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行检测的对{}l：【组 微栓了I；u性 微栓了15}j性

微栓子检测

MES阳性与阴性亚组及对照组sVCAM一1水平比较

2．3 ICVD组及对照组卒中危险因素及血脂水平比较 见表3

表3病例组及对照组的人口学特征及卒中危险因素对比

类别

年龄(x±曲

男 性％(而

冠心病％(而

糖尿病％(力)

高血压病％(而

家族史％(力)

吸 烟％(功

病例组(n=68) 对照组(n=40)

67．75±12．04 66．08±11．74

60．69(41)

8．82(6)

14．70(10)

48．5(33)△

26．47(18)

1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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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0(23)

7．50(3)

15．00(6)

15．0(6)

17．50(7)

1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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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 酒％(曲

胆固醇(x±5)

甘油三酯(x±曲

低密度脂蛋白(X±5)

高密度脂蛋白(x±由

10．29(7)lO．00(4)

5．12±O．84宰 4．15±0．59

1．34±0．54▲ 1．12±0．48

2．73±0．69．# 2．32±0．57

1．31±O．22 1．21±0．35

与对照组比较，△P<0．Ol；与对照组比较，宰P<0．Ol；与对照组比较，

▲氏O．Ol；与对照组比较，拜P<O．Ol

2．4血清黏附分子水平及各危险因素与ICVD的相关性 以脑血管病发生作为因变

量，以年龄、糖尿病、高血压病、冠心病、家族史、吸烟、酗酒、高脂血症、sICAM一1

及sVCAM-I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众多因素中，高血压

病、高脂血症、sICAM-I和sVCAM-I与脑血管病的发生呈正相关，r分别为1．460、

一0．176、一0．032和一0．057，均P<O．05，其余各因素与脑血管病的发生无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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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发现AS斑块不稳定性与基质金属蛋白酶、高同型半胱氨酸、超敏C反应

蛋白、白细胞介素8等有关，近年来黏附分子与不稳定斑块的关系也成为热点之一。

细胞问黏附分子1(ICAM一1)和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CAM一1)是两种重要的黏附分子，

同属于黏附分子的免疫球蛋白超家族。这一家族的黏附分子含有与免疫球蛋白类似

的可变区(V区)和恒定区(C区)结构，其分子结构中具有由2个半胱氨酸残基间以二硫

键连接的结构域(Ig结构域)，约由100个氨基酸残基组成⋯1。不同的黏附分子含有不

同数量的Ig区段。ICAM-1为90"-115氨基酸残基的单链跨膜糖蛋白，存在于血管内

皮细胞和外周白细胞，正常情况下ICAM-1呈低表达，某些炎症刺激后ICAM一1表达明

显增加。ICAM-1的主要受体为整合素家族的CDlla／CDl8，在所有白细胞上均表达。

ICAM一1与CDlla／CDl8相互作用，参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向血管内皮

的黏附，对白细胞向炎症区移行及淋巴细胞归巢和再循坏起重要作用。vCAM—1分子

量100～110氨基酸残基，也命名为CDl06，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膜上，受炎性因子

刺激时表达增加，主要与存在于单核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表面的整合素家族的B(又

称very late antigen 4，VLA4)结合，参与淋巴细胞的活化、迁移和造血细胞的生

长发育，并在炎症、肿瘤转移等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目前认为不稳定斑块是脑血管事件的重要发病基础口1，国内外研究表明不稳定

斑块具有以下特征：①纤维帽较薄或易变。薄纤维帽纤维帽主要由胶原细胞和胶原

基质组成。纤维帽的厚度及所占比例是决定斑块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近年研究发现，

纤维帽厚度是环管周应力峰值增加的重要因素，纤维帽越薄，环管周应力峰增加越

明显，斑块越易于破裂。计算机模拟显示，偏心分布的脂质斑块纤维帽上的应力集

中区，位于纤维帽与正常组织交界处(斑块的肩部)时斑块最易破裂，即偏心分布的

脂质斑块最易破裂。一般以纤维帽的厚度<65 m，或≤3层细胞者为不稳定斑块的主

要特征之一n2l。另外纤维帽的大量钙化可使纤维帽的僵硬度和脆性增加n引，而使斑

块易于破裂。②脂质坏死核心大。成份包括富含粘稠状粥样脂质物质的泡沫细胞、

退化的血液成份、坏死组织碎片及胆固醇结晶等。研究显示破裂斑块中脂核比例多

于32％"--40％水平，认为斑块中脂核比例>40％时斑块易于破裂n2’14’151。③胶原含

量少，平滑肌细胞少，炎性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较。不稳定斑块中巨噬细胞、Tfl$巴

细胞、肥大细胞等炎症细胞的浸润较为明显，斑块破裂过程中巨噬细胞、血管平滑

肌细胞及内皮细胞还释放多种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6、8、肿瘤坏死因子

a(TNF-a)、干扰素6，细胞黏附分子如sICAM一1、sVCAM-1、P2选择素、E2选择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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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细胞趋化蛋白一1等的表达，同时存在着核转录因子rd3、组织因子(TF)的调节以

及细胞的凋亡。④斑块表面溃疡形成；⑤斑块内出血。斑块内微血管出血是斑块破

裂的诱因，而纤维帽薄的斑块，其微血管易出血u剀。

对不稳定斑块的治疗有助于临床血管事件的预防。但如何确定不稳定斑块的存

在和位置临床上有一定困难。目前可通过颈部血管超声、高分辨血管磁共振、血液

指标、微栓子检测技术识别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其中MES检测是目前确定不稳定斑

块存在的有效方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动脉到动脉的栓塞也是导致脑梗

死的重要原因n1。微栓子的出现提示了不稳定斑块的存在，近期发生脑梗死的可能

性增大，也有学者曾提出微栓子数量与脑梗死有一定关系⋯1。

房颤、心脏瓣膜病、卵圆孔未闭、心房黏液瘤、AS斑块等都是微栓子的来源，

本研究主要针对颈内动脉系统粥样硬化斑块的微栓子脱落。MES检测是在颞窗探及

MCA后用固定头架固定探头，在MCA主干(狭窄远端)进行双深度检测60 min。故

从颈总动脉分叉处至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脱落的栓子均可检测到。

颈内动脉和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源性MES的发生率具有共同特点，即有缺血症状

者MES发生率高，而无症状患者发生率低。若监测时间为30 min---1 h， 有缺血症

状的颈内动脉狭窄患者的MES发生率约为42％，而无症状患者约为8％up211。本研

究阳性率较低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 (1)病例的选择，病例入选的偏倚可能会造

成结果偏差；另外，本研究纳入患者数量较少也是影响MES阳性率的因素之一；(2)

时间点的不同，所有病例组患者均系发病72 h内行微栓子检测，而通常认为距离发

病时间越早，MES阳性率越高，故时间点的选择是影响MES阳性率的重要因素；(3)

种族、地域不同，本研究MES阳性率较欧美等西方研究阳性率低，不排除与种族或

地域差异性有关； (4)检测仪器及检测软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以往大量动物实验已经证明，黏附分子与脑缺血损伤程度有相关性，而本文重

点研究黏附分子与斑块稳定性的关系，故需排除脑缺血损伤程度对黏附分子水平的

影响。本研究所有病例均为颈内动脉或大脑中动脉区域脑梗死或TIA患者，故采用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脑卒中评分(NIHSS)来评定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脑卒

中评分(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来评定脑卒中患者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NIHSS是一个综合性的脑卒中量表，1989年由Thmos等为了急性

脑卒中治疗，研究设计的一份由15个项目组成的神经功能检查量表，是普遍使用的衡

量脑卒中严重性的方法，适用于各种脑卒中类型。本研究将MES阴性组与MES阳性组

NIHSS评分比较，两组脑缺血损伤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O．05)。
研究乜21发现，与无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相比，症状性斑块中黏附分子表达

增加。黏附分子主要在动脉粥样斑块的内皮组织和平滑肌细胞上表达，且受诸如

IL一1，TNF-a和干扰素r等炎性细胞因子的调节。数据H踟表明血管内皮细胞炎性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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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局部表达的增加与栓塞性缺血密切相关，炎性介质的表达参与了症状性粥样硬化

斑块的转变过程及粥样硬化斑块向血栓fj{『状态的转变过程。黏附分子表达是斑块形

成、增殖及不稳定化所必需的，ICAM-1、VCAM一1及E选择素调节白细胞和血管内皮

细胞的粘附以及白细胞向血管内皮下的游走，最终促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

Zhang Chi等担加也通过研究表明E-selectin调节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初期的自细胞趋

边滚动，ICAM-I、VCAM-1则强化白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的粘附以及白细胞向血管内

皮下的游走，两者均在AS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同时ICAM一1、VCAM_l又可促进血

管平滑肌增殖以及促使低密度脂蛋白增加的单核细胞向血管内皮粘附、迁移，即粘

附分子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的形成过程。Marina Brauna等晗钔也发现黏

附分子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过程；黏附分子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不稳

定性呈J下相关。且早在2002年乜朝，有研究者运用靶向超声波探针技术，使体内不稳

定粥样硬化斑块上的ICAM一1、VCAM-I及P选择素得到显像。高山等乜叼认为TCD微栓

子检测阳性可以高度提示AS斑块的不稳定性。近期研究幢71发现黏附分子与微栓子呈

正相关，Ritter等将30例颈动脉狭窄患者及16例急性脑血栓形成患者进行微栓子

检测，并测定相关指标，发现P-selectin(P一选择素)水平在微栓子阳性组较微栓

子阴性组高，且有统计学意义。黏附分子参与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班块的形成，而

不稳定斑块是微栓子信号的重要来源乜8’飘驯1’321，故黏附分子参与了微栓子信号的形

成过程。

本研究将三组slCAM-1及sVCAM-I水平进行比较，P<O．05。MES阳性组黏附分

子水平较MES阴性组增高，说明黏附分子水平与微栓子呈正相关，即黏附分子与斑

块不稳定性相关。病例组黏附分子水平较对照组增高，说明黏附分子在脑缺血后炎

症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中将各危险因素及血清黏附分子水平与脑血管病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高

血压病、高脂血症、slCAM-1和sVCAM一1与脑血管病的发生呈正相关，故控制血压、

调节血脂有助于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病率。

而且近年来，抗黏附分子治疗，尤其是脑缺血时对ICAM—l、VCAM一1的干预研究

已成为一个热点。抗黏附分子机制主要有：(1)抑制ICAM一1、VCAM一1基因的表达。

许多实验证实，应用基因敲除技术敲除ICAM-I基因可减轻实验动物的脑缺血程度，

目前大多在转录水平上对ICAM-1的基因表达进行干预。研究表明，在大鼠大脑中动

脉闭塞24h前灌注ICAM-1反义寡核苷酸可显著抑制IC／N-1表达和缩小脑梗死体积

∞3，而白三烯受体1拮抗剂0N0-1078对大鼠全脑缺血有保护作用，其机制与抑制脑

缺血区的VCAM一1表达有关啪3。(2)抗ICAM-1、VCAM-I抗体。Rentsch等口钔研究表

明，应用ICAM-1单抗体可以明显减小梗死面积和缺血组织中多形核白细胞的数目，

推迟缺血后炎性反应的发生，明显降低缺血区凋亡细胞数目。(3)干预ICAM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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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M—l的配体。Matsuo等b51发现，在大鼠大脑中动脉闭塞1 h再灌注模型中，缺血

Iji『15min和再灌注时使用抗CDl8腹腔注射，可使白细胞浸润显著减少，梗死体积显

著缩小。但也有研究显示，CDl8基因缺陷虽能减少缺血再灌注区的白细胞聚集，却

不能抑制永久性栓塞模型白细胞的作用。提示ICAM-I及其配体CDll／CDl8结合并

发挥作用在再灌注期间尤为显著，对两者的干预在永久性缺血的实验动物中效果不

明显。与应用ICAM一1单克隆抗体的研究一样，应用配体进行干预的实验也同样存在

用药时间窗的问题。

除动物实验研究外，近年发现有些药物有抗黏附分子作用。

1．他汀类药物：Samson等汹·371研究发现阿托伐他汀不但有调脂作用，而且可能具有

抑制粘附分子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并且可使冠心病事件、脑卒中、心血管病

死亡率明显下降。他汀类药物非降脂作用的机制尚不清楚。秦玲啪1等也研究发现阿

托伐他汀不但有调脂作用，而且具有抑制粘附分子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2．解热镇痛药及抗炎药物：有药典指出作为解热镇痛药的阿司匹林可抑制某些细胞

粘附分子的表达或激活。另外，四环素可抑$JJTNF-a或脂多糖活化的人脐静脉内皮细

胞表达粘附分子E一选择素和细胞间粘附分子一1。然而，有关四环素抑$|JTNF—a及脂

多糖诱导表达E一选择素和ICAM一1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

大量研究表明，甾体类抗炎药地塞米松、非甾体类抗炎药布洛芬、双氯高灭酸

等均可抑制细胞因子刺激内皮细胞粘附分子的表达啪，4训．

组胺受体拮抗剂对抑制ICAM-I的表达有十分重要意义H¨。其中氯雷他定是目前

作用最明显的H引，它具有良好的抗粘附分子作用。

3．中药：大量研究表明，某些中药也有调节黏附分子表达的作用，如穿心莲、通心

络胶囊、川芎嗪等。在单核一内皮细胞粘附实验中发现，穿心莲内酯可以抑制肿瘤

坏死因子诱导的内皮细胞粘附分子(ICAM-I)的表达。而ICAM-I的高表达与内皮细胞

粘附性增加有关[43]o这为穿心莲内酯的抗炎作用机理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通过单

克隆抗体阻断试验，证明清解灵至少可以增加白细胞表面ICAM一1的表达H钔。

4．其他药物：有研究表明，肝素及其相关的葡糖胺聚糖能通过与选择素或Mac一1

作用干扰白细胞粘附，减轻神经功能映损H习。另有研究H61证实沙利度胺有抑制

ICAM一1表达的作用。

微栓子受多种因素影响故呈动态变化，大量实验表明黏附分子也随时间呈动态

变化。如在大鼠永久性及短暂性大脑中动脉闭塞(MCAO)的实验中，采用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方法可观察到在缺血3 h皮质ICAM一1 mRNA表达即明显增加，6---12 h

达高峰，至少持续3 d，脑实质ICAM一1阳性血管内皮细胞数量也明显增多H7’4羽。故

微栓子及黏附分子的动态变化尚需做进一步研究。MES在大动脉病变中尤为常见，

对于颈内动脉狭窄患者，MES是卒中再发和TIA的独立危险因素H钔，高危患者应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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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效的抗血小板和强化他汀类调脂治疗。而且，MES也被作为评价抗血小板药

物疗效的有效方法。本研究68例病例组患者均予单药或两联抗血小板治疗及他汀类

治疗，需要进一步通过MES对其疗效分别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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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脑缺血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脑缺血的发生与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的活跃状态密切相关。

2黏附分子与微栓子有一定相关性，黏附分子参与了微栓子的形成过程。黏附

分子的变化可反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不稳定性。

3黏附分子和微栓子均参与了脑缺血的损伤过程，微栓子和黏附分子是发生脑

缺血的危险因素。所以在脑梗死的二级预防中尝试抗黏附分子治疗以及对微栓子的

预防，可能为脑梗死的防治拓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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