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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小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与脑电的相关性研究

 邬岳清 

【摘要】目的　分析和探讨脑小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与脑电的相关性。方法　以 2017 年 9

月～2019 年 9 月为时间基准，在我院所有脑小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当中，随机收集 60 例作为本

次研究的对象，将其设定为观察组，同期选取 60 名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对两组人群均进行脑电

图检测，对比两组脑电图检测结果以及精神状态量表评分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评分。结果　观

察组脑电图的正常比例低于对照组，边缘、轻度异常以及中重度异常比例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治疗前后脑电图结果中正常、中轻度异常项目中，治疗前后有差异性（F= 3.245、2.321，P= 0.000，

0.000），观察组的记忆力评分、定向力评分、计算力评分、注意力评分、语言能力评分以及总评分

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执行能力评分、命名能力评分、注意力评分、计算力评分、语言能力评

分、抽象思维能力评分、延迟回忆力评分、定向力评分以及总评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脑电图可以对脑小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进行诊断，也可以作为评估其治疗效果的工具，适合

在临床进行开展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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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EEG in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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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and EEG. Methods　Using September 2017 to September 2019 as the time base，among all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of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in our hospital，60 cases were randomly collected as the ob-

ject and subject of this study，and set as observation In the same period，60 healthy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EEG test was performed on the two groups of people，and the EEG test results and the scores of the mental 

state scale and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ormal 

ratio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ratios of marginal，mild abnormality，

and moderate to severe abnormalit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normal，moderate and mild abnormal items in the EEG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3.245，2.321，P=0.000，0.000），the observation group’s memory score，orientation score，com-

puting power score，attention score，language ability score and total score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s executive ability score The scores of naming ability，attention score，calculation ability，

language ability score，abstract thinking ability score，delayed recall score，orientation score and total score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EG can diagnose the cognitive dysfunction of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and can also be used as a tool to evaluate its therapeutic effect，which is suitable for clinical de-

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Keywords】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cognitive dysfunction；Electroencephalogram；Correlation；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ental state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市民康医院（宁波，315010）。

［第一作者简介］邬岳清（1969.06-），男，浙江宁波人，大专，主治医师，研究方向：慢性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

［通讯作者］邬岳清（Email：15888543074@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4 期 - 685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脑小血管病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它的并发症

之一是认知功能障碍，不仅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

成影响，还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障碍［1］。临床

上对于脑小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要建立在诊

断和确诊的基础上，目前临床上诊断脑小血管病认

知功能障碍的主要方式为脑电图［2］。本文将对脑小

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与脑电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研究。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在本院接受治疗的脑小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患

者当中，选取 60 例，作为观察组，选取时间为 2017
年 9 月～2019 年 9 月，同期选取健康人群 60 名，作

为对照组。

对照组，年龄 44～75 岁，平均年龄（56.5±1.3）
岁；其中男 29 名，占比 48.33％，女 31 名，占比

51.67％；大专学历 30 名，本科学历 30 名；公务员 22
名，教师 19 名，医生 12 名，其他 7 名。

观察组，年龄 45～76 岁，平均年龄（56.3±1.2）
岁；其中男性患者 31 例，占比 51.67％，女性患者

29 例，占比 48.33％；大专学历 28 名，本科学历 32
名；公务员 20 名，教师 20 名，医生 11 名，其他 9 名。

组间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所有研究人群进行脑电图检查。采用日本光

电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 EEG-1518K 脑电图机，增益

为 50 μV（5mm）［3］，高通滤波为 45Hz，时间常数为

0.3 s，采样频率为 200 Hz，采样精度为 16 bit，头皮

电阻≤ 5000Ω［4］。电极为 16 个，参考电极为两侧耳

垂电极，导联描计。在被检者的安静、闭目情况下，

采集脑电信号。将采集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再经

过计算，得到数据［5］。

对所有人群进行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MSE）

评测，对所有人群进行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

（MOCA）评测。

1.3　观察指标

1.3.1　对比两组被检者的脑电图检测结果。

1.3.2　对比两组被检者的 MMSE 评分。分数越

高越好。

1.3.3　对比两组被检者的 MOCA 评分。分数越

高，认知能力越好。

1.4　统计学

应用 SPSS22.0 软件处理 60 例脑小血管病认知功

能障碍患者和 60 名健康人群的数据，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 ± 标准差”的形式表示精神状态量表评分、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评分的变化，并以 T 检验进行，

计数资料采用％的形式表示脑电图检测结果，并以

χ2 检验进行，组间对比 P<0.05 即证实有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被检者的脑电图检测结果对比

观察组正常比例低于对照组，边缘、轻度异常

以及中重度异常比例均高于对照组，P<0.05，详情

见表 1。
表1　两组被检者的脑电图检测结果对比［n（％）］

组名 正常 边缘 轻度异常 中重度异常

对照组（n=60）56（93.33％） 2（3.33％） 2（3.33％） 0（0）

观察组（n=60） 0（0） 18（30.00％）18（30.00％）24（40.00％）

χ2 105.000 15.360 15.360 30.000

P 0.001 0.001 0.001 0.001

2.2　观察组治疗前后的脑电图的对比

观察组治疗前后脑电图结果中边缘 / 轻度异常

项目经统计学分析，无差异性（F=0.245、0.352，

P=0.000，0.000）；但正常、中轻度异常项目中，治

疗前后有差异性（F=3.245、2.321，P=0.000，0.000）。
表2　观察组治疗前后脑电图的对比（n，％）

 项目 治疗前（n=60） 治疗后（n=60） F值 P

 正常  0（0） 25（41.67） 3.245 0.000

边缘  18（30.00％） 13（21.67） 0.245 0.241

轻度异常  18（30.00％） 12（20.00） 0.352 0.341

中重度异常 24（40.00％） 10（16.67） 2.321 0.000

2.2　两组被检者的 MMSE 评分对比

观察组的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详

情见表 3。

表3　两组被检者的MMSE评分对比（x±s，分）

组名 记忆力 定向力 计算力 注意力 语言能力 总评分

对照组（n=60） 5.61±0.32 5.72±0.21 5.71±0.32 5.58±0.36 5.41±0.26 30.11±2.32

观察组（n=60） 3.74±0.21 4.37±0.25 3.92±0.38 5.31±0.22 5.32±0.22 24.23±3.12

T 37.844 25.751 27.919 4.957 2.047 11.714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4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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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小血管病认知障碍的诊断，是临床上一个重

点研究的课题［6］。采用量表对患者进行评价，容易

收到患者精神状态，文化程度等影响，准确度不高。

而脑电图操作简单，经济性高［7］，并且无创，对患

者的配合度要求也较低，因此是一种普及范围最广

的诊断方式之一。脑电图的特异性较高［8］，因此，

可以作为诊断脑小血管病认知障碍的主要方式［9］。

本文的研究当中，观察组正常比例低于对照组，

边缘、轻度异常以及中重度异常比例均高于对照组，

观察组的记忆力评分、定向力评分、计算力评分、

注意力评分、语言能力评分以及总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观察组的执行能力评分、命名能力评分、注意

力评分、计算力评分、语言能力评分、抽象思维能

力评分、延迟回忆力评分、定向力评分以及总评分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脑电图在脑

小血管病认知障碍的检测当中效果显著，在实际运

用当中，还应当结合 MMSE 评分量表和 MOCA 评分

量表［10］，对患者进行综合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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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被检者的 MOCA 评分对比

观察组的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详

情见表 4。

表4　两组被检者的MOCA评分对比（x±s，分）

组名 执行能力 命名能力 注意力 计算力 语言能力 抽象思维能力 延迟回忆力 定向力 总评分

对照组（n=60） 3.24±0.36 3.62±0.54 3.79±0.52 3.85±0.32 3.72±0.24 3.62±0.24 3.68±0.32 3.88±0.37 27.52±0.98

观察组（n=60） 2.71±0.31 3.32±0.51 3.31±0.61 3.11±0.51 3.01±0.52 2.71±0.42 3.30±0.27 3.36±0.36 22.32±1.01

T 8.641 3.129 4.639 9.520 9.603 14.572 7.030 7.802 28.621

P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