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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试验探究并分析脑梗塞患者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200例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脑梗塞患者作为试验组，选取本院健康体检者200例作为对
照组，比较两组的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探究患者体内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相关影响因

素。结果：脑梗塞组患者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本组研究影响中，脑梗塞患者体内的ALT 水平、AST水平、GGT水平和 GLU水平
均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均呈正相关，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脑梗塞患者的血同型
半胱氨酸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健康者，脑梗塞患者体内的ALT 水平、AST水平、GGT水平和 
GLU水平均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均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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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blood homocysteine levels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by the test. Methods Selected 2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of 
neurology as experimental group,selected 200 cases of healthy people in our hospital 
as control group,two groups of blood levels of homocysteine were compared,  related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blood homocysteine levels were explored. Results  The group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homocysteine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study group, cerebral infarction in patients of ALT level, AST level, 
GGT level and GLU level with the levels of homocystein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P<0.05,there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Cerebral infarction in patients 
with blood homocysteine level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healthy patients,cerebral infarction in patients of ALT level, AST level, GGT level 
and GLU level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homocysteine levels.
[keyword] cerebral infarction; blood homocysteine levels; related factors
　　目前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常见病的疾病谱也在发生着变化，脑血管疾病可以说

是目前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其中脑梗塞发病率相对较高，造成了极高的致死率和致残

率，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1-2］。同型半胱氨酸是早期已经被证实的引起脑血管疾病的独

立危险因素，随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在体内的提高，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随之上升［3］。

在本次试验中，我们重点研究了脑梗塞患者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和正常人体内水平的差别，

以及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8月到2014年8月期间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脑梗塞患者200例
做为试验组，均符合脑血管病学术会议的脑梗塞诊断标准，经由头部CT或者MRI扫描证实，



其中男110例，女90例，年龄最大81岁，最小65岁，平均年龄（72.1±9.8）岁。另选取本院
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200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15例，女85例，年龄最大81岁，最小64岁，
平均年龄（75.3±7.6）岁。本试验中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无血缘关
系。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时抽取静脉血送检，测定同型半胱氨酸浓度，
检查前两周应避免使用叶酸等相关药物。测定时采用本院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具

体操作依据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剂盒所示进行。分别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及本院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
（ALP）、谷氨酰基转移酶（GGT）、肌酐（Scr）、尿素氮（BUN）、 葡萄糖（GLU）
等。结果中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组间比较采用采用t检验，相关因素的分析采用Spearman相
关分析。

1.3　观察指标　两组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比较，脑梗塞患者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相关因素。

1.4　统计学处理　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脑梗塞组与对照组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比较　脑梗塞组患者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脑梗塞组与对照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比较

2.2　脑梗塞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相关因素分析　本研究中，脑梗塞组中患者的血ALT 水平、
AST水平、GGT水平和 GLU水平均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均呈正相关，P<0.05，有统计学意
义。详细情况见表2。

表2　脑梗塞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相关因素分析

组别 例数 血同型半胱氨酸（μmol/L）

脑梗塞组 200 22.41±12.36

正常对照组 200 10.73±2.52

t -- 13.18

P -- P<0.05

影响因素 相关系数r P 影响因素 相关系数r P

年龄 0.165 P>0.05 GGT 0.542 P<0.05

ALT 0.523 P<0.05 BUN 0.142 P>0.05

AST 0.351 P<0.05 Scr 0.120 P>0.05

ALP 0.053 P>0.05 GLU 0.431 P<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最常见的

导致患者致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疾病之一，其中脑梗塞的发生率更是较高。目前普遍认为，

高血压及高脂血症是脑血管疾病中最肯定、最重要的危险因素［4-5］。此外，糖尿病、肥胖、

吸烟等均与脑梗塞的发生密切相关。目前，临床上对于脑梗塞的危险因素认识越来越深入，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已经被证实为发生脑梗塞的独立危险因素［6-7］。

　　同型半胱氨酸是一种与半胱氨酸同系的含硫氨基酸，是蛋氨酸循环的正常代谢产物，

是能量代谢的重要中间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可以损伤内皮细胞，从而使NO的代谢发生异常，
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几率大大增加，亦可引起脑动脉硬化的发生和加速脑动脉硬化的进程,
最终引起脑梗塞发生［8］。

　　在正常人体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较低，而且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升高。由于同型

半胱氨酸是可以通过损伤血管内皮细胞而使血管壁产生炎性改变，从而通过一系列复杂生

化反应使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从而大大增加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因此，同型半胱氨酸的

致病机制已被医学界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同型半胱氨酸的高水平是致使脑血管疾病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9］。

　　本次研究中，我们主要研究了脑梗塞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关系，以及同型半胱氨酸

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严格检测了脑梗塞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和对照

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采用科学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脑梗塞组患者的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高水平的同型半
胱氨酸确实可以导致脑梗塞的发生率明显升高，我们分析，这与高同型半胱氨酸致脑动脉

硬化发生和加速率密切相关［10-11］。另外，我们还研究了对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有影响的相

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脑梗塞组的血ALT 水平、AST水平、GGT水平和 GLU水平均与同
型半胱氨酸水平均呈正相关，P<0.05，有统计学意义。试验中，我们对于各个可能相关因
素的检测均采用国际上认可的科学检测仪器，按照说明严格控制检测质量。分析结果中的

相关因素中，ALT和AST水平明显提高，说明脑梗塞患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同时，
其肝脏代谢功能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此外，GGT和GLU均是重要的人体内分泌代谢指标，
它们的升高，也说明患者体内的代谢水平发生一定水平的紊乱。而这些指标的变化也意味

着患者血流动力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都与脑梗塞的发生密切相关［12］。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脑梗塞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高同型半胱

氨酸是引起脑梗塞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脑梗塞患者体内的ALT 水平、AST水平、
GGT水平和 GLU水平均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均呈正相关。说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肝
脏代谢功能及内分泌代谢功能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也加剧了脑动脉硬化的发生和发展，从而

导致了脑梗塞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于秀娟，欧超伟，于海华，等.脑梗塞患者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分析［J］.中国实
验诊断学，2013，18(5)：775-777.
［2］ 郑江环.血浆同型半胱氨酸与急性脑梗死关系的临床观察［J］.贵州医药，
2011,35（6）:547.
［3］ 张秋萍，李巧兰，杨敏，等.中西医结合抑制脑梗塞高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临床研究
［J］.陕西中医，2014,35（6）:671-672.
［4］ 颜建辉，梅徽，何正初，等.甲氯芬酯治疗急性脑梗塞40例临床观察［J］.湘南学院
学报（医学版），2009, 11(2)：57-58.
［5］ 廖美容，周义杰，苏丹，等.新血府逐瘀汤对急性脑梗塞患者同型半胱氨酸的影响研
究［J］.黑龙江中医药，2013,42(3)：54-56.



［6］ 林李壮.海口市550例体检人群血清同型半肤氨酸水平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海南医
学，2013,24（6）:867-868.
［7］ 郭欣，佟菲，桑卓琦，等.同型半胧氨酸水平和尿酸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病情进展的相
关性［J］.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2010,4（2）：401-403.
［8］ Kazanegra R, Cheng V, Garcia A, et al.Analysis on the Plasma Homocysteine Level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J］.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2012,12（26）:5154-5159.
［9］ 侯书敏.超敏C反应蛋白和同型半胱氨酸在老年急性脑梗死中的应用［J］.山东医药，
2012,52（28）:70-72.
［10］ 黄立，龚细礼.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中青年脑梗死的关系探讨［J］.湖南师范大学学
报（医学版），2010, 07(1)：557-558.
［11］ 马如华，卢星文，闫晓英.血浆同型半胱氧酸升高与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硬化的关系
［J］.实用医学杂志，2012，2R(4)：600-602．
［12］ 欧阳漪，程洁，王平芳，等.老年糖尿病肾病与血清胱抑素C、同型半胱氨酸、B型
脑钠肽的关系［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 9(3)：1125-1126.

作者信息：苏德国，男性，汉族，44岁，出生日期：1970年7月27日；工作单位：首都医科
大学燕京医学院附属良乡医院神经内科；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神经内科二病

区医生办公室，102401；专业方向：神经内科；职称：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学历：本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