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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损伤后认知障碍是常见的神经功能损害后

下腔出血)约占 20%。无论是缺血性或出血性卒中，

遗症，严重地影响病人的工作和生活，对家庭和社

都将造成局部脑组织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病理生理

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神经生长因子(nerve

改变，引起神经组织的损伤及继发性病理损害的级

growth factor，NGF)是临床上常用的神经保护剂，对

联反应 [2-3]。脑卒中所导致的死亡占全部死亡人群

认知功能损害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本文就相关研究

的 9%，已成为致死的第三位疾病。脑卒中所致的

进展进行评述。

长期昏迷、偏瘫、认知障碍等已成为致残的第一位

一、
脑损伤与认知障碍

疾病。

从广义上讲，脑的损伤主要包括创伤性脑损伤

1. TBI 与认知障碍：有研究证实 TBI 与多种神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和卒中。TBI 是由于颅

经 退 行 性 疾 病 有 密 切 相 关 性 ，包 括 老 年 性 痴 呆

脑的机械性创伤所致，在发达国家约 2%的人终生

(Alzheimer disease，AD)、帕 金 森 病 (Parkinson's

饱受 TBI 所致神经功能残疾的影响，其中有 1/4 的患

disease，PD)、脊髓侧索硬化等，其中创伤与 AD 之间

者因此而丧失工作能力 。TBI 既可能直接导致伤

的联系最为密切[2]。研究发现，除了中、重度 TBI 可

者死亡，也可引起伤者运动功能缺陷、学习及记忆

引起认知障碍外，轻微 TBI 也可伴随着年龄增长而

[1]

[2]

力减退、
认知障碍等神经损害后遗症 。

最终影响认知功能。同时还有研究发现，在消除年

脑卒中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两大类，其中缺血

龄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差异后，十年之前有过轻微

性卒中约占 80%，出血性(脑内自发性出血和蛛网膜

TBI 的人群，其在记忆方面的能力明显低于健康对
照组，有 TBI 病史的患者双侧的海马区组织也明显
小于健康对照组。TBI 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与脑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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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损害、神经递质异常、炎症反应、自由基氧化损伤
等密切相关。当 TBI 伤及脑实质可直接影响患者的
认知功能，如额叶区和海马区受损可导致较为严重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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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的产生并进一步加快 Aβ的形成，这些炎症介

的认知功能障碍[6]。
2. 卒中与认知障碍：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脑卒
中存活患者发展为认知障碍或痴呆的概率高于创

质主要有 TNFα，INFγ，通过 PKC 和 MAPK 信号通
路，最终可激活 caspase，
而诱导细胞凋亡[10-11]。

伤[2,4]。卒中继发的血管性痴呆是仅次于 AD 的最常

三、NGF 与神经元凋亡

见痴呆类型，卒中患者痴呆的发病率约为 31.8%，在

由 Viktor 首先描述未成熟神经元是否能存活与

这之中有 28.4%合并 AD，28.9%的患者在首次卒中

其所支配的靶器官有关，随后提出了 NGF 的假说。

，对 453 位卒中患者调

由于 NGF 含量有限，因此只有建立了正确突触连接

查 发 现 ，3 个 月 内 发 生 痴 呆 的 患 者 为 119 人 ，占

的神经元才能生存[12-13]。此假说解释了神经元存活

26.3%。在这些病人中，57.1%为血管性痴呆，38.7%

依赖 NGF 的存在，NGF 促进神经元存活。NGF 缺

为 AD，剩余的 4.2%为其他原因导致的痴呆。另有

乏可以通过特定的蛋白激酶级联反应来启动神经

研究显示，在对 50 岁以上的卒中患者行 3 个月的随

元凋亡程序，如 PI3K/Akt 和 MAPK 信号传导途径。

访发现，痴呆的发病率为 30%，而卒中住院患者有

神经营养因子通常是与细胞表面的 Trk 受体

中重度认知障碍的发病率更高，为 30.2%。国内有

(包括 TrkA、TrkB 及 TrkC)结合。NGF 与 TrkA 结合

学者研究报告，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率约为

后，TrkA 细胞质的酪氨酸残基立即被磷酸化。磷酸

51.4%~72.5%。

化的酪氨酸可以成为磷脂酶 Cγ、三磷酸肌酸激酶

后合并痴呆。有学者报道

[3-4]

二、
认知障碍的机理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以及调节蛋白 Shc

1. 胆碱能学说：脑损伤后认知障碍的机制目前

(RAS 通路)的活化靶点，这些信号传导通路可以介

尚不清楚，有学者提出了记忆下降胆碱能学说。在

导神经元的存活或凋亡。NGF 的缺失可以导致持

梗死灶和梗死灶远隔区域中均可发现弥漫性的神

续而缓慢地 c-Jun 氨基末端激酶(Jun amino-terminal

经递质紊乱，其中以胆碱能递质缺失最为显著，尤

kinase，JNK)及 p38 MAPK 活性增加。JNK 可调节

其是在血管性痴呆和多梗死灶痴呆患者。由于胆

神经元凋亡，影响突触的可塑性和记忆的形成。进

碱能在调节脑血流和认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风

一步研究表明，JNK 可介导轴突退行性变，通过抑

患者神经递质紊乱确实存在，并且可以影响认知功

制 JNK 起到一定神经保护作用[13-14]。

能 [7-8]。也有学者认为卒中导致的认知障碍与胆碱

四、创伤后认知障碍的治疗

能神经元丢失有关。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NGF 对

1. 胆碱能疗法：脑损伤后认知障碍的发病机制

神经系统的发育、分化以及突触连接的形成是必不

复杂，但是目前已经广泛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认知障

可少的。对于成熟的神经元来说，NGF 主要起到保

碍(包括 AD)患者的脑皮质存在严重胆碱能缺失，包

护和修复作用。有研究发现，成熟的中框神经系统

括胆碱乙酰转移酶(acetyltransferase，ChAT)和乙酰

基 底 前 脑 神 经 元 (basal forebrain cholinergic

胆碱酯酶(acetylcholinesterase，AChE)活性改变，同

neurons，BFCN)对内源性的 NGF 是高度依赖的，并

时还伴有皮质和皮质下核的胆碱能神经纤维丢失。

且在 BFCN 表面 TrkA 是高度表达的。根据 BFCN

胆碱能疗法的确可以延缓 AD 患者认知能力下

逆行转运 NGF 和 AD 发病关系的研究，认为 NGF 与

降的速度，这也是目前唯一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认

AD 关系密切[9-10]。BFCN 作为 NGF 最主要的作用靶

知障碍的治疗方法。一直以来该疗法仅对轻中度

点，NGF 可以协助该部位胆碱能神经元抵抗外界环

的 AD 患者有一定的效果。常用的胆碱能药物有盐

境变化和年龄相关性萎缩。在认知障碍患者中，当

酸多奈哌齐等。

基底前脑处 NGF 的量减少时，胆碱能神经元丢失。

2. NGF 疗法：1959 和 1960 年，Levi-Montalcini

2. 细胞凋亡：认知障碍与神经元凋亡有密切关

及 Cohen 先后分离纯化出一种促进神经生长的可溶

系。神经元作为一种最长寿的细胞之一，其死亡主

性蛋白质，并命名为 NGF。NGF 的发现使人们认识

要有凋亡和坏死两种形式。神经元凋亡程序的主

到，在神经系统的发生过程中，需要一些能促进神

要启动分子包括：Apaf-1(凋亡蛋白酶激活因子-1)、

经元发育、生长和维持其活性的因子，由此开辟了

Bcl-2 家族以及 caspase 家族蛋白。在一些神经退行

神经生物学的新领域，这两位学者因此获得了 1986

性变的疾病中，特定蛋白也可以启动相似的神经元

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奖。目前临床使用的 NGF 取自

凋亡程序，如 AD 的淀粉样纤维蛋白(amyloid beta，

小鼠颌下腺。大量基础及临床试验已经证实，NGF

Aβ)。Aβ沉积会激活小胶质细胞，最终又可导炎症

在 TBI 和脑卒中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体外和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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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实 NGF 是一种抗淀粉样蛋白因子，能够直接
调控淀粉样蛋白的表达及其后续加工。此外，N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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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t Neurol, 2010, 9(9): 895-90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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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证实在体外和体内均具有拮抗创伤诱导的超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stroke[J]. Circ Cardiovasc Qual

磷酸化。

Outcomes, 2014, 7(6): 863-871.

在临床上使用 NGF 治疗 AD，将 NGF 注射入

[5]

Monti JM, Voss MW, Pence A, et al. History of mild traumatic

Meynert 基底核，显示 NGF 可以改善 AD 的症状以

brain injury is associated with deficits in relational memory,

及 AD 所致的脑萎缩

reduced hippocampal volume, and less neural activity later in

[11,15]

。Meynert 基底核被认为是

胆碱能神经元的主要来源，在 AD 和 PD 的发病中发
挥重要作用。当 NGF 的精氨酸残基 R100 突变为色

life[J]. Front Aging Neurosci, 2013, 5(8): 41.
[6]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with implanted encapsulated cells

氨酸之后，发现 NGF 的疼痛过敏副作用消失，还可
以起到神经保护和抗淀粉样蛋白沉积作用

releasing nerve growth factor[J]. J Alzheimers Dis, 2015, 43(3):

[15-16]

。国

内同样也有类似的研究证实 NGF 可以减轻卒中患

1059-1072.
[7]

ischemia, and traumatic brain injury[J]. J Cereb Blood Flow

有研究发现，NGF 与其他特殊类型的大分子蛋白一

Metab, 2011, 31(5): 1196-1210.
[8]

(blood-brain barrier，BBB)。 并 且 在 脑 组 织 处 于 创
达 3~4 周 ，同时还发现甘露醇可以显著增加 BBB

syndrome brains[J]. Brain, 2014, 137(Pt 3): 860-872.
[9]

regulate high affinity binding to nerve growth factor[J]. J Biol

况下 NGF 可以通过 BBB，发挥保护神经元，阻止细

Chem, 2001, 276(35): 32687-32695.
[10]

综上所述，NGF 对神经元在发育时期的生长、
分化，以及成年神经元的维持是很重要的。创伤后
认知障碍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Cattaneo A, Calissano P. Nerve growth factor and Alzheimer's
disease: new facts for an old hypothesis[J]. Mol Neurobiol,
2012, 46(3): 588-604.

[11]

Rafii MS, Baumann TL, Bakay RA, et al. A phase 1 study of
stereotactic gene delivery of AAV2- NGF for Alzheimer's

NGF 能有效的保护基底前脑胆碱能神经元受损导
致的神经变性，可改善空间记忆，成为了治疗认知

Esposito D, Patel P, Stephens RM, et al. The cytoplasmic and
transmembrane domains of the p75 and Trk A receptors

的通透性。因此，在脑损伤急性期，BBB 开放的情
胞凋亡和促进神经重建的作用。

Iulita MF, Do Carmo S, Ower AK, et al. Nerve growth factor
metabolic dysfunc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Down's

伤、缺血或缺氧状态时，BBB 开放的时间会延长，可
[17]

Engel T, Plesnila N, Prehn JH, et al. In vivo contributions of
BH3- only proteins to neuronal death following seizures,

者血管性痴呆的症状，延缓认知功能障碍的发展。
样，可以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透过血脑屏障

Ferreira D, Westman E, Eyjolfsdottir H, et al. Brain changes in

disease[J]. Alzheimers Dement, 2014, 10(5): 571-581.
[12]

De Rosa R, Garcia AA, Braschi C, et al. Intralnasal

障碍的新的有效途径。脑损伤为意外伤害，病情

administration of nerve growth factor rescues recognition

重、进展迅速。因此需要起效快的 NGF，及早阻断

memory deficits in AD 11 anti NGF transgenic mice[J]. Proc

神经元凋亡的发生；同时，需要半衰期更长的 NGF，
以最大程度地维持有效治疗血药浓度。要充分利
用急性期 BBB 开放的治疗时间窗，研制蛋白结合率

Natl Acad Sci U S A, 2005, 102(10): 3811-3816.
[13]

Coffey ET. Nuclear and cytosolic JNK signalling in neurons[J].

[14]

Gutierrez- Fernandez M, Fuentes B, Rodriguez- Frutos B, et al.

Nat Rev Neurosci, 2014, 15(5): 285-299.

低、生物利用度高的新 NGF，确保更多活性 NGF 被

Trophic factors and cell therapy to stimulate brain repair after
ischaemic stroke[J]. J Cell Mol Med, 2012, 16(10): 2280-2290.

人体吸收、
利用，发挥更强的脑保护效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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