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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训练配合多奈哌齐治疗对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尤汉生 1 、 毛秀琴 1 、 石　俊 1 、 徐顺生 2

【摘要】目的　探讨认知功能训练配合多奈哌齐对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的

影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2016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4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溶栓、抗炎、脱水、降颅压等常规治疗，对照组

给予口服多奈哌齐治疗，而研究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认知功能训练治疗。用简易精神状态量

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来评估两组患者的临床疗

效。采用脑卒中专门生活质量量表（SS-QOL）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结果　研究组患者

治疗后的 MMSE 和 MoCA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 ADL 评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P< 0.05）；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6 个月的 SS-QOL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P< 0.05）。结论　认知

功能训练配合多奈哌齐可以有效改善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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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donepezil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training to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ognition func-
tion in patients with cognition impairment after cerebral stroke　YOU Hansheng，MAO Xiuqin，SHI Jun，et al. 
Huangmei County People’s Hostital，Huangmei 4365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donepezil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training to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ognition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ognition impairment after cerebral stroke.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cogni-

tion impairment after cerebral stroke from June 2014 to January 2016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randomly，each group had 34 patients.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onepezil only，while the patients in research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onepezil combined cognitive function train-

ing. The scores of MMSE，MoCA and AD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s，the scores of MMSE and MoCA in researc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ADL in research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SS-QOL in 

researc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donepezil comb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training can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ognition im-

pairment after cerebral stroke.

【Key words】Cognition impairment；Cerebral stroke；Donepezil；Cognitive function training；Quality of life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致死率等

特点，除了出现运动功能障碍外，亦有伴有不同程

度的认知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病情恢复和生

活质量，加重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1］。随着康复学

科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人们发现，脑卒中后认知功

能训练有助于促进脑损伤患者认知功能的恢复，且

对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采

用认知功能训练配合多奈哌齐来治疗脑卒中后认知

障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6 月～2016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的患

者符合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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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病的诊断标准［2］，且经认知检查证实存在认知功

能障碍。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4 例，对照组

有男性 22 例，女性 12 例，年龄为 45～76 岁，平均

（60.79±4.28）岁，其中脑梗死 25 例，脑出血 9 例；

研究组有男性 19 例，女性 16 例，年龄为 48～78 岁，

平均（61.24±3.89）岁，其中脑梗死 22 例，脑出血

12 例。排除合并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的

患者；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排除

合并失语、重度视力或听力障碍以及中重度记忆力

损伤的患者；排除对本研究药物过敏的患者。两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组间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溶栓、抗炎、脱水、降颅压等

常规治疗，对照组给予多奈哌齐治疗，即口服盐酸

多奈哌齐（国药准字 H20050978，）5mg，1 次 /d，连

续治疗 4wk；而研究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配合认

知功能训练治疗，即在专业临床康复医师的指导下，

给予患者针对性的、一对一的定向力、即刻记忆能

力、注意力及计算力等各方面的认知功能训练，侧

重于逻辑思维、反应速度、动作控制、心理旋转、

注意力与大脑抑制功能、观察力等功能训练，每次

训练时间≥ 60min，1 次 /d，连续治疗 4w。

1.3　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和日常

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并评估两组患者的临床

疗效。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6 个月采用 SF-36 量表对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

1.4　评定标准 

（1）疗效评定［3］：MMSE 评分内同包括定向力、

即刻记忆、注意力及计算力、回忆能力以及语言能

力 5 个方面，评分范围为 0～30 分，评分越高，患

者的认知功能越好。同时以 MMSE 评分作为疗效评

定的指标，具体如下：①痊愈：治疗后，临床症状

和体征完全消失，MMSE 评分提高≥ 4 分。疗效指

数为 90％以上；②显效：治疗后，临床症状和体征

明显改善，MMSE 评分提高 2～3 分，疗效指数 为

70～89％；③有效：治疗后，临床症状和体征有所改

善，MMSE 评分提高 1 分，疗效指数为 30～69％；④

无效：治疗后，临床症状和体征无明显改善，MMSE

评分无明显变化或降低，疗效指数低于 30％。总有

效率 =（痊愈 + 显效 + 无效）/ 总病例数 ×100％。

（2）MoCA 评分［4］：评分内容包括注意与集中、执行

功能、记忆、语言、视结构技能、抽象思维、计算

和定向力 8 个方面，共 11 项目，总分 30 分，评分越

高，患者认知功能越好。（3）ADL 评分［5］：评分内容

共 14 项，每项 4 个条目，总分 56 分，得分越低，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越好；（4）生活质量［6］：采用脑卒

中专门生活质量量表（SS-QOL）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进行评分，评分内容包括语言、运动、情绪、性格、

体能、家庭活动、自理能力、思维能力、上肢功能、

社会活动、视觉和工作能力 12 个方面，共 49 个项

目，总分 245 分，得分越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

1.5　统计学方法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两组计量资料

的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研究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88 .24 ％，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 67 .65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4 8（23.53） 14（41.18） 8（23.53） 4（11.76） 30（88.24）

对照组 34 4（11.76） 12（35.29） 7（20.59） 11（32.35） 23（67.65）

χ2值 4.1912

P 值 ＜0.05
*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MMSE、MoCA 和 ADL

评分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 MMSE 和 MoCA 评分分别

为（25.79±5.21）分和（24.87±4.96）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21.58±4.89）分和（21.42±4.21）分，两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治疗

后的 ADL 评分为（28.48±5.06）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的（36.72±6.58）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6 个月生活质量

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6 个月的 SS-QOL 评分为

（184.76±31.78）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44.28±

24.56）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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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MSE、MoCA和ADL评分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MMSE评分（分） MoCA评分（分） ADL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34 13.94±4.57 25.79±5.21* 16.84±4.22 24.87±4.96* 41.56±8.04 28.48±5.06*

对照组 34 14.57±4.24 21.58±4.89* 17.02±4.18 21.42±4.21* 42.24±7.86 36.72±6.58*

t 值 0.5893 3.4356 0.1767 3.0921 0.3526 5.7884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6个月生活质量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SS-QOL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6个月

研究组 34 128.46±21.42 184.76±31.78*

对照组 34 132.72 ±22.48 144.28±24.56*

t 值 0.8000 5.8768

P 值 ＞0.05 ＞0.05
*与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论

认知功能障碍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主

要表现为即刻记忆能力、回忆能力、计算能力、语

言能力、思维、心理活动方面等功能的减退，严重

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7］。早期有效

的干预措施对改善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

能、预防血管性痴呆的发生以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研究发现［8］，脑卒中患

者脑组织内乙酰胆碱的含量显著下降，并与认知功

能障碍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乙酰胆碱与人们的

学习、记忆等功能密切，脑组织内乙酰胆碱水平的

降低，与智能损伤程度存在正相关 ［9］。多奈哌齐是

临床上常用的乙酰胆碱酶抑制剂，可通过特异性结

合乙酰胆碱酶，抑制乙酰胆碱的水解，从而增加脑

组织内酰胆碱的含量。因此，多奈哌齐用于治疗脑

卒中后认知障碍，可增加患者脑组织内乙酰胆碱的

含量，减少患者的智能损伤，从而改善患者的认知

功能。

近年来，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已广泛于各种疾病

的治疗中，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针对脑卒中后

认知障碍的患者多采用认知功能训练的方法：包括给

予患者一对一的定向力、即刻记忆能力、注意力及

计算力等各方面的认知功能训练，可刺激和强化患

者嗅觉、视觉、听觉等功能，并诱导患者学习、记忆、

运动等相关脑区域发生可塑性的变化，促进神经功

能的恢复，从而起到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10］。研究

显示：认知功能训练可有效改善脑卒中后认知障碍

患者的认知功能，还有助于加深患者对自身状况和

问题的认识，使患者充分认识到康复训练的重要性，

并增加其对训练的积极性以及对相关功能训练执行

的准确性，促进患者病情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11］。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88.24％，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7.65％；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

MMSE 和 MoCA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而其治疗后

的 ADL 则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治疗后 6 个月研究组

患者的 SS-QOL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我们的研

究表明：认知功能训练配合多奈哌齐可有效改善患者

的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疗效优于单用多奈哌

齐的。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

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也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讨更

有效的认知功能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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