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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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脑缺血适应从“预”到“后”、从“局部”到“远

亡率和致残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给个人、家庭和

隔”的衍进，进一步深入了从基础向临床的转化。

社会造成沉重负担。静脉溶栓是急性缺血性卒中唯

现就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机制及临床应用做一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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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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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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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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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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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缺血／１５ ｍｉｎ再通处理，结果显示脑梗死体积

通路参与了远隔缺血后适应对缺血脑组织的保护作

显著缩小。此后，大量动物实验均证实，远隔脑缺血

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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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体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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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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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ｍｍ Ｈ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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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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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压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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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２｜。

３．２．１一氧化氮（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ＮＯ）与一氧化氮合

２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临床实施方案

应，即３个循环的５ ｍｉｎ缺血（加压至２００

·２０５·

ｍｍ

用肌肉微透析法在缺血适应结束即刻和结束后３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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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乳酸水平以及乳酸俩酮酸比值，结果证实存在

后适应后，大脑皮质活化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骨骼肌缺血；与此同时，甘油含量稳定，提示短暂缺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ｈｔ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ｋｉｎａｓｅ，

血未造成骨骼肌细胞膜降解等严重损伤。

ｐ－ＥＲＫ）表达上调，提示ｎＮＯＳ的表达上调似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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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Ｅ鼬湘关。
３．２．２阿片类物质

个循环（３～５次）的短暂缺血继以短暂再通（５—

２０１１年，Ｚｈｏｕ等¨副报道，肢体缺血后适应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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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激活阿片受体／Ｐ１３Ｋ／Ａｋｔ信号转导通路减轻新生

１５

缩压３０．５０

ｍｍ Ｈｇ

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使用阿片受体阻滞剂纳洛

Ｅ２
０｜。

３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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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作用机制包括

肢体缺血后适应，使缺血再灌注后的脑梗死体积缩

３个有机环节：远隔部位（骨骼肌）保护介质始动触

小。此外，免疫细胞的激活和调节可能受到内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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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片类物质释放和结合的影响心６Ｉ。Ｐ１３Ｋ／Ａｋｔ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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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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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激活传出神经通路，继而作用于靶器官¨０｜。在大

腺苷是机体的一种内源性神经保护剂。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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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使用腺苷Ａｌ受体拮抗剂能减弱脑缺血耐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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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ｍ１。ＫＡＴ，激活剂二氮嗪可减轻大鼠脑缺血损

能通过激活神经通路参与远隔缺血适应的神经保护

伤，而ＫＡＴ，阻滞剂５－ＨＤ则能消除远隔缺血后适应

作用‘３

的神经保护效应。

２｜。

３．３系统反应

４远隔脑缺血后适应的临床研究

业已证实，远隔缺血适应可引起全身性保护反

２０１１年，Ｋｏｃｈ等¨５１报道，３４例发病９６ ｈ内的动

应，涉及抗炎、抗凋亡和免疫细胞调节等机制¨８ｆ。

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在脑血管痉挛危险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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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上肢缺血适应，即３个循环的５ ｍｉｎ缺血（血压

抑制，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涉及细胞因子合成、白

直至入院后１４ ｄ。结果显示，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细胞趋化、黏附、迁移和胞吐作用以及固有免疫反

者实施重复肢体缺血处理安全、可行且耐受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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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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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ＲＧＭａ）以及白细胞介

体缺血预适应，即双侧上臂５个循环的５ ｍｉｎ缺血

（ｒｅｐｕｌｓ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袖带２００

ｍｍ

Ｉ－Ｉｇ）／５ ｍｉｎ再通，每２４～４８ ｈ实施１次，

素（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１和ＩＬ－６表达、缩小脑梗死体积

（自主研发的缺血训练仪，加压至２００

和减轻神经功能缺损，提示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

５

保护作用与ＲＧＭａ以及炎症介质的表达下调有关。

体缺血预适应组在９０ ｄ（５％对２３．３％）和３００

３．４其他

（７．９％对２６．７％）时的卒中复发率均显著性低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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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Ｉｇ）／

ｍｉｎ再通，每天２次，连续实施３００ ｄ。结果显示，肢
ｄ

照组（Ｐ均＜０．０１），提示重复肢体缺血预适应可有

自噬

３．４．１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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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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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Ｒｅｎ等［９１的研究显示，蛋白质合成抑

ＮＣＴ０１ １７５８７６）；（４）长期远隔肢体缺血预适应在颈

制剂放线菌酮能消除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效

动脉支架置人术中的保护效应（ｈｔｔｐ＂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

应，提示远隔缺血后适应可通过调节蛋白质合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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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轻脑缺血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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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ＫＣ）

酶原激活剂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辅助疗法（ｈｔｔｐ－Ｊ／

ＰＫＣ信号级联反应在多种组织缺血再灌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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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中起着核心作用ｂ１｜。肢体缺血后适应通过活性

预适应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的预防作用

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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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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ＴＰ敏感性钾通道（ＡＴＰ—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３．４．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ＫＡＴＰ）

远隔缺血后适应的神经保护作用与ＫＡＴ，激活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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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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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简讯
ＴＨＲＩＶＥ评分预测缺血性卒中转归和溶栓出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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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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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脑出血风险（ＯＲ

１．３４，９５％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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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