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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与中医体质、动脉自旋标记技术(ASL)脑灌注的相关性,寻找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易患体

质。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纳入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病人 204 例为病例组,无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病人 202 例为对照组,

比较两组社会人口学资料、传统危险因素、中医体质、ASL 脑灌注等;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症状

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中医体质、ASL 低灌注是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危险因素,其中气虚质病人症状性

颅内动脉狭窄的危险度是平和质的 3.183 倍[OR=3.183,95% CI(1.529,6.626),P =0.002];痰湿质病人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危险

度是平和质的 3.709 倍[OR=3.709,95% CI(1.866,7.373),P <0.001]。ASL 低灌注病人出现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危险度是非低

灌注病人的 2.680 倍[OR=2.680,95% CI(1.683,4.267),P <0.001]。结论 中医体质、ASL 与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有关,与平和质

相比,气虚质、痰湿质、阴虚质病人更容易出现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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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因其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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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一大疾病。70%

的脑卒中为缺血性脑卒中[2],研究发现,颅内动脉粥样

硬化 性 狭 窄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
ICAS)是导致缺血性脑卒中重要原因之一,不同人种

之间差异明显,亚裔人群中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病

人占 30%~50%[3-4]。2014 年中国症状性颅内大动脉

狭窄与闭塞研究(Chinese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CICAS)结果显示,我国缺血性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病人中颅内动脉

粥样硬化发生率为 46.6% [5]。因此,探寻颅内动脉狭

窄病人发生脑卒中的病因和控制可干预危险因素,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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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或降低脑卒中发生风险,显得极为重要。中医体质

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

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

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是人类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个性特征[6]。由

于体质可分、体病相关和体质可调,所以临床上可以判

定病人体质状况,并通过调理体质达到防病治病的目

的。因此,探究中医体质与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关

系具有重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9 年 9 月—2021 年 3 月潍坊

市中医院医院脑病科住院、门诊就诊的病人,采用病例

对照研究方法,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病人 204 例为病

例组,无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病人 202 例为对照组。
1.2 诊断标准

1.2.1 颅内动脉狭窄定义 颅内动脉狭窄是指颅内动

脉 C6~C7 段、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大脑后动脉、
椎动脉 V4 段、基底动脉[7]出现一处或多处狭窄率为

50%~99% 的病变。
1.2.2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定义 是指近 3 个月或 6

个月内发生的缺血性脑卒中和(或)TIA,伴有颅内动脉

狭窄(狭窄率 50%~99%),病灶位于责任动脉供血区

内或 TIA 发作症状与责任动脉供血区内脑组织神经功

能相匹配。本研究由两名脑病科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研

究者联合判定,若存在异议,与 1 名主任医师讨论后判定。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1.3.1 病例组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症状性颅内动脉

狭窄定义的病人;②发病 1 个月以内;③年龄 45~85

岁;④能配合完成磁共振成像(MRI)检查及各项评分;

⑤体质类型判定为平和质或某一偏颇体质的病人;⑥
生命体征稳定,经病人及家属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

书;⑦发病前 1 年内体质无明显变化的病人。
1.3.2 对照组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颅内动脉狭窄的

标准但无脑梗死、TIA 病史者;②能配合完成 MRI 检查

及各项评分;③体质型判定为平和质或某一偏颇体质

的病人。
1.3.3 排除标准 大面积梗死需手术病人,或入院即

脑疝形成者;既往有脑卒中病史并留有严重后遗症者;
严重精神症状、重度认知障碍、痴呆、失语者;合并严重

感染或有肝、肾、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等严重疾病及

有严重骨质疏松或影响功能恢复的骨关节病者;考虑

心源性栓塞;同侧颈内动脉、椎动脉狭窄(狭窄率>
50%);无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者;有非粥样硬化性

血管病变者,如肌纤维发育不良、动脉炎、烟雾病等;有
心源性栓塞风险的病人,如心房颤动、深静脉血栓等;
MRI 图像质量较差者或检查序列不完整者;目前正参

加其他药物研究治疗者;体质类型为“倾向是”和“否”
的病人;入组前 1 年内中出现明显的影响体质的外伤

或疾病如严重外伤、心肌梗死等疾病,接受可能引起体

质变化的治疗,如肿瘤放化疗或激素治疗或重大手术

等,经历明显可能引起体质变化的生活习惯、环境因素

变化。
1.4 调查内容 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共包含 5 个方

面的内容:病人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质指数

(BMI)、中心性肥胖]、中医体质、不良生活方式、西医

传统危险因素、影像学资料等。
1.4.1 传统危险因素 根据 2005 年《中国脑血管病防

治指南》[8]和专门针对卒中危险因素的 INTERSTROKE 研

究[9]及针对中国人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的 CICAS 研

究[5],确定本次研究的危险因素。①高血压病:既往有

高血压病史,或入组前接受降压药治疗;②糖尿病:既
往糖尿病病史,或入院前接受糖尿病药物治疗,或入组

时糖化血红蛋白≥7%;③高脂血症:既往高脂血症病

史,或入组前接受降脂治疗,或入组时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2.6 mmol/L;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既往高同

型半胱氨酸血症病史或入组时空腹状态下血浆同型半

胱氨酸(Hcy)>15.0μmol/L[10];⑤吸烟:曾经或者目前

连续或累积吸烟 6 个月以上(包括 6 个月);⑥酗酒:指
过去 1 年内日均酒精摄入量超过推荐量(男性>25 g,女
性>15 g)[5]。
1.4.2 中医体质分类 依据 2009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

颁 布 的 《中 医 体 质 分 类 与 判 定 (ZYYXH/T157-
2009)》[11]标准,将中医体质分为 9 型:平和质、气虚

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和

特禀质。偏颇体质采用最高分法[12-13]判定,转化分≥
40 分并且某单一体质得分最高者判定为该体质。当

出现两个或以上相等的最高分时,由专业中医师人工

判定其主要体质类型。采用研究者逐条询问研究对象

代填的方式进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强调是根据近 1

年来 (而不是现在或近期)的体验和感受来填写。
1.4.3 影像学检查

1 .4.3 .1 参数设置 所有病人均在 GE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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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W 3.0-T磁共振扫描仪上进行,包括三维时间飞跃

磁共振血管成像(MRA)、动脉自旋标记技术(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T2/T1WI、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

和扩散加权成像。轴位三维时间飞跃 MRA,扫描参

数:重复时间 20 ms,回波时间 3.9 ms,翻转角 20°,层
厚 0.70 mm。ASL 具体扫描参数:重复时间 4 580 ms,
回波时间 9.8 ms,标记后延迟时间 1 525 ms,层厚 4.0

mm,激励次数 4 次。应用磁共振 ADW4. 6 工作站

Functool 软件对 ASL 原始图像进行处理后得到脑血

流量灌注图。
1.4.3.2 颅内动脉狭窄程度判断 根据使用 WASID

研究[14]中的方法计算 MRA 上的颅内大动脉狭窄程

度。所有 MRI/MRA 图像由 2 名有经验的影像医生采

用双盲法进行。若存在狭窄程度>10% 的分歧时请第

3 名有经验的影像医生一起讨论,最终得出统一结论。
主要评估的动脉段包括:双侧颈内动脉、大脑前动脉

A1/A2、大脑中动脉 M1/M2、大脑后动脉 P1/P2 和基底

动脉。对于颈内动脉,当狭窄病变位于眼动脉远端时,
定义为颅内位置。根据狭窄程度,狭窄率 50%~69%

为中度狭窄组,70%~99% 为重度狭窄组。根据颈部

血管彩超判断是否存在颈内动脉、椎动脉颅外段狭

窄[15]。
1.4.3.3 脑灌注判定 ASL 图像中取灌注图像中根据

中重度狭窄动脉的供血区为手工勾画感兴趣区,以大

脑中线结构为中轴线,用镜像的方法分别测量狭窄侧

和对侧相应区域的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
CBF),计算相对脑血流量(rCBF)=缺血区域 CBF/对

侧镜像区域 CBF,灌注正常定义为 rCBF 在 0.9~1.1,低
灌注定义为 rCBF<0.9,非低灌注定义为 rCBF≥0.9。由

两名有经验的影像医生进行多次测量取平均值。若存在

分歧时引入一名影像学专业主任医师讨论后判定。
1.5 预调查 调查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 45 例,气虚

质病人 13 例,占 28.89%;调查无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

病人 50 例,气虚质病人 7 例,占 14.00%。
1.6 样本含量的估计 本研究为成组设计的病例对

照研究。病例组为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病人,对照组

为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病人,中医体质为主要观察的

暴露因素。经过前期预实验研究发现,气虚质为主要

的暴露因素,气虚质在病例组的暴露率为 29%,对照

组为 14%,设α=0.05,β=0.10。利用 PASS11 软件计

算得到病例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量N 1=N 2=164 例。假

定研究对象的无应答率为 10%,则需样本量N 1=N 2=
164÷0.9=183 例。假定问卷合格率为 90%,则共需

样本量为N 1=N 2=183÷0.9=204 例。病例组、对照

组均需样本量为 204 例。
1.7 质量控制 ①研究者培训:向研究者培训病例报

告表的填写规范,中医体质量表的评写规范,重点要求

研究者填表时需要向受试者反复强调是根据近 1 年来

(而不是现在或近期)的体验和感受来填写。②研究者

按病例报告表填写要求,如实、详细、认真记录表中各

项内容,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涂改,以确保真实可靠。③
在判断是否为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时,由两名脑病科

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研究者的联合判定,若存在异议,引
入一名脑病科主任医师讨论后判定。④在影像学调查

中,颅内动脉的狭窄程度、ASL 是否低灌注的判定,均
由两名有经验的影像医生进行多次测量取平均值,若
存在分歧时引入一名影像学专业主任医师讨论后判

定。⑤在各方案的实施中保证病人的依从性。⑥研究

负责人严格掌握质量控制标准,定期进行检查,抽样核

对原始资料与录入数据的一致性。
1.8 统计学处理 采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
最后专人比对核查、检错(主要更正录入错误,检查有

无重码和错码),形成原始数据库。应用 SPSS 22.0 软

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定量资料采用 Shapiro-Wilk 检验进

行正态性检验,若服从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 ±s )
表示,若方差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若方差不齐采用

t'检验;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应用中位数、四分位数

[M (P 25,P 75)]表示,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定

性资料采用χ2 检验。两分类因变量与多个影响因素

之间的关系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均采用双侧

检验,以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完成问卷调查情况 本次共纳入病例 421 例(病
例组 211 例,对照组 210 例),回收量表 417 份(病例组

208 份,对照组 209 份),回收率为 99%。病例组剔除

4 例资料不全者,对照组剔除 7 例资料不全者,共收集

有效调查表 406 份(病例组 204 份,对照组 202 份),有
效率为 97.4%。
2.2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吸
烟、中医体质、ASL 脑低灌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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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因素 病例组(n =204) 对照组(n =202) 统计值 P

男性[例(%)] 129(63.2) 134(66.3) χ2=0.428 0.513
年龄(岁) 63.00(56.25,71.00) 64.00(57.00,70.00) U =20 508.000 0.936

BMI(kg/m2) 24.22(22.53,25.95) 24.41(22.86,25.75) U =19 912.500 0.559
中心性肥胖[例(%)] 105(51.5) 102(50.5) χ2=0.039 0.844
传统危险因素[例(%)] 高血压病 152(74.5) 145(71.8) χ2=0.384 0.535

           糖尿病 67(32.8) 57(28.2) χ2=1.024 0.312

           高脂血症 58(28.4) 65(32.2) χ2=0.675 0.411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71(34.8) 51(25.2) χ2=4.410 0.036

           吸烟 84(41.2) 64(31.7) χ2=3.949 0.047

           酗酒史 56(27.5) 64(31.7) χ2=0.873 0.350
中医体质[例(%)] 平和质 19(9.3) 49(24.3)
         气虚质 62(30.4) 33(16.3)
         阴虚质 22(10.8) 27(13.4)
         阳虚质 13(6.4) 15(7.4) 

χ2=31.302 <0.001          血瘀质 21(10.3) 26(12.9)
         痰湿质 60(29.4) 39(19.3)
         湿热质 5(2.5) 11(5.4) 
         气郁质 1(0.5) 2(1.0)
         特禀质 1(0.5) 0(0.0)
ASL 低灌注[例(%)] 111(54.4) 56(27.7) χ2=29.858 <0.001

2.3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是否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作为因变量,以上单因

素分析P <0.1 的变量(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吸烟、中
医体质、ASL 低灌注)纳入作为自变量,因中医体质为

多分类变量,将平和质设为哑变量,因气郁质、特禀质

病例数较少,不纳入回归分析。赋值详见表 2。将以

上因变量、自变量引入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采用

基于前进法进行多因素二项分类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中医体质(P =0.001)、ASL 低灌注

[OR=2.680,95% CI(1.683,4.267),P <0.001]是症状

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危险因素,其中气虚质病人出现缺

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度是平和质的 3.183 倍[OR=3.183,
95% CI(1.529,6.626),P =0.002];痰湿质病人出现缺

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度是平和质的 3 .709倍[OR=
3.709,95% CI(1.866,7.373),P <0.001];ASL 低灌注

颅内动脉狭窄病人出现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度是非低

灌注病人的 2.680 倍[OR=2.680,95% CI(1.683,4.267),
P <0.001]。详见表 3。

表 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

因变量 病例组=1,对照组=0
自变量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是=1,否=0

    吸烟 是=1,否=0
中医体质 平和质=0,气虚质=1,阴虚质=2,阳虚质=3,血瘀质=4,痰湿质=5,湿热质=6
ASL 低灌注 是=1,否=0

表 3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标准误 Waldχ2 值 P OR 值
     95% CI     
下限 上限

中医体质 17.128 0.029
 气虚质 1.158 9.577 0.002 3.183 1.529 6.626
 阴虚质 0.762 3.437 0.064 2.142 0.957 4.791
 阳虚质 0.780 2.622 0.105 2.182 0.849 5.612
 血瘀质 0.746 3.176 0.075 2.108 0.928 4.786
 痰湿质 1.311 13.978 <0.001 3.709 1.866 7.373
 湿热质 0.180 0.086 0.769 1.198 0.359 3.992
ASL 低灌注 0.986 17.266 <0.001 2.680 1.683 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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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属于中医学“中风病”范畴。
中风病是以猝然昏仆、半身不遂、语言不利、口眼歪斜

甚则不省人事或不经昏仆而仅以喎僻不遂为主症的一

类疾病[16]。病因主要是风、火、痰、虚、瘀。现代研究

发现,病机包括气机失调、外风致中、火热炽盛、气虚血

瘀、毒损脑络、痰瘀互阻、痰热腑实、瘀血阻滞、肝肾阴

虚等方面[17]。
本研究发现,204 例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病人的

中医体质分布例数为气虚质>痰湿质>血瘀质>阴虚

质>平和质,其余体质较少;202 例无症状性颅内动脉

狭窄病人的中医体质分布例数为平和质>痰湿质>气

虚质>阴虚质>血瘀质,其余体质较少。Logistic 回归

分析发现,中医体质是颅内动脉狭窄病人出现症状性

颅内动脉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气虚质、痰湿质病

人出现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概率分别是平和质病人

的 3.183 倍、3.709 倍。
气虚质是由于元气不足所致的以气息低弱、脏腑

功能状态低下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体质状态,具有语声

低怯、气短懒言、肢体容易疲乏、精神不振、易出汗等特

点[1]。关于气虚质与中风病的关系,早在《内经》中就

有论述,《灵枢·刺节真邪》:“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

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

枯”。《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又称:“偏风者,风邪偏

客于身一边也。人体有偏虚者,风邪乘虚而伤之,故为

偏风也”。《医林改错》云:“半身不遂,亏损元气,是其

本源”,说明气虚为中风病理基础。颅内动脉狭窄病

人,本脉道狭窄,血行不畅,又“气为血之帅”气虚则无

力鼓动血行,血脉瘀滞,经络不通,则出现半身不遂等

症。故气虚证病人容易出现中风。
痰湿质与中风病的关系,在《内经》中已有论述,原

文记载:“……仆击,偏枯……肥贵人膏粱之疾也”,其
中肥贵人即描述痰湿体质之人。《丹溪心法·论中

风》:“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也
指出东南之人痰湿体质容易发生中风。现代研究表

明,痰湿质与颈动脉斑块形成有相关性[18-19],痰湿质病

人容易出现不稳定斑块[20]。本研究发现痰湿质颅内

动脉狭窄病人更容易出现中风,说明痰湿质颅内动脉

狭窄病人容易出现中风。
ASL 与 DSC MR 脑灌注成像技术相比一致性较

好[22]。王莹莹等[23]也证实了 ASL 评估急性期脑梗死

病人侧支循环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较好的一致

性。因此,应用 ASL 评估脑灌注无创、安全、可靠。颅

内动脉狭窄病人低灌注是导致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原

因。本研究发现,ASL 提示低灌注是颅内动脉狭窄病

人出现缺血性脑卒中或 TIA 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改
善颅内动脉狭窄病人脑灌注是预防脑卒中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中医体质与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发

生有关,即“体病相关”,根据“体质可调”理论,颅内动

脉狭窄病人需要积极调理体质,气虚质、痰湿质病人可

通过纠正其偏颇体质达到预防中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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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疗法联合低频电刺激治疗对脑卒中后肩手
综合征病人神经源性炎性因子和肢体功能的影响
刘 纯,焦黛妍,顾和燕,邓海鹏

摘要:目的 观察温针疗法联合低频电刺激治疗对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SHS)病人神经源性炎性因子和肢体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116 例脑卒中后 SHS 病人,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给予低频电刺激治疗,观察组给予温针疗

法联合低频电刺激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神经源性炎性因子和患肢 功 能 指 标 变 化。结果 治 疗 后,两 组 降 钙 素 基 因 相 关 肽

(CGRP)、内皮素-1(ET-1)、P 物质(SP)和缓激肽(BK)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但观察组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视觉模拟评分(VAS)、疼痛分级指数(PRI)评分较治疗前降低,改良 Barthel 指数(MBI)和肩关节活动

度(ROM)评分较治疗前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后 VAS、PRI 评分低于对照组,MBI 和 ROM 评分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水肿消失时间、疼痛消失时间和中医证候积分均低于对照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温针疗法联合低频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 SHS,能调节善神经源性炎性因子水平,促进患肢

功能康复。

关键词:脑卒中;肩手综合征;温针;低频电刺激;炎性因子;患肢功能

doi:10.12102/j.issn.1672-1349.2022.05.038 

  肩手综合征(shoulder hand syndrome,SHS)是
指突然出现的肩关节疼痛和手部水肿,并伴有上肢关

节运动功能障碍,是脑卒中病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发
病机制可能与中枢神经功能和周围神经损伤导致的患

肢交感神经功能障碍、进而引发末梢神经血管障碍所

致[1]。随着 SHS 病情的进展,可引起患肢肿胀疼痛和

挛缩,甚至可出现患肢肩手畸形和功能丧失,严重影响

病人偏瘫肢体功能的康复和生活质量[2]。目前,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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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于 SHS 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主要是给予类固醇皮

质激素、非甾体类抗炎药等药物治疗,辅助早期物理康

复锻炼治疗。低频电刺激可直接刺激受损的肌肉组织

收缩,促进局部组织释放血管活性物质,从而改善患肢

的血液循环,发挥止痛和消肿等作用,利于 SHS 的康

复[3]。艾灸是利用艾柱产生的艾热通过特定的穴位激

发经气活动,改善局部血液和淋巴循环,调节和提高机

体的免疫和运动等生理功能[4]。近年来,我院对脑卒

中后 SHS 病人采用温针疗法联合低频电刺激治疗,有
效促进了病人患肢肩手功能康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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