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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期抑郁症与痴呆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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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的研究中证实老年期发生的抑郁症与痴呆存在相关，特别是既往有抑郁症史者被

认为是易于发生痴呆的高危因子，相反，在痴呆的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合并有抑郁症状。本文则就以

抑郁症与 Alzheimer's disease 为代表的痴呆相关性研究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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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临床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之一，近年来

发病率逐渐升高。曾有流调结果显示［1］，抑郁症的

终身患病率约为 7％，但 65 岁以上的老年期首发抑

郁症终身患病率却高达 10~20％。同样，在 65 岁以

上人群中痴呆患病率也约 10％，表明抑郁症和痴呆

均是老年人群的高发疾病。抑郁症是以抑郁情绪，

意欲及活动下降，兴趣减少为特征，按理说与引起

认知功能全面不可逆衰退的痴呆存在本质不同。但

在临床中却可以发现，痴呆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意

欲活动下降、兴趣减少等与抑郁症状相似现象，尤

其是存在一过性认知机能障碍的老年期抑郁症常被

误诊为痴呆。从近年来的研究中，也证实老年期发

生的抑郁症与痴呆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特别是既往

有抑郁症史的患者被认为是易于发生痴呆的高危人

群，同样在痴呆的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合并有抑郁症

状。因此目前有较多报告认为，老年期首发的抑郁

症状可能就是痴呆的前驱表现。本文则就以抑郁症

与 Alzheimer's disease（AD）为代表的痴呆相关性目

前所能查及的文献资料加以综述介绍。

一　抑郁症—痴呆发生的危险因子

目前已知，存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年人抑

郁症发病率也较高，且也易于发展到 AD。Modrego

等（2014）［2］通过对伴有和不伴有抑郁症的轻度认知

机能障碍进行对照研究，结果显示伴有抑郁症者发

生 AD 的相对危险度（RR）为 2.6，认为抑郁症提高

了 AD 发生风险。根据 Meta 分析［3］，既往有抑郁症病

史者发生 AD 的相对危险度（OR）为 1.90，是 AD 的

危险因子。Diniz 等（2013）［4］的研究中，老年期抑郁

症发生痴呆的 OR 值为 1.85（其中 AD 为 1.65，血管

性痴呆为 2.52），因此认为老年期发生抑郁症或出现

抑郁症状为痴呆的发生带来了重要影响。Geerlings

等（2008）［5］通过 60 岁前、后发生抑郁症者与 AD 的

相关性研究中，均显示 2 组提高了 AD 的发生风险，

其中 60 岁前抑郁症者的 OR 值为 3.76，60 岁后抑郁

症者的 OR 值为 2.34，因此认为无论在哪个阶段出

现过抑郁症病史都增加了痴呆发生的风险。Baba 等

（2012）［6］通过 40 岁前、40~64 岁和 65 岁后 3 个阶段

发生抑郁症者进行β淀粉样蛋白 40/42 比值研究，发

现 3 组患者中血浆β淀粉样蛋白 40/42 比值均较健康

者出现了升高，提示罹患抑郁症时大脑内部的β淀

粉样蛋白升高，故而增加了 AD 发生的风险。Chung

等（2015）［7］在伴有和不伴有抑郁症状的轻度认知机

能障碍者的比较中，也显示伴有抑郁症状者的β淀

粉样蛋白集聚性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增高，提示抑郁

症和 AD 可能存在相同的病理现象产生了相互影响。

脑梗塞等脑血管性疾病易于引起抑郁症状是临

床熟知的现象，同时血管性抑郁或卒中后抑郁也多

反映出认知机能低下。在研究中发现［8］，既往有抑

郁症病史提高了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55 倍。产生这

一现象的原因分析可能与抑郁症的活动减少，易于

引起高血压、糖尿病、血小板功能亢进等因素有关。

抑郁症作为痴呆的危险因子目前推测有以下几

种可能［9］：（1）与抑郁症相关的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

腺皮质系统（HPA）功能障碍致使糖皮质激素活跃，

引起海马萎缩；（2）与抑郁症有关的慢性炎症使炎

性细胞分裂素物质增加，引起海马萎缩；（3）抑郁

症时神经营养因子信号减弱，使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及转化增殖因子减少，引起海马萎缩；（4）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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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使脑血管病恶化，引起认知功能下降。

二　痴呆与抑郁症的共病现象

痴呆与老年期抑郁症在临床均可出现情感淡漠，

意欲活动下降等现象，因此二者常常存在鉴别困难。

同时，痴呆的边缘症状也多表现为抑郁症状，如果

用重度抑郁症诊断标准研究 AD，有 20％以上患者

可满足重度抑郁症诊断。有研究认为［10］路易小体型

痴呆中约 30％的患者能满足重度抑郁发作时状态，

也有研究认为［11］老年痴呆中至少有 30％的患者合并

有抑郁症状。在 65 岁以上人群中，抑郁症发生率为

20％左右，痴呆发生率为 5~10％，如果单纯从概率

考虑，两者共病率应为 1~2％，但在实际临床报道

中较多数据为 20~30％。

Holmgren 等（2014）的研究中［12］，认为 AD 因

免疫功能下降，抑制性细胞因子 IL-10 的数量与抑

郁症严重度呈现出反比例现象。在神经病理学研究

中，也有报告认为［9］痴呆共病抑郁症患者的蓝斑核

及 Meynert 基底核中去甲肾上腺素激动性缺乏，胆碱

能神经细胞减少，由此推测与抑郁症相关的神经回

路出现了细胞变性是导致痴呆与抑郁症共病的可能

病理原因之一。

即使在神经心理学研究中［11］，也认为痴呆与抑

郁症常常共病存在，如老年期抑郁症伴随认知功能

下降的环境适应力低下，现实及信息处理能力恶化

及与此相关的诊断困难都显示与痴呆存在相关。

三　痴呆早期的抑郁症

Chen 等（1999）［13］曾对 1366 例 65 岁以上老年人

群进行了为期 2 年的追踪调查，在首次痴呆筛查时

点时有 954 例未出现痴呆症状，但在其后的筛查中

出现痴呆 73 例，其中 AD 34 例，其它痴呆 39 例。在

这些病例中能满足抑郁症诊断标准者分别为 17.6％

和 15.4％，与 712 例中未出现痴呆，但能满足抑郁

症诊断标准的 23 例（3.2％）进行比较，显示痴呆组

出现了有意义的抑郁症发病率显著增高（P<0.05）。

进一步分析抑郁症发生痴呆的整体风险率为 5.2％，

而发生 AD 的风险率高达 6.5％。由此认为，当老年

期出现抑郁症状时，很可能就是发生痴呆的前奏。

四　抑郁症与AD的相关性

Sun 等（2008）［14］通过老年期抑郁症血浆淀粉酶

蛋白研究，发现在老年期抑郁症中β淀粉样蛋白 42
浓度较低，β 淀粉样蛋 40/42 表达比值增加，而目

前认为这种改变与记忆障碍有关，提出了“淀粉样

蛋白相关抑郁症（amyloid associated depression）”概

念。近年来支持这一概念的报告逐渐增多，如 Dong

等（2013）通过 11 年的追踪调查，认为在出现痴呆

的抑郁症中，只有β淀粉样蛋白才显示与抑郁症状

相关。也有将 PET 研究中，显示枕叶带状回及颞

叶中易于与β淀粉样蛋白和 Tou 蛋白结合的［18F］

FDDNP 位点增多的晚发性抑郁症进行脑脊液分析，

也显示β淀粉样蛋白 42 浓度低下。Chung 等（2015）
的伴或不伴有抑郁症状的健忘型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的两组老年患者比较中，发现伴有抑郁症状者的额

叶两侧β淀粉样蛋白出现有意义的集聚性增高，并

推测这种增高可能是伴有抑郁症状的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的生物学表达标志。但也有通过［11C］PiB 研

究β淀粉样蛋白的结合位点，认为抑郁症β淀粉样

蛋白表达集聚的相对数未显示与抗抑郁药或既往有

抑郁症史相关。因此，β淀粉样蛋白与老年抑郁症

的关系目前仍有较多的不明之处。

Wilson 等（2013）也通过既往有抑郁症史的轻

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年患者进行研究，选择首次抑

郁发作在 65 岁前的 33 例 70 岁以上患者，与既往

无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史的 70 岁以上的 22 例健康者

加以对照比较，以［18F］florbetapir 与β 淀粉样蛋

白的结合位点通过 PET 判断，以小脑皮质为参考区

域，按额叶、颞叶、顶叶、前、后扣带回、楔前叶

6 个区域的平均标准摄取率（SUVR）＞ 1.08 者判定

为β淀粉样蛋白集聚阳性者，与β淀粉样蛋白阴性

者通过老年抑郁量表（GDS）比较老年抑郁症状，简

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量表评价认知功能，

采用 MRI 和联合磁共振波谱（VSRAD）比较海马旁

回的萎缩程度，结果显示患者组和对照组中判定为

β淀粉样蛋白阳性者分别为 13 例（39.4％）和 6 例

（27.3％），在额叶、颞叶、顶叶、前、后扣带回、

楔前叶中患者组均出现了β淀粉样蛋白有意义的集

聚性增高。进一步将 33 例抑郁症中β淀粉样蛋白阳

性 13 例和阴性 20 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2 组在年

龄、认知机能障碍、抑郁症严重度、海马旁回萎缩

程度均未显示有意义差异，但阳性组的抑郁症首发

年龄平均 73.6 岁，较阴性组的抑郁症首发年龄 58.7
岁呈现有意义增高。再进一步按抑郁症首发年龄分

组，则显示首发年龄在 69 岁以上者中β淀粉样蛋白

阳性率为 60％，不足 69 岁的首发抑郁症者中β淀粉

样蛋白阳性率仅 7.7％，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因此

认为高龄期抑郁症可能受到β淀粉样蛋白阳性的病

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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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s 等（2015）通过 2416 名认知功能正常者

进行了为期 7 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在追踪过程

中发生 AD 者出现抑郁症状比认知功能完好者高出 2
倍，出现妄想者高出 12 倍，因此认为高龄期出现的

抑郁症状就是 AD 的前驱症状。然而也有通过大规

模、长期的病程观察，结合死亡后病理解剖进行的

研究，认为痴呆的发生率与痴呆发病前的抑郁症严

重度虽然相关，也较早的出现了认知机能下降，但

从死后的神经病理学（β淀粉样蛋白，Tou 蛋白，路

易小体等）却没有显示与抑郁症严重度相关。因此

认为，抑郁症状虽与痴呆的病理现象有关，但与痴

呆发生没有直接关系。

五　路易小体型痴呆

曾有报告认为，在路易小体型痴呆的病例中有

半数以上既往曾诊断为抑郁症。也有报告认为因抑

郁症入院的老年者中，入院后被重新诊断为路易小

体型痴呆占 13.8％。作为路易小体型痴呆的临床表

现有幻视、觉醒度变化、帕金森病症状等，也可仅

反映出抑郁情绪、焦虑、烦躁等。Iritani 等（2008）

报告 1 例接受抑郁症治疗的 84 岁老年女性患者，死

后病理解剖发现海马旁回、脑皮质出现了大量的黑

质致密部，蓝斑核、背侧缝际核出现中度的路易小

体。Iranzo 等（2014）也报告 1 例患者在运动性症状

出现前 10 年就已存在睡眠障碍、抑郁症状、认知功

能障碍，就诊时检查黑质 - 纹状体系统已出现损害，

表明路易小体型痴呆在发病过程中易出现抑郁症状。

在 124 例无痴呆症状的晚年抑郁症死后脑病理

学研究中［9］，显示脑干的路易小体与抑郁症状相关，

但接受了抗抑郁药治疗者则呈现弱相关。进一步通

过抑郁症状数目分析与脑干神经源纤维变性的相关

性，显示出非认知功能障碍者的抑郁症状数目较多

者与神经纤维变性相关，但在轻度认知机能障碍者

中即使只有少量的抑郁症状数目也显示出相关。同

时，腹侧被盖区的酪氨酸羟化酶免疫反应性神经元

与抑郁症的严重度也存在相关。从这一研究结果表

明，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特别是腹侧被盖区对老

年期抑郁症的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路易小体型痴呆的前驱症状中表现抑郁症状者

究竟有多少比例目前尚无确切估计，但高龄期首发

抑郁症应考虑到是痴呆的早期现象肯定是必要的，

也有益于痴呆或假性痴呆的鉴别。近年来通过 PET

检测β淀粉样蛋白、Tou 蛋白、纹状体突触前膜的多

巴胺转运体等研究资料日渐增多，相信随着核医学

诊断技术的发展，能带来更有效地识别真性或假性

痴呆的抑郁特点。

六　抗抑郁药能否预防痴呆

抑郁症与痴呆都是老年期发生率最高，且严重

影响生活质量的精神障碍。在反复发作的抑郁症中

出现痴呆的风险率为 14％，迁延性抑郁症中呈现β

淀粉样蛋白阳性表达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现也多认

为系 AD 的早期患者，因此目前已有较多的研究探讨

抗抑郁药能否预防痴呆。一项 37000 名抑郁症的追

踪调查中，发现使用 2 种以上传统三环类抗抑郁药

者比起仅服 1 种抗抑郁药者出现痴呆的频率出现了

有意义的减少，但这种现象在 SSRI 类等新型抗抑郁

药中未反映出差异。体内试验中，虽有报告认为艾

司西酞普兰改善了 Tou 蛋白的过度磷酸化现象，提

示有预防痴呆的可能。但因抗抑郁药预防痴呆的前

瞻性课题存在较大的设计困难，故这些观点目前尚

缺乏前瞻性研究的支持。

综上所述，老年期，特别是高龄期发生的抑郁

症与痴呆多存在相同的病理基础，因痴呆的神经细

胞变性或神经系统损害引起“器质性抑郁”也是目前

已知的临床现象，但二者的关系因其产生的机理较

为复杂，迄今还不能给予充分解释。对痴呆共病抑

郁症的治疗虽然认为应该与普通抑郁症治疗相同，

但因老龄者多存在躯体功能低下或合并多种躯体疾

病，在多药联用时应注意药物间的相互作用或因机

体功能下降难以耐受的药物不良反应。有报告认为，

认知行为疗法或问题解决疗法不仅能改善轻度认知

机能障碍伴有的抑郁症状，还能提高适应能力，改

善生活质量，因此对不能耐受抗抑郁药反应者不妨

是一种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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