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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取栓治疗高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
乔鑫 1，张保朝 2
【摘要】 目的 分析机械取栓治疗高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于南阳市中心医院就诊的超出静脉溶栓治疗时间窗并接受机械取栓治疗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
53 例，根据年龄分为高龄组（≥ 80 岁，n=21）和非高龄组（<80 岁，n=32）。比较两组患者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
至穿刺时间、穿刺至血管再通时间、取栓次数、血管再通率、入院及出院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
90 d 预后、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90 d 病死率。结果 （1）两组患者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至穿刺时间、穿刺至
血管再通时间、取栓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两组患者血管再通率、入院及出院时 NIHSS 评分、
90 d 预后良好者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患者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90 d 病死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机械取栓治疗高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安全有效，可有效改善患者
神经功能及预后，此类患者不应仅因年龄因素而放弃机械取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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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in treating acute great
vessel occlusion of anterior cerebral circulatio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ge. Methods A total of 53 patients with acute great
vessel occlusion of anterior cerebral circulation were selected in Nanyang Central Hospital from June 2016 to Ju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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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missed the time-window for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and received mechanical thrombectomy，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lder group（equal or over 80 years old，n=21）and non-elder group（less than 80 years old，n=32）according to age.
Duration between attack and admission，duration between admission and puncture，duration between puncture and vascular
recanalization，times of thrombus extraction，vascular recanalization rate，NIHSS score at admission and at discharge，90-day
prognosis，incidence of 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and 90-day fatality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duration between attack and admission，duration between admission
and puncture，duration between puncture and vascular recanalization，or times of thrombus extrac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2）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vascular recanalization rate，NIHSS score at admission
or at discharge，or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good 90-day prognosis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3）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incidence of 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or 90-day fatality rat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is effective and safe in treating acute great vessel occlusion
of anterior cerebral circulatio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ge，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prognosis，thus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should not be abandoned just because of age in such patients.
【Key words】 Stroke；Aged，80 and over；Mechanical thrombectomy；Anterior cerebral circulation；Treatment outcome
脑卒中是世界范围内引起患者死亡和残疾的三大病因之
一，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高龄脑卒中患者不断增加，

约 1/3 的患者发生于 80 岁以上人群［1］。大血管闭塞所致缺血
性脑卒中的临床预后极差，常规药物治疗通常不能改变其不
良预后结局［2-3］。有研究明确指出，机械取栓治疗大脑前循
［3-7］

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的效果较好

心医院就诊的超出静脉溶栓治疗时间窗并接受机械取栓治疗
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 53 例，均符合缺血性脑卒

中诊治指南（2018）中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的诊断标
准［8-9］。根据年龄将所有患者分为高龄组（≥ 80 岁，n=21）

和非高龄组（<80 岁，n=32）。两组患者中男性所占比例、

，但研究对象多为非

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心房颤动史、脑卒中或短暂性脑

高龄患者。本研究旨在探讨机械取栓治疗高龄大脑前循环急

缺血发作（TIA）史、吸烟史、收缩压、舒张压、血糖比较，

性大血管闭塞患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者或其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临床上确诊为急性缺

血性脑卒中；（2）经 CT 血管造影（CTA）或磁共振血管成
像（MRA）证实为颈内动脉或大脑中动脉眶后段（M1）或岛

叶段（M2）闭塞者；（3）经颅脑 CT 检查排除颅内出血或其
他颅内病变，且无早期大面积缺血性脑卒中改变者；（4）发

病 4.5~8.0 h 内者；（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
评分≥ 6 分者。排除标准：（1）发病前改良 Rankin（mRS）

评分≥ 3 分；（2）存在出血风险升高情况，如血小板计数
<100×10 /L，近 3 个月内有脑梗死或心肌梗死或颅脑创伤史，
9

近 3 周内有消化道或泌尿道出血史，近 1 周内有不易压迫止
血部位的动脉穿刺等；（3）后循环闭塞所致脑梗死；（4）
术前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显示闭塞血管已再通；（5）
对造影剂过敏或伴有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6）不合作
或临床资料不全、失访者。
1.2

一般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所有患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8 年 6 月于南阳市中

南阳市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循

环、营养神经等对症治疗，并在此基础上行机械取栓：常规
消毒铺巾和全身麻醉后，采取 Seldinger 技术成功穿刺股动脉

后置入 8 F 动脉鞘，经造影证实动脉闭塞部位，使微导丝穿过

动脉闭塞节段，沿微导丝置入 Rebar18 微导管，到达闭塞血

管远端，头端穿过血栓后经造影证实其位于血管真腔，从微
导管内送入 SolitaireAB 支架（美国 EV3 公司）并打开，等待

5 min，使支架与血栓充分接触后，回撤支架取栓装置，取出

血栓，再次造影以观察闭塞血管再通情况，必要时可多次取栓。
1.4

观察指标

（1）记录患者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至穿刺

时间、穿刺至血管再通时间、取栓次数。（2）比较两组患者
血管再通率、入院及出院时神经功能、90 d 预后。采用改良
脑梗死溶栓血流（mTICI）分级系统评价机械取栓后血管再通

情况，将 mTICI 评分为 2b 级或 3 级定义为血管再通［10］；采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非高龄组
高龄组
2

χ （t）值
P值

收缩压（x±s， 舒张压（x±s， 血糖（x±s，
例
男性
高血压病史 糖尿病病史 心房颤动史 脑卒中或 TIA
吸烟史
数 〔n（%）〕 〔n（%）〕 〔n（%）〕 〔n（%）〕 史〔n（%）〕 〔n（%）〕
mm Hg）
mm Hg）
mmol/L）
32 20（62.5） 19（59.4）
21 10（47.6） 14（66.7）
1.143
0.285

0.287
0.592

5（15.6）

6（18.7）

7（21.9）

21（65.6）

153±30

89±12

7.8±2.6

1.292

0.197

0.027

0.076

1.275

-0.351

1.293a

6（28.6）
0.256

5（23.8）
0.657

注：TIA=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为 t 值；1 mm Hg=0.133 kPa
a

5（23.8）
0.869

13（61.9）
0.782

162±25
a

0.064

88±15

a

0.373

8.7±2.3
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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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NIHSS 评价神经功能，总分 42 分，评分越高提示神经功能

是利用支架，通过远端接触血栓后将其拉入近端导管内取出，

后良好，3~6 分为预后不良［11］。（3）比较两组患者症状性

利于改善患者预后［13］。循证医学研究证实，机械取栓是大

依据 ECASS- Ⅱ标准，即任何性质的颅内出血且 NIHSS 评分

级推荐

缺损程度越重；采用 mRS 评价预后，总分 6 分，0~2 分为预

颅内出血发生率、90 d 病死率，其中症状性颅内出血的判断
增加≥ 4 分

［12］

1.5

。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可有效提高血管再通率，且不增加出血发生率及病死率，有
血管闭塞型脑卒中的首选治疗方法，已被国内外指南作为Ⅰ a
［7-9］

，但目前多数关于大血管闭塞型脑卒中机械取栓

治疗的研究均排除了高龄患者，其主要原因为年龄是影响机械
取栓疗效的影响因素之一［14］，且高龄患者常存在多种脑卒中

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

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及心房颤动等，同时高龄患者体

数资料分析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质较差，恢复能力及神经可塑性较低［15］，因此机械取栓治疗

2

高龄患者是否安全有效鲜有报道。本研究旨在分析机械取栓治

2.1

结果
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至穿刺时间、穿刺至血管再通时

间、取栓次数

疗高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两组患者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至穿刺时间、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至穿

穿刺至血管再通时间、取栓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刺时间、穿刺至血管再通时间、取栓次数、血管再通率、入

2.2

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的治疗效果及改善神经功

（P>0.05，见表 2）。

血管再通率、入院及出院时 NIHSS 评分、90 d 预后

两

组患者血管再通率、入院及出院时 NIHSS 评分、90 d 预后良
好者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2 两组患者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至穿刺时间、穿刺至血管再通
时间、取栓次数比较（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duration between attack and admission，duration
between admission and puncture，duration between puncture and vascular
recanalization and times of thrombus extr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发病至入院 入院至穿刺 穿刺至血管再 取栓次
例数 时间（min）
时间（min） 通时间（min） 数（次）

非高龄组
高龄组
t值

32
21

300.9±24.1

68.9±28.4

76.1±36.3

1.8±0.9

0.374

-1.450

-0.185

1.917

304.3±26.0
0.544

P值

58.7±22.6
0.127

74.2±35.2

2.1±0.8

0.851

0.172

表 3 两组血管再通率、入院及出院时 NIHSS 评分、90 d 预后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vascular recanalization rate，NIHSS score at
admission and at discharge，90-day prognosi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非高龄组
高龄组
χ2（t）值

血管再通 NIHSS 评分（x±s，分） 90 d 预后良
例数 率
〔n（%）〕
好〔n（%）〕
入院时
出院时
32 30（93.7） 17.3±2.8

8.25±1.27

21 19（90.5） 18.0±2.8 10.14±1.49
0.195
0.659

P值

0.292a
0.591

1.205a
0.278

14（43.7）
7（33.3）

注：NIHSS=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a 为 t 值

0.575
0.448

院及出院时 NIHSS 评分间无统计学差异，提示机械取栓对高
能作用与非高龄患者相当，与 SALLUSTIO 等［16］ 研究结果一
致。本研究结果显示，高龄组与非高龄组患者中 90 d 预后良

好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33.3% 和 43.7%，且无统计学差异，提

示机械取栓在高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和非高龄
患者中的预后改善作用相同。KUNTZE SÖDERQVIST 等［17］Meta
分析结果显示，高龄脑卒中患者机械取栓后 90 d 总体功能预

后良好率为 35.7%，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似。另一项针对 90 岁
以上脑卒中患者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机械取栓后 90 d 功
能预后良好率为 17.2%

［18］

，Meta 分析结果也证实，机械取

栓在各个年龄段均有益处［19-20］；但 KLEINE 等［21］研究结果
显示，高龄组患者 90 d 功能预后良好率低于非高龄组（分别

为 12%、55%，P<0.001），而由于该研究并未保证两组患者
的可比性，因此高龄组患者在缺血性脑卒中发生前的功能独
立性低于非高龄组（分别为 60%、88%，P<0.001）。

症状性颅内出血是机械取栓治疗的最主要并发症，是导致

不良预后或死亡的主要原因。既往研究结果显示，高龄患者合
并症多，机械取栓后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和病死率偏高［22］。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及 90 d 病死

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9，23-24］，
提示高龄本身并不会增加症状性颅内出血及死亡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机械取栓治疗高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
塞患者安全有效，可有效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及预后，对于高
龄大脑前循环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应严格把握适应证及禁
忌证、综合评估患者情况以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不应仅因
年龄因素而放弃机械取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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