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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社区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影响因素
病例对照研究
王婷银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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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社区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行：ｍ不等比匹配的
最

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应用ＳＰｓｓ软件中的Ｃｏｘ回归模型进行不等比匹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终入选病例４２３例，对照９２５名。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Ｃｏｘ回归分析，得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发生危
险因素，其ＯＲ值及９５％ａ分别是：从事体力劳动１．３９６（１．０９２～１．７８５），吸烟１．５５１（１．０２１～

２．３５９），血清中较高血糖浓度１．３５４（１．１０２～１．６６４），较高ｍＬ—Ｃ

１．５４３（１．２３２～１．９３２），较高ＬＤＬ—Ｃ

１．２９９（１．０６０～１．５９２），低雌激素水平１．２６３（１．０３１～１．５４７），高血压１．９６７（１．４３８～２．６８９），糖尿病
１．３８１（１．１３９～１．６７５），抑郁症１．４０６（１．１１０～１．７８０），脑血栓１．５９３（１．３０７～１．９４３），较高ＳＢＰ

１．３３１

（１．１２９～１．５６９），ＡｐｏＥ￡４型等位基因１．４６２（１．１４０～１．８７３）；保护因素有：常读书看报０．６１０（０．５０３～
０．７４０），常参加公益活动０．６１７（０．５０２～０．７５７），常做家务０．８０４（０．６６５～０．９７３），退休后有第二职业
０．７５９（０．６３６

０．９０６），嗅觉敏锐０．９００（０．８４５～０．９５８），性格外向０．８２９（０．６９９～０．９８４），性格果断

０．８１１（０．６６２～０．９９３）。结论从事脑力劳动、健康生活方式以及降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
脂、抑郁症、脑血管病变发生风险是预防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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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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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ｏ＊ｔ件建立数据库

ＭＣＩ）是正常老化向阿尔茨海默病（ＡＤ）转化中进行

进行两次数据录入，通过对比进行清洁检错和逻辑改

预防干预最佳阶段，其发生及转归影响因素已成为

错。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进行危险因素分析，用生存

人们关注焦点…。在目前开展的研究过程中，由于

分析中的Ｃｏｘ回归模型进行不等比匹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样本量较小、诊断标准不统一、医院来源病例对照较

分析，首先对有关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根据单

多、混杂因素影响等导致报道结果并不一致。本研

因素分析结果，结合专业知识，用多因素分析方法对

究应用当前公认的ＭＣＩ诊断标准，在对社区６５岁

某些可能引起混杂作用变量进行调整。

以上正常老年人群大样本基线调查基础上，对筛选

结

出的病例进行ＭＣＩ影响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果

１．病例对照研究：主要因素赋值见表１。
对象与方法
表１

１．调查对象：项目起始于２００６年，在太原市范
围内选取老军营、朝南、朝北、官地、建北、康乐苑、河
涝湾、太白巷、１４８队９个老年人口分布密集社区，

病例对照研究主要因素定义及赋值

变量

定义及赋值

职业

体力劳动者＝１，脑力劳动者＝０

婚姻状况

在婚＝１，独身（未婚、离异、丧偶等）＝０

家庭人均月经济收入（元）＜５００＝１，５００～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３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查社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

家庭人均居住面积（ｍ２）＜１０＝１，１０－１９＝２，２０～２９＝３，＞３０＝４

６１５２人，从总体人群中进行病例和对照选取。为最

居住情况

自己住＝１，和老伴＝２，和老伴ＪＬ女＝３，
和儿女＝４

大限度有效利用数据信息，病例和对照采用靠：ｍ不

饮酒量（ｋｄ月）

从不＝０。≤１＝１，＞１＝２

等比匹配方法（咒、ｍ分别代表病例、对照，最小均为

脱落牙齿数（个）

≤１０＝Ｉ，１０～２０＝２，≥２１＝３

正整数，１：４≤７ｚ：ｍ≤１：１）。

ＳＢＰ（ｍｍ Ｈｇ）

≤１３９＝１，１４０～１５９＝２，＞１６０＝３

ＤＢＰ（ｍｉｌｌ Ｈｇ｝

≤８０＝１。９０～９９＝２，＞１００＝３

２．病例选取标准：ＭＣＩ诊断标准系根据美国

ＢＭｌ（ｋｇ］ｎ１２）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３．９＝２。２４．０－－

２７．９＝３，≥２８＝４

《精神疾病诊断分类与统计手册》第４版（ＤＳＭ一Ⅳ）
嗅觉。

一种＝１，二种＝２，三种＝３，无＝０

适应与焦虑

焦虑＝１，适应＝０

的研究结果修改制定【２】：①年龄６５～８５岁；②主观

内向与外向

外向＝１，内向＝０

和客观检查有ＭＣＩ；③记忆减退病程＞３个月；④韦

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

安详机警＝１，感情用事＝０

怯懦与果断

果断＝１，怯懦＝０

血糖（ｍｍｏｌ／Ｌ）

＞６．１１＝１，≤６．１１＝０

ＭＱ）为６０－７９分；⑤简明智力状态检查（ＭＭＳＥ）文

ＴＣ（ｍｍｏｌ／Ｌ）

＞５．６９＝１。≤５．６９＝０

盲组１７分、小学组２０分、中学或以上组２４分，低于

ＴＧ（ｍｍ０１］Ｌ）

＞１．６９＝１，≤１．６９＝０

ＨＩ）Ｌ－Ｃ（ｍｍ０１］Ｌ）

＞Ｉ．５６＝Ｉ，≤Ｉ．５６＝０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ｆＬ）

＞３．３８＝１，≤３．３８＝０

雌二醇（ｐｇ／ＩＩｌｌ）

男性：≤１２．４＝Ｉ，＞１２．４＝Ｏ；
女性：≤１０．９＝Ｉ，＞１０．９＝０

睾酮（ｎｇ／Ｉｌｌｌ）

男性：≤３．２＝Ｉ，＞３．２＝０；
女性：≤Ｏ．０５＝１．＞Ｏ．０５＝０

性生活质量６

高＝２，中＝Ｉ，低＝０

其他变量

是＝Ｉ，否＝０

中的轻度神经认知损害研究用标准和本课题组以前

氏记忆测验（ＷＭＳ）的记忆商（ｍｅｍｏｒｙ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划界分为认知功能受损；⑥生活及社会功能有降低：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ＡＤＬ）得分≤１８分，总体衰退量
表（ＧＤＳ）评定为２～３级；⑦哈金斯基缺血量表
（ＨＩＳ）＜４分；⑧不符合痴呆诊断标准；⑨排除特殊
原因引起的认知功能减退。按照上述诊断标准，最
终人选ＭＣＩ患者４２３例。
３．对照选取标准：要求对照年龄与病例年龄

注：ｎ根据醋、酒精、煤油、蒸馏水中识别种类数判定等级；６根据
每周行房事频次和主观满意度判定；Ｉ ｍｍ Ｉ－Ｉ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在±２岁，性别相同，文化程度一致，无严重躯体疾
病能完成神经心理测验，上述记忆、认知等检查均正
常，最终入选９２５人。

２．单因素分析：
（１）一般情况：将职业、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经

４．研究方法：采用ＭＭＳＥ、ＷＭＳ、ＡＤＬ、ＧＤＳ、

济收入、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居住情况等因素逐一纳

ＨＩＳ量表选取病例，采用统一制定的流行病学调查

入Ｃｏｘ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职业

表进行社会人口学、生活方式、疾病等因素调查；同

（ｘ２＝５．７５３，Ｐ＝ｏ．０１６，ＯＲ＝１．３２８，９５％Ｃ／：

时进行身高、体重、血压等体格检查；采集晨起空腹

１．０５３－１．６７４）、家庭人均月经济收入（１２＝３．９４４，

静脉全血进行血清生化及基因型别鉴定，测定人格

Ｐ＝０．０４７，０Ｒ＝０．８５８，９５％ＣＩ：０．７３８～０．９９８）。

特征。

（２）生活方式：将吸烟、饮酒、饮食因素（常吃粗

－８７５·

粮）、饮食口味（喜咸喜淡）、是否刷牙、喜欢呆在家

用事与安详机警、怯懦与果断等个性特征因素逐一

里、常读书看报、常习书法、常参加公益活动、常旅

纳入Ｃｏｘ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变量为：内向

游、常做家务、退休后有第二职业等因素逐一纳入

与外向（ｘ２＝５．８２０，Ｐ＝０．０１６，ＯＲ＝０．７４６，

Ｃｏｘ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吸烟

９５％ＣＩ：０．５８８

（Ｙ２＝６．６４５，Ｐ＝０．０１０，ＯＲ＝１．２７９，９５％Ｃ１：

Ｐ＝０．００５，ＯＲ＝０．７５８，９５％ＣＩ：０．６２５～０．９２１）。

０．９４７）、怯懦与果断（Ｙ２＝７．８２０，

１．０６１～１．５４２）、饮酒（Ｙ２＝５．８７３，Ｐ＝０．０１５，ＯＲ＝

（７）性激素水平及性生活：将雌激素（雌二醇）、

１．１５９，９５％ＣＩ：１．０２９～１．３０５）、喜欢呆在家里

雄激素（睾酮）、夫妻同房、性生活质量等因素逐一纳

（ｒ＝７．９９０，Ｐ＝０．００５，ＯＲ＝１．３１３，９５％Ｃ，：

入Ｃｏｘ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变量为雌激素水

１．０８７～１．５８７）、常读书看报（ｘ２＝１３．９１８，Ｐ＝

平（ｘ２＝１１．６８０，Ｐ＝０．００１，ＯＲ＝１．４０６，９５％ＣＩ：

０．０００，ＯＲ＝０．７２８，９５％Ｃ１：０．６１６～０．８６０）、常参

１．１５６～１．７１０）。

加公益活动（ｘ２＝１４．２３２，Ｐ＝０．０００，ＯＲ＝０．７１１，

３．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Ｐ＜０．０５

９５％Ｃｊ：０．５９６～０．８４９）、常做家务（ｘ２＝１０．６０４，

因素及指定交互作用因素纳入Ｃｏｘ回归模型进行

Ｐ＝０．００１，ＯＲ＝０．７４１，９５％ＣＩ：０．６１９～０．８８８）、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Ｐ＜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下，

退休后有第二职业（Ｙ２＝１１．６７５，Ｐ＝０．００１，ＯＲ＝

Ｃｏｘ回归模型包含变量有：职业、吸烟、常读书看报、

０．７４７，９５％ＣＩ：Ｏ．６３２～０．８８３）。

常参加公益活动、常做家务、退休后有第二职业、高

（３）疾病：将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抑

血压、糖尿病、抑郁症、脑血栓、ＳＢＰ、嗅觉、血糖、

郁症、脑血栓、脑溢血、肿瘤等因素逐一纳入Ｃｏｘ回

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ＡｐｏＥ￡４型等位基因、ＬＤＬ—Ｃ＊

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变量为：高血压（ｘ２＝

ＡｐｏＥ￡４型等位基因、内向与外向、怯懦与果断、雌激

８．１５４，Ｐ＝０．００４，ＯＲ＝１．４１１，９５％ＣＩ：１．１１４～

素（表２）。

１．７８７）、高血脂（Ｙ２＝４．４３３，Ｐ＝０．０３５，ＯＲ＝

讨

论

１．３１５，９５％Ｃ１：１．０１９～１．６９６）、糖尿病（Ｙ２＝
１５．２１６，Ｐ＝０．０００，ＯＲ＝１．４２８，９５％ＣＩ：１．１９４～

本研究根据已公认ＭＣＩ诊断标准，在横断面研

１．７０８）、抑郁症（ｘ２＝１２．５６３，Ｐ＝０．０００，ＯＲ＝

究基础上选取病例和对照，然后进行病例对照研究。

１．８５５）、脑血栓（Ｙ２＝

由于病例和对照来源于总体人群，较好控制选择偏

２８．７８０，Ｐ＝０．０００，０Ｒ＝１．６６０，９５％ＣＪ：１．３８０～

倚。高龄、老年女性、较低文化程度是众多研究结果

１．９９８）、脑溢血（Ｙ２＝７．１４４，Ｐ＝０．００８，ＯＲ＝

中目前已被公认影响认知功能下降的危险因素，且

１．３８４，９５％ＣＩ：１．０９１～１．７５６）。

与大多数影响因素存在关联，为控制混杂因素作用，

１．４８９，９５％ＣＩ：１．１９５

（４）一般生理指标：将ＳＢＰ、ＤＢＰ、ＢＭＩ、嗅觉、脱

提高研究效率，本研究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作为

落牙齿数等因素逐一纳入Ｃｏｘ回归模型。具有统

病例、对照匹配因素。从人口学因素、社会心理因

计学意义变量为：ｓＢＰ（Ｙ２＝４．５０４，Ｐ＝０．０３４，

素、人格特征、血清生化及基因型别等指标中探讨

ＯＲ＝１．１３１，９５％ＣＩ：１．００９～１．２６６）。

ＭＣＩ危险因素，从宏观到微观全面研究，为预防老

（５）血清生化及基因型别指标：将血糖、ＴＣ、
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ＡｐｏＥ￡２型等位基因、ＡｐｏＥｅ４

年人认知功能下降，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科学
依据。

型等位基因等因素逐一纳入Ｃｏｘ回归模型。具有

本研究采用生存分析中Ｃｏｘ回归模型进行不

统计学意义变量为：血糖（ｘ２＝７．６７５，Ｐ＝０．００６，

等比匹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分层Ｃｏｘ模型只估计协

ＯＲ＝１．３７９，９５％ＣＪ：１．０９８～１．７３０），ＴＣ（Ｙ２＝

变量的系数值Ｂ，不估计基线风险函数ｈ。；（ｔ），这和

６．９０１，Ｐ＝０．００９，０Ｒ＝１．１４６，９５％Ｃ／：１．１０１～

配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中不关心常数项口。的大小，只求

１．９３７），ＨＤＬ－Ｃ（Ｙ２＝２３．６２１，Ｐ＝０．０００，ＯＲ＝

出系数值ｐ的思路恰巧一致，因此可以用它来拟合

１．６６６，９５％ＣＩ：１．３５６～２．０４７），ＬＤＬ．Ｃ（矿＝

配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本研究采用７ｚ：优不等比匹配病

４．４５０，Ｐ＝０．０３５，０Ｒ＝１．２１２，９５％Ｃ１：１．０１４～

例对照研究方法，利用生存分析中的分层Ｃｏｘ模型

１．４５０），ＡｐｏＥｅ４型等位基因（ｘ２＝１１．５８８，Ｐ＝

进行处理，给每一条记录一个虚拟生存时间，将配对

０．００１，０Ｒ＝１．４２８，９５％ＣＩ：１．１６３～１．７５３）。

因素作为分层因素，消除配对因素作用，从而解决不

（６）人格特征：将适应与焦虑、内向与外向、感情

等比匹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问题¨１。

·８７６·

表２
变

量

ｐ

病例对照多因素Ｃｏｘ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ｓｉ

职业０．３３４

０．１２５

家庭人均月经济收入

ＯＲ值

９５％ＣＩ

７．０９７

０．００８

１．３９６ｎ

１．０９２～１．７８５

ｗ矗掰ｘ２值Ｐ值

一０．０９６

０．０８１

１．４２９

０．２３２

０．９０８

０．７７５～１．０６４

吸烟０．４３９

０．２１４

４．２２３

０．０４０

１．５５１ｔ

１．０２１～２．３５９

饮酒

Ｏ．１１８

０．０６９

２．９２７

０．０８７

１．１２６

０．９８３～１．２８９

喜欢呆在家里

一０．０３５

０．２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８７３

０．９６５

０．６２６～１．４８８

常读书看报

一０．４９４

０．０９８

２５．３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６１０。０．５０３～０．７４０

常参加公益活动

一０．４８４

０．１０５

２１．２６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１７ａ

常做家务

一０．２１８

０．０９７

５．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８０４。０．６６５－０．９７３

退休后有第二职业

０．５０２－０．７５７

一０．２７６

０．０９０

９．３４８

０．００２

０．７５９＊０．６３６－－０．９０６

高血压０．６７６

０．１６０

１７．９４２

０．０００

１．９６７ａ

１．４３８－２．６８９

高血脂０．２３０

０．１８４

１．５６９

０．２１０

１．２５９

０．８７８～１．８０４

糖尿病０．３２３

０．０９８

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１

１．３８１。

１．１３９～１．６７５

抑郁症０．３４０

０．１２１

７．９６９

０．００５

１．４０６ｎ

１．１１０～１．７８０

脑血栓０．４６６

０．１０１

２１．２１５

０．０００

１．５９３ａ

１．３０７～１．９４３

脑溢血０．２３２

０．１３５

２．９７３

０．０８５

１．２６１

０．９６９～１．６４２

ＳＢＰ

０．２８６

０．０８４

１１．５７０

Ｏ．００１

１．３３１。

１．１２９～１．５６９

嗅觉

一０．１０６

０．０３２

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９００４

０．８４５～０．９５８

血糖０．３０３

０．１０５

８．３３１

０．００４

１．３５４４

１．１０２～１．６６４

ＴＣ

０．０５２

０．２０１

０．０６８

０．７９４

１．０５４

０．７１１～１．５６３

ＨＤＬＣ

０．４３４

０．１１５

１４．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１．５４３４

１．２３２～１．９３２

ＬＤＬＣ

０．２６２

０．１０４

６．３６２

０．０１２

１．２９９４

１．０６０～１．５９２

ＡｐｏＥ￡４

０．３８０

０．１２７

８．９８５

０．００３

１．４６２４

１．１４０～１．８７３

ＬＤＬ－Ｃ ＡｐｏＥｅ４４

０．４８７

０．２４３

４．０２６

０．０４５

１．６２６

１．０１１～２．６１８

内向与外向

一Ｏ．１８７

Ｏ．０８７

４．６１４

０．０３２

０．８２９

０．６９９～０．９８４

怯懦与果断

一０．２０９

０．１０３

５．０９５

０．０４３

０．８１１

０．６６２～０．９９３

雌激素０．２３３

０．１０３

５．０９５

０．０２４

１．２６３

１．０３１～１．５４７

注：４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吸烟是ＭＣＩ发生的可疑危险

的危险因子，许多老年期抑郁症患者最终会发展为

因素；这与目前的相关研究基本一致Ｈ ｏ。饮酒对认

痴呆¨刮；本研究也显示老年期抑郁症是ＭＣＩ发生

知功能的影响目前国内外报道不一。Ｖｅｒｈａｅｇｅｎ

的可疑危险因素。Ｂｕｔｔｅｒｓ等【１１Ｊ研究表明，二者关联

等¨１研究表明，过量饮酒也是引起ＭＣＩ发生的危险

是由ＡｐｏＥ等位基因造成。对此结论本研究进行验

因素。Ｃｅｒｖｉｌｌａ等Ｈ１指出，老年人中饮酒者ＭＣＩ发

证：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的

生率比不饮酒者小，大量饮酒或不饮酒则无此保护

抑郁症病程、ＡｐｏＥｅ４等位基因及其二者交互作用同

作用。Ｅｌｗｏｏｄ等哺１认为饮酒与认知不相关。本研

时纳人Ｃｏｘ回归模型后发现，单独作用有统计学意

究将全部研究对象按饮酒量高低进行分组分析，并

义，而交互作用并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抑郁症是导

未发现饮酒和ＭＣＩ发生存在显著关联。国内外饮

致ＭＣＩ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目前抑郁症是可治

酒所造成的认知功能障碍的差异，也可能与饮酒的

疗的疾病，如能早期识别，在抗抑郁治疗的同时，积

种类有关…。

极干预认知改变，将能防止或延缓痴呆的发生。

目前关于血压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并无统一

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ＡｐｏＥｅ４与认知功能下降

结论，本次研究显示高血压病程及较高ＳＢＰ是ＭＣＩ

有关¨２‘，而ＡｐｏＥｅ４与海马、杏仁核的萎缩也有一

发生危险因素的线索，当前ＳＢＰ已被视为高血压临

定关系¨３Ｊ；ＡｐｏＥ￡４携带者ｐ淀粉样蛋白沉积较

床研究主要终点指标。ＳＢＰ异常波动是否影响

多ｆｌ圳，其编码的ＡｐｏＥ载脂蛋白是ＬＤＬ．Ｃ受体相关

ＭＣＩ发生及转归、与其他影响因素是否存在交互作

蛋白（ＬＲＰ）的配体；ＬＲＰ是大脑内重要的胆固醇受

用，这些尚需通过大样本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对血

体之一。因此，本研究还对ＡｐｏＥ基因型和ＬＤＬ－Ｃ

压和认知功能长期监测和随访观察后确证。大量流

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在交互作用的相加模型中，

行病学研究表明，糖尿病是ＭＣＩ危险因素之一［ｓ’９１；

ＡｐｏＥｅ４基因型和ＬＤＬ．Ｃ存在交互作用，由于单因

与本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老年期抑郁症是ＡＤ发生

素分析ＡｐｏＥｅ２与ＭＣＩ发生未见关联，因此未进行

ＡｐｏＥ￡２和ＬＤＬ－Ｃ交互作用分析。此研究结果对于
探讨ＡｐｏＥ￡４作为ＭＣＩ的可疑危险因素，导致认知
功能下降的致病机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５】Ｖｅｆｈａｅｇｅｎ Ｐ。Ｂｏ／ｃｈｄｔ

ｃｌ僻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Ｈｅａｌｔｈ

本研究采用１６ＰＦ量表对人格特征测试结果显

Ｍ，Ｓｍ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Ｊ．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ｌｄ

ｖｅｒｙ

ａｇ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暇１ｉｎｇ碰西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２００３。２２（６）：５５９．５６９．

［６】Ｅｌｗｏｏｄ ＣＲ，Ｌｅｉｂｏｖｉｃｉ Ｄ，ＲｉｔｃｈｉｅＫ，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ｉｎｅ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ｍｎｃｅ

示，性格内向者发生ＭＣＩ风险高于性格外向者。性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格怯懦发生ＭＣＩ风险高于性格果断者。这些人格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ＣＡ．Ｉｎｔ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９，２８

特质是长期教育积淀的结果，也与教育所导致人的
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促动分不开，因此控制教育因素
在研究人格特征与认知水平关系中尤为重要。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１）：７７—８１．
［７］邓娟，周华东，李敬诚，等．饮酒对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２：４４０．４４１．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ｂｅ

ＩＳ］Ｈａａｎ ＭＮ，Ｗａｌｌａｃｅ Ｒ．Ｃａｎ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纠研究发现，雌激素能明显减轻大鼠
脑缺血时神经细胞的损伤改善认知功能障碍和目的
记忆。黄文等¨引发现相同性别中认知功能障碍组
中雌二醇、睾酮水平较认知功能正常组低（Ｐ＜
０．０５）。本研究与上述结论相似，低雌二醇水平是
ＭＣＩ发生的可疑危险因素。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ａ

ｉｎ

ａ

ｐｏｐｕｈ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Ｂｒａｉｎ ａｇｏ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ｋｎｎｕ Ｒｅｖ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４。

２５：１－２４．

［９】ｇｈｓｏ ＷＱ，Ｃｈａｎ Ｈ，Ｑｕｏｎ ＭＪ，ｅｔ ａ１．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Ｅｕｒ Ｊ

Ｐｈａｎｎａｃｏｌ，２００４，４９０（１－３）：７１—８１．
［１０］武力勇。魏镜，李舜伟．抑郁症患者伴发认知功能损害的研究进
展．中华精神科杂志，２００４，３７（３）：１８８—１８９．

嗅觉和ＭＣＩ发生有关系；ＡＤ最早期病理改变
发生在颞叶内嗅区皮质，早于海马，且其萎缩及神经
元丢失程度与ＭＣＩ和ＡＤ临床智力测评相关ｎ

［１１】Ｂｕｔｔｅｒｓ ＭＡ，Ｓｗｅｅｔ ＲＡ，Ｍｕｌｓａｎｔ ＢＨ，ｅｔ ａ１．Ａｐ０Ｅ
ｗｉｔｈ

ａｇｅ－ｏｆ－ｏｎｓｅｔ，ｂｕ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 Ｊ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ｎｏ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ｔｅ－ｌｉｆ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０３，１８（１２）：１０７５—１０８１．

７ｊ。

［１２］黄文，朱佩芳，王正国，等．老年人载脂蛋白Ｅ基因型与认知功

为探讨嗅觉与ＭＣＩ发生关系，本研究对调查对象嗅
觉进行了测试；选用嗅觉识别即要求指出是何种气
味对老年人嗅觉功能进行判定。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嗅觉减退是ＭＣＩ发生的可疑危险因素，可尝试

能关系的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２００２。１１（６）：６１４—６１７．
［１３］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Ｍ，Ｙａｓｕｄａ Ｍ，Ｔａｎｉｍｕｋａｉ Ｓ，ｅｔ ａ１．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
ｅｐｓｉｌｏｎ 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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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５７（８）：１４６１．１４６６．
［１４］Ｂｅｒｇ Ｌ，ＭｃＫｅｅｌ ＤＷ Ｊｒ，Ｍｉｌｌｅｒ ＪＰ．Ｃｌｉｎｉｃ 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作为识别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的早期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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