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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治分析 •

不同责任动脉急性小脑梗死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
卢迪，毕国荣
【摘要】

目的

分析不同责任动脉急性小脑梗死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7 年 9 月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急性小脑梗死患者 299 例，根据 Amarenco's 解剖图解分为小脑后下动脉（PICA）梗

死组 179 例，小脑前下动脉（AICA）梗死组 41 例，小脑上动脉（SCA）梗死组 28 例，多条小脑动脉（MCA）梗死组
51 例。比较 4 组患者 TOAST 分型、临床表现、脑干累及情况、死亡情况。结果

4 组患者 TOAST 分型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4 组患者眩晕、构音障碍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ICA 梗死组患者共济

失调发生率低于 SCA 梗死组、MCA 梗死组（P<0.05），MCA 梗死组患者听力障碍发生率高于 PICA 梗死组、SCA 梗
死组（P<0.05）。MCA 梗死组患者中累及脑干者所占比例高于 PICA 梗死组（P<0.05）；SCA 梗死组患者累及脑干者

所占比例低于 PICA 梗死组、AICA 梗死组、MCA 梗死组（P<0.05）。4 组患者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急性小脑梗死患者 TOAST 分型以大动脉粥样硬化（LAA）梗死多见，常见临床表现包括眩晕、共济失调、构音

障碍、听力障碍等；不同责任动脉急性小脑梗死患者 TOAST 分型、临床表现、脑干累及情况均存在一定差异，应注
意完善磁共振成像（MRI）检查以明确责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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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in acute cerebellar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offending

artery. Methods A total of 299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ellar infarction were selected in Sheng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October 2014 to September 2017，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PICA group（with PICA infarction，
n=179），AICA group（with AICA infarction，n=41），SCA group（with SCA infarction，n=28），MCA group（with
multiple cerebellar arteries infarction，n=51）according to the offending artery. TOAST types，clinical manifestations，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brain stem lesion and death status were compared in the four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OAST types in the four group（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incidence of vertigo
or dysarthria was found in the four groups（P>0.05）；incidence of ataxia in PICA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SCA group and MCA group，respectively（P<0.05），while incidence of hearing disorder in MCA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ICA and SCA group，respectively（P<0.05）.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brain stem lesion
in MCA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ICA group（P<0.05），whil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brain

stem lesion in SCA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PICA group，AICA group and MCA group，respectively
（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fatality rate was found in the four groups（P>0.05）. Conclusion

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 in the major TOAST typ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ellar infarction，which mainly performed as

vertigo，ataxia，dysarthria，hearing disorder and so on；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in TOAST types，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volvement status of brain stem lesion in cute cerebellar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offending artery，which should take
MRI examination in time to identify the offending artery.

【Key words】 Brain infarction；Cerebellar diseases；Disease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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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小脑梗死占缺血性脑卒中的 1.5%~3.0%，相对少

［1-2］

期颅后窝缺血性改变、磁共振血管成像（MRA）不能直接看
到小脑动脉，因此多数急性小脑梗死需通过磁共振成像（MRI）
明确诊断，误诊率及漏诊率较高

［3］

，故提高对急性小脑梗死

责任动脉、病因分型、临床表现等的认识对于有效诊断及防
治急性小脑梗死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责
任动脉急性小脑梗死患者的临床特征，为提高急性小脑梗死
临床诊治水平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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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组患者 TOAST 分型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 of TOAST types in the four groups

，其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常见临床表现包括眩晕、

共济失调、构音障碍、听力障碍等。由于 CT 检查较难识别早

September 2018，Vol.26

LAA

CE

SODE+SUE

8（19.5）

5（12.2）

组别

例数

PICA 梗死组

179

146（81.6）

16（8.9）

SCA 梗死组

28

17（60.7）

7（25.0）

AICA 梗死组
MCA 梗死组

41
51

28（68.3）
34（66.7）

13（25.5）

17（9.5）
4（14.3）
4（7.8）

注：LAA= 大动脉粥样硬化，CE= 心源性栓塞，SODE= 已知其他
原因，SUE= 原因不明，PICA= 小脑下动脉，AICA= 小脑前下动脉，
SCA= 小脑上动脉，MCA= 多条小脑动脉

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7 年 9 月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急性小脑梗死患者 299 例，均经影像
学检查及临床检查确诊，其中男 200 例，女 99 例；平均年龄

（64.6±11.2）岁；单侧小脑梗死 249 例，双侧小脑梗死 50 例；

吸烟 116 例；高血压 211 例，高脂血症 101 例，糖尿病 95 例，

A

有卒中 /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者 99 例。
1.2

B

纳入标准：（1）入院 72 h 内行颅脑

纳入与排除标准

MRI 和 / 或 MRA 检查并明确急性小脑梗死责任动脉；（2）

入院 24 h 内完成临床症状及体征采集。排除标准：（1）腔隙

性梗死且小脑梗死病灶最大直径 <2.0 cm、小脑相邻动脉交界
区梗死（分水岭梗死）；（2）有脑梗死病史并遗留神经功能

障碍者；（3）未完成颅脑 MRI/MRA 检查者；（4）伴有颅内

C

D

E

F

感染、一氧化碳中毒及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者；（5）伴

有严重肝肾疾病、肿瘤、感染及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者；（6）
临床症状及体征在入院 24 h 内完全消失者。本研究经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自
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方法

根据 Amarenco's 解剖图解

［4］

（见图 1）将所有

患者分为小脑后下动脉（PICA）梗死组 179 例，小脑前下动
脉（AICA）梗死组 41 例，小脑上动脉（SCA）梗死组 28 例，

多条小脑动脉（MCA）梗死组 51 例。比较 4 组患者 TOAST 分型、

临床表现、脑干累及情况及死亡情况。PICA 梗死、AICA 梗死、
SCA 梗死影像学特征见图 2~4。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 χ2

mSCA

iSCA

AICA

iPICA

mPICA

注：A~F 为小脑各层面责任动脉供血分布，其中黑色部分为非区
域性梗死，mSCA 为小脑上动脉内侧支，iSCA 为小脑上动脉外侧支，
AICA 为小脑前下动脉，iPICA 为小脑后下动脉外侧支，mPICA 为小
脑后下动脉内侧支
图 1 Amarenco's 解剖图解
Figure 1 Amarenco's anatomical diagrammatic drawing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4 组患者 TOAST 分型比较

4 组患者 TOAST 分型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14.225，P=0.027，见表 1）。
2.2

2

4 组患者临床表现比较

4 组患者眩晕、构音障碍发生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 组患者共济失调、听
力障碍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ICA 梗

死组患者共济失调发生率低于 SCA 梗死组、MCA 梗死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7.216、8.853，P 值分别为 0.007、
0.003）；MCA 梗死组患者听力障碍发生率高于 PICA 梗死组、

SCA 梗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6.055、5.308，
P 值分别为 0.014、0.021，见表 2）。

A

B

注：A 为水平位弥散加权成像（DWI），B 为矢状位 T1 加权像（T1WI），
示右侧小脑后下动脉（PICA）梗死（箭头、线条所示），TOAST 分型
为大动脉粥样硬化（LAA），主要临床表现为中枢性眩晕、共济失调
图 2 1 例 76 岁女性 PICA 梗死患者 MRI 检查结果
Figure 2 MRI examination results of a patient with PICA infarction
（female，76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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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组患者脑干累及情况、死亡情况比较〔n（%）〕
Table 3 Comparison of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brain stem lesion and
death status in the four groups
组别

例数

累及脑干

PICA 梗死组

179

25（14.0）

SCA 梗死组

28

0

AICA 梗死组
A

MCA 梗死组

B

注：A 为水平位 DWI，B 为矢状位 T1WI，示右侧小脑前下动脉
（AICA）梗死（箭头、线条所示），TOAST 分型为 LAA，主要临床
表现为孤立性眩晕
图 3 1 例 63 岁男性 AICA 梗死患者 MRI 检查结果
Figure 3 MRI examination results of a patient with AICA infarction
（male，
63 years old）

χ2 值

41
51

8（19.5）

b

12（6.7）
3（7.3）
0

17（33.3）

3（5.9）

<0.001

0.276

22.137

P值

b

3.867

注： 与 MCA 梗 死 组 比 较， P<0.05； 与 SCA 梗 死 组 比 较，
P<0.05
a

b

死亡

ab

约 86% 累及单侧小脑，约 14% 累及双侧小脑，PICA 梗死、

SCA 梗 死、AICA 梗 死、MCA 梗 死 分 别 占 40.0%、36.0%、
12.0%、12.0%［5-6］； 本 研 究 中 299 例 急 性 小 脑 梗 死 患 者

平 均 年 龄 为（64.6±11.2） 岁； 单 侧 小 脑 梗 死 249 例（ 占
83.3%），双侧小脑梗死 50 例（16.7%）；PICA 梗死 179 例（占

59.9%），AICA 梗死 41 例（占 13.7%），SCA 梗死 28 例（占 9.4%），
MCA 梗死 51 例（占 17.0%），与既往文献报道基本相符，但
PICA 梗死所占比较较既往文献报道有所升高。本研究结果显

B

A

注：A 为水平位 DWI，B 为矢状位 T1WI，示双侧小脑上动脉（SCA）
梗死，TOAST 分型为 LAA，主要临床表现为中枢性眩晕
图 4 1 例 62 岁女性 SCA 梗死患者 MRI 检查结果
Figure 4 MRI examination results of a patient with SCA infarction
（female，
62 years old）
表 2 4 组患者临床表现比较〔n（%）〕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 the four groups
组别

例数

眩晕

共济失调

构音障碍

听力障碍

PICA 梗死组 179 146（81.6）67（45.9） 50（27.9） 26（14.5）b

AICA 梗死组
SCA 梗死组

MCA 梗死组
χ2 值
P值

41
28
51

33（80.5） 17（41.5） 7（17.1）
20（71.4） 18（64.3）a 7（25.0）

7（17.1）
2（7.1）b

44（86.3） 31（60.8）a 16（31.4） 15（29.4）
2.647
0.449

13.691
0.003

2.687
0.442

8.366
0.039

注： 与 PICA 梗 死 组 比 较，aP<0.05； 与 MCA 梗 死 组 比 较，
b
P<0.05

2.4

4 组患者脑干累及情况、死亡情况比较

4 组患者中累及

示，高血压为急性小脑梗死最常见的危险因素，LAA 为急性

小脑梗死最常见的病因，眩晕为急性小脑梗死最常见的临床
症状。

CHUNG 等［7］研究急性小脑梗死患者 TOAST 分型发现，

CE 在 SCA 梗死中最常见（约占 60.0%），提示急性小脑梗
死责任动脉与 TOAST 分型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4 组患者

TOAST 分型间存在差异，4 组患者 TOAST 分型均以 LAA 最常

见，与 CHUNG 等［7］既往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分析其原因可
能与本研究中 SCA 梗死组患者例数较少有关，仍有待今后继
续收集相关病例以进一步研究证实。

PICA 起源于椎动脉并发出内侧支和外侧支，其中内侧

支主要为延髓背外侧和小脑下蚓部供血，外侧支主要为小脑

下半部分供血，PICA 内侧支是急性小脑梗死所致眩晕最常见
的责任动脉［8-10］。急性小脑梗死所致眩晕主要包括中枢性眩
晕、周围性眩晕、非系统性眩晕等类型，分析急性小脑梗死
导致不同类型眩晕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小脑动脉既可为前庭神
经核供血又可为前庭周围供血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4 组患
者眩晕发生率间无差异，提示责任动脉对于辨别急性小脑梗
死患者眩晕类型的参考价值有限，而眩晕持续时间和诱因可

脑干者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 组患

能对辨别急性小脑梗死所致眩晕类型更具指导意义［11］。共济

者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CA 梗死组

失调可能与小脑齿状核红核丘脑皮质束（DRTT）和额桥束有

患者中累及脑干者所占比例高于 PICA 梗死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9.974，P=0.002）；SCA 梗死组患者累及脑干者所
占比例低于 PICA 梗死组、AICA 梗死组、MCA 梗死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6.460、13.251、16.764，P 值分
别为 0.011、<0.001、<0.001，见表 3）。
3

讨论

既往研究表明，急性小脑梗死患者平均年龄约为 62 岁，

关，PICA 梗死影响 DRRT 通路可能是引发共济失调的主要原

因［12-15］。本研究结果显示，4 组患者共济失调发生率间存在
差异，且 PICA 梗死组患者共济失调发生率低于 SCA 梗死组、
MCA 梗死组，提示 PICA 梗死患者共济失调发生率较高。

AICA 起源于基底动脉并发出分支供应脑桥背侧、小脑前

半部分及内听动脉，而由于内听动脉大部分起源于 AICA、小
部分起源于 PICA［16］，因此 AICA 梗死患者常出现眩晕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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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听力障碍［17］。本研究结果显示，4 组患者听力障碍发生率

［4］A M AR E N C O P ， L E VY C ，C OH E N A ，et a l. Cau s es an d

死组、SCA 梗死组，提示 MCA 梗死所致听力障碍发生率较高，

consecutive patients［J］.Stroke，1994，25（1）：105-112.

间存在差异，MCA 梗死组患者听力障碍发生率高于 PICA 梗

责任动脉对辨别急性小脑梗死患者听力障碍的参考价值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AICA 梗死组患者出现眩晕 33 例、听力障碍 7

例，出现听力障碍者均伴有眩晕，但 26 例出现眩晕者并不
伴听力障碍，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耳蜗听力系统代偿功能较强
有关。

SCA 主要为小脑上半部分供血，与前庭系统无关且 SCA

梗死很少引起眩晕，因此眩晕发生情况有助于判断 SCA 是否

mechanisms of territorial and nonterritorial cerebellar infarcts in 115

［5］PACIARONI M，BOGOUSSLAVSKY J，CASO V，et al.Visual
dysfunctions［J］.Front Neurol Neurosci，2012，30：17-21.
DOI：10.1159/000333376.

［6］KAPRAL M K，FANG J，HILL M D，et al.Sex Differences in

Stroke Care and Outcomes：Results from the Registry of the Canadian
Stroke Network［J］.Stroke，2005，36（4）：809-814.DOI：
10.1161/01.STR.0000157662.09551.e5.

受 累［18］； 但 LEE 等［19］ 研 究 发 现，46.3%（19/41） 的 单 纯

［7］CHUNG J W，PARK S H，KIM N，et al.Trial of ORG 10172

的 SCA 梗死患者出现眩晕，但其具体原因及机制尚不明确，

territory of ischemic stroke lesions diagnosed by diffusion-weighted

SCA 梗死患者伴有眩晕。本研究结果显示，71.4%（20/28）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构音障碍指音调与韵律异常，主要与
SCA 梗死有关，常见小脑蚓部及蚓旁区病变，但本研究发现

in Acute Stroke Treatment（TOAST）classification and vascular
imaging［J］.J Am Heart Assoc，2014，3（4）：e001119.DOI：
10.1161/JAHA.114.001119.

4 组患者构音障碍发生率间存在差异，分析其原因主要与小脑

［8］NEWMAN-TOKER D E，KATTAH J C，ALVERNIA J E，et al.

本研究 PICA 梗死组中 25 例患者累及脑干，其中 17 例

vestibular neuritis［J］.Neurology，2008，70（24 Pt 2）：2378-

蚓部供血血管变异性大及梗死后多血管代偿有关。

累及延髓、12 例累及脑桥、4 例同时累及延髓和脑桥；AICA

Normal head impulse test differentiates acute cerebellar strokes from
2385.DOI：10.1212/01.wnl.0000314685.01433.0d.

梗死组中 8 例累及脑干者均累及脑桥，表明 PICA 和 AICA 均

［9］KATTAH J C，TALKAD A V，WANG D Z，et al.HINTS to

死较常累及脑干并导致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分析原因可能主

oculomotor examination more sensitive than early MRI diffusion-

可为脑桥供血，但由于延髓主要由 PICA 供血，因此 PICA 梗

要与小脑血管走形有关［20］。本研究结果还显示，MCA 梗死
组患者中累及脑干者所占比例高于 PICA 梗死组，SCA 梗死组

diagnose stroke in the acute vestibular syndrome：three-step bedside

weighted imaging［J］.Stroke，2009，40（11）：3504-3510.
DOI：10.1161/STROKEAHA.109.551234.

患者累及脑干者所占比例低于 PICA 梗死组、AICA 梗死组、

［10］CHEN L，LEE W，CHAMBERS B R，et al.Diagnostic accuracy

见，但 SCA 梗死很少累及脑干；4 组患者病死率间无差异，

Neurol，2011，258（5）：855-861.DOI：10.1007/s00415-010-

MCA 梗死组，提示 MCA 梗死累及脑干者较 PICA 梗死更为常

提示责任动脉梗死对判定急性小脑梗死患者死亡风险的参考
价值有限。

综上所述，急性小脑梗死患者 TOAST 分型以 LAA 梗死

多见，常见临床表现包括眩晕、共济失调、构音障碍、听力
障碍等；不同责任动脉急性小脑梗死患者 TOAST 分型、临床

表现、脑干累及情况均存在一定差异，临床应注意加强对急
性小脑梗死患者 TOAST 分型、临床表现的认识，注意详细询

问患者病史、仔细查体并及时完善 MRI 检查以明确责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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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血栓与止血协会标准评分与日本卫生福利部标准评分
对危重症患者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诊断价值比较
曹江涛，郑雅茹，赵世峰
【摘要】

目的

比较国际血栓与止血协会标准（ISTH）评分与日本卫生福利部标准（JMHW）评分对危重症

患者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收治的有

DIC 倾向的危重症患者 480 例。所有患者入院后每隔 5 h 监测 1 次实验室检查指标并计算 ISTH 评分和 JMHW 评分。
比较 ISTH 评分和 JMHW 评分对 DIC 的诊断时间，DIC 患者和非 DIC 患者 30 d 内病死率，ISTH 评分和 JMHW 评分对
危重症患者 DIC 的诊断价值；绘制 ROC 曲线以评价 ISTH 评分和 JMHW 评分对危重症患者死亡的预测价值。结果

42 例患者发生 DIC，JMHW 评分诊断危重症患者 DIC 的时间短于 ISTH 评分（P<0.05）。ISTH 评分诊断危重症患者

DIC 的灵敏度为 90.5%，特异度为 100.0%，约登指数为 0.905；JMHW 评分诊断危重症患者 DIC 的灵敏度为 100.0%，
特异度为 99.1%，约登指数为 0.991。DIC 患者和非 DIC 患者入院 30 d 内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ROC 曲线显示，ISTH 评分预测危重症患者死亡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875，JMHW 评分预测危重症患者死亡的
AUC 为 0.980。结论

与 ISTH 评分相比，JMHW 评分能更及时、有效地诊断危重症患者 DIC，且对危重症患者预后的

预测价值较高。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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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n DIC in patients with critical disease between ISTH score

and JMHW score. Methods A total of 480 critical disease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DIC were selected in General Hospita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rom January 2016 to October 2017.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monitored per 5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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