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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及情绪的影响

赵　静 、 闫莹莹 、 申利坊

【摘要】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及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重

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 (MoCA)、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 (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 评分及相关事件电位 (ERP)。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MoCA、HAMD、HAMA 评分均降低 (P< 0.05)，且观察组患者的 MoCA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HAMD、

HAMA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N1 潜伏期、P2 潜伏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N2 潜伏期、P3 潜伏期明显降低，P3 波幅明显升高 (P< 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

N2 潜伏期、P3 潜伏期、P3 波幅改善更明显 (P< 0.05)。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可显著改善卒中后认

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及抑郁、焦虑情绪，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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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cognition and mood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cognitive dysfunction　　ZHAO Jing ,YAN Yingying, SHEN Lifang.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
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cognition and 

mood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cognitive dys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Nov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50 cases)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was treated with repeti-

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he Montreal cognitive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 (MoCA),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scores, and related event potential (ERP)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

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MoCA, HAMD and HAMA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d (P<0.05), and the MoCA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HAMD and HAMA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1 incubation period and P2 incubation perio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N2 and P3 de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amplitude of P3 increased signifi-

cantly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

ment in N2 incubation period, P3 incubation period and P3 amplitude (P<0.05). Conclusion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cognitive dysfun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Stroke; Cognitive function; Depression; Anxiety;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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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引发的认知功能障碍较为常见，早期的

侧支循环建立、降压、控制脑水肿等治疗虽对改善

卒中后神经功能缺损有积极意义，但卒中患者认知

功能及情绪的恢复仍较为缓慢，且易因情绪波动过

大再次出现脑出血、神经功能急性恶化等情况 [1]。重

复经颅磁刺激 (repeat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在精神分裂、顽固性疼痛等治疗中均取得了显

著疗效，被认为是可对神经进行调控，以改善相关

功能症状的技术 [2]。也有研究指出，脑卒中患者进

行 rTMS 治疗，或可促进神经元的异常放电，导致患

者头晕、头痛，诱发或加重癫痫症状 [3]。而且在多个

脑区功能损害的治疗中，rTMS 刺激大脑皮层的频率

是否会引起不同脑区功能恢复差异过大，还存在一

定争议。为证实 rTMS 在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治疗中

的价值，本文着重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认

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及情绪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卒

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 ①经颅部 CT、MRI 等检查，可见脑动脉狭窄、

闭塞及高密度梗死灶者；②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

表 (MoCA) 评分≤ 26 分；③生命体征平稳，近期未服

用镇静、影响肌张力或神经兴奋性的药物；④患者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无活动性出血且首次进行 rTMS

治疗。排除标准：①合并脑动静脉畸形、恶性肿瘤、

颅内感染者；②存在颅脑手术史、酒精滥用史者；③

体内有金属植入物、呼吸功能衰竭或心功能、肝肾

功能严重障碍者；④骨折或外伤导致的认知、肢体

功能障碍者；⑤患有其他精神疾病者者。采用数字

随机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41~68 岁，平均

年龄 (55.7±6.2) 岁。研究组男 37 例，女 23 例；年龄

44~70 岁，平均年龄 (56.3±6.5) 岁。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根据症状体征及检查结果进行

常规治疗：氧疗，采取甘露醇、利尿剂预防颅内压升

高、脑水肿；给予依达拉奉等进行神经保护治疗；采

取舍曲林、坦度螺酮等治疗，以改善认知功能、抗

抑郁焦虑；使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防治血栓。并协助

患者摆放抗痉挛体位，进行认知功能康复训练：(1)

配对训练：先让患者看一张图片，让患者从众多图片

中找出一张完全相同的图片，或与实物配对。(2) 事

物描述：让患者对某一物品的用途或人物特征进行

描述，并将难以描述的问题记录下来，由训练者进

行专业解答和补充。(3) 认知巩固：将不熟悉的物品

照片或使用方法、人物名字贴在醒目处，以达到反

复刺激大脑，加深认知、记忆的目的。(4) 代偿训练：

借助触觉、嗅觉、听觉引导患者准确的认识、辨别、

命名物品。(5) 逻辑思维训练：采用涂色画纸、拼图、

乐高等对患者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行训练。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用石家

庄渡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 NK-IC02 液晶屏型经颅

磁刺激仪进行治疗，圆形线圈，线圈直径 10cm，最

大刺激强度 2T。患者采取仰卧位并保持安静放松，

刺激点为左侧额叶背外侧区，刺激强度为患者运动

阈值的 80%，频率为 5Hz，序列为 20 个，每个序列

的持续刺激时间为 3s，序列间隔 14s，重复 90 次，

总刺激时间 20min，每天治疗 1 次，每周治疗 5 天，

共治疗 4 周。

1.2.3　观察指标　(1) 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

表 (Montreal assessment scale，MoCA) 评估患者认知功

能：包括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5 分、命名 3 分、注意力

3 分、语言 3 分、抽象力 5 分、记忆 5 分、定向力 6
分。总分 30 分，>26 分为正常。(2) 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 项）评估患

者抑郁情绪：包括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等 17 项

评分。每项 0~3 分，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3)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评

估患者焦虑情绪：包括焦虑心境、紧张、害怕等 14
项评分。每项 0~4 分，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

(4) 相关事件电位 (Event related potential，ERP)：使用

Nicolet EDX 肌电图诱发电位仪进行检查，参照国际

标准 10-20 系统 [4] 放置电极，用 2 套触发刺激系统

P300 检测，从中记录与认知功能有关的 ERP 成分：

N1、P2、N2 的潜伏期，P3 的潜伏期和波幅。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x±s) 表示。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MoCA、HAMD、HAMA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oCA、HAMD、HAMA 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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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两组患者的 MoCA、HAMD、HAMA 评分均降低

(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 MoCA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HAMD、HAMA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ERP 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ERP 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 N1 潜伏期、P2 潜伏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N2 潜伏期、P3 潜伏期明显降低，P3 波幅

明显升高 (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 N2

潜伏期、P3 潜伏期、P3 波幅改善更明显 (P<0.05)，

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MoCA、HAMD、HAMA评分比较(x

±s，分）

组别 MoCA HAMD HAMA

对照组(n=50)治疗前 19.26±2.44 42.63±6.79 43.58±6.80

治疗后 22.15±3.38a 31.29±4.65a 32.92±4.78a

研究组(n=50)治疗前 18.79±2.25 43.24±6.83 44.13±7.05

治疗后 24.72±4.56ab 25.38±3.89ab 26.77±4.26ab

注：与治疗前相比，aP<0.05；与对照组相比，b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ERP比较(x±s，分）

组别 N1潜伏期(ms) P2潜伏期(ms) N2潜伏期(ms) P3潜伏期(ms) P3波幅( μV)

对照组(n=50) 治疗前 85.62±6.87 173.46±10.25 276.39±17.23 372.58±20.39 3.45±0.82

治疗后 84.79±6.52 172.67±9.74 249.38±13.65a 343.47±12.64a 5.43±0.97a

观察组(n=50) 治疗前 85.38±6.80 174.20±10.41 278.25±17.46 371.26±20.15 3.59±0.86

治疗后 84.65±6.39 172.38±9.50 227.46±11.85ab 324.63±16.48ab 6.26±1.15ab

注：与治疗前相比，aP<0.05；与对照组相比，bP<0.05。

3　讨论

脑卒中后患者极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不仅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可能干扰其药物或康复治疗

进程，因此如何快速提升其认知功能对脑卒中的整

体预后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

治疗后的认知功能及负性情绪均有明显改善，这是

因为降压与控制脑水肿、阿司匹林等常规治疗可有

效防止脑出血的进展、抑制血小板聚集，促进梗死

灶内尚有功能的神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或再生，而

舍曲林、坦度螺酮能够调节大脑皮层和神经突触功

能，达到改善大脑活动，降低抑郁、焦虑情绪的

作用 [5]。有研究显示，rTMS 可降低心血管中枢的

交感反馈，稳定血压，延缓神经细胞老化，增加

患者的记忆、学习能力 [6]。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 MoCA、HAMD、HAMA 评分均降低

(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 MoCA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HAMD、HAMA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

采用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患者的左侧额叶背外侧

区进行温和的高频率刺激，对大脑皮质功能无损伤，

还可在提高视空间与执行能力、注意力等的同时，

改善患者的肌肉张力、各类精细复杂的运动 [7]。两

组治疗前后的 N1 潜伏期、P2 潜伏期比较均无明显

差异，这是因为 ERP 的 N1、P2 主要反应听觉、视

觉中枢的功能，通常情况下受卒中的影响较小。而

N2、P3 则是一组与精神状态、注意程度相关的负向

波，主要反映人在认知活动的过程中，对信息或刺

激的初步认识、判断 [8]。本研究显示，治疗后两组

患者的 N2 潜伏期、P3 潜伏期明显降低，与对照组

相比，观察组患者 N2 潜伏期、P3 潜伏期改善更明

显 (P<0.05)。提示 rTMS 能在提高患者精神状态及注

意程度的基础上，促进中枢神经对刺激的反应速度。

P3 是在 300ms 左右出现的内源性晚成分，苗青等 [9]

认为其波幅的降低与潜伏期的延长提示认知功能的

减退，对于血管性痴呆症、帕金森病等均有较高诊

断价值。同时，P3 波幅也反映了进行某一任务或接

受某刺激信息时的神经投入资源。本研究中两组患

者治疗前的 P3 波幅均较低，这考虑是梗死灶累及了

丘脑、基底节等多个脑功能区所致，但治疗后两组

患者的 P3 波幅明显升高 (P<0.05)；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患者 P3 波幅改善更明显 (P<0.05)。提示 rTMS

能引导不同脑区的电活动趋向正常化，进而了加快

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

综上所述，rTMS 可显著改善卒中后认知功能障

碍患者的认知功能及抑郁、焦虑情绪，从而促进其

病情恢复。但本文采取 ERP 对 rTMS 治疗效果进行

评价，还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如刺激概率、年龄、

觉醒状态等均会影响 ERP 中认知功能相关电位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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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期与波幅，且本文并没有对患者治疗后的情况进

行随访。因此，在今后的临床研究中还需不断积累

临床数据，进一步明确 rTMS 在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

患者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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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仍然需要相关医学学者进一步研究将其机

制完全明确下来［5-10］。本研究发现有 97 例患者出

现精神异常，用药后所有患者的精神症状逐渐消

失，最后均能够安静配合治疗。期间出现嗜睡状态

的 54 例（55.7％），有鼾声且生命体征平稳者 41 例

（42.3％）。24～48h 后依据所有患者根据实际病情

将镇静药物剂量逐渐减少，最后停用，均没有再次

出现精神症状。2 例患者接受地西泮 + 异丙嗪 + 氯丙

嗪治疗无效，改用丙泊酚（10-15ml/h）后症状消失。

14～45d 后全部 97 例患者痊愈出院。3～27 个月的

随访发现患者血肌酐水平 63.1-205.7 μmol/L，平均

（98.4±10.3）μmol/L，均没有再次出现精神症状。

上述结果说明：部分肾移植术后患者者在早期

会出现一过性的精神异常，经过治疗后，这种精神

异常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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