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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超早期脑梗死的临床疗效观察

曾志伟 吴燕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急诊科,漳州 363000)

摘要 目的:观察急诊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超早期脑梗死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七五医院收治的104例超早期脑梗死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52例。研究组采用急诊尿激酶静

脉溶栓治疗,对照组采用肝素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同时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估患

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Barthel指数评定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结果: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的总有效率分别为98.1%、71.2%,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两组 NIHSS评分和Barthel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治疗1d、10d、20d后,研究组NIHSS评分和Barthel指数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均P<0.05)。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急诊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超早期脑梗死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改善

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超早期;急性脑梗死;急诊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

中图分类号:R74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7)06-0907-03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7.06.032

Clinicaleffectofintravenousthrombolysiswithurokinaseonsuperearlycerebralinfarction
ZengZhiwei,WuYansheng.(EmergencyDepartment,No.175HospitalofChinesePeople'sLiberation
Army,Zhangzhou36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icacyofintravenousthrombolysiswithurokinaseonsuperearly
cerebralinfarction.Methods:104patientswithsuperearlycerebralinfarctiontreatedinourhospitalfrom
January2015to2016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studygroupandacontrolgroup,with52
casesin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studygroupreceivedintravenousthrombolysiswithurokinase,
whilethose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heparintherapy.Thetotalresponseratewascomparedbetween
thetwogroups.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StrokeScale(NIHSS)scoresandBarthelindexwereusedto
evaluatethedegreeofnervousfunctionaldefectsandtheactivityofdailyliving,respectively.Results:The
totalresponseratewere98.1%and71.2%inthestudygroupandthecontrolgrouprespectively,andthe
differencewas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Beforetreatment,thetwogroupsNIHSSscorehadno
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Posttreatmentdays1,10and20,theNIHSSscoresandBarthelindexof
thestudygroupweresuperiortothoseofthecontrolgroup(P<0.05).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in-
cidenceofcomplicationsbetweenthetwogroups(P>0.05).Conclusion:Intravenousthrombolysiswithu-
rokinasewaseffectiveinthetreatmentofcerebralinfarctioninsuperearlystage,withspeedyrecoveryof
neurologicalfunctionandimprovedlivingquality.
Keywords ultraearlystage;acutecerebralinfarction;intravenousthrombolysiswithurokinase

  脑梗死是缺血性卒中的总称,包括脑血栓形成、
腔隙性梗死和脑栓塞等,其发病率较高,约占卒中患
者总数的70%[1]。若治疗不及时或治疗方法不当,
脑梗死患者则会出现偏瘫、肢体功能障碍、言语障碍
等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给家庭和社会
带来沉重的精神及经济负担[2]。提高急性脑梗死患
者治疗效果及改善预后的关键是超早期采用有效的
治疗措施,溶栓并促使脑部血液供应恢复[3]。目前,
临床上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应用尿激酶溶栓促进

血管再通[4]。本研究以104例超早期脑梗死患者为
研究对象,探讨急诊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的临床效
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一七五医院收治的超早期脑梗死患者104例,
所有患者均为首发脑梗死。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
者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52例。研究组中,男
27例,女25例;年龄36~78岁,平均(62.8±8.2)
岁;病程2.0~4.5h,平均(2.8±0.2)h。对照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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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26例,女26例;年龄36~78岁,平均(62.6±
8.3)岁;病程2.0~4.5h,平均(2.7±0.3)h。两组
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取得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病例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经临床检查确诊为颈内动脉
系统脑梗死;(2)CT检查未显示低密度病灶;(3)从
发病到治疗的时间在4.5h内;(4)无严重心、肝、肾
功能不全;(5)凝血四项检查结果显示无异常;(6)血
糖、血脂、心电图检查无异常;(7)自愿参与本研究,
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2 排除标准 (1)存在严重意识障碍者;(2)有
出血倾向者;(3)肢体瘫痪在Ⅲ级以下者(包括Ⅲ
级);(4)近期行手术治疗者;(5)合并严重心、脑血管
疾病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肿瘤等原发疾病的患
者;(6)合并非动脉硬化性血管疾病者;(7)对本研究
所用溶栓药物有禁忌证或过敏史的患者。
1.3 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入院后实施常规对症治疗,主要
包括维持机体水电解质平衡、控制颅内压、清除自由
基、抗血小板聚集、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等。
1.3.1 对照组 本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
用低分子量肝素钠注射液(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批号:150201)进行抗凝治疗:100IU/kg
低分子量肝素钠注射液皮下注射,2次/d,1个疗程
为10d,治疗2个疗程。
1.3.2 研究组 本组患者实施急诊尿激酶静脉溶
栓治疗:将100万 U尿激酶(四川贝奥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生产,批号:150312)溶入250mL生理盐水
中,静脉滴注,滴注时间为30~45min,1次/d,1个
疗程为10d,治疗2个疗程。针对治疗后临床症状
及体征未明显改善,且未出现明显出血倾向及并发
症的患者,为其适当调整药物剂量。在溶栓治疗过
程中,对患者的临床症状变化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并
监测血压波动情况。针对溶栓过程中出现血压急性
升高、剧烈头痛、呕吐、恶心等症状的患者,立即停止
溶栓治疗,并及时给予头颅CT检查。完成溶栓治
疗后24h,对患者的凝血四项、血常规、血压、肾功能
等进行检查。实施头颅CT检查,确保患者未出现
明显颅内出血现象。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采用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
strokescale,NIHSS)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1d、
10d、20d后神经功能变化情况进行评估,主要包括
意识水平、面瘫、上肢运动、下肢运动、语言、感觉等;
得分越高,提示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越严重[5]。
以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1d、10d、20d后的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估,得分越

高,表示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越好[6]。
1.5 疗效评定标准[7]

  以患者治疗后,NIHSS评分较治疗前减少≥
90%,且Barthel指数≥95,病残程度为0级,未出现
语言、感觉等障碍为基本治愈;以患者治疗后,NIH-
SS评分较治疗前减少46%~89%,且Barthel指数
为75~94,病残程度为1~3级为显效;以患者治疗
后,NIHSS评分较治疗前减少18%~45%,且Bar-
thel指数为50~74,病残程度为4~6级为有效;以
患者治疗后,NIHSS评分较治疗前减少<18%,且
Barthel指数<50为无效。治疗总有效率=(基本治
愈+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研 究 组 和 对 照 组 治 疗 的 总 有 效 率 分 别 为

98.1%、71.2%,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1d、10d、20d后,研究组

NIHSS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arthel指数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Barthel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1d、10d、20d后,研究组

Barthel指数均优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n(%)]
组别 基本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16(30.8) 22(42.3) 13(25.0) 1(1.9) 51(98.1)
对照组 3(5.8) 8(15.4) 26(50.0) 14(26.9) 37(71.2)
χ2 10.88 9.18 6.93 13.17 14.48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的比较(分,췍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1d后 治疗10d后 治疗20d后

研究组 27.0±5.3 18.7±4.2 10.3±2.6 7.2±1.6
对照组 26.8±4.9 22.6±4.0 15.4±3.3 12.6±2.4
t 1.215 11.251 12.514 12.651
P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arthel指数的比较(췍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1d后 治疗10d后 治疗20d后

研究组 45.6±10.2 60.0±8.2 74.3±13.2 89.6±12.5
对照组 46.2±10.3 50.3±6.5 61.5±11.2 72.3±11.7
t 1.025 13.200 12.684 11.254
P >0.05 <0.05 <0.05 <0.05

2.4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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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组中,2例出现少量出血(其中出现少量颅
内出血1例,合并泌尿道出血1例),1例出现肢体
瘫痪加重,并发症发生率为5.8%(3/52)。对照组
中,出现肢体瘫痪加重的患者1例,意识障碍合并肢
体瘫痪加重1例,合并消化道出血2例,合并牙龈出
血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9.6%(5/52)。两组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急性脑梗死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8]。随着我
国人口老年化进程的加剧,急性脑梗死的发病率逐
渐升高。在导致老年人死亡的众多病因中,脑梗死
占据较大比例,部分幸存的患者也有可能出现一系
列并发症,如肢体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等,给患
者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严重影响[9]。患者一旦
出现急性脑梗死,其中心坏死区及周围的缺血半暗
带会共同组成梗死病灶,在中心坏死区会出现不可
逆性脑细胞死亡,但在周围的缺血半暗带中,因其具
备侧支循环,所以尚有部分神经元存活[10]。因此,
临床上采取积极措施,在患者发病短时间内,迅速恢
复其缺血半暗带的血液供应,逆转脑细胞损伤,并促
使存活的部分神经细胞恢复其功能,从而改善患者
的临床症状[11]。但若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恢复患者
缺血区域的血液供应,会逐渐缩小可逆性的缺血半
暗带,且会增大中心坏死区域,增加临床治疗难度,
不利于改善患者预后[12]。
  缺血半暗带脑细胞损伤的可逆性是脑梗死患者
急诊溶栓治疗的病理学基础。研究表明,治疗时间
窗在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13]。临床上避免脑梗死患者脑细胞因缺血时间
长而引发不可逆坏死的关键是按照患者具体情况,
给予其必要的超早期溶栓治疗,从而对脑梗死患者
梗死区域的血液供应进行恢复[14]。而一旦超过时
间窗,极易导致脑细胞因长期缺氧而发生缺血性坏
死,此时再对患者进行溶栓治疗,不仅不能对其临床
症状进行改善,还有可能致使患者脑细胞出现再灌
注损伤,增加脑出血风险。超早期脑梗死则是指患
者从发病到治疗的时间在4.5h内[15]。本研究所有
患者均为超早期时进行治疗。
  以往对于脑梗死患者,临床上多采用肝素抗凝
治疗,能有效抑制血小板聚集,控制血液黏稠度,改
善脑部血流供应,减轻缺血缺氧状态。目前临床上
大量实践表明,相较于肝素抗凝治疗,急诊尿激酶静
脉溶栓治疗能更为显著地控制超早期脑梗死患者的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缩短疗程。尿激酶主要提取自
人体尿液,是常见的纤溶酶原激活物,广泛运用于临
床静脉溶栓治疗。但目前临床上针对尿激酶溶栓治
疗的最 佳 使 用 剂 量 存 在 较 大 争 议。一 般 认 为,
150万U是适宜的首次使用剂量。也有研究认为,
在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进行溶栓治疗时,采用100~
150万U能获得更为显著的临床效果,且有着较高

的安全性[16]。尿激酶剂量过大则会导致脑出血、胃
肠道症状等不良反应。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治
疗总有效率为98.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1.2%
(P<0.05)。提示对超早期脑梗死患者采用急诊
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效果较佳。此外,治疗后研究
组NIHSS评分和Barthel指数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均P<0.05),表明超早期采用急诊尿激酶静脉溶
栓治疗脑梗死能促使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有效改
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而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
较无明显差异(P>0.05)。
  综上所述,急诊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超早期脑
梗死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改
善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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