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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老年脑梗死复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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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了解老年脑梗死发生和复发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渊匀糟赠冤水平的关系遥 方法院采用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渊云孕陨粤冤方

法检测初发患者 员源源 例袁复发患者 缘远 例及非脑血管病患者 员园园 例的 匀糟赠 水平遥 对脑梗死复发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遥 结果院老年

脑梗死组血浆 匀糟赠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袁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老年脑梗死复发组血浆 匀糟赠 水平显著高于初发
组袁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将脑梗死复发组与高血压尧冠心病尧糖尿病尧高脂血症尧高 匀糟赠 血症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袁结果发现糖尿病 渊韵砸越园援缘员圆袁怨缘豫悦陨越园援猿圆苑耀园援苑员圆袁孕 越 园援园圆怨冤尧高 匀糟赠 血症渊韵砸越员援圆员缘袁怨缘豫悦陨越员援员园缘耀员援猿远源袁孕 越 园援园园园冤是脑
梗死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遥 结论院脑梗死复发组的血浆 匀糟赠 水平显著高于初发组袁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脑梗死复发的独立危
险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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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致残率及病死率均高的疾病袁且脑梗

死复发率高袁国内报道高达 圆怨援源猿豫 遥 为了研究血
咱员暂

浆同型半胱氨酸渊匀糟赠冤水平与脑梗死复发之间的关

系袁 本研究对 员源源 例初发尧缘远 例复发脑梗死患者的
血浆 匀糟赠 水平进行检测及分析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本研究选取 圆园员园 年 源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愿 月本院患

者 猿园园 例袁 经头部 悦栽 或 酝砸陨 检查结果分为脑梗死
组 圆园园 例和非脑血管病对照组 员园园 例遥

月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圆冤园缘鄄苑员愿鄄园圆

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定位体征或原有症状加重袁
头部 悦栽 或 酝砸陨 检查证实有新的一致性病灶或原有

病灶扩大遥 各组之间性别尧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对照组为同期住院的 员园园 例非脑血管病患者袁

男 远圆 例袁女 猿愿 例曰年龄 源猿耀愿远 岁袁平均渊远苑援苑 依 愿援苑冤
岁遥 其中癫痫 怨 例尧 帕金森病 猿员 例尧 肺部感染 圆源
例尧 头痛 员园 例尧 周围神经病 苑 例尧 心源性晕厥 员猿
例尧美尼尔病 远 例遥 对照组与脑梗死组性别尧年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员援圆

方法

猿 组患者于入院 源愿 澡 内早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圆园园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袁 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

愿 皂造袁圆 皂造 血肝素抗凝袁冰浴 员 澡袁分离血浆袁原圆园益冰

酝砸陨 检查确诊袁 排除发病前 猿 个月服用维生素 月远尧

粤遭遭燥贼贼陨酝曾 自动免疫分析仪渊美国雅培公司冤 检测血

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袁 并经头部 悦栽 或
维生素 月员圆尧 叶酸及氨甲喋呤尧 环磷酰胺等抗肿瘤

药尧茶碱尧卡马西平尧苯妥英钠尧左旋多巴尧二甲双
胍尧性激素尧氯贝特尧青霉胺以及存在严重肝尧肾疾
病尧银屑病的患者遥 根据既往是否有脑梗死史分为
初发组尧复发组遥淤初发组院员源源 例袁男 员员园 例袁女 猿源

例曰年龄 远园耀怨圆 岁袁平均渊苑圆援愿 依 员员援源冤岁曰病程 源 澡耀苑 凿袁

箱保存遥 采用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渊云孕陨粤冤方法袁用
浆 匀糟赠 水平袁 具体操作步骤按仪器及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遥以血浆 匀糟赠 水平高于正常值上限渊跃 员缘 滋皂燥造 辕 蕴冤
为高 匀糟赠 血症遥 远 皂造 血用 韵蕴再酝孕哉杂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测定血糖尧血脂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采用 杂孕杂杂

平均 员援苑 凿遥 有高血压病史者 员圆园 例袁糖尿病 圆愿 例袁

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袁两样本间均数比较用 贼 检

中男 源圆 例袁女 员源 例曰年龄 远愿耀愿愿 岁袁平均渊苑员援怨 依

多元回归分析袁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冠心病 苑圆 例袁高脂血症 圆园 例遥 于复发组院缘远 例袁其
员员援源冤岁曰病程 源 澡耀苑 凿袁平均 员援苑 凿遥 有高血压 缘园 例袁
糖尿病 员怨 例袁冠心病 员猿 例袁高脂血症 员园 例遥 为首

次脑卒中后袁原有症状痊愈或有好转后再次出现新

验袁计数资料采用 字圆 检验袁多因素分析采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圆

圆援员

结 果
脑梗死组与对照组血浆 匀糟赠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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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组血浆 匀糟赠 水平为渊员远援圆愿 依 员园援远圆冤 滋皂燥造辕蕴袁

高于对照组渊怨援源猿 依 猿援猿缘冤 滋皂燥造 辕 蕴袁两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圆援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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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院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老年脑梗死复发的关系

员源源冤袁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圆援猿

脑梗死复发组的危险因素分析

将高血压尧冠心病尧糖尿病尧高脂血症尧高 匀糟赠

脑梗死初发组与复发组血浆 匀糟赠 水平及高匀糟赠

血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遥 以脑梗死是否复发为因变

脑梗死复发组血浆 匀糟赠 水平为 渊员怨援园圆 依 员园援源愿冤

症尧 高 匀糟赠 血症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显示袁 糖尿病

血症比率比较

量袁自变量分别为高血压尧冠心病尧糖尿病尧高脂血

滋皂燥造 辕 蕴袁高于初发组 渊员圆援猿缘 依 愿援缘圆冤 滋皂燥造 辕 蕴袁差异

渊韵砸越园援缘员圆袁怨缘豫悦陨越园援猿圆苑耀园援苑员圆袁孕 越 园援园圆怨冤尧 高 匀糟赠

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复发组有高 匀糟赠 血症 圆怨

例 渊缘员援苑愿豫 袁圆怨 辕 缘远冤袁 初 发 组 有 源远 例 渊猿员援怨源豫 袁源远 辕

血症 渊韵砸越员援圆员缘袁怨缘豫 悦陨越员援员园缘耀员援猿远源袁孕 越 园援园园园冤是
脑梗死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渊表 员冤遥

表 员 脑梗死复发组危险因素的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高脂血症
高 匀糟赠 血症

猿

讨

回归系数
园园援园源缘
园园援缘员圆
园源援苑圆愿
园园援员圆源
源员援园缘愿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园援愿怨远渊园援远缘圆耀园援怨缘苑冤
员援员苑远渊员援园圆愿耀员援圆员缘冤
园援缘员圆渊园援猿圆苑耀园援苑员圆冤
园援愿远苑渊园援远源圆耀园援怨苑圆冤
员援圆员缘渊员援员园缘耀员援猿远源冤

的表达袁 抑制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的结合和作用袁

论

在除外年龄尧性别尧吸烟尧血脂等因素后袁高 匀糟赠

血症引起血液流变学改变进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渊粤杂冤和脑梗死的可能机制为

孕值
园援愿员缘
园援源缘苑
园援园圆怨
园援苑圆源
园援园园园

标准误
园援源员员
园援猿圆员
园援猿员缘
园援猿远缘
园援园员愿

院淤 血浆 匀糟赠 水平

咱圆原源暂

升高可促进氧自由基生成袁致体内自由基增多遥 过
量的自由基使细胞脂质过氧化作用增加袁细胞膜结
构受损袁流动性下降袁动脉壁损害造成纤维蛋白原
沉积袁改变血管和血液的流变性袁导致细胞破碎与
溶血袁使血液黏度增高遥 于一氧化氮渊晕韵冤 有对抗高

匀糟赠 毒性的作用遥 晕韵 合成受很多因素所调节袁其中

包括血管壁所受到的切应力的大小尧内皮细胞表面
直接接触的血流速度和血液黏度以及红细胞聚集
性的影响遥 研究结果已经证明袁长期红细胞聚集能
力的增强能降低 晕韵 相关的骨骼肌阻力血管的调节
功能遥 盂 高 匀糟赠 可促使动脉平滑肌细胞增生袁加速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袁削弱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的保护性作用袁 从而增加泡沫细胞的形成袁致
使血管壁增厚袁 导致闭塞性血管病的发生遥 榆 高
匀糟赠 增加血小板凝血恶烷的产生袁 激活血小板的黏

促进血小板的黏附和聚集袁从而引起和促进血栓形

成遥 舆 匀糟赠 使平滑肌细胞内周期 皂砸晕粤 和 云燥泽 癌基
因表达增加袁诱导静止细胞进入分裂期袁促进平滑肌

细胞迅速增殖袁血管内膜增厚曰诱导内皮细胞表达尧分
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袁提高单核细胞的趋化作用遥

本研究显示袁脑梗死组血浆 匀糟赠 水平显著高于

对照组袁脑梗死复发组血浆 匀糟赠 水平显著高于初发

组遥 脑梗死复发组与高血压尧冠心病尧糖尿病尧高脂
血症尧高 匀糟赠 血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袁结果发现糖

尿病尧高 匀糟赠 血症是脑梗死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遥 高

匀糟赠 血症与脑梗死发病及复发关系密切袁可作为发现
脑梗死高危患者尧 判断复发及预后的一个临床客观
指标袁同时还应控制好血糖袁以期早期发现尧早期干
预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袁减轻家庭及社会的负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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