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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力趣味训练对脑梗死患者记忆减退及认知功能的疗效观察

尚　巍 、 杨瑞瑞 、 王葳莉 、 周 　艳 、 高　鹏

【摘要】目的　探讨脑力趣味训练对脑梗死患者记忆减退及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方法　选择

本院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收治的 120 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两组。对照组患

者给予常规治疗和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开展脑力趣味训练，连续干预 3 个月。比较干预前后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记忆水平评分、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以及神经功能缺损量表

（NIHSS）。结果　两组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MMSE 评分、MoCA 评分均显著增加，NIHSS 评分显著下

降，且干预后观察组 MMSE 评分、MoCA 评分高于对照组，NIH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两组干预后名字记忆、日期记忆、藏物记忆、图片再确认、约定记忆、面部再确认均显著增加，且

观察组干预后各项记忆水平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脑力趣味训练有助于改善脑

梗死患者记忆减退及认知功能，并能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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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Brain Interest Training on memor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SHANG Wei，YANG Ruirui，WANG Weili，et al.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Luoyang，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brain interest training on memory lo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2018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ar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ducted brain interest train-

ing additionally for 3 months.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memory level score，mini mental state 

scale（MMSE），and neurological deficit scale（NIHSS）were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MMSE score and MoCA sco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NIHSS score decreased significant-

ly in two group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MMSE score and MoCA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NIHS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memory of the name，date memory，memory of the memory，re-confirmation of the picture，agreed memory，and 

facial re-confirm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wo groups，and the scores of the memory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Brain interest training can im-

prove memor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rve function.

【Key words】Brain interesting training；Cerebral infarction；memory function；Cognitive function

脑梗死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脑梗死患者

常伴随出现忆功能减退、认知功能障碍，对脑梗死

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全面康复造成严重影响［1］。近年

来针对脑梗死患者研发的 BrainHQ 视觉训练、体感互

动游戏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其记忆与认知功能，

但缺少对脑力恢复的深入研究［2］。脑力趣味训练最早

在西方国家开展［3］，我院引进后进行改进，兼顾了脑

力、记忆、认知等功能改善，同时安全性高且充满

趣味。现通过随机分组试验研究脑力趣味训练对脑

梗死患者记忆减退及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报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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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本院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收治的 120
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两组。对

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康复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开

展脑力趣味训练。纳入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4］诊断标准；

出现明显的认知及记忆障碍；视觉、听觉正常，保留

部分肢体活动能力；患者家属对干预方式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脑梗死后瘫痪、听视觉丧失；脑梗死前合

并精神类疾病；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合并严重心、肺、

肝等器质性疾病。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脑梗死后常规护理干预及康复治疗：

包括接受常规药物治疗、康复锻炼，针对原发性疾

病开展降糖、降压、降脂等常规治疗；根据患者具体

病情开展神经营养、改善脑循环治疗等。常规康复

治疗包括上下肢反射性抑制训练，早期骨盆带、躯

干、肩胛带等控制训练，给予心理护理、社会家庭

支持、生活经历回忆、重复经颅刺激等以期改善患

者记忆与认知能力。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开展脑力趣味训练：

（1）计算能力训练：以 10 以内数字计算锻炼计算能

力，初期进行简单加减，后期根据患者恢复情况进

行乘除训练，每次 10min，每天 1 次；（2）词语连连

看：屏幕左侧为常用生活动作词语，右侧为相应图

片，每次共 5 行，阅读 1min 后打乱顺序，由患者再

次对应连线，每天 5 组，随着康复效果改善可适当

增加词语难度；（3）缤纷世界：患者记住图片中常见

的颜色种类，首先正确分辨颜色，拿开图片 1min 后

说出看到的颜色种类，根据训练情况适当增减颜色

种类，每天 5 组；（4）数字长城：屏幕中随机出现 10
个的数字，每个数字停留 3 秒，结束后患者回答第 n

次看到的数字，每天 10 组，根据患者康复程度增减

数字停留时间。每日训练结束后休息 15min，嘱咐患

者放松肌肉，转移注意力。前 1 个月在院内进行康

复治疗，随后待家属完全掌握后可开展家庭或社区

干预，并定期随访了解训练情况。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及三个月后评价相关功能量表［5］：MMSE

量表：包括记忆、定向、注意、回忆、语言能力等 5

个方面，总 30 分，得分高认知功能越良好。MoCA

评分：包括空间、执行、命名等 7 项，共计 30 分，

＞ 26 分为认知功能正常；NIHSS 评分：包括的反应、

意识、语言、肌力、局部刺激等，共 40 分，得分越

高表示患者神经功能损害越明显；记忆水平：包括名

字记忆、日期记忆、藏物记忆、约定记忆，每项 2
分为满分，分值越高记忆越良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0 统计软件，计数数据以“％”表

示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数据以 “x±s”表示，

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病程（d）

性别

年龄（岁）

文化程度

男 女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及以上

对照组 60 12.43±4.23 37 23 59.31±4.92 35 19 6

观察组 60 11.89±4.15 35 25 60.12±5.03 37 20 3

2.2　两组认知及神经功能比较

两组干预后 MMSE 评分、MoCA 评分均显著增

加，NIHSS 评分显著下降，且干预后观察组 MMSE

评分、MoCA 评分高于对照组，NIHSS 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认知及神经功能比较（x±s）

组别 MMSE评分 MoCA评分 NIHSS评分

对照组（n=60）干预前 21.30±2.23 20.65±2.87 15.35±2.26

干预后 23.43±2.01*# 23.68±2.44*# 12.54±1.27*#

观察组（n=60）干预前 21.21±2.10 20.81±2.65 15.23±2.54

干预后 25.88±2.14* 25.87±2.08* 10.12±1.66*

注：干预前后比较* P<0.05，组间比较，#P<0.05。

2.3　两组记忆水平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后名字记忆、日期记忆、藏物记忆、

约定记忆均显著增加，且观察组干预后各项记忆水

平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3　讨论

脑梗死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率约 60％，半年

后仍有超过 30％的患者遗留症状，部分患者甚至伴

随终身［6］。脑梗死后记忆功能障碍主要机制在于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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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储信息提取困难，而对信息储存能力相对完整，

如何科学、有效提高患者提取脑内信息的速度与准

确度成为脑梗死记忆、认知相关脑力训练研究的重

要方向［7］。

本研究发现：干预后观察组名字记忆、日期记

忆、藏物记忆、约定记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脑力趣味训练有助

于改善脑梗死患者记忆能力。“词语连连看”在规定

时间要求患者辨别并记住词语以及相应注释图像，

有助于刺激神经功能的重组，提取信息困难时医务

人员、家属可进行暗示，诱导激活前额叶腹外中侧、

外侧等记忆有关的脑组织功能，改善目标信息提取

准确度。进行“数字长城”时患者需要高度集中视觉

注意力，更要求大脑及时、准确存储信息，大脑皮

层受到持续刺激，达到增强记忆力的目的。在进行

缤纷世界训练中，随着画色彩种类的增加，停留时

间变短，加快了扫视速度，大脑信息处理程度越发

复杂，促使损伤脑组织代谢与血流量，提高大脑皮

层兴奋程度，有助于提高患者对姓名、日期等的即

时回忆［9］。戴雯姿等也发现脑力趣味锻炼能充分调

动脑胶质瘤患者的训练积极性，认识到自身康复潜

力，进一步促进脑力恢复，改善认知与记忆能力［8］。

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 MMSE 评分、MoCA 评

分等认知能力相关评分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脑力趣味训练

有助于提高脑梗死患者认知能力。训练步骤中，完

成“五彩缤纷”时患者需直视图画，图画中色彩信

息需要快速提取，需要辨别颜色种类，这有助于正

确认知能力的形成，张积家等［10］报道称，日常生活

中丰富多彩的颜色均由几种基础颜色合成而来，颜

色刺激能够促进大脑相关区域形成视觉反馈，提高

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计算能力训练主要是针对认知

能力的训练，加减乘除是人类学习期间最早接触到

的计算方法，随着熟悉程度加深，能提高学习、计

算、记忆、注意、执行等多项人类认知能力。脑梗

死患者术后神经功能的恢复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

程，本研究干预后观察组 NIH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神经功能组成中，

认知、记忆力占有重要比重，且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脑力趣味训练有助于提高脑梗死患者记

忆减退及认知功能，并能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偏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

观察时间也比较短，但本研究初步说明：脑力趣味训

练有助于改善脑梗死患者记忆减退及认知功能，并

能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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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记忆水平评分比较（x±s）

组别 名字记忆 日期记忆 藏物记忆 约定记忆

对照组（n=60）干预前 1.24±0.20 1.15±0.21 1.05±0.17 0.98±0.17

干预后 1.53±0.21*# 1.38±0.24*# 1.35±0.23*# 1.34±0.20*#

观察组（n=60）干预前 1.21±0.18 1.14±0.20 1.01±0.15 0.97±0.16

干预后 1.68±0.14* 1.54±0.18* 1.48±0.14* 1.50±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