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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影像学技术的发展，不同病因脑白质病

变的检出率越来越高。其中，缺血性脑白质病变 ( WML) 是最

常见的白质脑病类型之一。在 60 岁以上老年人，计算机断层

扫描( CT) 和磁共振成像( MRI) 的 WML 检出率分别高达 7% ～
30%和 8%～100%〔1〕。多项研究认为 WML 是认知功能下降及

痴呆的早期信号之一〔2，3〕，且白质疏松的严重程度与认知功能

的下降呈正比〔4〕，故及早发现 WML，明确病因，分清 WML 的危

险因素是研究优先解决的问题。WML 是一个慢性病变过程，

受多因素影响，目前公认的主要因素有高龄与高血压〔5〕，其中

高血压是脑白质病变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6〕。本文就 WML 与

高血压及血压动态变化和昼夜节律的关系进行综述。

1 WML 与高血压的关系

随着脑白质损害临床和病理相关证据的大量涌现，普遍认

为脑白质损害是小血管病变所致。脑白质区的血管解剖因素

是造成该区易损的主要原因，脑室周围深部白质主要由穿支动

脉供血，导致脑室壁周围 3～10 mm 范围成为白质区域的“远端

供血区”，即动脉供血的分水岭区，长期慢性高血压引起颅内小

动脉和深穿支动脉管壁增厚，玻璃样变性而致管腔狭窄，因此

在脑缺血或发生低灌注时该区极易发生缺血改变〔7〕。另一种

潜在的机制是长期高血压可造成小动脉硬化，导致脑血管通透

性较高，血管屏障完整性破坏及血管对血压波动耐受力下降，

脑血管调节功能受损，导致脑白质区水肿，渗出增加，胶质细胞

增生及炎症性改变等，在 MRI 上表现为脑室周围高信号灶〔8〕。
Ikram 等〔9〕认为脑内小动脉易于受到轻度升高的血压影响，由

于脑白质血供的解剖学特点，高血压会导致脑白质病变。
大量研究〔10～12〕证实脑白质病变与许多脑血管病危险因素

相关，但与高血压的关系是主要的，同时研究也证实血压控制

好的高血压患者发展为脑白质病变的风险降低〔13〕。Verhaaren
等〔14〕对 665 例无痴呆人群进行长期研究，经线性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收缩压( SBP) 、舒张压( DBP ) 均与 WML 病变进展明显

相关，在调整基线水平的脑白质病变体积后，只有 SBP 与脑白

质病变进展成独立相关性，结果还显示抗高血压治疗虽未控制

到理想的血压，但比未抗高血压治疗的脑白质病变进展程度

小。Godin 等〔15〕对 1 319 例年龄≥65 岁老年人群经过 4 年的

观察，结果同样显示抗高血压治疗可以减轻 WML 进展，研究结

果还显示 SBP 与 DBP 越高，脑白质病变进展越明显，DBP 是脑

白质病变进展的预测因子，在开始研究时 DBP 水平越高，脑白

质病变进展越明显。de Leeuw 等〔16〕研究确认 WML 及病变程

度不仅与 SBP 相关，与 DBP 升高也相关。但部分研究〔17，18〕认

为脑白质病变与 SBP 升高相关，有脑白质病变患者组与无脑白

质病变的患者组 DBP 无明显差异，脑白质病变程度主要与 SBP

水平及 SBP 负荷呈正相关，与 DBP 关系不大。

2 WML 与动态血压的关系

流行病学已经证实高血压与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

有密切关系，然而正常情况下血压在 24 h 内并非恒定不变，而

是在适当范围内存在自发性波动，以保持器官足够的血流量。

·7552·赵曼丽等 动态血压与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关系的研究进展 第 10 期



血压波动常常与血压升高伴存，血压骤升或骤降既可导致血压

升高又可作为高血压的后果，容易损伤脑血管的自调功能。随

着动态血压监测技术的发展，对血压波动的研究逐步深入，可

有效反映血压波动和活动状态下的情况，Mancia 等〔19〕已经报

道 24 h 动态血压( 白天、夜间、24 h 平均血压水平) 对靶器官损

害比偶测血压更严重。
Goldstein 等〔20〕研究 144 例既往无高血压病史的老年患者

( 55～79 岁) ，发现由 MRI 所监测的脑白质疏松程度越重，SBP
( 24 h，日间，夜间) 水平越高，且日间 SBP 的波动范围越大。
Tohgi 等〔21〕研究 Binswanger 患者的平均 SBP 水平和 SBP 的变

化量均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 SBP 的波动可导致穿支动脉远端

的脑白质发生缺血改变。Puisieux 等〔18〕回顾性分析 79 例老年

患者血压动态变化与颅脑 CT 所监测的 WML 之间的关系，发现

SBP 的波动可能是导致老年发生 WML 独立危险因素，WML 程

度不仅与 SBP 水平相关，与 SBP 波动和 SBP 最大变化量也呈

正相关，而且 SBP 水平与 SBP 的波动又相互关联。Godin 等〔15〕

研究 证 实 WML 的 存 在 与 平 均 SBP 和 SBP 波 动 相 关 联。
Gómez-Angelats 等〔22〕研究中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与 WML 的

相关性，结果显示虽然不独立于血压的升高，但是长期的 SBP
变化与 WML 相关。Sander 等〔23〕对 227 例 55 岁以上的健康人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有 WML 的患者与无 WML 的患者相比，脑

白质病变组患者年龄偏大，多有高血压病史，白天平均 SBP 水

平升高，SBP 的变化大。Avet 等〔24〕研究 830 例健康的老年人

群，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脑白质病变分值与 24 h SBP、DBP，白天

的 SBP、DBP 及夜间 SBP 相关，与诊室 SBP、DBP 及夜间 DBP

无明显相关性，且发现导致脑白质病变的临界血压是 24 h 平均

SBP＞123 mmHg。相 反，Shimada 等〔25〕研 究 发 现 血 压 变 化 与

WML 无 关，可 能 与 研 究 选 择 的 患 者 例 数 较 少，且 偏 于 中 年

有关。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通过 CT 还是 MRI 进行研究，

有无高血压病史，SBP 的波动与 WML 病变及程度相关，但是这

种相关多数是建立在 SBP 升高的基础上，多认为 SBP 越高，

SBP 波动则越大，那么就很难确定是 否 SBP 波 动 直 接 导 致

WML 病变; 对于中年人群血压波动与 WML 相关缺乏统一认

识。在 DBP 的动态变化与 WML 的相关性研究方面，多数研

究〔23，26〕认为 DBP 的变化与 WML 无明显相关性。

3 WML 与血压昼夜节律的关系

生理状态下人体血压存在着昼夜节律性改变，多呈双峰-

谷的杓型节律，这种正常的血压昼夜节律对适应机体活动，保

护心脑血管活动和功能是有益的，夜间睡眠血压是休息状态下

靶器官灌注需要最低时的血压，血压值较白天下降 10% ～ 20%

称为杓型血压，如夜间血压较白天血压下降幅度＜10%称为非

杓型血压，如下降幅度＞20%称为超杓型血压，如夜间血压较白

天血压升高称为反杓型血压。
Palatini 等〔27〕认为 24 h 血压昼夜节律变化和高血压引起

的心脑血管等靶器官损坏有密切关系，故目前研究除探讨脑白

质病变与各血压动态参数的关系，与血压昼夜节律的相关性研

究也逐渐增多，黄勇华等〔28〕研究 87 例急性腔隙性脑梗死患者

的资料结果显示脑白质疏松患者昼夜节律消失可在脑白质疏

松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Sander 等〔23〕研究结果显示血

压昼夜节律变化与脑白质病变程度独立相关，结果还提示高血

压患者及非高血压患者夜间 SBP 升高的比降低的发生 WML

的概率升高，进一步强调夜间血压升高是 WML 病变的重要因

素，特别是 SBP 昼夜节律改变类型与 WML 相关，与 DBP 昼夜

节律变化无明显相关性。Shimada 等〔25〕通过 24 h 动态血压检

测研究发现 WML 的程度与非杓型 SBP 相关; 任箐等〔29〕对 143
例老年高血压合并脑白质疏松的患者的研究显示，动态血压昼

夜节律的改变对 WML 严重程度有一定影响，其中超杓型最明

显，反杓型 及 非 杓 型 次 之，原 因 可 能 与 低 灌 注 有 关; 也 有 研

究〔30〕发现老年中非杓型与超杓型血压节律者无症状脑血管病

发病率高。相反 Gómez-Angelats 等〔22〕在研究 43 例中年高血压

的患者中发现合并 WML 的与无 WML 的患者之间在血压夜间

节律变化方面无明显区别，两组患者在非杓型与超杓型均无统

计学差异，分析原因考虑与研究为少量样本的中年患者，这些

中年患者的靶器官损伤比较轻有关。血压昼夜节律变化还会

出现晨峰现象，往往是夜间血压下降，而清晨觉醒起床后血压

急骤上升，晨峰血压往往是由交感神经调节导致，研究〔31，32〕已

经证实夜间昼夜节律变化及晨峰现象与心血管病相关。Kario

等〔33〕研究结果显示血压的晨峰现象与无症状性腔隙性梗死的

发生密切相关，晨峰现象可影响血小板聚集等从而导致脑血管

事件发生，晨峰血压及夜间血压可能是脑血管病变潜在的危险

因素〔34〕。Nagai 等〔35〕研究显示 WML 与血栓前状态相关，那么

晨峰血压是否因影响血栓前状态导致 WML，尚缺乏研究。虽

然研究证实了血压昼夜节律变化与脑白质病变一定的相关性，

但是目前与脑白质病变相关的血压昼夜变化类型尚无统一定

论，可能是由于各研究所选择的病例数多少、评定方法、所选病

例的年龄、高血压患病率、服用降压药情况等不同有关，而且目

前缺乏血压昼夜节律与脑白质病变程度及发生机制的探讨。

综上，目前对于血压与脑白质相关性的研究多集中在脑白质病

变与高血压病史及水平相关性的研究上，多数研究认为 SBP 与

WML 的发生及严重程度及进展程度相关，与 DBP 的关系结果

尚不一致，研究也逐渐证实了血压波动与 WML 的相关性，有利

于更详尽明确导致 WML 病变的高血压指标，便于针对性的早

期控制 WML 的进展。但是目前关于高血压与 WML 的研究仍

存在许多问题，包括:①目前关于脑白质病变与血压波动、变异

及血压昼夜节律的相关性研究相对较少，且结果不统一甚至矛

盾;②关于血压波动与 WML 相关性的研究中，SBP 波动往往与

血压水平升高呈正相关且伴随，SBP 水 平 与 SBP 波 动 均 与

WML 的发生及进展相关，很难确定单纯血压波动与 WML 独立

相关性;③目前国内外诊断血压波动异常的标准及血压波动参

数尚未达成共识，且动态血压监测技术本身存在不足，血压检

测时往往会改变活动量及日常生活及袖带充气等会影响睡眠

而使测量结果有所偏差，影响到研究的准确性; ④研究的人群、

既往史、服药情况及年龄不同，得到的结果不同。需要进一步

探讨导致结果不同的原因，以期通过规范化研究以了解血压波

动及昼夜节律变化对 WML 的影响，制定合理的降压方案，提高

高血压治疗效果，以减少高血压脑损害，预防脑白质病变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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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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