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PJCCPVD

January 2020，Vol.28

No.1

http：//www.syxnf.net

• 护理与康复 •
（OSID 码）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记忆强化训练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
患者的临床效果
张莉，沈莉
【摘要】
方法

目的

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联合记忆强化训练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的临床效果。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随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 82 例，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41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 tDCS 假刺激联合记忆强化训练，研究组患者采用 tDCS 联

合记忆强化训练；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1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西方失语症成套测验（WAB）评分及临床效果、
治疗满意度，并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1）两组患者治疗前自发言语、听理解、复述、命名、
失语商（AQ）评分及治疗后听理解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治疗后自发言语、复述、命

名及 AQ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2）研究组患者临床效果、治疗满意度优于对照组（P<0.05）。（3）两组患

者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tDCS 联合记忆强化训练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的临床效果确切，
可有效改善患者语言功能，提高患者治疗满意度，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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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combined with

memory intensive training i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aphasia. Methods From March 2017 to March

2018，a total of 82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aphasia were selec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Central

Hospital of Suizhou，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with
41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ham tDCS combined with memory intensive training，while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received tDCS combined with memory intensive training；both groups were continuously treated for 1 month.
Western Aphasia Battery Test（WAB）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s well as clinical effect and treatment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moreover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observed during treatment. Results

（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pontaneous speech score，auditory comprehension score，retelling score，

naming score or aphasia quotient（AQ）score before treatment as well as auditory comprehension score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while spontaneous speech score，retelling score，naming score and AQ score in study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2）Clinical effect and treatment

satisfation in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3）No one in the two groups occurred
any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Conclusion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aphasia，tDCS

combined with memory intensive training performs certain clinical effect，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anguage function
and promote treatment satisfaction，with relatively high safety.

【Key words】 Stroke；Aphasia；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Intensive memory training；Appl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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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指脑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脑
局部血液供应障碍，进而造成脑组织缺血、坏死的一种脑血
管疾病，包括脑血栓形成、腔隙性梗死及脑栓塞等［1］，患者
［2］

常伴有局灶性神经功能损伤，主要临床表现为偏瘫、失语等

。

失语症是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常见并发症。有研究表明，脑
卒中幸存者失语症发生率为 21%~38%，其中约 40% 患者遗留

失语症状，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并降低其生活质量［3］。相
关研究表明，药物联合语言训练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
的疗效并不理想［4］。近年临床常采用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
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并取得一定效果，其是通过低强
度（1~2 mA）直流电调节大脑皮质神经元活动，进而促进患
者语言功能恢复

［5］

。语言是人体认知功能的重要部分，与记

忆等其他认知功能关系密切

［6］

。脑损伤可导致记忆障碍，进

而影响患者语言加工及认知功能，因此记忆强化训练可提高
脑损伤患者语言加工能力，也可促进失语症患者语言功能恢

。目前关于 tDCS 联合记忆强化训练治疗缺血性脑卒中

［6］

复

后失语症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 tDCS 联合记忆强
化训练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的临床效果，现报道
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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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随州市中心

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 82 例，均符

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
管病学组制定的《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4》

［7］

中的缺血性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颅脑 CT 或磁共振成像（MRI）
［8］

检查确诊。纳入标准：（1）西方失语症成套测验（WAB）

的失语商（AQ）评分 <93.8 分；（2）首次发病且语言功能正
常。排除标准：（1）伴有认知、沟通障碍者；（2）既往有

完全性失语症者；（3）伴有听理解障碍者。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41 例。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病程、高血压发生率、糖尿病发生率及有吸烟史者占

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随州市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
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1

研究组

研究组患者采用 tDCS 联合记忆强化训练。首

先采用 tDCS 仪（型号：1300A）阳极刺激患者左侧额下回三

角区，阴极刺激患者右侧额下回三角区。刺激部位定位：用

软尺测出患者鼻根点至枕外隆凸连线后 3/4 处并做标记，外侧
裂的投影则在额颧点与该处的连线上；先将 tDCS 仪的阳极置

于该线与患者乳突垂直线交点处，阴极置于其右肩部，参数
设置：电极面积为 4.5 cm×5.8 cm，刺激强度为 1.2 mA，时间
为 20 min，最后启动仪器进行电刺激。刺激后再依据同理将

tDCS 仪的阴极置于患者右侧额下回三角区，阳极置于左肩部，
电刺激参数不变启动仪器进行电刺激。1 次 /d，6 次 / 周。记
忆强化训练包括 n-back 任务和 Corsi 模板任务，在 n-back 任

务中选用了周亮等［10］构建的汉语联想词库训练，以图片形式
呈现，要求患者辨认当前呈现的信息与之前呈现信息的差异，

适当调整辨认难度。在 Corsi 任务中，治疗人员准备 10 块大小、
形状相同的木块，以 1 个 /s 的速度敲击木块，要求患者按顺
序指认敲击的木块并逐渐增加被敲击木块的数量，适当调整

指认难度。训练过程中，治疗人员可根据患者所表现出的记
忆障碍程度进行不同的记忆训练，1 次 /d，6 次 / 周。
1.2.2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采用 tDCS 假刺激联合记忆强化训

练，其中 tDCS 仪正常显示且电极放置位置与研究组相同，但
并未输出刺激信号；记忆强化训练内容及强度与研究组相同，
1 次 /d，6 次 / 周。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1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采用 WAB 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自发

言语、听理解、复述、命名及 AQ 评分，评分越高表明患者
语言功能恢复越好；AQ 评分 =（自发言语评分 + 听理解评分
/20+ 复述评分 /10+ 命名评分 /10）×2。（2）比较两组患者

临床效果，临床效果判定标准：基本痊愈：患者失语症基本

消失，AQ 评分为 84.4~98.3 分；有效：患者失语症有所改善，

AQ 评分为 75.1~84.3 分；无效：患者失语症无好转，AQ 评分

≤ 75.0 分［11］。（3）采用自制治疗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两组

患者治疗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及不满意。（4）观察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应用 IBM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统计学方法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包括年龄、病程、自发言语评分、
听理解评分、复述评分、命名评分、AQ 评分）以（x±s）表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年龄
病程
例数 （男性别
/ 女） （x ±s，岁）（x ±s，d）

对照组
研究组
χ2（t）值

41

25/16

41

24/17
0.615

P值
注：a 为 t 值

1.2

方法

0.541

合并症〔n（%）〕
高血压

糖尿病

吸烟史
〔n（%）〕

62.0±11.2 70.5±15.9 23（56.1） 17（41.1） 27（65.9）
63.5±10.9 71.6±15.6 21（51.2） 16（39.0） 29（70.7）
0.051a
0.822

0.316a
0.753

0.196
0.658

0.051
0.822

0.225
0.635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控制血压血糖、抗凝、溶栓、

改善脑微循环、营养神经等常规治疗［9］。

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包括性别、高血压发
生率、糖尿病发生率、有吸烟史者占比、不良反应发生率）
分析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包括临床效果、治疗满意度）
分析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WAB 评分

两组患者治疗前自发言语、听理解、复述、

命名、AQ 评分及治疗后听理解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患者治疗后自发言语、复述、命名及 AQ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临床效果

2.3

治疗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临床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u=4.98，P<0.05，见表 3）。

研究组患者治疗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u=5.84，P<0.05，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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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WAB 评分比较（x±s，分）
Table 2 Comparison of WAB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1

研究组
t值

41

自发言语
治疗前

治疗后

听理解

治疗前

复述

治疗后

1.018

4.352

0.954

<0.01

0.092
0.927

1.797
0.076

表 3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例）
Table 3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基本痊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41

13

18

10

41

20

19

2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满意度比较（例）
Table 4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4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41

17

14

10

不良反应

41

26

13

2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其中研究组患者出现局部针刺感 10 例、麻木感 7 例、头痛 1 例，
但均未经处理后自行缓解。
3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12.91±3.31 18.22±2.18 7.97±1.98 9.23±1.27 3.92±1.38 8.86±1.13 2.16±1.18 8.19±1.30 52.56±7.02 87.43±6.27

注：AQ= 失语商

研究组

治疗后

AQ

13.01±3.28 15.95±2.53 8.01±1.95 8.73±1.25 3.94±1.37 6.30±1.15 2.19±1.16 6.15±1.31 53.46±6.95 72.71±6.38

P值

研究组

治疗前

命名

讨论

0.066
0.948

10.167
<0.01

0.116
0.908

7.078

<0.01

0.583
0.561

10.537
<0.01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临床效果优于对照组，且治疗
后自发言语、复述、命名、AQ 评分高于对照组，但两组患者
治疗后听理解评分间无统计学差异，与张洪等［16］、王成秀等［17］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 tDCS 联合记忆强化训练可有效提高缺血
性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功能，由于多数失语症患者听

理解正常，因此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异。张芹等［18］研究表明，

tDCS 治疗时使用 1.0~2.0 mA 的直流电安全性较高。本研究结

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治疗满意度优于对照组，且两组患者均
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表明 tDCS 联合记忆强化训练能有效提
高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治疗满意度，且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tDCS 联合记忆强化训练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
失语症患者的临床效果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语言功能，提
高患者治疗满意度，且安全性较高；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观察时间较短，今后需扩大样本量以进一步证实 tDCS 联合记
忆强化训练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的长期疗效。

作者贡献：张莉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研究的实施与

缺血性脑卒中高致残率一直是康复医学领域重点研究和

可行性分析，数据收集、整理、分析，负责撰写论文，并对

解决的问题，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后失语症主要由脑血管病变

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沈莉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

造成大脑优势半球受损而导致高级神经功能损伤，临床表现

本文无利益冲突。

为阅读、书写、说话、理解能力障碍［12］，严重影响患者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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