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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进展性卒中
（SIP）病名、诊断标准
进行综述及其分类；
在发病机制方面�归
纳了高血糖、缺血区
脑血流下降、感染等
对 SIP 造成的影响；
总结了改善灌注、管
理血压、低温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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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made an overview on Stroke in Progressive SIP in three aspects in this essay：the
concept�the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SIP；the aspects in pathogenesis than
affect SIP�such as hyperglycemia�degression of CBF in ischemic region�infection；summarize
the therapeutic method such as improving perfusion�administer blood pressure and cryothera-
py�etc．
Key words：stroke in progression；etiology ；diagnosis；therapy

中图分类号：R743．3　R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349（2005）06－0527－02
　　进展性卒中（stroke in progression�SIP）是指发病后神经功
能缺损症状在48h 内逐渐进展或呈阶梯式加重。属难治性脑
血管病�其发病率为29％～37％ ［1�2］。致残率、病死率较一般卒
中为高。SIP 事实上是多种原因、病理机制所产生的多种状态
的组合 ［3］�本文围绕 SIP 的诊断、病因及发病机制、治疗等作一
综述。
1　病名、诊断标准及其分类

陈兴洲等 ［4］将其归纳分为两类：恶化性卒中和进展性卒中。
前者指临床症状延迟性加重（3d～7d）�多与全身性因素有关；
后者指最初48h～72h 内出现的临床症状加重�多由缺血或出
血的进展或因组织坏死造成的神经功能恶化有关。并提出应用
客观地评价程序对 SIP 进行量化�如加拿大卒中量表评分下降
1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下降2分或3分。Davalos
等 ［5］则将斯堪的维亚卒中量表评分从入院到24h 语言能力下
降≥3分�意识或臂、手、腿运动力量下降≥2分即划分为早期进
展性卒中�而将从24h 至7d评分分值降低相同则诊断为晚期
进展性卒中。
2　病因及发病机制
2．1　高血糖　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 ［6－10］报道超负荷血糖的条
件下�机体血管内皮细胞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的表达及
血清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SICAM－1）的含量增加�并引起
广泛的微血管损伤�而导致糖尿病腔隙性脑梗死的发生�而超负
荷血糖的条件下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所致的脑组织缺血反过来

进一步促进 ICAM－1的表达�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
终导致更严重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生。张媚等 ［11］认为：脑卒中
加重与高血糖有明显关系�其血糖值与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评分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脑损害愈重�血糖应激反应愈明显�血
糖水平愈高；而脑卒中后高血糖可加重脑组织损伤�使脑卒中病
情恶化�导致恶性循环。
2．2　缺血区脑血流量下降　王洪新等 ［12］认为：SIP 的主要病
因为大血管闭塞�大血管病变可导致狭窄远端血流灌注减低�在
侧支循环不良的部位发生梗死�原狭窄程度加重或侧支血管闭
塞�使缺血半阴影区扩大�发展为 SIP。有文献报道 ［13］发病后
36h 内收缩压每增加2．5kPa�脑卒中进展的危险性下降0．66�

早期血压下降是肢体瘫痪症状加重的重要原因。引起血压下降
的原因可能为：①发病后血管调节功能障碍；②不适当的降压治
疗。
2．3　高温或感染　卒中发病后最初24h 内的高热�即使体温
轻度增高�也是预后不良和与其病因无关的早期神经功能恶化
的重要预测因素 ［14］。研究证实 ［15］�高温可加重脑梗死的神经
功能缺损症状、造成梗死面积的扩大、影响病人的预后。体温每
升高1℃�早期神经功能恶化的相对危险度增高8．2倍 ［16］。起
病前近期感染可以作为脑梗死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脑血管病
以起病后的感染居多�而病后感染往往加重脑血管病的病情�影
响瘫痪肢体功能恢复�也是导致脑血管病死亡的重要因素 ［17］。

Castillo 等 ［18］对260例缺血性脑血管病病人进行发病后72
h 观察�结果显示�158例（60．8％）出现缺血后高温（体温超过
37．5 ℃）�其中57．6％的病人有明显的感染征象。Georgilis
等 ［19］分析330例急性脑卒中病人后发现�37．6％的病人出现脑
卒中后高热�其中22．7％伴有明显的感染�14．8％的病人未找
到明确的感染灶。同样�Reith 等 ［20］观察了390例起病6h 的
脑卒中病人�并采用 CT 扫描来检测梗死灶体积�结果发现低体
温者44例（11％）�正常体温249例（64％）�体温增高者97例
（25％）。体温每升高1℃�脑梗死灶体积增大15mL。这可能
是由于脑缺血后高温影响缺血半暗带组织细胞的存活�局部组
织乳酸堆积；同时缺血组织中兴奋性氨基酸释放增加�加速神经
元坏死�使脑梗死灶体积增大。
2．4　其他　人疱疹病毒�特别是人疱疹病毒 HCMV 主要潜伏
于动脉血管内皮及内膜下平滑肌组织内 ［21］�而大血管平滑肌层
相对较厚�容易使病毒潜伏�病人在免疫功能降低状态下�潜伏
在动脉内膜、平滑肌内的疱疹病毒被激活�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进
行性加重�最终使动脉�尤其是大血管狭窄加重或闭塞。

研究表明 ［22］�急性脑梗死早期神经功能缺损的进展与血和
脑脊液（CSF）中谷氨酸（Glu）浓度增高有关�血中 Glu 浓度超过
130μmol／L 和 CSF 浓度超过50μmol／L 是发病48h 内病情恶
化 进展的重要预测指标。特别是 CSF 中 Glu浓度超过50
μmol／L 其预测价值更大。也有人认为 ［4］：谷氨酸是恶化性脑
梗死最有效的生化预测指标。症状出现最初24h 内�血浆谷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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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200μmol／L 和 CSF 谷氨酸＞8．2mol／L 预示神经功能恶化
的可能性达92％�血浆铁蛋白＞285ng／mL 也预示脑梗死早期
神经功能恶化。
3　治　疗
3．1　改善灌注　如果问题仅仅是没有足够的血液供应�那么直
觉判断�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努力增加血流�研究业已证
明�其他的解决办法�如改变凝血状态（使用肝素或抗血小板药）
和使用神经保护药是无益处�在血流不足的情况下不大可能有
明显效果。如血液本身不能到达缺血区�药物就不大可能达到
有效剂量。研究表明 ［23］�对进展性腔隙性梗死病人唯一有效的
治疗方法是增加脑血流�降低病人血压常会导致病情恶化。此
外�通过静脉内输注扩充血容量的药物（羟乙基淀粉）增加血流
量对改善病情恶化总是有效�可使所有病人病情改善。
3．2　重视急性脑梗死病人的血压管理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
分会1998年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处理建议》中指出�急性
脑梗死病人要慎用降压药。2001年第五届国际卒中会议提出�
急性脑卒中时�由于脑缺血区的损害�可以影响脑血流的自由调
节�血压急骤波动或升高均可影响脑的灌注压。因此�血压应维
持在（160～180／90～105）mmHg。目前国内掌握的原则基本
是：急性脑梗死尤其在发病1周内�收缩压＞180mmHg 或平均
动脉压≥130mmHg 时�可考虑降压治疗。有证据表明 ［24�25］�
用药物升高血压�输注清蛋白扩充血容量可限制脑梗死的体积。
3．3　低温　资料表明 ［26］�亚低温治疗急性进展性脑梗死不但
能明显缩小脑梗死病灶的体积�且对瘫痪肢体的功能改善有显
著疗效�说明亚低温能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起到脑保护作
用。
3．4　膦甲酸钠（PFA）　李明林等 ［27］对45例应用常规治疗不
能控制病情进展的 SIP 病人�加用抗病毒药 PFA 治疗�43例
PFA治疗后2d～5d 病情得到控制�表明神经功能的改善与
PFA抑制 HCMV 和 HSV 的 DNA 复制�控制其活动性感染�从
而遏制血栓进展的启动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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