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3 期- 400 -

◎

综
述◎

 Sum
m

arize

额颞叶痴呆与精神障碍共病情况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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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额颞叶痴呆是早老性人群中最常见多发的痴呆类型，以进行性精神行为异常、执行功能

障碍和语言损害为主要临床特征。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显示，额颞叶痴呆与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

障碍等重性精神疾病存在共病现象，这些发现吸引了相关领域学者致力于对两者共同发病机制的深

入研究。本文拟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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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颞叶痴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FTD）是

一组以进行性精神行为异常、执行功能障碍和语言

损害为主要特征的痴呆症候群，其病理特征为选择

性的额叶和（或）颞叶进行性萎缩，是早老性人群中

最高发的痴呆类型。FTD 病因尚未明确，其在临床、

病理和遗传方面更具有异质性。在由神经变性导致

的痴呆中，FTD 为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和路易体痴

呆的第三个类型。有流行病学资料研究显示，FTD

患者常在疾病早期即出现精神症状，同时精神疾病

患者较正常人群更易发展为痴呆［1］。目前 FTD 诊断

的临床标准、临床特征以及行为评估工具等均不包

括精神病性症状的评估［2］，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神经

病学与精神病学作为独立学科，学科延伸触角不同，

对疾病关注的角度也不同［3］，从而导致额颞叶痴呆

与精神症状的共性研究匮乏。 

近年来学术界对 FTD 的神经生物学标记与临床

表现的关联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发现了 FTD 致病的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基因。多种基因在 FTD 伴发精神

症状的患者中被发现，加速了 FTD 与重性精神疾病

（包括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共同发病机制的

研究。从临床观点来看，FTD 与特定精神疾病存在

交叉症状可能会对疾病的鉴别诊断以及预后评估产

生影响，如延误诊断或治疗，因此对这些症状的早

期识别非常重要。本文拟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做一综述。

一　FTD与精神障碍共病的流行病学概况

FTD 的平均发病年龄为 58 岁，但其年龄跨度

较大，有些患者在 20 余岁即出现症状，而有些患

者要到 90 岁左右才表现出来［4，5］，因此，在青年

期发病的 FTD 早期临床表现常被误诊为精神分裂

症（Schizophrenia，SZ）或者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FTD 的总患病率因种族和地域不同

而有所差别，据测算约为 15~22/10 万人口［6］。然而，

实际情况可能不止于此，因为以人格改变为早期表

现的患者并未被识别为由神经变性疾病引起，从而

被转诊到精神科、心理科以及全科医生那里。

1995 年，Waddington 等［7］报告了一例典型的 SZ

患者，伴有进行性加重的情感和认知损害，然而其

尸检的神经病理学指标却符合皮克病的诊断。FTD

和 SZ 的症状在某些家庭中共存，提示两者可能存在

共同的病因学机制。Schoder 等［8］研究了 100 名 FTD

先证者中一级亲属罹患 SZ 的风险，提示 FTD 先证

者一级亲属合并 SZ 的发病率明显高于 AD 先证者一

级亲属合并 SZ 的发病率。另外有研究显示诊断为

SZ 或 BD 的患者，脑内有 FTD 组织病理学标志物 tau

蛋白或 TDP-43 沉积［9］，5 例有脑内的 tau 蛋白沉积

的 FTD 患者 4 人生前被诊断为 SZ，1 人诊断为 BD。

Kerstein 等［10］发现并报告了一例误诊为 BD 的 FTD，

其临床表现主要为情感症状。有研究显示［11］，一些

精神障碍的临床表现最能模仿 FTD 早期症状，容

易混淆而造成误诊，包括晚发型 BD、晚发型 SZ 样

的精神病群、晚发型抑郁和中老年发病的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彼此间重叠的症状包括如淡漠、精神病

性症状、抑郁情绪、快感缺乏、脱抑制以及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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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等症状与行为变异型 FTD（behavioral variant of 

frontotemporal dementia，bvFTD）的早期临床表现很

难鉴别。一项纳入 252 份诊断为多种神经变性疾病

病历的系统性、回顾性、盲法原则的研究收集了患

者的精神疾病既往史、精神疾病和神经疾病的家族

史、首发症状的年龄以及一般人口学资料等信息［1］，

结果显示，总体上 28.2％的神经变性疾病患者先前

诊断过精神疾病，其中抑郁症是最常见的诊断。而

FTD 患者中之前诊断为精神障碍的比例要明显多于

AD 等其它神经变性疾病的比例，且 FTD 之前诊断

为 SZ 和 BD 的比率较其它神经变性疾病更高。一项

对 96 例 SZ（年龄 50~70 岁）患者为期 20 个月的随访

研究［12］，随访过程中进行精神科、神经科和心理量

表评估，在随访终点时，14 例患者完全符合 DSM-

Ⅵ中规定的痴呆的诊断标准，4 例符合当前的 bvFTD

诊断，2 例符合 AD 诊断，2 例符合血管性痴呆，1
例符合中枢神经系统炎性疾病，6 例为其它类型痴

呆。该研究提示在中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应该考虑

痴呆共病诊断可能，尤其是应注意 bvFTD 共病可能。

一项纳入 122 项研究的综述探讨了 FTD 与精神病性

症状的关系［13］，发现 FTD 伴发精神症状的患病率平

均为 10％，且携带特定基因突变或病理分型的患者

出现精神症状的概率更高，提示神经系统退行性病

变早期常被误诊为精神障碍。尽管精神疾病可能为

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如果神经系

统退行性病变的患者被误诊为精神疾病，那么可能

会延误治疗。

显然，虽然 FTD 的精神症状表现并非是个全新

概念，但现实是却被严重低估，以上均提示精神医

学科仅仅依据症状学诊断可能会给疾病的有效诊疗

造成干扰。流行病学资料提供了 FTD 与 SZ、BD 共

存的证据，其潜在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SZ 在

起病初期即普遍存在认知损害，主要为注意力、执

行功能和工作记忆缺陷，且认知功能的损害更贯穿

疾病始终［14］。与这些观察相一致的是，SZ 患者在脑

连接方面有更广泛的异常，尤其是在前额叶的连接

整合方面［15］。影像学研究显示 FTD 患者前额叶存在

低代谢状态［16］，这可能是两种疾病临床表现存在重

叠的神经病学机制。

二　FTD与精神疾病共病的临床实践

从临床观点来看，FTD 与特定精神疾病存在交

叉症状可能会对疾病的鉴别诊断以及预后评估产生

重大影响，因此对这些症状的早期识别非常重要。

如前所述，bvFTD 的发病可能与某些精神疾病的症

状相似甚至被误诊，这些精神疾病不仅包括 SZ，可

能也包括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强迫障碍及冲动

控制障碍［3，9，11，17，18］。FTD 和上述精神障碍不仅都

出现认知损害，包括社会认知和执行功能，同时也

包括快感缺失、冷漠、失控、刻板行为、情绪变化、

情感迟钝和固执，睡眠和食欲改变以及精神病性症

状［10，11］。笔者认为，鉴于神经精神分家后，两个

学科纵向研究进一步细化，但细化的过程却是忽视

了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整体性。因此，从神经病学

和精神病学两个角度研究两个完全不同的临床领域

（bvFTD 和精神障碍）对各自学科来说是有困难的，

但证据却告诉我们依然要考虑两者共存的可能性。

前述横断面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均显示，特定的精神

疾病和 FTD，尤其是 bvFTD，虽然彼此间存在交叉

重叠症状，但往往并非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可

以作为共病情况同时存在于某些个体之中。FTD 共

病精神障碍，尤其是精神障碍共病 FTD 可能会呈现

出临床上难以鉴别的情况。一方面，所有的精神障

碍（尤其是 SZ、BD、OCD 等）均起病于青少年晚期

或者成年早期，这种情况下，晚发型精神障碍患者

多起病于 40~50 岁左右，而这恰恰是 FTD 的发病高

峰［19］。另外，重性抑郁障碍和非精神分裂症样精神

病性障碍（如妄想性障碍、短暂性精神障碍等）也

可以发生在中年以后，从而造成诊断和鉴别诊断困

难。另一方面，先前诊断为精神障碍的个体在发病

后 20~30 年后仍可合并 FTD 诊断［20-22］。因此，对于

我们精神科医生来说，某些难治性病例可能实际上

并非是难治，而是其诊断错误或者发展为共病 FTD

了，这就需要后续的定期随访评估。鉴于此，精神

科和神经科医生应该在此方面加强合作，不仅凭借

临床经验对疾病诊断的敏感性做出思考，也需要引

入遗传学和影像学手段检测方法，为疾病的早期诊

断提供更多更直接的技术支持。

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基于症状学的诊断模式

限制了发散思维，尤其是缺乏大临床模式的思考方

法，常常忽视器质性疾病和躯体疾病的诊断，而该

综述揭示的精神障碍与 FTD 共病现象为我们临床诊

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了借鉴和思考。上述研究发现提

示我们，对于晚发和 / 或持续的抑郁障碍或双相情

感障碍，伴有显著的认知功能损害，对抗抑郁药或

心境稳定剂无效的患者应考虑是否为 FTD 可能。同

样的，对于晚期发病的 SZ，伴有显著的认知功能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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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且对多种抗精神病药无效者也应该考虑是否为

FTD 可能。基于此，笔者认为，精神医学和神经病

学应在临床神经病学的框架下共同研究和解决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问题，这有利于对疾病的认识进一步

深入，有利于学科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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