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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血性脑卒中的早期神经功能恶化（early neuro-
logical deterioration�END）是指神经功能恶化发生在
发病的48或72h 内［1］�约占缺血性脑卒中的1／3［2］。
它是相对于发生更晚的晚期神经功能恶化而言的�二
者有不同的发病机制。END 与血流动力学及新陈代
谢等因素的关系非常密切�是进展性脑卒中（progres-
sive st roke�PS）的一部分（PS 还包括因出血性脑卒中
病情加重而出现的神经功能恶化）�而晚期神经功能恶
化常归因于系统的并发症�如感染及脑卒中复发。关
于 END的时间及程度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有文献
认为在起始的48h 内�加拿大神经量表评分增加≥1
分为 END ［3］�也有学者使用斯堪的纳维亚脑卒中量
表�认为语言或运动神经评分增加≥2分或≥3分为早
期 END ［4］�然而最近趋向于在发病72h内�应用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表�评分增加4分为 END。
END与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本文就这一方面作一
综述。

1　收缩压与 END
收缩压与 END的关系非常密切。收缩压过高或

过低都和 END相关�并与 END 的高危险度呈“U”形
关系［5］。
1∙1　收缩压升高与 END　无论有无高血压史�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早期常有血压升高�这可能是机体对缺
血脑组织的应激反应�它可以增加侧支循环的血流量�
是有利的自我调节。升高的血压可在数小时或数天内
降至正常；若血压不能如期下降�则可能引起缺血半暗
带加重［6］、出血改变［7］及炎症因子介导的再灌注损
伤［8］�从而使病情加重。由于发病时血压不易测量�所
以入院后的血压值尤为重要�多数学者就这一时段的
血压水平与 END展开了讨论。Leira等［9］认为入院时
收缩压＞180mm Hg 与短期和长期神经功能恶化都
有关。也有研究认为基线血压较高与神经功能恶化独
立相关［10］。Sare等［11］发现入院24h 内收缩压较基线

血压升高＞25mm Hg与临床神经功能恶化有关。也
有些学者认为在入院24h内收缩压每增加10mm Hg�
神经功能恶化增加20％［12］。需要指出的是�在脑卒中
的超急性期�血压升高可能是医院内精神压力的结果�
大多可在数小时内下降至正常水平�可能不会导致脑
卒中进展。Toyoda等［12］发现超急性期（入院6h 内）
收缩压升高与神经功能恶化无关。Yong 等［6］对303
例安慰剂患者进行研究后发现�高收缩压与预后无关�
但是该研究把血压＞180／110mm Hg的患者排除了。
根据低分子量肝素类似物治疗急性脑卒中试验

（trial of org10172in acute sroke treatment�TOAST）
分类对不同病因脑卒中患者（剔除了进行超急性期溶
栓治疗的患者）的急性期血压水平进行研究后发
现［12］：对于心源性栓塞的患者�入院后12～36h 的收
缩压水平升高是神经功能恶化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对
于非心源性脑梗死患者�36h 之内的收缩压水平与进
展性脑卒中无相关性。心源性脑卒中患者常因血压升
高引起脑水肿加重或继发出血改变�导致脑卒中进展。
因此�入院后36h 之内的血压升高会影响心源性栓塞
临床过程。而非心源性栓塞脑卒中进展者经常合并有
血流动力学的危险因素如大血管狭窄等�血压升高对
于维持侧支循环对缺血区的血供可能是有益的。小血
管闭塞性脑卒中经常不易发生进展�而其他原因的脑
卒中与血压的关系尚未明确。
1∙2　收缩压降低与 END　多数学者认为脑卒中合并
高血压患者常因早期血压下降过低使神经功能进一步

恶化。贾志斌等［13］认为入院72h 内的收缩压较平时
下降40～60mm Hg是神经功能恶化的一个不可忽视
的因素。脑作为人体重要器官�几乎没有能量储备�完
全依赖血液循环不断提供氧和葡萄糖。因此�脑血流
的相对稳定是脑组织维护功能的重要条件。由于缺血
脑组织部分或完全丧失对脑血流量的自动调节�该缺
血区脑血流几乎全部依赖动脉血压。长期高血压患者
的基线动脉血压较高�脑血流自动调节范围也较窄�脑
血管自动调节就会受到影响�血压降低过大会减少脑
缺血半暗带的血压依赖性血供�进而出现神经功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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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Sare等［11］也发现入院24h 内收缩压较基线血压
下降＞75mm Hg是不良预后的重要预测因子。也有
学者认为收缩压低于一定的范围时�同样有临床意义�
Castillo 等［5］收集新发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现在入院
的第1天内�收缩压在＜180mm Hg 的范围内�收缩
压与舒张压较入院时下降＞20mm Hg�其 END 的发
生率、脑梗死的体积及3月不良预后将会增加。有人
认为入院时收缩压＜136mm Hg 与脑卒中进展有
关［9］。然而在收缩压降低时�年龄因素也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起病8h 收缩压较入院时降低27mm Hg�
76～80岁患者神经功能恶化的发生率增加了8倍�而
80岁以上患者神经功能恶化的发生率增加了17
倍［9］。其机制可能是年龄越大�动脉硬化越严重�自身
血压调节能力更差�收缩压下降引起脑卒中进展的可
能性就越大。因此�建议脑卒中患者慎用降压处理�收
缩压下降不能超过基础血压的10％。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指南建议非溶栓患者暂不用降压处理［14］�除非收
缩压＞220mm Hg�舒张压＞120mm Hg。而急性期
血压升高对保持血管灌注压有重要作用�收缩压升高
20mm Hg�早期进展危险降低66％［15］。

2　舒张压与 END
入院时舒张压升高可提高脑灌注压�防止缺血半

暗带进一步发展成为脑梗死扩大的部分�使脑梗死进
展危险性下降�舒张压＞90mm Hg 患者发生脑梗死
进展的危险比舒张压 ≤90 mm Hg 患者减少
41∙6％［16］。不当的降压治疗常导致病情进展�高剂量
尼莫地平（症状发生后24h 内）降低急性脑卒中患者
的舒张压与神经功能恶化有关�舒张压下降≥20％或
降至60mm Hg以下的患者�21d 内发生死亡或残疾
的危险明显增高［17］。然而舒张压一味升高并非有利
无弊�血压过高可加重脑水肿及出血改变而加重病情。
有学者对入院的脑卒中患者进行36h 内的血压监测�
发现在心源性脑卒中患者中�入院18～36h 的高舒张
压（未提供数据）与神经功能恶化有关［12］。有研究表
明在老年人群中�舒张压与神经功能恶化无关［11］。

3　血压过高或过低与 END
血压升高可以通过改善脑供血而预防 END 的发

生�但是过高的血压又可能引起继发出血改变而导致
神经功能恶化。血压过高或过低的整体变化与 END
的高危险度呈“U”形关系［5］。Castillo 等［5］通过研究
发现�当血压在一临界范围 （收缩压为178∙4～
184∙9mm Hg�舒张压为96∙6～104∙4mm Hg）时�
END 的危险最小�而入院24 h 的平均收缩压
＞180mm Hg�每增加10mm Hg�END 的危险增加

40％�收缩压＜180mm Hg�每降低10mm Hg�END
的危险增加6％。舒张压的变化同收缩压相似�24h
内舒张压＜100mm Hg�每降低10mm Hg�END 恶
化危险增加6％；然而当舒张压升高时�其造成的危害
更大�舒张压＞100mm Hg�每升高10mm Hg�END
危险增加40％。值得一提的是�血压的整体变化与脑
卒中死亡率也呈“U”形关系［18］。当入院时血压值偏
离某一血压范围（收缩压为121～140mm Hg�舒张压
为81～90mm Hg）时�死亡率随之增加［19］。

4　脉压与 END
脉压小主要表现为收缩压的降低�它是由于周围

血管的弹性与顺应性减退引起的�也可见于心脏疾病
引起心输出量减少、全身性低血压、低灌注�使侧支循
环相对供血不足时。脑卒中急性期迅速降压后引起缺
血区脑血流量下降�特别是脉压小的患者�缺血半暗带
的血供更加不足�促进了梗死体积的增大而使病情加
重。贾丽君等［20］研究发现脉压＜30mm Hg 是发展
为 PS 的一个特征。而 Ju 等［21］ 认为脉压过高
（≥70mm Hg）与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功能恶化无
关�而与急性脑出血有关。

5　血压昼夜节律异常与 END
通常人类在一天内不同时段血压呈规律性变化：

白昼升高�夜晚降低�呈双峰一谷或双峰双谷的昼夜节
律改变。根据昼夜差值百分比将血压的昼夜节律分为
四种形态：①杓形：昼夜差值百分比≥10％�为正常血
压节律；②非杓形：昼夜差值百分比＜10％；③超杓形：
昼夜差值百分比≥20％；④反杓型：夜间血压较白天血
压升高［22］。杓形血压节律的变化对适应机体活动及
保护心脑等靶器官的血管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据报道�夜间血压处于较高水平不降者�靶器官损害的
进展加速�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脑卒中等心脑
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升高［23］�而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血压多为非杓形或反杓形［24］。有研究表明�反杓形或
非杓形血压与脑卒中后神经功能恶化相关［25］�END
合并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改变呈反杓形或超杓

形［26］。有学者认为器官缺血�尤其是脑缺血�可能激
活维持器官血流量的心血管调节机构�抑制夜间血压
下降�防止器官的血流进一步下降�这可能也是 END
患者夜间血压较高的原因［27］。

6　问题与展望
研究血压与缺血性脑卒中 END 关系的目的在于

合理控制血压�减少因血压异常导致脑卒中进展。但
收缩压稳定在何种范围时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缺血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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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发展为 END�目前尚存在争议。血压是引起脑卒
中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脑卒中进展是否与基因、年
龄、生活习惯、性别、地域等有关�尚需进一步证实。舒
张压与缺血性卒中 END 的关系缺乏大样本独立性的
研究。END与血压昼夜变化规律的关系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研究的重点。不同日同一时刻血压波动幅度的
大小是否也与脑卒中进展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同
型半胱氨酸升高、发热、炎症等因素可通过血流动力学
机制引起脑卒中进展�这些因素是否也会通过血压异
常变化导致 END；另外�众所周知�高血压与 PS 有许
多共同的的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是否先导致血压
异常�再引起脑卒中进展�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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