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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和动物实验表明偏头痛、缺血性脑损害和系统性右向左分流（right-to- left shunt,RLS）之间

有着复杂的关系 [1-6]。偏头痛患者亚临床深部白质高信号和脑梗死的患病率更高 [2,3,5]，伴有先兆的偏头痛

更容易出现缺血性卒中 [1,7] 和 RLS[4,6]，RLS 在病因不明的卒中患者中患病率更高 [8,9]。在非对照的开放研

究 [10,12] 而非假手术对照的研究 [13] 中，卵圆孔封堵术可以减少偏头痛发作的频率和卒中复发的风险 [14,15]。

在小鼠实验中，经颈动脉注入小的试验栓子可诱发扩展性皮层抑制（cortical spreading 

depression,CSD）[16,17]，CSD 被认为是与偏头痛先兆相关的电生理学改变，并公认是与偏头痛发作相关的

电生理改变 [18]。总之，微栓子通过 RLS 可引起脑缺血及诱发伴有先兆的偏头痛发作。因此，尽管大多偏

头痛在老年时可停止自发性偏头痛发作，但在伴 RLS 分流者可呈持续性反复发作 [19]。然而本研究的患者

大部分来自头痛门诊，这些患者可能比普通的偏头痛患者病情更严重，因此不能够确定这些结论是否以及

系统性右向左分流、缺血性脑损害和持续性
偏头痛活动

摘要

目的：目的：评估在普通人群中偏头痛是否与系统性右向左分流（right-to- left shunt,RLS）发生率增高相关，

以及 RLS 是否与脑梗死患病率增高和老年人持续性偏头痛反复发作相关。

方法：方法：对 166 例未分类的偏头痛患者（平均年龄 ± 标准差 56 ± 7.7 岁；70% 为女性；n = 96 例为有

先兆的偏头痛）和 69 例来自普通人群的对照组（平均年龄±标准差 55 ± 7.6 岁；65% 为女性）分别

行脑 MRI 和经颅多普勒发泡试验检查。

结果：结果：与对照组 [42%；（odds ratio,OR）2.1；95% 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1~3.9；p = 0.02）

和不伴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40%；OR 2.3；95%CI 1.2~4.3；p = 0.01）相比，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更

易出现Valsalva诱导的RLS（60%），尤其是右向左分流量较大时。与无先兆的偏头痛患者（17%；OR 2.6；

95%CI 1.3~5.6；p = 0.01）相比，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也更常出现自发性 RLS（35%），但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OR 1.6；95%CI 0.8~3.1；p = 0.2）。与不伴有自发性 RLS 的偏头痛

患者（63%；OR 3.4；95%CI 1.2~10.1；p = 0.03）相比，伴有自发性 RLS 的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更

常出现持续性偏头痛发作（85%）。不考虑是否有偏头痛，与不伴有 RLS 的患者相比，伴有 RLS 的受

试者 9% 有静息性后循环梗死，而不伴有 RLS 的受试者为 3%（OR 2.8； 95%CI 0.9-9.3；p = 0.08）。

RLS 与脑白质损害无关。

结论：结论：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中 RLS 发生率较高，但不能够解释偏头痛患者中静息性后循环梗死或脑白

质病变发病率的增高。自发性 RLS 与持续性偏头痛活动相关。

术语
CAMERA = 偏头痛性脑异常：一项流行病学风险分析研究；CI = 可信区间；CSD = 扩展性皮层抑制；MB = 微泡；OR = 比值比；

PFO = 卵圆孔未闭；RLS = 右向左分流；TCD-c = 经颅多普勒发泡试验。

补充数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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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的偏头痛患者。

本研究为证实：（1）RLS 是否在偏头痛患者

中比普通人群患病率更高，（2）RLS 是否与 MRI

上脑缺血损害发生率更高相关，（3）RLS 是否与

持续性偏头痛发作相关。为此，研究评估：（1）

RLS 是否存在、类型、大小，（2）脑缺血性损

害是否存在、类型，（3）偏头痛活动，并对其相

关性进行分析。根据（CAMERA-2）研究定义偏

头痛活动，即过去一年中偏头痛发作的次数 [3]。

CAMERA-2 是对 CAMERA-1 研究 [2] 中的受试

者进行了 9 年随访，将未分类但明确诊断为偏头

痛的患者（n = 203）与来自于普通人群的对照

组（n = 83）进行序列分析研究。在 CAMERA-1

研究中对初步诊断的偏头疼患者及活动特征进行

分析发现发作频繁者仍会反复发作，而发作不频

繁者会停止发作。

方 法 研究人群和步骤。研究人群和步骤。本研究的参与者来源于

CAMERA-2 研究 [3]，CAMERA-2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

CAMERA-1 研究 [2] 中偏头痛患者 9 年期间 MRI 可发现

缩略语：ACE =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BMI = 体重指数（身高的平方除以体重）；NA = 无可用数据。

活动性偏头痛 = 在过去 12 个月内的偏头痛发作。绝经后状态 = 至少 3 个月没有月经史或卵巢切除术（31 例患者中不知是否是由于

子宫切除引起的绝经）；数据采用 n（%）表示，除非特别说明。口服避孕药和激素替代数据仅呈现的是女性数据 n（%）。除非特

别说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a 自诉或医生诊断有心血管。
b 自诉或医生诊断有脑缺血或出血。
c 与对照组相比；p = 0.007。
d 与先兆偏头痛相比；p = 0.01。

表 1 表 1       研究参与者特征研究参与者特征

特征特征

年龄，岁，平均（SD）年龄，岁，平均（SD）

女性 女性 

BMI，平均（SD）BMI，平均（SD）

高血压高血压 aa

糖尿病糖尿病 aa  

心肌梗死心肌梗死 aa

心律失常心律失常 aa

肺栓塞肺栓塞 aa

深静脉血栓形成深静脉血栓形成 aa

TIA 发作史TIA 发作史 aa

卒中病史卒中病史 bb

吸烟 吸烟 

    曾经吸烟     曾经吸烟 

        包 - 年，平均（SD）包 - 年，平均（SD）

已绝经或有卵巢切除史已绝经或有卵巢切除史

目前用药情况目前用药情况

        血小板抑制剂血小板抑制剂

        口服避孕药口服避孕药

        激素替代治疗激素替代治疗

        ββ受体阻滞剂受体阻滞剂

        ACE 抑制剂ACE 抑制剂

        抗癫痫药抗癫痫药

偏头痛年限，年，平均（SD）偏头痛年限，年，平均（SD）

起始发病年龄，平均（SD）起始发病年龄，平均（SD）

每年平均发作频率每年平均发作频率

反复持续发作现象反复持续发作现象

偏头痛偏头痛

全部全部
(n = 235)(n = 235)

对照组对照组
(n = 69)(n = 69)

偏头痛偏头痛
(n = 166)(n = 166)

有先兆有先兆
(n = 96)(n = 96)

无先兆无先兆
(n = 70)(n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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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损害的患病率、发病率以及进展。

2000 年，用脑 MRI 对 CAMERA-1 研究中 295 例具

有典型特征的偏头痛患者 [20] 及 140 例随机从社区人群中

选取的对照组进行评估 [2,21]。2009 年，所有 CAMERA-1

的研究对象被邀请参与 CAMER-2 这项随访研究，随

访项目包括计算机引导的结构化电话回访、脑 MRI 扫

描检查、体格检查以及认知测试，所有随访项目与

CAMERA-1 方案相似 [3]。虽然 MRI 扫描仪在随访期间发

生了很大的改进，但我们决定在 CAMERA-2 研究中用与

CAMERA-1[2] 研究相同的扫描仪，以排除技术和灵敏度

提高引起的改变。在脑 MRI 检查同一天进行多普勒发泡

试验（transcranial Doppler with air contrast,TCD-c）检查。

脑 MRI 和 TCD-c 检查操作者和阅片者不知道患者偏头痛

状态。

标准方案的批准、注册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标准方案的批准、注册和患者的知情同意。这项研究获

得了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观察指标。观察指标。主要终点事件：与对照组相比，伴或不伴有

先兆的偏头痛患者中 RLS 的患病率。次要终点事件：与

不伴有 RLS 的偏头痛患者相比，伴有 RLS 的偏头痛患者

持续性反复发作（在过去的 12 个月至少有一次发作）[22]

的发生率；以及与不伴有 RLS 的参与者相比，伴有 RLS

的参与者缺血性脑损害的患病率。

RLS。RLS。依照国际指南及最新推荐 [23]，用 TCD-c 确

定 RLS 的存在。经右侧肘正中静脉留置 20G 的导管，将

微泡（由 9 ml 生理盐水、1 ml 空气和 0.5 ml 自身血液经

三相开关连接 2 个注射器至少用力震荡 10 次混合而成）

在参与者仰卧位时注入，同时经颞骨骨窗探测大脑中动

脉的波谱。使用了一个连接多普勒系统的手持 2-MHz 探

头 [ 多 普 勒 T2（DWL，Sipplingen， 德 国），TC8080

（Nicolet,Kleinostheim，德国）或 PMD100 或 ST3（Spencer 

Tchnologies，西雅图）]。注入造影剂前 10 秒开始记录，

注入 60 秒后停止记录。该试验按标准化和固定的顺序进

行 3 次，第一次操作：正常呼吸时注入微泡发现自发性

RLS。第二次和第三次操作：进行 5 秒的 Valsalva 动作 5

秒后注入微泡发现诱发性的 RLS。受试者被指导按标准

化的方法紧紧闭嘴产生 Valsalva 动作。该试验由两名有

经验且不知道 MRI 结果及偏头痛诊断的研究者（H.K 和

I.H.P.M.）完成，参与者被指示不能谈及用药史。MRI 检

查后当天立即完成 TCD-c 检查。

研究完成后开始脱机阅片，由两名有经验且不知

道参与者特征的研究调查者（R.W.K 和 W.H.M）判定

RLS 是否存在及其大小。微泡通过时明显的特征是可听

见吱吱声及可看见频谱上的尖样表现。根据 TCD-c 检

查 60 秒内探测到的微泡的数目对 RLS 大小进行分级：

无 RLS（0 个 B），小（1~9 个），或大（> 10 MB）。

对 RLS 是否存在及大小判定的一致性良好（κ = 0.95；

p < 0.001）。

MRI。MRI。根据最近推荐 [24]，用静息性脑梗死取代了

以前用的脑梗死样损害 [2,3]。静息性脑梗死被定义为有

血管分布的非占位性损害，在 MRI 的所有序列上与脑

脊液等信号，当损害在幕上时在 Flair 序列上边缘为高

信号 [2]。根据典型的部位、形状和高信号边缘的缺失

排除血管周围间隙 [2]。在基底节区，为了排除非特异

性的损害，只有直径大于 3 mm 的实质损害才予以考

虑 [2]。新发的和陈旧性脑梗死的部位及血管分布由两名

经验丰富的且不知道诊断的神经放射学家（M.C.K. 和

JunyaKonishi）阅片明确。其内部一致性良好（κ = 0.87；

p < 0.001）[2]。

白质损害可自动分类。深部白质高信号均位于幕

上且不与侧脑室相连 [2]，将大体积的白质损害（大于

20%）被作为变量。对于幕下的高信号，使用了存在和

缺失作为变量 [2]。

缩略语： MA = 先兆偏头痛； MO = 无先兆偏头痛

小分流定义为 1~9 微气泡，大分流定义为≥ 10 微气泡。

表 2 表 2       右向左分流患病率右向左分流患病率

右向左分流右向左分流

自发的， n （%）自发的， n （%）

小分流 小分流 

大分流 大分流 

诱发后的全部，诱发后的全部，

n（%）n（%）

小分流小分流

大分流大分流

对照组对照组
(n = 69)(n = 69)

先兆偏头痛先兆偏头痛
(n = 96)(n = 96)

无先兆偏头痛无先兆偏头痛
(n = 70)(n = 70)

pp 值 值
( 对照组 vs MA)( 对照组 vs MA)

pp 值 值
( 对照组 vs MO)( 对照组 vs MO)

pp 值 值
(MA vsMO)(MA v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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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和偏头痛持续性复发发作。偏头痛和偏头痛持续性复发发作。对参与者进

行电话回访明确是否有过偏头痛发作，如果有，记录

CAMERA-1 研究之前到现在的平均发作的频率。在

CAMERA-1 研究的对照组中有一位参与者在随访期间

变成了不伴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CAMERA-1 研究中符

合偏头痛的诊断标准患者，但在过去一年中无偏头痛发

作，被认为目前处于偏头痛的非活动期 [22]。当不同的偏

头痛模式开始或停止时通过个人的基准（例如怀孕）将

随访结构化并来定义周期和计算偏头痛平均发作的频率

（表示为每月平均发作的次数）[3]。同时收集偏头痛的预

防和治疗的资料。活动性偏头痛活动复发被定义为：在

CAMERA-2 研究 MRI 检查前的 12 个月 [22] 中至少有一

次偏头痛发作。

研究人群。研究人群。435 例 CAMERA-1 的研究参与者中的 286 例

（66%）接受了 MRI 扫描（伴有先兆的偏头痛：n = 114；

不伴有先兆的偏头痛：n = 89；对照：n = 83）[3]。平均随

访时间8.5年（范围7.9~9.2 ；标准差0.24年）。272/286（95%）

例参与者同意接受 TCD-c 检查。235/272（86%）例参与者

TCD-c 数据可用：23/272（8%）例没有找到适当的骨窗，

9/272（3%）例没有合适的肘静脉通路，5/272（2%）可能

由于技术原因不能分析。37 例没有可用 TCD-c 数据的参

与者与有可用数据的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心血管史及偏

头痛的状态具有可比性。

正 如 前 所 解 释 [3]， 没 有 明 显 的 理 由 假 定 从

CAMER-1 研究到 CAMER-2 研究存在对结果有很大影响

的严重选择偏倚 [3]。不能参加 CAMER-2 研究的原因有：

没有兴趣（n = 51），不能访问研究中心（n = 30），幽

闭恐怖症（n = 8）和非神经系统疾病（n = 6）[3]。参与

率与偏头痛的诊断之间无关联。与非参与者相比，参与

者更年轻，受教育水平更高及吸烟年数更少 [3]。

协变量和定义。协变量和定义。通过电话随访获取社会人口统计学资料

和用药史 [3]，根据内科医生的诊断报告获取心血管疾病

危险因素 [3]。妇女绝经后定义为：距末次月经至少 3 个

月或有卵巢切除史。

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根据研究数据类型，选用 χ2 检验、双侧

缩略语：RLS = 右向左分流；

数据采用 n（%）表示；除非特别说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ap < 0.05。

缩略语：RLS = 右向左分流；

任一脑梗死表示表示任何血管分布区的脑梗死；多发性脑梗死样病变（病灶）指任何血管分布区的超过 1 个的脑梗死样病灶；大面

积深部白质病变定义在超过上线第 20 百分位数。

数据采用 n（%）表示；
ap 值：无自发性 RLS vs 自发性 RLS。
bp 值：无 RLS vs RLS。

表 3 表 3       有或无右向左分流及其亚型的持续复发偏头痛的患病率有或无右向左分流及其亚型的持续复发偏头痛的患病率

表 4 表 4       RLS 各亚型的 MRI 表现RLS 各亚型的 MRI 表现

自发的 RLS自发的 RLS

    持续复发偏头痛    持续复发偏头痛

总 RLS总 RLS

    持续复发偏头痛    持续复发偏头痛

任一无症状梗死任一无症状梗死

多发无症状梗死多发无症状梗死

后循环无症状梗死后循环无症状梗死

幕下高信号幕下高信号

大面积深部白质病变大面积深部白质病变

偏头痛（总数）偏头痛（总数）

自发性 RLS自发性 RLS 总数 RLS总数 RLS

先兆偏头痛先兆偏头痛 无先兆偏头痛无先兆偏头痛

伴 RLS伴 RLS 伴 RLS伴 RLS 伴 RLS伴 RLS无 RLS无 RLS 无 RLS无 RLS 无 RLS无 RLS

无 RLS (n = 167)无 RLS (n = 167) 无 RLS (n = 118)无 RLS (n = 118)RLS(n = 62)RLS(n = 62) RLS(n = 111)RLS(n = 111)pp 值值 aa pp 值值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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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 确切概率法、非配对 t 检验和 MannWhitney U 检

验对组间分布差异及观察值均数进行分析。用校正年龄、

性别和绝经状态后的 RLS 诊断模型（是 / 否）于评估持

续性偏头痛发作复发。同时，RLS 诊断（是 / 否）、偏

头痛和年龄作为协变量，对 MRI 结果的风险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根据既往研究结论，本研究事先决定进行 3 个具体

分析。首先，因为 RLS 患病率增加仅发现在有先兆的偏

头痛患者中 [4,6]，本研究分别分析了伴有和不伴有先兆的

偏头痛患者中RLS的患病率。按检验效能为0.8和α = 0.05

标准，为了检测出 RLS 频数 20% 的差别，我们推测需要

162 例参与者（2 组总数）。其次，因为发现静息性脑梗

死患病率增加仅发生在后循环 [2]，本研究分别分析了各

循环中静息性脑梗死的存在。最后，因为深部白质损害

的高患病率仅发现在伴有偏头痛的女性中 [3]，本研究对

性别进行了分层分析。所有统计检验的结果都显示在文

本或表格中；因为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的假设研究而不

是验证性研究，所测 p 值不能够纠正多个检验结果。

数据分析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20.0 版；

IBM，阿蒙克，纽约）。

结果 表 1 是参与者的临床特征和人口统计学数据。

除糖尿病外，年龄、性别或有心血管病史的偏头

痛患者和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异。

表 2 总结的是各研究组之间 RLS 的患病率。先

兆偏头痛患者中有 60% 的患者有 RLS；对照组中有

42% 有 RLS [ 未经调整的比值比（odds ratio,OR）

2.1；95% 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1~3.9；

p = 0.02）以及无先兆偏头痛患者中有 40% 有 RLS

（OR2.3；95%CI 1.2~4.3；p = 0.01）。有先兆偏头

痛患者中有 45% 被发现有大分流的 RLS；对照组

中为 28%（（OR 2.1；95% CI 1.1~4.2； p = 0.03）；

无先兆偏头痛患者为 20%（OR3.3；95%CI 1.6~6.6，

p = 0.01）。与对照组（16%）和有先兆偏头痛组

（19%）相比，无先兆偏头痛组（1%）中自发性大

分流 RLS 的患病率较低。在其他方面，各组之间自

发性 RLS 的患病率无明显差异。

表 3 所示为过去一年内偏头痛的持续复发与

所有的 RLS 及自发的 RLS 的关系。伴自发性 RLS

的偏头痛组（76%）更容易出现偏头痛的持续复发，

与无自发性 RLS 的偏头痛组（55%）相比（未校

正 OR2.6；95%CI 1.2~5.6；p = 0.01）。

当分别分析无先兆偏头痛和有先兆偏头痛时，

发现有先兆偏头痛患者中，伴有自发性 RLS 的患

者（85%）其偏头痛持续复发患病率高与不伴有自

发性 RLS 的患者（63%）（未校正 OR 3.4；95% 

CI 1.2~10.1； p = 0.02）。校准年龄、性别和绝经

后状态后，这些结果没有改变。此外，偏头痛无发

作不是由于较高的偏头痛预防剂的使用（数据未显

示）。其平均发作频率与是否伴有自发性 RLS 不

相关（数据未显示）。

表 4 和表 e-1（见 Neurology® 官网 Neurology.

org 的）按 RLS 的类型总结了 229 / 235（97%）例

参与者的 MRI 检测的脑病变情况，且这些参与者的

TCD-c和MRI检测数据是可获得的。RLS组中（9%）

脑后循环无症状性梗死的患病率与无 RLS 组没有差

异（3%；OR 2.8；95% CI 0.9~9.3； p = 0.08），这

是在不考虑偏头痛的情况下（数据未显示）。

用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评估后循环无症状梗

死的风险（用偏头痛、RLS 和年龄作为协变量）。

较高年龄（p = 0.004）、可能有 RLS（p = 0.08），

但无偏头痛（p = 0.7）会增加梗死的风险。在 RLS

（亚型）和深部白质病变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相关性，

与性别也没有相关性。

讨论 在一项针对具有偏头痛表型特征的患者和对

照组的大样本且无选择偏倚的以普通人群为基础

的队列研究中，我们评估（1）RLS 的表现、类型

和大小；（2）MRI 上缺血性脑损伤病灶的表现和

类型和（3）持续的偏头痛活动，并对其相关性进

行分析。我们发现，首先，在有先兆偏头痛患者中，

尤其是大分流的 RLS 更普遍，但在无先兆偏头痛

中却没有这个现象。其次，有先兆伴自发性 RLS

的偏头痛患者发生持续性偏头痛活动的频率高于

有先兆但无 RLS 的偏头痛患者或无先兆伴有或无

RLS 的患者。第三， 伴有 RLS 的参与者在大脑后

循环没有更多的无症状梗死灶，不论他们是否有偏

头痛。深部脑白质病变与 RLS 也无关联。

我们的结果，即 RLS 在普通人群有先兆偏头

痛患者中更普遍，这一结论与以临床为基础的研

究 [4,6] 结果一致，延伸了从头痛诊所的重症病例到

普通有先兆偏头痛患者的 RLS 和偏头痛之间的关

联。但是既往两项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并没有发

现 RLS 和偏头痛的关联 [25,26]，最可能是由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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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有限，使用的检测方法对识别 RLS 的灵敏度

有限，或者有可能是选择偏倚。在第一项研究中 [25]，

79% 的参与者有先兆的偏头痛，而在普通人群中

的偏头痛患者只有 1/3是有先兆的偏头痛 [21]。此外，

在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是经胸超声检测，众所周知，

该方法相对于 TCD-c 是一个检测 RLS 灵敏度较低

的检测方法 [27]。第项研究中 [26]，只有 42 例有先

兆偏头痛参与者和 44 例无先兆偏头痛参与者，很

可能效力不足。另外，由于需在注射增强剂后 10

秒内评估 TCD 信号，一般认为这样太快 [28]，可能

会遗漏许多偏头痛患者的 PRS。相比于其他检测

RLS 的方法，TCD-c 最敏感 [27]，且在更长的时间

窗（60秒）内，这提高了非常小的心脏分流检出率，

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发现 RLS 患病率比其他

研究高 [4,6,25,26]。两项以临床为基础的研究 [29,30] 在

慢性偏头痛（高发作频率）患者中评估 TCD-c 检

测出的 RLS 结果不一致（66%[30] vs 37%[29]）。在

这两项研究中，对照组中没有设定发作性偏头痛

组或是无偏头痛组。

RLS 和有先兆偏头痛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

并且可能至少部分可通过共同的遗传因素解释 [31]。

或者也有可能他们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32]。在

小鼠实验中，已显示颈动脉注射小颗粒或空气栓子

能导致 CSD[16]，即偏头痛先兆和偏头痛发作的一

个假定触发点的电生理关联点 [18]。被注射了搅动

的生理盐水的偏头痛患者发生了脑电图的改变和

头痛发作，尤其是那些伴有大分流的 RLS[17]。最

后，在一个小的开放性研究中，87% 的伴有 RLS

的偏头痛患者使用抗栓药物氯吡格雷后的偏头痛

发作频率可降低 50% 或者以上 [33]。并且推测，伴

有 RLS 的参与者，由于像胺和其他化学物质可能

绕过其肺的滤过作用，其中易感个体容易诱发偏

头痛发作 [11]。有先兆的偏头痛参与者（不包括无

先兆偏头痛）如果有自发性 RLS 更常出现持续性

偏头痛发作，我们的这个发现进一步揭示了至少

在一些人中 RLS 和偏头痛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

TCD 不能区分心和肺的 RLS，我们无法确定哪种

类型与偏头痛最相关。减少偏头痛发作的PFO（RLS

最常见的病因）封堵术的试验 [11]，传统上包括了

有先兆和无先兆的偏头痛参与者，和伴 Valsalva 动

作诱发的而不是自发性 PFO 的参与者 [10-13]。一项

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 [10-12] 没有发现任何结果，

而回顾性研究 [13] 显示了满意的结果。有趣的是，

一项开放式随机的 PRIMA（Percutaneous Closure 

of PFO in Migraine with Aura）试验中，比较了

PFO 封堵术和使用抗偏头痛药物，初步结果提示

有先兆偏头痛患者的大的自发性 PFO 被封堵后其

偏头痛的发作得到选择性根除（呈述于经导管心

血管治疗会员，华盛顿，DC，2014 年 9 月）。

RLS 的有无与后循环无症状脑梗死较高的患

病率无关；这与一些已经报道 RLS 与特定的缺血

类型无关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34]。此外，RLS 与

深部白质高信号及幕下高信号无关，这也符合其

他一些已报道了的研究报告 [35,36]。

本研究的设计和研究人群允许研究结果广泛

延伸至一般的偏头痛患者。尽管用于另外的亚组

分析的研究样本量仍还小，但由于所有参与者都

有头颅 MRI，因此认为本研究应视为大样本研究。

此外，研究参与者均来源于一个偏头痛表型定义

良好的、以普通人群为基础的长期随访研究 [20,37]，

而且他们的临床特征涵盖了从疾病严重程度到发

作频率很宽范围。甚至已经停止复发的患者也包

括在内，这使得 RLS 和高龄持续性偏头痛发作之

间的关系分析可靠。与其他大多数的研究中所用

的检测方法相比，TCD-c 检测 RLS 更敏感，虽然

其对亚型的分类不够具体。最后，执行 TCD-c 和

MRI 操作的研究人员对临床诊断和参与者特征严

格不知情。

有先兆的偏头痛，而非无先兆偏头痛，与特别

大分流 RLS 的患病率升高有关。自发性的而不是

Valsalva 动作诱发的 RLS 与年龄在大部分通常已经

停止偏头痛发作了的患者的年龄以上的患者的持续

性偏头痛复发有关。最后，RLS 与缺血性脑损伤

的风险增加无关，且不论患者是否有偏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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