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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血流动力学水平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王　宇 1 、 段艳丽 2 、 刘淑杰 3 、 刘亚莉 1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功能与经颅多普勒超声下血流动力学水平

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03 例血管性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神经心理学评估分为观察组（认知障碍组）和对照组（认知正常组）。采用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

患者大脑前动脉搏动指数（ACA-PI）、大脑中动脉搏动指数（MCA-PI）、大脑前动脉平均血流速度

（ACA-Vm）、大脑中动脉平均血流速度（MCA-Vm），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评估

患者认知功能。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认知功能与血流动力学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1）观

察组患者的 ACA-PI、MCA-PI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0.05）。（2）观察组患者的命名、注意力、抽象

能力、视空间 / 执行功能、记忆、语言、定向力评分及 MoCA 总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3）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CA-PI 水平与 MoCA 总分呈负相关性（P< 0.05）。结论　经颅多普勒超

声检查可发现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大脑前动脉、中动脉阻力均显著提升；大脑中动脉搏动指数

异常可能是影响血管性认知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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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orrelation between hemodynamic leve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dysfunction　　WANG Yu，DUAN Yanli，LIU Shujie，et al.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Kaifeng People's Hospital，
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modynamic leve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dys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3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ise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and control group（cognitive normal group）according to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beat index（ACA-PI），middle cerebral artery beat index（McA-PI），mean cerebral artery flow velocity

（ACA-Vm），and mean cerebral artery flow velocity（McA-Vm）were examined by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und，

and the 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 was evaluated by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scor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hemodynamic level. Results　（1）
The levels of ACA-PI and McA-PI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
Naming，attention，abstract ability，visuospatial/executive function，memory，language，orientation and total MoCA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McA-P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MoCA score（P<0.05）. Con-
clusion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showed that the resistance of the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and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dysfun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bnormal middle cerebral 

artery pulse index may be a risk factor for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dysfunction.

【Keywords】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und；Hemodynamics；Vascular cognitive dysfunction；Cognitive fun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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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血管性疾病发生率的提升，血管

性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逐年提升，血管性认知障碍

是指由于各种类型的血管病变导致的认知功能损害，

患者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进一步发展会引

起血管性痴呆的发生，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命安

全均造成严重威胁［1］。临床研究表明［2］，处于血管性

认知功能障碍早期的患者，在得到科学而规范化的

治疗后，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阻止病情

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明确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早

期患者进一步发展成为血管性痴呆的危险因素，给

予早期对症干预，对于改善患者预后有着积极的临

床意义。经颅多普勒超声是临床上检查血管性疾病

的重要手段，能够及时明确血管病变程度，血管状

态，血流动力学水平，且可进行连续监测，对于明

确患者血管实时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3］。有研究指

出［4］，血管性认知障碍患者存在着异常的血流动力

学水平改变，可能对患者认知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通过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明确血管性

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血动力学水平与认知功能的相关

性，以期为临床科学的诊治提供有效的依据，现进

行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03
例血管性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经

颅脑 CT 等检查确诊符合血管性疾病诊断标准［5］；（2）
患者年龄≥ 18 岁；（3）生命体征稳定；（4）符合知情

自愿原则。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肿瘤患者；（2）处

于疾病急性发作期患者；（3）其他原因引起的认知功

能障碍患者。本研究已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根

据神经心理学评估分为观察组（认知障碍组）和对照

组（认知正常组），对照组 51 例患者，男 23 例，女 28
例；年龄 49～68 岁，平均年龄（58.35±3.38）岁；文

化程度：小学 3 例，初中 29 例，专科及以上 19 例。

观察组 52 例患者，男 25 例，女 27 例；年龄 46～71
岁，平均年龄（58.43±3.35）岁；文化程度：小学 5 例，

初中 30 例，专科及以上 17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组后均行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

明确患者大脑中动脉搏动指数（MCA-PI）、大脑中动

脉平均血流速度（MCA-Vm）、大脑前动脉搏动指数

（ACA-PI）、大脑前动脉平均血流速度（ACA-Vm）。

经颅多普勒超声仪器由德国西门子公司提供，型

号为 DWL 型，患者取仰卧位，保持情绪稳定，将

耦合剂适量涂抹于患者颞窗部位，探头方向朝对

侧，呈水平为放置于患者的颞侧，深度范围调整为

40-65mm，依次探测颅内主干大动脉、前动脉、后

动脉、椎动脉及基底动脉，记录检查结果并进行对

比；依据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估患者

认知功能，MoCA 评分内包含视空间 / 执行功能、命

名、记忆、注意力、语言、抽象能力、定向力 7 个

维度，11 项内容，总分为 30 分，其中≥ 26 分提示

患者认知功能正常。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

资料以 ［n（％）］表示，采用 χ2 值进行检验，计量

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明确认知功能与血流动力学水平的相关性。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的 ACA-Vm、MCA-Vm 水平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 ACA-PI、

MCA-PI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水平比较（x±s）

血流动力学指标 对照组（n=51）观察组（n=52） t P

ACA-Vm 36.32±5.56 37.54±7.35 -0.955 0.342

MCA-Vm 44.86±9.34 46.68±7.49 -1.093 0.277

ACA-PI 0.83±0.08 0.97±0.14 -6.103 0.000

MCA-PI 0.82±0.10 1.03±0.08 -11.587 0.000

2.2　两组患者的 MoCA 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命名、注意力、抽象能力、视空间

/ 执行功能、记忆、语言、定向力及 MoCA 总分均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MoCA评分比较［（x±s），分］

MoCA评分 对照组（n=51）观察组（n=52） t P

视空间/执行功能 4.63±0.49 3.50±0.51 11.517 0.000

命名 2.71±0.46 1.56±0.64 10.447 0.000

记忆 4.56±0.48 3.44±0.50 12.419 0.000

注意力 5.51±0.51 4.31±0.70 9.999 0.000

语言 2.75±0.44 1.77±0.47 10.881 0.000

抽象能力 1.90±0.30 0.69±0.47 15.688 0.000

定向力 5.61±0.49 4.71±0.50 9.173 0.000

MoCA总分 27.75±1.13 19.98±1.42 30.67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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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比较

以 MoCA 总分为因变量，以组间比较差异显著

的 ACA-PI、MCA-PI 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MCA-PI 水平与 MoCA 总分呈负

相关性（P<0.05），ACA-PI 水平与 MoCA 总分无相

关性（P>0.05），见表 3。
表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x±s）

变量 回归系数 t P
95％可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常数项 44.398 20.372 0.000 40.074 48.721

MCA-PI -19.145 -7.856 0.000 -23.980 -14.310

ACA-PI -3.107 -1.184 0.239 -8.314 2.100

3　讨论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属于认知功能损害中最为

常见的一种类型，临床研究表明［6］，血管性认知功

能障碍的发生率明显超过血管性痴呆，血管性认知

功能障碍包含非痴呆性血管性认知障碍、皮质性血

管性痴呆、皮质下性血管性痴呆、单发梗死性痴呆、

低灌注性痴呆、脑出血性痴呆、混合型痴呆、特殊

动脉疾病引起的痴呆。非痴呆性血管性认知障碍是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早期阶段，血管性痴呆是血

管性认知障碍的严重阶段，5 年存活率约为 39％［7］，

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非痴呆性血管性认知障碍

患者如能够得到早期的诊断及有效的治疗，能够有

效阻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及时纠正患者认知功能，

进而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早期对血管性危险因子进行控制能够有效的降

低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对于已经出现血

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及时的对危险因子进行

控制，亦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认知功能，而明确血

管性认知障碍的危险因子及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对于疾病的控制及转归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8］。血

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其脑血流量水平多呈现异常

改变。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ACA-PI、

MCA-PI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与现有临床

研究结果一致［9］，提示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存

在明显的血流动力学水平异常现象，主要表现在患

者的大脑前动脉及大脑中动脉血管阻力增加。临床

分析认为，机体的大脑动脉供血水平与患者的认知

功能有着重要关联，大脑动脉供血包括颈内动脉供

血系统及椎基底动脉供血系统，机体颈内动脉供血

系统直接连接大脑的颞叶区域、海马区域、皮质下

区域及额叶区域，此类区域与机体的智力、记忆、

执行功能等直接相关；椎基底动脉供血系统直接连

接机体的丘脑、小脑、枕叶、内耳等部位，具有调

节机体肌张力、呼吸、平衡功能、协调脑区域信息

传递、机体的定向、语言等功能的效用，血供系统

的异常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到机体的认知功能［10］。为

进一步研究大脑血流动力学水平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本研究以 MoCA 总分为因变量，以组间比较差异显

著的 ACA-PI、MCA-PI 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显示，MCA-PI 水平与 MoCA 总分呈负相关

性（P<0.05），提示患者大脑中动脉血管阻力水平越

大，患者的认知功能可能越低。大脑中动脉是大脑

皮层的主要血液灌注量来源，中动脉血管阻力的增

加必然伴随着脑血流量的减少，进而降低对机体前

额叶、顶叶、颞叶等部位的血供量，降低患者的认

知功能［11］。因此，临床上在预防血管性认知功能障

碍的过程中，可通过经颅多普勒超声密切监测患者

大脑动脉血流动力学水平进行判定及治疗，对于血

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早期患者，可通过对患者大脑血

流动力学水平进行调节以改善患者认知功能，避免

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对患者认知功能的损害［12］。该研

究不足之处在于纳入病例数量较少，可能对研究结

果产生影响，进一步增加病例纳入量，提升不同样

本数量，是本研究的后续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经颅多普勒超声是临床上一种能够

实时观察大脑血管内血流动力学水平变化的无创检

查方法，具有较好的重复性。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

显示，血管性认知障碍患者大脑前动脉、中动脉阻

力均显著提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大脑中动脉搏

动指数异常可能是影响血管性认知障碍患者认知功

能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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