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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吡格雷联合依达拉奉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疗效
及对血浆内皮素和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周 毅,田学成△

(湖北省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十堰 442000)

摘要 目的:探讨氯吡格雷与依达拉奉联合治疗急性脑梗死(ACI)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血浆内皮素(ET)、血清炎症因子的

影响。方法:将124例ACI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n=62)采用氯吡格雷联合依达拉奉治疗,对照组(n=62)
单用氯吡格雷治疗。治疗前及治疗14d后,测定两组的血浆内皮功能指标[ET-1、一氧化氮(NO)]、血清炎症因子[C反应蛋

白(CRP)、白细胞介素(IL)-6、IL-8、IL-10],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
分。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5.16%,高于对照组的79.03%(P<0.05);治疗14d后,观察组的NIHSS评分显著低于治疗

前及对照组(P<0.05),而ADL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及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的血浆 NO显著高于治疗前及对照组

(均P<0.05),而血浆ET-1、血清CRP、IL-6、IL-8、IL-10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及对照组(均P<0.05)。结论:氯吡格雷与依达拉

奉联合治疗ACI疗效确切,较单独应用氯吡格雷更能够增强患者ADL并改善神经功能缺损,可能与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及下调

血清炎症因子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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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clopidogrelcombinedwithedaravoneonplasmaendothelinandseruminflammatoryfac-
torslevelsinpatientswithacutecerebralinfarction
ZhouYi,TianXuecheng.(DepartmentofNeurosurgery,TheAffiliatedPeople'sHospitalofHubeiMedical
College44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valuatetheclinicalefficacyandeffectofclopidogrelcombinedwithedaravoneon
plasmaendothelin(ET)andseruminflammatoryfactorslevelsinpatientswithacutecerebralinfarction
(ACI).Methods:124patientswithACI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nobservationgroupand
acontrolgroup,with62casesin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observationgroupreceivedclopidogreland
edaravone,whilethose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onlyclopidogrel.ThelevelsofETandnitricoxide
(NO)inplasmaandtheC-reactiveprotein(CRP),interleukin(IL)-6,IL-8andIL-10levelsinserumwere
detected.Theefficacy,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strokescale(NIHSS)scoresandactivitiesofdailyliving
(ADL)scores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s:Thetotalresponserateintheobservation
groupwas95.16%,whichwas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79.03%)(P <0.05).At14dpost-
treatment,theNIHSSscores,plasmaETandserumCRP,IL-6,IL-8andIL-10levelsweresignificantlylow-
er,whiletheADLscores,plasmaNOlevelweresignificantlyhigherintheobservationgroupthanthosebe-
foretreatmentorthecontrolgroup(P <0.05).Conclusion:Combinationadministrationofclopidogrel
andedaravonewaseffectiveintreatingACI.Itcouldimproveneurologicaldeficitsofpatientsduetoimpro-
vingendothelialfunctionandattenuatetheinflammatoryresponse.
Keywords acutecerebralinfarction;clopidogrel;edaravone;endothelin;inflammatorycytokines

  急性脑梗死(ACI)是临床最为常见的一种卒中
类型,占70%左右,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及病死率,且
常伴有情绪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目
前,临床对ACI仍是采取以药物治疗为主的综合疗
法,既往多采取抗凝、降纤、溶栓及抗血小板等药物

进行治疗,但在临床实践中仅有不到16%的患者具
有溶栓条件,大部分患者在就诊时已经错过最佳溶
栓时间窗(发病6h内)或具有溶栓禁忌等[2]。有动
物研究表明,ACI后极早期已经存在局部神经元蛋
白合成以及膜离子转运停止,同时出现神经元去极
化。大量钙离子(Ca2+)内流将刺激谷氨酸的合成与
释放,进一步加重Ca2+ 内流以及神经元去极化,进
而加重脑细胞损伤。此外,大量Ca2+内流还可导致
细胞稳定性及结构功能异常,引起氧自由基释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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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一氧化氮(NO)合成障碍,进而加重神经元损
害[3]。因此,临床对神经保护剂在ACI治疗中的应
用尤为重视,认为其作用与早期溶栓同等重要。依
达拉奉是一种新型神经保护制剂,能够有效抑制脂
质过氧化并清除过量自由基,具有神经细胞、血管内
皮细胞及脑细胞保护作用,从而抑制脑水肿的发生
发展及神经元的凋亡进程[4]。既往关于依达拉奉在

ACI中的应用研究多集中于临床疗效、神经功能及
生活能力方面,但其作用机制并不完全明确。本研
究对ACI患者采用依达拉奉与氯吡格雷联用治疗,
并观察了其临床疗效及内皮功能、炎症因子水平变
化,初步分析了其作用机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8年1月至2016年1月
湖北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收治的ACI患者124例,
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62例。观察组中男41例,女21例;年龄40~75岁,
平均(56.79±10.23)岁;发病时间8~72h,平均
(20.24±5.12)h;梗塞部位:41例基底节区,12例小
脑,6例脑干,3例多发性梗塞;合并症:8例糖尿病,
15例高血压,6例高血脂症。对照组中男37例,女
25例;年龄40~75岁,平均(54.98±9.19)岁;发病
时间7~72h,平均(19.56±4.49)h;梗塞部位:
39例基底节区,13例小脑,8例脑干,2例多发性梗
塞;合并症:7例糖尿病,13例高血压,7例高血脂
症。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
会审批。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符合
《各类脑血管疾病》[5]关于脑梗死的诊断标准;(2)在
发病72h内入院,且经头颅 MRI或CT检查确诊;
(3)首次发病,就诊前未接受抗凝、降纤、溶栓药物治
疗;(4)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1)具有脑出血症状或出血倾向者;
(2)合并阿尔茨海默病、严重神经精神疾病者;(3)合
并恶性肿瘤、免疫系统、血液系统疾病及心、肝、肾等
其他重要脏器疾病者;(4)意识障碍、视听功能障碍
及沟通交流障碍等影响诊疗配合及临床评估者。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予以ACI常规
治疗,包括脱水降颅内压、抗血小板聚集、调脂、维持
水电解质平衡、活血化瘀类药物、并发症防治及对症
治疗。对 照 组 予 以 氯 吡 格 雷 片 口 服,75mg/次,
1次/d,连续用药14d。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

以依达拉奉注射液30mg+100mL0.9%氯化钠注
射液中静脉滴注,2次/d,连续用药14d。两组用药
期间均严密监测出凝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指标。
1.4 检测方法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14d后,晨
取空腹肘静脉血10mL,其中5mL至于常规采血
管中,以3000r/min转速离心5min,留取血清标
本保存于-70℃冰箱中待测;另5mL置于EDTA
管中,以3000r/min转速离心5min,留取血浆标
本保存于-70℃冰箱中待测。采用全自动放射免
疫法测定血浆内皮素-1(ET-1),采用化学发光法测
定血浆 NO;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
清白细胞介素(IL)-6、IL-8、IL-10,采用免疫透射比
浊法测定血清C反应蛋白(CRP)。操作均严格按照
试剂说明书执行,试剂均由 R&DSystems公司提
供。
1.5 观察指标 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卒中量
表》[6]评价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得分越高则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越严重;采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量表(ADL)评价生活能力,总分100分,得分越高则
活动能力越好;观察两组的血管内皮功能指标(ET-
1、NO)及血清炎症因子(IL-6、IL-8、IL-10、CRP)的
变化;观察治疗期间药物相关性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分别于治疗前、后各检查常规体检项目、肝肾功能、
血尿便常规等,并随时记录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1.6 疗效标准 参照《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
指南2014》[7]拟定疗效标准。基本痊愈:治疗后

NIHSS评分减分率≥90%,肢体病残程度为0级;
显著进步:治疗后 NIHSS评分减分率为46%~
89%,肢体病残程度为1~3级;进步:治疗后NIH-
SS评 分 减 分 率 为18%~45%;无 变 化:治 疗 后

NIHSS评分降低率或增加率均<18%;恶化:NIH-
SS评分增加率≥18%。总有效率=(基本痊愈+显
著进步+进步)例数/总例数×100%。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
示,组内及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
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为95.16%,较对照组的79.03%显著提高(χ2=
7.176,P=0.007),见表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基本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变化 恶化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2 20(32.26) 21(33.87) 18(29.03) 3(4.84) 0(0.00) 59(95.16)*
对照组 62 15(24.19) 18(29.03) 16(25.81) 12(19.35) 1(1.61) 49(79.03)

         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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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治疗前、后NIHSS及ADL评分比较 治
疗前,两组的NIHSS评分及ADL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的 ADL评
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均P<0.05),且治疗后观
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的 NIHS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治疗后观察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2。
2.3 两组治疗前、后血浆内皮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
前两组的ET-1及NO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的ET-1均较治疗前明显
降低(均P <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后两组的 NO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
(均P<0.05),且观察组的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3。
2.4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比较 治疗前两
组的血清CRP、IL-6、IL-8、IL-10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均P <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4。

表2 两组治疗前、后NIHSS及ADL评分比较(分,췍x±s)
组别 时间 NIHSS评分/分 ADL评分/分

观察组 治疗前 23.49±3.32 38.85±6.78
(n=62) 治疗后 9.92±2.14*# 67.53±6.64*#
对照组 治疗前 23.85±3.41 39.02±8.13
(n=62) 治疗后 15.32±3.18* 56.68±5.41*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血浆内皮功能指标比较(췍x±s)
组别 时间 ET-1/(μg/L) NO/(μmol/L)

观察组 治疗前 142.13±18.55 58.95±11.23
(n=62) 治疗后 50.23±10.17*# 95.15±16.67*#
对照组 治疗前 145.24±20.23 60.21±13.21
(n=62) 治疗后 68.89±14.25* 78.98±14.03*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表4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比较(췍x±s)
组别 时间 CRP/(mg/L) IL-6/(ng/L) IL-8/(ng/L) IL-10/(ng/L)

观察组 治疗前 15.69±3.21 67.23±18.34 29.12±6.05 13.39±2.23
治疗后 6.21±2.13*# 34.12±10.12*# 12.21±3.09*# 8.87±1.23*#

对照组 治疗前 16.04±3.24 68.47±19.95 28.35±5.67 13.45±2.45
治疗后 10.42±3.05* 45.32±14.21* 22.45±4.45* 11.29±1.56*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两组肝肾功能、
尿常规及凝血功能均未发生异常变化。观察组2例
轻度食欲不振,对照组1例轻度皮肤瘙痒,均未见其
他不良反应,均未经特殊处理自行缓解。两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42,P
=0.559)。

3 讨 论

  ACI的治疗通常是在有效时间窗内进行溶栓治
疗,以重建梗塞区域脑组织血供,减轻脑水肿及脑损
伤。但在超过溶栓时间窗后,恢复堵塞血管再通可
能出现缺血再灌注损伤[1]。目前,临床公认的 ACI
主要治疗原则及目的是快速恢复及改善脑血流灌
注、改善脑组织缺氧缺血、保护并修复损伤神经,以
降低或避免各类继发性脑损害及后遗症。因此,在
缺血脑组织发生不可逆性损伤前尽早恢复闭塞血管
的通畅性及血供具有重要价值,而抗血小板是该治
疗过程的基础。氯吡格雷是临床常用血小板聚集抑
制剂,对于血小板二磷酸腺苷(ADP)受体具有不可
逆性修饰作用,对ADP与其血小板受体直接的结合
具有选择性抑制作用,进而起到抑制血小板聚集的
作用[2]。此外,氯吡格雷对ADP的释放过程也有抑
制作用,能够抑制血小板的活化、扩增,进一步抑制
血小板聚集[8]。ACI发病后病理生理变化复杂,单
纯阻止某一病理生理过程或某一发病机制并不能获

得满意效果,有赖于联合用药从多靶点、多途径控
制。
  自由基清除与脑保护理念是近年来 ACI治疗
研究的热点。临床研究发现,ACI后可生成大量自
由基,且自由基可引起“瀑布式损伤级联反应”,加之
发病后大量氨基酸细胞激活而产生毒性作用及酸中
毒,神经细胞中Ca2+ 超载等,均可导致神经细胞损
伤[9]。研究表明,ACI后可出现自由基爆发,并伴有

ET生成增多、NO生成减缓、大量炎症性细胞浸润
以及血小板过度激活等生理反应,容易导致血栓形
成而加重局部脑组织损伤[10]。基于上述理论,清除
自由基、抗氧化及神经保护在ACI治疗中具有关键
意义。依达拉奉是一种神经保护剂,同时也是一种
高效自由基清除剂,其能够快速通过血脑屏障而清
除脑组织中毒性羟基团,并且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
进程,从而保护血管内皮细胞,阻碍缺血半暗带进一
步扩大,减轻脑损伤程度[3]。同时,依达拉奉还可抑
制花生四烯酸的生成而减轻其所致脑水肿以及氧化
性细胞损伤,从而避免迟发型神经元损伤的发生,起
到神经保护作用[11]。动物研究显示,对缺血或缺血
再灌注实验大鼠予以静脉应用依达拉奉能够有效延
缓脑组织损伤及脑水肿进程,缓解甚至消除其神经
症状,还 可 抑 制 迟 发 型 神 经 元 损 伤 的 发 生 及 发
展[12]。
  基于依达拉奉与氯吡格雷的作用机制不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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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将两药联用能够起到优势互补与疗效协同作用,
在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同时,还可抑制细胞凋亡、清除
氧自由基并抑制自由基损伤,从多机制、多靶点改善
脑血流动力学、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及稳定动脉
硬化斑块,从而全面控制 ACI及其继发性脑损伤。
本研究中,观察组采用依达拉奉与氯吡格雷联用方
案治疗,而对照组单纯予以氯吡格雷治疗,结果显
示,观察组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95.16%vs
79.03%,P <0.05),治疗后 NIHSS及 ADL评分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均P<0.05),这与既往文献[1-3]

报道的结果基本一致。金小坡等[13]研究表明,对
ACI患者应用依达拉奉与氯吡格雷联合治疗较氯吡
格雷单用能够提高临床疗效(91.67%vs83.33%),
降低NIHSS评分,且能够更好地降低血液黏稠度,
这也是治疗脑梗死的基础。证实氯吡格雷与依达拉
奉联合治疗ACI具有显著疗效。
  ET-1是血管内皮细胞分泌产生的一种强效缩
血管物质,而NO是一种内皮依赖性舒张因子及内
源性血管扩张因子,能够调节神经递质释放、血液流
变及炎症损害等。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血浆ET-1
与NO之间维持平衡状态,而在ACI后由于血管内
皮功能损伤可表现为NO分泌降低而ET-1合成升
高[1]。本研究中,两组治疗后血浆ET-1均显著降
低,NO均显著升高,但治疗后观察组的ET-1升高
幅度或NO的降低幅度均较对照组更为明显(均P
<0.05)。提示依达拉奉可能通过抑制ET-1生成
及促进NO生成而发挥辅助治疗ACI的作用。IL-6
及IL-10均是由活化T细胞生成的炎症细胞因子,
IL-8则主要源于单核细胞、组织细胞及血管内皮细
胞,对于白细胞及T淋巴细胞均具有较强的趋化作
用。CRP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在局部或全身
炎症反应中均有重要作用[14-15]。本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治疗后血清IL-6、IL-8、IL-10及CRP水平均显
著降低(均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与郭华等[16]报道结果相似。提示依达拉
奉可能通过下调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而发挥治疗ACI
的作用。此外,观察组加用依达拉奉后仅2例轻度
食欲不振,未见其他不良反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依达拉奉与氯吡格雷联用可起到协
同增效作用,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神经功
能缺损及ADL,可能与其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及控制
机体炎症反应有关,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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