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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I脑网络分析对早期卒中后认知障碍的预测价值

孙国臣 、 张文召

【摘要】目的　探讨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脑网络分析对早期卒中后认

知障碍（post 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PSCI）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间我院收治的 62 例早期 PSCI 患者作为观察组（PSCI 组），并招募同期 6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

组。观察对比两组的 DTI 检查结果，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CA）评分，并将各向异性分数（FA）和

MoCA 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绘制 ROC 曲线评估 DTI 对 PSCI 的预测效能。结果　PSCI 组两侧额叶、

两侧海马、胼胝体 FA 值均低于对照组（P< 0.05）；两侧额叶、海马、及胼胝体 FA 值均与 MoCA 评分

呈正相关；右侧海马 FA 值预测早期 PSCI 的最佳截点为 0.22，AUC 为 0.911，显著优于左侧海马 FA、

右侧额叶 FA、胼胝体 FA，右侧海马 FA、左侧海马 FA、左侧额叶 FA 诊断敏感性分别为 93.50％、

85.52％、83.92％，显著优于其他指标（P< 0.05）。结论　DTI 可显示早期 PSCI 患者脑结构网络存在

的连接异常，两侧额叶、两侧海马、胼胝体脑白质区域 FA 值改变对 PSCI 发生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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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tive value of DTI brain networks analysis for predicting early post 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SUN Guochen，ZHANG Wenzhao. Nany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Nanyang 47301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redictive value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brain networks analysis for 

predicting early post 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PSCI）. Methods　A total of 62 early PSCI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col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PSCI group），and 60 healthy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DTI results and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etween 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FA）and MoCA score，and the ROC curve 

was drawn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efficiency of DTI on PSCI. Result　The FA values of bilateral frontal lobe，bilateral 

hippocampus and corpus callosum in the PSCI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FA val-

ues of both frontal hippocampus and corpus callosum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CA score.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 

of early PSCI predicted by FA value of the right hippocampus was 0.22 and AUC was 0.911，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

ter than that of the left hippocampus，the right frontal lobe and the corpus callosum.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of FA of the 

right hippocampus，the left hippocampus and the left frontal lobe were 93.50％，85.52％ and 83.92％，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other indicators（P<0.05）. Conclusion　DTI can show the abnormal connection of 

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early PSCI，and the FA value changes in bilateral frontal lobes，bilateral hippo-

campus and corpus callosum have a good prediction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PSCI.

【Key words】Diffusion tensor imaging；Post 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Fractional anisotropy；Montreal Cogni-

tive Assessment 

卒中后认知障碍（post 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PSCI）是卒中的常见并发症，发生率可高达 56.6％，

严重损害预后，也是患者致残的重要因素［1，2］。预

测 PSCI 对患者康复具有重要意义，探索 PSCI 的有效

无创性预测指标为患者实现更好的治疗结局带来曙

光。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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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类可在体显示脑白质纤维束的无创成像技术，

利用水分子扩散运动存在的各向异性反映脑结构网

络变化。有关 DTI 研究表明［3］，轻度认知障碍患者

的脑白质改变早于认知障碍临床症状的出现。目前，

DTI 已在观察帕金森患者脑白质网络拓扑属性改变、

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伴认知障碍等临床工作中取得

满意应用效果［4，5］。本研究旨在探索 DTI 对早期发生

的 PSCI 的预测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间我院收治

的 62 例早期 PSCI 患者作为观察组（PSCI 组），并招

募同期 60 例健康体检者作对照组。观察组对象纳入

标准：（1）患者符合 PSCI 诊断标准［6］，PSCI 发生在

卒中后 3 个月内，且病程≤ 7 天；（2）已签署知情

同意书；（3）病情相对平稳，可耐受核磁共振检查；

（4）首次发生卒中，卒中病灶仅在单个脑区，卒中

和 PSCI 治疗均在我院进行。排除标准：（1）其他原

因引起认知障碍者；（2）卒中前已有精神心理疾病

者；（3）文盲及不能顺利沟通者；（4）患有脑外伤

史、颅脑手术史、癫痫病史、帕金森、颅内肿瘤等者；

（5）酗酒及合并严重器官功能异常者。本研究已由

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核批准。PSCI 组男 43 例，女

19 例，年龄 44～68 岁，平均年龄（55.65±8.42）岁；

对照组男 41 例，女 19 例，年龄 45～65 岁，平均年

龄（53.89±7.61）岁。两组年龄和性别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获取对照组体检当日和 PSCI 组卒中入院时 48h

内的 DTI 结果。采用西门子（德国）Magnetom Skyra 

3.0T 超导磁共振成像系统。应用单次激发自旋回波

平面成像 SEEPI 序列采集数据，选取正中矢状位平

行于连合间线为扫描层面，脉冲重复时间 8300ms，

回波时间为 88ms，90°转角，4.0mm 层厚，层间距

0mm，矩阵为 64×64，240mm×240mm 视野，层数

50，扩散敏感系数 b 为 0 和 1000s/mm2。将采集到的

原始图像传送至 GE Advantage Workstation4.6 工作站，

用 Function Tools 软件中的 DTI 后处理软件重建 FA

图和白质纤维追踪图。采用 20mm2 左右的圆形感兴

趣区（ROI）测量不同脑区白质纤维的各项异性分数

（FA），记录并对比两组不同 ROI 区域 FA 值。

采用北京版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CA）量表［7］

评估健康对照及 PSCI 患者入院 24h 内认知功能：包

含 8 个认知亚项，总分 30 分。评分≥ 23 分为认知功

能正常，<23 分则为认知功能障碍，受教育年限≤

12 年则再加 1 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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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有差异的 ROI 区 FA 值与 MoCA

评分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应用 ROC 曲线

评估不同 ROI 区 FA 值对 PSCI 的预测效能，De Long

法比较曲线下面积的差异，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SCI 组与对照组 FA 值和 MoCA 评分比较

PSCI 组两侧额叶、两侧海马、胼胝体 FA 均低

于对照组（P<0.05）；两组其余 ROI 区 FA 值无明显

差异（P>0.05）。PSCI 组患者的 MoCA 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不同 ROI 区 FA 值与 MoCA 评分相关性分析

两侧额叶、两侧海马、胼胝体 FA 值均与 MoCA

评分呈正相关（P<0.05），见表 2。

2.3　不同 RIO 区 FA 值预测早期 PSCI 的诊断效能

右侧海马 FA 值预测早期 PSCI 的最佳截点为

0.22，此时 AUC 为 0.911，显著优于左侧海马 FA 值、

右侧额叶 FA 值、胼胝体 FA 值（Z=2.488，2.039，

2.936；P=0.013，0.041，0.003），右侧海马 FA 值与

左侧额叶 FA 值诊断敏感性无明显差异（P>0.05），

右侧海马 FA 值、左侧海马 FA 值、左侧额叶 FA 值

诊断敏感性分别为 93.50％、85.52％、83.92％，显

著优于其他指标（P<0.05）。（见图 1，表 3）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卒中发生率不断升高［8］，PSCI 患者

亦愈来愈多，PSCI 不仅影响患者临床转归结局，降

低其生活质量，还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痛苦和经济负

担。临床工作中对于卒中的治疗，焦点主要集中在

改善原发病和躯体功能，PSCI 的防治未得到足够重

视。DTI 可定量评价卒中患者脑白质微观结构病理改

变，能更加敏感地发现脑白质损伤程度。当前 DTI

技术在神经内外科的应用不断增多，但鲜有关于 DTI

结果预测 PSCI 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此点，为 PSCI

的预测提供新思路。

认知功能不仅与大脑皮层有关，脑白质微结构

变化同样可影响患者认知功能。本研究中，PSCI 组

两侧额叶、两侧海马、胼胝体 FA 值均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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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提示卒中患者额叶、海马、胼胝体白质

的微结构改变可能导致认知功能的缺损。脑卒中引

发 PSCI 主要是由于神经退行性变和血管损伤，卒中

病灶及脑白质变化部位不同，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不

同。徐丽丽等［9］报道背侧丘脑、左半球额叶、左半

球枕叶脑组织和脑白质病变是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

生轻度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邵晨兰［10］对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行 DTI 检查，观察到大脑额叶与顶叶白质

与认知、情绪更密切相关。卒中可引起不同部位白

质纤维微观结构改变，并对认知功能造成影响，这

为应用 DTI 预测 PSCI 提供了理论依据。

DTI 参数中的 FA 值能间接反应脑白质的组织

完整性，本研究中发现，两侧额叶（左侧：r=0.499；

右侧：r=0.395）、两侧海马（左侧：r=0.355；右侧：

r=0.506）、胼胝体 FA 值（r=0.409）均与 MoCA 评分

值均呈正相关；右侧海马 FA 值预测早期 PSCI 的最

佳截点为 0.22，AUC 为 0.911，右侧海马 FA 值、左

侧海马 FA 值、左侧额叶 FA 值诊断敏感性分别为

93.50％、85.52％、83.92％，显著优于其他指标。

FA 值体现水分子整体弥散异性程度，FA 值降低说

明组织结构排列疏松，联系纤维损伤。脑卒中时支

配不同功能的部分区域脑白质发生改变，因此通过

观察 FA 值可对某些神经系统疾病造成的认知等其他

功能障碍进行预测。McKenna 等［11］报道右上纵束、

胼胝体膝部和压部的 DTI 参数是双向情感障碍患者

表1　PSCI组与对照组FA和MoCA评分比较（x±s）

ROI PSCI组（n=62） 对照组（n=60） t P

额叶

　　左侧 0.32±0.06 0.42±0.08 -7.827 0.000

　　右侧 0.36±0.07 0.45±0.07 -7.100 0.000

枕叶

　　左侧 0.46±0.12 0.49±0.09 -1.558 0.122

　　右侧 0.47±0.08 0.50±0.11 -1.727 0.087

颞叶

　　左侧 0.52±0.09 0.54±0.07 -1.367 0.174

　　右侧 0.52±0.08 0.54±0.05 -1.650 0.102

　　胼胝体 0.80±0.06 0.85±0.04 -5.397 0.000

半卵圆中心

　　左侧 0.38±0.10 0.39±0.06 -0.667 0.506

　　右侧 0.38±0.08 0.40±0.07 -1.468 0.145

海马

　　左侧 0.16±0.03 0.23±0.06 -8.190 0.000

　　右侧 0.17±0.04 0.24±0.04 -9.663 0.000

侧脑室前角

　　左侧 0.37±0.05 0.39±0.07 -1.821 0.071

　　右侧 0.36±0.09 0.38±0.10 -1.162 0.248

侧脑室后角

　　左侧 0.42±0.08 0.43±0.07 -0.734 0.464

　　右侧 0.39±0.09 0.41±0.07 -1.367 0.174

顶叶

　　左侧 0.43±0.05 0.44±0.07 -0.910 0.365

　　右侧 0.45±0.06 0.49±0.05 -3.993 0.000

MoCA评分（分） 16.49±6.03 25.52±1.81 -11.124 0.000

表2　不同ROI区FA与MoCA评分相关性

ROI r P

额叶

左侧 0.499 0.000

右侧 0.395 0.000

海马

左侧 0.355 0.000

右侧 0.506 0.000

胼胝体 0.409 0.000

图1　不同RIO区FA值预测早期PSCI的ROC曲线

表3　不同RIO区FA值预测早期PSCI的诊断效能

指标 Cut-off值 AUC 敏感度 特异度 标准误差 95％ 置信区间

左侧额叶FA 0.36 0.886 83.92 83.33 0.032 0.816-0.937

右侧额叶FA 0.38 0.810 64.50 85.01 0.039 0.729-0.875

左侧海马FA 0.19 0.789 85.52 66.70 0.044 0.706-0.858

右侧海马FA 0.22 0.911 93.50 75.01 0.025 0.845-0.955

胼胝体FA 0.80 0.760 62.93 90.00 0.046 0.674-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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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显著预测因子。Lee 等［12］研究

中发现 DTI 指标与童年晚期认知能力显著相关，可

有效预测 1 岁和 2 岁时的认知功能。这些研究提示

DTI 结果可能是预测认知功能变化的可靠手段。结

合本研究结果，我们认为 FA 值对卒中患者早期发生

的 PSCI 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尤其额叶、海马、胼

胝体区域的 FA 值降低者应密切留意其认知功能，尽

早采取干预措施。综上所述，早期 PSCI 患者出现部

分脑白质区域纤维微观结构改变，DTI 可为卒中患

者预测早期 PSCI 发生提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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