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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囊扩张式支架及血管成形治疗脑动脉
狭窄术后再狭窄风险研究

王 云

(邢台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邢台 054000)

摘要 目的:探讨颅内动脉狭窄患者接受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及血管成形术治疗后,发生再狭窄风险及影响因素。方法:对

2011年6月至2015年5月在河北省邢台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接受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及血管成型术的142例颅内动脉狭窄

性病变患者进行至少2年随访观察。根据随访结果,将患者划分为再狭窄组(21例)和无再狭窄组(121例),采用Cox回归分

析明确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142例患者中,21例术后发生再狭窄。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伴糖尿病、支架直径

(HR=3.360、0.320;均P<0.05)。结论:球囊扩张式支架及血管成型治疗脑动脉狭窄术后再狭窄风险较高,伴糖尿病、支架

直径相对较小患者可能更容易发生再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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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内动脉狭窄性病变是导致缺血性卒中的主要

原因之一,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每年卒中风险

高达12.5%,且预后不良[1]。对抗血栓药反应欠佳

患者,目前多采用支架置入术治疗,自膨式支架和球

囊扩张支架均是可选的颅内动脉支架,临床疗效可

靠[2],受医疗条件限制,目前国内主要采用后者[3]。
但既往报道证实,球囊扩张支架虽然有较好的疗效

和围术期安全性,术后再狭窄率仍较高[4]。探明术

后再狭窄的风险因素,并予针对性干预,可能有助于

提升疗效。基于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142例接受

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及血管成形术治疗的颅内动脉

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6月至2015年5月在河北省邢台

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接受治疗的142例颅内动脉狭

窄性病变患者,其中男103例,女39例;年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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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平均(61.71±8.24)岁;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

死101例,短 暂 性 脑 缺 血 发 作41例;伴 高 血 压

82例,伴糖尿病44例,伴冠心病12例,伴高脂血症

31例,伴吸烟史73例;病变位于前循环75例,后循

环67例;术前狭窄率70%~90%,平均(81.38±
4.42)%。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年龄30~80岁;(2)与颅内

动脉狭窄有关的反复发作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缺

血性脑卒中患者,且最近次发作病程1周以上;(3)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狭窄程度≥70%;(4)合并高

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
(5)术前抗血小板治疗口服硫酸氯吡格雷片和阿司

匹林肠溶片;(6)术后接受至少2年的随访,且病历

及随访资料完整。

1.2.2 排除标准 (1)非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2)
患有肿瘤、颅内动脉瘤、心功能衰竭、肝肾功能障碍、
血液系统疾病、溃疡病、动脉炎者;(3)对碘剂、阿司

匹林肠溶片、氯吡格雷片过敏者;(4)存在生活不能

自理的严重神经功能缺损者。

1.3 治疗方法

  患者术前口服氯吡格雷75mg/d、阿司匹林

100mg/qn,持续5d,同时积极控制血压、血糖及血

脂。患者在局麻下采用改良Seldinger穿刺技术穿

刺股动脉或桡动脉,置入8F动脉鞘,全身肝素化,路
图下沿导引导管送入微导丝小心通过狭窄处到达狭

窄血管远端固定,如果路径迂曲,考虑支架难以到

位,采用双微导丝技术以加大支撑力,或应用双导管

技术,沿微导丝送入适当大小的 Apollo支架,采用

多阶梯压力释放技术释放支架,使支架充分膨胀。
术后继续应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1年,低分子肝素

钙注射液4100IU,12h/次皮下注射3~5d,在无

禁忌证的情况下,阿司匹林100mg持续服用。

1.4 观察指标

  观察血糖、血脂、经颅多普勒超声(TCD)、全脑

血管造影(DSA)或CT血管造影(CTA)检测结果,
分别于支架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随访化

验指标及TCD检查。对再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脑卒中等患者,立即复查,此后每半年复查

一次CTA或TCD,并对行CTA或TCD检查显示

可能存在支架内再狭窄者,进一步行全脑血管造影

(DSA)检查,以明确诊断。再狭窄标准[5]:(1)支架

内或支架两侧5mm范围内狭窄程度>50%;(2)血
管直径较支架置入时减少>20%。1年复查无血管

狭窄者口服用药改为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单药维

持。根据随访结果将患者划分为再狭窄组和无再狭

窄组。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

以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单因素

对比时计算相对风险值RR。对单因素分析中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一步开展多因素Cox 回归

分析,筛查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随访结果

  所有患者均接受至少2年的随访时间,平均随

访时间(28.58±3.13)个月。142例患者共158个

病变,121例随访期间无狭窄,占85.21%,涉及病变

133个;21例随访期间出现再狭窄,占14.79%,涉
及病变25个,2例分别于于术后4个月、7个月时再

发短暂性脑缺血,1例分别术后10个月时再发缺血

性脑梗死,因而确诊,13例于术后6个月复查时确

诊,4例于术后12个月复查时确诊,1例于术后

24个月复查时确诊。

2.2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与再狭窄相关性的单

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伴糖尿病患者再狭窄风险明

显高于不伴糖尿病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 后 者 发 生 再 狭 窄 的 风 险 是 前 者 的

0.270倍,见表1。

2.3 两组患者手术及病理指标与再狭窄风险相关

性的单因素分析

  再狭窄组置入支架长度明显长于无再狭窄组,
支架直径更明显小于无再狭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2。

2.4 两组患者术后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分析

  纳入是否伴糖尿病、置入支架长度及直径为自

变量,以是否发生再狭窄为应变量,经Cox 回归分

析显示:糖尿病、支架直径是术后再狭窄的独立影响

因素(HR=3.238,0.347;P 均<0.05),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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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与再狭窄相关性的单因素分析[n(%)]

指标 无再狭窄组
(n=121)

再狭窄组
(n=21) χ2 RR(95%CI) P

年龄/岁

 ≥65 41(33.88) 8(38.10) 0.140 0.833(0.320~2.170) 0.708
 <65 80(66.12) 13(61.90)
性别

 男 87(71.90) 16(76.19) 0.165 0.800(0.272~2.354) 0.684
 女 34(28.10) 5(23.81)
伴高血压

 是 69(57.02) 13(61.90) 0.175 0.817(0.315~2.114) 0.676
 否 52(42.98) 8(38.10)
伴糖尿病

 是 32(26.45) 12(57.14) 7.885 0.270(0.104~0.700) 0.005
 否 89(73.55) 9(42.86)
伴冠心病

 是 10(8.26) 2(9.52) 0.037 0.856(0.174~4.215) 0.848
 否 111(91.74) 19(90.48)
 伴高脂血症
是 26(21.49) 5(23.81) 0.057 0.876(0.293~2.615) 0.812
 否 95(78.51) 16(76.19)
伴吸烟史

 是 59(48.76) 14(66.67) 2.297 0.476(0.180~1.261) 0.130
 否 62(51.24) 7(33.33)
病变部位

 前循环 62(51.24) 13(61.90) 0.817 0.647(0.250~1.672) 0.366
 后循环 59(48.76) 8(38.10)

表2 两组患者手术及病理指标与再狭窄风险相关性的单因素分析(x±s)

组别 球囊扩张
压力/kPa

支架长度/
mm

支架直径/
mm

术前血管
狭窄率/%

术后残余
狭窄率/%

无再狭窄组(n=121) 783.28±142.58 13.82±2.77 3.37±0.38 81.71±5.44 14.68±7.15
再狭窄组(n=21) 838.62±157.68 15.95±2.91 3.05±0.36 79.48±6.64 17.14±9.30

t 1.616 3.229 3.589 1.676 1.388
P 0.108 0.002 0.001 0.096 0.167

表3 术后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分析

指标 β sx Wald HR P 95%CI
伴糖尿病 1.212 0.438 7.657 3.360 0.014 1.158~7.147
支架直径 -1.138 0.311 13.389 0.320 0.000 0.011~0.617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颅内动脉狭窄的患者应用A-
pollo支架系统行血管成形术治疗后,血管狭窄率明

显下降。Karanam等[6]采用该支架系统治疗39例

患者,显示37例仅接受血管成形治疗即可使残余狭

窄<50%,余2例置入支架后也可达到上述目标,院
内住院期间1例死亡;Liu等[7]纳入105例患者,证
实采用该方案治疗能够有效开通狭窄血管,且术后

30d不良事件发生率仅7.1%。但该方案仍可能导

致较高的术后再狭窄率,本研究未纳入术后30d恶

性脑卒中患者,能够排除部分因内膜损伤而导致支

架内再狭窄的患者,但仍随访观察到14.79%患者

发生再狭窄,且多数患者于术后6个月内即可发现

再狭窄。李静等[8]报道的再狭窄率约为23.8%;李
立等[9]报道的再狭窄率约为19.4%,且椎动脉起始

部再 狭 窄 发 生 率 为 32.1%,颅 内 段 再 狭 窄 为

10.3%。上述既往报道的再狭窄率与本研究有一定

差异,推测可能与随访时间、血管病变部位及程度等

因素有关。对再狭窄患者,根据流体力学经验,较小

的管径改变即可导致明显的血流动力学变化,而颅

内动脉血管基础直径小,故出现再狭窄,可能对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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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血流量造成较大影响[10],因此需要探明患者术

后再狭窄的风险因素,予针对性干预,从而降低再狭

窄风险。

  血管弹性回缩、晚期血管重塑、内膜过度增生等

均可能导致颅内动脉再狭窄[11],但由于球囊扩张支

架在置入后能够持续产生径向压力,因此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阻止血管弹性回缩,故血管重塑、内膜增生

对球囊扩张支架置入后再狭窄发生的影响可能更显

著。本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术后更易出现再狭窄,
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可诱导血管内膜平滑肌细胞增

殖[12],而其他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对血管内膜的

影响可能相对较轻,故不会增加患者再狭窄风险,但
崔涛[13]研究则提示高血压、吸烟史也对再狭窄有一

定影响,推测可能与高血压等因素的程度有关。本

研究发现年龄、狭窄血管位置均对再狭窄风险无明

显影响。王铁军等[14]报道提示年龄对再狭窄无明

显影响,与本研究结果相符;谢湘桂等[15]报道认为

狭窄病区对再狭窄有一定影响,非优势供血侧更易

发生再狭窄,与本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可能与狭窄

病区分类方案差异有关。

  支架置入结构也对再狭窄风险有一定影响,本
研究发现支架长度、支架直径均与再狭窄有一定关

系,且后者是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这与廖智杰

等[16]和高万龙等[17]报道相符,可能是因为支架的选

择与病区血管的长度和直径有关,这也提示病区越

长、病区血管直径越小,患者术后再狭窄风险可能越

高。

  综上,本研究显示球囊扩张支架置入和血管成

形术对脑动脉狭窄有可靠治疗价值,患者术后再狭

窄的影响因素主要为伴糖尿病、支架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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