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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的研究进展
舒文君 1，杨继鲜 1，钟莲梅 2
【摘要】

缺血性脑卒中指大脑供血动脉闭塞或狭窄使脑供血不足而导致的脑组织不同程度受损，主要由动脉粥

样硬化及继发血栓形成引起，而血小板在血栓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主要以血小板为靶点，
但因个体用药依从性差异和缺血性脑卒中高复发等特点，部分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即使进行了规范的抗血小板治疗但仍
存在再发脑卒中风险。本文主要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抗血小板治疗、血小板参数及其检测方法进行了综述，以期为再
发脑卒中的预防及监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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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hemic stroke means varying degrees of damage of brain tissue due to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or

stenosis-induced insufficiency of cerebral blood supply，which mainly caused by atherosclerosis and secondary thrombosis，
however platele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rombosis. Platelet-targeted therapy has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schemic stroke，but there is still high risk of recurrent stroke even after standard anti-platelet therapy in some

patients，which may related to difference of individual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high risk of recurrence of
ischemic stroke.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ed the anti-platelet therapy，platelet parameters and the detection methods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evention and monitoring of recurrent stroke.
【Key words】 Stroke；Blood platelets；Review

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指由于大脑供血动脉（如

大脑中动脉、颈内动脉和椎动脉系）狭窄、闭塞引起脑供血
［1］

不足而导致的脑组织不同程度受损

。缺血性脑卒中在所有

糖蛋白Ⅱ b/ Ⅲ a 受体拮抗剂等，其中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在
脑卒中治疗及心脑血管疾病一级和二级预防中应用最为广泛。

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聚集主要是通过抑制环氧酶（COX）

脑血管疾病中占 80% 以上，具有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及高病

合成前列腺素，阻断 TXA2 生成。氯吡格雷抗血小板聚集主

卒中与动脉粥样硬化及其继发形成的血栓有关，而血小板在

ADP 受体 P2Y12，此活性络合物与 ADP 竞争性抑制，且不可逆。

死率等特点［2］。心源性栓塞型和大动脉粥样硬化型缺血性脑
血栓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以血小板为靶点

要靠肝细胞色素 P450 形成活性络合物作并用于血小板膜上的
目前临床上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一般是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

的治疗方案在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中占领先地位［3］，其主要

雷，而很多新型抗血小板药物如替格瑞洛、西洛他唑抗血小

治疗原理是通过抗血小板药物抑制血小板聚集，并预防脑卒

板治疗的前瞻型研究仍在进行中。另外，可通过检测缺血性

中的再发。目前研究表明，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进行抗血小

脑卒中患者血小板功能监测抗血小板药物的疗效，及时发现

板治疗效果确切，但由于个体用药依从性差异和缺血性脑卒

药物不良反应以不断完善抗血小板治疗方案。

中高复发特点，部分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即使临床上进行规范

3

的抗血小板治疗，但卒中再发风险仍较高

［4］

。本文对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抗血小板治疗、血小板参数及其检测方法进行了
综述，以期为抗血小板治疗后再发脑卒中的预防及监测提供
参考。
1

血小板与缺血性脑卒中

缺血性脑卒中分型主要包括 TOAST 分型中的前三型，其

中心源性栓塞型和大动脉粥样硬化型与动脉粥样硬化及其继
发形成的血栓有关，而血小板在血栓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主要表现为血小板接收到刺激信号后从静止状态转

变为激活状态，参与凝血酶介导的外部信号传导中，且血小
板膜上表达的受体开始与血栓素 A2（thromboxane，TXA2）
及二磷酸腺苷等激动剂相互作用，引发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

应。TXA2 是一种很强的血小板聚集激活剂，其形成途径有两
种：（1）血小板受到刺激后直接形成血小板微粒合成并释
放

［5］

；（2）自分泌或旁分泌介导，主要通过血栓素 A 合成

酶由内皮细胞释放的前列腺素 H2 产生［6］。

红细胞释放的二磷酸腺苷主要作用于血小板膜上的 ADP

受体 P2Y1 和 P2Y12，是强有效的血小板聚集活化因子，其

中 P2Y12 被激活后会抑制腺苷酸环化酶并降低环磷酸腺苷
（cAMP）水平；而凝血酶由循环系统中的凝血酶原激活，通

过 G 蛋白受体耦联并与血小板膜上糖蛋白Ⅱ b/ Ⅲ a 作用，继
而降低 cAMP 水平，同时升高血小板胞体内 Ca2+ 水平并反作

用于糖蛋白Ⅱ b/ Ⅲ a，进而导致激动剂增强血小板的聚集反
应［7］。因此治疗及预防缺血性脑卒中时应抑制血小板聚集，
并以拮抗血小板膜受体作为靶点。
2

抗血小板治疗
抗血小板药物在治疗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应用较广，

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水杨酸类、噻吩并吡啶类、ATP 类似物及

血小板参数
评价血小板的生物学活性和功能需分析血小板参数，包

括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PDW）、
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n，MPV）、循环血小板
微粒（platelet-derived microparticle，PMP）等。
3.1

PDW

PDW 主要反映血小板容积大小及血小板体积大小

的一致变异性，PDW 增大说明血小板体积大小一致性降低。

有研究表明，健康人群 PDW 低于卒中患者，且轻型卒中患者
PDW 低于重度卒中患者［8］；脑梗死急性期患者 PDW 高于健

康人群［9］，提示 PDW 可监测脑卒中发生，且对病情严重程
度也有一定判断价值。关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研究结果显

示，双抗治疗组 PDW 低于单抗治疗组［10］；也有研究表明，

使用抗血小板治疗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亚急性脑卒中患
者及健康者的 PDW 间无统计学差异［11］，但目前 PDW 对缺

血性脑卒中的进展及抗血小板治疗后预后的监测作用仍缺乏
大量的前瞻性研究。
3.2

MPV

MPV 是目前应用最普遍且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血小

板生物学功能指标之一，其参考范围为 7.5~11.5 fl。研究表明，
血小板的体积大小与其聚集性、反应性有关，且较大体积的
血小板具有更好的生物学活性［12］。日本的一项评估缺血性

脑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 MPV 在不同危险等

级中的结果显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
分与 MPV 呈正相关［12］。CURRETVT-ASTS 研究结果显示，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MPV 高于对照者，有 TIA 的急性冠脉综合
征患者 MPV 高于无 TIA 的急性冠脉综合征者；缺血性脑卒中

及 TIA 患者 MPV 为 9.0 fl 时预测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灵敏度为

75%，特异度为 80%［13］。LIM 等［10］通过绘制 ROC 曲线发现，
入院时 MPV 判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曲线

下面积是 0.646，3 个月后曲线下面积为 0.591，提示 MPV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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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监测指标。
3.3

PMP

PMP 是评估血小板活性及功能的新型指标，其从

血小板质膜上脱落而来，是一种无生物学活性的细胞代谢产

物，但其从母细胞携带了完整的膜蛋白及膜脂质等结构，可
以理解为一种“囊泡”［14］。有研究表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 PMP 高于正常对照者，且 PMP 与亚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梗死灶呈正相关

［15-16］

；曲立新等

［17］

研究结果显示，缺

血性脑卒中患者外周血 PMP 高于正常对照者，且预后不良者
PMP 高于预后良好者，提示外周血 PMP 对缺血性脑卒中及其
预后有一定评估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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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参数检测方法

血凝块最大强度值可预测患者不良结局［23］。使用 TEG 检测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抗血小板治疗后的凝血功能结果表明，
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与患者凝血功能障碍有关，同时，经 TEG

检测出的对氯吡格雷具有高反应性的患者有着更高的出血风
险，因此 TEG 可用于监测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后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出血事件［22］。
4.4

流式细胞术

流式细胞术主要通过激光技术检测血小板

表面的活化标志物，如血小板颗粒膜蛋白（CD63）、血小板

膜蛋白纤维蛋白受体及 TXA2 代谢产物血栓素 B2（TXB2）等。
血小板的生物学活性及功能可通过血小板细胞膜表面的蛋白
通路及信号传导等形式表现。在可通过流式细胞术对抗血小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血小板参数检测手段主要包括血小

板药物的血小板抑制作用直接评价，如阿司匹林主要作用于

板 聚 集 仪、VerifyNow、 血 栓 弹 力 图（Thrombelastography，

TXA2 信号通路，可直接检测 TXB2 而评价阿司匹林的作用；

4.1

phosphoprotein，VASP）的磷酸化，因此可通过检测磷酸化

TEG）、流式细胞术等。
血小板聚集仪

血小板聚集仪主要用于全血凝集测量，

具有使用方便、可重复性佳等特点，可分为电阻法和比浊
法，其中电阻法是根据电阻抗的原理记录浸入全血样品两个

氯吡格雷依赖于血管扩张剂刺激磷蛋白（vasodilator stimulated
VASP 来评价其对血小板的抑制作用。
5

小结与展望

电极探针间的微小电流或电阻抗的成比例变化而检测血小板

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与动脉粥样硬化及其继发形成的血

聚集性；比浊法是通过向样本中加入诱导剂而检测血小板

栓有关，而血小板在血栓形成过程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聚集性。目前多数使用的血小板聚集仪为多血小板分析装
置（Mutiplate），其可测量多种诱导剂诱导下的血小板聚集
［18］

性，结果通过时间聚集曲线下面积表示。MANNU 等

使用

Mutiplate 评估 TIA 患者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后的血小板聚集性，
结果显示，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后第 24 h 与第 72 h 的曲

线下面积间无统计学差异，而在治疗后第 48 h 可检测出抗血

小板药物的最佳截断值，且 ADP 平均聚集率≥ 80%，因此，

Mutiplate 的评估仅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的早期有效，若时间
>48 h 后则可能无明显优势。
4.2

VerifyNow

VerifyNow 是一种全自动的床旁检测系统，其

工作原理是加入凝血酶受体激活肽类的诱导剂后与包被有纤

血小板受到刺激被激活后主要通过介导 TXA2、ADP 及凝血酶
途径发生联级反应并使血液凝固而形成血栓，进而参与缺血
性脑卒中的发生发展。检测血小板参数的目的是通过血小板
相关参数对血小板的生物学活性及功能进行评价，从而达到
监测血栓形成及预测脑卒中再发风险的目的，但因药物反应
性的存在，不同的个采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的效果和预后不
同，通过检测血小板参数可得到药物反应性的高低，从而预
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疗效及出血事件发生风险。目前，关
于血小板相关参数的研究仍在进行，检测方法的一致性及最
优性也需商讨，而血小板相关参数的标准化检测与临床应用
相结合仍待进一步研究。

维蛋白原的聚苯乙烯颗粒反应，以光比浊法检测样本中的血

作者贡献：舒文君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撰写论文；

小板聚集率，主要用于检测使用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后血小

杨继鲜进行英文的修订；钟莲梅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

板的剩余活性，其结果以 ARU（阿司匹林反应单位）及 PRU
［19］

（P2Y12 反 应 单 位） 来 表 示

［20］

。LARSEN 等

通过纳入

619 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而比较 VerifyNow 与 Mutiplate 检测的
经抗血小板治疗后血小板聚集率、血小板的反应性与终点事

件（包括死亡、心肌梗死、脑卒中和其他血管事件）的关系，
结果显示，VerifyNow 检测结果以心血管事件分类后有 16% 的

患者发生终点事件，且 VerifyNow 检测结果可作为经抗血小板

治疗后发生终点事件的预测因子。一项研究比较了 VerifyNow
与 TEG 对氯吡格雷抵抗的检测结果，结果证实，VerifyNow 能
［21］

更好体现氯吡格雷的低反应性
4.3

TEG

。

TEG 是纤溶系统功能的动态检测方法，可以量化

血小板在血凝中所起到的作用，其工作原理是：血液凝固时，
纤维蛋白黏附在杯与圆柱体间并产生阻力，使圆柱体跟随杯
同时运动，血液在凝固过程中纤维蛋白不断增加，阻力随之
增大，圆柱体与杯的运动也在不断变化，最后通过传感器将
此运动曲线转化为可描述血栓强度的曲线

［22］

。有研究表明，

TEG 可有效反映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凝血功能，且 TEG 检测的

并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中 华 医 学 会 神 经 病 学 分 会， 中 华 医 学 会 神 经 病 学 分 会 脑 血
管病学组 .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4［J］. 中华

神 经 科 杂 志，2015，48（4）：246-257.DOI：10.3760/cma.
j.issn.1006-7876.2015.04.002.

［2］LIU L，WANG D，WONG K S，et al.Stroke and stroke care in

China：huge burden，significant workload，and a national priority

［J］.Stroke，2011，42（12）：3651-3654.DOI：10.1161/
STROKEAHA.111.635755.

［3］WANG Y，PAN Y，ZHAO X，et al.Clopidogrel with aspirin in

acute minor stroke or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CHANCE） trial：
one-year outcomes［J］.Circulation，2015，132（1）：40-46.
DOI：10.1161/CIRCULATIONAHA.114.014791.

［4］张媛 . 抗血小板药物的依从性现状及其与卒中复发的关系［D］.
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2016.

·106·

PJCCPVD

February 2020，Vol.28

No.2

http：//www.syxnf.net

ZHANG Y.Situation of the compliance of antiplatelet drugs and their

microparticles are internalized in neutrophils via the concerted

University，2016.

Proc Natl Acad Sci USA，2015，112（27）：E3564-3573.DOI：

relation with stroke recurrence［D］.Shijiazhuang：Hebei Medical

［5］CLANCY L，FREEDMAN J E.The role of circulating platelet

activity of 12-lipoxygenase and secreted phospholipase A2- Ⅱ A［J］.
10.1073/pnas.1507905112.

transcripts［J］.J Thromb Haemost，2015，13：S33-39.DOI：

［15］CHEN Y S，XIAO Y，LIN Z J，et al.The role of circulating

［6］MIYAMOTO T，OGINO N，YAMAMOTO S，et al.Purification of

stroke patients［J］.J Stroke Cerebrovasc Dis，2015，24（10）：

10.1111/jth.12922.

prostaglandin endoperoxide synthetase from bovine vesicular gland
microsomes［J］.J Biol Chem，1976，251（9）：2629-2636.

［7］DAVÌ G，PATRONO C.Platelet activation and atherothrombosis［J］.

N Engl J Med，2007，357（24）：2482-2494.DOI：10.1056/
NEJMra071014.

［8］赵雅，陈会生，郑伟 .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外周血 D- 二聚体、

hs-CRP 及血小板参数在不同 TOAST 分型中的差异研究［J］.
现 代 检 验 医 学 杂 志，2019，34（2）：60-63.DOI：10.3969/
j.issn.1671-7414.2019.02.016.

ZHAO Y，CHEN H S，ZHENG W.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D-dimer，hs-CRP and platelet parameter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in different TOAST classifications［J］.

platelets microparticles and platelet parameters in acute ischemic
2313-2320.DOI：10.1016/j.jstrokecerebrovasdis.2015.06.018.

［16］GIANNOPOULOS G，OUDATZIS G，PATERAKIS G，et al.Red

blood cell and platelet microparticle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
patients treated with primary angioplasty［J］.Int J Cardiol，
2014，176（1）：145-150.DOI：10.1016/j.ijcard.2014.07.022.

［17］曲立新，时兴华，杜怡峰 .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浆 PMP

及 EMP 含量与预后的相关性［J］.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54（12）：32-36.

QU L X，SHI X H，DU Y F.Relationship between circulating

platelets microparticles and endothelial microparticls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J］.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Health Sciences，2016，54（12）：32-36.

Journal of Modern Laboratory Medicine，2019，34（2）：60-63.

［18］MANNU G S，MACARTNEY A，LAMBERT J R，et al.The

［9］邱楠，郝若飞 . 血小板 5 项参数检测对脑梗死和脑出血诊断的

function testing following stroke and transient ischaemic attack

DOI：10.3969/j.issn.1671-7414.2019.02.016.

应 用 价 值［J］. 广 东 医 学，2018，39（z1）：194，197.DOI：
10.3969/j.issn.1001-9448.2018.z1.066.

clinical utility of Multiplate analyser measurement in platelet

［J］.Eur J Haematol，2015，94（2）：138-144.DOI：10.1111/
ejh.12406.

［10］LIM H H，JEONG I H，AN G D，et al.Early prediction of severity

［19］KARON B S，TOLAN N V，KOCH C D，et al.Precision and

parameters and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J］.J Clin Lab

on daily antiplatelet agent therapy［J］.Clin Chem，2014，60（12）：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an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using platelet
Anal，2019，33（3）：e22714. DOI：10.1002/jcla.22714.

reliability of 5 platelet function tests in healthy volunteers and donors
1524-1531.DOI：10.1373/clinchem.2014.226332.

［11］曾海平，张汉业 . 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对进展性脑卒中患

［20］LARSEN P D，HOLLEY A S，SASSE A，et al.Comparison of

2018，25（19）：147-150.DOI：10.3969/j.issn.1674-4721.2018.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J］.Thromb

者脑血流动力学及血小板参数的影响［J］. 中国当代医药，
19.046.

Multiplate and VerifyNow platelet function tests in predicting clinical
Res，2017，152：14-19.DOI：10.1016/j.thromres.2017.02.006.

ZENG H P，ZHANG H Y.Effect of Aspirin combined with

［21］LV H H，WU S，LIU X，et al.Comparison of VerifyNow P2Y12

in patients with progressive stroke［J］.China Modern

patients in China［J］.Neurol Sci，2016，37（2）：277-282.

Clopidogrel on cerebral hemodynamics and platelet parameters

Medicine，2018，25（19）：147-150.DOI：10.3969/
j.issn.1674-4721.2018.19.046.

［12］DOGAN N O，KELES A，AKSEL G，et al.Mean platelet volume

as a risk stratification tool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for evaluating

and thrombelastography for assessing clopidogrel response in stroke
DOI：10.1007/s10072-015-2407-7.

［22］张雪，虞雪融，黄宇光 . 血栓弹力图的临床应用［J］. 协和医
学杂志，2016，7（4）：303-305.DOI：10.3969/j.issn.1674-9081.
2016.04.013.

patients with ischaemic stroke and Tia［J］.J Pak Med Assoc，

［23］李恒 . 脑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栓弹力图检查结果分析［J］. 医

［13］CURRENT-OASIS 7 Investigators，MEHTA S R，BASSAND J P，

LI H.Analysis of results of thromboelast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2013，63（5）：581-584.

et al.Dose comparisons of clopidogrel and aspirin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J］.N Engl J Med，2010，363（10）：930-942.
DOI：10.1056/nejmoa0909475.

［14］DUCHEZ A C，BOUDREAU L H，NAIKA G S，et al.Platelet

学信息，2019，32（10）：166-167.

cerebral ischemic stroke［J］.Medical Information，2019，32（10）：
166-167.

（收稿日期：2019-10-11；修回日期：2020-01-19）
（本文编辑：刘新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