缺乏足够的循证学依

据支持该综述所得出的结论，需要更多、更高质量研究数据证明

运动想象疗法对脊髓损伤患者的干预机制及康复价值。

3.4   综述的重要意义   该综述全面检索了运动想象疗法用于脊髓

损伤的机制及疗效研究，首次综述了以往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运动想象疗法作为非药物治疗手段可刺激脊髓损伤患者运动皮

质，具有很大的潜在价值，可为脊髓损伤的康复提供新的治疗

思路，同时也为未来研究提供研究基础及方向。

3.5   课题专家组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运动想象疗法干预脊髓损

伤患者的机制尚不清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未来的神经脑科学

研究来澄清。运动想象疗法干预脊髓损伤患者的疗效尚存在较

高的异质性，未来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以及规范运动想象疗法

方案来提高疗效的可信度。目前大部分问题都集中在脑功能的

变化，无论未来改善脊髓损伤后出现并发症的疗法侧重于研究

脊髓修复还是脑信号记录，关注脑功能异常可能会获得最大收

益。

3.6   小结   运动想象疗法治疗脊髓损伤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运动

想象疗法能促进脊髓损伤患者康复，它作为一种辅助治疗，不

需要依赖患者的残存功能，操作简单，对场地要求低，可节省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运动想象疗法对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

具有重要意义，可促进脊髓损伤患者的正常神经网络的整合，

患者可通过不断的运动想象训练诱导中枢神经可塑性发展和重

组。目前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运动想象疗法在提高脊髓损伤后

运动功能和减轻疼痛方面的潜力及价值，建议纳入到脊髓损伤

常规康复方案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运动想象的脑机

接口为瘫痪患者带来福音，可实现瘫痪的肢体再运动，在康复

医学中有巨大发展前景。目前仍存在较多问题需要未来的科学

研究来解答，未来对运动想象干预脊髓损伤的大脑反应机制的

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对运动想象疗法基本原理更深的理解，并

为脊髓损伤后运动想象疗法的应用奠定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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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收集和分析。晋松老师负责项目指导。全体作者都阅读并同意最终的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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