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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康复训练
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临床效果
余 晖1
宋 哲 2▲
1. 湖北省咸宁市中医医院脑病科，湖北咸宁 437100；
2. 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肿瘤学与核医学教研室，湖北咸宁 4371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临床效果。方法 抽取咸
宁市中医医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收治的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 70 例为研究对象，35 例行常规
药物治疗联合常规康复训练治疗者作为对照组，35 例行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康复训练治疗者作为试
验组，采用 Addenbrooke 改良认知评估量表（ACE-R）评估两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
表（ADL）评估两组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能力，并比较两组整体疗效。 结果 试验组治疗后 ACE-R 总评分为
（79.73±7.24）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0.62±9.3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试验组治疗后 ADL
总评分为（17.19±3.83）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7.83±4.5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试验组治
疗总有效率（94.29%）显著高于对照组（77.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针对脑卒中后认知
障碍患者给予重复经颅磁刺激与认知康复训练联合治疗，可促进认知功能恢复，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水平，增强疗效，值得推广。
[ 关键词 ] 脑卒中后认知障碍；重复经颅磁刺激；认知康复训练；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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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with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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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stroke.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stroke admitted to Xiann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35)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35).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and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Addenbrooke cognitive examination-revised (ACE-R) wa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DL) scale wa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ADL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score of ACE-R scal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79.73±7.24) point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0.62±9.31)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score of ADL scal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17.19±3.83) point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7.83±4.55)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 total efficacy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4.29%,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7.14%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For the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stroke, the treatmen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cognitive function, improve patients' ADL and enhance their therapeutic
efficacie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stroke;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gnitive function;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Therapeutic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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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目前导致我国人民死亡的首要病

80% ～ 120% MT，刺激频率设置为 10 Hz，选择左侧

因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该病致死率有下降

前 额 叶 皮 质 及 前 额 叶 背 外 侧 皮 质 为 刺 激 点，

趋势，然而大部分患者多会有后遗症残留。不同于

20 min/ 次，每日 1 次。同时，指导患者进行认知康

偏瘫、吞咽障碍等，临床医师对卒中后认知障碍关

复训练，主要内容如下。①注意力训练：如寻找两

注度较低。由于认知障碍并不是独立表现的，其会

幅图画中的相同部分及不同部分，或在图画中找出

对运动、日常生活功能等造成一定影响，有学者指

目标图形，或在随机排列数字中找出特定数字，等

出，认知障碍是制约脑卒中患者全面康复的重要原

等。在训练期间，注意与患者进行互动，与患者沟通

因

时应注重眼神交流，若有注意力分散情况（如发呆、

[1]

[2-3]

。因此，及早予以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有效的

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本研究针对此类患者尝试

眼神迷茫等）
，可通过增加说话音量或轻拍患者等方

联合应用重复经颅磁刺激、认知康复训练，并观察

法，
吸引其注意力。②定向力训练：在日常生活中融

联合治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入训练内容，尽可能选择患者感兴趣的事物进行训

1

资料与方法

练，如让患者观看从前旅游的照片，让其回忆旅游地

一般资料

点；或让患者反复辨认熟人照片，并进行真人辨认。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咸宁市中医

③记忆力训练：通过重复话语、叙述日期等，训练其

医院收治的 70 例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为研究对

瞬时记忆力；陪同患者浏览老照片，
鼓励患者回忆往

象，以随机对照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35 例患者中，

事，维持其远期记忆；列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果，

男 21 例，
女 14 例；年龄 48 ～ 76 岁，
平均（52.6±10.5）
岁；

如苹果、香蕉、橘子等，
3 ～ 5 min 后让患者回忆水果

病 程 32 ～ 98 d，平 均（64.3±21.7）d；脑 出 血 者

名称，
增强其延迟记忆力。④计算力训练：让患者通

13 例，脑梗死 者 22 例。 试 验 组 35 例 患 者 中，男

过识数、数字计算游戏等训练计算能力，逐步增加训

20 例，
女 15 例；年龄 49 ～ 77 岁，
平均（53.3±10.7）
岁；

练难度，若患者出现错误，应避免呵斥、苛责，应正确

病程 34 ～ 101 d，
平均（66.5±22.3）d；脑出血者 14 例，

示教，鼓励其继续训练，避免患者产生自卑、烦躁等

脑梗死者 21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情绪。⑤执行、
解决能力训练：早期可让患者进行简

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单的活动计划训练，如刷牙，与患者共同讨论刷牙的

1.1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卒中后认知障碍管理

步骤、方法，直至其能够完全掌握各流程，且能顺利

专家共识》 中认知障碍诊断标准者；②脑卒中经

实施后，可指导其进行购物等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

颅脑影像学检查确诊者；③首次发生认知障碍，且

训练。2 周为 1 个疗程，
两组患者共治疗 6 个疗程。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1.3

MoCA）评分低于 26 分者；④认知障碍病程超过

1.3.1

1 个月者；⑤病情稳定，
可配合临床治疗者；⑥患者或

评 估 量 表（Addenbrooke cognitive examination-revised，

家属知情同意；⑦经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者。

ACE-R）[5] 评估，该量表包括记忆力（0 ～ 26 分）
、注

[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认知功能观察

采用 Addenbrooke 改良认知

排除标准：①合并颅脑损伤、颅脑出血等疾病

意 / 定向力（0 ～ 18 分）、语言能力（0 ～ 26 分）、语

者；②既往存在精神疾病者；③认知障碍因帕金

言流利性（0 ～ 14 分）、视空间（0 ～ 16 分），总分为

森、阿尔茨海默等疾病所致者；④合并心、肝、肾等

0 ～ 100 分，得分越高，则认知能力越好。

严 重 器 质 性 疾 病 者；⑤ 既 往 存 在 颅 脑 手 术 史 者；

1.3.2

⑥近期使用过精神类药物者。

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6] 评估，该

1.2

方法

量 表 包 括 两 部 分，即 躯 体 生 活 自 理 量 表（physical

对照组患者予以 30 mg/ 次尼莫地平（石药集团

self-maintenance scale，PSMS，6 个条目）和工具性

河北永丰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3021882，规

生活活动量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格：20 mg）口服，每日 3 次；同时，指导患者进行坐

scale，IADL，8 个条目），各条目评分为 1 ～ 4 分，

位训练、平衡训练、上下肢训练、步态训练等。

1 分表示在合理时间内能独立完成，
4 分表示完全不

试验组患者采用渡康 NK-IA04J 经颅磁刺激

日常生活能力观察

采用日常生活能力

能独立完成，总分为 14 ～ 56 分，得分越高，则日常

治 疗 仪（石 家 庄 渡 康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注 册 证

生活能力越差。

号：冀械注准 20192090277 号）予以重复经颅磁刺

1.3.3

激治疗，操作如下：指导患者取仰卧位或坐位，选

变化情况评估治疗效果，治疗后 ACE-R 评分上升

用 8 字型线圈，采用单脉冲模式，刺激强度设置为

80% 以上，ADL 评分下降 70% 以上或下降至 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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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示基本康复；治疗后 ACE-R 评分上升 60%

IADL 评 分 及 总 评 分 低 于 对 照 组，差 异 有 统 计 学

以上，ADL 评分下降 50% 以上或下降至 22 分以下，

意义（P ＜ 0.05），见表 2。

表示改善；治疗后 ADL 评分上升 30% 以上，ADL

2.3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评分下降 20% 以上，表示减轻；未达到减轻标准，

试验组治疗总有效率（94.29%）显著高于对照

表示无效。治疗总有效率 = 基本康复率 + 改善率 +

组（77.14%）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 3。

减轻率。
1.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组别

n

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

对照组

35 8（22.86） 10（28.57）9（25.71）8（22.86）27（77.14）

试验组

35 16（45.71）11（31.43）6（17.14）2（5.71） 33（94.29）

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值

4.200

2

P值

0.040

改善

减轻

无效

总有效

2

结果

2.1

基本康复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3

治疗前，两组 ACE-R 单项指标评分及总评分

讨论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

流行病学统计显示，脑卒中后约有 42.5% 的患

组 ACE-R 单项指标评分及总评分均较治疗前升

者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 [7]。目前，临床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试验组治疗后

医师治疗脑卒中多以纠正原发性疾病及优化躯体

ACE-R 单项指标评分及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功能为主，往往忽视了认知康复的治疗。然而，认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知障碍的危害不容小觑，其会导致患者反应迟钝，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比较

记忆力、注意力、定向力下降，难以完成涉及决策、

治 疗 前，两 组 PSMS、IADL 评 分 及 总 评 分 比

推理等任务，给患者日常生活、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甚至病情严重者会逐步发展成为痴呆 [8-9]。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

认知康复训练是治疗认知障碍最常用的方法。

PSMS、IADL 评分及总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

陈霞霞等 [10] 研究显示，认知康复训练能有效促进脑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试验组治疗后 PSMS、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ACE-R评分比较（x ± s，分）
记忆力

注意 / 定向力

组别

n

对照组

35

11.24±5.36 17.63±4.01 5.647 0.000 6.32±4.44

试验组

35

治疗后

t值

P值

9.88±3.59 3.689 0.000

12.39±5.87

18.11±4.28

4.658

0.000

11.17±5.32 21.28±3.23 9.610 0.000 6.30±4.46 13.97±2.65 8.747 0.000

8.359

0.000

t值

P值

8.16±2.95 3.688 0.001 39.86±12.35 60.62±9.31

7.941

0.000

10.18±1.36 9.850 0.000 5.10±3.83 11.97±2.27 9.129 0.000 39.23±13.18 79.73±7.24

15.933

0.000

治疗后

t值

P值

语言能力
治疗前

治疗前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12.42±5.83

22.02±3.49

t值

0.055

4.194

0.019

5.423

0.021

4.189

P值

0.956

0.000

0.985

0.000

0.983

0.000

语言流利性

组别

n

对照组

35

4.19±3.37

试验组

35

4.16±3.35

治疗前

治疗后

视空间
t值

P值

治疗前

7.02±2.86 3.788 0.000 5.14±3.86

治疗后

总评分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0.037

5.903

0.044

6.055

0.220

10.584

P值

0.970

0.000

0.965

0.000

0.837

0.000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ADL评分比较（x ± s，分）
组别

n

对照组
试验组

PSMS

IADL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35

17.23±3.62

11.19±2.93

7.623

35

17.26±3.64

P值

治疗前

0.000 22.17±4.41

7.28±1.68 14.728 0.000 22.23±4.46

治疗后
16.72±3.56

总评分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5.689 0.000 39.28±7.14 27.83±4.55 8.001 0.000

10.01±2.63 13.963 0.000 39.66±7.31 17.19±3.83 16.108 0.000

t值

0.035

6.849

0.057

8.969

0.220

10.584

P值

0.973

0.000

0.955

0.000

0.82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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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患者神经功能和认知功能的恢复，提高其生活

治疗联合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效

质量。还有学者指出，认知训练效果与康复医师技

果研究 [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8，39（19）：

术密切相关，存在主观偏差性

34-35.

。而且笔者认为，该

[11]

方法需要不断重复训练，强调主观能动性，患者兴趣

[3] 郑洁，施加加，顾丽萍，等 .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

不足、情绪不佳等均会影响训练进程，为保证治疗效

脑卒中后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患者的疗效观

果，
建议联合应用其他方法。大量报道证实，
重复经颅

察 [J]. 中国康复，2017，32（6）：50-53.

磁刺激对认知功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等

[14]

。陈争一

[4] 赵静，闫莹莹，申利坊 .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认

对比了单纯认知康复训练（对照组，
70 例）和

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及情绪的影响 [J]. 国际精神病学

[12-13]

重复经颅磁刺激 + 认知康复训练（观察组，
70 例）在

杂志，2020，47（3）：523-526.

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结果显

[5] 陈卓，张英，王海燕，等 .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镜像神

示，观 察 组 经 干 预 后 MoCA 总 分 由（17.47±1.75）分

经元训练系统对非痴呆性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影响 [J]. 中

上 升 至（24.65±1.82）分，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的

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18，40（12）：891-894.

（20.04±1.83）分（P ＜ 0.05）
，且 行 为 记 忆 能 力 评

[6] 尹明宇，罗婧，胡昔权，等 .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

分 [（14.65±4.63）分 ] 及 日 常 生 活 活 动 能 力 评 分

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64.4±14.6
[
分）
] 显著高于对照组（11.43±4.05）
[
分、

2018，33（7）：763-769.

（53.0±13.4）分 ]（P ＜ 0.05）
。提示经颅磁刺激产

[7] 陈慧娟，丛双，程国强，等 . 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

生的生物学效应能够持续刺激大脑皮质，有利于重

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疗效观察 [J]. 中华物理医学与

建皮质网络功能，而且其还能调节神经递质如多巴

康复杂志，2017，39（9）：677-679.

胺等水平，重塑神经功能，是改善认知功能的关键。

[8] 谭丽艳，矫桂凤，郑文旭，等 .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

本研究亦联合应用上述两种方法治疗，结果显示患

认知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疗效评价 [J]. 中国

者治疗后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明显改善，治疗总

医疗器械信息，2019，25（17）：152-154.

有效率达到 94.29%，显著优于行常规药物治疗联合

[9] 夏清 . 脑卒中患者认知障碍评定与治疗 [J]. 安徽医学，

常规训练的对照组。究其原因，一方面，循序渐进的

2018，39（10）：129-130.

认知训练能启动闲置神经网络，逐步提高脑神经的

[10] 陈霞霞，梁汉英 . 早期认知康复训练在脑卒中患者神

可塑性；另一方面，
重复经颅磁刺激通过应用电磁脉

经功能恢复训练中的应用 [J]. 中外医学研究，2019，

冲刺激大脑皮质，可增强神经元细胞的兴奋性，提高

17（23）：164-166.

突触的可塑性，促进新的传导通路建立，逐步修复神

[11] 王娟，郑婵娟，崔晓阳，等 .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认

经系统功能，而且该技术能增加脑血流速度，改善脑

知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疗效观察 [J]. 神经损

代谢，挽救缺血半暗带濒死细胞，减轻脑损害，调节

伤与功能重建，2019，14（1）：11-14.

脑组织内神经因子表达，保护神经细胞

。有研究

[12] 扈罗曼，朱其秀，刘云霞，等 .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

表明，不同频率经颅磁刺激对认知功能障碍的作用

康复训练治疗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的疗效观察 [J].

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
本研究由于样本数量有限，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16，38（4）：278-282.

[15]

[16]

未对其进行探讨，
未来需增加样本量，
进一步探讨低频

[13] 李青，刘丽爽，霍娟娟，等 . 经颅磁刺激联合言语听

率、
高频率经颅磁刺激对认知障碍的影响以及不同频

觉反馈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康复效果的影响 [J].

率的作用机制，
为最佳治疗频率的选择提供参考。

中国临床保健杂志，2020，23（5）：660-664.

综上所述，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康复训练

[14] 陈争一，龚剑秋，吴越峰，等 .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

是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有效方案，可促进患者

认知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疗效观察 [J].

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值得临床借鉴。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19，41（3）：199-201.
[15] 张春华 .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常规执行功能训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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