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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患者MRI结果与其认知功能、抑郁症状的关系

李筱婷 、 苏　航 、 翟洁敏 、 桑文霞 、 严　涛

【摘要】目的　观察脑梗死 MRI 表现与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抑郁症状的相关性。方法　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92 例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脑梗死患者纳入研究对象，根据梗死部位的不同分为

丘脑组、内囊 - 基底节组、小脑组及脑干组，将同期在我院健康体检的 90 例正常人作为对照组，对

所有纳入对象进行精神状态评分（MMSE）、Hachinsi 缺血指数（HIS）以及抑郁评分（HAMD）评估。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丘脑组、内囊 - 基底节组、小脑组、脑干组 MMSE 评分均较低，内囊 - 基底

节组 HAMD 评分较对照组高（P< 0.05）；左侧梗死组的 HAMD 评分比较显著低于对照组，左侧梗死

组的 MMSE 评分低于右侧组，抑郁组的 MMSE 评分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 0.05）。结论　丘脑、小

脑以及脑干等部位梗死会引起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病灶位于左侧及伴有抑郁的患者更易发生痴呆，

左侧梗死及内囊 - 基底节病变的患者容易发生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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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MRI manifestation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LI Xiaoting，SU Hang，ZHAI Jiemin，et al. Xi'an XD Group Hospital，Xi'an 71007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I finding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cognitive dys-

function/depressive symptoms. Methods　92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alamus group，internal capsule-basal ganglia group，cerebellum 

group and brainstem group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infarction. Ninety normal persons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

nation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taken as control group. The mental state score（MMSE），Hachinsi 

ischemic index（HIS）and depression score（HAMD）were evaluated for all the subjec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MMSE scores of thalamus group，internal capsule-basal ganglia group，cerebellum group and 

brainstem group were lower，and the HAMD scores of internal capsule-basal ganglia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  0.05）. The HAMD scores of left infarc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 MMSE scores of left infarc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right group，and the MMSE scores of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non-depression group（P<  0.05）. Conclusion　Cerebral infarction in thalamus，

cerebellum and brainstem can cause vascular dementia. Patients with left cerebral infarction or depression are more like-

ly to develop dementia，while patients with left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internal capsule-basal ganglia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depression.

【Key words】Cerebral infarction；Infarct site；Cognitive impairment；Depression；Correlation

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导致患者的认知、情感发生

改变［1］。我国老年群体发生痴呆约为 3％~8％，血管

性原因是重要原因之一［2］。MRI 检查能够清晰显示

出病灶的位置。本研究探讨不同梗死部位与患者认

知功能障碍、抑郁症状的相关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我院神经内科收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作者工作单位］西电集团医院（西安，710077）。

［第一作者简介］李筱婷（1976.11-），女，陕西宝鸡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严涛（Email：yantao9414@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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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2 例脑梗死患者病例资料，男 48 例，女 44 例，

年龄为 30 岁 ~83 岁，平均年龄为（58.35±5.32）岁。

根据患者梗死位置的不同实施分组，丘脑组：左侧

10 例，右侧 11 例，平均年龄为（57.84±5.93）岁；

内囊 - 基底节组：左侧 12 例，右侧 13 例，平均年龄

为（58.32±5.37）岁；小脑组：左侧 6 例，右侧 8 例，

平均年龄为（57.63±6.24）岁；脑干组：左侧 15 例，

右侧 17 例，平均年龄为（59.26±6.49）岁。将同期

我院 90 例正常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年龄为 31 岁 ~82
岁，平均年龄为（57.98±6.47）岁。纳入标准：（1）

患者接受临床诊断及 MRI、CT 检查，证实为脑卒中，

与国际临床诊断标准相符［3］；（2）医学伦理会认可此

次研究，临床科室对研究给予支持与指导，所有纳

入对象均自愿参与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3）初

发病例，病前能够生活自理。排除标准：（1）肝肾

功能疾病及确诊为重要脏器疾病者；（2）意识模糊、

既往认知功能缺陷患者以及精神障碍疾病患者；（3）
先天智力发育不全患者；（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

（5）合并甲状腺功能疾病患者；（6）长期接受镇静

剂药物治疗或促智药物治疗者。经统计学分析病例

组与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较小（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研究采用的德国西门子 Avanto1.5T 超导磁共振

扫描仪购自西门子（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采用以

下工具对所有纳入对象进行评估：（1）采用简易精

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定认知功能：主要包括

定向力、注意力、记忆力等 5 个方面，共计 30 分，

分值越高，认知功能越好［4］。（2）患者抑郁症状采用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采用 0~4 分 5 级评分法，

HAMD 总分 >24 分表示严重抑郁，>17 分表示轻度或

中度抑郁，<7 分表示无抑郁［5］。（3）血管性痴呆评

估采用哈金斯缺血评分量表（HIS），＞ 7 分判断为血

管性痴呆，4~7 分介于痴呆与非痴呆边界的混合性痴

呆，＜ 4 分表示变性病性痴呆［6］。患者 HAMD 评分

>17 分判断患者合并抑郁状态。

1.3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有数据均在 SPPSS22.0 统计学处理软件

上进行，所有计数资料采用％予以表示，组间差异

比较采用 χ2 值予以检验，用（x±s）表示计量资料，

组间差异性用 t 检验。以 0.05 作为结果判定界限，

P<0.05 可判断组间比较具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临床检查结果 

对 92 例患者给予头部 MRI 检查，所有患者均为

单发，且病灶处于相应结构范围。47 例（51.09％）

患者 MMSE 评分≤ 24 分，且 HIS 评分 >7 分，证实

存在血管性痴呆。33 例（35.87％）患者 HAMD 评分

>17 分，判断为抑郁。

2.2　不同梗死部位病例组与对照组 MMSE 评

分、HAMD 评分比较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脑梗死各组患者 MMSE 评

分呈现明显降低，HAMD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内囊 - 基底节组患者 HAMD

评 分 与 脑 干 组 、 对 照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1。
表1　不同梗死部位病例组与对照组MMSE评分、HAMD评

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MMSE评分 HAMD评分

对照组 90 28.64±0.56 4.15±1.13

丘脑组 21 23.45±1.63* 12.38±1.72

内囊-基底节组 25 23.92±0.93* 13.14±1.73^

小脑组 14 24.73±1.15* 11.20±1.46

脑干组 32 24.18±0.89* 8.39±0.93

注 ：与对照组比较*P<0 .05，与对照组、脑干组比较

^P<0.05。

2 . 3　左、右梗死组与对照组 M M S E 评分、

HAMD 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左、右梗死组 MMSE 评分均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侧组患者

HAMD 评分高于对照组与右侧组，说明左侧梗死更

容易发生抑郁，见表 2。
表2　左、右梗死组与对照组MMSE评分、HAMD评分比较（x

±s）

组别 例数 MMSE评分 HAMD评分

对照组 90 28.64±0.56 4.15±1.13

左侧组 43 21.48±1.04* 11.92±1.24*^

右侧组 49 25.49±0.62* 9.22±0.9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右侧组比较，̂P<0.05。

2.4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患者 MMSE 评分、HIS

评分比较 

根 据 患 者 H A M D 评 分 将 患 者 分 为 抑 郁 组

（n=33）与非抑郁组（n=59），结果显示抑郁组患者

MMSE 评分较非抑郁组低、HIS 评分较非抑郁组低

（P<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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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患者MMSE评分、HIS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MMSE评分 HIS评分

抑郁组 43 20.32±1.24* 3.92±1.24*

非抑郁组 49 6.49±1.62 6.22±0.93

注：与非抑郁组比较，*P<0.05

3　讨论

血管性痴呆是脑梗死后常见的认知功能障碍综

合征。血管性痴呆患者智能损害并不是全面、均一

的，梗死部位不同，其受损程度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性［7］。丘脑梗死后其血供障碍范围病灶容积十分明

确，其累及到的神经通路较为普遍，丘脑梗死后患

者多伴随严重的记忆力减退及痴呆等。内囊 - 基底

节梗死则属于分水岭梗死，由于其梗死部位的特殊

性，再加上血液动力学的影响，损害较重［8］。小脑

损伤会导致高级智能障碍的发生［9］。

本研究发现：脑梗死患者 MMSE 评分低于对照

组，而且左侧梗死组的 MMSE 评分低于右侧组，与

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国外研究报道人的大脑两半球

在功能上各有侧重，左脑更倾向于思维、语言描述

及数字计算，右脑则长于形象思维、整体认知及三

维空间，左右脑梗死均会导致患者智能下降，且左

侧智能下降更为突出［10］。

脑梗死后抑郁在脑梗死患者中占 30％左右，多

数患者合并失眠、食欲减退等，对自身缺乏信心，

对周围事物持悲观心理，严重者伴随精神运动迟滞。

本研究发现：左侧组患者 HAMD 评分高于右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左侧脑梗死较右侧更容易

发生抑郁。

综上所述，脑梗死后容易发生认知功能障碍，

且认知功能障碍、抑郁症状的发生与患者梗死部位

密切相关，左侧梗死及内囊 - 基底节梗死更易发生

抑郁。但本研究是个横断面研究，缺乏对这些患者

的追踪观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不同部位梗

死的患者其认知功能和抑郁情绪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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