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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雄激素对老年男性认知功能的影响
桂雅星，陈怀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干部科。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０９）

摘

要：目的

研究老年男性雄激素与认知功能的关系，分析其可能机制。方法

老年男性８７例，按简易智能

量表（ＭＭＳＥ）评分分为认知功能障碍组和认知功能正常组；用放射免疫法测定所有病例的血清睾酮及雌二醇水平；分
析认知功能障碍组患者睾酮与几项常见认知功能的关系。结果

两组间睾酮水平、雌二醇水平及年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其中睾酮水平与认知功能联系更强（Ｐ＜０．０１）；睾酮水平主要与空间、注意力等认知功能相关（其
中积木试验ｒ一０．７５２，Ｐ＜ｏ．０１；数字广度试验ｒ一０．６９０，Ｐ＜ｏ．０１；图形旋转试验ｒ一０．５４８，Ｐ＜ｏ．０５；连线Ｂ试
验ｒ＝０．５７２，Ｐ＜０．０５）；控制年龄因素、雌二醇因素后，睾酮水平与空间、注意力等认知功能仍相关（Ｐ＜０．０１）。结
论雄激素水平主要影响老年男性空间、注意力等认知功能，且不受雌激素的影响。
关键词：认知；雄激素类；老年人；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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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功能减退是老年人神经内分泌变化的主要

排除既往患精神病、脑外伤、中毒和重大精神创伤等

表现之一。随着衰老男女性激素水平均会下降，但

已明确对认知功能有明显影响的病例。共收集样本

与女性绝经期后雌激素的明显下降不同，正常老年

８７例，年龄６０～９５岁，平均（７４．０±１２．６）岁。

男性雄激素下降缓慢。近来研究表明，老年男性认

１．２研究方法

知功能的减退可能与雄激素水平的下降有关。本研

者认知功能进行筛选试验。按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制

究分析雄激素与老年男性认知功能的关系，并对其

定标准判定：满分为３０，对文盲得分≤１７，小学文化

可能的机制进行简要分析。

得分≤２０，中学及以上文化≤２４，判为有认知功能障

１资料与方法

碍。８例入选者中有认知障碍者４１例，认知功能正

１．１病例选择

选取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院病例。入选标

以简易智能量表（ＭＭＳＥ）对入选

常者５６例。经由ＭＭＳＥ测定按评分分为认知功能
障碍组（３９例）和认知功能正常组（４８例）。

准：年龄≥６０岁，意识清楚，能配合检查，右利手者。

入选者在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空腹抽取静

排除失语、听力障碍及其他不能配合检查的病例。

脉血。在本院检验科用放射免疫法检测样本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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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激素（睾酮）和雌激素（雌二醇）水平。
１．３评分项目

２．３偏相关分析

以图形旋转试验测定空间能力；以

积木试验评定视空间能力；以数字广度试验ｉ见４定短

控制年龄、雌二醇因素后，睾酮

水平与积木试验、数字广度试验、连线Ｂ试验仍呈正
相关（Ｐ＜ｏ．０１或Ｐ＜ｏ．０５），见表３。

时记忆能力和注意力；以连线试验Ｂ测定视运动处

表３睾酮水平与各认知测试分值的偏相关分析

理能力和注意力；以数字符号试验测定工作记忆、执
行功能；以填图试验测定视觉记忆；以故事复述试验
测定即时语言回忆以及延迟语言回忆；以词汇流畅
试验测定言辞能力ｕ’２］。
１．４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 １２．ｏ软件对数据进行

相关因素

相关因素

，值睾酮Ｐ值

，值睾酮Ｐ值

图形旋转试验０．４４７＞０．０５

符号数字试验０．３０５

积木试验０．７１２＜０．０１

填图试验０．２９７＞Ｏ．０５

数字广度试验０．６０３＜ｏ．０５

故事复述试验０．１４５

连线Ｂ试验０．５４９＜ｏ．０５

词汇流畅试验０．３３６＞０．０５

＞０．０５

＞ｏ．０５

相关的统计学处理。两组间睾酮水平、雌二醇水平、
年龄的比较采用成组设计的ｔ检验。睾酮水平、雌二
醇水平、年龄与各认知测试分值的联系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控制年龄和雌二醇因素后，对睾酮与
各认知测试分值的联系进行偏相关分析。Ｐ ｄ０．０５

结

论

３．１雄激素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在衰老过程中人

体内性激素水平下降。对于老年男性而言，主要表
现为睾丸源性的睾酮水平的降低。另外，脱氢表雄
酮（ＤＨＥＡ）及雄烯二酮的血浆浓度也有不同程度的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３讨

降低。近年多项研究发现，睾酮对老年男性认知功

果

２．１睾酮水平、雌二醇水平、年龄的比较

两组间

睾酮水平、雌二醇水平、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能有调节作用。本研究数据表明，老年男性认知功
能与雄性激素水平相关，支持既往研究结果。现有
文献多认为睾酮可以改善男性视空间能力，部分研

义，见表１。

究还认为睾酮可以改善词语记忆和工作记忆能力，
表１

认知功能正常组与认知功能障碍组睾酮水平、
雌二醇水平、年龄的｝Ｅ较（牙±ｓ）

对执行功能、词语流畅性和总体认知功能的作用仍
存在较大的矛盾口］。本研究结果显示，睾酮水平与
积木试验、数字广度试验、图形旋转试验、连线Ｂ试
验分数呈正相关，与数字符号试验、填图试验、故事
复述试验分数无相关性，而与词汇流畅试验分数呈
负相关。由此证实雄激素在影响男性认知功能方面

２．２认知功能障碍组睾酮水平、雌二醇水平、年龄

的选择性，表明雄激素水平与空间能力、注意力、记

与各认知测试分值的联系

忆力等认知功能关系更为密切。

睾酮水平与积木试验、

数字广度试验、图形旋转试验、连线Ｂ试验呈正相关

３．２可能作用机制

（Ｐ ｄ０．０１或Ｐ＜０．０５），与数字符号试验、填图试

响锥体细胞特别是锥体细胞正常棘突数目［４］。雄激

验、故事复述试验均无相关性（Ｐ＞０．０５），与词汇流

素剥夺导致啮齿类动物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海马突

畅测验呈负相关（Ｐ ｄ０．０５）；雌二醇水平与词汇流

触明显下将，增加人类和啮齿类动物淀粉沉积，导致

畅试验呈正相关（Ｐ＜０．０５）；年龄与图形旋转试验

啮齿类动物额叶前部皮层神经传导改变，进而影响

呈负相关（Ｐ ｄ０．０５），见表２。

相关认知功能口］。

表２认知功能障碍组睾酮水平、雌二醇水平、年龄的相关分析

动物试验表明雄激素水平影

研究发现，性腺切除术可选择性减少海马及前

扣带回的乙酰胆碱，并且调节扣带回区的多巴胺神
经支配，而不影响其他区域［３］。雄激素及其代谢物
脱氢表雄酮（ＤＨＥＡ）能增加神经元的兴奋，通过拮
抗７一氨基丁酸改善认知；此外还能调节５一羟色胺水
平，促进轴突生长［６］。去势雄鼠快兴奋性突触后电
位受到抑制，配对脉冲易化增强，这种变化在雄激素
注射１２周后逆转。大鼠的大脑中动脉结扎
（ＭＣＡＯ）术后４周，雄激素替代组与对照组相比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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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善明显较早，提示雄激素可能通过扩张脑动脉、

·８４５

·

理作用ｎ…。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干预试验进一步发

改善脑供血而起到防治老年性痴呆，改善认知功能

现，空间记忆改善不受干预影响，而言辞记忆提高仅

的作用口］。一项经过１４年对４０例老年男性正电子

发生在可转化为雌激素时［３］。一项６０例健康老年

发射体层摄影术（ＰＥＴ）检测进一步发现，游离睾酮

男性雄激素治疗研究也发现，伴有雌二醇增高者言

水平与双侧海马、扣带前回及右额下皮层的脑血流

辞记忆改善，而空间记忆的改善则发生在无雌二醇

量有关；总睾酮水平与左尾状核、双侧丘脑及左额下

增高时，由此说明雄激素影响认知功能并非经由雌

皮层的脑血流量有关。以上研究表明雄激素影响脑

激素介导［４］。本研究结果发现，控制年龄、雌激素因

部对记忆和注意力具有关键作用的区域的生理学，

素后，雄激素水平与积木试验分数、数字广度试验、

由此可以解释其影响认知功能的机制。

连线Ｂ试验分数仍呈正相关，证实了雄激素对空间、

此外，雄激素对认知功能的作用可能与其影响

注意力等认知功能的独立影响作用。

脂代谢、雄激素受体ＣＡＧ重复序列多态性等其他因
素有关。
３．３是否通过雌激素发挥作用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雄激素水平主要影响老
年男性空间、注意力等认知功能，且不受雌激素的影

雄激素可被芳香

响。当然，雄激素与老年男性认知功能之间的内在

化为雌激素，而芳香化主要在海马和杏仁核，对记忆

联系尚有待更多的研究来验证。

重要的区域。另一种途径是代谢为双氢睾酮，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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