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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的认知功能水平及其相关因素的分析

王学莲 1 、 宁正颖 2 、 刘存午 3 、 何东清 4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高血压患者的认知功能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 100 例为高血压组，同时选取体检的 100 例健康人为健

康对照组。分析两组间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焦虑自评量表（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

评分及短期记忆评分。结果　高血压组患者的 MMSE 和短期视觉客体工作记忆评分低于健康对照组

（P<  0.01），SDS 和 SAS 评分高于健康对照组（P<  0.01），不同年龄组以及脑力、轻度体力与重度体

力劳动患者之间的 MMSE 评分具统计学差异（P<  0.01）。高血压程度与 MMSE 评分、短期视觉客体工

作记忆评分成负相关（P<  0.01）。结论　高血压患者的认知功能降低，且伴有抑郁和焦虑不良心理，

尤其是老年人与体力劳动者应警惕认知功能的减退，可开展脑力训练以减缓认知功能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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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cognitive function level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WANG Xuelian，NING Zhengying，LIU Cunwu，et al. Haidian District of Beijing DongSheng Tow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Beijing 10019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level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hyper-

tens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March 2016 were randomly se-

lected as the hypertension group，and 100 health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into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scores of MMSE and short-term visual-object working memory test in the hypertens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P<0.01），and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of the scores of MMSE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as well as mental，

mild physical and physical labor groups（P<0.01）. Pearson analysis showed the degree of hypertension was signifi-

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MMSE and short-term object working memory（P<0.01）. Conclusion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short-term object working memory dysfunction are existed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who are accompanied 

b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 cognitive dysfunction was significantly severer in the elderly and laborer patients. Carry-

ing out the mental training might improve cognitive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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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指因精神、生活和遗传等因素引发

的动脉血压持续性增高的慢性综合征［1］。在 2016
年，JAMA Internal Medicine 杂志报道了我国高血

压的发病率大约是 32.50％，70～74 岁发病率可达

60.20％。由于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壁长期处于高压

状态，易引发冠心病、脑溢血等心脑血管疾病［2］。

高血压患者的认知功能可能存在缺损，而认知功能

的损害进一步加重高血压患者的病情，引发阿尔茨

海默病等精神疾病。视觉客体工作记忆与空间记忆

属于认知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3］，为了分析两者对

高血压患者认知功能的贡献程度与影响因素，本文

展开临床研究，具体结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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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随机选取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高血压

患者为高血压组，所有入组的高血压患者均符合我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3 的诊断标准［4］。同时随机选

取体检的 100 例健康人为健康对照组。纳入标准：①

年龄 >50 岁；②无严重器质性病变；③文化程度在初

中及以上，理解量表内容；④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

究。排除标准：①伴有精神障碍性疾病；②伴有头部

和躯体外伤者。入组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如下：高血

压组男 52 例，女 48 例；年龄 51～85 岁，平均（73.28
±8.29）岁；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 63 例，大专

及以上的 37 例。健康对照组中男 53 例，女 47 例；

年龄 50～87 岁，平均（70.78±10.11）岁；文化程度

在高中及以下的 60 例，大专及以上的 40 例。所有

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人员均在充分知情

同意后自愿参与本项研究。两组在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入组研究对象的年龄

与工作特征。将工作特征分为脑力劳动、轻度与重

度体力劳动，其中脑力劳动即用脑时间 >5h/d，体力

劳动按我国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Ⅰ、Ⅱ级为轻度，

Ⅲ、Ⅳ级为重度。并对所有入组研究对象测定血压。

然后分别评估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焦

虑自评量表（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现场

填写完成由专人负责查看确保量表填写的有效性。

MMSE［5］总分 30 分，包含注意能力、定向水平、记

忆能力、语言能力、计算水平与回忆能力，分值越

高表示精神状态越佳。SAS ［6］量表共 20 项，每项按

4 级评分法，分值越高表示焦虑越严重。SDS ［6］量表

共 20 项，每项按 4 级评分法，分值越高表示抑郁越

严重。

记忆的测试应使用同一台电脑，短期视觉客体

工作记忆测试时，屏幕出现 4*4 排列的空白表格，

其中三个小格分别呈现三种常见的水果图片作为目

标物，患者观察 2 秒后间隔 2 秒会出现某一个小格

有水果的 4*4 表格，判断是否该水果为目标物，共

测试二十组。同样，短期空间记忆测试时将水果图

片替换为黑色圆点，判断是否在原有位置［7］。

高 血 压 程 度 分 为 三 级［8］， ① 一 级 ：收 缩 压 

140～159 mmHg，舒张压 90～99 mmHg；②二级：收

缩压 160～179 mmHg，舒张压 100 ～109 mmHg；③

三级：收缩压≥ 180 mmHg，舒张压 ≥ 110 mmHg。

分析年龄、工作特征、血压同患者的 MMSE 与记忆

评分的相关性。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用软件 SPSS22.0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卡

方（χ2）检验，以率（n，％）表示。采用 Pearson 相关

分析法分析影响高血压患者认知能力的相关影响因

素。P<0.05 则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的 MMSE 评分与短期记忆评分比较

高血压组患者的 MMSE 和短期视觉客体工作记

忆评分低于健康对照组（P<  0.01）；两组的短期空间

记忆评分没有统计学差异（P>  0.05）。（见表 1）
2.2　两组 SAS 和 SDS 评分比较

与健康对照相比，高血压患者 SAS 和 SDS 评分

明显较高（P<  0.01）。（见表 2）
2.3　两组年龄、工作特征与 MMSE 评分的关系

两组不同年龄研究对象的 MMSE 评分差异显著，

均表现为年龄增加 MMSE 评分降低（P<0.01），脑力、

轻度与重度体力劳动患者的 MMSE 评分具统计学差

异（P<0.01）。（见表 3）。

表1　两组MMSE评分与短期记忆评分比较（x±s，分）

 高血压组（100例） 健康对照组（100例） t 值 P 值

MMSE 22.30±3.88 29.02±3.01 -9.676 0.000

短期空间记忆 11.20±1.85 11.45±1.90 -0.667 0.511

短期视觉客体工作记忆 10.15±1.73 12.49±1.21 -7.838 0.000

表2　两组SAS和SDS评分比较（x±s，分）

 例数 高血压组 健康对照组 t 值 P 值

SAS评分 100 29.02±3.01 24.30±3.88 9.612 < 0.01

SDS评分 100 13.35±1.85 11.45±1.90 7.165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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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年龄、工作特征与MMSE评分的关系（x±s，分）

因素
高血压组 健康组

MMSE F 值 P 值 MMSE F 值 P 值

年龄/岁 <60 28.97±3.42 9.567 0.000 29.10±3.23 8.110 0.000

60-69 27.11±3.29 28.91±2.85

70-79 25.49±3.58 28.65±3.47

>80 21.67±2.47 26.39±3.09

工作特征 脑力 27.00±3.51 7.558 0.000 29.14±3.88 14.046 0.000

轻度体力 25.12±3.47 27.59±3.88

重度体力 21.02±3.19 24.40±4.65

2.4　MMSE、短期记忆评分与高血压的相关性

MMSE、短期视觉客体工作记忆评分与高血压成

负相关（P<0.05），但短期空间记忆评分与高血压无

明显相关性（P>0.05）。（见表 4）
表4　MMSE、短期记忆评分与高血压的相关性

指标 r P 值

MMSE -0.601 0.000

短期空间工作记忆 -0.026 0.827

短期客体工作记忆 -0.572 0.000

3　讨论

由于高血压对认知功能的损伤不是直接作用，

而是通过对脑血管结构和功能的影响间接引发脑组

织损害，因此高血压对认知功能的影响经常被医师

忽视。近年来高血压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越来越普

遍，因此本研究探讨其特征与影响因素，为高血压

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早期预防提供依据。在本文中，

高血压组患者的 MMSE 评分和短期视觉客体工作记

忆评分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这与 Köhler 等［9］

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高血压患者的认知功能显著

降低。认知功能是指人体通过自身的感觉、注意、

记忆与思维等活动了解环境及其它事物的功能，其

涵盖多种神经活动，需要多个脑区协调配合［10］。高

血压能够引起动脉血管的中膜与内膜的厚度升高，

导致血管内径减小，局部的血流阻力升高，使额叶、

扣带回、海马等区域的血流量缺乏，另外大脑组织

对葡萄糖与活性氧的敏感度极高，血流量减少会使

葡萄糖与活性氧无法正常供应脑区的代谢反应，从

而造成认知功能降低。而高血压患者前额部脑区的

损害可能是短期记忆降低的原因，前额叶的尾腹部

位可在短期视觉客体记忆中发挥作用。本研究还发

现高血压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分析可能是高血压患者长期服药，且血

压一直波动，情绪处于紧张状态，长期应激反应会

引起神经递质失衡而产生负性心理。随年龄增加高

血压患者的 MMSE 评分降低（P<0.01），分析原因是

老年人脑组织的血管分布较为迂回，为保证动脉血

流的压力，需血流量相对较高，但是老年人的血管

壁斑块沉积更严重，缺乏充足的血流灌注。脑力、

轻度体力与重度体力劳动患者的 MMSE 评分具统计

学差异（P<0.01），脑力劳动者的 MMSE 评分较高，

推测脑功能训练能延缓脑区功能损伤，长期脑力劳

动加强脑组织的神经突触作用与神经元之间的信息

传递水平，微血管分布广泛，在血管异常的情况下

保证脑组织的血流供应，改善精神状态。而重度体

力劳动需较高的心肌血流供应，脑组织局部血流量

较低，会引起生理疲劳，损害谷氨酸 /γ- 氨基丁酸

调控体系，减少记忆信息的加工速度。

综上所述，高血压患者村子认知功能降低且伴

有抑郁和焦虑等不良心理，尤其是老年人与体力劳

动者应警惕认知功能减退，可开展脑力训练以减缓

认知功能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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