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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联合阻抗训练应用于颅脑损伤认知障碍患者的效果及对焦虑抑郁情绪
的影响分析

袁　方 1 、 赵凤华 2 、 李　茂 1 、 高岩升 1

【摘要】目的　探讨有氧联合抗阻训练对颅脑损伤后认知障碍患者的执行功能及负性情绪的影

响。方法　将我院 111 例颅脑损伤认知障碍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55 例给予常规康复

治疗，观察组 56 例联合有氧结合抗阻训练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执行功能、认知功能、神经功

能及焦虑抑郁情绪变化。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执行良好率、MMSE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NIHSS、SDS

及 S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有氧抗阻训练能够有效消除颅脑损伤认知障碍伴焦虑

抑郁患者的负性情绪，提升患者执行功能，促进神经、认识功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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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erobic combined impedance training on craniocerebral injury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
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YUAN Fang，ZHAO Fenghua，LI Mao，et al. 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xecutive func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cogni-

tive impairment of craniocerebral injury after aerobic combined resistance train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111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craniocerebral inju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5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rehabilitation，and 56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erobic combined resistance 

training. The cognitive function，neurological function，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 be-

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MMSE score were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IHSS，SDS and SA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erobic resistance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raniocerebral injury，improve patient executive function，and 

promote neurologic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mprovement.

【Key words】Aerobic training；Impedance training；Craniocerebral injury；Cognitive impairment；Anxiety and 

depression

 颅脑损伤是常见的急性危重症，具有较高的致

死致残率 ［1］，认知功能障碍是颅脑损伤患者常见并

发症之一，对患者生存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常规康

复治疗疗程长、见效慢，患者治疗依从性低，容易

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有氧联合阻抗训练是目

前临床一种新兴的训练方式，其能够通过促进大脑

半球交互，平衡大脑半球激活水平改善患者认知功

能，但临床上对于其应用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滋

生患者效果并无报道［2］。本研究旨在观察有氧联合

阻抗训练应用于颅脑损伤认知障碍伴焦虑抑郁情绪

患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11
例颅脑损伤认知障碍患者，经 X 线、CT、MRI 等检

查确诊符合颅脑损伤诊断标准［3］，受伤至治疗时间

［作者工作单位］1.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神经外二科（驻马店，463000）；2.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神经内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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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入选患者均给予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格拉

斯哥昏迷评分（GCS）9~15 分，简明智能状态检查

表（MMSE）评分≤ 21 分，患者知情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运动功能障碍

患者，合并精神疾病不能配合治疗者，文化程度小

学及以下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55 例，其中男 37 例，女 18 例；年龄 46~69 岁，平均

（57.43±5.31）岁；GCS 评分（13.81±1.33）分；病程

15~28d，平均（21.26±2.13）d；体重指数（22.61±

1.34）kg/m2。观察组 56 例，其中男 35 例，女 21 例；

年龄 44~70 岁，平均（57.51±5.43）岁；GCS 评分

（13.86±1.36）分；病程 11~29d，平均（21.33±2.09）
d；体重指数（22.65±1.29）kg/m2。两组患者资料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包括理解、表

达能力的训练：为患者讲一则故事，讲到中段时让患

者设想几种结局；定向力训练：带患者参观不同地方，

再次身临其境时，提问患者所在地，并指出其内详

细位置；记忆训练：采用印象法进行训练，建立日常

生活活动程序，辅助患者进行记忆；肢体摆放：仰卧

位，床铺平整，头固定在枕上，上肢肩下垫枕，手

心向上，手指展开，下肢膝关节微屈，大腿外下侧

置枕，足尖向上；健侧卧位，床铺平整，头固定在枕

上，身体放松，背后置枕，躯干前倾，上肢平伸放

于胸前，腕指关节伸展，下肢髋膝关节弯曲，踝关

节呈中立位，健侧上肢自然放置，下肢膝关节微屈

髋关节伸直；患侧卧位，肩向前平伸，躯干后仰，双

腿屈曲置于枕上，上肢与躯干呈 90°，床边放一平

台，前臂旋后，肘关节伸直，手心向下；观察组患

者在此基础上增加有氧联合阻抗训练，成立训练组，

每组 7~8 人不等，每组配一名责任医生及护士，所

有医护人员均为培训合格后上岗，训练前评估患者

病情，待患者病情稳定后开始训练，①有氧运动训

练：从网上下载自我放松操，教导患者进行训练，其

内包括活心活肺、旋目明智、坠耳聪慧、开慧拍打、

鸣天鼓 5 步，30min/ 次，2 次 /d，②阻力训练：训练

方式采用 1 对 1 训练，于患者踝关节部位绑上沙袋，

采取卧位，进行被动屈膝、外展训练，主动伸膝、

踝背跖屈训练，依据患者训练过程，逐渐增加重量

及难度，以患者能够完成为宜。两组患者均于干预

30d 后对比疗效。

1.3　观察指标

（1）执行功能：依据依从性答卷进行判定，其

内包括三个问题，①自觉症状改善后，是否停止训

练？②训练时注意力是否不集中？③训练过程是否

忘记？在三个问题答案均为否时，则表明依从性良

好，执行功能佳，执行良好率 = 执行功能佳 / 总例数

×100％；（2）认知功能：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

查量表（MMSE）评价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变化，

其内包括定向力（10 分）、记忆力（3 分）、注意力和

计算力（5 分）、回忆能力（3 分）、语言能力（9 分），

总分 30 分，其中 27~30 分为正常，21~26 分为轻度

认知功能障碍，10~20 分为中度认知功能障碍，≤ 9
分为重度认知功能障碍；（3）神经功能：依据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价患者治疗前后

神经功能变化，其中重度为 >20 分，中重度为 15~20
分；中度为 5~15 分，轻微为 2~4 分，正常为 0~1 分；

（4）焦虑抑郁情绪变化：依据抑郁自评量表（SDS）、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患者治疗前后抑郁、焦虑

情绪变化，每个量表内各包括 20 项，每项 0~5 分，

得分越高提示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其中，<50
分为正常，50~59 分为轻度，60~69 分为中度，≥ 70
分为重度。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

以［n（％）］表示，χ2 值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执行功能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执行良好率 98 .21 ％显著

优于对照组患者 85 .4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执行良好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执行良好率 χ2 P

对照组 55 47（85.45）
4.4717 0.0138

观察组 56 55（98.21）

2.2　认知功能

两组患者治疗前 MMSE 评分各项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均显著提升，观察组患者提

升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2。

2.3　神经功能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NIH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3。

2.4　焦虑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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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NIHSS

对照组（n=55） 干预前 6.19±1.55

干预后 4.11±1.39△

观察组（n=56） 干预前 6.21±1.53

干预后 2.81±1.2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DS、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DS SAS

对照组（n=55） 干预前 63.36±6.11 62.11±5.81

干预后 41.30±3.64△ 43.11±4.01△

观察组（n=56） 干预前 63.43±6.20 62.30±5.77

干预后 31.12±2.69△▲ 29.99±2.8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颅脑损伤在我国发病率约为 783.3/10 万，其中

交通事故是导致颅脑损伤发生的首位因素［4］，颅脑

损伤后认知功能障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并发症，临

床上主要表现在语言、交流、情绪、行为、感觉、

记忆、注意力、知觉、交流等方面，儿童患者多预

后良好，在给予及时有效治疗后短期内即可恢复，

成人及老年患者多预后不良，对患者、家庭、社会

均造成严重影响及经济负担，是目前临床急需解决

的难题之一。

临床研究证实，颅脑损伤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

生主要与脑组织结构性损伤、神经递质系统异常、

炎症反应、自由基作用等因素有关［5］，患者在术后

多需联合进一步的康复治疗。常规康复治疗主要是

通过理解训练、表达能力训练、定向力训练、记忆

训练、肢体摆放等方法进行干预治疗，虽能够发挥

一定疗效，但是由于过程枯燥，康复时间长，见效

慢等影响患者治疗积极性，导致患者在后续康复过

程中滋生负性情绪，不能够认真执行锻炼计划，影

响锻炼成效［6］。有氧联合阻抗最先由美国运动医学

学院提出并实行，将其作为一种认知刺激程序应用

于临床，其能够通过促进患者大脑半球激活水平平

衡，同时提升对侧大脑激活水平，改善大脑两半球

交互，使颞叶兴奋，调节脑神经递质活动，改善脑

组织电波，增加机体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进而改

善患者注意力，提升患者的兴趣，训练过程中，逐

步加强训练强度，促使患者倾述自身需求，实现由

被动锻炼到主动锻炼的转变，进而提升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及执行功能，执行功能的提升及训练目的的

转变能够进一步提升锻炼效果［7］。本研究发现：观察

组患者治疗执行良好、认知功能及神经功能改善效

果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证实有氧抗阻训练应用

于颅脑损伤认知功能障碍中的有效性。

焦虑、抑郁等是颅脑损伤患者常合并的负性情

绪 ［8］。早期消除负性情绪更利于患者认知功能康复。

有氧抗阻训练其结构完善，操作简单，过程较为轻

松愉悦，能够通过影响大脑结构及功能活动，对大

脑皮层因高度兴奋而产生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行纠正，

同时对患者的认知行为习惯化倾向进行调节，进而

影响脑组织的激活代谢，促使大脑双侧海马等区域

产生良性改而发挥积极影响 ［9］。本研究还发现：观察

组患者干预后 SAS 及 SDS 评分改善幅度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患者，证实有氧抗阻训练能够更为有效的消

除患者负性情绪，进而促进神经、认知功能恢复。

关雨晴［10］等学者对 72 例颅脑损伤认知障碍患者应用

有氧联合阻抗训练后显示，有效消除患者负性情绪，

促进患者认知功能及神经功能的改善，与该研究结

果一致，证实有氧抗阻训练应用于临床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有氧抗阻训练应用于颅脑损伤认知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MSE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定向力 记忆力 注意力和计算力 回忆能力 语言能力 合计

对照组（n=55） 干预前 4.96±1.13 1.02±0.06 2.11±0.33 0.99±0.05 4.29±1.01 13.08±1.99

干预后 6.71±1.03△ 1.90±0.11△ 3.61±0.16△ 1.81±0.09△ 6.81±0.91△ 20.77±2.21△

观察组（n=56） 干预前 5.01±1.21 1.03±0.08 2.16±0.31 1.01±0.07 4.31±1.05 13.16±2.03

干预后 8.11±0.26△▲ 2.32±0.03△▲ 4.20±0.09△▲ 2.29±0.05△▲ 7.66±0.81△▲ 25.11±1.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SDS、SAS 评分改善幅度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情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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