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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缺血的患者微栓子信号与黏附分子

隋艳玲潘旭东

【摘要】 随着临床上对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认识的提高，认为它是急性

脑血管病的重要病理基础。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被认为是微栓子的来源之一，

微栓子阳性也提示患者有不稳定斑块的存在，近期易发生脑梗死。脑缺血损伤时，

有一系列粘附分子参与调节炎性反应和脑微循环功能的改变。粘附分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有利于白细胞粘附、迁移以及血小板聚集，产生炎症反应和血栓形成，近来的

研究发现粘附分子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不稳定性相关，黏附分子参与微栓子的形

成过程。通过对粘附分子及微栓子的研究有助于发展药物干预，对防治脑缺血有积

极意义。

【关键词】 脑缺血；微栓子信号；黏附分子

Microembolic signals and adhesion molecule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schemia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of 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1 00,China

【Abstract】 Nowadays，vulnerable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are regarded as

significant pathomechanism for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orders． Vulnerable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is one of microembolie source，microemboli indicates occurrence

of vulnerable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and incidental cerebral infarction．Adhesion

molecul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erebral ischemia,which Can mediate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microcirculation disturbance．Interaction among adhesion molecules

contributes to adherence and migration of leukocytes and platelet accumulation，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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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 involved in the progression of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thrombogenesis．Recent

studies indicated that adhesion molecules correlate with vulnerability of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and adhesion molecul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ormation of microembolic

signals．．Adhesion molecules and microembolic signals ale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targets for cerebral ischemia．

[Key words]cerebral ischemia；microembolic signals；adhesion molecules

长期以来脑血栓形成被认为是脑梗死的主要发病机制，随着医学影像学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栓子也是脑梗死的重要原因⋯，其中动脉到动脉的栓子起重要

作用乜1。微栓子信号(Microembolic signals，MES)的出现提示近期发生脑梗死的可

能性增大，甚至有学者提出微栓子数量与脑梗死有一定关系∞1。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是动脉粥样硬化(artherosclerosis，AS)病理过程的一个早期改变，目前认为AS主

要是在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基础上发生的一系列炎症反应H’51。

一、识别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特征的技术

1高频血管内超声

活体及离体研究均显示血管内超声(IVUS)不仅能清晰显示血管壁及粥样硬化斑

块的组织形态学特征，精确评估管腔面积、斑块面积和血管面积，而且是唯一能够

在离体、活体研究动脉几何学以及动脉粥样斑块的影像学方法，其所测结果与组织

学有很好的相关性，成为目前识别不稳定斑块的最佳技术之一。可以早期发现不稳

定斑快。

2磁共振

MRI具有很高的空间分辨率，对斑块的大小、体积及斑块组成可以提供较为准确

的信息，并且具有无创伤、无辐射性、可重复检查等优点。还可以利用一种血管内

导管来增强图像分辨率，这种MRI技术在分析内膜厚度、准确测量斑块大小方面与组

织病理学达80％的一致性№3。Farrar等H1用特制的无线电频率内置线圈，此种线圈为

迂曲的圆柱型，不会对血管内血流的通过有妨碍，更有利于MRI对斑块数据采集的客

观性。随着高分辨力MRI技术的出现，MRI为不稳定斑块的识别提供了一个新的、有

前途的诊断方法。

3血管显微镜

血管显微镜具有高质量检测色彩的优点，可以分辨血管内黄色斑块的密度，对

血栓检测敏感性很高。但血管显微镜不能检测动脉壁各层情况，加之其有创性，限

制了它目前在不稳定斑块评估中的应用。

29



综述

4血管内超声电描记法

血管内超声描记法是利用完整IVUS射频参数进行估测，无需再插入导管，是评

价动脉粥样斑块机械性特性的新方法。血管内超声电描记法不仅能区分硬斑块和软

斑块，而且能在体和离体检测软斑块内的脂质区和纤维帽区哺1。

5三维快速核磁共振血管摄影术

三维快速核磁共振血管摄影术是一种较全面的评估动脉系统形态学图像的非侵

入性方法，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

6微栓子检测技术

7血液学指标

识别不稳定斑块的血液学指标有基质金属蛋白酶、高同型半胱氨酸、超敏C反应

蛋白、白细胞介素、血清胆固醇和脂蛋白及血管紧张素II等。

目前临床上应用的主要技术有：①颈部血管超声；②高分辨血管磁共振；③微

栓子监测技术：④血液指标。随着研究的深入，颈部血管超声确定AS斑快性质的准

确率有待提高；高分辨血管磁共振被认为是活体呈像技术中确定斑快特征的领先技

术，但其准确率尚需进一步验证；血液指标特异性差；MES检测是目的确定不稳定斑

块存在的有效方法。

二、微栓子检测技术在脑缺血中的临床应用

自1990年Spencer等阳1首次报道了应用经颅多普勒(TCD)观察到大脑中动脉血流

中存在固体微栓子，微栓子引起人们广泛重视。随后Russell等n∞用动物模型证实了

TCD可检测循环中不同性质的微栓子。2008年，欧洲卒中组织(ESO)执行委员会和

写作委员会n妇共同完成了《缺血性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治疗指南2008》，指出

TCD是监测脑血流中MES的唯一方法。Gaunt及高山等n2’131认为TCD微栓子检测阳性

可以高度提示AS斑块的不稳定性。已有研究“钉证实颅内微栓子发生与颈动脉狭窄、

房颤及心脏瓣膜病有关，但对其他卒中高危因素与MES的关系研究较少。

微栓子的特征：(1)瞬间即逝(持续时间<300毫秒)；(2)在心动周期随意出现；

(3)频谱呈单向性；(4)声强至少高于背景多普勒血流频谱3dB(5)音频信号和谐，气

体栓子信号与固体栓子信号略有区别，前者连续出现或于同一时间出现而叠加，声

强明显高于背景多普勒信号，可达60dB以上；后者声强虽高于背景多普勒信号，但

低于气栓信号，多<40dB。(6)多通道监测时出现“时间延迟"。

不同栓子源产生的MES可含有不同的成分，通过对不同药物的反应可以间接判

断MES的成分。抗凝药物可使房颤患者的MES减少，因此这些信号是血栓成分u 51；

而大动脉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监测到的MES应用抗凝药物治疗无效，抗血小板药物则

可使MES减少，说明其栓子成分多是富含血小板的颗粒n氐"1；抗凝药物和抗血小板

药物均对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的MES无效，提示其成分是小气泡n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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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Markus等n引使用TCD监测微栓子技术对氯吡格雷加阿司匹林两联抗血小

板治疗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效果进行随机、双盲、多中心、前瞻性研究(CARESS实验)，

实验结果显示抗血小板聚集治疗有效减少了微栓子的数量，同时临床缺血事件也明

显减少，两联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在减少微栓子数量和临床缺血事件两方面都优于单

药抗血小板聚集治疗，认为微栓子可以作为观察药物治疗是否有效的客观指标，同

时也可作为近期发生脑梗死的预测指标。试验同时证实使用多普勒MES监测在多中心

研究中评价抗血小板治疗的效果是可行的。国内祁风等伽3也曾使用微栓子监测对抗

血栓药物疗效进行评价。

三、血管狭窄的MES检测进展

1．颈动脉狭窄MES检测进展

1994年，Siebler等采用TCD技术对89名颈动脉高度狭窄(≥70％)患者进行了微

栓子检测，在有症状组33名患者中有27名检测到微栓子信号，而无症状组56名患者

中只有9名检测到微栓子。通过对全部89名患者研究发现，-d'时内检测到2个或2

个以上MES，可88％币确预测近期有缺血性症状，MES检测可作为颈动脉狭窄不稳定斑

块的可靠临床证据乜1。。1995年，Markus等应用TCD对无症状及有症状的颈动脉狭窄患

者进行的栓子信号检测也发现微栓子信号与临床事件有一定的相关性晗纠。2004年

MacKinnon和Markus等发明了便携式TCD监测系统㈣，并对200例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

者(狭窄>50％)进行长达90天(60 min／天)的同侧大脑中动脉MES检测(期间出

现缺血事件或手术治疗则停止检测)，监测过程中89人发现MES，31例患者发生同侧

缺血性事件(7例卒中与24例TIA)，结果显示：MES可以预测卒中(P=0．001)及卒中

或TIA(P=0．0001)。并由此得出结论：MES阴性意味着将来发生卒中或TIA的风险较

低。颈动脉狭窄患者检测到微栓子信号有近期发生同侧卒中的危险，并认为微栓子

检测可用于评价有再次卒中高度风险的患者是否需要介入治疗，并可作为评价抗血

栓治疗的指标嘲1。Ritter等认为微栓子信号的出现频率可帮助对颈动脉狭窄的危险

程度进行分级晗副。

2．颅内大血管狭窄MES检测进展

在亚洲人群中，颅内动脉闭塞性疾病较颅外动脉闭塞多见，且主要为MCA狭窄。

2006年高山等啪3通过研究325个MES，此325个MES来自10例颅内动脉狭窄患者，其中

大脑中动脉狭窄者8例，大脑后动脉狭窄者2例，并与来自8例颈动脉或心脏的56个MES

对比研究发现，在颅内动脉中检测到的来自于远距离栓子源的MES具有局限性频率特

点，但从颅内动脉狭窄栓子起源处即狭窄部位检测到的MES具有多频且低频部分呈

双向的特点，说明多频信号与栓子起源部位有关。文中描述了一个振动的微栓子旋转

滚动着从脱落的血管壁移动到血管中央的轨迹(见图1)。并得出结论MES是再发缺

血性卒中或TIA的独立预测因子(P<O．01)，MCA狭窄患者检NNMES能够预测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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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性事件的复发心钌。

<／)◆二
图1

此图描述TNIJ从栓子起源部位脱落的微栓子从血管壁旋转滚动着向血管中央流动的

轨迹

上两组图摘自高山，黄家星，汪波等．颅内动脉狭窄栓子起源部位微栓子信号(MES)

的特性．

四、不稳定斑块与脑梗死的关系

根据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组成成分和分子生物学反应程度，将斑块分为稳定和

不稳定斑块。脑梗死的发生与AS斑块的不稳定性密切相关，不稳定的斑块容易形成

血栓，且不稳定斑块是微栓子信号的重要来源汹q羽即易产生栓子。进而导致梗死。

斑块不稳定(instability of plaque)的概念有如下两个方面：斑块的成分易于脱

落致栓塞：斑块的结构不稳定，易于在短期内急速进展导致管腔严重狭窄甚至阻塞，

如血栓形成、斑块内出血。不稳定斑块主要由富含脂质的粥样物质与覆盖其上的纤

维帽组成。脂质核心由胆固醇结晶、富含脂质的泡沫细胞和细胞碎片等组成。斑块

核心的大小、成分和纤维帽的厚度是决定斑块稳定性的重要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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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叼。另外纤维帽的大量钙化可使纤维帽的僵硬度和脆性增加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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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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多处于32％～40％水平，认为斑块中脂核比例>40％时斑块易于破裂b孔35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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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淋巴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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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黏附分子女HsICAM一1、sVCAM～1、P2选择素、E2选择素、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一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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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微血管易出血旧引。

近年研究似1表明脑梗死的发生也可由富含脂质的不稳定性斑块破裂引起，且斑

块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障碍，较之斑块的体积有更大的临床意义。以美国心脏协会制

定的标准对颈动脉硬化斑块进行分型。容易破裂的脆性斑块一般为病理Ⅳ型或Va型

口引，外表呈新月状，覆以一薄层纤维组织称为纤维帽，内有大量的脂肪和泡沫细胞

呈淡黄色粥样物质。纤维帽阻隔血液与斑块脂质核心接触，一旦纤维帽破裂，血液

中的凝血系统可被脂质核心内的组织因子(TF)激活，诱发血栓形成。TF诱发血栓形

成是斑块破裂后导致临床症状的最主要原因，因此，纤维帽的稳定性是影响斑块脆

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脂质核心的大小也与斑块脆性有关，脂肪沉积越多，斑

块越软，其抗血管收缩时管周压力的强度越低旧1。

五、黏附分子概述

近年来，细胞黏附分子在脑缺血损伤中作用的研究已成为缺血性脑血管病研究

的热点之一。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1，ICAM—1)和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VC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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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训。不同的黏附

分子含有不同数量的Ig区段(图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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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呈低表达，某些炎症刺

激后ICAM-1表达明显增加。ICAM一1的主要受体为整合素(intergrin)家族的CDl la／

CDl8，在所有白细胞上均表达。IC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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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循环起重要作用。VCAM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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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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