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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硬化患者认知损害的检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刘瑞华

【摘要】目的　探讨多发性硬化患者认知功能损害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我院 2017

年 2 月 ~201� 年 2 月收治的多发性硬化患者 �0 例做为观察组，同期收治健康体检者 �0 例为对照组，

对比两组头颅磁共振（MRI）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检测结果，同时应用扩展功能障碍状

态量表（EDSS）评估观察组神经缺损程度，分析认知损害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观察组 MoCA

量表中，语言、延迟记忆、命名、视空间与执行、总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

而定向、注意、抽象、计算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观察组患者 MoCA 量表测验显

示，低于正常标准 �� 例，占 ��％。MoCA 异常患者分型、病程与正常患者存在差异（P< 0.0�），而

在 MRI 病灶等级、EDSS 评分、受教育年限方面二者无明显差异（P> 0.0�）。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发现 MoCA 评估异常与患者分型和病程相关（P< 0.0�），而与 MRI 病灶等级、EDSS 评分、受教育年

限无明显相关（P> 0.0�）。EDSS 与执行功能之间存在负性相关（P< 0.0�）。结论　多发性硬化患者

存在一些认知损害；认知损害程度与分型、病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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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multiple sclerosis pati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LIU Ruihua. Luoyang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were enroll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50 

healthy subjects were enrolled as the control group. MRI and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test 

results，and the Extended Disorder Status Scale（EDSS）were use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neurological deficits，and 

the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scores，and the scores of language，delayed memory，

naming，visual space and execu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33 cas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abnormal in MoCA scale test，accounting for 66％.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MoCA abnormality i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uration of disease（P<0.05），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RI lesion grade，EDSS score and education years（P>0.05）. The scores of MoCA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types and duration of disease（P<0.05）. 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DSS and execu-

tive function（P<0.05）. Conclusion　The multiple sclerosis patients do have some cognitive impairment；the degre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uration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 Multiple sclerosis；Cognitive impairment；Influencing factors

多发性硬化以中枢神经系统白质发生系列脱髓

鞘病变为主要病理改变［1-2］。是常见的非创伤性致残

的原因。多发性硬化患者认知障碍引发的生活质量

下降问题十分突出，在病程早期对认知损害检测，

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有利于预后改善 ［3-4］。本次研

究探讨多发性硬化患者认知功能损害情况及相关影

响因素，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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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收治的多发

性硬化患者 50 例为观察组，同期收治健康体检者 50
例为对照组。观察组男 12 例，女 38 例，年龄介于

16~62 岁之间，平均（37.9±9.3）岁；病程介于 1~15
年之间，平均（5.4±4.7）年；进展型 35 例，复发型

15 例；受教育年限平均（10.2±4.4）年。对照组男 14
例，女 36 例，年龄介于 19~60 岁之间，平均（37.2
±9.1）岁；受教育年限平均（10.5±4.1）年，两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多发性硬化均与 McDonald 等在

2010 年制定的诊断标准符合［5］；（2）健康对照组在

受教育年限、性别、年龄上同观察组匹配；（3）均

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报经伦理学组织委员会批

准。排除标准：（1）病前存在可疑认知功能障碍者；

（2）具精神类药物或镇静剂服用史者；（3）机体其

它系统重要脏器功能衰退者。

1.� 　方法 

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对两组对

象认知功能情况测验；针对观察组病例，应用头颅磁

共振（MRI）检测病理基础状况，并应用扩展功能障

碍状态量表（EDSS）评估神经缺损程度。观察多发

性硬化患者和健康体检者在认知损害上的区别，同

时分析影响观察组认知功能损害发生的危险因素，

应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分析各因素与认知功能损害

之间的相关性。

1.4　观察指标 

（1）MoCA 量表：认知领域测验内容为定向力、

执行与视空间功能、计算力、命名、延迟记忆、注

意力、抽象思维、语言 8 个方面，项目共 30 个，若

患者受教育年限≤ 12 年，需在获取分值基础上加 1
分。此量表以 30 分为最高分，正常：≥ 26 分；异常：

<26 分。（2）MRI 病灶等级：针对观察组多发性硬化

患者进行 MRI 检测，为常规 T1WI 序列、T2WI 序列

和 DWI 序列。分类：0 分：无异常信号检出；1 分：异

常信号少于 4 个；2 分：脑室周围有呈分离、多发状

态的异常信号；3 分：脑室周围有呈融合、多发状态

的异常信号；4 分：脑室周围有呈融合、多发状态的

异常信号，且向半卵圆中心延伸。（3）EDSS 评分：

以 0~10 分为评分范围，分值越高，提示神经缺损越

重。轻度：≤ 2.5 分；中度：3~6 分；重度：≥ 6.5 分。

1.�　统计学分析 

涉及数据均在 SPSS 22.0 中录入完成统计学处

理，组间计量资料应用（x±s）表示，进行 t 检验，

计数应用（％）表示，进行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采

用 Pearson 法，P<0.05 具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MoCA 量表比较 

观察组 MoCA 量表中，语言、延迟记忆、命名、

视空间与执行、总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而定向、注意、抽象、计算与对照

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1　MoCA量表比较（x±s）

项目 观察组（n=50） 对照组（n=50） t P

视空间与执行 2.8±1.5 4.7±0.9 7.680 0.000

定向 5.9±0.4 6.0±0.1 7.715 0.089

命名 2.6±0.5 3.0±0.2 5.252 0.000

抽象 1.6±0.8 1.7±0.3 0.827 0.409

延迟记忆 2.7±1.4 4.3±0.7 7.228 0.000

语言 1.5±1.2 2.2±0.7 3.563 0.000

计算 2.9±0.6 3.0±0.2 1.118 0.266

注意 2.6±0.4 2.7±0.3 1.414 0.161

总分 22.6±6.9 27.6±3.4 4.596 0.000

2.2　观察组影响 MoCA 评分因素 

观察组患者依据 MoCA 量表测验显示，低于

正常标准 33 例，占 66％。MoCA 评估异常患者分

型、病程与正常患者存在差异（P<0.05），而 MRI 病

灶等级、EDSS 评分、受教育年限二者无明显差异

（P>0.05），见表 2。
表2　影响MoCA评分因素

项目 正常组（n=17） 异常组（n=33） 统计值 P

进展型/复发型 8/9 27/6 6.455 0.011

病程（年） 4.2±3.2 6.1±3.1 2.031 0.048

MRI病灶等级（分） 3.3±0.4 3.2±0.6 0.618 0.539

EDSS评分 3.7±2.2 3.6±2.5 0.139 0.889

受教育年限（年） 10.2±5.8 10.3±5.7 0.058 0.954

2.�　相关性分析 

对上述观察组中影响 MoCA 评分的因素，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展开分析显示，MoCA 与不同

分型和病程的患者具相关性（P<0.05），而与 MRI

病灶等级、EDSS 评分、受教育年限无明显相关性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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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相关性分析

资料 分型 病程 MRI等级 EDSS评分 受教育年限

r 0.357 0.573 -0.298 -0.245 -0.072

P 0.000 0.000 0.062 0.078 0.593

2.4　EDSS 评分与执行功能关系 

E D S S 评 分 与 执 行 功 能 之 间 存 在 负 性 相 关

（r=-0.374，P<0.05）。

3　讨论

认知功能损害与皮层、深部核团密切关联，目

前尚不明确有认知障碍并发症的多发性硬化患者是

否累及这些区域以及引起何种病理变化［6］。多发性

硬化患者往往存在情绪、感觉和运动的异常，影

响了对其认知功能的评估 ［7-8］，系统心理学评估如

MoCA 被认为是全面认知功能评估的较好手段。本研

究发现：观察组 MoCA 量表中，语言、延迟记忆、命

名、视空间与执行、总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而定向、注意、抽象、计算与对照组比

较无统计学差异。同时，观察组中，依据 MoCA 量

表测验显示，低于正常标准 33 例，占 66％。表明多

发性硬化患者多有认知功能损害存在，且语言、延

迟记忆、命名、执行功能损害程度更为严重，而定

向力、注意力、抽象力、计算力损害不明显，与多

发性硬化患者认知障碍共同特征符合，即执行功能、

注意力、记忆存在损伤。

本研究还发现：MoCA 评估异常患者分型、病程

与正常患者存在差异，而 MRI 病灶等级、EDSS 评分、

受教育年限二者无明显差异。原发 - 进展型多发性硬

化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程度，较复发 - 缓解型患者损害

程度更为明显。这与原发 - 进展型病例机体致炎因子

作用、药物作用、脑组织萎缩程度、心理社会因素

影响有更为显著的相关性。而病程越长，对患者执

行功能、信息处理速度构成的影响越严重［9-10］。

白质、皮质共同出现受损造成认知功能损伤是

目前多数学者的看法［11-12］。本次研究发现：头颅 MRI

病灶等级与认知损害不具相关性，可能是因为常规

头颅 MRI 检查未能检出皮质及白质中的呈微小征象

的病灶［13-14］。本研究还发现：EDSS 评分与执行功能

之间存在负性相关（r=-0.374，P<0.05），提示神经

缺损程度越严重，患者执行功能越差，这与刘光云

等［15］和林艾羽等［16］研究结果一致。本次研究存在一

些不足，如未能探讨情绪、躯体残疾状态等其它因

素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需要进行探讨。

综上，多发性硬化患者多出现认知损害，以视

空间与执行功能、语言功能、延迟记忆功能、命名

功能损害程度最为严重；认知损害程度与分型、病程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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