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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性卒中相关因素临床分析
刘　磊1）　王泽颖2）△　李瑞华1）

1）潍坊医学院　潍坊　261042　2）潍坊医学院教学医院潍坊市中医院　潍坊　261042
【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进展性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2009-11～2010-10潍坊市中医院中风科住院的72h

内新发脑梗塞患者87例�分为进展性卒中组与非进展性卒中组�观察项目包括：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的比较�神经功能评分�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既往史评分�伴发疾病评分�预后评分及卫生经济学等�对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对有统计学意义
的自变量作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87例新发脑卒中患者中符合条件的进展性脑卒中患者30例�发生率为
34∙48％�经单因素分析�其中有7个因素的差异有显著性�包括是否情绪波动史、既往高血压病史、既往糖尿病史、入院当天
NI HSS 评分、入院当天 ADL 评分、出院时 mRS 评分、卫生经济学。以脑卒中是否发生进展为因变量�对经单因素分析有显著
意义的自变量作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显示：既往高血压病史、既往糖尿病史有显著意义�P值分别为0∙019�0∙006�
入院当天 NI HSS 评分、卫生经济学、入院当天 ADL 评分、出院 mRS 评分、是否情绪波动史无显著性差异�即既往有高血压病
史、既往有糖尿病史的急性脑卒中患者出现进展的几率高。结论　高血压、糖尿病与进展性脑卒中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这
些危险因素的研究对防治进展性脑卒中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　进展性脑卒中；高血压；糖尿病
【中图分类号】　R7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110（2011）04-0005-03
Study of related factors of stroke in progression　L iu Lei�Wang Zey ing�L i Ruihua．Wei f ang Medical College�Wei-
f ang26104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 o analyze the relative factors that caused stroke in progression（SIP）．Methods　We selected87ca-

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ho presented within72hours of onset f rom November 2009to October 2010in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in Weifang．A total of 87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st roke in progression （SIP） and non progres-
sion stroke group （NPS）．Observation items included general information such as age and gender�NI HSS score�ADL score�
past medical history score�associated with disease rates�mRS score and health economics．Univariate analysis was carried on
the single factors�then we had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actors to make mult-i 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Results　Of
all the87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30cases were divided into SIP�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SIP was34．48％�seven
factors which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mood swings�past history of hypertension�previous history
of diabetes�the day of admission NI HSS score�admission day ADL score�mRS score at discharge�health economics．Ad-
vances in st roke occurred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long 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regression showed：Past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and previous history of diabet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9�0．006．Patients with past history of hy-
pertension and diabetes progress in acute st roke patients had higher risk to becoming SIP．Conclusion　Hypertension and diabe-
t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IP．Studying these risk factors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venting SIP．
【Key words】　Progressive st roke；Hypertension；Diabetes

　　进展性卒中在临床上较常见�由于病情呈进展性�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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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机制复杂�治疗困难�致残率和致死率均较非进展性卒中
高�本研究的目的通过对进展性卒中相关危险因素的临床分
析�探讨影响进展性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并对相关危险因
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有哪些指标可
成为进展性卒中的危险因素�为进展性卒中的治疗提供科学
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09-11～2010-10我院中风科住院的
72h 内新发脑梗塞患者87例�诊断符合1995年中华医学会
全国第4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
点》标准�符合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性脑梗死�所有病人入院
时常规进行颅脑 CT 或 MRI 检查�如无阳性征象�则24h 后
复查颅脑 CT 或 MRI。其中进展组30例�发生率34∙48％�
平均年龄 （64∙33±10∙82）岁�非进展组57例�平均年龄
（61∙46±7∙85）岁�2组年龄、性别匹配�具有可比性（ P＞
0∙05）。
1∙2　分组标准　根据病情的演变�将87例患者分为进展性
卒中组（进展组）和非进展性卒中组（非进展组）。进展组：入
院后病情仍进展�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脑卒中量表
（NI HSS）评分增加2分或以上。非进展组：入院后病情不再
进展�NI HSS 评分增加不足2分或降低。
1∙3　主要观察指标
1∙3∙1　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进展发生的时间、既往病
史（包括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冠心病史、脂代谢紊乱病史、吸
烟史和饮酒史）�病前是否合并劳累、腹泻、情绪波动等诱因�
入院时即采集以上资料。
1∙3∙2　神经功能评分：连续性变量�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所脑卒中量表（NI HSS）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对所有入选病例
于入院时即进行神经功能评分。
1∙3∙3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连续性变量�用日常生活能力量
表（Barthel 指数量表）于入院当天进行评分。
1∙3∙4　既往史评分：连续性变量�包括高血压史、糖尿病史、
冠心病史、心房纤颤史、脑血管疾病史、吸烟史和饮酒史等�
均参照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卒中患者临
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1995）》进行评分。

病前是否合并劳累、腹泻、情绪波动等诱因均为二分类
变量�分为是、否。
1∙3∙5　伴发疾病评分：连续性变量�参照全国第4届脑血管
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标准（1995）》于入院进行观测。
1∙3∙6　卫生经济学：连续性变量�出院后进行评定。
1∙3∙7　预后评定：连续性变量�采用改良的 Rakin 量表进行
评分�分为6分。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均经过 SPSS17∙0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均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
检验�如符合参数统计条件（即服从正态分布、总体方差相
等）用成组 t 检验或方差分析（ANOV A）�方差不齐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元 Lo-
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进展组与非进展组危险因素及诱因单因素分析　进展
组与非进展组危险因素及诱因的结果比较�其中是否合并情
绪波动、既往高血压病史、既往糖尿病史2组比较均有显著
性差异（P＜0∙05）。对于吸烟史、饮酒史、冠心病史、血脂异
常病史、是否合并外感史、是否腹泻的统计分析均显示2组
之间无差别。见表1。
表1　进展组与非进展组危险因素及诱因比较　 ［例（％）］
因素分析 进展组（n＝30） 非进展组

（n＝57） χ2值 P值

吸烟史 11（36∙7） 29（50∙9） 1∙077 0∙299
饮酒史 7（23∙3） 21（36∙8） 1∙643 0∙200
是否合并外感 4（13∙3） 9（15∙8） 0∙000 1∙000
是否情绪波动 14（46∙7） 11（19∙3） 7∙189 0∙007∗∗

是否腹泻 3（10∙0） 3（5∙3） 0∙147 0∙701
高血压史 18（60∙0） 20（35∙1） 4∙959 0∙026∗

糖尿病史 17（56∙7） 9（15∙8） 15∙6740∙000∗∗

冠心病史 2（6∙7） 8（14∙0） 0∙450 0∙502
血脂异常病史 4（13∙3） 6（10∙5） 0∙001 0∙971
　注：与非进展组比较�∗ P＜0∙05�∗∗ P＜0∙01
2∙2　进展组与非进展组各项评分及卫生经济学比较　对进
展组与非进展组既往史评分、伴发疾病评分、ASPECT 评分
进行比较�2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658�0∙215�0∙216。入院当天 NI HSS 评分、ADL 评分、出
院 mRS 评分、卫生经济学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见表2。

表2　2组各项评分及卫生经济学比较
评分 进展组（n＝30） 非进展组

（n＝57） χ2值 P值

既往史评分 3∙63±3∙189 3∙95±3∙108 0∙4440∙658
伴发疾病评分 4∙23±3∙559 5∙21±3∙416 1∙2500∙215
ASPECT 评分 11∙90±1∙423 12∙26±1∙2181∙2470∙216
入院 NIHSS评分3∙30±2∙891 2∙19±2∙199 1∙9970∙049∗

入院 ADL 评分 78∙50±28∙289 92∙02±16∙793 2∙4040∙021∗

出院时mRS评分1∙97±1∙474 0∙81±0∙953 3∙902 0∙000∗∗

卫生经济学 16023∙01±10595∙55 10668∙10±5176∙742∙6090∙013∗

　注：与非进展组比较�∗ P＜0∙05�∗∗ P＜0∙01
2∙3　进展性卒中相关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将87例受试
者作为整体�以脑卒中是否发生进展为因变量�对经单因素
分析有显著意义的自变量作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包括
是是否情绪波动史、既往高血压病史、既往糖尿病史、入院当
天 NI HSS 评分、入院当天 ADL 评分、出院时 mRS 评分、卫
生经济学�回归显示：既往高血压病史、既往糖尿病史有显著
意义�P值分别为0∙019�0∙006�入院当天当天 NI HSS 评分、
卫生经济学、入院当天 ADL 评分、出院 mRS 评分、是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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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史无显著性差异�即既往有高血压病史、既往有糖尿病
史的急性脑卒中患者出现进展的几率高。见表3。

表3　进展性卒中相关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P值 OR值 95％CI
入院当天NI HSS 评分 0∙198 0∙163 0∙224 0∙821 0∙596-1∙129
卫生经济学 0∙000 0∙000 0∙077 1∙000 1∙000-1∙000
入院当天ADL 评分 0∙011 0∙022 0∙611 1∙011 0∙969-1∙056
出院mRS评分0∙506 0∙314 0∙107 0∙603 0∙326-1∙116
是否情绪波动 1∙259 0∙760 0∙098 0∙284 0∙064-1∙260
既往高血压
病史 1∙816 0∙774 0∙019∗ 0∙163 0∙036-0∙743
既往糖尿病史 1∙942 0∙702 0∙006∗∗ 0∙143 0∙036-0∙568
　注：∗ P＜0∙05�∗∗ P＜0∙01
3　讨论

长期高血压或应激状态下的高血压均可使脑循环、脑灌
注改变加重梗死。一项研究 ［1］表明在卒中发生后24 h 内�
收缩压每升高10mm Hg�神经功能恶化率增加20％�特别
是对于心因性卒中患者�在卒中发生后的12～36 h 内收缩
压升高与早期的神经功能恶化具有独立的相关性。Martin
等 ［2］认为卒中发生后的24h 内收缩压大于200mm Hg 可使
NI HSS 评分增加�导致卒中进展。Bereczki 等 ［3］的研究认为
高血糖可加重神经功能恶化�并且可导致偏瘫等更差的临床
结局。Nagakane等 ［4］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对急性卒中病
人进行 MRI 扫描�进展性卒中组病人更易发现病灶�且预后
比急性卒中组差�在 DWI 上的病灶体积可以早期预测神经
功能恶化的严重程度。同时发热、感染、消化道出血、精神因
素、医源性因素、头痛等其他因素也是导致卒中进展的危险
因素。此外还有研究 ［5］证实�脑梗死患者的年龄和卒中发生
时的严重程度均是卒中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Emily L 等对
140例以色列人进展性卒中的发病率及特点的前瞻性研究表
明：帕金森病、肥胖、高脂血症、失语症在卒中进展组更为普

遍�回归分析表明仅有帕金森病和肥胖可以看做是卒中进展
的危险因素。

至今为止对进展性卒中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诊断及
治疗标准。有时无法在一个时点上对本病作出正确的诊断�
而必须在入院后一段时间内�经过专业人员一段时间的观察
才能确定是否进展�且危险因素众多�这就使得目前对本病
的研究难度较大。本研究通过对进展性卒中各个危险因素
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高血压、糖尿病与进展性脑卒中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危险因素的研究对防治进展性卒中有重
要临床意义�但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进展性卒中的预
测价值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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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智颗粒对血管性痴呆患者认知、生活能力的疗效观察
李世泽
郑州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　郑州　450007

【摘要】　目的　观察天智颗粒对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D）患者认知、生活能力的疗效。方法　实验组78例
VD 患者用天智颗粒治疗�对照组60例 VD 患者用氟桂利嗪胶囊治疗�疗程为60d。在疗程的第1、30、60天分别采用简易精
神状态检查表（M MSE） 及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进行认知、生活能力的评定。结果　实验组中的轻、中度患者的总有效率
高于对照组（P＜0∙05）�而在重症患者2组无明显差异；2组在疗程的第30天、第60天的 M MSE 评分高于、ADL 评分低于疗
程的第1天�且实验组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2组在疗程的第30天、第60天的 M MSE、ADL 评分前后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天智颗粒可以改善轻中度 VD 患者的认知、生活能力�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血管性痴呆；天智颗粒；氟桂利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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