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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性脑卒中致残率、致死率较高。近年来，国内外许多

文献均有脑梗死后体温变化导致病情进展的报道，因此，对体

温变化影响脑组织病理生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缺

血性进展性脑卒中与体温变化进行综述。

1 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 PS) 的定义

关于进展性脑卒中目前并无统一的定义，国外曾应用演变

性脑卒中、恶化性脑卒中和 PS 等来描述。目前对 PS 的时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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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h 内) 进展的脑卒中〔1〕和发病一段时间后( 在某一

时点如 6 h、数日或 2 w 以后) 仍进展的脑卒中〔2〕。

2 体温变化与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恶化的关系

2. 1 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恶化与入院时体温的相关研究 由于

脑卒中发病时患者的体温不能及时测量，许多学者测定急性期

脑梗死患者刚入院时的体温，并分析其与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恶

化的相关性。Whiteley 等〔3〕收集发病 24 h 之内的急性脑梗死

患者 44 例，测量入院时和入院后 5 d 正常脑组织与缺血区脑组

织的颅脑温度，结果发现: 入院后在弥散加权成像( DWI) 示缺

血区 脑 组 织 的 平 均 温 度 为 38. 4℃，在 DWI 正 常 脑 组 织 为

37. 7℃，高白细胞介素( IL) -6、C 反应蛋白( CＲP) 及高纤维蛋白

原水平与入院时缺血区脑组织的温度增高存在相关性。炎症

过程可能是导致梗死区温度升高的原因，特别是在围梗死区，

这一区域新陈代谢活性增加。这种增强的代谢率导致围梗死

区有限的能量和氧气供应枯竭，从而增加了缺血区脑组织向梗

死区的转化。
然而，Den Hertog 等〔4〕观察 1 332 例新发脑卒中患者中，入

院时间平均为脑卒中发病后 6 h，入院时体温平均为 36. 9℃，其

中 160 例( 12% ) 患者体温超过 37. 5℃，入院时体温升高的比

例，在缺血性脑卒中( IS) 、出血性脑卒中、腔隙性脑梗死及非腔

隙性脑梗死中没有明显差别。没有观察到脑卒中类型的严重

程度与入院时体温之间存在相关性，入院时体温与神经功能的

恶化及死亡率之间也无相关性。
2. 2 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恶化与急性期峰值温度的相关研究

脑卒中后不同患者体温波动幅度不同，多认为与患者的基础疾

病、有无感染、体质及精神状态等有关，许多学者记录脑卒中后

3 d 或 7 d 内的最高体温，并分析其与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恶化

之间的关系。付海龙等〔5〕通过 100 例 PS 患者与 236 例非 PS
患者的对比研究发现，高热组进展发病率明显高于中低热组，

高热( 体温≥39. 0℃ ) 、肺部感染可作为 PS 的预测指标。脑卒

中后体温增高对神经功能的影响，在国外文献也多有报道，Sai-
ni 等〔6〕对 5 305 例急性脑卒中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示，不同

时间点的温度变化与神经功能恶化的相关性分别为 95% CI 基

础体温 1. 2 ( 1 ～ 1. 4 ) ，8 h 1. 7 ( 1. 2 ～ 2. 2 ) ，24 h 1. 5 ( 1. 2 ～
1. 9) ，48 h 2( 1. 5 ～ 2. 6 ) ，72 h 2. 2 ( 1. 7 ～ 2. 9 ) ，和第 7 天 2. 7
( 2 ～ 3. 8) 。研究结果示，在急性 IS 患者，发热与神经功能恶化

有关。在发病后的第 1 周内，发热出现越晚，临床预后越差。
IS 发病后 3 ～ 6 h 内及时溶栓治疗能有效改善神经功能，

溶栓后体温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神经功能的恢复，Idicula 等〔7〕研

究 127 例接受溶栓治疗的急性脑卒中患者，于溶栓后测定5 d之

内的最高体温值，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示，溶栓后的高体温值与

神经功能恶化存在相关性。同样的，Millan 等〔8〕用组织型纤溶

酶原激活剂( tPA) 治疗 254 例发病 3 h 以内的急性脑卒中脑患

者，于入院后 24 ～ 36 h 内通过颅脑 CT 评价梗死面积的变化。
结果发现，入院 24 h 后的体温与脑卒中严重程度和低密度体积

之间存在相关性。在血管未能再通的患者中，其相关性更明

显。入院后 24 h 体温≥37℃，与急性脑梗死溶栓治疗后的低再

通率、脑梗死面积增大及神经功能恶化之间存在相关性。
Den Hertog 等〔9〕收集 1 400 例急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与安慰剂组，于发病 12 h 内，分别给予对乙酰氨基酚或

安慰剂治疗。在 697 例接受对乙酰氨基酚治疗的患者中有 260
例( 37% ) ，在 703 例接受安慰剂治疗中有 232 例( 33% ) 神经功

能改善超过预期( 〔OＲ〕1. 20，95% CI0. 96 ～ 1. 50 ) 。接受对乙

酰氨基酚治疗组有 55 例 ( 8% ) 神经功能恶化，安慰剂组有 70
例 ( 10% ) 神经功能恶化。对研究结果进行析因分析后发现，

采用对乙酰氨基酚治疗能改善神经功能的恶化。
2. 3 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恶化与急性期不同时间段的体温变化

的相关研究 Millan 等〔8〕研究发现在发病后第 1 个 24 h 内的

体温增高会减少 24 h 内的血管再通，增加脑梗死体积，导致神

经功能恶化。而张世荣〔10〕对急性脑梗死患者 158 例分析表

明，脑卒中患者发病后体温轻度增高对神经缺损恢复影响不明

显，高体温能明显抑制患者神经功能恢复。体温在 6 ～ 12 h 的

升高为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恶化的独立预测因子。
由于受亚低温诱导方式的限制，临床中通过亚低温治疗脑

卒中的相关研究较少，许多学者于脑卒中动物实验模型实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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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干预，以探讨脑卒中后亚低温治疗与神经功能恢复之间的关

系。Zhang 等〔11〕用成年 Sprague-Dawley 大鼠制作脑梗死模型，

在发病后( 0 ～ 60 min) 内实施低体温干预，发现能减少梗死区

乳酸含量和脑组织脂质过氧化，减少梗死区 Na+、Ca2+ 含量，增

加 K+含量; 在发病后 90 min 实施低体温干预对梗死区水肿、
Na+、Ca2+、K+含量的变化影响不大; 类似的，Zhao 等〔12〕选择成

年 Sprague-Dawley 大鼠，通过在大脑中动脉注射 20℃ 6 ml 冷盐

水诱导轻度低体温，结果发现: 距夹闭大脑中动脉( MCA) 后

1. 5、2、2. 5 h 诱 导 低 体 温 能 明 显 减 少 缺 血 面 积 ( 分 别 是

16. 79% ±2. 51%，23. 09% ±4. 63%，25. 19% ±7. 82% ) ，而距夹

闭 MCA 3 h 后诱导低体温，两组之间缺血面积差别不明显。

3 温度变化影响缺血区脑组织病理生理的机制

3. 1 炎症 脑梗死后发热的病因包括许多方面: 体温升高可

能继发于脑梗死本身或与代谢、炎症有关。体温升高包括感染

和非感染因素。感染主要为肺感染、泌尿系感染和压力性溃疡

等，非感染性发热与脑卒中的严重程度、梗死部位损害下丘脑

体温调节中枢等有关。脑卒中致脑损伤后释放白细胞介素

( IL) -Ip、肿瘤坏死因子( TNF) -α、IL-6 等细胞因子，可能通过细

胞间隙扩散或脑脊液、血液直接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及

交感神经系统，出现外周血单核细胞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 -
DＲ 表达水平下降等改变，以致产生外周细胞免疫抑制引起脑

卒中相关性感染( SAI)〔13〕。黄焕章等〔14〕研究显示，在发病最

初 48 h 神经功能损害加重病人的脑脊液和血浆中 IL-6 水平比

无加重的病人显著增高。IL-6 除了参与局部脑缺血后急性期

反应外，其水平还与早期临床恶化相关。发生 IS 后升高的 IL-6
水平提示患者 12 个月内的生存率降低〔15〕。IS 急性期的某些

炎症反应标志物也与复发有关，较为肯定的有 CＲP、纤维蛋白

原( Fg) 。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黏附和渗出发生于 IS 发作 24 ～
48 h 后。病灶内渗出的白细胞连同激活的多种胶质细胞释放

各种有害分子如蛋白酶、谷氨酸、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自由基、

前列腺素、一氧化氮( NO) 等，这些炎症分子既可加剧炎症细胞

黏附渗出而致炎症恶性循环，又可损害细胞、血管和细胞外基

质〔16〕，结果致血脑屏障( BBB) 破坏、脑水肿和细胞死亡加剧，

导致神经功能恶化。
3. 2 谷氨酸的兴奋毒性 Campos 等〔17〕使用非侵入性磁共振

光谱测 量 颅 脑 温 度，将 动 物 放 置 于 不 同 的 实 验 条 件 ( 低 温

33℃，常温 37℃，高温 39℃ ) ，通过注射谷氨酸与草酰乙酸调节

颅脑中谷氨酸水平。结果发现: 颅脑中谷氨酸的水平可中和体

温升高对神经功能的有害影响。脑卒中急性期体温升高导致

神经功能恶化的重要机制是谷氨酸的兴奋毒性。
3. 3 DNA 的 分 解 Satoh 等〔18〕研 究 发 现，体 温 轻 度 升 高

( 38℃ ) 会加速长爪沙鼠短暂性脑缺血后海马 CA1 区锥体神经

元 DNA 的断裂。Galectin-3，一种 β-半乳糖苷酶结合凝集素，仅

通过沙土鼠前脑缺血后海马 CA1 区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分泌表

达。Satoh 等〔18〕观察到，在 37℃ ～ 39℃ 之间，在短暂性脑缺血

后 CA1 区的小胶质细胞 Galectin-3 表达对温度有明显的依赖

性。认为，小胶质细胞 Galectin-3 表达的增强是温度升高导致

的神经损伤的重要环节。小胶质细胞是颅内主要免疫细胞，在

静息状态下对维持颅内环境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但对脑内环

境变化非常敏感，当内环境发生改变时，如体温明显升高，小胶

质细胞迅速激活，产生大量的神经毒性因子，对脑细胞产生损

伤作用，影响脑梗死后神经功能的恢复〔19〕。
3. 4 对脑血流的影响 体温增高也可由于颅内压和脑血流的

增加而出现〔20〕。体温增高也与氧化应激，细胞骨架和转导激

酶等的改变有关〔21〕。

4 低温治疗 IS 的相关研究

在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动物研究中，低温是一项极具治疗前

景的神经保护方法〔22〕。在缺血性脑血管病中，特别是在缺血-
再灌注过程中，BBB 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常遭到破坏，导致

BBB 通透性增加、水肿形成和出血转变等。脑部温度是调节

BBB 的一项重要因素〔23〕。Mohammadi 等〔24〕研究显示，在短暂

性脑缺血模型中，NO 合酶( NOS) 活性增加，组织 NO 产量增

加，在不影响缺血脑组织动脉血压和血流的情况下，破坏脑血

管的完整性，导致水肿的形成。低温( 31℃ ～32℃ ) 也抑制缺血

后 NO 的生成，减少 NO 对 BBB 的破坏，减轻脑水肿，产生神经

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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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居照料作为机构养老的主要形式，需要为入住养老机构

的老年人提供长期住养及照护服务，一直以来在世界各国社会

养老服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为应对快速发展的人口

老龄化，正在大力建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

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大量建设养老院、
老年护理院等机构养老设施，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英国

是世界上最早开展老年人院居照料服务的国家，其起源可追溯

到近代收容贫困人口的济贫院时期，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20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需求的

不断变化，英国院居照料服务的社会角色也发生明显转变。本

文旨在通过对英国当代老年人院居照料服务的社会角色进行

分析，为我国机构养老设施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1 英国老年人院居照料服务的角色转变

二战后，英国推行福利国家建设，由政府大量兴建机构养

老设施，把老年人集中起来共同生活，并提供免费的院居照料

服务。由于主导思想存在偏差，缺乏区分医疗照护与社会关怀

的界线，片面强调机构养老具有的专业护理优势，忽视社区照

料的社会作用，导致当时有许多身体状况仍然相对较好的老年

人长期住在养老院或医院，而一些真正需要入住的老年人却因

床位不足只能留在家里，并且人们还发现长期住在养老院远离

社区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利。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爆

发，西方国家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同一时期，英国 65 岁

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 14%〔1〕，进入老龄社会。公共财政负担

进一步加重，由政府包办的高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社会福利制

度改革势在必行。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英国遵循社会福利社会化、多元

化的原则，在社会福利领域引入“准市场化”机制，政府尽可能

减少扮演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而让私营部门直接充当服务提供

者，通过私营化和市场化将福利国家改造为福利社会。即便如

此，政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是社会服务的主要购买者、

政策法规的制定者与监督者。社会服务的支出实际上绝大部

分来自政府预算，私营和第三方( 志愿者) 组织的服务依旧在政

府的计划之内。以此为契机，英国私营老人护理院的数量迅速

增长，在全部社会养老服务中的份额明显增加，由此带动接受

院居照料服务的老年人总数大幅增长。据统计，在 1980 年英

国地方政府提供 63%的院居照料床位，私营部门提供 17%，但

到了 2002 年，两者的市场份额正好发生翻转，此后这一趋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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