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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康复训练对难治性癫痫患者认知功能改善的对照研究

蒋建波 、 赵建法 、 易　飞 、 朱玉叶 、 陈昊阳

【摘要】目的　观察难治性癫痫病伴认知障碍患者进行认知康复训练的效果，及 Addenbrooke 评

估量表（ACE-III）使用情况。方法　择取本院收治的 115 例难治性癫痫伴认知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

随机将患者分成两组：对照组 57 例，予常规抗癫痫药物治疗；观察组 58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

加以智能软件辅助的记忆力训练、运动锻炼和认知刺激训练结合的康复训练。8 周后用 ACE- Ⅲ对

两组患者认知障碍进行评价。结果　对照组治疗前后 ACE- Ⅲ总分，以及注意、记忆力、语言流利

性、语言和视空间等分领域评分均无明显变化（P> 0.05）；而观察组治疗后总评分和记忆力比治疗前

提升显著（P< 0.001），注意、语言和视空间领域评分也明显提高（P< 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后

比较结果提示观察组认知功能得到更好地改善（P< 0.05）。ACE- Ⅲ应用灵活简便且依从性高。结论

　对难治性癫痫病伴认知障碍患者常规治疗的同时加强认知康复训练，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认知情况。

ACE- Ⅲ应用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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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refractory epilepsy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a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IANG Jianbo，ZHAN Jianfa，YI Fei，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102 
Hospital of Jiangsu Province，Changzhou 21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refractory epilepsy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and observe the effect of application of Addenbrooke’s Cognitive Examination（ACE-III）. 

Methods　115 refractory epilepsy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57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at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herapy with antiepi-

leptic drug；58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t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herapy and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rapy that was combined by memory training aided by electronic software，physical exercise and cognitive irritation 

training. After 8 weeks，all patients were assessed by ACE- Ⅲ to evaluate the change of the cognitive dysfunction be-

tween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otal ACE- Ⅲ score and the score in attention，memory，verbal fluency，language and visuo-

spatial abilities（P>0.05）；Nevertheless，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total ACE- Ⅲ score and the score in memory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01）. Also，the scores of attention，language and 

visuospatial after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P<0.05）；The resul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that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rapy（P<0.05）. ACE- Ⅲ was flexible and convenient for use，and its patient compliance was high. Conclusion　

Conventio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dys-

function in epilepsy patients. ACE-III works well in this asp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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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一种由于脑功能异常所致的慢性病，国内

的发病率约为 3.6/1000［1］，常伴有记忆、注意力、语言、

行为等认知障碍，尤其是记忆力障碍在难治性癫痫患

者中非常普遍。难治性癫痫的治疗可加重认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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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癫痫药物如苯巴比妥、苯妥英钠等对认知损伤也较

大［2］。此外，手术是治疗难治性癫痫的主要手段，但

手术治疗也会损害认知。因而，对于难治性癫痫患者

来说认知的损伤似乎是无法避免且不断加重的。

很多临床试验已经证明认知功能康复训练可有

效改善患者的认知障碍。本文对我院收治的 115 例

难治性癫痫伴认知障碍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

对照观察认知康复训练改善患者认知情况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10 月我院神经内科

收治的难治癫痫患者，筛选认知障碍的患者入组。

入组标准：1）按照国内难治性癫痫的诊断标准［3］，

经临床症状、病史、脑电图等确诊为难治性癫痫。 2）
年龄 18~60 岁；3）Addenbrooke 评估量表（ACE- Ⅲ

量表）认知评估 <82 分［4］。 排除标准：1）头颅影像学

检查提示有颅内病变，如脑梗死、颅内占位、颅内

感染、脑外伤等；2）有严重的认知障碍而不能配合

评估者。共计 115 例患者入组，其中男性 68 例，女

性 47 例。将患者按随机数表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7 例，观察组 58 例，两组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以及 ACE- Ⅲ 评分（总分）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对照组和观察组治疗前患者基本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年龄（岁）
文化程度（例）

ACE-III总分
男 女 低 中 高

对照组 57 36 24 38±6.27 6 38 13 57.58±11.25

观察组 58 32 23 36 ± 8.32 5 42 11 56.04±10.98

P值 0.537 0.686 0.522 0.852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抗癫痫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常

规治疗的同时，增加认知训练：1）智能软件辅助的

记忆力训练：指导患者应用手机或平板电脑内的《记

忆力训练》游戏训练记忆力，每日 15 分钟。2）运动

锻炼：根据患者的意愿选太极拳或有氧操，每日固

定时间内持续 30 分钟。3）认知刺激训练：患者每晚

入睡前，写下 3 件发生在自己身上值得欣喜的事情，

并且思考事情发生的原因。

1.3　疗效评定方法

治疗 8 周后，所有患者进行 ACE-III 量表评分，

分为注意、记忆力、语言流利性、语言和视空间 5

项，共计 100 分［4］。观察对照组和观察组各在治疗

前后，治疗患者认知障碍的效果，以及对照组和观

察组之间疗效的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x±

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

（n，％）表示，比较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标准。

2　结果

2.1　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

对照组治疗前后无论是注意、记忆力、语言流

利性、语言和视空间的 ACE- Ⅲ各领域评分及总评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观察组治疗前后比较

总评分提升了 27.57％，差异显著（P<0.001）。

观察组的单项评分也明显提高：记忆力比治疗前的

提升了 44.42％，差异显著（P<0.001），注意力提升

39.67％（P<0.05），视空间提升 24.33％（P<0.01），

语言提高 13.32％（P<0.05），而语言流利性方面虽

数值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观察组总评分比对照组高 23.94％，差异显著

（P<0.001）。观察组各项评分也高于对照组：记忆

力比对照组提高 38.92％，差异显著（P<0.001），

注意力提高 30.63％（P<0.05），语言提高 13.50％

（P<0.05），而语言流利性虽数值提高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3.1　认知的康复训练 

认知的康复训练是公认的改善认知有效的方法。

此次我们观察到观察组患者的记忆力有突出的提高

（44.42％）。而观察组治疗后比对照组治疗后评分

也提高了 38.92％。我们分析获得如此疗效可能有几

方面原因：首先，证实了记忆力的提高的确可以通过

短期有针对性的训练能达到。例如，O’Brien 等在

治疗多发性硬化引起的认知障碍的中发现，针对性

训练提高记忆力的效果要优于非针对性训练和未进

行训练的情况，约能提高 20％的记忆能力［5］。其次，

智能软件或可更有效的提高记忆力的恢复。Solari 等

应用计算机软件训练患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提高

了患者 43~45％的记忆力［6］。此次我们应用智能软件

也获得了显著的疗效。而且手机软件使用方便，训

练顺应性高，费用也大大降低，还具有个体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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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程度的记忆力损害都能得到提高。其三，患

者的平均年龄低于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引起

认知障碍的老年患者，大脑损伤的恢复力更强，对

训练更配合，康复也更有效。其四，我们结合了运

动和认知刺激训练。运动锻炼能改善患者的精神症

状和各项身体机能，通过影响脑血流量、营养因子

及免疫力等因素，有助于受伤的大脑恢复机能和重

塑［7］。国内研究也发现积极的心理干预和认知刺激

训练等均可对认知的康复有良好的效果［8，9］。

此次我们也观察到患者的注意力和视空间能力

也得到了较好的提高。其提高原因考虑除了患者年

龄和三种康复训练手段结合效果更好的因素外，还

可能与应用智能软件的训练相关。我们此次应用的

软件在训练中，患者答题前必须先集中注意力去观

察字母或者数字的空间位置和颜色等信息，反复训

练后，患者的注意力及视空间的能力也相应提高。

3.2　ACE-III 的使用

常用在癫痫认知评分的评估表有行蒙特利尔认

知评估（MoCA）和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

国内的很多实验正是基于这两种量表来进行的［10-12］。

而 Addenbrooke 评估量表吸纳了 MMSE 的优点，又

对记忆、语言等多方面进行了延伸［4］。现国内研究

人员也逐步尝试其应用在认知评估方面［13，14］。此次

我们观察到无论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ACE-III 对各

个测试项目都能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描述。比 MoCA

和 MMSE 操作程序简单，内容易理解，培训时间少，

依从性高，值得继续推广和探索。

综上所述，对癫痫病认知障碍患者常规治疗的

同时加强认知训练，尤其是应用智能软件辅助下的

训练，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情况，而 ACE-III

在应用中具有方便、依从性高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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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对照组和观察组对认知障碍的疗效对比（ACE-III）

领域
对照组

P 值
观察组

P 值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后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注意 10.09±2.42 10.97±2.23 0.667 10.26±2.23 14.33±2.66 0.012 0.033

记忆力 11.03±3.77 11.28±3.52 0.889 10.85±3.23 15.67±4.01 <0.001 <0.001

语言流利性 6.88±1.62 6.92±1.47 0.733 6.31±1.38 7.99±1.29 0.067 0.052

语言 19.11±4.11 18.89±3.96 0.841 18.92±4.34 21.44±3.58 0.022 0.039

视空间 10.04±1.88 9.62±1.63 0.598 9.7±1.57 12.06±2.11 0.008 0.012

总分 57.15±11.25 57.68±11.94 0.832 56.04±10.98 71.49±10.70 <0.001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