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Ａ�Ｈｉｎｄ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Ｌ�ＷａｔｋｉｎｓＬＬ�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ｏｌ-
ｏｇｙ〔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2005；46：656-9∙

19　ＣａｒｎｅｙＲＭ�ＦｒｅｅｄｌａｎｄＫＥ�ＶｅｉｔｈＲＣ∙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ｎｅｒｖ-
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Ｍｅｄ�2005；67
（Ｓｕｐｐｌ1）：Ｓ29-33∙

20　ＤｒａｇｏＳ�ＢｅｒｇｅｒｏｎｅＳ�ＡｎｓｅｌｍｉｎｏＭ�ｅｔ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
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ｒｏ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
2007；115（1）：46-51∙

21　ＣｕｒｔｉｓＢＭ�ＯＫｅｅｆｅＪＨＪ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ｔｏｎｅａｓａ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ｆａｃ-
ｔ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ｆｉｇｈｔｏｒｆｌｉｇｈｔ〔Ｊ〕∙ＭａｙｏＣｌｉｎＰｒｏｃ�2002；77：
45-54∙

22　ＣａｒｎｅｙＲＭ�ＦｒｅｅｄｌａｎｄＫＥ�ＳｔｅｉｎＰＫ�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ＱＴ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Ｊ〕∙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ｄ�
2003；65：177-80∙

23　ＢｌｕｍｅｎｔａｌＷＡ�Ｇｏｍｅｚ-ＣａｍｉｎｅｒｏＡ�ＲｕｓｓｏＬＪ�ｅｔａｌ∙Ｄｏｅｓｐａｎｉｃ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ｄ�

2005；67（5）：688-91∙
24　ｍｃＣａｆｆｅｒｙＪＭ�Ｆｒａｓｕｒ-ＳｍｉｔｈＮ�ＤｕｂｅＭＰ�ｅ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ｖｕｌ-

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ｇｅｎ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ｏｔｏ-
ｎｉｎ〔Ｊ〕∙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ｄ�2006；68：187-200∙

25　ＮａｋａｔａｎｉＤ�ＳａｔｏＨ�ＳａｒａｔａＲ�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ｎｅｗ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ｖ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

ａ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Ｊ〕∙ＡｍＨｅａｒｔＪ�2005；150：652-58∙
26　陆惠华�高　天�虞华英�等 ∙现代老年医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Ｊ〕∙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09；7（3）：5-7∙
27　毛庆娟�张　富�熊爱莲�等∙心理护理配合药物治疗冠心病后抑

郁对照研究〔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1）：20-1∙
28　安　磊∙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安全应用与评价〔Ｊ〕∙中国

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2008；8（4）：253-7∙
〔2010-07-27收稿　2010-08-20修回〕
（编辑　张树相／张雨林 ）

进展性脑卒中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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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潍坊医学院教学医院潍坊市中医院
通讯作者：王泽颖 （1963-）�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脑血管病的研究。
第一作者：刘　磊 （1984-）�女�硕士�主要从事脑血管病的诊断及治疗

研究。

　　进展性脑卒中在临床上较常见�由于病情呈进展性恶化�
且发病机制复杂�治疗困难�致残率和致死率均较非进展性脑
卒中高�因此对于进展性脑卒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1　进展性脑卒中的定义
1∙1　术语上的界定　各文献说法不一�陈清棠等 〔1〕将局限性
脑缺血症状逐渐进展�呈阶梯式加重的卒中称为 “进展性脑卒
中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ｒｏｋｅ）”�陈兴洲等 〔2〕倾向于用 “恶化性卒中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ｏｋｅ）”表示任何原因导致的神经功能恶化的脑
卒中。王新志等 〔3〕将发病6ｈ后�病情仍在进行加重的脑梗死
称 “进行性脑梗死 ”或 “脑卒中进展期 ”�还有的文献称如 “演变
性脑卒中 （ｓｔｒｏｋｅｉ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ｓｔｒｏｋｅ）”、“缓慢进展型卒
中 ”、“进展性脑梗死 ”。
1∙2　时间上的界定　目前对进展性脑卒中时限上的界定尚未
形成统一的标准�总体上可以分为发病一段时间内 （如发病
48、72ｈ甚至7ｄ或更长时间内 ）进展的脑卒中和发病一段时
间后 （在某一时点如6ｈ、数日或2ｗ以后 ）仍进展的脑卒中。

1∙2∙1∙　发病一段时间内进展的脑卒中
1∙2∙1∙1　发病某一确定时间内进展的脑卒中　现行教科书 〔4〕

认为�发病后48ｈ内神经功能缺损症状逐渐进展或呈阶梯式加
重的缺血性脑卒中为进展性脑卒中。Ｖｉｌａ等 〔5〕认为�发病48ｈ
内加拿大脑卒中量表评分降低至少1分为脑卒中进展。欧洲
进展性脑卒中研究组 （ＥＰＳＳ）定义法 〔6〕采用斯堪的那维亚评分
系统�将进展性脑卒中定义为：脑卒中发作后3ｄ内�经过连续
的神经功能评价�患者意识水平、臂、腿或眼的运动评分下降≥
2分和 （或 ）语言评分下降≥3分或 72ｈ内出现死亡。Ｂｅｎｔ
等 〔7〕采用神经缺损评分量表 （ＳＳＳ）评分法：72ｈ内患者意识水
平、臂、腿或眼的运动评分下降≥2分列为进展性脑卒中。
1∙2∙1∙2　发病某一不确定时间内进展的脑卒中　陈清棠等 〔1〕

将进展性脑卒中定义为局限性脑缺血症状逐渐进展�呈阶梯式
加重�可持续6ｈ至数日。还有人认为进展性脑卒中是指患者
在数日时间内出现逐渐加重的神经系统缺损 〔8〕。但是到目前
为止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然而应用最为广泛的定义还是将
在最初的48ｈ或72ｈ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表评
分≥4分定义为早期神经功能恶化 〔9〕。
1∙2∙2　发病一段时间后进展的脑卒中　王新志等 〔3〕认为进展
性脑梗死又称进行性脑梗死或脑卒中进展期�指发病6ｈ后�病
情仍进行加重。蒋雨平等 〔10〕认为疾病和局灶症状缓慢出现�
逐渐加重�数日或2ｗ后仍然加重为进展性脑卒中。
1∙3　性质上的界定　关于脑卒中进展的性质也说法不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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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多数人倾向于用进展性脑卒中和恶化性脑卒中来界定卒

中进展的性质。关于进展性脑卒中�有学者 〔11〕认为是病变本
身的进展�多见于48～72ｈ内�多与病变本身有关�因出血和缺
血的进展或因组织坏死加重而出现神经功能恶化。还有人认
为 〔12〕是血栓逐渐发展使脑缺血和脑水肿范围继续扩大�进而
导致脑卒中进展。而恶化性脑卒中多是指病情程度的进展�多
与全身因素 （发热感染、营养障碍等 ）和由卒中后继发性损害
（脑水肿、瀑布反应等 ）有关�这些是医源性因素或脑卒中后的
共性因素而导致的加重 〔2〕。但国外却很少用进展性脑卒中和
恶化性脑卒中来界定脑卒中进展的性质�而是将进展性脑卒中
分为早期进展阶段和晚期进展阶段�认为 〔13〕脑卒中后早期神
经功能障碍的进展性加重是由于梗死本身机制的作用�与血流
动力学及新陈代谢因素的关系更加密切�晚期进展是由全身因
素造成的�常归因于系统的并发症�如感染�吸入及脑卒中
复发。
1∙4　内容上的界定　近年来关于进展性脑卒中的内容也颇有
争议�认为随着近年神经影像学的普及应用�明确显示在脑出
血早期存在有血肿扩大�导致病情进展�因此也有人认为 〔11〕：
不应把进展性脑卒中仅限定在缺血范围�而应该包括出血性脑
卒中。

2　进展性脑卒中的流行病学资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等 〔14〕对 1964例新发脑梗死患者分析发现�有
33∙6％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住院患者在48～72ｈ内出现神
经功能恶化。欧洲进展性脑卒中研究组 〔6〕对628例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的一项研究表明�早期进展性脑卒中占总死亡率和长
期致残率的比重很大。起病72ｈ内出现神经功能恶化的脑梗
死患者住院死亡率为40％�无神经功能恶化的患者为8％�3个
月时不良预后的发生率前者为 77％�后者为 30％。巴塞罗那
脑卒中登记处对3577例48ｈ内新发脑梗死患者的研究也得
出相似的结论�大约有37∙1％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引起脑
卒中进展 〔15〕。

3　进展性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及预测
3∙1　临床因素　长期高血压或应激状态下的高血压均可使脑
循环、脑灌注改变加重梗死。一项研究 〔16〕表明在脑卒中发生
后24ｈ内�收缩压每升高 10ｍｍＨｇ�神经功能恶化率增加
20％�特别是对于心因性脑卒中患者�在脑卒中发生后的12～
36ｈ内收缩压升高与早期的神经功能恶化具有独立的相关性。
Ｍａｒｔｉｎ等 〔17〕认为脑卒中发生后的24ｈ内收缩压大于200ｍｍ-
Ｈｇ可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表 （ＮＩＨＳＳ）评分增加�导
致脑卒中进展。Ｂｅｒｅｃｚｋｉ等 〔18〕的研究认为高血糖可加重神经
功能恶化�并且可导致偏瘫等更差的临床结局。Ｎａｇａｋａｎｅ
等 〔19〕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对急性脑卒中病人进行 ＭＲＩ扫描�
进展性脑卒中组病人更易发现病灶�且预后比急性脑卒中组
差�在磁共振灌注成像 （ＤＷＩ）上的病灶体积可以早期预测神经
功能恶化的严重程度。同时发热、感染、消化道出血、精神因
素、医源性因素、头痛等其他因素也是导致脑卒中进展的危险
因素。此外还有研究 〔20〕证实�脑梗死患者的年龄和卒中发生

时的严重程度均是脑卒中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Ｅｍｉｌｙ等 〔21〕对
140例以色列人进展性脑卒中的发病率及特点的前瞻性研究表
明：帕金森病、肥胖、高脂血症、失语症在脑卒中进展组更为普
遍�回归分析表明帕金森病和肥胖是脑卒中进展的危险因素。
3∙2　生化因素　有研究 〔22〕显示进展性脑梗死组患者 Ｄ-二聚
体显著高于非进展组�说明Ｄ-二聚体可以作为预测进展性脑梗
死的标志物。Ｍａｌｌｏｌａｓ等 〔23〕发现谷氨酸运载体 （ＥＡＡＴ2）基因
的启动因子中有一种高度流行的同质异像体�并且产生了一个
新的转录抑制因子 （ＧＣＦ2）�认为这种突变基因型与体内谷氨
酸浓度升高及人类脑卒中早期神经系统恶化的高发性有关。
还有人 〔20〕认为脑脊液分泌水平也是脑梗死进展的独立危险因
素�进展性脑卒中患者的脑脊液分泌水平与非脑卒中患者相比
有明显的降低。Ｂｒｏｕｎｓ等 〔24〕研究得出结论：脑脊液中胶质纤
维酸性蛋白 （ＧＦＡＰ）和 Ｓ100Ｂ蛋白含量与脑卒中进展、梗死体
积及3个月后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量表 （ｍＲＳ）评分均有关。还有研
究 〔25〕得出结论：脑脊液中5-羟色胺酸水平在进展性脑卒中组
含量更高�且能预测进展性脑卒中的预后。此外高同型半胱氨
酸、血小板膜糖蛋白、血清一氧化氮及血浆内皮素、血浆铁蛋
白、超敏Ｃ反应蛋白等因素也均与脑卒中进展有关。

4　进展性脑卒中的治疗
　　关于进展性脑卒中的治疗问题�首先应积极控制危险因
素�规范化治疗合理用药：（1）正确调控血压 Ｌｅｉｒａ等 〔26〕研究证
实�脑卒中急性期不适当应用降压药物�特别是在脑卒中发生
的最初8ｈ内收缩压下降大于27∙3ｍｍＨｇ�可加重早期神经功
能恶化。（2）积极控制感染、血糖强力纠正高热、高血糖 （特别
是糖尿病患者 ）和脑水肿的方法已被推荐应用。一项荟萃分
析 〔27〕表明�高血糖独立于其他的危险因素�对各种血管疾病具
有双重的危险�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系数为 2∙27（ＨＲＳ：
1∙95～2∙65）�对于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系数为 1∙56（ＨＲＳ：
1∙19～2∙05）。 （3）明确引起脑卒中进展的机制 由于血流动力
学的改变而导致的脑卒中进展�目前认为改善和增加脑血流是
抑制进展性脑卒中发生的有效治疗手段。2007年美国心脏学
会／美国脑卒中学会 （ＡＨＡ／ＡＳＡ）成人缺血性脑卒中的早期处
理指南提出�采用药物诱导高血压以增加脑血流量可能有益�
但同时应密切监测神经和心脏功能 〔28〕。此外�可以用血管扩
张剂改善脑血流量。通过静脉内输注扩充血容量的药物 （如羟
乙基淀粉 ）�可增加脑血流�对病情恶化的控制是有效的。对于
动脉-动脉栓塞引起脑卒中进展的病人应酌情应用抗凝剂�尽
可能阻止血栓扩大或延伸。 （4）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由于进展
性脑卒中病人病情不稳定�且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因此严密
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及时对症处理对于防止病情进展具有重
要作用。

5　小　结
　　至今为止对进展性脑卒中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诊断及
治疗标准。定义方面各文献说法不同�术语众多�时间、性质、
内容等方面的界定标准不同�因而给诊断带来一定的困难�更
为棘手的是�有时无法在一个时点上对本病做出正确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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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须在入院后一段时间内�经过专业人员一段时间的观察才
能确定是否进展�这就使得目前对本病的研究难免鱼龙混杂�
各执一词�因此尽快制定出统一的诊断标准是当务之急。在此
之前应加强宣传�建立脑卒中绿色通道�使病人在发病后第一
时间内接触到专业医生�以提高进展性脑卒中的诊断率�为获
得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资料打下基础。另外高血压、糖尿病、发
热等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危险因素�但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及其
对进展性脑卒中的预测价值仍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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