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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与认知障碍关系的研究进展
刘惠，马雅军，胡志灏，李晓东，李淑娟
【摘要】 近年研究表明，糖尿病与认知障碍有关，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改变主要包括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减退、

轻度认知功能损伤（MCI）及痴呆，而老年人出现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减退可能为痴呆的早期阶段。本文主要综述了 1 型、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改变、脑影像学特征、危险因素及其血管性危险因素的控制、诊断、管理等，以期为糖尿病
患者认知障碍的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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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studies showed that，diabetes mellitus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ognition disorders，diabetes

mellitus related changes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clude diabetes mellitus related cognitive decline，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and dementia，moreover diabetes mellitus related cognitive decline may be the early stage of dementia in elderly patients.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ed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related changes of cognitive function，brain imaging features，risk

factors，control of vascular risk factors，diagnosis and management，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cognition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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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代谢障碍性疾病，可导致多种慢性

并发症，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析结果显示，与无糖尿病者相比，成人 1 型糖尿病患者整体

认知功能、视觉感知功能评分略有差异，其认知功能评分较

及周围神经病变等。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世界

无糖尿病者降低 0.3~0.7 个标准差（SD），平均降低 0.5 个

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将达到 5.92 亿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将成

病多见于儿童期或成年早期，因此成人 1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

糖尿病患病率在过去 50 年内呈现升高趋势，预计到 2030 年
为世界第七大死亡原因［1］。近年来，糖尿病相关认知障碍逐
渐受到关注，并已证实糖尿病与认知障碍有关。本文主要综
述了 1 型、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改变、脑影像学特征、危

险因素及其血管性危险因素的控制、诊断、管理等，以期为
糖尿病患者认知障碍的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1

1.1

1 型糖尿病
认知功能改变

神经心理学研究表明，与非糖尿病个体

相比，1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存在轻度异常，尤其是在一

般智力、精神运动速度及心理灵活性方面［2］。一项 Meta 分
基 金 项 目：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81771414、
81571372、81670465）；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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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但学习、记忆功能评分未受明显影响［2］。由于 1 型糖尿
功能减退可能从儿童期就已存在。一项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与无糖尿病者相比，≤ 19 岁的 1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评分
降低 0.2 个 SD［3］。研究表明，1 型糖尿病早期认知功能减退

最快，之后进展较缓慢［4］；DCCT 试验发现，1 型糖尿病患

者随访 18 年期间未出现明显认知功能减退［5］，但部分小型

子队列研究发现部分 1 型糖尿病患者出现认知功能减退加速
现象，尤其是 1 型糖尿病晚期伴微血管病变患者［6］。目前，

70 岁及以上 1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改变及其与痴呆之间的
关系尚不明确，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1.2

脑影像学特征

1 型糖尿病并认知障碍患者颅脑磁共振

成像（MRI）检查结果主要表现为脑结构异常。研究表明，与

无糖尿病者相比，中年 1 型糖尿病患者额叶、边缘叶及中央
后回灰质体积均缩小，其中额叶灰质体积缩小 6%~1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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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后回灰质体积缩小 8~13%［7］，且额叶、边缘叶及中央后回

并发症如糖尿病肾病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减退［23］及痴

积缩小约 4%

生风险且其可能是糖尿病自我管理障碍引起的用药错误所致，

灰质体积缩小多始于儿童期，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脑灰质体
［8］

。此外，有研究通过扩散张量成像（DTI）及

呆发生风险升高有关［24］，而由于认知障碍可增加低糖血症发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发现，1 型糖尿病患者大脑网络受

因此严重低糖血症对 65 岁以上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减退

脑小血管病的关系研究报道较少，二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糖尿病之间存在一定的双向联系［26］，一项大型队列研究结果

到干扰且与认知功能减退有关［9］。总之，关于 1 型糖尿病与

1.3

危险因素

目前，早发糖尿病是目前公认的成年 1 型糖

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减退的危险因素，其机制主要与早发糖尿
病导致发育中的大脑代谢紊乱有关［4］。研究表明，伴有周围

微血管并发症及大血管病变的 1 型糖尿病患者表现出精神运
动效率加速下降［10］；有小样本量病例系列研究发现，严重低
糖血症与 1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减退有关

［4］

，但基于横断

面研究的 Meta 分析及 DCCT 试验均未发现严重低糖血症与 1

及痴呆的影响似乎是双向的［25］。有研究表明，抑郁症与 2 型

显示，抑郁症可使 2 型糖尿病患者痴呆发生风险升高 1 倍［27］，
但也有研究认为认知障碍、抑郁症会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独

立发生，轻度抑郁患者认知功能并无明显改变［28］。近年研究

发现，与体质量正常者相比，超重、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大脑皮质厚度及白质损伤较重，精神运动效率出现改变，提
示肥胖可能会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产生一定影响［29］。
3

［2，5］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减退有关

。此外，还有研究表明

血管性危险因素的控制

DCCT 试验通过对比强化胰岛素治疗（每日注射 3 次或

吸烟、高血压及体质指数升高等血管性危险因素与中年 1 型

以上胰岛素或持续皮下注射胰岛素）与常规胰岛素治疗（每

2

采用强化胰岛素治疗者 HbA1c 降低 2%，但认知功能并无明显

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减退有关［10］。
2.1

2 型糖尿病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改变可能开始

认知功能改变

于糖尿病前期并随着时间推移而微妙地进展。一项前瞻性研
究证实，糖尿病与遗忘性及非遗忘性轻度认知功能损伤（MCI）
发生风险升高有关［11］，但校正其他血管性危险因素后糖尿
病与非遗忘性 MCI 的相关性减弱

［12］

，而在遗忘性或非遗忘

性 MCI 患者中，伴有糖尿病者进展为痴呆的风险是不伴糖尿
病者的 1.5~3.0 倍［13］。一项包含 30 000 例患者（其中约 16%

存在 2 型糖尿病）、11 项研究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无糖

尿病者相比，有糖尿病者发生痴呆的 RR 为 1.51〔95%CI（1.31，
1.74）〕

，即每 15 例痴呆患者中有 1 例可归因于糖尿病。

［14］

2.2 脑影像学特征 2 型糖尿病相关脑萎缩性改变主要表现为
全脑或局部脑组织容积减少。与单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比，
阿尔茨海默病伴 2 型糖尿病患者脑皮质萎缩表现更明显

［15］

。

2 型糖尿病并认知障碍患者颅脑 MRI 检查结果主要表现为内

侧颞叶、前扣带回、内侧额叶灰质损失及额叶、颞叶白质损
［16］

失

。研究表明，不对称性海马萎缩（右侧大于左侧）可能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障碍有关

［17］

；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

2 型糖尿病患者腔隙性脑梗死发生率升高 1 倍，脑白质高信号
数量增加约 20%

［18］

日注射 1~2 次胰岛素）对 1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发现，
改善［30］。一项为期 6.3 年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HbA1c 介
于 8.0%~8.9% 或≥ 9.0% 时 1 型糖尿病患者痴呆发生风险分

别升高 65%、79%，但 HbA1c 介于 6.0%~7.9% 时痴呆发生风
险反而减低 45%，提示血糖控制情况会对 1 型糖尿病患者痴

呆发生风险产生影响［31］。有研究表明，强化血糖控制可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记忆力及注意力［32］；一项为期 5 年的随访研

究证实，口服降糖药物可有效降低糖尿病患者 MCI 转化为痴
呆的风险［33］，但部分大型随机试验并未发现强化血糖控制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的长期益处［25］。ACCORD-MIND 研
究［34］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项专门评估降压或降脂治疗对 2 型糖

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减退潜在影响的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
为期 40 个月的强化降压及降脂治疗并未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

认知功能，但却发现强化降压治疗与脑萎缩加速、进展有关［34］。
研究证实，控制心血管性危险因素有可能会降低一般人群认
知障碍发生风险［35］，但目前关于控制心血管性危险因素对糖
尿病患者认知障碍的随机试验结果喜忧参半。
4

糖尿病患者认知障碍的诊断
不同严重程度、不同阶段的认识障碍患者预后及管理方

，而脑结构与功能连接改变虽与特定临

式不同，因此准确地诊断及鉴别诊断糖尿病患者认知障碍及

改变有关［19］，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观察脑连接标志

痴呆等认知功能改变有关，但部分糖尿病患者仅存在部分轻

床症状或体征无明显关系，但其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
物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减退的预测价值。
2.3

危险因素

一项样本量适中的横断面研究表明，2 型糖

尿病患者存在轻微认知功能改变，但其危险因素与 MCI 及痴
，而 2 型糖尿病患者 MCI 及

其严重程度、阶段等具有重要临床意义［20］。糖尿病与 MCI、
微认知功能改变且不太会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产生影响，因此
可定义为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减退。多数糖尿病相关认知功
能减退患者认知功能筛查如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量表（MMSE）

［20］

结果一般是正常的，神经心理学测试敏感性一般，因此糖尿

痴呆的危险因素鉴别较复杂，需大样本量队列研究及随访研

病患者有认知功能减退相关主诉但大部分生活和工作职能保

呆的危险因素并不一定相同

究进一步证实。目前，以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为标准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与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研究尚存
在争议

［20］

留时可考虑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减退的诊断。需要指出的是，
抑郁症也可以表现为认知障碍，因此需注意进行鉴别诊断。

：迄今为止样本量最大的一项研究证实，HbA1c 与

此外，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维生素缺乏症、贫血、肾脏或肝

但有研究证实 HbA1c >10% 或 >86 mmol/L 时会明显增加 2 型

转后再次评估其认知功能。由于在群体水平上与糖尿病相关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改变的关系要么很弱、要么缺失［21］，
糖尿病患者痴呆发生风险［22］。研究表明，糖尿病周围微血管

脏功能不全等也可能导致认知障碍，需对症治疗并在症状好
认知功能减退有关的颅脑 MRI 改变并不能在个体中被有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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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和分类，因此脑影像学检查尚不能为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
减退的诊断和评估提供有效信息，部分研究偶然发现的轻微
脑白质高信号等似乎对个体没有临床意义。
5

糖尿病患者认知障碍的管理
目前，对于糖尿病并认知障碍患者，临床尚无特效的治

疗方法，部分患者可考虑心理治疗及认知康复治疗，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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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YAN C M，GECKLE M O，ORCHARD T J.Cognitive efficiency

declines over time in adults with type 1 diabetes：effects of micro-

and ma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J］.Diabetologia，2003，46（7）：
940-948.DOI：10.1007/S00125-003-1128-2.

［7］HUGHES T M，RYAN C M，AIZENSTEIN H J，et al.Frontal
gray matter atrophy in middle aged adults with type 1 diabetes is

糖尿病患者认知障碍进展较缓慢，因此多数糖尿病并认知障

independent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nd diabetes complications

伴 MCI 或痴呆患者，目前尚无特定治疗方案，其治疗方法与

10.1016/J.Jdiacomp.2013.07.001.

碍患者预后较好，尤其是年龄 <60 岁以下者［20］。对于糖尿病

单纯 MCI 或痴呆患者一致。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认知
障碍与血糖控制不良有关，血糖控制不良可导致糖尿病并认
知障碍患者住院频率增加及严重低血糖发生风险升高，尤其
是伴有执行功能损伤者［36-37］，因此临床应注意评估其自我管
理能力及治疗依从性，并考虑适当放宽血糖控制目标或动态
监测高危人群胰岛素水平等［38］，而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包
括控制饮食和运动）可能会改善糖尿病并认知障碍患者与认
知功能有关的大脑区域神经元可塑性［39］。
6

小结与展望

［J］.J Diabetes Complications，2013，27（6）：558-64.DOI：
［8］MARZELLI M J，MAZAIKA P K，Barnea-Goraly N，et al.Neuroa-

natomical correlates of dysglycemia in young children with type
1 diabetes［J］.Diabetes，2013，63（1）：343-353.DOI：
10.2337/Db13-0179.

［9］VAN DUINKERKEN E，SCHOONHEIM M M，SANZ-ARIGITA E J，
et al.Resting-state brain networks in type 1 diabetic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microangiopathy and their relation to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disease variables［J］.Diabetes，2012，61（7）：1814-1821.
DOI：10.2337/Db11-1358.

糖尿病与认知障碍相关，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改变主要

［10］JACOBSON A M，RYAN CM，CLEARY P A，et al.Biomedical

知功能改变并不一定是一个连续过程且治疗方法、预后不同，

an 18 year follow-up of the Diabetes Control and Complications Trial

包括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减退、MCI 及痴呆，但上述 3 种认
但目前临床尚无防治糖尿病相关认知障碍的特定方法，因此
进一步深入研究并提高对糖尿病患者认知障碍的认知及诊断
水平有助于减少用药错误及低糖血症的发生，从而及早制定
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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