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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阿尔茨海默病（AD）是常见的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以进行性认知功能下降为
主要临床特征，是导致痴呆的主要原因。遗忘型轻度认知功能障碍（a-MCI）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
的一种亚型。研究表明，a-MCI 大多会进展为 AD，积极干预 a-MCI 是延缓或减少 AD 发生的关键。目前
用于治疗 a-MCI 的药物均缺少大样本的循证医学证据，临床科研工作者越来越关注认知训练在 a-MCI 非
药物治疗领域的研究。认知训练的研究在 a-MCI 患者的非药物干预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现就认
知训练在 a-MCI 患者临床中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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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zheimer disease（AD）is a common progressive degenerative disease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with progressive cognitive decline as the main clinical feature，and is the main cause of dementia.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a-MCI）is a subtype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ost of a-MCI will progress to AD，and active intervention of a-MCI is the key to delay or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 Currently，the drugs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amnestic MCI（a-MCI）lack large sample
evidence-based medical evidence，and clinical researchers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cognitive training in the field of non-drug treatment of a-MCI. The research of cognitive training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non-drug intervention of patients with a-MCI.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ognitive training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a-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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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约占所有痴呆患者

常，显著的记忆功能异常，特别是近期记忆减退。

的 2/3，随着全球老龄化的进程加快和人类寿命的延

相关研究发现，认知训练可以对定向力、记忆、计算、

长，痴呆的发病率正逐年上升。预计到 2050 年，中

综合、理解、判断、结构能力等方面进行训练，可直

国将有超过 8 000 万痴呆症患者，这给家庭和社会

接改善 a-MCI 患者的认知功能［3］。早期识别、诊断、

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照料负担［1］。AD 的主要神经病

积极干预 a-MCI 对 AD 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现对

理学变化是细胞外的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的沉积和

处于 a-MCI 阶段患者进行认知功能训练的研究进行

细胞内 tau 蛋白异常磷酸化形成的神经原纤维缠结，

综述。

［2］

这些病理变化出现在 AD 疾病诊断前的几十年

。

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遗 忘 型 轻 度 认 知 功 能 障 碍（amnestic mild cognitive

目前，AD 被定义为 3 个不同的疾病阶段：临床

impairment，a-MCI）被认为是 AD 的前驱形式。a-MCI

前 AD、因 AD 引 起 的 轻 度 认 知 障 碍（mild cognitive

的临床症状特点为日常生活能力、常规认知功能正

impairment，MCI）和因 AD 引起的痴呆［4］。在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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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D 之前，患者会经历 MCI 阶段［5］，MCI 患者发展
AD 或其他类型的痴呆症的风险较高，每年的转化
率为 10%～15%，高于社区对照［6］；随访研究发现，
80% 的 MCI 在大约 6 年内转化为 AD。对将来可能
发展成为 AD 的 MCI 患者进行 MR 研究发现，疾病中
观察到的认知缺陷可能与内侧颞叶功能障碍有关。
MCI 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可在各种神经认知测试中都
存在功能缺陷［7］，例如，MCI 患者的联想学习功能
明显受损，这表明他们可能处于早期阶段的 AD，通
过观察对人和物体命名的任务发现，MCI 患者表现
出特定知识的选择性丧失，以及情景记忆和语义记
忆的缺陷，包括情景记忆编码和检索的障碍。研究
表明，MCI 患者和 AD 患者存在视觉运动处理障碍，
并伴有记忆缺陷［8］。因此视觉空间损伤也可能是
MCI 的标志。也有研究发现，MCI 患者在执行功能
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缺陷，包括反应抑制、转换和认
知灵活性障碍等［9］。巩固性缺陷和执行功能的细微
下降也被认为是 AD 早期迹象的认知缺陷标志物。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寻
找 MCI 进展为 AD 的生物标志物，另外是寻找 MCI
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二、a-MCI
根据记忆是否受损可将 MCI 分为 a-MCI 和非遗
忘型 MCI（non-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naMCI）两种主要临床亚型。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病
因及预后，a-MCI 被认为是 AD 的前驱形式，而 naMCI 最有可能发展为非 AD 型痴呆［10］。早期识别、
诊断、积极干预 a-MCI 对延缓 AD 的发生和进展至
关重要［11］。传统的神经心理学测试通常用于捕捉
与 AD 相关的认知缺陷，包括使用列表学习任务；发
现患者对故事段落的即时记忆和延时记忆存在异
常；言语配对联想学习任务；以及几何设计的即时
和延时回忆都可发现认知缺陷。研究表明，传统神
经心理学评估在区分 AD 痴呆患者与非痴呆对照组
时的敏感性为 80%～90%，特异性为 82%～90%［12］。
而 Loewenstein-Acevedo 学习量表是一种具有强大心
理测量特性的认知压力测试方法［13］，该量表对AD临
床前和前驱阶段的微妙认知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14］。
其中根据 Loewenstein-Acevedo 学习量表的分量表可
以有效地区分社区中患有 a-MCI 的老年人和没有认
知障碍的老年人。近年来，AD 的生物学标志物研
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可以通过结构和分子神经成像、
脑脊液分析和基因突变检测等手段精准识别 AD 相
关的 a-MCI，为 AD 的早期发现提供了更客观且敏感
度更高、特异性更好的临床诊断方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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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知训练及其在 a-MCI 患者中的应用
1. 一般认知训练：认知训练的主要作用机制是
利用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达到改善认知功能的目
的。中枢神经可塑性是指大脑通过结构、生理、连通
性和功能的变化来适应疾病的影响过程，包括神经
系统的发育、突触的形成和突触效能的改变等［16］。
研究证明，a-MCI 患者表现出异常的皮质脊髓兴奋
性被认为可能是 AD 的先兆，采用配对联想刺激可
改变皮质脊髓的可塑性［17］。即产生长时程增强样
改变。研究表明 AD 患者通过配对联想刺激诱导的
长时程增强样可塑性较弱，而 a-MCI 中可塑性可处
于中等水平［18］。所以 a-MCI 患者表现出更强的学习
潜力以及认知可塑性，这表明他们可以从认知训练
中受益。对 AD 和海马缺血损伤动物模型的研究发
现，认知训练对学习和记忆功能有明显改善［19］。另
有研究发现，反复的认知训练可延缓 AD 小鼠模型
的记忆损伤［20］，经过认知训练后，a-MCI 患者在整
体认知和整体自我评价方面都有很显著的改善［21］。
认知训练包括指导练习和反馈，对个体进行标
准化任务，涉及特定的认知领域，如执行能力、注意
力、语言和记忆。虽然目前还没有指导认知训练项
目的标准化原则，但是可以通过各种人工操作来增
强参与者的学习体验［3］。首先认知训练的内容取决
于所训练的认知功能域。单一认知域的训练，需要
改变的训练内容参数较少，例如，一个旨在提高记
忆功能的特定训练项目，记忆训练通过传授有助于
信息编码和检索的记忆策略来提高记忆性能；记忆
策略主要包括位置记忆法、面孔 - 姓名记忆法、分
类记忆法、联想记忆法、视觉表象记忆法、预习记忆
法等。而一般的认知训练项目（即多领域）针对同一
项目中的多个认知功能域（如记忆、处理速度等）可
改变的训练内容参数较多，例如训练可分为不同阶
段进行，训练注意力、处理速度和认知灵活性是初
始阶段，然后是混合记忆和执行功能阶段［22］。可以
通过增加认知负荷或缩短练习反应时间窗口来增加
认知训练的强度和难度。认知训练的效率可以通过
观察训练后的即刻功能改善来对比评估。研究表明，
认知训练对提高自我感知认知能力和自我报告认知
功能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23］。
2. 计算机化认知训练：计算机化认知训练作为
一种安全、相对廉价和可扩展的干预措施，旨在维持
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已经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24］。
计算机化认知训练是在标准化任务上加载特定认知
过程的辅助训练和练习，通常设有明确的记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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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题解决策略。计算机化认知训练可以针对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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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个领域，通常根据个人表现适应任务难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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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程度、日常生活能力产生可观影响［25］，对 MCI 患
者的整体认知以及选择性的认知领域和社会心理
功能都有积极的作用［26］。应用动脉自旋标记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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