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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不同抗血小板治疗对脑梗死急性期患者血小板活化及聚集状态的影响遥 方法院怨苑 例脑梗死患者随机入组

不同的抗血小板治疗组渊阿司匹林治疗组尧氯吡格雷治疗组尧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治疗组冤袁在入院第 员 天渊治疗前冤和第 员园 天

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血小板 悦阅远圆孕尧比浊法检测花生四烯酸渊葬则葬糟澡蚤凿燥灶蚤糟 葬糟蚤凿袁粤粤冤诱导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渊酝粤砸粤粤冤和二磷酸
腺苷渊葬凿藻灶燥泽蚤灶藻 凿蚤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藻袁粤阅孕冤诱导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渊酝粤砸粤阅孕冤遥 结果院猿 组患者入院第 员 天 悦阅远圆孕尧酝粤砸粤粤尧酝粤砸粤阅孕 无显
著差异袁治疗 员园 凿 后 猿 组的 悦阅远圆孕尧酝粤砸粤粤尧酝粤砸粤阅孕 值均下降袁与入院第 员 天的 悦阅远圆孕尧酝粤砸粤粤尧酝粤砸粤阅孕 值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遥 猿 组脑梗死患者血小板 酝粤砸粤阅孕 下降程度组间比较有差异袁氯吡咯雷治组 酝粤砸粤阅孕 下降明显袁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治疗组
下降更明显遥 血小板 酝粤砸粤粤尧血小板 悦阅远圆孕 下降程度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遥 结论院阿司匹林尧氯吡格雷尧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

猿 种抗血小板治疗方法均能有效减少脑梗死急性期的血小板活化袁降低血小板最大聚集率袁提示临床治疗均有效曰氯吡格雷和
阿司匹林联合治疗更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袁抗血小板疗效更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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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贼怎凿赠 燥枣 贼澡藻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燥灶 贼澡藻 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葬糟贼蚤增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葬早早则藻早葬贼蚤燥灶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葬糟怎贼藻
糟藻则藻遭则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 憎澡蚤糟澡 则藻糟藻蚤增藻凿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葬灶贼蚤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贼澡藻则葬责赠

杂澡藻灶 酝蚤灶早择蚤葬灶早员袁悦澡藻灶早 匝蚤灶早扎澡葬灶早员袁杂澡蚤 阅燥灶早皂蚤灶圆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晕藻怎则燥造燥早赠袁圆悦造蚤灶蚤糟葬造 蕴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袁杂怎扎澡燥怎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贼燥 晕允酝哉袁杂怎扎澡燥怎 圆员缘园园圆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葬灶贼蚤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贼澡藻则葬责蚤藻泽 燥灶 贼澡藻 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葬糟贼蚤增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葬早早则藻早葬贼蚤燥灶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葬糟怎贼藻 糟藻则藻遭则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悦阅远圆孕 憎葬泽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遭赠 枣造燥憎 糟赠贼燥皂藻贼则赠袁葬则葬糟澡蚤凿燥灶蚤糟 葬糟蚤凿鄄蚤灶凿怎糟藻凿 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皂葬曾蚤皂葬造
葬早早则藻早葬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渊酝粤砸粤粤冤袁葬凿藻灶燥泽蚤灶藻 凿蚤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藻鄄蚤灶凿怎糟藻凿 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皂葬曾蚤皂葬造 葬早早则藻早葬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渊酝粤砸粤阅孕冤憎藻则藻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遭赠 贼怎则遭蚤凿蚤皂藻贼则赠援 粤
贼燥贼葬造 燥枣 怨苑 糟藻则藻遭则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则葬灶凿燥皂造赠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葬灶贼蚤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贼澡藻则葬责赠 早则燥怎责泽 渊贼澡藻 葬泽责蚤则蚤灶 早则燥怎责袁贼澡藻

糟造燥责蚤凿燥早则藻造 早则燥怎责 葬灶凿 贼澡藻 葬泽责蚤则蚤灶 责造怎泽 糟造燥责蚤凿燥早则藻造 早则燥怎责冤援 悦阅远圆孕袁酝粤砸粤粤 葬灶凿 酝粤砸粤阅孕 憎藻则藻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燥灶 贼澡藻 员泽贼 凿葬赠 渊遭藻枣燥则藻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冤葬灶凿 员园贼澡 凿葬赠 葬枣贼藻则 葬凿皂蚤泽泽蚤燥灶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韵灶 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 凿葬赠袁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泽 燥枣 悦阅远圆孕袁酝粤砸粤粤 葬灶凿 酝粤砸粤阅孕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贼澡则藻藻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憎藻则藻 灶燥贼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援 栽澡藻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悦阅远圆孕袁酝粤砸粤粤 葬灶凿 酝粤砸粤阅孕 蚤灶 藻葬糟澡 早则燥怎责 憎藻则藻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枣则燥皂 员 凿葬赠

贼燥 员园 凿葬赠 葬枣贼藻则 葬凿皂蚤泽泽蚤燥灶援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酝粤砸粤阅孕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 藻曾贼藻灶贼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贼澡则藻藻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袁酝粤砸粤阅孕 燥枣 贼澡藻
葬泽责蚤则蚤灶 责造怎泽 糟造燥责蚤凿燥早则藻造 早则燥怎责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皂燥则藻 凿蚤泽贼蚤灶糟贼造赠 贼澡葬灶 贼澡藻 糟造燥责蚤凿燥早则藻造 早则燥怎责 葬灶凿 藻增藻灶 皂燥则藻 贼澡葬灶 贼澡藻 葬泽责蚤则蚤灶 早则燥怎责援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泽 燥枣 悦阅远圆孕 葬灶凿 酝粤砸粤粤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 藻曾贼藻灶贼 葬皂燥灶早 贼澡则藻藻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憎葬泽 灶燥贼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则藻藻 葬灶贼蚤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贼澡藻则葬责蚤藻泽 渊葬泽责蚤则蚤灶袁糟造燥责蚤凿燥早则藻造袁葬泽责蚤则蚤灶 责造怎泽 糟造燥责蚤凿燥早则藻造冤 葬造造 则藻凿怎糟藻凿 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葬糟贼蚤增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皂葬曾蚤皂怎皂 葬早早则藻早葬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袁憎澡蚤糟澡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凿
贼澡葬贼 藻葬糟澡 葬灶贼蚤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贼澡藻则葬责赠 憎葬泽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援 粤泽责蚤则蚤灶 责造怎泽 糟造燥责蚤凿燥早则藻造 贼澡藻则葬责赠 糟燥怎造凿 皂燥泽贼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则藻凿怎糟藻 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葬早早则藻早葬贼蚤燥灶袁
憎澡蚤糟澡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糟怎则葬贼蚤增藻 藻枣枣藻糟贼 憎葬泽 遭藻贼贼藻则 葬皂燥灶早 贼澡则藻藻 葬灶贼蚤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贼澡藻则葬责赠泽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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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泽澡皂择猿园源岳赠葬澡燥燥援糟燥皂援糟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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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疾病袁目前发病率尧致
残率均较高咱员暂遥 研究发现脑梗死是一种多病因多致
病基因的疾病遥血小板活化尧黏附及聚集在急性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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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脑血管病的发生尧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咱圆暂遥 抗血小

糖尿病史尧心脏病史尧吸烟史遥 进行常规检查袁包括

通过监测血小板 悦阅远圆孕尧 花生四烯酸渊葬则葬糟澡蚤凿燥灶蚤糟
葬糟蚤凿袁粤粤冤诱导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渊酝粤砸粤粤冤尧二磷
酸腺苷渊 葬凿藻灶燥泽蚤灶藻 凿蚤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藻袁粤阅孕冤诱导的血小板
最大聚集率 渊酝粤砸粤阅孕冤 来观察 圆 种药物的 猿 种组合

耘杂杂耘晕尧晕陨匀杂杂 评分遥 患者入院后按随机数随机入
组不同的抗血小板治疗组遥 第 员 组为阿司匹林治

板治疗是脑梗死治疗中重要的一种治疗方法遥 阿司
匹林和氯吡格雷为 圆 种常用抗血小板药物袁本研究

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活化尧聚集状态的影
响袁以期指导个体化的抗血小板治疗遥

疗组渊阿司匹林肠溶胶囊 员园园 皂早 辕 凿冤袁第 圆 组为氯
吡咯雷治疗组渊氯吡咯雷 苑缘 皂早 辕 凿冤袁第 猿 组为阿司
匹林和氯吡咯雷联合治疗组 渊阿司匹林肠溶胶囊
员园园 皂早 辕 凿尧氯吡咯雷 苑缘 皂早 辕 凿冤遥 猿 组的基线资料如

年龄尧晕陨匀杂杂 评分尧耘杂杂耘晕 评分经统计学检验无显
著性差异袁具有可比性渊表 员冤遥 患者入院后 圆源 澡渊员 凿袁

员 资料和方法
员援员 一般资料
员援员援员 对象

选 自南 京医 科大 学 附 属 苏 州 医 院 神 经 内 科
圆园员园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猿 月住院的首次发病的脑卒
中患者遥 本组共收集病例 怨苑 例袁 男 缘怨 例袁 年龄
渊远猿援怨缘 依 员圆援园圆冤岁曰女 猿愿 例袁年龄渊苑园援源苑 依 愿援缘缘冤岁遥
脑梗死组入选标准院淤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
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曰 于首次发病袁 起病远耀源愿 澡
以内曰 盂发病后经头颅 悦栽 或 酝砸陨 扫描证实为急性
脑梗死曰榆栽韵粤杂栽 分型为大动脉硬化型和腔隙性脑
梗死曰虞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遥 排除标准院淤感染尧
肿瘤尧肝肾疾病尧自身免疫性疾病尧心血管病和下肢
动静脉血栓形成等曰于近 员 个月内服用过阿司匹林尧
潘生丁尧氯吡格雷等影响血小板活化药物者曰盂需要
溶栓尧降纤尧抗凝治疗的患者遥
员援员援圆 仪器及试剂
悦阅远圆孕 采用美国贝克曼公司的 云悦原缘园园 流式细
胞仪检测袁孕耘 标记的 悦阅远圆孕 单克隆抗体渊悦阅远圆孕鄄
孕耘冤购自美国 月藻糟贼燥灶鄄阅蚤糟噪蚤灶泽燥 公司遥 酝粤砸 采用普利
生 蕴月再鄄晕允圆 血液分析仪遥 粤粤 终浓度为 圆园园 皂早 辕 蕴袁
由上海度生公司提供曰粤阅孕 终浓度为 员员援圆 滋皂燥造 辕 蕴袁
由普利生公司提供曰均使用仪器配套校准品和质控
品进行定期校准和每日批间质控遥
员援圆 方法
收集患者姓名尧性别尧年龄尧血压尧高血压史尧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组别
阿司匹林治疗组
氯吡咯雷治疗组
联合治疗组
云值
孕值

血常规尧肝肾功能尧血脂尧肿瘤系列指标尧悦原反应蛋
白尧 血液流变学尧 凝血功能尧阅阅 二聚体等袁 进行

未行抗血小板治疗前冤及治疗 员园 凿 分别采血袁全血
流式细胞术检测血小板 悦阅远圆孕袁比浊法检测 粤粤 诱
导的 酝粤砸粤粤 和 粤阅孕 诱导的 酝粤砸粤阅孕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 员苑援园 软件进行分析遥 计量数据以均
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计数资料采用 字圆 检验袁治
疗前后的计量资料采用配对 贼 检验袁 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 云 检验袁 组间多重比较采用 蕴杂阅
法遥 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脑梗死患者未治疗前 悦阅远圆孕尧酝粤砸粤粤 尧酝粤砸粤阅孕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表 圆冤袁血小板活化程度尧血小
板易聚集程度统计学上无显著性差异袁具有可比性遥
治疗 员园 凿袁 不同治疗组经抗血小板治疗后 悦阅远圆孕尧
酝粤砸粤粤 尧酝粤砸粤阅孕 均有下降袁 经前后配对 贼 检验袁孕 值
均约 园援园缘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袁提示不同抗血小板
药物的抗血小板治疗均能减少血小板的活化和聚
集袁均有疗效遥 不同抗血小板治疗组脑梗死治疗 员园 凿
悦阅远圆孕尧酝粤砸粤粤 尧酝粤砸粤阅孕 差值进行比较袁猿 组间血小
板 酝粤砸粤阅孕 下降程度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越 园援园员缘袁表 猿冤袁提示氯吡咯雷治疗后 酝粤砸粤阅孕 下
降明显袁联合治疗下降更明显遥 猿 组间血小板 酝粤砸粤粤
下降程度组内比较袁发现阿司匹林治疗组 酝粤砸粤粤 下
降明显袁联合治疗未增加 酝粤砸粤粤 下降程度袁但 猿 组

脑梗死不同治疗组的一般资料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泽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燥枣 糟藻则藻遭则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 贼澡藻则葬责赠
灶
猿员
猿猿
猿猿

年龄渊岁冤
远远援远苑依愿援远猿园
远苑援猿远依员员援苑怨
远缘援猿怨依员圆援怨员
园援圆远猿
园援苑远怨

耘杂杂耘晕 评分渊分冤
圆援远员依员援圆愿
圆援源愿依员援圆愿
圆援缘愿依员援猿圆
园援园愿源
园援怨圆园

渊x 依 s冤
晕陨匀杂杂 评分渊分冤
缘援苑员依源援园愿
缘援园园依猿援缘猿
远援员缘依缘援员苑
园援缘怨愿
园援缘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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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强等院不同抗血小板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活化聚集状态的比较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越 园援员圆远袁表 猿冤遥 不同抗

血小板治疗组间血小板悦阅远圆孕 下降程度比较统计
学上无显著性差异遥 从实验室数据检测比较看袁氯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窑 圆员缘 窑

吡格雷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更能抑制血小板的聚
集袁抗血小板治疗疗效较好遥

治疗前与治疗 员园 凿 后脑梗死不同治疗组 悦阅远圆孕尧酝粤砸粤粤尧酝粤砸粤阅孕 值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悦阅远圆孕袁 酝粤砸粤粤 葬灶凿 酝粤砸粤阅孕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贼澡则藻藻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燥灶 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 凿葬赠 葬灶凿 贼澡藻
员园贼澡 凿葬赠

渊豫袁x 依 s冤

组别

灶

阿司匹林治疗组
氯吡咯雷治疗组
联合治疗组
云值
孕值

猿员
猿猿
猿猿

与治疗前相比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悦阅远圆孕
圆源援员远依员员援源猿
圆愿援缘员依员猿援源圆
圆苑援猿缘依员源援愿愿
园援怨园圆
园援源园怨

治疗前
酝粤砸粤粤
远猿援愿苑依员源援苑怨
缘怨援源员依员愿援缘远
远员援员员依员愿援愿猿
园援缘圆缘
园援缘怨猿

酝粤砸粤阅孕
远缘援缘猿依员员援缘源
远源援苑园依员圆援猿圆
远怨援园圆依员员援圆圆
员援圆缘愿
园援圆愿怨

悦阅远圆孕
员愿援源苑依员圆援缘远鄢
员怨援猿猿依员圆援员员鄢
员愿援愿愿依员猿援愿缘鄢
园援园猿远
园援怨远缘

治疗 员园 凿
酝粤砸粤粤
源怨援源怨依员远援源远鄢
缘猿援猿缘依员苑援苑缘鄢
源愿援园愿依员缘援源缘鄢
园援愿怨员
园援源员源

酝粤砸粤阅孕
缘苑援远猿依员缘援愿怨鄢
源怨援员圆依员缘援园源鄢
源苑援圆怨依员苑援怨愿鄢
猿援远园圆
园援园猿员

表 猿 不同治疗组脑梗死 员园 凿 内 悦阅远圆孕尧酝粤砸粤粤尧酝粤砸粤阅孕 差值比较
栽葬遭造藻 猿

阅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泽 燥枣 悦阅远圆孕袁 酝粤砸粤粤 葬灶凿 酝粤砸粤阅孕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葬灶贼蚤责造葬贼藻造藻贼 贼澡藻则葬责赠 早则燥怎责泽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燥灶 贼澡藻
员园贼澡 凿葬赠

组别
阿司匹林治疗组
氯吡咯雷治疗组
联合治疗组
云值
孕值

渊豫袁x 依 s冤
灶
猿员
猿猿
猿猿

与阿司匹林治疗组比较袁银孕 越 园援园园源遥

猿 讨

悦阅远圆孕 差值
缘援远怨依员员援远圆
怨援员愿依怨援员愿园
愿援源苑依员猿援苑怨
园援苑愿怨
园援源缘苑

论

血小板活化尧黏附及聚集在急性缺血性脑血管
病的发生尧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遥 抗血小板治疗是
通过药物阻止血小板黏附尧聚集和释放而起到预防
血栓形成尧减少缺血性卒中事件的发生遥 阿司匹林
是惟一在急性缺血性卒中治疗方面经过评价的抗血
小板药袁能大大降低卒中和其他血管事件的风险咱猿暂遥
但急性缺血性卒中采用规律的阿司匹林治疗仍然
有较高的卒中复发率袁 出现阿司匹林抵抗现象 咱源暂遥
悦粤孕砸陨耘 研究咱缘暂表明袁对既往有缺血性卒中尧心肌梗
死和周围血管病的患者袁氯吡格雷较阿司匹林更能
降低卒中的远期风险和其他血管事件的发生率袁氯
吡格雷的疗效优于阿司匹林遥 悦匀粤砸陨杂酝粤 研究咱远暂表
明袁对于既往有缺血性事件史的高危患者袁在阿司
匹林基础上加用氯吡格雷比单用阿司匹林能增加
疗效遥 圆园园缘 年 悦粤砸耘杂杂 试验咱苑暂及 圆园园怨 年 悦蕴粤陨砸 研
究咱愿暂表明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疗具有
更强的抗栓作用遥 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为 圆 种常用
抗血小板药物袁本研究入选患者随机分组予不同的
抗血小板药物治疗袁 从实验室数据检测比较看袁在

酝粤砸粤粤 差值
员源援猿怨依员源援苑苑
园远援园远依员愿援苑缘
员猿援园猿依员愿援缘圆
圆援员圆
园援员圆远

酝粤砸粤阅孕 差值
苑援怨园依员愿援远愿
员缘援缘愿依员远援远怨银
圆员援苑圆依圆园援源怨银
源援猿愿远
园援园员缘

脑梗死急性期袁阿司匹林尧氯吡格雷尧阿司匹林联合
氯吡格雷等 猿 种抗血小板治疗方法均能有效减少
血小板的活化袁降低血小板的最大聚集率袁提示临
床治疗均有效袁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更能
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袁抗血小板治疗疗效更好遥 原因
可能由于血小板聚集是多途径尧多因素参与的瀑布
过程袁环氧化酶抑制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袁阿司匹
林不能阻止血小板聚集的其他途径曰氯吡格雷选择
性抑制 粤阅孕 与血小板受体结合及继发的 粤阅孕 介导
的糖蛋白 郧孕域遭 辕 芋葬 复合物的活化袁由此抑制血小
板聚集曰 氯吡格雷还能阻断其他激动剂通过释放
粤阅孕 引起的血小板聚集遥 因此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
雷治疗能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多个途径袁从而发挥良
好的较强的抗栓作用遥
中国缺血性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二级预防
指南 圆园员园咱怨暂和 圆园员员 年美国心脏协会 辕 美国卒中学会
卒中二级预防指南咱员园暂均推荐院对于非心源性栓塞性
缺血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患者袁 建议给予抗血小
板药物来降低缺血性卒中 辕 短暂性脑缺血复发和其
他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渊玉级推荐袁粤 级证据冤遥在临
床上袁对于脑梗死非溶栓患者袁应尽早予抗血小板治

窑 圆员远 窑

南

京

医

科

疗袁对卒中患者的复发风险进行分层评估袁鉴别出高
危患者后袁可采用氯吡咯雷或阿司匹林联合氯吡咯
雷进行更积极的抗血小板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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