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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
患者一年期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高爱民，刘永刚，任翠剑，许云鹤，王宁，齐伟静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内一科，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 目的 分析影响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一年期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

2014年2月至2016年2月期间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内一科收治的120例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

中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疾病史、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及神经缺损程度等资料，检测入院时炎性因子白介素-6

(IL-6)、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可溶性细胞黏附分子-1 (sICAM-1)、基质金属蛋白酶 9 (MMP-9)、超敏C反应蛋白

(CRP)水平，根据1年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结果 120例患者中预后良好78例，预后不

良 42例。与预后良好组相比，预后不良组患者的年龄、高脂血症和卒中史比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NIHSS)评分明显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分布、各项炎性因子(IL-6、

TNF-α、CRP、sICAM-1、MMP-9)水平比较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炎性因

子水平、NIHSS评分、卒中史、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年龄是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预后不良

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外周血炎性因子水平显著增高是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一年期预后

不良的危险因素，建议联合检测以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

【关键词】 大脑中动脉狭窄；急性缺血性卒中；炎性因子；预后

【中图分类号】 R7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8）01—0037—04

Influence factors of one-yea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complicated with cerebral middle
artery stenosis. GAO Ai-min, LIU Yong-gang, REN Cui-jian, XU Yun-he, WANG Ning, QI Wei-ji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aoding First Central Hospital, Baoding 071000, Hebe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one-yea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complicated with cerebral middle artery stenosis. Methods The demographic data, history of diseases, degree

of cerebral middle artery stenosis and nerve defect of 120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complicated with middle

cerebral artery stenosis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6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aoding First Central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terleukin-6 [IL-6],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solu-

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sICAM-1),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 (MMP-9) and high 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 (CRP) were detected on ad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1-year follow-up 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good prognosis group and the poor prognosis group. Results Among the 120 cases, the prognosis was good in 78

cases and poor in 42 cases. Compared with the good prognosis group, the age, the incidence of hyperlipidemia and

stroke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oor progno-

sis group (P<0.05). The degree of cerebral middle artery stenosis and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L-6, TNF-α,

CRP, sICAM-1, MMP-9)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1).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L-6, TNF-α, CRP, sICAM-1, MMP-9), NIHSS

score, history of stroke, degree of cerebral middle artery stenosis and age were the risk factors for po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complicated with cerebral middle artery stenosis (P<0.05). Conclusion Signifi-

cant increase of peripheral blood inflammatory factors is the risk factor for poor 1-year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complicated with cerebral middle artery stenosis. Combined detection is recommended to devel-

op targeted thera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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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TCD)、磁共振

血管成像(MRA)、弥散加权核磁共振(DWI)和微栓子

(MES)监测等非侵入性的检查技术的发展，使颅内动

脉病变的普查成为可能，为检查大脑中血管狭窄或颅

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及研究其导致缺血性卒中的

可能发病机制提供方法，而大脑中动脉在颅内动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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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血范围最为广泛，在缺血性卒中中最常受累，故近

年来临床上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

患者检出率不断增多[1]，且临床学者认为合并大脑中动脉

狭窄可增加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残疾和死亡风险[2]。

因此，探讨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

者的预后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另一方面，

临床学者认为脑缺血再灌注后往往出现局部炎性因

子的表达显著增加，且急性炎性因子的升高程度与不

良预后具有相关性[3]。本研究旨在分析影响合并大脑

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 1 年期预后的危

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年 2月至 2016年 2月

期间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内一科收治的合并大脑

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性75例，女性45例，年龄55~77岁，平均(61.59±

4.86)岁；受教育年限 6~16年，平均(12.22±2.10)年；发

病至就诊时间 0.5~7 d，平均(4.21±1.17) d；其中具有

心脏病史 12例、高血压病史 19例、高脂血症史 20例、

糖尿病史 23例、卒中史 31例；具有吸烟史者 24例、饮

酒史 22 例。纳入标准：①年龄≥19 岁；②符合《中国

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0》确定的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相关诊断标准 [4]，明确责任血管狭窄程度≥

50%；③入院 7 d 内完成外周血炎性因子及 TCD、

MRA 等各项检查；④经影像学检查证实合并不同程

度的大脑中动脉狭窄；⑤对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知

情，且自愿参与；⑥临床资料及随访资料完整。排除

标准：①临床诊断为心源性卒中及动静脉畸形、动脉

瘤、颅内肿瘤、烟雾病、血管炎等非动脉粥样硬化所

致的脑卒中；②两侧大脑前动脉、大脑后动脉发育不

良和(或)狭窄及颞窗狭小超声波穿透不良；③存在严

重心肺肝肾疾病或功能障碍及血液系统疾病或血液

处于高凝状态；④改良 Rankin 量表(mRS)评分>2 分；

⑤脑卒中之前已明确或可疑认知功能障碍及视听功

能障碍。

1.2 方法

1.2.1 资料采集 收集患者人口学资料、疾病

史、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及神经缺损程度等资料。采

用 3.0T磁共振仪对患者行MRA扫描，由两位不了解

患者临床情况的影像科医师进行影像判定，参考相关

文献[5]评估MCA的狭窄程度，狭窄率＜50%为轻度狭

窄、50%~69%为中度狭窄、70%~99%为重度狭窄、

100%为闭塞；神经缺损程度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卒中量表(NIHSS)评分[6]评估，评分范围为 0~42分，分

数越高，神经受损越严重。

1.2.2 炎性因子检测 患者入院当日采集肘静

脉空腹静脉血 4 mL，2000 r/min 离心 10 min，分离血

清；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检测白介素-6 (IL-6)、肿

瘤 坏 死 因 子 (TNF-α)、可 溶 性 细 胞 黏 附 分 子 -1

(sICAM-1)、基质金属蛋白酶 9 (MMP-9)，采用胶乳增

强免疫比浊法检测超敏 C 反应蛋白(CRP)，均严格按

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2.3 预后随访及分组 患者发病后均进行至

少1年的随访，以mRS评分[7]为预后评定指标，患者无

明显功能障碍，能完成日常工作和生活记为1分；轻度

残疾，但可独立进行基本日常活动记为 2 分；中度残

疾，能独立行走，但部分日常活动需帮助下进行记为3

分；重度残疾，无法独立行走，且日常活动需帮助下进

行记为4分；重度残疾，卧床，二便失禁，生活完全依赖

他人记为5分；死亡记为6分；其中mRS评分1~2分为

预后良好，3~6分为预后不良。根据1年的随访结果将

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19.0进

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行χ2检

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行 t
检验；采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年期随访结果 120 例患者中预后良好

78例，预后不良42例(其中5例死亡)。

2.2 一年期预后的单因素分析 与预后良好组

相比，预后不良组年龄、高脂血症和卒中史比例、

NIHSS评分明显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分布、各项炎性因子

(IL-6、TNF-α、CRP、sICAM-1、MMP-9)水平比较差异

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其他人口学特征、

病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一年期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将表 1 中单因

素分析中10个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影响因素设为

变量进行Logist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炎性因

子 (IL-6、TNF-α 、CRP、sICAM-1、MMP-9) 水 平 、

NIHSS评分、卒中史、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年龄是合

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预后不良

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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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收集120例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

血性卒中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疾病史、大脑中动脉狭

窄程度及神经缺损程度等资料，检测入院时炎性因

子，并以mRS评分为预后评定指标，结果发现 120例

患者中预后良好 78例，预后不良 42例。与预后良好

组相比，预后不良组年龄、高脂血症和卒中史比例、

NIHSS评分明显较高，提示高龄、高脂血症和卒中史、

神经功能缺损可能导致患者预后不良。脑卒中患者

若长期合并高脂血症或血脂水平异常，可出现血管结

构及其功能损伤，导致发生大动脉粥样硬化、小动脉

玻璃样变性及血管壁氧化应激等；而神经功能缺损与

大脑中动脉狭窄或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病情严重程

度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Logisttic多因素回归分析

显示NIHSS评分、卒中史、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年龄

是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预后

不良的危险因素，与多数学者的报道结论一致[8]。

现代临床分析认为大脑中动脉狭窄或缺血性卒

中的基本病理生理改变与血管内皮功能失调或紊乱、

斑块脱落、脂代谢紊乱、凝血功能以及血小板功能等

有关，加之部脑组织区域血液供应障碍引发脑组织缺

血缺氧性病变坏死可进一步导致炎性反应，从而激活

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释放细胞因子等

化学介质(CRP、PCT、IL-6 等)，可进一步促使血管内

皮细胞受损，胶原组织暴露，刺激血小板附着和聚集，从

而激活凝血反应链，导致纤维蛋白及免疫球蛋白应激性

增高及免疫功能失衡，最终可加重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

或神经损伤程度，甚至诱发全身性微循环障碍[9]。尽管

目前炎性因子在大脑中动脉狭窄过程中的影响及多

种炎性因子在急性缺血性卒中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尚

不明确，但大量荟萃分析表明炎症反应是缺血性脑损

伤的重要病理生理机制之一[10]，参与缺血性卒中的发

生、发展，且贯穿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全过程[11]，并指出

炎性因子血清学水平变化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

后密切相关[12]。

表1 一年期预后的单因素分析[例（%），x-±s]

项目

女性

年龄(岁)

教育年限(年)

发病至就诊时间(d)

既往病

心脏病

高血压病

高脂血症

糖尿病

卒中史

生活习惯

吸烟

饮酒

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闭塞

NIHSS评分(分)

炎性因子

IL-6 (pg/mL)

TNF-α (mg/L)

CRP (pg/mL)

sICAM-1 (μg/L)

MMP-9 (μg/L)

预后良好组(n=78)

27 (34.62)

60.36±4.91

13.22±2.86

3.93±1.01

6 (7.69)

9 (11.54)

7 (8.97)

15 (19.23)

12 (15.38)

11 (14.10)

12 (15.38)

20 (25.64)

31 (39.74)

19 (24.36)

8 (10.26)

4.12±2.79

7.84±3.17

2.96±0.99

2.47±2.52

416.26±96.37

717.31±136.71

预后不良组(n=42)

18 (42.86)

63.39±6.27

13.31±2.57

4.33±1.31

6 (14.29)

10 (23.81)

13 (30.95)

8 (19.05)

19 (45.24)

13 (30.95)

10 (23.81)

8 (19.05)

10 (23.81)

11 (26.19)

13 (30.95)

9.13±3.01

24.12±6.79

4.24±1.17

6.46±1.87

566.53±125.22

922.30±150.57

χ2/t值
0.791

2.920

0.170

1.860

1.319

3.085

4.220

0.001

12.670

1.548

1.294

9.256

9.126

17.902

6.333

9.006

7.319

7.560

P值

0.374

0.004

0.865

0.065

0.251

0.079

0.040

0.981

0.000

0.213

0.255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2 一年期预后Logistic多因素分析

变量

IL-6

NIHSS评分

CRP

MMP-9

sICAM-1

TNF-α
卒中史

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

年龄

高脂血症

β值
1.365

0.234

0.147

0.342

0.554

1.320

2.104

1.291

0.179

0.214

SE

0.419

0.230

0.117

0.630

0.169

0.239

0.751

0.263

0.250

0.147

Waldχ2

10.32

12.02

7.13

6.24

7.05

3.22

4.37

8.83

5.00

2.45

P值

0.000

0.000

0.001

0.001

0.007

0.013

0.019

0.030

0.065

0.091

0R

3.27

2.30

1.96

1.82

1.65

1.50

1.40

1.38

1.09

0.87

95%CI

1.06~6.53

3.16~7.08

1.66~5.22

2.97~7.47

2.05~8.22

1.33~5.02

1.71~4.26

3.24~9.01

3.17~7.00

1.0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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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患者的大脑中动

脉狭窄程度分布、各项炎性因子(IL-6、TNF-α、CRP、

sICAM-1、MMP-9)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明预后不良的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

卒中患者往往外周血炎性因子水平更高或显著异

常。IL-6是白介素家族中的一种急性反应蛋白，在应

激状态下可释放出信号分子，并通过细胞信号传导进

而激活免疫系统(T细胞、NK细胞、巨噬细胞等)后逐

渐向病灶处释放炎性因子[13]。刘润等[14]认为巨噬细胞

产生的 IL-6等细胞因子可诱导CRP产生，卒中患者机

体CRP的变化与 IL-6相似，同时，机体内CRP水平升

高可间接反映内皮细胞受损、炎性细胞因子激活病理

过程的激烈程度。TNF-α是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

产生的炎症反应介质，临床研究认为CRP可通过激活

粥样斑块内的补体系统，影响斑块不稳定性，TNF-α
则可促进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与增大，并刺激内皮细

胞产生血小板激活因子，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因此与

动脉狭窄率已有密切关系 [15]。sICAM-1 由细胞间黏

附分子-1从细胞表面分解脱落形成的可溶性细胞外

成分，其主要生理病理作用之一为介导炎性细胞与血

管内皮细胞的黏附，从而促使中性粒细胞被内皮细胞

捕获并进入动脉壁内，导致或加重动脉狭窄 [16]。

MMP-9属于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的一种，主要由

血管内皮细胞分泌，临床研究发现在炎性反应过程中

多种细胞因子均可上调 MMP-9 表达，血清 MMP-9

水平对心血管事件及动脉再狭窄的有较高的预测价

值 [17]。因此，本研究Logist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炎性因子(IL-6、TNF-α、CRP、sICAM-1、MMP-9)水

平为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预

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秦世杰等 [18]的研究表明血清

IL-6、CRP水平变化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预后明显

相关；朱新臣等[19]的在症状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患

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亦强调了外周血炎性反应

可有效反映患者预后及临床干预效果；邹昕颖等[20]的

临床结论也与本研究一致。

综上所述，IL-6、TNF-α、CRP、sICAM-1、MMP-9

水平显著增高均作为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

卒中患者一年期预后不良的预测指标，临床应根据患

者入院时机体炎性反应情况给予针对性治疗。有关

机体炎性反应尤其是多种炎性因子的协同作用对大

脑中动脉狭窄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预后的具体影

响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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