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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训练对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效果

任应国 、 李尽义 、 胡　科 、 贾东佩 、 白方会

【摘要】目的　探讨虚拟现实（VR）训练对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效果。方法　研究

对象为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 80 例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数字表法随机均分为两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 VR 训练。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蒙特利尔

认知量表（MoC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arthel

指数）以及事件相关电位 P300 检查结果。结果　治疗后两组 MoCA 量表各评分均显著升高，且观察

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训练后两组 NIHSS 评分显著下降，Barthel 指数显著升高，且训练后

观察组两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 0.05）；训练后两组患者的 P300 潜伏期均显著下降，波幅显著上

升，且治疗后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VR 训练能有效改善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的认知功能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提高其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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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virtual reality training on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REN Yingguo，LI Jinyi，HU Ke，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rehabilitation，Nanyang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virtual reality training on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after cerebral infarc-

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the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egula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VR train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Montreal Cognitive Scale（MoCA），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scores，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Barthel Index）and the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P300 

examination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aining，the scores of MoCA 

scales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the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aining，the NIHSS scores and the Barthel index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ain-

ing，the P300 latency of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amplitud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VR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after infarction，reduce the degree of neurological 

deficits，and improve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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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障碍是脑梗死常见并发症，发生率达

到 30％～75％，直接影响患者的活动能力、治疗依

从性等，阻碍患者重返社会，给家庭、社会带来负担。

既往针对脑梗死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主要采取常规

药物治疗配合认知功能训练，但康复时间较长，疗

效个体差异较大，因此，如何安全、快速、有效地

提升认知功能已成为临床的热点［1］。虚拟现实（VR）

技术用计算机模拟实现人类的环境沉浸感，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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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使用者能够将自己

的视觉、记忆、听觉及情感等反应通过虚拟画面进

行展现，对脑神经网络的功能重组具有促进效果［2］。

因此，本研究对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开展 VR

训练，意在提升其康复治疗效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 80
例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数字表法随机均分

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进行 VR 训练。观察组男 24 例，女 16 例；

年龄 41～70 岁，平均（58.63±4.76）岁；受教育年

限 6～13 年，平均（9.23±1.21）年；病程 7～18d，

平均（12.01±2.67）d；对照组男 22 例，女 18 例；年

龄 42～68 岁，平均（59.03±4.75）岁；受教育年限

6～13 年，平均（9.14±1.20）年；病程 7～20d，平均

（12.10±2.70）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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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8》［3］诊断标准；

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CA）＜ 26 分；年龄 18～70 岁；

家属对康复训练方案知情；保留基本运动能力。（2）

排除标准：严重偏瘫者或神经功能缺损无法配合康复

训练；患病前有精神疾病史；合并脑出血、颅内肿瘤

等其他影响认知功能疾病；小学以下文化水平。

1.3　方法

两组均进行降糖、控制血压、抗炎、溶栓等对

症治疗，给予改善脑血流、供氧药物以及神经营养

药物等。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包括常规步行

能力训练，计算能力训练，记忆力、执行功能、注

意力训练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 VR 训练，采用 

Kinect 体感交互系统，该系统由头戴显示器、电脑

显示屏以及系统软件组成。训练内容包括：（1）词

语连连看：屏幕播放生活事件图片与名称，每次 3-5
个，显示后询问患者播放图片内容，可根据患者情

况适当增减难度，每次 10min。（2）数字长城：屏幕

中随机播放 10 个数字，每个数字停留 1 秒，结束后

询问患者第 n 次看到的数字是什么，每天共 10 组；

（3）缤纷世界：屏幕显示一种鲜艳的颜色，首先要

求患者正确分辨颜色种类，图片消失 10s 后再次询

问颜色种类，每天 5 组；（4）打网球：屏幕出现虚

拟人物与患者进行网球对打，患者用虚拟球拍接

球，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调整发球角度与速度，每次

10min；（5）切水果：屏幕中依次弹出炸弹以及各类

水果，患者用手指虚拟水果刀进行训练，切到水果

加 1 分，切到炸弹减 1 分，每次 10min。（6）虚拟乘

坐巴士：患者进入虚拟巴士，与巴士中虚拟人物进行

交谈，路线中设置停车、上下乘客等事件以便患者

应对，每次 20min。每天训练 1 次，连续训练 4 周。

1.4　观察指标

训练前后评价 MoCA 量表［4］：包括定向力、命

名、视空间与执行能力、语言、注意、抽象思维等，

总分 30 分，受教育年项＞ 12 分者总分增加 1 分，得

分越高认知功能越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NIHSS）评分［5］：包括凝视、意识水平等条目，

总分 42 分，得分越高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量表（Barthel 指数）［6］：包括穿衣、吃饭

等常见生活动作，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生活能力

越好；事件相关电位 P300 检查［7］：参照国际脑电图学

会 10／20 系统电极配位法，于中央中线点部位（Cz

区）安置记录电极，参考电极放置于双耳后乳突下

缘，正中央前额接地，皮肤、电极间阻抗＜ 5kQ。

参照 Oddball 范式，刺激为 85dB、 1000Hz 纯音，出

现概率 0.8，偏差刺激为 95dB、 2000Hz 纯音，出现

概率 0.2，刺激间隔 1.5s。双耳佩戴耳机，听到偏差

刺激点击鼠标左键，标准刺激保持不动。一轮测试 2
种刺激共出现 250 次，分析记录靶刺激 P300 的潜伏

期及波幅。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0 统计软件，计数数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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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CA 量表比较

训练后两组 MoCA 量表各评分均显著升高，且

观察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 NIHSS 评分、Barthel 指数比较

训练后两组 NIHSS 评分显著下降，Barthel 指数

显著升高，且训练后观察组两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2.3　两组 P300 潜伏期、波幅比较

训练后两组 P300 潜伏期显著下降，波幅显著

上升，且治疗后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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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NIHSS评分、Barthel指数比较（x±s）

组别 时间 NIHSS评分 Barthel指数

观察组（n=40） 治疗前 12.01±2.13 58.12±5.34

治疗后 6.35±1.02△▲ 80.11±6.45△▲

对照组（n=40） 治疗前 12.29±2.09 57.93±5.20

治疗后 7.87±1.20△ 75.61±6.0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P300潜伏期、波幅比较（x±s）

组别 时间 潜伏期（ms） 波幅（μV）

观察组（n=40） 治疗前 426.43±40.17 5.87±1.04

治疗后 354.54±33.02△▲ 7.65±1.45△▲

对照组（n=40） 治疗前 428.70±38.34 5.90±1.10

治疗后 376.82±35.28△ 6.91±1.3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作为脑梗死常见的并发症，认知功能障碍已被

证实是脑梗死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提升认知功能

对患者功能锻炼、治疗依从性等均具有重要意义［8］。

本研究对照组给予基础治疗以及常规计算能力、记

忆力训练，结果显示 MoCA 量表各评分均显著升高，

这主要与溶栓、改善脑血流等治疗改善神经功能以

及基础训练等改善认知功能有关。而观察组联合 VR

训练，其定向力、命名等认知功能评分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表明 VR 训练能够显著提升脑梗死后认知功

能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

VR 技术是近些出现的一门新技术，核心为计算

机技术，并运用数据手套、头盔显示器等设备生成

听、视、触感等方面的数字化实时互动环境，在神

经、躯体功能障碍的康复中具有良好的运用前景。

付亏杰等［9］研究认为，VR 训练时能对受试者产生听

觉、视觉等动态刺激，训练过程中受试者不停进行

身体姿调整势以及完成特定动作，有助于感觉信号

传导通路的激活，促进神经元增殖、分化以及脑神

经网络功能的重组；另外反复的 VR 认知训练能够提

升残存神经细胞兴奋性，促进脑组织受损区域的功

能以及新的神经环路形成，进而改善患者神经、运

动与认知功能。本研究 VR 训练遵循由易到难的步

骤，利用虚拟角色以及场景协助患者完成人物互动

任务用于分析情感信息与社会情境，提升患者的认

知能力［10］。本研究结果显示，训练后两组 NIHSS 评

分显著下降，Barthel 指数显著升高，且训练后观察

组两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与上述报道结

果一致。另外，本研究不仅纳入主观评价的各类量

表，还引入事件相关电位 P300 这一客观评估指标，

P300 的潜伏期主要反映高级思维活动，包括记忆、

感知、注意、信息储存提取、认知加工速度等；波

幅主要反映大脑对外界信息的加工处理以及感知能

力［11-12］。本研究发现，训练后观察组 P300 潜伏期显

著低于对照组，波幅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从

客观指标方面反应观察组认知功能改善程度优于对

照组。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 VR 训练能有效改善梗

死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降低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提高活动能力。但本研究样本量小，观

察时间也仅仅为四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 VR

的长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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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MoCA量表比较（x±s）

组别 时间 定向力 命名 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语言 注意 抽象思维

观察组（n=40） 治疗前 4.40±0.65 2.43±0.20 2.48±0.40 1.89±0.23 3.43±0.43 0.98±0.21

治疗后 5.20±0.70△▲ 3.10±0.25△▲ 3.65±0.56△▲ 2.18±0.30△▲ 4.87±0.73△▲ 1.45±0.40△▲

对照组（n=40） 治疗前 4.38±0.63 2.46±0.22 2.45±0.45 1.85±0.20 3.39±0.50 0.10±0.23

治疗后 5.02±0.72△ 2.87±0.43△ 3.32±0.58△ 2.076±0.28△ 4.40±0.62△ 1.33±0.29△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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