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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型高血压与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成战强

【摘要】目的　探讨 H 型高血压与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方法　选择本院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收治的 50 例 H 型高血压合并脑梗死患者，年龄、性别配对的 50 例单纯高血压合并

脑梗死以及 50 例非高血压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设为 A、B、C 三组。比较三组患者血清同型半

胱氨酸（Hcy）水平，采用蒙特利尔认知功能量表（MoCA）评估三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并

比较量表各认知领域的差异。结果　A 组血清 Hcy 水平以及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 B 组与 C

组（P< 0.05），B 组与 C 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 0.05）；A 组 MoCA 量表中延迟回忆、视空

间与执行功能、注意力、命名以及 MoCA 总分等显著低于 B 组与 C 组（P< 0.05），而在语言、抽象

思维、定向力方面无明显的差异（P> 0.05）；B 组视空间与执行功能以及 MoCA 总分显著低于 C 组

（P< 0.05）。结论　H 型高血压合并脑梗死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更高，其认知功能损害主要集中

在延迟回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注意力、命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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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type hypertension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CHENG Zhanqia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Jiyuan People's Hospital，Jiyuan 45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Type hypertension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

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combined cerebral infarction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in our hospital，fifty patients with simple hypertension combined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non-hypertensive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B，C groups. The serum homocysteine（Hcy）

levels among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Montreal Cognitive Function Scale（MoCA）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serum Hcy level and the incid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and group C（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serum Hcy level and the incid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between group B and group C

（P>0.05）. The delayed recall，visual space and executive function，attention，nomenclature，and total MoCA scale 

in the MoCA scale of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and group C（P<0.05）. The visual space，

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 total score of MoCA in group B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C（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and cerebral infarction have a higher incid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

tion，and their cognitive impairment mainly focuses on delayed recall，visual space and executive function，attention，

and n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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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20％～80％，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康复，加重家庭及社会负担［1］。

目前认为，高龄、神经功能缺损严重程度等是脑梗

死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主要危险因素。有报道显示，

血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和老年人群认知功能呈

负相关，因此以高 Hcy 水平为主要特点的 H 型高血

压可能与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有关［2］。但国内这

方面的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 H 型高血压与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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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本院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50 例 H 型

高血压合并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选择年龄、性

别配对同期入院治疗的 50 例单纯高血压合并脑梗死

以及非高血压脑梗死患者。设为 A、B、C 三组。A

组男 30 例，女 20 例；年龄 46～76 岁，平均（65.06
±7.92）年，受教育年限 9～16 年，平均（12.03±

1.8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

5～15 分，平均（9.43±2.01）分；B 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50～78 岁，平均（64.88±8.21）年，受

教育年限 9～18 年，平均（12.14±1.88）年；NIHSS

评分 5～14 分，平均（9.38±2.05）分；C 组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46～77 岁，平均（65.54±7.97）

年，受教育年限 9～16 年，平均（12.08±1.80）年；

NIHSS 评分 5～15 分，平均（9.31±2.10）分。三组

性别、年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缺血性脑

卒中诊断标准［3］；中度神经功能缺损，NIHSS 评

分 4～15 分；H 型高血压为高血压合并血清 Hcy ＞

10 μmol/L［4］；单纯高血压合并脑梗死患者血清 Hcy ≤

10 μmol/L；非高血压脑梗死患者血压正常；三组患者

脑梗死前均无神经或心理疾病。（2）排除标准：有精

神药物治疗史；认知功能评估时生命体征仍不稳定；

梗死后昏迷、偏瘫；受教育年限＜ 9 年。

1.3　方法

脑梗死后 3 个月时是认知功能障碍的最佳判断

时间，此时采用蒙特利尔认知功能量表（MoCA）［5］评

估三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情况，包括 8 个方面，命

名（3 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5 分）、记忆（不计

分）、注意力（6 分）、语言（3 分）、抽象思维（2 分）、

定向力（6 分）、延迟回忆（5 分），总分 30 分，若受

教育年限＜ 12 分，总分则增加 1 分，总分＜ 22 分表

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检测三组患者血清 Hcy 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 “％”表

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以及重复方差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血清 Hcy 水平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

比较

A 组血清 Hcy 水平以及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显

著高于 B 组与 C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B 组与 C 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1　三组血清Hcy水平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

组别 n 血清Hcy水平（μmol/L） 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

A组 50 14.76±2.03 28（56.00）

B组 50 6.87±1.23△ 16（32.00）

C组 50 7.02±1.21△ 14（28.00）

F/χ2 430.35 7.349

P ＜0.001 0.007

注：与A组比较△P<0.05。

2.2　三组 MoCA 量表比较

A 组 MoCA 量表中延迟回忆、视空间与执行功

能、注意力、命名以及 MoCA 总分等显著低于 B 组

与 C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语言、抽

象思维、定向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 组

视空间与执行功能以及 MoCA 总分显著低于 C 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急 性 脑 卒 中 3 个 月 后 发 生 认 知 功 能 概 率 为

20％～80％，其中脑梗死较脑出血更高，该类认知

功能障碍又称为血管性痴呆，其不仅增加患者的死

表2　三组MoCA量表比较（x±s）

组别 n 延迟回忆 视空间与执行功能 注意力 命名 语言 抽象思维 定向力 总分

A组 50 2.01±0.43 2.06±0.53 2.81±0.41 1.58±0.21 1.73±0.19 1.29±0.12 3.02±0.20 14.50±2.07

B组 50 2.58±0.45△ 2.77±0.60△ 4.18±0.24△ 1.83±0.24△ 1.80±0.23 1.32±0.17 3.08±0.24 17.56±2.30△

C组 50 2.64±0.48△ 3.54±0.62△▲ 4.24±0.30△ 1.90±0.30△ 1.78±0.25 1.34±0.20 3.05±0.30 18.49±2.35△▲

F/χ2 29.35 80.16 310.85 22.14 1.29 0.97 0.72 43.30

P ＜0.001 ＜0.001 ＜0.001 ＜0.001 0.279 0.381 0.489 ＜0.001

注：与A组比较△P<0.05，与B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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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风险，更对社会及家庭带来严重负担，因此认知

功能障碍的早期预防与识别尤为重要［6］。当前关于

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模型研究已较为成熟，

包括年龄、梗死部位等已被证实与脑梗死后认知功

能障碍具有紧密联系。另有研究发现血清 Hcy 水平

升高也是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之一，

而主要特点为高 Hcy 水平的 H 型高血压与脑梗死后

患者，可能因同时合并高血压及高 Hcy 水平使脑梗

死患者认知功能损伤加重［7］。

本研究发现：A 组血清 Hcy 水平以及认知功能障

碍发生率显著高于 B 组与 C 组，提示 H 型高血压合

并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更高，其原因可能

为血清 Hcy 水平上升对血管内皮细胞造成损伤，导

致血管生成受损、小血管病变，促进动脉粥样硬化。

近期有报道称，高 Hcy 水平会增加自由基的生成，

从而造成神经退行性变与神经细胞凋亡，可破坏星

形胶质细胞；还可通过促进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加

重神经细胞损伤。朱晓颖等［8］的研究显示血清 Hcy

＞ 10 μmol/L 是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

素。本研究还发现：B 组与 C 组之间认知功能障碍发

生率无明显差异，但 B 组 MoCA 总分低于 C 组，说

明高血压可能通过影响脑血管功能造成微出血、脑

白质病变等加重脑梗死后认知损伤程度。

在对 MoCA 量表各认知领域损害程度比较时发

现，A 组 MoCA 量表中延迟回忆、视空间与执行功

能、注意力、命名以及 MoCA 总分等显著低于 B 组

与 C 组，说明 H 型高血压与脑梗死后认知功能的损

害主要集中在延迟回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等领域。

Espinosa-Ramos 等［9］报道也显示，当 Hcy 处于长期

较高水平时，Hcy 可通过激活 N- 甲基 -D- 天门冬氨

酸受体而发挥一定程度的神经细胞毒性，从而造成

海马神经元凋亡，造成患者记忆、智力等功能的不

同程度损害。另外有学者对血浆 Hcy 水平与 MRI 成

像白质高信号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高

Hcy 水平与脑白质疏松（LA）具有正相关关系，血浆

Hcy 水平更可作为脑白质损害的危险因素之一；而脑

室周围有与情感、记忆、执行功能等活动有关的纤

维联系，通过脑室周围形成基底外侧边缘、内侧边

缘以及防御环路，若脑室周围发生 LA，其在 MoCA

量表评估方面表现为延迟回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

注意力等认知功能的损伤［10］。另外高血压患者舒张

压、收缩压的升高以及脉压差增加均可能加重脑白

质损伤，这也可能正是 B 组视空间与执行功能评分

显著低于 C 组的原因之一［11］。因此，笔者认为，H

型高血压患者高 Hcy 水平及高血压对脑白质、神经

细胞的双重损伤可能是其认知功能障碍更严重的重

要机制。

综上所述，H 型高血压合并脑梗死患者认知功

能障碍发生率更高，其认知功能损害主要集中在延

迟回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注意力、命名等方面。

但本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还需

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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