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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性认知障碍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VCI) 的 概 念 最 早 由 Hachinski 和 Bowler

于 1993 年

［1］

提出，指单纯由于血管因素引起的轻度认知功能减

退。随着研究的深入，VCI 的概念得到不断的修改
和完善，现将其定义为一类特征为影响至少一个认

知区域的临床卒中或者亚临床脑损伤的临床综合
征，其伴随的认知功能障碍，涵盖了从血管来源的轻
度认知功能障碍 (Vascula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VaMCI) 到重度血管性痴呆 (Vascular Dementia，VaD)

的认知缺陷的所有表现形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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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I 是具有多种多样临床表现、病因和治疗方
式的一系列疾病，其特点为执行功能 ( 规划、解决问
题等 ) 的减退，临床表现为非常广泛的认知功能障
碍、非认知特征和行为改变。现通过对 VCI 的概念、
分类、危险因素、流行病学资料、病理生理、神经生
理及预防等方面进行概述，旨在对 VCI 做出全面、客
观的认识，提高人们对 VCI 的重视程度，努力做到对
VCI 的早期诊治，延缓 VCI 患者的病情进展。
1 VCI 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 VCI 的分类方法多种多样，不同的
分类标准 ( 根据病情程度、病因、遗传因素等 ) 往往分
类不同，到目前仍缺乏统一的标准。
1.1 根据病情程度分类 Hachinski 和 Bowler［1］提出
将 VCI 分为脑危险期、围症状期和症状期 3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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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Wentzel 等［3］将其分为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
碍，VaD 和混合性痴呆。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
是指由血管性原因引起的，或与血管性原因有关的
轻度认知损害综合征，是正常认知与痴呆之间的过
渡阶段［4］，尽管存在认知损伤，但不会严重到影响日
常生活。O’Brien 等［5］将这类轻度认知损害综合征
定义为 VaMCI。VaD 则是由各种血管性因素导致的
痴呆，伴随两个或更多的认知领域损伤，严重损害日
常生活，同时存在心血管风险因素及脑损伤 ( 白质高
信号 ) 的神经影像学发现。混合性痴呆则伴有神经
变性性痴呆存在，例如叠加血管性痴呆的阿尔茨海
默病。
1.2 根 据 病 因 分 类 根 据 不 同 病 因，VCI 分 为 以
下几类：(1) 由高血压病、糖尿病等危险因素导致的
VCI；(2) 由多发性脑梗死、脑供血不足等缺血性疾病
导致的 VCI；(3) 由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等出血性
疾病导致的 VCI；(4) 由脑静脉畸形或脑动静脉窦血
栓形成等其他脑血管疾病导致的 VCI；(5) 由脑血管
疾病合并阿尔茨海默病等引起的 VCI［6］。
1.3 根据遗传因素分类 根据 VCI 是否伴有遗传因
素，将其分为遗传性 VCI 和非遗传性 VCI，即散发性
VCI［7］。其中遗传性VCI较为常见的为Maeda综合征、
家族性脑血管淀粉样变形、家族性烟雾病等。
2 VCI 的流行病学
基于社区和医院的关于卒中后认知障碍发生的
研究显示，相当大比例的卒中患者发生认知功能受
损。Gorelick 等［8］在加拿大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65 岁以上人群中，VCI 的患病率大约为 5%。Rist 等［9］
则认为高达 30% 的卒中患者有认知功能障碍 (MMSE
评分＜27分)。其他研究也显示认知障碍的高发病率：
卒中后3个月VCI的发病率为24%，卒中后1年则发展
为70%［10-11］。综上，VCI 在人群中具有较高的患病率。
从经济角度来看，VCI 患者的医疗保健花销较
高，其家庭经济负担以及护理负担往往较重。据估
计，每 7 秒就会增加 1 名痴呆患者［12］。目前我国有
740 万老年人患有痴呆，如果不采取有效预防措施，
到 2030 年，人数预计会增长到 1 800 万［13］，财政压力
和护理负担将更加繁重。
3 VCI 的风险因素
VCI 的危险因素包括可干预危险因素和不可干
预危险因素 ( 如年龄、种族、基因等 )，合理地控制可
干预危险因素可以有效地预防 VCI 的发生与进展 。
3.1 高血压病 血压的高低与认知功能障碍具有相
关性，多项研究均提示较高的动态脉压检测结果与
较差的认知功能存在相关性［14-15］。Choi 等［16］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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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脑缺血伴随长期高血压可能加重血脑屏障完整
性的损伤，进而加重脑白质的功能障碍，最终导致
空间认知功能障碍。长期高血压与认知功能障碍的
发展持续相关［17］。有研究表明，降压药物的使用可
改善认知功能水平，与未服用任何抗高血压药物的
患者相比，长期服用β受体阻滞剂作为单一的抗高血
压药物的高血压病患者VCI风险更低［18］。Hajjar等［19］
研究亦发现在执行功能障碍的个体中，血管紧张素受
体阻断剂可优先保护大脑血流动力学和执行功能。
3.2 糖尿病 糖尿病往往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
生，是 VCI 明确的危险因素，这可能与其引起的神经
退行性病变和脑血管疾病有关。研究表明，较高的
血糖水平可以增加痴呆发生的风险［20］。Nunley 等［21］
发现，在童年时期发作的 1 型糖尿病患者，中年以后，
其认知功能障碍具有很高的发病率。
3.3 血脂异常 高脂血症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明确的
脑卒中危险因素，而卒中往往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
降。高脂血症 ( 尤其是高胆固醇血症 ) 与继发的，尤
其是在中年人群中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相关［22］。
3.4 心脏病 心肌梗死、心律失常都是 VCI 的高危
因素，其中房颤已被证实为 AD 和 VCI 发展的独立预
测因子［23］，房颤患者发生卒中后认知障碍的危险性
远高于健康人群。
3.5 其他 Rusane 等［24］发现吸烟与 AD 和 VCI 的发
病呈正相关，尤其是重度吸烟 ( 每天超过 40 支 ) 者发
病风险更高，而高同型半胱氨酸对血管及神经系统
具有毒性作用，是健康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的独立
危险因素［25］。
4 VCI 的病理生理学
VCI 患者常见的病理改变是脑白质损伤及脑梗
死、脑出血导致组织损伤。导致 VCI 的梗死可以是
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在 VCI 患者中通常存在
微血管结构的改变，例如基底部增厚、血管迂曲和数
目减少、小动脉的变化和深穿支透动脉的脂肪变性。
高血压可导致血脑屏障的改变，损害大脑微环境，增
加对认知功能相关脑区域 ( 皮质下白质、海马和大脑
皮层 ) 的损伤，引起缺血缺氧性脑损伤，最终导致神
经元功能障碍和认知缺陷［26］。血脑屏障的破坏也可
能与炎性反应相关，并可引发脑血管受损后的自动
调节。淀粉样蛋白 β 在皮层小动脉介质中的沉积损
伤了血管壁，且最终可能导致脑出血。在VCI患者中，
血浆淀粉样蛋白 β 含量升高，并导致与白质变化潜
在相关的血管功能不全［2］。炎症和反应性氧化物亦
干扰少突胶质细胞及其前体细胞的增殖和分化［27］，
这可导致各种生长因子和化学物质的释放、血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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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性增加、蛋白外渗、血脑屏障改变和轴突脱髓鞘，
最终影响神经脉冲传输并妨碍受损白质的修复。在
这个过程中，部分生长因子生成受损，最终导致 VCI
患者发生脑萎缩［2］。VCI 与小血管疾病和脑萎缩有
潜在的复杂关联和相互作用［28-29］。
5 VCI 的神经生理评估量表
不同亚型的 VCI 有不同的神经认知模式。在选
择用于评估 VCI 的神经心理学测试时，所述测试必
须对广泛的认知能力敏感，尤其是要适合对执行功
能的评估。
美国国立神经疾病和卒中研究所、加拿大卒中
网络在基于流行病学、临床表现、神经影像学、神经
心理和 VCI 的神经病理概况的基础上，共同提出了
使用 3 个神经心理测试 ( 即 60，30，5 min 方案 ) 诊断
VCI，以帮助识别早期阶段的认知损伤。该测试已
经在几个国家的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中得
到验证［30］，也被用于鉴别 VCI 的研究［31］。3 种筛查
方案的外部一致性分别为 0.88，0.88 和 0.86，内部一
致性分别是 0.90，0.83 和 0.75，对卒中组和对照组的
鉴别准确性为 0.77~0.79［30］。其中，中文版 60 min
方案中 4 个认知领域 ( 即执行、语言、视空间和记忆 )
对两组受试者的鉴别能力为 0.78，对卒中后认知损
害的鉴别能力为 0.76，都达到了较强水平［32］。5 min
方案总分与年龄和心血管风险呈负相关，与受教育
年限、6 项筛查 (Six Item Screener，SIS) 呈正相关，且
与 SIS 有 良 好 的 一 致 性 (AUC=0.82)，区 分 VaMCI 与
健康对照的效能较 SIS 更优［33］，区别 VaD 与健康对
照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0.85 和 0.88，准确性较
高 (AUC=0.78)［34］。这种用于诊断 VCI 的神经心理测
试，有助于为不同亚型的 VCI 制定一个可以充分抓
住 VCI 神经心理学特征的诊断标准。此外，临床上
还常使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 (MMSE)、蒙特利尔认知
评估量表 (MoCA)、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 (ADL) 等
神经生理测试对患者的认知损伤进行评估。
6 VCI 的诊断、预防和治疗
VCI 目前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现普遍认为，
VCI 的诊断核心要素为：认知功能障碍、血管因素、
认知功能障碍与血管因素存在因果关系。VCI 的早
期诊断需要敏感性好、特异性高、可操作性强且适合
国人的认知功能评估工具；需有神经影像学检查，研
究表明，VCI 与磁共振成像 (MRI) 上梗死病灶有关。
腔梗的数量直接影响到认知功能的评分，数量越多
越容易阻断额叶—皮质下环路、丘脑—皮质连接和
皮质—纹状体通路，从而更易导致认知功能损伤［35］。
另一方面，腔梗的部位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如丘

脑、基底核、额叶等关键部位与人类的执行功能和语
言功能密切相关［36］。因此，建议将 MRI 作为 VCI 早
期筛查项目，以准确反映血管性病变及严重程度，尽
早发现无症状性脑血管病相关损害，同时排除或证
实其他可能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疾病。
VCI 预防策略的关键是 VCI 的早期识别和风险
因素的管理。初步评估应包括病史、功能评估 ( 全身
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 )、认知筛查、行为和心理症状
评估以及神经影像学检查。
VCI 的治疗需要长期、联合用药，注重认知功能
的改善，加强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目前临床工
作中常用的药物有胆碱酯酶抑制剂 ( 多奈哌齐、利斯
的明、石杉碱甲、加兰他敏等 )、兴奋性氨基酸受体拮
抗剂 ( 美金刚 )、脑代谢赋活剂 ( 吡拉西坦、奥拉西坦
等 )、钙离子通道拮抗剂 ( 硝苯地平、非洛地平、氨氯
地平等)、
中药制剂(银杏制剂等)。Deborah和Levine［37］
发现，血管性痴呆患者在应用多奈哌齐治疗半年后，
其临床痴呆症状和日常生活能力均得到明显改善。
对于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患者，在加强日常行为能
力训练、鼓励患者多与外界接触的同时，必要时给予
抗抑郁药物治疗。
VCI 的非药物治疗同样需要人们给予足够重视。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针刺治疗，对 VaD 患者的认
知状况和日常生活能力有着优于常规治疗的效果［38］。
高压氧治疗可改善卒中后记忆障碍患者的记忆功
能，且这种作用能持续多年［39］。
综上所述，目前对 VCI 的研究尚未成熟，我国现
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脑血管病和认知功能损害已发
展成为老年人群的高发疾病，因此必须给予 VCI 足
够的重视，努力做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以降
低 VCI 的患病率，改善患者的病情和生活质量，减轻
社会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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