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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
凝血功能及炎症应激反应的影响

张恒建 1，王勇胜 2

(莘县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1、心内科 2，山东 聊城 252423)

【摘要】 目的 研究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凝血功能及炎症应激反应指标的影

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莘县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收治的104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的临床

资料，根据治疗方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52例。观察组采取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对照组则常规治

疗，两组均用药两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凝血功能及炎症反应指标的水平。结果 治疗前、治疗后溶

栓1 d，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7 d后，观察组患者的神经功能评分为(7.34±

5.98)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0.57±6.05)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凝血时间中活化部

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33.48±4.51) s vs (38.05±5.74) s]、凝血酶时间(TT)[(10.05±1.16) s vs (13.98±1.88) s]、凝血酶原

时间(PT)[(13.87±2.01) s vs (10.04±1.12) s]、凝血因子(VWF)[(0.99±0.10) KU/L vs (1.88±0.32) KU/L]、凝血因子VII

(FVIII)[(1.15±0.10) U/L vs (2.02±0.28) U/L]比较，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和观察组患

者的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19.83±2.51) pg/mL vs (13.32±1.75) pg/mL]、白细胞介素1β (IL-1β) [(58.86±7.91) pg/mL

vs (31.44±4.54) pg/mL]水平比较，对照组均高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取阿替普酶静

脉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而且还能降低炎症指标水平，改善机体的炎性反应，

有助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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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脑血管病是威胁中老年人身体健康与生命

安全的重大疾病，同时作为临床多发疾病与常见病，其

患病率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对广大人民的健康带来

巨大威胁，脑梗死就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1]。该病主

要是一种多发性的脑血管病症，发病初期需尽快促进

闭塞血管再通，使缺血性脑组织恢复正常血供，极力

挽救患者缺血半暗带，使其梗死面积缩小且致残率降

低。一般而言，脑梗死患者中急性发病者的病情更为严

重，病情进展的速度更为迅速，发病后机体迅速呈现出

炎性反应，同时还伴有神经功能障碍，危及患者安全，因

此，选择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十分关键[2]。本文旨在研

究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神经功

能、凝血功能及炎症应激反应指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莘县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收治的104例急性脑梗死

患者资料，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各组 52例。其中，观察组采取阿替普酶静脉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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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治疗，对照组则应用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中男性

32例，女性 20例；年龄 46~78岁，平均(60.52±7.33)岁；

发病至入院接受治疗的时间为 0.5~4 h，平均(2.48±

0.63) h。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30 例，女性 22 例；年龄

45~77岁，平均(60.50±7.30)岁；发病至入院接受治疗的

时间为0.4~4 h，平均(2.48±0.62) h。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及发病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1.2.1 入选标准 所有患者的临床诊断结果均

与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制定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脑梗死

诊断标准相符；(2)对本次研究所用药物无过敏；(3)年

龄大于 18 周岁且发病时间低于 4.5 h ；(4)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脑梗死评分(NIHSS)高于 6分且无明显的意

识障碍等。

1.2.2 排除标准 (1)既往存在颅内出血以及水

肿或动脉畸形者；(2)一周内有动脉穿刺、2个月内有头

颅外伤的患者；(3)收缩压高于 185 mmHg (1 mmHg=

0.133 kPa)或者舒张压高于 110 mmHg，应用降压药物

依旧无法恢复的患者。

1.3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予以抗血小板、抗

凝、神经营养、补液、脱水降压等常规医治措施，并依

据其有无合并糖尿病、高脂血症等进行降脂、降糖及

降压，待病情逐渐稳定后予以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常

规 基 础 方 案 基 础 上 采 取 阿 替 普 酶 ( 注 册 证 号

S20110052，德国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溶栓医治，开始剂量 0.9 mg/(kg·d)阿替普

酶，浓度为 10%，开始 1 min静脉推注，然后常规静脉

滴注，持续治疗 24 h，结合患者情况予以氯吡格雷(国

药准字 J20130083，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阿司

匹林(国药准字 J20130078，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动态监测患者血压等体征指标情况持续医治两周。

1.4 观察指标和评定标准 (1)神经功能：溶栓前

及溶栓 1 d、7 d 后采取美国国立卫生所的卒中量表

(NIHSS)[3]进行评估，评分时间2 min，具体包括意识水

平、凝视、视野、面瘫、上下肢功能、共济失调等项目的

神经功能评价，满分 20分，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与分值

成正比[3]。(2)凝血功能：在治疗结束后采取酶联免疫

吸附法对患者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凝血因子V

Ⅱ (FⅧ)进行检测，并观察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凝血酶时间(TT)和凝血酶原时间(PT)。(3)炎

症反应：治疗后采取酶联免疫吸附法测验肿瘤坏死因

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1β (IL-1β)。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其中性别等计数资料用例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χ2检验；年龄、发病时间、神经功能、凝血功能、炎

症反应指标等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检验，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评分比较 治

疗前和治疗后溶栓1 d，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评分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 7 d后，观察组

患者的上述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凝血功能指标水平比

较 治疗结束后检测患者凝血功能指标，观察组患者

的各项凝血功能指标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炎症反应指标水平比

较 治疗后对两组患者的炎症反应指标进行检测，对

照组患者的TNF-α、IL-1β水平均明显高于观察组，差

异具有备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2

52

溶栓前

12.53±3.14

11.96±3.50

0.874 2

>0.05

溶栓1 d

9.02±5.39

11.73±8.98

1.865 9

>0.05

溶栓7 d

7.34±5.98

10.57±6.05

2.738 1

<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凝血功能指标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2

52

凝血时间(s)

APTT

33.48±4.51

38.05±5.74

4.514 4

<0.05

TT

10.05±1.16

13.98±1.88

12.

<0.05

PT

13.87±2.01

10.04±1.12

12.002 9

<0.05

VWF (kU/L)

0.99±0.10

1.88±0.32

19.142 9

<0.05

FⅧ (U/L)

1.15±0.10

2.02±0.28

21.100 6

<0.05

凝血因子

3 讨 论

急性脑梗在临床上属于多发性神经外科病症，主

要是指患者脑血供骤然中断而引起的脑部组织坏死，

常见临床症状为耳鸣、眩晕、头痛及起病突然等，患有

高脂血症、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患者以及肥胖、吸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TNF-α、IL-1β水平比较(x-±s，pg/mL)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2

52

TNF-α
13.32±1.75

19.83±2.51

15.342 1

<0.05

IL-1β
31.44±4.54

58.86±7.91

21.680 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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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群体易患上该病症[4]。急性脑梗死发病机制复杂，

可能是血液动力学及血管异常致使大脑动脉堵塞或

狭窄，该病起病突然，多在睡眠或安静休息时发病[5]。

一般情况，急性脑梗死疾病发病后需要及时进行治

疗，否则病情迅速发展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对于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治疗，临床上主要以早期

溶栓治疗为主，通过该治疗手段可以促使患者缺血部

位的血流灌注尽快改善，防止神经功能严重受损。在

本次研究的结果中，两组患者溶栓治疗前与治疗后1 d

的神经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但治疗7 d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

意义(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的各项凝血功能指标

水平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由此说明对急性脑梗死患者采取阿替普酶静脉溶栓

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并能改

善患者凝血功能，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获得满意的

疗效。结果与文献报道相符[7-8]。为了解溶栓医治后

患者颅内动脉血流灌注状况，使用超声对大脑动脉血

流实施评估，发现行溶栓医治的患者大脑动脉中的平

均流速、舒张末期流速等比接受非溶栓医治的患者

高，证实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可使大脑中动脉血流量显

著增加，改善患者颅内血流灌注。原因分析考虑可能

为：临床中静脉溶栓是医治急性脑梗死的重要方法，

可促进梗死动脉再通，使得患者脑组织血流灌注尽快

恢复。而阿替普酶为第三代新兴溶栓药物，可在纤维

蛋白丰富的血栓位置激活部分纤溶酶原，使局部血栓

溶解，然而在纤维蛋白匮乏的区域，阿替普酶对纤溶酶

原无激活作用，所以发生继发性出血的概率较低[6]。临

床中局部性血栓形成可对颅内动脉血流产生直接影

响，其有效、适量的溶栓药物可完全清除患者动脉中

的血栓，促使颅脑动脉血流灌注尽快恢复，有效改善

机体神经功能及凝血功能。

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

TNF-α水平与 IL-1β水平均显著高于观察组，提示予

以患者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医治可缓解患者机体的炎

症反应指标。原因分析考虑可能为：致使血栓形成的

机制主要为粥样性斑块破裂而引起的凝血途径激活，

其中凝血途径激活的整个过程可受各类凝血因子调

控，FⅧ是激活及启动凝血性连锁反应的一种调控因

子，与VWF形成部分复合物之后使体内血小板黏附、

堆积，最终促使血栓形成 [9-10]。于各类凝血因子作用

下，机体中的凝血功能明显亢进且血栓形成的整个过

程逐渐被激活，导致凝血时间显著缩短。为了解静脉

溶栓医治后患者凝血功能状态和炎症反应，研究予以

VWF、FⅧ、PTT 等凝血指标及 TNF-α、IL-1β指标分

析，发现观察组患者的血清VWF、FⅧ水平与TNF-α、
IL-1β水平较对照组低，而凝血时间比对照组长，表明

阿替普酶静脉溶栓能调节患者凝血功能，阻滞凝血因

子被激活，促使凝血时间延长，用时还可减轻炎症反

应与氧化反应[11-12]。

综上所述，对急性脑梗死患者采取阿替普酶静脉

溶栓治疗，疗效显著，其不仅可以降低患者机体的炎

症反应症状，而且还能改善其神经功能以及凝血功

能，该疗法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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