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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卒中病灶多寡与中医证候要素相关性研究
柳洁 1，夏盼 1，王泽颖 2

1.潍坊医学院，山东 潍坊 261042；2.潍坊市中医院，山东 潍坊 261041

摘要：目的 通过观察急性缺血性卒中（AIS）患者的病灶多寡和中医证候要素的分布情况，探讨二者

的相关性及其对临床辨证的意义。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连续性收集157例AIS患者的一般资料、中

医证候要素及影像学资料，根据梗死病灶的多寡分为单发病灶组（66例）和多发病灶组（91例）。通过描述

性统计、单因素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AIS患者病灶多寡与中医证候要素的相关性。结果 AIS中医证

候要素分布依次为气虚证（65.61%）、痰湿证（49.04%）、内火证（39.49%）、内风证（26.75%）、血瘀证

（23.57%）、阴虚证（10.19%）。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气虚证与AIS患者多发病灶的发生呈正相关（P＝

0.009，OR＝2.518，95%CI[1.260，5.029]）。结论 AIS患者的中医证候要素多为气虚证，且气虚证与多发病

灶存在显著相关性，二者可能是通过改变血液流变学状态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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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linica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lesions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and TCM syndrome factors by observing the number of

les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CM syndrome element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Methods The

general data, TCM syndrome factors and imaging data of 157 patients meeting the AIS diagnostic criteria were

collected continuously by cross-sectional study.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infarct lesion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ingle lesion group (66 cases) and multiple lesion group (91 ca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lesions in AIS patients and

TCM syndrome factors. Results The distribution of TCM syndrome elements of AIS was qi deficiency syndrome

(65.61%), phlegm dampness syndrome (49.04%), internal heat syndrome (39.49%), internal wind syndrome

(26.75%), blood stasis syndrome (23.57%), yin deficiency syndrome (10.19%).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qi deficiency syndrom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multiple lesions in AIS patients (P=

0.009, OR=2.518, 95%CI[1.260, 5.029]). Conclusion The TCM syndrome elements of AIS patients are mostly qi

deficiency syndrome ,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qi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multiple lesions,

which may be established by changing the hemorheology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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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又称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是常见的卒中类型，约占全部脑卒中的

60%～80%[1]，其发病率逐年递增，已超过恶性肿瘤成

为我国第一致死病因[2]，近75%的AIS患者在常规诊疗

下仍存在不同程度劳动能力缺失的表现[3]。因此，探寻

行之有效的辨证方法成为临床工作者研究的热点。

目前AIS中医辨证主要是对患者的症状体征进行

望闻问切，存在极大的主观性，而中医辨证客观依据

的研究多与病变部位相关[4-5]，但病变部位划分本身较

为庞杂，短时间内难以界定统一规范。课题组前期围

绕中医证候要素与梗死灶的影像表现进行相关研究[6-7]，

发现气虚证与分水岭梗死有关，并且注意到分水岭梗

死多以多发斑片样梗死灶为主，提示气虚可能与病灶

数量的多寡存在关联，且病灶多寡的划分相对简易。

因此本研究将入院的AIS患者按梗死灶多寡分为单发病

灶组和多发病灶组，分析不同病灶患者的临床资料和

中医证候要素的差异，总结AIS患者中医证候要素的分

布特征，探讨其与病灶多寡的相关性，以期为AIS中医

辨证论治的客观化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选择2020年12月－2021年11月潍坊市中医院脑

病科AIS患者160例，排除3例，最终纳入157例，收

集患者中医证候要素与相关资料。本研究经潍坊市中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20-WFSKJJYXL-005）。

1.2 西医诊断标准

符合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8》[1]AIS诊断标准：①急性起病；②局灶性神经功

能缺损（单侧面部或肢体麻木或无力，语言不利等），

少数为所有神经功能缺损；③症状或体征持续时间不

受限制（当影像学显示有责任缺血损伤时），或超过24

h（当缺乏影像学责任病灶时）；④排除非血管性病因；

⑤脑CT/MRI排除脑出血。

1.3 病例筛选标准

1.3.1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AIS诊断标准；②发病7 d内；③经头

颅MRI检查证实；④意识清醒，可配合检查及完成各

项评分；⑤病史资料完整；⑥患者知情同意。

1.3.2 排除标准

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首发病为脑出血、蛛网

膜下腔出血、动静脉畸形、脑动脉瘤破裂者；②合并

严重的心、肝、肺、肾疾病及肿瘤的患者；③严重精

神症状、重度认知障碍、痴呆、失语者，不能配合检

查者。

1.4 中医证候要素判定标准

中医证候要素判定依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缺血性中风病证结合的诊断标准与疗效评价体系

研究”课题组提供的《缺血性中风证候要素诊断量

表》[8-9]进行评分，包括内风证、内火证、痰湿证、血

瘀证、气虚证、阴虚证6种，≥10分为该证素诊断成立。

1.5 梗死病灶分组

患者均以GE Discovery 750W 3.0-T磁共振扫描仪

进行颅脑检查，包括MRA、T2/T1WI、液体衰减反转恢

复序列（FLAIR）和扩散加权成像（DWI）。MRI-DWI

序列呈高信号且ADC值对比对侧明显降低，考虑为

AIS梗死病灶。根据颅脑磁共振结果显示病灶多寡，将

梗死病灶分组。在同一层面上是分离的，或在连续层

面上是不相连的2个或2个以上的病灶为多发病灶（多

发病灶组），其余为单发病灶（单发病灶组）[10]。

1.6 临床资料收集

制定详细统一的临床病例调查表，全面收集患者

资料。①人口学资料以及危险因素：年龄、性别、高

血压[11]、糖尿病[12]、高脂血症[13]、冠心病[14]、吸烟饮

酒史[15]。②依据卒中指南和研究纳入与缺血性脑血管

病发生相关的理化指标[16-17]，包括总胆固醇（TC）、三

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

血糖（FPG）、同型半胱氨酸（Hcy）、尿酸（UA）、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清肌酐（Cr）。③中医证候

要素及神经影像资料。

1.7 质量控制

统一诊断标准与调查方法，确保研究资料的一致

性和真实性。所有影像资料均由2名经验丰富的影像科

专业医师双盲分析，若存在分歧时请第3名高资质的影

像科医生得出结论。中医证候要素由3位经课题组一致

培训的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医师依据诊断量表进行辨

证诊断。

1.8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以 x̄±s表示，符合参数统计条件行两独立样本 t检验；

符合非参数检验用Mann-Whitney U检验，用M（Q1，

Q3）表示；计数资料以例（%）表示，行卡方检验。

将单因素分析中P＜0.1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分

析其与病灶多寡的相关性。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结果

2.1 中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

在中医证候要素分布上，部分患者兼有多证，故

本研究证素分布总和大于总病例数。其中出现频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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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气虚证（65.61%）、痰湿证（49.04%）、内火证

（39.49%）、内风证（26.75%）、血瘀证（23.57%）、阴

虚证（10.19%）。见表1。

2.2 多发病灶与单发病灶单因素分析

本研究纳入AIS患者157例，其中男性90例，女

性 67 例，年龄 40～91 岁，平均年龄（66.08±10.18）

岁。单发病灶 66 例（42.04%），多发病灶 91 例

（57.96%）。通过对比2组人口学资料、危险因素、理化

指标及中医证候要素差异，发现LDL-C、ALT及中医

证素中痰湿证和气虚证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1）。

见表2～表4。

2.3 多发病灶与单发病灶Logistic回归分析

排除混杂因素后，将单因素分析中P＜0.1的变量

（LDL-C、ALT、痰湿证、气虚证）作为自变量，病灶

单发与多发为因变量，单发组赋值0，多发组赋值1，

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单发病灶

比，气虚证与 AIS 多发病灶的发生显著相关（P＝

0.009，OR＝2.518，95%CI[1.260，5.029]），多发病灶

与气虚证呈正相关，且气虚证的AIS患者病灶多发风险

更高，是非气虚证患者的 2.518倍。但目前LDL-C、

ALT、痰湿证与AIS病灶多发的相关关系无统计学意

义，尚不能得出其与AIS病灶多发呈相关关系的结论。

见表5。

3 讨论讨论

AIS因其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的特点，

已成为预后较差的脑血管疾病[18]。本病属中医学“中

风”范畴，病机错综复杂，应用传统辨证难以制定出

最佳诊疗方案。近年来，中医辨证向客观化、规范化

发展。神经影像资料越来越成为中风客观化辨证的重

要依据，可避免传统辨证过程中医者主观性带来的偏

差。同时，中医辨证规范化发展进入多层面研究阶段，

《缺血性中风证候要素诊断量表》是在1994年国家标准

《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试行）》基础上进行修改完

善，参照了《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症状

鉴别诊断学》等，以量化评分的方法来进行中医辨证，

具备良好的信度、效度及实用性，在临床研究中被广

泛认可[19-20]。这种基于证候要素的辨证体系简化了中

表1 AIS患者中医证候要素分布

证候要素

气虚证

痰湿证

内火证

例数

103

77

62

百分数/%

65.61

49.04

39.49

证候要素

内风证

血瘀证

阴虚证

例数

42

37

16

百分数/%

26.75

23.57

10.19

表2 AIS患者多发病灶组与单发病灶组人口学资料及危险因素比较

项目

年龄（x̄±s，岁）

性别[例（%）]

女

男

基础病[例（%）]

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高脂血症

吸烟史[例（%）]

饮酒史[例（%）]

单发病灶组

（66例）

65.76±10.78

32（48.48）

34（51.52）

53（80.30）

27（40.91）

27（40.91）

21（31.82）

25（37.88）

18（27.27）

多发病灶组

（91例）

66.31±9.77

35（38.46）

56（61.54）

67（73.63）

36（39.56）

29（31.87）

25（27.47）

33（36.26）

26（28.57）

统计值

t＝-0.333

x2＝1.571

x2＝0.947

x2＝0.029

x2＝1.363

x2＝0.349

x2＝0.043

x2＝0.032

P值

0.739

0.210

0.331

0.865

0.243

0.555

0.836

0.858

表3 AIS患者多发病灶组与单发病灶组理化指标比较

理化指标

TC/（x̄±s，mmol/L）

LDL-C/（x̄±s，mmol/L）

TG/[M（Q1，Q3），mmol/L]

FPG/[M（Q1，Q3），g/L]

Hcy/[M（Q1，Q3），mmol/L]

UA/[M（Q1，Q3），μmol/L]

ALT/[M（Q1，Q3），mmol/L]

Cr/[M（Q1，Q3），μmol/L]

单发病灶组（66例）

4.82±1.36

2.27±0.80

1.49（1.09，2.19）

5.60（5.00，8.03）

14.00（11.10，17.15）

295.50（247.75，358.00）

22.00（14.75，31.00）

65.00（58.75，73.25）

多发病灶组（91例）

5.08±1.24

2.49±0.80

1.36（1.02，1.74）

5.90（4.90，7.80）

14.20（11.90，17.10）

293.00（250.00，345.00）

16.00（12.00，27.00）

68.00（60.00，80.00）

统计值

t＝-1.258

t＝-1.802

Z＝-1.134

Z＝-0.027

Z＝-0.827

Z＝-0.311

Z＝-1.954

Z＝-1.334

P值

0.210

0.074

0.257

0.979

0.408

0.756

0.051

0.182

表4 AIS患者多发病灶组与单发病灶组中医证候要素分布［例（%）］

证候要素

内火证

痰湿证

血瘀证

气虚证

内风证

阴虚证

单发病灶组（66例）

29（43.94）

27（40.91）

19（28.79）

35（53.03）

17（25.76）

4（ 6.06）

多发病灶组（91例）

33（36.26）

50（54.95）

18（19.78）

68（74.73）

25（27.47）

12（13.19）

x2值

0.943

3.016

1.723

7.979

0.057

2.123

P值

0.331

0.082

0.189

0.005

0.811

0.145

表5 AIS患者多发病灶组与单发病灶组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LDL-C

ALT

痰湿证

气虚证

B

0.326

-0.003

0.601

0.923

P值

0.132

0.620

0.077

0.009

OR

1.385

0.997

1.824

2.518

95%CI

[0.907，2.116]

[0.984，1.010]

[0.937，3.549]

[1.260，5.029]

注：B为各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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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辨证的过程，可推动中风辨证向规范化发展。基于

此，探索影像上病灶数量多寡与中医证候要素的相关

性，将影像表现作为中医望诊的延伸内容，对于明确

疾病证候、指导遣方用药具有一定意义。

本研究显示，AIS患者中医证候要素分布以多种证

素并存的情况较多，表明中风病证候存在多个单证组

合的形式，病机复杂，与贾爱明等[21]研究结果一致。

研究还发现，AIS患者中医证候要素气虚证居首位，占

65.61%，既往研究[22]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素问·玉机

真藏论篇》有“元气亏虚，突发中风……气虚身中卒

至”。中医学认为，中风是由于正虚邪中，络脉空虚，

邪实趁机而动。正气亏虚以气虚为本，气血相辅相成，

气虚生瘀，血瘀生痰，痰瘀化热，热极生风，致血瘀、

痰阻、郁热、内风，多种病理因素与气虚夹杂，合而

致病。故气虚在卒中发病中有重要意义，乃本病的发

病基础，这与李明等[23]的气虚生风理论观点一致。张

伟骏等[24]在研究AIS的病程阶段与中医证候要素的相

关性中发现，气虚证始终贯穿脑梗死急性期。以上均

印证了气虚证与AIS的发生密切相关。

单因素分析显示，LDL-C、ALT、痰湿证、气虚

证与梗死病灶多寡有关，其余理化指标与病灶多寡的

关系显示为阴性结果，这可能受到样本量大小、地域

差异及病灶划分情况等影响。将单因素分析结果纳入

Logistic回归分析以获取更加具体客观的结果，发现气

虚证与AIS多发病灶有显著相关性，气虚证患者病灶多

发的概率是非气虚证患者的2.518倍，表明气虚证患者

病灶多发几率更大，气虚证为多发病灶的常见证素，

这与既往研究发现AIS气虚证患者在影像上呈多发性病

灶的结果一致[25-27]。气的推动作用对机体生命活动具

有推动和激发作用，包括推动血的生成、运行，《素

问·举痛论篇》有“百病生于气也”，气虚则推动不足，

整体机能衰退。本研究中，气虚证患者多具有语声低

怯、气短乏力、精神不振等表现，与八纲辨证中虚证

“不足、衰退”的特征相符，司外揣内，其在脑血流灌

注方面也整体呈现出降低、不足的趋势[28]，可致多个

动脉支配的脑组织区域发生缺血性梗死，影像上表现

出多发性梗死灶。从虚实辨证而言，实证一般为固有

定处，虚证则走散不定。如疼痛实证为痛有定处，虚

证则痛无定处；肿块实证为固定有形，虚证则漫肿无

形。根据中医取象比类思维，多发病灶的脑梗死影像

有“串珠样”或“条索状”表现，其散在的多发病灶

与虚证“无形、无定处”特点类似。故散在病灶可作

为气虚证辨证的客观依据，提示多发性脑梗死可酌行

益气养血之法。

AIS患者的血液具有浓、黏、凝、聚的特点，有研

究发现，血液黏稠凝聚的特征在不同中医证型中存在

差异。熊瑜等[29]研究发现，在经颅多普勒超声上AIS

气虚证患者脑血流速度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还有学

者发现AIS气虚证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明显高于其他证

型[30]，均提示AIS气虚证患者具有血流缓慢、黏滞的

特性，气虚证与血液流变学状态改变有关。血小板活

化和功能改变可显示血液流变学状态[31]，舒鑫等[32]、

尚迎辉等[33]研究发现，AIS气虚证患者血小板活化聚集

性更强，血液凝固性更高。此外，在多发性脑梗死与

血液流变学相关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结果。国外学者曾

指出，血液凝固性增高在多发性脑梗死发生中起重要

作用[34-35]，印证了多发性脑梗死也与血液流变学状态

改变有关。有研究显示，多发病灶的AIS患者平均血小

板体积更高[36-37]，表明其血液黏稠度较高，血液流变

学状态异常。由此可见，AIS患者多发病灶与气虚之间

复杂联系可能是通过改变血液流变学状态尤其是血小

板的活性和功能而达到的，其具体病理机制还有待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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