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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评估早发型皮层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early-onset subcortical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EO-SVCI）和晚发型皮层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late-onset subcortical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LO-SVCI）的病理损伤、结构改变以及认知功能的差异。

方法：方法：我们自一所单转诊中心前瞻性地纳入了 142 例患者。根据患者发病年龄分为 EO-SVCI（n = 30，

发病年龄 < 65 岁）和 LO-SVCI（n = 112，发病年龄≥ 65 岁）两组。所有患者均接受神经心理学测试、

3T 脑部磁共振成像（MRI）和 [11C] 匹兹堡复合物 B（Pittsburgh compound B，PiB）-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

描（PET）。我们对 EO-SVCI 和 LO-SVCI 组患者间的病理损伤（如小血管病变和淀粉样物质沉积）、结

构改变（如结构网络、皮层厚度和海马体积）以及认知功能进行了比较。

结果：结果：EO-SVCI 患者腔隙性梗塞灶更多，而 LO-SVCI 患者的 PiB 标准化摄入比值更高。EO-SVCI 患

者结构网络在前额叶区损伤更严重，而 LO-SVCI 患者的皮质和海马萎缩更突出。尽管两组间疾病的严

重程度无显著差异，但 EO-SVCI 患者前额执行功能障碍更为显著。

结论：结论：EO-SVCI 患者具有更多的脑血管病相关因素，而 LO-SVCI 患者显示出较多的阿尔兹海默病

相关特征。EO-SVCI 患者多发前额叶区腔隙性梗塞灶可能导致其出现更严重的前额叶网络损伤和

执行功能障碍，而 LO-SVCI 患者脑中大量淀粉样物质沉积可能是发生较明显皮层和海马萎缩的原

因。研究结果提示发病年龄是决定 SVCI 患者不同特征（如病理损伤、结构改变和认知功能）的重

要因素。

ADL=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NCOVA =协方差分析；CDR-SB =临床痴呆评分总和量表；DSM-IV =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

DTI = 弥散张量成像；EO 早发型；FDR = 错误发现率；FLAIR = 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 ；ICV = 颅内容积；K-MMSE = 韩国简

易精神状态检查；LO = 晚发型；MCI =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PiB = 匹兹堡复合物 B；SUVR 标准化摄取比值；SVaD = 皮层下血

管性痴呆；SVCI = 皮层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SVD = 小血管病变；svMCI = 皮层下血管性轻度认知功能障碍；TE = 回波时间；

TR = 重复时间；WMH = 白质高信号。

皮层下血管性痴呆（Subcortical vascular dementia，SVaD）是亚洲第二大常见的痴呆类型 [1]。

SVaD 以广泛性的小血管病变（small vessel disease，SVD）为特征，包括腔隙性梗塞灶和脑白质高信

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WMH）。皮层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Subcortical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SVCI）由 SVaD 和其前驱期皮层下血管性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subcortical vascula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svMCI） 构成，此二者均为与 SVD 相关的认知障碍 [2]。

在多数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发病年龄决定了临床和影像学特征。众所周知，早发型与晚发型阿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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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BMI = 体质指数；EO = 早发型；LO = 晚发型；SVaD = 皮层下血管性痴呆；SVCI = 皮层

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svMCI= 皮层下血管性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数据以均值±标准差或 n（%）的形式表示。
aEO-SVCI（n=60）和 LO-SVCI（n = 224）年龄匹配对照组来自于韩国国家卫生和营养调查数据。
bSVCI 与年龄匹配对照组相比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点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点

海默病和前额叶痴呆患者的病理损伤、皮层萎缩

模式和认知特征都有所差别 [3-7]。然而，据我们所知，

目前尚无研究对早发型（early-onset，EO）和晚发

型（late-onset，LO）SVCI 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进

行比较。

既往报道显示老年痴呆患者较年轻痴呆患者更

倾向于表现为混合性的病理状态 [8,9]。实际上，在我

们纳入的 SVaD 患者中，那些伴有淀粉样物质沉积

的患者年龄比仅有 SVD 的患者大 [10,11]。基于此，我

们验证提出的假设是 LO-SVCI 患者病理损伤更为

复杂。另一方面，我们还假定，当达到一定水平的

认知功能障碍时，EO-SVCI 患者可呈现为更单纯的

SVD 病理状态。此外，根据 EO-SVCI 患者和 LO-

SVCI 患者不同的病理表现，我们假定两类患者的

脑内结构变化和认知功能障碍特点有所不同。

 受试者。受试者。自 2008 年 9 月 ~2011 年 8 月，我们连续、

前瞻性地招募了 196 例就诊于三星医疗中心记忆障碍门诊

的 SVCI 患者（72 例 svMCI，124 例 SVaD）。所有入选患

者必须符合诊断为 SVCI 的 2 项标准。第一，患者必须存

在主观认知方面的主诉，可由患者本人或看护人提出，并

且患者在注意力、语言、视空间、记忆或前额功能神经心

理学检测等任一方面显示的客观认知损伤低于第 16 百分

位数。第二，患者必须存在皮层下血管特征，如局灶性神

经系统症状 / 征象和脑部磁共振成像（MRI）缺血性改变，

定义为脑室周围 WMH ≥ 10 mm 以及深部 WMH ≥ 25 mm。

随后将符合 SVCI 诊断标准的患者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的损伤程度 [12] 分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svMCI）或痴呆（SVaD）。当患者具

备正常的 ADL 并符合前述改良的 Petersen 标准（MCI 部

分），则诊断为 svMCI[13]；当患者处于痴呆阶段，并符合

DSM-IV 对于血管性痴呆的诊断标准，则诊断为 SVaD。

患者通过临床访谈和神经科检查后接受评估。所有患者都

接受了实验室检测，包括全血细胞计数、血生化、维生素

B12/ 叶酸分析、梅毒血清学、甲状腺功能检测和 APOE基

因分型。通过脑部MRI排除包括局部大脑梗死、皮质卒中、

脑肿瘤、海马硬化和血管畸形在内的结构性损伤。

196 例 SVCI 患者中，54 例因患者或看护人拒绝参

加而被排除。入选和排除患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无显著

差异（表 e-1 见于 Neurology®，网址为 Neurology.org）。

发病年龄通过对曾与患者共同居住或至少每周探视

患者一次的看护人进行访谈后确认。疾病发病年龄定义

为首次出现认知减退的时间。我们根据患者发病年龄将

其分为两组：EO-SVCI（发病年龄 < 65 岁）和 LO-SVCI

组（发病年龄≥ 65 岁）。

标准试验方案审批、注册和患者知情同意。标准试验方案审批、注册和患者知情同意。此研究得到

三星医疗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并获得了所有受试

者签署的知情同意。

MRI 获取。MRI 获取。所有受试者均接受了脑部 MRI 检查。三星

医疗中心采用相同的 3.0T 磁共振扫描仪（Philips 3.0T 

Achieva; Best, the Netherlands）采集了 T2、T2*、T1、

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 （fluid-attenuation inversion 

recovery，FLAIR）和 T2 快速场回波 MRI。按如下成

像参数获得 3D T1 快速场回波 MRI：矢状位层面厚

度 1.0 mm、连续 50% 重叠层面；无缝隙；重复时间

（repetition time，TR）9.9 ms；回波时间（echo time，

TE）4.6 ms；翻转角 8°；以及矩阵尺寸 240 × 240 像素，

重建为一大于 240 mm 视野的 480× 480 像素图像。3D 

FLAIR 图像采用如下参数：横断面层面厚度 2 mm；无

缝隙；TR 11,000 ms；TE 125 ms；翻转角 90°；矩阵

尺寸 512 × 512 像素。全脑弥散张量 MRI 检查，设定为

轴位弥散加权成像，单发，回波平面成像参数如下：

128×128 矩阵采集，1.72 × 1.72 × 2 mm³ 体素大小；70 层

轴向层面；22 × 22 cm² 视野；TE 60 ms，TR 7,696 ms；

人口统计学特征人口统计学特征

    年龄，岁    年龄，岁

        发病年龄，岁发病年龄，岁

        病程，年病程，年

        男：女，病例数男：女，病例数

        教育程度，年教育程度，年

        svMCI：SVaD，nsvMCI：SVaD，n

心血管危险因素（SVCI/ 年龄匹心血管危险因素（SVCI/ 年龄匹

配对照配对照 aa），n（%）），n（%）

        高血压高血压

        糖尿病糖尿病

        高脂血症高脂血症

        心脏病心脏病

        卒中卒中

        肥胖（BMI ≥ 25）肥胖（BMI ≥ 25）

APOEAPOE ε4 携带者（%） ε4 携带者（%）

EO-SVCI（n = 30）EO-SVCI（n = 30） LO-SVCI（n = 112）LO-SVCI（n = 112） pp 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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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角 90°；层间距 0 mm；b– 因子 600 smm-2。弥散加

权成像 [ 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

采用无加权基线影像（0，0，0 ）从 45 个不同方位获

得。所有轴位的切面平行于前联合和后联合连线。除 LO-

SVCI 组的一例患者外，其余受试者均接受了 DTI 检查。

MRI 上 WMH 体积和腔隙性梗塞灶评估。MRI 上 WMH 体积和腔隙性梗塞灶评估。采用一种自动

化检测方法测量FLAIR影像上WMH的体积（单位：mL）[14]。

详细方法见附录 e-1。腔隙性梗塞灶定义为 T2 加权像呈高

信号、T1 加权像呈低信号以及 FLAIR 像 80 轴向层面的病

灶周围呈现晕轮的小病灶（直径在 3 ~ 15 mm）。这些标准

与 Wardlaw 等 [15] 提出的定义相符，两位神经科医师对腔隙

灶手动计数，κ值为 0.78。

匹兹堡复合物 B（PiB）-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匹兹堡复合物 B（PiB）-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图像采集和数据分析。图像采集和数据分析。所有患者在三星医学中心或牙山

医学中心接受 Discovery STe PET/CT 扫描仪（GE 医疗

系统，Milwaukee，WI）[11C] 匹兹堡复合物 B（PiB）-

PET 扫描。PiB 标准化摄取值比（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ration,SUVR）以小脑灰质作为参照区。PiB SUVR ≥ 1.5 则

判定 PiB 阳性 [11,16]。同时我们将 PiB SUVR 作为代表淀粉

样变程度的连续变量。具体的放射化学特征、扫描方案以

及 PiB-PET 数据分析详见附表 e-2。

网络节点和边缘清晰度。网络节点和边缘清晰度。网络节点依据自动化解剖结构

标记图谱 [17]，将脑皮质分成 78 个区域（每侧半球各 39

个）。当在 2 个此类区域中至少存在 3 处纤维束末端时，

则认为两个节点与边缘存在结构性连接，随后使用各向

异性平均值联合所有连接一对节点纤维的数据对边缘进

行加权。详细方法见附表 e-3 及参考文献 [18]。

网络分析。网络分析。通过脑连接工具箱（www.brain-connectivity-

toolbox.net）对加权连接网络进行图形理论分析 [19]。采

用节点强度（一个节点相邻连接权重的总和），作为节

点拓扑特征 [20]。这一算法量化了网络内节点间关联的重

要性，测量每一节点的节点强度。

在 141 例接受 DTI 的患者中，我们排除了 1 例由于

编程段错误致 WMH 体积测量失败的患者和 3 例弥散像

质量较差（低信噪比）不足以重建可信纤维束的患者。

因此 终对 30 例 EO-SVCI 患者和 107 例 LO-SVCI 患者

进行了网络分析。

皮层厚度数据分析。皮层厚度数据分析。T1 加权影像采用蒙特利尔神经病学

研究所标准解剖流程进行处理。详细的皮层厚度测量影

像处理方法详见附表 e-4。

142 例进行了皮层厚度分析的患者中，有 7 例患者

因 MRI 上运动伪差、脑部提取或注册错误而被排除。因

此共对 30 例 EO-SVCI 患者和 105 例 LO-SVCI 患者进行

了皮层厚度分析。

海马体积和形状分析。海马体积和形状分析。海马体积和形状分析方法基于海

马边界曲面。详细的影像处理过程见附表 e-5。

142 例患者中有 12 例经视觉分析鉴定发生错误。这

些错误因其程度和性质而无法进行手动更正。根据分析，

我们排除了这些患者， 终分析了 28 例 EO-SVCI 患者

及 102 例 LO-SVCI 患者的 MRI 扫描结果。

神经心理学测验。神经心理学测验。所有患者均接受了神经心理学检测，

主要关注记忆和前额叶执行功能。我们假设此两者与淀

粉样物质和 SVD 相关性不同。记忆力采用首尔言语学

习测试和 Rey-Osterrieth 复杂图形测试进行评估。前额 -

执行功能采用口语流畅性检测和斯特鲁颜色词语测验进

行评估。一般认知和疾病严重程度分别采用韩国版简易

精神状态检查（Korean version of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K-MMSE）和临床痴呆评分总和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um of Boxes,CDR-SB）进行评估。各项

评分依据年龄和教育水平 - 校正范数换算成标准化分数

（Z 值）[21-23]。

缩略词：CDR-SB = 临床痴呆评分总和量表；COWAT = 口语流畅性检测；EO = 早发型；K-MMSE 
= 韩国简易精神状态检查；LO = 晚发型；PiB = 匹兹堡复合物 B；RCFT =Rey-Osterrieth 复杂图形

测试；SUVR= 标准化摄取比值；SVCI = 皮层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SVLT = 首尔言语学习检测；

WMH= 白质高强度。

数值为中位数（四分位距）、平均值±标准差或 n（%）。Z 值应用于统计分析。

EO-SVCI 患者和 LO-SVCI 患者病理表现和神经心理学检测EO-SVCI 患者和 LO-SVCI 患者病理表现和神经心理学检测

病理表现病理表现

        WMH 体积，mLWMH 体积，mL

        腔隙性梗塞灶，n腔隙性梗塞灶，n

        PIB-PET 阳性PIB-PET 阳性

        PIB SUVRPIB SUVR

神经心理学检测神经心理学检测

        记忆力记忆力

                SVLT 延迟回忆SVLT 延迟回忆

                RCFT 延迟回忆RCFT 延迟回忆

        前额执行功能前额执行功能

              COWAT，音素COWAT，音素

              斯特鲁颜色词语测验斯特鲁颜色词语测验

        一般认知一般认知

              K-MMSEK-MMSE

              CDR-SBCDR-SB

EO-SVCI（n = 30）EO-SVCI（n = 30） LO-SVCI（n = 112）LO-SVCI（n = 112） pp 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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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统计分析。EO-SVCI 和 LO-SVCI 两组人口统计学数据

比较中，对连续变量采用 t检验；对二分变量采用 χ2 检

验。此外，我们将各组间血管危险因素发生率与来自

2008~2012 年韩国国家卫生和营养调查中认知正常的个

体（经年龄匹配）进行了比较 [24,25]。对于年龄匹配的对

照组，我们随机挑选了 2倍于各 SVCI组患者的人数（EO-

对照：n = 60；LO- 对照，n = 224）。通过协方差分析

（ANCOVA）对 WMH 体积、腔隙性梗塞灶数量和 PiB 

SUVR 进行比较，将病程作为一项协变量。

使用以颅内容积和病程为协变量的 ANCOVA 对

EO-SVCI 和 LO-SVCI 组节点强度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然后我们调查了两组患者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区域。对 78

个节点区域中通过多重比较的方法纠正假阳性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 [26]。

EO-SVCI 和 LO-SVCI 两组间平均皮层厚度和平均

海马体积的比较基于控制 ICV 和病程变量的条件下，采

用 ANCOVA 进行统计分析。在控制 ICV 和病程变量后，

采用按 vertex-by-vertex 原则的一般线性模型对两组间局

部皮层厚度和海马形状的差异进行分析。皮层曲面模型

共包含 81,924 个顶点，海马曲面模型包含 5,124 个顶点。

因此，根据FDR对多重比较进行校正，校正的 p值为0.05。

局部皮层厚度和海马形状体素的比较采用 Windows 版

Matlab 7.11（MathWorks，Natick，MA）进行分析。

使用 ANCOVA，以病程作为协变量对神经心理学测

试的 Z值进行分析，比较 EO-SVCI 和 LO-SVCi 两组间认

知功能。分析CDR-SB 时，以教育程度和病程作为协变量。

为评估病理因素（腔隙性梗塞灶和淀粉样变）对认

知功能的作用，额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腔隙

性梗塞灶数和 PiB SUVR 作为预测因子，记忆力或前额

执行功能作为转归。

为评估节点强度、皮层厚度或海马体积的缺失值是

否为随机缺失，进一步将 EO-SVCI 和 LO-SVCI 两组的

缺失值用 K-MMSE 测得的、具有相同认知水平患者的测

量值替代后进行比较分析。

应用 PASW Statistics 22 软件（SPSS Inc.，Chicago，

IL）进行统计分析。

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142 例 SVCI 患者

中，30 例（21.9%）在 65 岁前出现临床症状。

EO-SVCI 患者在 svMCI 患者中所占比例 [14/72

（19.4%）] 和 SVaD 患 者 中 所 占 比 例 [16/70

（22.9%）] 无显著差别。总体来说，EO-SVCI

组和 LO-SVCI 组直接比较发现，EO-SVCI 患者

具有更多的脑血管病相关危险因素，LO-SVCI 组

患者既往发生症状性卒中和肥胖的频率更高。与

按年龄匹配的对照组相比，EO-SVCI 组患者中所

评估的全部风险因素的患病率均更高，包括高血

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脏病、既往卒中史、

肥胖，而 LO-SVCI 组患者高血压、心脏病、既

往卒中和肥胖的患病率较高（表 1）。

病理学比较。病理学比较。EO-SVCI 患者腔隙性梗塞灶较 LO-

SVCI 患者多。相反，LO-SVCI 患者 PiB SUVR 值

更高且 PiB 阳性的可能性更高（表 2）。

结构网络比较。结构网络比较。与 LO-SVCI 组相比，EO-SVCI 患

者平均节点强度降低（图 1A），在输入缺失值后

仍有显著差异（p = 0.007）。双侧前额叶区，包括

平均节点强度比较平均节点强度比较

早发型皮层下的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early-onset Subcortical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EO-
SVCI）和晚发型皮层下的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late-onset subcortical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LO-SVCI）平均节点强度比较（A）和 EO-SVCI 较 LO-SVCI 节点强度减弱区（B）。

误差线代表 95% 可信区间。具有统计学差异的节点红色标记（校正的假阳性率 p < 0.05）。节点球

体的大小代表差异显著程度。

节
点
强
度

后

前

左 右

侧面观

内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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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额中回、左侧嗅皮质和右侧背侧额上回、右

侧额中回、右侧额下回、额下回三角部均显示节

点强度降低（图 1B，表 e-2）。

皮层厚度和海马体积比较。皮层厚度和海马体积比较。与 EO-SCVI 患者相比，

LO-SVCI 患者平均皮层厚度更薄，海马体积更小

（表 2A），在输入缺失值后仍有显著差异（皮层

厚度：p = 0.004，海马体积：p = 0.004）。与 EO-

SVCI 患者相比，LO-SVCI 患者双侧颞叶区皮层厚

度明显更薄（图 2B）。EO-SVCI 组患者无任何皮

层区域较 LO-SVCI 患者更薄。海马形状分析显示，

与 EO-SVCI 相比，LO-SVCI 患者海马双侧外侧头、

外侧体和海马体下部畸形概率更高（图 2C）。

EO-SVCI 患者中无任何区域与 LO-SVCI 患者相比

内部海马形状畸形更多。

认知功能比较。认知功能比较。如表 2 所示，尽管总体认知和疾

病严重程度两组间无显著差异，但 EO-SVCI 患者

斯特鲁颜色词语测试测得的前额执行功能更差。

腔隙性梗塞灶和 PiB SUVR 对认知功能的影响。腔隙性梗塞灶和 PiB SUVR 对认知功能的影响。PiB 

SUVR 增高和腔隙性梗塞灶数目增多均对记忆力损

伤有影响，而腔隙性梗塞灶数目增多可对 SVCI 患

者的前额执行功能产生独立的影响作用（表 3）。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对 EO-SVCI 和 LO-

SVCI 患者的病理损伤、脑结构改变和认知功能进

行了比较。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EO-SVCI 患

者 SVD 血管性危险因素更多，而 LO-SVCI 患者

淀粉样变更显著。（2）EO-SVCI 患者前额区网络

结构破坏更显著，而 LO-SVCI 患者皮层和海马萎

皮层厚度和海马体积 / 形状的比较和形态差异皮层厚度和海马体积 / 形状的比较和形态差异

早发型皮层下的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EO-SVCI）和晚发型皮层下的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LO-SVCI）皮层厚度（A、B）和海马体

积 / 形状（A、C）的比较和表面形态学差异。误差线代表 95% 可信区间。皮层厚度形态：局部皮层厚度差异的统计数据映射在平均

曲面模型上（校正的假阳性率 p < 0.05）海马形态：局部海马形态差异的统计数据映射在平均曲面模型上（校正的假阳性率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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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COWAT = 口语流畅性检测；EO = 早发型；LO = 晚发型；PiB = 匹兹堡复合物 B；RCFT = Rey 复杂图形测试；SUVR = 标

准化摄取比值；SVCI = 皮层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SVLT = 首尔言语学习检测。

腔隙灶和 PIB SUVR 对 SVCI 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腔隙灶和 PIB SUVR 对 SVCI 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记忆力记忆力

    SVLT 延迟回忆    SVLT 延迟回忆

                腔隙性梗塞灶数目腔隙性梗塞灶数目

                PIB SUVRPIB SUVR

        RCFT 延迟回忆RCFT 延迟回忆

                  腔隙性梗塞灶数目腔隙性梗塞灶数目

                  PiB SUVRPiB SUVR

前额执行功能前额执行功能

        COWAT，音素COWAT，音素

                  腔隙性梗塞灶数目腔隙性梗塞灶数目

                 PiB SUVR PiB SUVR

        斯特鲁颜色词语测试斯特鲁颜色词语测试

                腔隙性梗塞灶数目腔隙性梗塞灶数目

                PiB SUVRPiB SUVR

缩更明显。（3）与 LO-SVCI 患者相比，EO-SVCI

患者前额执行功能受损更严重。综上，我们的研

究提示，对于 SVCI 患者，发病年龄是决定不同病

理表现、结构改变和认知功能的一项至关重要的

因素。

我们发现约 21.1% 的 SVCI 患者（svMCI 中

为 19.4%，SVaD 中为 22.9%）65 岁前出现首发症

状。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约占总阿尔茨海默病的

5.5%[27,28]，60% 的额颞痴呆患者在 65 岁前发病 [29]。

因此，在额颞痴呆患者中，早发型痴呆（＜ 65 岁）

所占比例 大，其次为 SVaD 和阿尔茨海默病。

本研究主要发现之一是 EO-SVCI 患者和 LO-

SVCI 患者具有不同的病理表现。EO-SVCI 患者

SVD 程度更严重，更倾向于表现为单纯性 SVD 病

理状态，而 LO-SVCI 患者淀粉样变程度更重，更

倾向于表现为混合性病理状态。该发现与我们前

期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10,11]，即年龄是混合性痴呆的

强预测因子。证据表明，淀粉样蛋白沉积随年龄

增长而增加 [30,31]。本研究中，2 组间 APOEε4 携带

者的频率无显著差异，此发现支持了年龄对于 LO-

SVCI 患者淀粉样变的影响。与 LO-SVCI 患者具

有混合病理表现不同，EO-SVCI 患者的症状性卒

中和肥胖的患病率更高，腔隙性梗塞灶的数量也

较 LO-SVCI 患者多。由此可以推测，EO-SVCI 患

者更广泛的血管病变是达到一定程度认知损伤的

必要条件。

本研究第二个主要发现是 EO-SVCI 患者

和 LO-SVCI 患者的结构改变存在显著差异。EO-

SVCI 患者受到破坏的结构网络更多，尤其是在前

额叶区，可能与该区具有更多的腔隙性梗塞灶相

关。也就是说，腔隙性梗塞灶通常位于前额叶区

深部白质 [32]或基底节区，侵犯前额 -皮层下环路 [33]，

这可能解释了前额结构网络的破坏。相反地，LO-

SVCI 患者皮层更薄，尤其是颞叶区，且海马更小，

这可能与淀粉样变程度更严重相关。这些发现与

我们先前的研究的结论相一致，即显著淀粉样变

可导致严重的颞叶和海马萎缩 [34,35]。

本研究第三个主要发现是按照新发症状年龄

下的认知特征中存在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腔

隙性梗塞灶是导致记忆力和前额执行功能障碍的

因素，而淀粉样变仅与记忆力障碍相关。因此，

EO-SVCI 患者前额执行功能障碍更严重可能是前

述病理差异的一个延伸。EO-SVCI 患者腔隙性梗

塞灶数目更多，导致前额网络结构破坏以及前额

执行功能障碍。此外，我们前期研究显示腔隙性梗

塞灶无论位置如何，均与前额执行功能障碍相关 [36]。

小血管病变标志物妨碍前额 - 皮层下环路，而背外

侧前额叶与皮层下区域的联系中断可导致执行功

能障碍 [37]。与我们所预期的相反，LO-SVCI 患者

和 EO-SVCI 患者的记忆功能无显著差异。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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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LO-SVCI 患者更多的淀粉样物质沉积足以

造成皮层结构的改变却不足以造成认知特征的变

化。然而，本研究结果支持腔隙性梗塞灶在 EO-

SVCI 患者的记忆损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观点。

实际上，既往研究提示了 SVD 可导致记忆力损害

及前额执行功能障碍 [38,39]。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首先，样本量相对较小；

其次，由于首发症状发病年龄是根据患者或看护人

先观察到症状而主观断定，可能不够准确；第三，

尽管 PiB-PET 对监测神经斑块具备敏感性，但对检

测可溶性淀粉样蛋白寡聚体、弥散性淀粉样蛋白块

或神经原纤维缠结为主导的病理改变并不敏感 [40]。

本研究有以下几点优势：首先，本研究是第

一个根据首发症状年龄评估 SVCI 特征的研究；第

二，我们连续招募受试者，减少了选择性偏移； 后，

我们采用多种影像方式比较 EO-SVCI 和 LO-SVCI

患者。

总之，本研究表明 EO-SVCI 患者的病理损

伤、结构变化和认知功能与 LO-SVCI 患者不同。

EO-SVCI 患者存在更多的血管相关因素，而 LO-

SVCI 患者显示出更多的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特

征。EO-SVCI 患者更多的腔隙性梗塞灶数目可能

导致更严重的前额网络破坏和前额执行功能障碍，

而 LO-SVCI 患者中更显著的淀粉样变可能导致更

严重的皮层和海马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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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圣刚  审校）

《运用淀粉样蛋白 -PET 确定 CSF 标记物的临界值：一项多中心研究》《运用淀粉样蛋白 -PET 确定 CSF 标记物的临界值：一项多中心研究》

在 Zwan 等人的《运用淀粉样蛋白 -PET 确定 CSF 标记物的临界值：一项多中心研究》（Neurology 2016;86:50-
58.）一文中，“方法”中的“一致性”定义不正确，正确的定义为：CSF 生物学标记物与 [11C]PiB-PET 一致性定

义为两个生物学标记物分类完全一致的患者比例。例如，正常 CSF 生物学标记物（非阿尔茨海默病样）（仅 Aβ42 
或 Aβ42/tau）和正常淀粉样蛋白 -PET（阴性）或 CSF 生物学标记物（仅 Aβ42 或 Aβ42/tau）异常（阿尔茨海默病样）

和淀粉样蛋白 -PET 异常（阳性）。此外，在“结果”中的“CSF Aβ42/tau 比值与淀粉样蛋白 - P E T 的一致性”

一段中描述的患者数不正确，应分别为 140、218、39 和 17，如表 5 中所示。作者在此向读者致歉！

Neurology 2016;86: 2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