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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额叶白质病变的认知功能损害研究

崔莉红 、 冀玉婷 1 、 李　娟 1 、 王小军 2

【摘要】目的　探讨皮质下缺血性血管病患者额叶白质病变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收

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我科住院诊断为皮质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121 例，根据额叶白质

病变程度，将皮质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分为轻度（67 例）和重度（54 例）脑白质病变组。同时选

择同年龄段 60 例健康、无认知障碍者为对照组；所有受试者均为右利手，且母语均为中文。对三组

受试者进行神经心理量表测定，评估其认知功能、记忆功能及执行功能，并对额叶白质病变的程度

与认知功能进行非参数等级相关分析。结果　与轻度脑白质病变组和对照组相比，重度脑白质病变

组的 MMSE 评分、AVLT 评分、ROCF 评分及 Stroop 评分明显降低，P 值均 <0.05。患者 MMSE 评分

与脑白质病变损害严重程度呈正相关（R ＝ 0.933，P= 0.013），即脑白质病变的严重程度与认知障碍

程度呈正相关。结论　皮质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额叶的脑白质主要累及认知功能、记忆功能及

执行功能，且脑白质病变的严重程度与认知障碍程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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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sis effects on cognitive function with frontal lobe white matter lesions in subcor-

tical ischemic vascular disease.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during the subcortical 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121 cases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5，in our department. Divided them into two groups：mild （67 

cases）and severe cerebral white matter lesions group （54 cases）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frontal white matter lesions. 

Choose 60 cases the same age who are healthy and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as the control group. All the subjects 

are right-handed，and the native language is Chinese. Evaluate  the  three groups with neuropsychological scale deter-

mination，and assess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memory func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and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extent of the frontal lobe white matter lesion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ues nonparametric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Re-
sults　Compared with mild cerebral white matter lesion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in severe brain white matter le-

sions group，the the MMSE scores，AVLT，ROCF and Stroop scores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P values <0.05. MMSE 

scores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erebral white matter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degre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

ed （R =0.933，P=0.933），in other words，the severity of cerebral white matter lesion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Conclusion　1. subcortical 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ith mainly involv-

ing the frontal lobes of the brain white matter，and will lead to the disorder in memory func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2.the severity of cerebral white matter lesion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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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下缺血性血管疾病是血管性认知功能损害

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小血管病变为主要病因，其病

理改变特点主要包括皮质下梗死、多发腔隙灶梗死

及脑白质的病变。大量报道提示脑白质病变与认知

领域障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认知能力

下降。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皮质下缺血性血管病患

者额叶白质病变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我科

住院诊断为皮质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121 例，其

中男性 34 例，女性 16 例，年龄（55～86）岁，平均

年龄（68.1±7.6）岁。再根据额叶白质病变程度，将

皮质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分为轻度（67 例）和重

度（54 例）脑白质病变组。同时选择同年龄段 60 例

健康、无认知障碍者为对照组，年龄（56～87）岁，

平均年龄（67.2±5.4）岁，对照组患者 MRIs 在结构

上无脑白质损伤证据；所有受试者均为右利手，且母

语均为中文。该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情况无统计学差异。

1.2　入组标准

依据 MRI 诊断标准和血管性认知功能损害的专

家共识确诊皮质下缺血性血管疾病。

1.3　排除标准

（1）出血性脑血管病及大面积脑梗塞者（2）其

他原因引起中枢神经损伤的疾病者，如外伤、肿瘤、

脱髓鞘改变等（3）阿尔兹海默症者、帕金森症者、

抑郁症者（4）酒精依赖及其他精神类药物滥用史者

（5）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者。（6）服用影响认知功

能的药物者。

1.4　脑白质病变程度诊断标准

所有脑白质病变患者均根据年龄相关的白质

改变分级量表（Age-related White Matter Change，

ARWMC）进行诊断和分组。在 MRI 上将 T2 或

F L A I R 像 上 ≥ 5m m 的 损 伤 定 义 为 白 质 病 变 。

ARWMC 评定量表对大脑两侧半球额、颞、顶枕、

幕下区 / 小脑、基底节区分别进行评定，即 ARWMC

总分分布在 0～30 分之间。0 分为无病变；1 分为局

灶性病变；2 分为轻度融合性病变；3 分为弥漫性病

变累及整个区域，伴有或不伴 U 纤维受累。

本研究将双侧额叶评分相加作为额叶的脑白质

病变评分，范围在 0～6 分之间，根据评分患者可分

为轻度（0～3 分）、重度（≥ 3 分）脑白质病变。所

有脑白质病变程度分级均由 2 名影像学医师采用盲

测法完成。

1.5　所有患者均进行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

包括血尿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电解质，心电

图，及颅脑 MRI 检查。

1.6　神经心理量表测定

观察组与对照组所有受试者均需要接受神经心

理量表测定，测试由 2 名经过神经心理学专业培训

的医生在专门的检测室进行。测试量表包括总体认

知功能：

（1）简明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 评分），结

果：得分＞ 24 分为正常，17～24 分为轻度异常，

16～17 分为中度异常，≤ 15 分为重度异常。为统

计白质病变与 MMSE 评分相关性，将 MMSE 评分

以数字表示：正常为 0，轻度异常为 1，中度异常

为 2，重度异常为 3；（2）口语情景记忆：听觉词语

学习测试（Auditory Verbal Learning Test，AVLT）非

口语情景记忆：复杂图形记忆测试（Rey-Osterrieth  

Complex  Figure Test，ROCF）；（3）执行功能：Stroop 

测验、连线测验（Trail Making Test，TMT）、画钟测

验（Clock Drawing Test，CDT）；（4）口语工作记忆：

中国版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Intelligence 

Scale，WAIS-RC）的数字广度（Digit Span）；（5）精

神处理速度：WAIS-RC 的子测验数字符号转换（Digit 

Symb-Coding）；（6）口语推理和抽象思维：WAIS-RC 

的子测验相似性测试；（7）语言能力：通过波士顿命

名（Boston Naming Test，BNT）和口语流利性。

详细测定方法不再赘述。

1.7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三组间比较应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满足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时，

用多个样本秩和检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组间比较

采用 x2 检验。

2　结果

2.1　三组受试者认知功能的比较

通过对三组受试者进行神经心理量表测定，结

果显示相对于对照组、及轻度脑白质病变组，重度

脑白质病变组的总体认知能力（MMSE）、情景记忆

能力及执行能力明显降低（P<0.05），有统计学意义。

而对于语言能力、精神处理速度及口语推理和抽象

思维方面三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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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白质病变程度与总体认知能力（MMSE 评

分）相关性研究

本研究 121 例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患者中局灶性

病变者 51 例，轻度融合者 52 例，弥漫性融合者 18
例。将其与总体认知能力（MMSE 评分）结果进行

非参数等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 MMSE 评分

与脑白质病变损害严重程度呈正相关（R ＝ 0.933，

P=0.013），即脑白质病变的严重程度与认知障碍程

度呈正相关（见表 2）。
表2　脑白质病变等级与MMSE评分关系

总体认知能力
（MMSE评分）

局灶性
病变

轻度融
合性病变

弥漫性
病变累

0 46 27 4
1 2 11 6
2 3 9 7
3 0 5 1

3　讨论

皮质下缺血性疾病，是以皮质下多发性腔隙性

梗死和白质病变为主要脑部损害，可表现为运动、

认知功能障碍、情绪的改变、排尿障碍、步态异常、

日常生活能力减退等。认知功能障碍严重影响着患

者的生活质量，它包括多个方面的评估，如记忆、

视空间结构、执行能力、注意力、计算、语言能力、

定向力等等，不同的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各不

相同，阿尔兹海默症主要累及记忆、计算、注意力

障碍，而皮层下缺血性痴呆，以执行功能障碍为

主［1，］。

本研究通过对收治患者进行神经心理量表测定，

观察额叶脑白质病变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结果

显示，相对于健康对照组，额叶脑白质病变与认知

功能障碍有密切联系，1、额叶脑白质病变组的总体

认知能力（MMSE）、情景记忆能力及执行能力明显

低于健康对照（P<0.05）2、额叶脑白质病变的严重

程度与认知障碍程度呈正相关，也就是说脑白质病

变越严重，认知功能障碍的程度越重。这与既往文

献报道相符，有文献报道称执行功能下降的人群出

现额叶白质病变的概率大大增加［2］，且可能是由额

叶白质病变的体积增加造成［3］。一项长期的随访的

研究［4］也显示，严重脑白质病变促使认知功能的减

退速度加快。与无白质病变者相比，严重脑白质病

变更容易发生认知功能障碍，风险增加 4 倍［5］。Seo 

等［6］发现，中央沟前的 WML 比中央沟后的 WML 对

认知下降的影响更为显著。

白质病变是血管性痴呆的独立危因素［7］，但是

其所致认知功能障碍机制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有

研究指出可能与额叶 - 皮层下联系纤维和皮质间的

连接纤维受损所致［8］，额叶 - 皮层下环路和长联合

纤维（扣带回、上纵束、额 - 枕束）结构联系的完整

性遭到破坏，从而影响了额叶功能，最终造成认知

功能、执行功能障碍。

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对于语言能力、精神处

理速度及口语推理和抽象思维方面三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也就是说，额叶脑白质病变的患者在

语言能力及抽象思维方面与未患病的患者没有明显

差异。提示，额叶脑白质病变对语言及思维影响较

小，而研究也证实左侧颞枕叶脑室周围、右侧颞枕

叶后部、右侧顶叶脑室周围，内囊前肢区域脑白质

病变均与语言及思维能力有密切相关［9］。

老龄化、高血压、糖尿病、受教育程度等等都

表1　两组受试者神经心理学量表评估结果（x±s）

对照组（60例）
观察组

F 值 P 值
轻度脑白质病变组（67例） 重度脑白质病变组（54例）

总体认知能MMSE 29.2±1.7 27.3±0.9 26.7±1.2 2.458 0.002*

口语情景记忆功能-AVLT 5.1±2.4 4.7±1.8 3.6±1.9 11.314 0.001*

口语情景记忆功能-ROCF 16.5±7.6 10.5±2.1 9.2±4.8 3.316 0.001*

执行功能- Stroop 31.7±9.4 35.3±6.2 41.8±12.6 4.352 0.008*

执行功能-TMT 120.3±56.1 134.2±67.8 145.8±70.3 12.334 0.066
执行功能-CDT 23.5±6.4 26.7±4.3 30.6±5.2 3.125 0.154
语言能力- BTN 21.4±3.3 22.7±4.3 21.9±5.7 5.436 0.125

语言能力-口语流利性 41.8±9.5 43.4±10 42.4±7.6 13.535 0.237
精神处理速度

Digit Symb-Coding
34.4±10.1 30.9±11.2 28.4±9.8 4.231 0.344

口语推理和抽象思维 14.6±7.8 14.2±6.3 14.9±3.4 5.578 0.641
口语工作记忆 11.7±2.2 11.5±4.1 12.4±1.9 12.312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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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认知功能的改变有密切联系［9］，而高血压的影

响最大，主要原因可能是小血管管壁增厚、管腔狭

窄，严重者甚至闭塞从而导致致相应供血区腔隙性

脑梗死、深部白质缺血性脱髓鞘改变，最终形成白

质病变导致认知功能障碍，而额叶白质相对于其他

部位来说，更易受累［10，11］。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

采用了一系列神经量表来评估总体认知能力，执行

能力及语言能力，发现脑白质病变会导致认知障碍，

但是这些神经心理量表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

的研究中，应增加相关量表。其次，本文没有将额

叶脑白质病变外的部位进行详细研究，因此仍将更

加深入探究不同部位脑白质病变与认知障碍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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