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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微出血与步态障碍的中西医研究进展
李佳怡1,张伦忠2

摘要:近年来,步态障碍成为老年人意外伤害的重要原因。脑微出血已被证实会引起步态障碍,综述脑微出血与步态障碍的中西医

相关机制及研究进展,以期对其具体机制的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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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跌倒已成为 65 岁

以上老年人受到意外伤害的首要病因。其中,步态和

平衡障碍(占 17%)作为第二大原因(环境为第一大原

因,占 31%)成为当前急需重视和解决的问题[1]。脑

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为脑

内小血管、微血管发生病变所致的一系列临床、影像、
病理综合征,可引起步态障碍,并已成为导致步态障碍

的重要原因。按影像学表现脑小血管病可分为脑白质

高 信 号(white matter hypertensity,WMH)、腔 隙 性

脑梗死(lacunar infarction,LI)、脑微出血(cerebral

microlbeeds,CMBs)等[2]。既往关于WMH、LI与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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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较多,有研究证明,CMBs 与步态间也存在相关

性[3]。CMBs 致步态障碍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西医

认为 CMBs 与高血压性血管损害和淀粉样变性有关,
二者可能通过直接损伤与步态相关的大脑区域、传导

通路致病,或通过影响认知,间接导致步态障碍;中医

认为 CMBs 病位在脑,与肝脾肾关系密切,病理因素主

要为风痰瘀。本研究对 CMBs 的中西医相关机制进行

综述。
1 CMBs 病理机制

  CMBs 致步态障碍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西医认

为 CMBs 与高血压性血管损害和淀粉样变性有关。
CMBs 的病理本质为脑内的小血管、微血管破裂或渗

漏导致含铁血黄素或吞噬含铁血黄素的单核细胞、铁
蛋白、脱氧血红蛋白等沉积在微小血管周围[4]。高血

压性动脉血管病与脑小血管病病因分型中的小动脉硬

化型相吻合,病理过程主要为脂质沉积导致动脉硬化,
进一步累及小动脉、微动脉,致微小血管硬化,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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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血管瘤破裂后,血液成分漏出,随后被分解成微小集

合灶,包括含铁血黄素及吞噬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胞

等,形成 CMBs 病灶。一项 CMBs 危险因素的临床研

究得出,CMBs 组病人中合并高血压的比例高达 73%,
可见高血压与 CMBs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高血压血

管损害在 CMBs 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淀粉样

变性的病理过程为淀粉样蛋白在软脑膜间隙、皮质等

部位的微小血管壁上进行性聚集,血管周围或跨血管

壁的慢性炎性和纤维素样坏死,最终导致微动脉瘤、血
管壁同心性裂开导致 CMBs,其中,血管壁的厚度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 CMBs 的数量[6]。

  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遗传会对 CMBs 的形成造

成影响。遗传基因中的载脂蛋白 E(ApoE)参与受体

介导的β淀粉样蛋白(Aβ)的细胞清除和细胞外液的血

管周围引流过程。CSVD 的严重程度与血管壁 ApoE

和血管周围星形胶质细胞 Aβ的发生有关,CSVD 的存

在导致血浆蛋白漏入脑内,广泛的 Aβ沉积破坏了毛细

血管的基底膜,导致整个大脑皮层的微循环紊乱[7]。
Vernooij 等[8]研究证明,ApoEε2 和ε4 与脑淀粉样变

性的严重程度相关,可促进脑叶区 CMBs 的形成;血清

总胆固醇水平与 CMBs 呈负相关。也有研究得出,超
敏 C 反应蛋白等炎性标志物也参与了 CMBs 的形

成[9]。
2 CMBs 与步态障碍

2.1 现代医学相关机制 正常步态是由中枢及周围

神经系统、视觉系统、心血管系统、肌肉骨骼肌系统等

共同配合完成的。其中中枢神经系统为步态产生的高

级系统,负责发布步态指令。正常情况下,步态过程是

依靠大脑皮层—基底节—脑干—脊髓—肌肉群的传导

通路来实现的,步态指令由大脑皮层运动功能区发出,
将运动信息传递至基底节,基底节解除对中脑步态相

关区域的抑制性控制,进而将步态信息发送到脊髓,脊
髓产生的步态经下运动神经元传至与步态相关肌肉

群,再整合视觉系统、前庭功能系统、感觉系统共同完

成步态与平衡[10]。当传导通路和平衡系统任一部位

受到损害时,都可能出现步态与平衡障碍。

  CMBs 的相关病理机制中,与高血压性血管损害

相关的 CMBs 主要分布在脑深部/幕下,如脑干、丘脑、
基底节、小脑等,而与淀粉样变性相关的 CMBs 则分布

于脑叶区,以枕叶为主[11]。CMBs 可直接损害参与步

态与平衡形成过程的相关部位而致步态障碍。多项研

究表明,CMBs 的部位和数目可对步态产生不同的影

响。在一项对 485 例老年人的步态评估试验中发现,
发生在基底节区和丘脑的 CMBs 与步长变短、计时起

立行走测试用时延长、步态评估量表(Tinetti)评分降

低相关;调整脑白质高信号体积和腔隙性脑梗死数量

等因素后,额、颞叶和基底节区 CMBs 与跨步长缩短有

关,额叶 CMBs 与步速减缓有关;CMBs 数量与跨步长

呈负相关,与双足支撑相百分比提高呈边缘相关[3]。
国内一项对 80 岁以上老年人的研究显示,CMBs 数目

和部位均对步态产生影响,将年龄、脑白质高信号、腔
隙性脑梗死等作为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
CMBs 数量与步长、步宽、Tinetti 评分及起立行走测试

用时存在相关性;与步速的相关性处于统计学临界值,
与步频无明显相关性;将 CMBs 部位按脑叶、深部和幕

下划分,脑叶和深部 CMBs 与 Tinetti 评分及起立行走

测试存在相关性,与步长、步宽呈负相关,与步频、步速

无明显相关性;幕下 CMBs 与步态障碍无明显相关

性[12]。由此可得,两种机制下出现的 CMBs 均与步长

变短、Tinetti 评分降低和计时起立行走测试用时延长

有关;与淀粉样变性相关的 CMBs 还可引起步速的降

低;CMBs 数量与跨步长、双足支撑百分比、步长、步
宽、Tinetti 评分、计时起立行走测试有关,数量越多,越
容易导致步态障碍。

  前额叶的运动功能区受损也会增加跌倒风险,主
要表现在注意力、执行能力方面[13]。注意力和执行能

力均为认知功能的指标,认知功能存在障碍也会导致

步态障碍。多项研究已证实,CMBs 与认知功能间存

在相关性,可表现为执行能力的减弱和注意力下降

等[14-15]。对老年人而言,认知障碍与步态障碍往往相

互伴行,近年来,对认知与步态之间互相关系的研究也

越来越多,一项对老年人步态与认知关系的专题报道

指出,执行功能中控制、刷新、转换和工作记忆都与全

身性的运动能力明显相关,加工速度和注意力、运动能

力中的平衡功能有关[16]。也曾有研究表明,与皮层

CMBs 相 关 的 的 淀 粉 样 变 性 更 是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Alzheimer's disease,AD)的独立预测因子[6]。一项

对 AD 病人的观察发现,病人在单重、双重任务测试

时,步长、步速呈下降趋势,增加了病人的跌倒风险,而
步高、双支撑相则无明显变化[17]。随着病情的进展,
中晚期 AD 病人主要表现为额叶病变步态,即步长缩

短、步速减慢、跨步时间变异及转向过程中表现的犹

豫[18-19]。结合步态在 AD 中的发展及表现,步态已逐

渐成为评估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潜在指标[20]。一项

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认知功能受损与脑叶、基底节、丘
脑的脑组织受损有关,而不同部位的脑组织损伤表现

出不同的认知功能障碍,如脑叶、丘脑的微出血可表现

出定位 障 碍,脑 叶 微 出 血 又 可 表 现 出 执 行 功 能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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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21]。不论是定位障碍还是执行功能障碍,都会进一

步导致步态障碍。由步态表现在认知功能障碍中的作

用可推测步态与认知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或是相同

的病理过程,如认知障碍中的执行功能、注意力影响步

态完成等。CMBs 通过影响认知功能的注意力和执行

力而进一步影响步态与平衡。
2.2 中医相关病机 CMBs 归属于中医“中风”的范

畴,其病位在脑,与肾、脾、肝三脏关系密切,病理因素

主要包含风、痰、瘀等。究其根本为本虚标实,肾、肝、
脾虚为本,风、痰、瘀为标。
2.2.1 肾与脑 肾为先天之本,内寓元阴、元阳。《素
问·六节藏象论》中云:“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

也。”肾为人体之根本,肾藏精,精化气。肾气为生气之

源,是生命力活动的原动力,具有推动人体生长发育、
促进人体生殖机能、防御外邪入侵的功能。正如《图书

编·养肾法言》中言:“肾在诸脏为最下,属水藏精。盖

天一生水,乃人生身之本,立命之根也。”肾和脑关系密

切,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即化生关系,结构、经络间形

成联系及升降互济[22]。脑髓的生成依赖于肾气化生,
肾中阴阳化生肾气,肾藏精,精气化生髓,而聚于脑。
肾生髓,髓上汇集于脑,下延伸为脊髓,即“肾主骨生

髓”,肾通过脊髓与脑直接沟通;再者,肾与膀胱相表

里,膀胱经可直达脑而络脑。肾与脑升降互济,脑居于

上,肾位于下,因髓的生成需要靠肾中精气滋养,肾之

阴水上润脑窍,同时,肾的水液代谢气化同样需要脑的

升提和固摄。肾与 CSVD 所致步态障碍的关系,即肾

生髓不足,脑髓失养,脑不能正常发挥生理功能,如《医
经精义》:“盖髓者,肾精所生,精足则髓作。髓在骨内,
髓作则骨强,所以能作强,而才力过人也。精以生神,
精足神强,自多伎巧。髓不足者力不强,精不足者智不

多。”若脑髓不足,则力不足与维持运动,智不足以思考

问题。
2.2.2 脾与脑 《医宗必读》记载:“一有此身,必资谷

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藏而血

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此为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为后天之本,主要体

现在脾主运化,将人体摄入的食物转化为水谷精微以

补充先天之本,促进生长发育,促进脑髓生成。《素问

·经脉别论》记载:“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
气散精,上归于肺。”脾主升清,脾气上升,将运化的水

谷精微,向上传输到头目、心肺等,维持清阳在上,脑窍

清醒。若清阳不升,则会出现头晕。脾与肢体运动更

是有直接联系,脾主肌肉、四肢,将水谷精微运输至四

肢肌肉,使四肢灵活,肌肉厚实,为运动与步态提供前

提。如《太平圣惠方·治脾脏中风诸方》指出:“夫脾气

虚弱,肌肉不实,腠理开疏,风邪乘虚入于足太阴之

经。”
2.2.3 肝与脑 所谓肝肾同源,肾与脑联系密切,肝与

脑也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古代医家早就提出“肝肾

同源于脑”的观点。钱镜湖更在《辨证奇闻》中论述“脑
气不足治在肝”“盖目之系,下通于肝,而上实属于脑。
脑气不足,则肝之气应之,肝气太虚,不能应脑……治

之法,必须大补其肝气,使肝足以应脑,则肝气足而脑

气亦足也。”肝与运动也是密不可分的,正如《素问·五

藏生成篇》:“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

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可见运动正常

与否,需肝、血的共同调节。肝主筋,肝之气血充足,筋
脉得养,则运动灵活;肝藏血,人体在静息时将多余血

储存在肝脏中,活动时,肝释放多余血液供应人体运

动。此外,肝与脑病中“中风”关系密切,中风分为外风

和内风,所谓内风即为肝风内动。
2.2.4 风与脑 风为百病之长,《素问·太阴阳明论》
记载:“伤于风者,上先受之”“巅高之上,唯风可到”都
提示风邪可引起脑病。头为诸阳之会,风为阳邪,二者

同为阳,同气相求,风邪则易于伤于头面。风又有外

风、内风之分,外风通常指六淫中的风邪,陶汉华教授

曾通过大量临床观察发现腔隙性脑梗死等 CSVD 多有

受风着凉病史,风袭脑络,导致脑络一过性收缩、痉挛,
影响络脉结构,风邪入络,阻碍气血运行,导致气血失

衡,络脉功能失调,这正是外风侵袭脑络的病机所

在[23]。清代吴谦也提出:“风从外中伤肢体,痰火内发

病心宫,体伤不仁与不用,心病神昏不言语”。内风即

肝风,《临证指南医案·中风》云:“精血衰耗,水不涵木

……肝阳偏亢,内风时起。”正对应“诸风掉眩,皆属于

肝”。肝风内动是肝肾亏虚,肝阴不能制约肝阳而亢于

上所致,临床多表现为震颤、眩晕欲仆等。
2.2.5 痰瘀与脑 脑病所包含的致病因素中,不外乎

痰、瘀两大因素,痰和瘀常伴行而发,皆为津液运化失

常的产物。CSVD 类似于中医中的络病,络病具有“易
滞易瘀”的病机特点[24]。瘀血在 CSVD 所致步态障碍

中的作用则主要为瘀血阻滞于脑络中与控制运动的相

关区域及四肢筋脉,如《灵枢·邪客》中云:“真气之所

过,血络之所游。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则伤筋

络骨节;机关不得屈伸,故病挛也。”筋脉不通而步态运

动受阻。
3 CMBs 所致步态障碍的诊断标准

  CMBs 所致步态障碍的诊断主要依靠步态异常的

具体表现及影像学检查来确定。步态异常需相关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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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评估,目前常用的量表有 Berg 平衡量表、Tinetti

量表、起立行走试验等。Berg 平衡量表包含多项平衡

测定,分值为 0~56 分,0~20 分提示平衡功能差,病
人需要乘坐轮椅;21~40 分提示有一定平衡能力,病
人可在辅助下步行;41~56 分说明平衡功能较好,病
人可独立步行,小于 40 分提示有跌倒的危险。Tinetti

量表包括平衡和步态测试两部分,满分 28 分,其中平

衡测试包含 9 个项目,满分 16 分,步态测试包含 8 个

项目,满分 12 分。Tinetti 量表测试一般要 15 min,得
分少于 24 分,表示有平衡功能障碍;少于 15 分,表示

有跌倒的危险性。起立行走试验为完成既定动作过程

时间的测定,完成时间在 20~29 s 时,提示活动不稳

定;大于 30 s 时则存在活动障碍。做出相应评估后结

合影像学表现来诊断此病。用于检测 CMBs 的影像手

段主要为颅脑核磁共振成像技术(MRI),MRI 成像序

列中的 T2＊梯度回波序列(T2＊-GRE)和磁敏感加权

成像序列(SWI),尤其是 SWI,已逐渐成为检测 CMBs

的标准序列[25]。SWI 是一种利用各种物质间磁敏感

不同而成像的无创快速的磁共振成像技术,CMBs 为

含铁血黄素沉积,通过引起磁场不均匀变化产生相位

差异。近年来,Greenberg 等[11]提出了 CMBs 的诊断

共识:①病灶形态呈圆形或卵圆形;②边界清楚;③体

积较小,一般直径为 2~10 mm;④病灶边缘至少有 1/2

被周边脑实质包绕;⑤常规 T1、T2 序列一般很难显示

病变;⑥应除外脑外伤所致弥漫性轴索损伤可能;⑦除

外其他具有相似影像学表现的情形(如小的血管流空、
钙化灶或海绵状血管瘤)。SWI 虽应用广泛,但仍存在

缺陷,其对铁沉积疾病、钙化类疾病难以区分,或许需

要联合其他检查才能确定病灶,如颅脑 CT。近期有研

究提出,定量磁敏感图(QSN)在诊断 CMBs 中检出率

优于 SWI,不过目前国内对该技术应用相对较少,随着

该 技 术 的 发 展 ,或 许 会 成 为 检 测 CMBs 的 主 要

手段[26]。
4 总结与展望

  目前关于 CMBs 与步态和平衡障碍的具体病理机

制尚不明确,主要与高血压血管损害及淀粉样变性等

直接导致与运动相关区域发生病变有关,除此之外,认
知与步态的关系也提示认知障碍可间接导致步态障

碍,尚需前瞻性研究来证实认知功能中执行力和注意

力对步态的具体影响,进而通过认知障碍提前预测步

态障碍。针对步态障碍,尽早识别及预防是关键,对表

现出步态障碍的病人,要及时做好步态评估并完善相

关影像学检查来确诊。治疗方面尚无具体措施,仍需

完善相关病理机制并制定相应措施,从而预防步态障

碍,降低老年人跌倒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 郑华光,鞠奕,沈东超,等 .老年人意外伤害的首要病因———跌倒的

评价和预防[J].中国卒中杂志,2013,8(12):1003-1008.

[2]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

组 .中国脑小血管病诊治共识[J].中华神经科杂志,2015,48(10):

838-844.

[3] DE LAAT K F,VAN DEN BERG H A C,VAN NORDEN A G W,et al.

Microbleeds are independently related to gait disturbances in

elderly individuals with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J].Stroke,

2011,42(2):494-497.

[4] 于永鹏,谭兰 .脑微出血发病机制、流行病学、影像学表现及其临

床意义[J].中国卒中杂志,2017,12(8):759-764.

[5] 孙小华,陆美红,应晓艳,等 .脑微出血患者危险因素分析及与血清

Aβ相关性的临床研究[J].慢性病学杂志,2018,19(12):1725-1727.

[6] PANTONI L.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from pathogenesi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o therapeutic challenges[J]. The

Lancet Neurology,2010,9(7):689-701.

[7] ZHANG A J, YU X J, WANG M.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pathophysiology of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J]. Neuroscience

Bulletin,2010,26(3):257-264.

[8] VERNOOIJ M W,VAN DER LUGT A,IKRAM M A,et al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cerebral microbleeds: the Rotterdam Scan

Study[J].Neurology,2008,70(14):1208-1214.

[9] REYNOLDS H R,BUYON J,KIM M,et al .Association of plasma

soluble E-selectin and adiponectin with carotid plaque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Atherosclerosis,2010,210

(2):569-574.

[10] PAHAPILL P A.The pedunculopontine nucleus and Parkinson's

disease[J].Brain,2000,123(9):1767-1783.

[11] GREENBERG S M,VERNOOIJ M W,CORDONNIER C,et al .Cerebral

microbleeds:a guide to det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J].The Lancet

Neurology,2009,8(2):165-174.

[12] 孙芳,郭会映,何月,等 .高龄脑小血管病患者脑微出血与步态障碍

的相关性分析[J].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14,16(5):507-509.

[13] 王茹,刘楠,王少朋,等 .脑小血管病患者步态障碍、平衡障碍和跌

倒研究进展[J].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2019,19(4):281-285.

[14] LI X T,YUAN J L,YANG L,et al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cerebral

microbleeds on cognitive dysfunction:an updated meta-analysis

[J].PLoS One,2017,12(9):e0185145.

[15] RODDY E, SEAR K, FELTON E,et al .Presence of cerebral

microbleeds is associated with worse executive function in pediatric

brain tumor survivors[J]. Neuro-Oncology, 2016, 18 ( 11): 1548-
1558.

[16] 曹春梅,刘钰,王芷瑶 .老年人运动能力与认知能力的关系:基于横

断面研究[C].南京: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 2019:
2697-2698.

[17] CEDERVALL Y,HALVORSEN K,ÅBERG A C.A longitudinal study
of gait fun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ait disturbance in individual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J]. Gait & Posture, 2014, 39(4): 1022-
1027.

[18] BEAUCHET O, ALLALI G, BERRUT G,et al .Gait analysis in
demented subjects: interests and perspectives[J].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2008,4(1):155-160.

·0433· CHINESEJOURNALOFINTEGRATIVEMEDICINEONCARDIO-CEREBROVASCULARDISEASE October 2021 Vol.19 No.19



老年高血压社区综合管理概述
魏建梁1,赵旭东2,彭 伟1,魏思宁1,杨传华1

摘要:老年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增龄性疾病,是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最主要因素。结合近 3 年国内外新发布指南及老年高血

压最新研究,以流行病学特点、中西综合诊疗康复及慢性病管理为脉络进行讨论,为临床研究及诊疗提供参考。

关键词:老年高血压;健康老龄化;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综合管理;概述

doi:10.12102/j.issn.1672-1349.2021.19.020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提出《十
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积极推进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健

康事业,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高血压是

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8 修订版》[1],靶器官的损害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

主要因素。根据中国老年高血压管理指南 2019 版的

诊断标准,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当年龄≥65

岁,非同日连续 3 次测量坐立位收缩压(SBP)≥ 140

mmHg(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张压(DBP)≥
90 mmHg,曾明确诊断且正在接受降压药物治疗的老

年人,虽血压值在正常范围,也应诊断为老年高血

压[2]。动脉硬化易造成脉压增大,当 SBP≥140 mmHg,
DBP<90 mmHg 时,老年人易出现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ISH)。
1 老年高血压的流行病学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数据,2016 年我国

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25.2%,2019 年我国≥65 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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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03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12.6%,并呈逐年增长趋

势,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

数据显示,高血压患病率随增龄改变,80 岁左右的人

群中高血压患病率为 75%,而 60% 为 2 级高血压,在
80 岁以上人群中,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90%,这极大地

增加了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心脑血管事件的

发生率。虽然近些年来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

率有所提高,但我国仍处于较低水平[3]。
2 高血压的病因机制

  参与人体血压调节的机制很多,有中枢神经和周

围反射的整合作用、体液和血管因素的影响以及神经、
活性因子的作用,血压水平的维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高血压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虽有不少假说得到支持,但
至今结果未明。目前认为高血压是在一定遗传易感性

的基础上合并多种后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4]。近些

年来国内外研究发现,衰弱与老年高血压显著相关,并
有研究显示老年高血压在早衰型和虚弱型体质者中的

患病率明显高于体健型者,高血压、体力活动、处方药

数量、认知能力与虚弱状态显著相关,高血压在虚弱的

老年人中更为普遍[5]。
3 中医学对高血压的认识

  中医学将高血压归属于中风、眩晕、头痛范畴,因
体内阴阳、气血、经络、脏腑各个部位是相互联系、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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