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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隔缺血后适应治疗脑缺血：病理生理学

机制和临床应用

应国民任长虹张颖

【摘要】 远隔脑缺血后适应可诱导脑缺血耐受而具有神经保护作用，为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

提供了一个新的策略。近年来，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机制研究和临床应用取得了明显进展，并显示了

其令人鼓舞的临床转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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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卒中的发病率、死

亡率和致残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给个人、家庭和

社会造成沉重负担。静脉溶栓是急性缺血性卒中唯

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窗仅

为3～4．5 h，由于全民健康教育薄弱、医疗资源分布

不均以及交通拥堵等问题，在我国溶栓治疗率低于

1％。而且，现有的大多数神经保护药仍难以实际运

用到临床或疗效不确定⋯。作为一种机体内源性

对抗缺血损伤的保护策略，缺血适应为缺血性脑血

管病的治疗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远隔脑缺血后适

应是指在对缺血敏感的重要靶器官(如脑)发生缺

血事件后，通过对相对耐受缺血的远隔器官(如四

肢)给予多次短暂的缺血／再灌注处理产生的保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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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脑缺血适应从“预”到“后”、从“局部”到“远

隔”的衍进，进一步深入了从基础向临床的转化。

现就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机制及临床应用做一综

述。

1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概念

1986年，Murry等心1报道了缺血预适应的实验

现象，即低强度轻度缺血处理能显著提升器官(心

脏)对后续高强度缺血损伤的抵御能力。此后，陆

续有脑缺血预适应的研究报道¨引，但由于临床上绝

大多数脑缺血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预知性，因此阻

碍了其临床应用。2006年，Zhao等旧1报道了脑缺血

后适应现象。他们应用大鼠局灶性脑缺血模型，在

再灌注后给予颈总动脉3个循环的10 s闭塞／30 s再

通处理后，脑缺血半暗带细胞凋亡和自由基生成显

著减少，脑梗死体积显著缩小。2009年，Ren等旧1

首次报道了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现象。他们应用大脑

中动脉远端结扎和双侧颈总动脉夹闭30 min的大鼠

脑缺血模型，在再灌注后给予股动脉3个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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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n缺血／15 min再通处理，结果显示脑梗死体积

显著缩小。此后，大量动物实验均证实，远隔脑缺血

后适应能使脑梗死体积缩小¨‘1引、缺血半暗带神经

元凋亡受到抑制【13-14]、脑水肿减轻¨51和神经功能改

善¨岳17J。由于远隔脑缺血后适应通过处理四肢等

比较耐受缺血的器官来保护对缺血缺氧极其敏感的

重要器官(如脑)，并且在脑缺血事件发生后实施，

因此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2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临床实施方案

骨骼肌短暂性缺血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缺血适

应刺激¨8|。四肢对缺血的耐受性较强，而且容易观

察缺血程度，因此成为实现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首

选操作部位。2002年，Kharbanda等¨列在临床前研

究中首次针对人上臂使用血压袖带诱导肢体缺血适

应，即3个循环的5 min缺血(加压至200 mm Hg，

l mm Hg=0．133 kPa)／5 min再通(放气)，并证实

这种处理对上臂内皮细胞功能和循环血白细胞聚集

无不良影响。2012年，Bilgin—Greiert等心叫将肢体缺

血适应的血压袖带压力个体化，调整为高于患者收

缩压30 mm Hg，对7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的大腿实施4个循环的5 min缺血／5 min再通。应

用肌肉微透析法在缺血适应结束即刻和结束后3 h

检测乳酸水平以及乳酸俩酮酸比值，结果证实存在
骨骼肌缺血；与此同时，甘油含量稳定，提示短暂缺

血未造成骨骼肌细胞膜降解等严重损伤。

迄今为止，远隔缺血后适应的临床实施方案尚

无公认的最佳标准，但通常选择上臂或大腿施以数

个循环(3～5次)的短暂缺血继以短暂再通(5—
15 min)¨即1|，肢体缺血由止血带或标准血压袖带实

现¨啦0’21|，压力为180—220 mm Hg⋯’18 3或是高于收

缩压30．50 mm Hg
E2

0|。

3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机制

一般而言，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作用机制包括

3个有机环节：远隔部位(骨骼肌)保护介质始动触

发、传达至靶器官(如脑)和引发神经保护效应，整

个事件是一个多通道和多靶点的信号传导过程。

3．1 神经机制

神经理论认为，缺血适应的远隔器官或组织产

生的内源性物质能激活原位传入神经通路，反过来

又激活传出神经通路，继而作用于靶器官¨0|。在大

鼠脑缺血模型中，注射传人神经阻断剂辣椒素可减

弱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作用，提示传人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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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参与了远隔缺血后适应对缺血脑组织的保护作

用‘9|。

3．2体液机制

体液理论认为，缺血适应的器官或组织释放到

血液中的体液介质进入体循环，与位于远隔器官的

受体结合，触发细胞内信号通路，从而介导保护作

用‘10’22|。

3．2．1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与一氧化氮合

酶(nitric oxide synthase，NOS)

NO是一种内源性血管舒张因子，参与血管舒

缩调节以及缺血缺氧耐受的形成心3|。缺血后适应

可使内皮型NOS(endothelial NOS，eNOS)生成增

多，从而增加脑血流量和减轻脑缺血损伤Ⅲj。

2012年，Peng等¨纠的研究显示，远隔脑缺血后适应

可减轻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其保护效应与磷脂酰

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13 K)／Akt

信号通路诱导eNOS表达上调有关。2013年，

Pignataro等心5 o的研究显示，肢体缺血后适应亦可诱

导神经元型NOS(neuronal NOS，nNOS)生成NO，

且非选择性NOS抑制剂和选择性nNOS抑制剂均

能阻止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作用。肢体缺血

后适应后，大脑皮质活化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phosphoryhted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p-ERK)表达上调，提示nNOS的表达上调似乎与

p—E鼬湘关。

3．2．2阿片类物质

2011年，Zhou等¨副报道，肢体缺血后适应可通

过激活阿片受体／P13K／Akt信号转导通路减轻新生

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使用阿片受体阻滞剂纳洛

酮或抑制P13K通路能削弱肢体缺血后适应的保护

效应，而应用非选择性阿片受体激动剂吗啡可模拟

肢体缺血后适应，使缺血再灌注后的脑梗死体积缩

小。此外，免疫细胞的激活和调节可能受到内源性

阿片类物质释放和结合的影响心6I。P13K／Akt信号

通路参与细胞的生长、增殖、分化、生存和代谢相关

的信号转导¨7|，是缺血后适应神经保护作用中的一

个重要因素拉8|。

3．2．3腺苷

腺苷是机体的一种内源性神经保护剂。研究表

明，使用腺苷Al受体拮抗剂能减弱脑缺血耐

受‘29训，且远隔缺血适应介导的神经保护作用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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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腺苷A1受体激活有关¨1|。据推测，腺苷有可

能通过激活神经通路参与远隔缺血适应的神经保护

作用‘3 2|。

3．3系统反应

业已证实，远隔缺血适应可引起全身性保护反

应，涉及抗炎、抗凋亡和免疫细胞调节等机制¨8f。

对健康志愿者上臂实施缺血适应后，抽取血样进行

微阵列分析显示，循环白细胞的促炎基因表达受到

抑制，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涉及细胞因子合成、白

细胞趋化、黏附、迁移和胞吐作用以及固有免疫反

应∞3|。Kong等¨¨的研究显示，大鼠远隔缺血后适

应可降低缺血皮质和海马区排斥性导向分子

(repulsive guidance molecule，RGMa)以及白细胞介

素(interleukin，IL)．1和IL-6表达、缩小脑梗死体积

和减轻神经功能缺损，提示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

保护作用与RGMa以及炎症介质的表达下调有关。

3．4其他

3．4．1 自噬

2012年，Qi等b41的研究显示，肢体缺血后适应

大鼠缺血半暗带神经元自噬水平升高，同时伴有

Akt和糖原合酶激酶3B(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B，GSK313)磷酸化增加；利用Akt抑制剂阻滞Akt／
GSK3 B信号通路能抑制下游神经元自噬，同时导致

胱天蛋白酶一3激活，提示AKT／GSK313信号通路依

赖性自噬参与了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作用。

3．4．2蛋白质合成

2009年，Ren等[91的研究显示，蛋白质合成抑

制剂放线菌酮能消除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效

应，提示远隔缺血后适应可通过调节蛋白质合成来

减轻脑缺血损伤。

3．4．3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

PKC信号级联反应在多种组织缺血再灌注损

伤中起着核心作用b1|。肢体缺血后适应通过活性

氧(reactive oxygen specials，ROS)介导抑制内源性

PKC激活，从而减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4|。同时，

肢体缺血后适应也可通过抑制PKC的激活来调节

ROS，且肢体缺血刺激诱导产生的ROS作为一种重

要的触发因素参与了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

3．4．4 ATP敏感性钾通道(ATP—sensitive potassium

channel，KATP)

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作用与KAT，激活

相关m1。KAT，激活剂二氮嗪可减轻大鼠脑缺血损

伤，而KAT，阻滞剂5-HD则能消除远隔缺血后适应

的神经保护效应。

4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临床研究

2011年，Koch等¨51报道，34例发病96 h内的动

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在脑血管痉挛危险期内

进行上肢缺血适应，即3个循环的5 min缺血(血压

袖带200 mm I-Ig)／5 min再通，每24～48 h实施1次，

直至入院后14 d。结果显示，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实施重复肢体缺血处理安全、可行且耐受性良好。

2012年，Meng等b刮选择68例有症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随机对其中38例进行肢

体缺血预适应，即双侧上臂5个循环的5 min缺血

(自主研发的缺血训练仪，加压至200 mm I-Ig)／

5 min再通，每天2次，连续实施300 d。结果显示，肢

体缺血预适应组在90 d(5％对23．3％)和300 d

(7．9％对26．7％)时的卒中复发率均显著性低于对

照组(P均<0．01)，提示重复肢体缺血预适应可有

效改善脑血流灌注以及降低有症状动脉粥样硬化性

颅内动脉狭窄患者的卒中复发率。

目前，已有多项经注册的远隔缺血适应神经保护

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之中，例如：(1)远隔肢体缺血预

适应对急性脑梗死的保护效应(http：／／clinicaltrials．gov／

show／NCT01672515)；(2)远隔缺血预适应与脑小血

管病临床试验(http'J／clinicaltrials．gov／show／

NCT01658306)；(3)肢体缺血预适应在颈动脉支架

置人术中的效应(http：／／clinicattrials．gov／show／

NCT01175876)；(4)长期远隔肢体缺血预适应在颈

动脉支架置人术中的保护效应(http"J／clinicaltrials．

gov／show／NCT01654666)；(5)远隔缺血间适应
(remote perconditioning)作为静脉重组组织型纤溶

酶原激活剂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辅助疗法(http-J／

clinicaltrials．gov／show／NCT00975962)；(6)远隔缺血

预适应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的预防作用

(http·J／clinicaltrials．gov／show／NCT01 158508)。

5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发展趋势

首先，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进一步转化和推广

亟待解决诸如技术规范、临床路径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的临床报道均为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的开展将有助于

进一步证实远隔脑缺血后适应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并有助于制定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疗法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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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路径，包括适应证、禁忌证、治疗时间窗、疗程和疗

效评估等。

其次，现有的基础研究显示远隔缺血后适应对

重症脑血管病的保护作用有限，因此，研究其与其他

治疗方法的联合应用以提高肢体脑缺血后适应的治

疗效果显得尤为必要。迄今为止，肢体缺血后适应

在心血管病方面已有与介入治疗联合应用的报

道b7|，但在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联合治疗方面，虽然

已有注册的临床试验口8|，但尚未得出结果。

再次，远隔脑缺血适应研究领域的另一个研究

重点在于操作仪器的研发。目前报道使用的仪

器[361在操作的便捷性和智能化方面还有很大提升

空间，进一步研发改进相关产品有利于实现远隔缺

血后适应的个体化治疗，使之更适合于老年人群。

最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边远山区

经济发展滞后、医疗水平薄弱，而远隔脑缺血后适应

疗法经济且安全，特别适合我国国情。

6结语

远隔脑缺血后适应是通过对四肢等较耐受缺血

的非生命重要器官进行短暂缺血处理来保护对缺氧

缺血极其敏感的重要器官(如脑)，并在缺血事件发

生后实施，可使用血压袖带，临床操作简便易行而且

安全。因此，肢体远隔缺血后适应已正在成为最具

有临床转化潜能的诱导内源性神经保护机制的非药

物治疗方法。大多数脑血管病患者是老年人且伴发

多种合并症，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目前往

往分散于多个科室，针对单个疾病的药物等传统治

疗方法难免产生旁系统不良反应。相比之下，肢体

缺血后适应能针对多种疾病的共同致病基础，利于

与临床多学科的整合协同，特别适合多系统慢性病

共存的老年人。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

以及由此导致的老年性疾病发病率不断攀升的现

状，系统和深入研究远隔缺血后适应的作用机制，升

级和改进远隔缺血适应的治疗仪器，使其产业化并

最终应用于临床，有望为老年人多发的心、脑等多系

统疾病的防治提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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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IVE评分预测缺血性卒中转归和溶栓出血风险

医学简讯

在以往的研究中，血管事件患者总体健康风险(Totaled Health Risks in Vascular Events，THR／VE)评分已

经显示出广泛的用途，使预测临床转归、死亡和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issu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PA)治疗后的出血风险成为可能，而不论应用的急性卒中治疗类型如何。

使用来自虚拟国际卒中临床试验档案(Virtual International S仃oke Trials Archive，VISTA)的资料，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红木城凯泽永久医疗集团神经科学部的Flint等在一个接受tPA治疗或不接受急性治疗的大型

患者队列中进一步验证了THRIVE评分，旨在确认THRIVE评分与溶栓后出血之间的联系，并对THRIVE评
分与现有的其他几种转归预测评分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THRIVE评分可强烈预测临床转归[转归良好的优势比(odds ratio，OR)O．55，95％可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CI)0．53～0．57；P<0．001]、死亡(OR 1．57，95％CI 1．50～1．64；P<0．001)和tPA溶栓

后的脑出血风险(OR 1．34，95％CI 1．22～1．46；P<O．001)。THRIVE评分与转归之间的联系不受tPA的影
响。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THRIVE评分在预测临床转归和死亡风险方面优于现有的其他几种转
归预测评分。

因此，THRIVE评分是在缺血性卒中患者中预测临床转归、死亡和溶栓后出血风险的一种简单易用的工
具。尽管相对简单，但THRIVE评分的预测价值却高于其他几种转归预测工具。

THRIVE评分项目包括年龄(60～79岁为1分，≥80岁为2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Natic}nal Institutes ofHealth Sgoke Scale，NIHSS)评分(11～20分为2分，1>21分为4分)、高血压(1分)、糖

尿病(1分)和心房颤动(1分)，总分为9分。可登陆官方网站(http'J／www．thrivescore．org)进行THRIVE评
分计算。

原文出处：Stroke，2013，44：3365-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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