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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疗后循环脑梗死的效果观察
陈泽鑫，郑

宾，郭海强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大峰医院神经内科，广东汕头５１５１００）

摘要：目的观察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治疗后循环脑梗死的疗效。方法３０６例后循环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研究组，分别采用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治疗３周。比较两组凝血指标、血脂、疗效、治疗后３０

ｄ

改ｌ妻．Ｒａｎｋｉｎ量表（ｍＲＳ）及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的变化。结果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１９、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增加，而纤维蛋白原、二酰甘油、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Ｐ＜ｏ．０１）。研究组
的疗效、ｍＲＳ评分和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均优于对照组（ｐ＜Ｏ．０１或０．０５）。结论阿司匹林联合氯毗格雷抗血小板治疗后循环脑梗
死可有效改善血凝状态，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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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循环缺血性脑梗死是因椎管狭窄、原位血栓
形成或血栓性闭塞后引起后循环动脉局部缺血的一
种临床综合征，由于闭塞部位不一，故其临床表现
各异，常起病隐匿，症状轻而常被忽视，有较高的
病死率和致残率，是常见的缺血性脑血管病，约占
缺血性卒中的２０％［１。２１。积极的溶栓治疗对后循环缺
血性脑梗死患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３］。我院采用阿

选取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我院收治的后循环
缺血性脑梗死患者３０６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１）符合《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１４１中的后循环
缺血性脑梗死临床诊断标准；（２）经ＣＴ或ＭＲＩ检查证
实为后循环缺血性脑梗死；（３）患者临床资料完整为
首次发病且对本研究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疗后循环缺血性脑

者。排除标准：（１）意识障碍、有精神疾病者；（２）合
并心房颤动、恶性肿瘤、腔隙性梗死及大面积脑梗

卒中患者，取得良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死者；（３）伴全身并发症、出血倾向及出血性疾病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病例与分组

者；（４）合并有肝、肾功能严重损害、心功能不全；
（５）对本研究所采用药物有过敏者；（６）近期接受冠脉

内支架置入术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２组，每组
１５３例。对照组男９２例，女６１例，年龄（６８．３７－ｔ－４．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０１；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２６

岁；合并高血压６０例，糖尿病４０例，冠心病３２例；

作者简介：陈泽鑫（１９８３一），男，本科，主治医师。

发病至就诊时间为（１４．０７±２．３８）ｈ。研究组男９０例，

万方数据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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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６３例，年龄（６６．９６±３．２６）岁；合并高血压６３例，糖

脑梗死的例数，在治疗后３０ ｄ复诊时进行改良Ｒａｎｋｉｎ

尿病４７例，冠心病３６例；发病至就诊时间为（１３．９４±

量表（ｍＲＳ）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ＢＩ）评分评价其

３．０７）ｈ。两组患者上述一般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预后。

义ｆ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９．０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组

方法

１．２

治疗方法两组均接受常规治疗，包括防治
并发症，使用影响脑血管、促进脑代谢及促智药

间比较采用ｘ２或秩和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ｔ或配对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物，如奥拉西坦注射液、依达拉奉注射液、甲磺酸
法舒地尔、单唾液酸四乙糖神经节苷脂钠等。在此

２

基础上，研究组行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抗血小板

２．１

１．２．１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凝血指标变化

治疗，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拜阿司匹灵）１００ ｍｇ，氯

两组治疗前Ｆｉｂ、ＰＴ及ＡＰＩ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吡格雷片７５ ｍｇ，均每天１次。对照组仅口服阿司匹
林肠溶片（拜阿司匹灵）１００ ｍｇ，每天１次。两组均连

义（Ｐ＞０．０５）。治疗３周后，两组的ＰＴ和ＡＰＩＴ均长于治
疗前，而Ｆｉｂ水平则低于治疗前，且以研究组的改变

续治疗３周。
１．２．２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治疗前后凝血指标『血纤

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详见表１。
表１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凝血指标的变化

维蛋白原（Ｆｉｂ）、凝血酶原时间（ＰＴ）及活化部分凝血
酶原时间ｆＡＰＴＴ）］与血脂指标［三酰甘油（ＴＧ）、总胆
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一胆固醇（ＬＤＬ．Ｃ）、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的变化情况。

（ｉ±Ｓ，ｎ＝１５３）
组别

愈、显效、好转、无效４个等级。治愈：患者临床主
要症状、体征消失，无遗留症且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降低幅度＞９０％；显效：患者临床主要症状及体征恢
复幅度６０％～９９％，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降低幅度为

ＡＰＩＴ／ｓ

Ｆｉｂ／（ｇ／Ｌ）ＰＴ／ｓ

研究组治疗前３．３３±０．６７
治疗后２．０６±０．４１ａｂ

１．２．３疗效评价标泄４。５】根据患者临床主要症状、
体征恢复幅度以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降低幅度分治

时间

对照组治疗前３．３２±０．５９
治疗后３．１０±０．８４８

１２．３６±２．０３

２８．３６±７．１３

２２．１０±４．９０”３６．０４±５．１１８ｂ
１２．１５±３．７０

２８．４２±９．３３

１５．２２±４．３７８

３１．２２±７．０３８

同组治疗前后比较：ａｐ＜ｏ．０１；治疗后研究组与对照组
比较：ｏＰ＜０．０１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改变情况

２．２

５０％～９０％；好转：患者临床主要症状及体征恢复幅

两组治疗前ＴＧ、ＴＣ、ＬＤＬ．Ｃ及ＨＤＬ—Ｃ水平的差

度为２０％～５９％，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降低幅度为
１５％－４９％；无效：患者临床主要症状及体征恢复幅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３周后，两组的
ＴＧ、ＴＣ及ＬＤＬ—Ｃ水平均低于治疗前，而ＨＤＬ．Ｃ水平

度为＜２０％，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降低幅度＜１５％。

则高于治疗前，且研究组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

１．２．４随访预后评价统计治疗期间内颅内出血及

意义（ＪＰ＜０．０１）。详见表２。

表２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改化

（Ｙ＋ｓ，ｎ＝１５３）

同组治疗前后比较：ａＰ＜Ｏ．０１；治疗后研究纽与对照组比较：ｂｅ＜０．０１

２．３两组临床疗效的比较

表３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Ｈｃ＝ｌＯ．８４７，Ｐ＜
０．０１）。详见表３。
２．４两组随访预后的评价

治疗期间，对照组有１例发生无症状性颅内出
血。人院时两组ｍＲＳ与ＢＩ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万方数据

两组比较Ｐ＜０．０１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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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３

（Ｐ＞０．０５）。复诊时，两组的ｍＲＳ评分均较入院时下
降，而ＢＩ评分则上升，且研究组更显著，差异均有

改变更显著（Ｐ＜ｏ．０１）。研究组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治疗期间对照组有１例发生无症状性颅内

统计学意义俨＜０．０５或０．０１）。详见表４。

出血。复诊时，两组的ｍＲＳ评分均较入院时下降，

表４两组治疗前后ｍＲＳ与ＢＩ评分比较
（ｉ±Ｊ，ｎ＝１５３）

而ＢＩ评分则上升，且研究组更显著（Ｐ＜０．０５或０．０１），
提示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治疗后循环脑梗死，其
临床疗效优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治疗者，可有效改
善患者的血凝状态，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改善
其预后，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与使用。
参考文献：

同组复诊时与入院时比较：ａｐ＜０．０１；复诊时研究组与
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ｅｐ＜０．０ｌ

３讨论
后循环主要供应脑干、小脑、枕叶、丘脑后

４／５、颞叶内侧和其他大脑后动脉ｆＰＣＡ）供血的区
域，因而后循环脑梗死的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缺
乏典型性特征，一旦处理不及时，易引起临床综合
征，多表现为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大脑后动脉梗死
等［６］。低舒张压与血管病变可能是后循环缺血性脑
卒中发病的主要因素，血脂异常是其常见的危险因
素之一【７１８】。

后循环脑梗死公认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主要是
抗血小板聚集治疗。阿司匹林是传统拮抗血小板药
物，主要通过抑制前列腺素环氧化酶发挥抑制血小
板内ＴＸＡ２生成作用，进一步影响血小板的聚集功
能，发挥抗凝、抗血栓作用。本研究的两组患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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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均取得了一定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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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３周后，两组的ＰＴ和ＡＰＩ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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