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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与阿尔茨海默病相遇：必然还是偶然？ 

秦虹云 1 、 诸秉根 2

【摘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血压不仅在血管性痴呆（VaD）的病因中起作用，而且在阿尔

茨海默病（AD）中发挥作用。AD 的发生与高血压的起病年龄、病程、血压水平、降压药物种类等因

素有关。相关的作用机制可能是，与血压病理性增高有关炎症和血管紧张素系统等因素，同时介导

了神经微血管单位的结构和功能、血脑屏障、脑实质结构等的变性及损害。在缺乏有关机制的痴呆

预防方法的前提下，改善血管危险因素和促进脑血管健康状况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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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趋明显，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 disease，AD）作为老年痴呆最常见的

一种类型，越来越受到医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据报

道，至 2010 年 AD 在我国达到了 569 万。轻度认知

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是介于正常

衰老和痴呆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是一种认知障碍

症候群，伴有显著记忆损害的 MCI 是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 disease，AD）的前期表现。有关流行病

学及实验研究显示高血压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

险因素之一。

一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依据

60 岁以上的老人出现多病并存的情况，国内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20.1％的老人罹患高血压

（Hypertension，HT），且 HT 是 AD 和血管性痴呆

（VaD）的危险因素［1］，一方面隐匿性 HT 中年患者就

表现出认知功能下降；另一方面，与记忆和认知功能

下降有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早在痴呆症状出现以前就

存在多年。横断面调查发现，≥ 55 岁社区居民 HT 者

的 AD 患病率为 5.89％，无 HT 者为 3.99％［2］，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上，说明 HT 可能是 AD 的危险因素之一。

但 是 ， H T 对 M C I 进 展 为 A D 的 影 响 依 H T

病 程 而 不 一 。 随 访 研 究 发 现 高 龄 （ O R = 1 . 1 8，

95 ％CI=1 .10-1 .27）和高血压（OR=2 .72，95 ％

CI=1.31-5.66）是 MCI 进展为 AD 的危险因素［3］。

Goldstein［4］随访 385 例 MCI 共病 HT（2 年）发现，与

无共病者相比，收缩压（SBP）≥ 140mmHg，或舒张

压（DBP）≥ 90mmHg 者，其注意力、执行功能及命

名等方面的认知功能下降明显。但是，台湾地区多

中心的 MCI 随访研究（5 年）并未发现 HT 是 MCI 进

展为 AD 的危险因素［5］，这可能与未考虑 HT 有关的

病程和血压水平等因素［6］。也就是说，高血压促进

MCI 进展为 AD 仍然需要进一步分不同病程和血压水

平等更为精细的临床对照研究。 

而且，高血压起病年龄对 AD 的影响也有差异。

研究发现中年期 HT 起病者二三十年后发生痴呆的风

险增加，但晚年期起病者的结果并不一致。

有研究发现，晚年期 HT 是认知障碍的独立危险

因素，且收缩压越高，认知功能下降越明显。国内

2000 年回顾性调查（n=16，488 例）未治疗 HT 者 16
年前的血压水平与 AD 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 SBP

或 DBP 的增高，AD 患病率逐渐增高［7］。Yuan 等前

瞻性随访社区居民老年期 HT 与认知障碍关系的研

究发现，认知障碍与 SBP 的相关性呈曲棍球式，即

SBP 在 130~139mmHg 时，认知障碍的风险增加 1.17，

而 SBP ≥ 180mmHg，认知障碍的风险增加到 1.54。

国外类似研究也显示 SBP ≥ 160 mmHg 与总体认知

和记忆功能下降有关［8］。这就是说过高的收缩压（特

别是≥ 180mmHg），而不是发病年龄可能是 AD 的强

有力的危险因素。

然而，有研究发现，SBP 增高与 <75 岁者的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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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风险增加有关，但与≥ 85 岁痴呆风险不明确，

Corrada 等对 559 名 90+ 岁高龄老人随访研究 10 年

（平均 2.8 年）发现，与无 HT 者相比，80 岁和 90 岁

后起病者发生痴呆的风险降低（HR 分别为 0.54 和

0.37，P 值分别为 0.04 和 0.004）［9］。以上研究结果提

示，晚年期 HT，特别是≥ 75 岁者，收缩压水平与

AD 发生的关系并不密切。

此外，有研究发现血压波动与 AD 亦有关系。

国内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45 岁高血压者的

瞬时记忆和记忆功能障碍与血压未控制有关，无症

状中年 HT 者（asymptomatic middle-aged hypertensive 

patients）也出现认知损害［10］。也就是说，对于中年

期 HT 者，未能有效控制血压是 AD 的危险因素之

一。另一项社区随访（n=980）研究显示，≥ 60 岁

高血压者血压波动（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blood 

pressure，BP IIV）与认知损害有关［11］。

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总体来看，中年起病高血

压且收缩压增高明显，血压波动大者，容易导致 AD

发生，积极干预和控制血压对于预防痴呆有益。而

晚年起病高血压的情况并非如此，原因可能是，首

先年龄越大（≥ 75 岁），血压增高的痴呆风险反而降

低，其次，SBP ≥ 180mmHg 时才会明显增加痴呆风

险。此外，目前尚缺乏晚年起病 HT 者，不同的血压

水平和治疗药物对 MCI 向痴呆转化的影响研究。

二　高血压对AD影响的机制研究

研究者认为，可能的机制有：血压病理性增高

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皮质减少，血脑屏障障碍、脑

灌注相对不足、慢性低浓度炎症等）加重神经退行

性病变，进而导致大脑整体及局部萎缩。

首先，研究发现独立于高龄，高血压与整体和

区域脑体积减少相关，特别是与学习和记忆最相关

的海马区域萎缩［10］。Nesteruk 等随访研究（2 年）发

现，进展为 AD 的 MCI 者 MRI 的海马等部位体积明

显缩小，特异性为 96.4％［11］。 张斌将平均年龄 74 岁

的 40 例 AD 分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磁共振显

示，未治疗高血压组双侧背外侧前额叶、后扣带回

／楔前叶、顶下小叶和眶回的灰质体积（GMV）减少，

提示高血压患者这些脑区灰质萎缩更严重一些［12］。

其次，临床研究也发现合并脑白质变性的 AD 者

视空间和执行功能评分更低［13］。尸检结果荟萃分析

（n=2856）也显示，AD 性脑病理改变叠加了血管性危

险因素后发生痴呆的风险是未叠加者的 2～3 倍［14］。

动物模型中业已证明脑血供失调会加重阿尔茨海默

病（AD）的病理改变［15］，慢性高血压可引起血脑屏障

（BBB）功能障碍，而临床随访研究显示 BBB 障碍发

生在认知障碍之前（平均 34 个月）［16］。也就是说微血

管功能以及血脑屏障（the blood-brain barrier，BBB）

障碍在神经元退行性变（AD）中起着重要作用［15］。

令人意外的是，荟萃分析均未发现降压治疗能

够降低高龄高血压者的痴呆风险［9］。研究发现，血

压波动可能导致脑灌注不足，反而增加痴呆风险［17］。

高龄 HT 者使用降压药物后，由于发生血压偏低（隐

匿性低血压）的可能性反而促进痴呆的发生。换句

话说，≥ 80 岁发生的高血压可能为了保证脑血流灌

注而反应性增高，是机体代偿的结果，并不会促进

痴呆的发生［18］。

另外，高血压是一个明显的慢性低炎症状态，

以淋巴细胞系统和单核细胞系统激活为特征，包括

白细胞介素 IL-1、IL-6、IL-8、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C 反应蛋白（CRP）、血清高敏 CRP、纤

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等。这些炎症因子的释放不仅造

成了血管收缩、血管内皮损害进而导致血管硬化，血

管萎缩和管腔狭窄等，而且会进一步恶化高血压［19］。

荟萃分析显示，AD 和 MCI 的血清和脑脊液中 IL-1β
的浓度均较正常对照高，且炎症因子水平增高是 MCI

进展为 AD 的独立而强的预测因素。笔者对 62 例社

区 MCI 老人进行了 1 年的随访发现，随着认知功能

评定 MMSE 分数的下降，血清 IL-6 和 IL-1β表现出

上升的趋势，且有高血压者高于无高血压者［20］。

此外，Yasara 等［21］发现，认知功能正常（NA）

的 HT 者，一年后其连线实验 A 部分和数字广度试

验得分下降与血清 ACE-1 水平的升高有关，提示肾

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可能参与 AD 的发生，动

物实验中也得到相关有利证据，沙坦类药物可以改

善老年大鼠的认知障碍［17］。然而，Solfrizzi 等 ［22］对

1445 例伴 HT 的 NA 者随访 3.5 年后发现，血管紧张

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s）没有降低 MCI 的发病风

险。国内研究发现瘦素、胰岛素抵抗是高血压患者

发生认知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与收缩压 / 舒张压

的血压水平、高血压病程等因素无关［23］，这可能与

研究样本的年龄差异有关。 

从药物机制和效果研究总体来看，高血压者存

在皮质体积减少，血脑屏障损害、炎症因子升高等

损害，动物研究显示 ACEIs 类药物有益于改善认知

功能，然而临床随访高龄高血压研究却显示，降压

治疗并不能减少痴呆发生，甚至由于（隐匿性）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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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反而增加了痴呆风险。 这就提示对于老年起病高

血压者的干预需要综合考虑年龄、不同血压水平等

因素。

三　小结

综上所述，阿尔茨海默病（AD）的发生与高血

压的起病年龄、病程、血压水平以及降压药物种类

等因素有关。对于中年期起病的高血压需要积极控

制血压，而对于高龄高血压者，特别是≥ 75 岁者，

降压治疗不一定能够减少痴呆的发生。高血压促进

AD 相关的作用机制可能是，与血压病理性增高有关

的炎症和血管紧张素系统等因素，同时带来神经微

血管的结构和功能、血脑屏障、脑实质结构等的变

性及损害。在缺乏依据有关机制的痴呆预防方法的

前提下，改善血管危险因素和促进脑血管健康状况

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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