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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龄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凸

显。老龄不但给个体带来巨大的身心健康威胁，而且也给整

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因此，老龄化问题成为社会各界

关注的热点之一。随着老龄化进程，老年人全身器官出现进

行性衰退，作为脑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认知功能也会出现

衰退，而认知功能的好坏则是检验老年人身心健康与生活质

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1]。因此，

如何保持健康的认知功能，预防或延缓认知老化(Cognitive
Aging)以及保持积极的老化态度已成为老龄化社会不得不考

虑的重要领域之一[2，3]。

所谓认知老化主要是指个体进入老年期后认知功能的

衰退过程，即与年轻时相比，老年时的认知功能出现的衰退

现象[4]。关于认知功能为何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衰退，不

同的学者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动物实验以及人体实验等方法

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揭示认知老化的机制所在。本文仅从分

子生物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认知老化的机制，

以此为延缓老年人认知功能的衰退，促进其成功老龄提供参

考依据。

1 认知老化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许多学者以动物实验性研究为基础探索了认知老化的

细胞或分子学机制，这些可能机制包括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5，6]，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1 (insulin-like growthfactor-1，IGF-1)[7]与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5]以及细胞增生与

存活[8]等。例如，Wrann等[9]的研究认为，脑源性神经生长因

子对于维持神经元健康和生长十分重要，而这些功能对延缓

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帕金森氏症等神经疾病至关重要。Cot⁃
man和Berchtold[5]的研究探讨了锻炼改善大脑健康以及认知

功能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结果发现，参与锻炼可以提高脑源

性神经生长因子和其他生长因子的水平，刺激神经再生，动

员基因表达等均可促进大脑的可塑性，进而增强大脑的健康

和认知功能。

而关于人类的实验则表明，血清25羟维生素D[10，11]，血浆

β-淀粉样蛋白水平[12]，血清白蛋白水平[13]，激素水平[14，15]，N-【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3YJCZH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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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天门冬氨酸(N-acetylaspartate, NAA)水平[16]，Apo E2载脂

蛋白[17]以及n-3脂肪酸[18]等均与认知老化密切相关。

Buell 等 [10]探讨了老年人血清 25-羟维生素 D(25-hy⁃
droxyvitamin D)浓度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结果发现，25-羟维

生素D与认知功能呈正相关，尤其是与老年人的执行功能关

系更密切。Slinin等[11]的研究发现，血清中25-羟维生素D水

平与认知损害以及认知功能衰退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与基

线 25-羟维生素D≥30ng/mL (75nmol/L)相比，25-羟维生素D
水平<10ng/mL (25nmol/L)则患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变为1.58
倍，25-羟维生素D水平在 10-19.9ng/mL (25-49nmol/L)时变

为1.31倍。

Yaffe等 [12]的研究发现，血浆β-淀粉样蛋白水平与认知

功能衰退密切相关。在未患痴呆症的老年人中，如果其血浆

中生物标志物β淀粉样肽 42/40(蛋白碎片)的浓度较低，其在

一个为期9年的时间中的认知功能衰退速度会增加，并且在

受教育较少及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中，这种相关性更强。

陈晋文等[13]的研究发现，血清白蛋白水平与认知测试得

分呈正相关，低白蛋白者与白蛋白正常者在认知功能衰退发

生率上差异显著，在校正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慢性疾病等

因素后，血清白蛋白水平与老年人认知功能仍然显著相关。

Yaffe等[14]的研究发现，老年人良好的认知功能与高水平

的活性睾酮(bioavailable testosterone，BT)密切相关。活性睾

酮可以很好地反映大脑可利用的激素水平，因此与中央神经

系统活动(诸如认知)关系更密切。秦家云等[15]的研究发现，

女性绝经后血清雌二醇(E2)、雄激素(T)水平的下降，卵泡刺

激素(FSH)的升高可能导致出现记忆提取、视觉记忆、视扫描

功能等方面的认知损伤。

Erickson等[16]对137名没有认知损害的老年人进行N-乙
酰天门冬氨酸(NAA)水平以及有氧锻炼和认知功能的测试发

现，经常锻炼者可以弥补增龄相关的NAA水平下降带来的

危害，NAA在锻炼与数字广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提示作

为神经元活性指标的NAA在锻炼促进认知功能中起到重要

作用。

Esiri和Chance[17]的研究发现，认知储备的越多，其皮层

可塑性越强，就越不容易患阿尔茨海默氏症。同时，一些基

因，尤其是Apo E2载脂蛋白E会联合其他的基因多态性来增

加阿尔茨海默氏症发生的概率。Geleijnse等[18]的研究发现，

n-3脂肪酸的水平对认知功能下降具有重要预测作用。

综上，诸多研究探讨了与认知老化相关的分子生物学指

标，这些指标均表现出与认知老化的相关性，这为揭示认知

老化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是除了这些分

子生物学指标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指标与认知老化相关？

各个指标是如何影响认知老化的？以及各指标之间的关系

又如何？这些问题可能是未来研究认知老化的分子生物学

机制需要思考的方向。

2 认知老化的神经生理机制

强静等 [19]的研究发现，神经元树突和棘突的结构性改

变，以及脑白质中有髓神经纤维的大量减少，是引起常态脑

老化认知功能改变的重要因素。此外，随年龄增长，在外侧

前额叶皮层、海马回、尾状核、及小脑半球等大脑组织上会出

现大脑细胞凋亡的现象，这也被认为是影响成功老化(suc⁃
cessful aging)的重要因素之一[20]。

近年来，随着影像学的发展，使得认知老化的神经生理

机制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诸多研究表明，认知老化的发生

与特定脑区的结构变化有关。Colcombe等[21]的研究发现，与

增龄相关的额叶、顶叶与颞叶皮质密度呈下降趋势，而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减缓这一进程。Gordon等[22]的研究发现，

老年人在大部分的认知功能测试指标上较年轻人要低，而这

也体现在特定脑区方面，老年人在颞叶、顶叶、前额叶区的灰

质密度、靠近外侧与第三脑室前内侧区的白质密度有显著的

降低。这提示，认知老化与大脑一些区域的结构和功能关系

密切。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研究发现，脑白质完整性随着老化

进程将会下降，这将会导致老年人认知功能的衰退 [23- 26]。

Madden等 [23]的研究综述了使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
sor imaging，DTI)探讨大脑白质完整性与年龄、认知之间关系

的研究。结果发现，随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大脑白质完整性

会下降，而白质完整性对于保证大脑皮层网络联系，尤其是

与执行功能、知觉速度和记忆相关的脑区的网络联系具有重

要意义。Madden等[24]的研究发现，脑白质的完整性对于认知

功能的保持来说至关重要，脑白质完整性的下降将导致神经

系统联系中断，进而会影响到知觉速度以及执行功能。Voss
等[25]的研究探讨了锻炼对老年人脑白质完整性以及认知功

能的影响。经过1年的锻炼干预后发现，体适能的积极改变

与额叶和颞叶的脑白质完整性增加以及短时记忆密切相关，

而控制了体适能改变以后，脑白质完整性与短时记忆不相

关。Gons等[26]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结果。可见，随年龄增加而

出现的白质完整性下降将导致大脑网络联系效率下降，进而

出现加工速度下降，并最终表现出认知老化的现象。

另外，Greenwood[27]的研究发现，随着老化，老年人的大脑

会出现组织或功能的丧失，但是同时也会表现出适应性。即

伴随着增龄，老年人的大脑出现组织或功能丧失的同时，也

会通过募集更多脑区的代偿功能来维持认知功能。任务态

功能影像学研究发现，老年人局部脑区存在着两种过度“激

活”现象，即老年人在完成一些特定认知任务时，常过度激活

对侧半球的相应脑区，呈现明显的双侧化趋势，在完成视知

觉任务时，有枕叶活动下降而前额叶活动增强的现象[28]。而

关于老年人的特定脑区为何会随着老化而出现过多激活的

现象，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补偿说与去分化说。前者认为，

对侧脑区激活的增加主要是补偿老化带来的认知功能衰

退。后者则认为随着老化，信息传递的准确度下降，神经网

络区分能力逐渐减弱，使得老年人判断任务性质能力变差，

因此出现了这种激活的泛化现象[28]。

综上，伴随老化势必会出现大脑皮层、神经元、树突分枝

等结构性改变，大脑结构的改变又会带来功能的改变，而在

老年人大脑功能下降的同时，为了维持特定的认知功能又会

出现特定脑区的过度激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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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知老化的心理机制

3.1 加工资源理论
对于认知功能为什么会随着增龄衰退，近30年来，认知

老化心理学领域先后提出了五种理论来解释认知老化的机

制，即加工速度理论，工作记忆理论，抑制衰退理论，感觉功

能理论，执行衰退理论。其中前 4种理论中的加工速度、工

作记忆、抑制功能以及感觉功能被看作是认知资源的指标，

即个体在完成认知任务时可以运用的心理加工能力或心理

能量的大小[4]，所以在本文中把这些理论统称为加工资源理

论。

迄今为止，加工速度理论(Processing Speed Theory)是认

知老化领域内最为成熟、影响力最大的理论之一[29，30]。该理

论强调了个体的认知加工速度随增龄而发生减慢对流体认

知功能老化的重要影响。加工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增

龄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同时也解释了工作记忆对认知功能的

影响。有实验研究表明，加工速度和工作记忆在认知能力年

老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31]。

Craik和Byrd[32]认为老年人之所以发生认知功能的衰退

是因为他们缺少一种“自我启动加工”能力，即工作记忆的效

能，后来研究者称之为工作记忆理论(Working Memory Theo⁃
ry)。该理论认为工作记忆能力的下降导致了认知老化的发

生，工作记忆在增龄和认知老化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大量研

究表明，工作记忆在老年期出现衰退，并且工作记忆是多种

认知功能老化的重要中介变量[33，34]。

Hasher等[35]提出了认知老化的抑制衰退理论(Decline in
Inhibi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老年人无法有效抑制无关信

息、阻断无关反应，这降低了认知加工效率，进而导致认知能

力的衰退。大量研究支持抑制衰退理论，认为在认知老化过

程中，抑制能力起重要作用[36-38]。例如，Troyer等[38]的研究发

现，老年人的 Stroop 效应干扰分数更高，这表明老年人的反

应抑制能力出现了衰退，同时，随着抑制能力的衰退，一般认

知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而出现衰退。

Lindenberger和Baltes[39]认为，基本的视听感觉功能对认

知老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对认知老化起着调节的作用，可

能是引起所有认知功能老化的原因。很多研究都表明，视觉

和听觉在高级认知加工中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0-44]。例

如，Baltes和Lindenberger[40]的研究发现，感觉功能(视觉听觉)
可以解释年龄相关的认知测验变异的 93.1%，据此，研究者

认为感觉功能对于认知功能来说是基础性的。Heyl和Wah
[44]的研究则发现，患有视觉或者听觉障碍的老年人其日常认

知功能表现更差。可见，感觉功能的老化是整体认知功能衰

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这四种加工资源来看，各有证据支持其对认知老化的

解释作用。而关于四种加工资源对认知老化影响的差异，也

有研究者做了探讨，但大部分涉及的主要是两两之间的比

较。例如，Salthouse和Meinz[45]的研究发现，工作记忆中的大

部分年龄差异可以由加工速度来解释，即速度是更为基础的

信息加工成分。柏林老化研究表明，控制了感觉功能的变异

后，加工速度对认知老化的作用减小了，但若先控制加工速

度的变异，感觉功能对认知老化的作用并不受影响，说明感

觉功能在认知老化中更具基础性地位[40]。但是，关于加工抑

制和加工速度、加工抑制和工作记忆的关系还不清楚[4]。可

见，未来研究需要整合四种加工资源对认知老化的综合作

用，并分析四种加工资源之间的关系。

3.2 执行衰退理论
执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是大脑最高级的认知活

动，负责对各种具体的认知加工过程进行协调和控制，包含

注意转换、对优势反应的抑制、对记忆过程的监控等多种具

体认知过程[29]。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提示，额叶是执行功能重

要的物质基础，相对于其它脑区，额叶随增龄的衰退更快[29，

36]。执行衰退理论(Executive Decline Hypothesis)认为，执行功

能更容易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衰退，执行功能的下降会导致

日常复杂认知功能(学习、记忆、推理等)的老化，这是认知老

化的重要原因[29，30，36，46，47]。最近，Ortega等人[48]研究发现，老年

人的记忆抑制(抑制对无关信息的记忆)较年轻人更容易受到

第二项任务的干扰，并且记忆抑制是依赖于执行控制功能

的，验证了执行衰退理论。

执行衰退假说强调了大脑某一认知结构(如执行功能)对
认知老化的特殊影响，而非对认知老化的普适性解释，因此，

难以解释认知老化发生的普遍性机理。另外，关于执行功能

的可分离性、测量等问题也受到一些研究的质疑[49]，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理论在认知老化研究中的应用。

4 未来研究展望

4.1 关于认知老化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诸多研究探讨了与认知老化相关的分子生物学指标，这

为揭示认知老化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是

除了这些分子生物学指标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指标与认知

老化相关？各个指标是通过什么样的信号传导来影响认知

的，各种细胞因子的即刻早期基因与认知老化是否有关联

性？以及寻找与认知老化相关的候选效应基因及相关基因

的多态性等可能是未来探讨认知老化分子生物学机制需要

考虑的重要方向。

4.2 关于认知老化的神经生理机制
如前所述，伴随老化势必会出现大脑皮层、神经元、树突

分枝、轴突髓鞘等结构性改变，大脑结构的改变又会带来功

能的改变。而在大脑功能下降的同时，为了维持特定的认知

功能又会出现特定脑区的过度激活现象。因此，未来的研究

应该更多的借用先进的影像学手段，一方面研究不同脑功能

区的变化与认知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揭示老年大脑是

如何通过募集更多的脑区等代偿功能试图使认知功能维持

在一定的水平的。这也为体育锻炼等干预手段改善认知老

化提供了研究依据。

4.3 关于认知老化的心理机制
认知老化的加工资源理论探讨了四种加工资源在认知

老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已有研究均是探讨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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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几种加工资源对认知老化的影响，缺乏全面的认知老化的

加工资源理论验证，同时尚不清楚四种加工资源对认知老化

影响的层级关系。因此，未来认知老化的加工资源理论研究

应该着重探讨不同的认知加工资源的层级关系，或者说其在

认知老化中的具体作用。

执行衰退理论强调了大脑某一认知结构(如执行功能)对
认知老化的特殊影响，而非对认知老化的普适性解释，难以

解释认知老化普遍性机理。因此，未来执行衰退理论研究需

要进一步探讨执行功能与其他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甚至考

虑将执行功能与其他加工资源合并以探讨认知老化的心理

机制。

关于加工资源理论与执行衰退理论的关系，未来研究需

要考虑将二者有机整合。认知老化既表现出了普遍性，又表

现出了变异性的特点[50]。普遍性是指，随年龄增长出现的普

遍性下降，变异性体现在个体差异性。加工资源理论可以很

好的解释认知老化的一般性，而执行衰退理论则解释了认知

老化的特异性。执行衰退理论强调了大脑某一认知结构(如
执行功能)对认知老化的特殊影响，而非对认知老化的普适

性解释，而加工资源理论重在强调认知老化的普遍性机理，

即一般性因素(如加工速度下降等)对认知老化的普遍影响
[49]。加工资源理论与执行衰退假说的对立，在神经层面上则

反映了大脑整体的普遍衰退与局部特异性衰退之间的对立
[36]。可见，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出发点不同，因此可以相

互补充。未来研究需要将二者有机结合，由此探讨认知老化

的一般机理以及特异性问题。

4.4 关于认知老化机制的整体考虑
O’Connor和 Kraft[51]的研究发现，除遗传因素以外，运

动、睡眠、饮食和血管健康以及对老化的态度均会对老年人

认知产生影响。可见，认知老化是极其复杂的现象，既受个

体因素影响，又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想完整地揭示

认知老化产生的机制，就要从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以及医

学等多学科综合的视角来进行整合研究。可以预期，未来多

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对于揭示认知老化的发生机制更具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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