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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阿替普酶在静脉溶栓治疗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贾摇 喆

[摘要]目的:探讨小剂量阿替普酶(rt鄄PA)在静脉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方法:将 82 例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病人按照 rt鄄PA 给药剂量随机分为对照组(39 例)与观察组(4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剂量(0. 9 mg / kg)rt鄄PA 进行治疗,观
察组给予小剂量(0. 6 mg / kg)rt鄄PA 进行治疗。 比较 2 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HISS 评分)、中国卒中量表(CSS)评
分、生活能力(BI 指数)评分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治疗后,2 组病人 NHISS 评分及 CSS 评分均明显小于治疗前(P <
0. 01),且观察组病人低于对照组(P < 0. 01 和 P < 0. 05);BI 指数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 < 0. 01),但 2 组间 BI 指数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对照组治疗后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10. 26% ,与观察组的 11. 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
小剂量与常规剂量 rt鄄PA 均可有效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且对神经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应在临床上进行推广,以提高药物

经济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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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he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with a small dose alteplase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JIA Z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Jining Geriatric Vascular Disease Hospital,Jining Shandong 27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he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with a small dose alteplase(rt鄄PA)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s:Eighty鄄two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was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 =
39) and observation group(n = 45)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dosage of rt鄄PA.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ose(0. 9 mg / kg) of rt鄄PA,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mall dose(0. 6 mg / kg) of rt鄄PA.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NHISS score),CSS score and BI index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NHISS and CSS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
0. 01),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and P < 0. 01).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BI index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total incidence rates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10. 26% and 11. 63%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Both small鄄dose and conventional dose rt鄄PA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are effective,which has a good
protective effect on nerve. It should be clinically practic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harmacoeconomics.
[Key words] stroke;alteplase;small dose;intravenous thrombolysis;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摇 摇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主要是由于脑供血障碍而导

致的脑组织发生缺血及缺氧而出现坏死以及软化而

形成梗死的脑血管疾病,在脑血管疾病中十分常见,
其主要特点为临床发病率高、致残及致死率高、复发

率高等[1]。 当前,指南推荐临床对于缺血性脑血管

疾病的临床治疗主要是采用动 /静脉溶栓、抗凝、扩
容、扩血管及血管内干预等方面的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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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未发现一种有效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

保护类药物。 目前,临床上使用较多的一种方法是

阿替普酶(rt鄄PA)静脉溶栓治疗[2]。 “时间窗冶和溶

栓药物是影响急性脑卒中溶栓治疗效果的重要因

素,已形成共识且被实践反复证明;但 rt鄄PA 剂量既

往延续欧美 0. 9 mg / kg 的剂量,随着日本指南推荐

应用 0. 6 mg / kg 的剂量和我国的临床实践,小剂量

rt鄄PA 用量越来越被重视。 rt鄄PA 是一种重组组织型

纤溶酶原激活剂,通过与纤维蛋白结合,激活纤溶酶

原转变为纤溶酶,溶解血栓。 rt鄄PA 是目前各国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治疗指南中推荐的用于脑卒中治疗的

首选药物。 由于各国间存在种族、体质、危险因素等

多方面个体差异的不同,rt鄄PA 的使用剂量需要进行

临床深入探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小剂量 rt鄄pA 在静

脉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现

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入组对象为 2011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0 月入住我院的 82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
均经 CT、MRI、DSA 等影像学手段确诊。 将本组病

人按照给药剂量随机分为对照组(39 例)与观察组

(45 例)。 对照组男 22 例,女 17 例;年龄 58 ~ 73
岁;心房纤维颤动(房颤)病史 9 例,高血压病史 29
例,糖尿病史 9 例,吸烟 19 例。 观察组男 25 例,女
18 例;年龄 55 ~ 76 岁;房颤病史 11 例,高血压病史

31 例,糖尿病史 11 例,吸烟 22 例。 2 组病人在性

别、年龄、房颤病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及吸烟等

方面的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纳入标准摇 根据 Kidwell 与 Warach 的分类,明
确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定义为快速进展的脑功能缺

损,后期可被 MRI、CT 或者 DSA 确诊的病例,主要

包括如下几点纳入标准[3]:(1)美国国立卫生院卒

中量表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为 4 ~ 26 分;(2)
接受过 rt鄄PA 溶栓治疗;(3)基线时 CT 或者 MRI 表
现阴性或者低信号区域小于三分之一血管供血区;
(4)由于进展性卒中确切的恶化时间难以确定,因
此纳入所有病人的时间窗限定在自有症状出现到接

受治疗的 72 h 范围之内,便于分析延迟时间窗对病

人预后的影响。
1. 3摇 排除标准 摇 主要包括[4]:(1)颅内出血、有蛛

网膜下腔出血征象的病人;(2)近期有手术病人;
(3)脑卒中发作时伴有癫痫的病人;(4)近 7 d 进行

过动脉穿刺的病人;(5)口服抗凝药物的病人;(6)

血小板计数 < 100 伊 109 / L 病人;(7)血糖浓度 < 2. 7
mmol / L 的低血糖病人和血糖浓度 > 22. 2 mmol / L
的糖尿病病人,或经治疗后在时间窗内血糖未达标

的病人;(8)伴有严重心、肝、肾疾病病人或晚期的

肿瘤病人。
1. 4摇 治疗方法 摇 2 组病人在溶栓时间窗内,头颅

CT 检测无出血,血常规血糖检测正常,根据病人既

往有无血液疾病及口服抗凝药物史,无严重心肝肾

疾病史后,可酌情等或不等凝血四项、肝肾功能检测

结果回报,观察组给予 0. 6 mg / kg 小剂量的 rt鄄PA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生产)进行溶栓治疗;对照

组按 0. 9 mg / kg 常规剂量给予病人 rt鄄PA 溶栓治疗,
来院到溶栓的时间(DNT)约 60 min。 2 组病人溶栓

治疗 1 d 后复查病人头颅 CT 或 MRA,排除颅内出

血后,给予病人口服阿司匹林 100 ~ 200 mg / d。
1. 5摇 NIHSS 评分摇 分别于术后 12 h 及 24 h 对病人

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具体的评分标准采用目前

公认的 Zea Longa“六分法冶,即:未发生任何神经功

能缺损症状为 0 分;无法伸展对侧前爪为 1 分;朝对

侧旋转为 2 分;朝对侧倾倒为 3 分;无自主活动并发

意识障碍为 4 分;死亡为 5 分。 分值越高,则表明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越严重[3]。
1. 6摇 观察指标 摇 比较 2 组治疗前后 NHISS 评分、
中国卒中量表(CSS)评分、生活能力(BI 指数),统
计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 7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治疗前后 NHISS 评分变化情况对比摇 治

疗前,2 组病人 NHI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治疗后,2 组病人 NHISS 评分均明显小于治

疗前(P < 0. 01),且观察组病人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治疗前后 NHISS 评分变化情况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39 15. 38 依 3. 27 8. 30 依 1. 07

观察组 45 16. 03 依 4. 96 7. 59 依 0. 58

t忆 — 0. 72 3. 70

P — >0. 05 < 0. 01

2. 2摇 2 组治疗前后 CSS 评分及 BI 指数变化情况对

比摇 治疗前,2 组病人 CSS 评分和 BI 指数评分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治疗后,2 组病人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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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均明显小于治疗前(P < 0. 01),且观察组低于

对照组(P < 0. 05);BI 指数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

(P < 0. 01),但 2 组间 BI 指数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见表 2)。

摇 表 2摇 2 组治疗前后 CSS 评分及 BI 指数变化情况比较

(x 依 s;分)

分组 CSS 评分 BI 指数

治疗前

摇 对照组 22. 59 依 4. 28 53. 96 依 9. 79

摇 观察组 23. 22 依 4. 57 54. 03 依 10. 08

摇 摇 t 0. 65 0. 03

摇 摇 P > 0. 05 > 0. 05

治疗后

摇 对照组 16. 08 依 2. 17吟吟 80. 77 依 12. 35吟吟

摇 观察组 14. 96 依 1. 59吟吟 83. 98 依 15. 29吟吟

摇 摇 t 2. 66* 1. 05

摇 摇 P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组内配对 t 检验:吟吟P < 0. 01

2. 3摇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摇 对照组治疗后不

良反应总发生率 10. 26% 与观察组的 11. 63%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表 3摇 2 组病人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分组 n
牙龈

出血

消化道

出血
脑出血

总发生[n;
百分率(% )]

字2 P

对照组 39 2 1 1 4(10. 26)

观察组 45 1 2 2 5(11. 63) 0. 02 > 0. 05

合计 84 3 3 3 9(10. 71)

3摇 讨论

摇 摇 缺血性卒中病理生理学机制主要包括三种:血
栓形成、栓塞以及血流动力学紊乱。 改善缺血性卒

中的预后的两个主要途径包括[5 - 6]:(1)改善缺血

脑组织供血状况;(2)保护缺血脑组织,在出现不可

逆损伤之前,给缺血脑组织及时供血。 脑梗死早期

给予溶栓治疗,可显著减少脑梗死体积大小,改善临

床症状及体征,从而降低病死率。 溶栓治疗的时机

是影响临床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目前国内外很多

专家学者均认为在脑梗死发病 3 ~ 6 h 之内为缺血

治疗的时间窗,是急性脑梗死最有效且最有希望的

临床治疗方法,不仅可以使得病灶体积缩小,神经功

能恢复良好,且安全性高。 而恢复缺血脑组织血流

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溶栓治疗,美国国立神经病与

卒中研究院对 624 例 3 h 内的脑梗死病人进行

rt鄄PA 静脉溶栓治疗,结果表明治疗组极轻或者无致

残率比安慰剂治疗组高 30%以上,此研究结果提示

对选择性病例进行超早期溶栓治疗可取得非常理想

的临床效果,发病到开始溶栓治疗的时间间隔越短,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获益越大[7 - 8]。

rt鄄PA 是一种主要由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的丝氨

酸蛋白酶,可选择性地与纤维蛋白结合,在局部有效

地使纤溶酶原转化为纤溶酶而起到溶解血栓的目

的。 rt鄄PA 全身溶栓作用不明显,溶栓作用局限于血

栓形成部位,特异性更强。 本研究中,2 组实验溶栓

好转率较高,颅内出血转换率较低,可能与本实验努

力缩短溶栓时间有关。 对大部分致病危险因素确

切,病史了解,来院后只行颅脑 CT、血常规、血糖及

心电图等检查,不等凝血四项及肝肾功能检测结果

(至少需要 45 min[9])即行溶栓,极大地缩短溶 DNT
时间。 溶栓剂量问题,美国及欧洲缺血性脑卒中治

疗指南建议 0. 9 mg / kg 为 rt鄄PA 静脉溶栓标准治疗

剂量,日本缺血性脑卒中治疗指南推荐 rt鄄PA 的使

用剂量为 0. 6 mg / kg[10]。 目前中国缺少相关大规模

循证医学研究,往往延用欧美指南剂量,也就是药品

说明书的 0. 9 mg / kg 剂量。 鉴于中国人与欧美人在

种族、体质及脑卒中危险因素等方面的不同,按照

0. 9 mg / kg 国际标准剂量治疗是否完全适合,目前

国内研究有很大争议[11]。 本研究显示小剂量和常

规剂量组在疗效、预后及安全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 说明小剂量 rt鄄PA 静脉溶栓治疗

同样安全有效,0. 6 mg / kg 极可能是较为适合中国

人的 rt鄄PA 给药剂量。 小剂量 rt鄄PA 溶栓治疗在确

保有效性的前提下,可能降低大剂量治疗带来的牙

龈出血、消化道出血、脑出血等并发症的风险,而且

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综上所述,小剂量与常规剂量 rt鄄PA 均可有效治

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且对神经具有较好的保护作

用,在临床上推广小剂量,可提高药物经济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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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故此具有确切的临床

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在行气管插管全麻老年高血压病人

中,采用右美托咪定麻醉可减少病人 BP 及 HR 波

动,促进血流动力学稳定,且不会引起严重不良反

应,故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 参 考 文 献 ]

[1]摇 CHUNG KH, CHO MS, JIN H. Perioperative hypertension
management during facelift under local anesthesia with
intravenous hypnotics[J] . Arch Plast Surg,2017,44(4):276.

[2] 摇 SIAO KT, PYPENDOP BH, HONKAVAARA J, et al.
Hemodynamic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with and without MK鄄
467,following intramuscular administration in cats anesthetized
with isoflurane[J] . Vet Anaesth Analg,2017,44(5):1101.

[3] 摇 HARIHARAN U.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during emergency lower segment cesarean section:
dexmedetomidine to our rescue[J] . Rev Bras Anestesiol,2017,67
(5):538.

[4] 摇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
[J]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1,39(7):579.

[5] 摇 张亮,石增刚,胡茜,等. 老年高血压患者动态血压与心肌做

功指数的关系分析[J] . 蚌埠医学院学报,2016,41(9):1149.
[6] 摇 薛卫红,杨静芳,王瑛,等. 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障碍的影响

因素及护理对策[J] . 蚌埠医学院学报,2015,40(12):1729.
[7] 摇 袁川,李红兵. 小剂量右美托咪定对全身麻醉高血压患者血

流动力学及麻醉效果的影响[ J] . 河北医学,2014,20(11):
1818.

[8] 摇 李廷坤,汪蕾,孙亚林,等. 右美托咪定对丙泊酚全麻患者恢

复期脑电双频指数和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J] . 郑州大学学报

(医学版),2015,50(1):107.
[9] 摇 农凤秋,桂见军,陈建江,等. 右美托咪定与咪达唑仑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镇静效果的比较研究 [ J] . 国际呼吸杂志,
2016,36(10):763.

[10] 摇 王晓芳. 右美托咪定持续输注对老年患者血流动力学麻醉药

用量及术后苏醒的影响[J] . 河北医学,2016,22(1):75.
[11] 摇 BALKANAY OO, GOKSEDEF D, OMEROGLU SN, et al. The

dose鄄related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on renal functions and
serum neutrophil gelatinase鄄associated lipocalin value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a randomized, triple鄄blind,
placebo鄄controlled study [ J] . Interact Cardiovasc Thorac Surg,
2015,20(2):209.

[12] 摇 LEE CW,KIM M. Effects of preanesthetic dexmedetomidine on
hemodynamic responses to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treatment for hypertension: a randomized,
double鄄blinded trial[J] . Korean J Anesthesiol,2017,70(1):39.

[13] 摇 LI YH, WANG YQ, ZHANG YJ, et al. Influence of
dexmedetomidine on the tourniquet related responses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receiving unilateral knee arthroplasty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J] . J Arthroplasty,2015,30(8):1359.

[14] 摇 GULER L,BOZKIRLI F,BEDIRLI N,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vs. ketamine in cardiac ischemia /
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鄄preliminary study [ J] . Adv Clin Exp
Med,2014,23(5):683.

[15] 摇 陈春玲,陈美芳,陈冯琳,等. 小剂量右美托咪定对高血压患

者全身麻醉苏醒质量的影响 [ J] . 中国基层医药,2017,24
(14):2156.

[16] 摇 PANCHGAR V, SHETTI AN, SUNITHA HB,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ravenous dexmedetomidine on perioperative
hemodynamics,analgesic requirement,and side effects profil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J] . Anesth Essays Res,2017,11(1):72.

(本文编辑摇 刘梦楠)

(上接第 922 页)
[5] 摇 张佩兰,张辰昊,陈岩,等. 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急性缺血

性卒中临床研究[J] .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2013,4(13):
291.

[6] 摇 FURIE KL,KASNER SE,ADAMS RJ,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or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a guidelin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 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J] . Stroke,2011,
42(1):227.

[7] 摇 YOSHIDA M,TOMITORI H,MACHI Y,et al. Acrolein,IL鄄6 and
CRP as markers of silent brain infarction [ J] . Atherosclerosis,
2009,203(2):557.

[8] 摇 YOSHIDA M,HIGASHI K,KOBAYASHI E,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images of silent brain infarction,carotid atherosclerosis

and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y,and plasma levels of acrolein,IL鄄
6 and CRP[J] . Atherosclerosis,2010,211(2):475.

[9] 摇 AOKI J,KIMURA K,KOGA M,et al. NIHSS鄄time score easily
predicts outcomes in rt鄄PA patients:the SAMURAI rt鄄PA registry
[J] . J Neurol Sci,2013,327(1 / 2):6.

[10] 摇 RUBIERA M,RIBO M,PAGOLA J,et al. Bridging intravenous鄄
intra鄄arterial rescue strategy increases recanalization and the
likelihood of a good outcome in nonresponder intravenous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鄄treated patients:a case鄄control study[ J] .
Stroke,2011,42(41):993.

[11] 摇 张通. 中国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2011 完全版) [ J] . 中国康

复理论与实践,2012,18(4):301.

(本文编辑摇 刘梦楠)

629 J Bengbu Med Coll,July 2019,Vol. 44,No.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