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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上海市南汇区１ ８ ２７ １例脑卒中高危人群
重点预防效果评价
王桂清
牟维艳

黄久仪

沈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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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春

杨永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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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曹奕丰

郭吉平

俞学海

傅国辛

评价脑卒中高危人群脑安胶囊重点预防措施的人群实施效果。方法

从上海市

南汇区全区６９６ ５５８人群选择≥３５岁具有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者进行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筛选出
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指标积分值低于７０分的脑卒中高危个体１８ ２７１例作为干预对象。根据知情同意
的原则，在同样接受一般干预的基础上，将１０ ３１３例接受“脑安胶囊”干预者作为重点干预组，另７９５８
例未接受脑安胶囊干预者作为一般干预组。随访监测干预后脑卒中的发病和死亡情况，评价干预策
略实施３年后的预防效果。结果

重点干预组脑卒中发病率显著低于一般干预组（Ｐ＜０．０１），男性

下降５３．８％，相对危险度为０．４６（０．３３～０．６４）；女性下降５８．４％，相对危险度为０．３９（０．３０～０．５０）。
多因素分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被筛选进入方程的因素分别为高血压病史、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指
标积分值、年龄、性别和脑安胶囊干预，其中脑安胶囊干预的相对危险度为０．４１，在诸因素中作用最
强。结论干预策略实施３年后，脑安胶囊重点干预组的脑卒中发病率显著低于一般干预组，脑安胶
囊干预是高危个体脑卒中发病最强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脑卒中；干预；血液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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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高危人群预防策略是在健康教育、积极
治疗和控制危险因素等一般预防的基础上，筛选出

的标准，其中６５％有ＣＴ和ＭＲＩ诊断结果。ＣＶＨＩ
积分方法根据文献报道比ｏ。

高危个体，并采取有效的药物进行治疗性干预。尽

５．随访标准：干预过程中对全部干预对象进行

管一般预防措施的效果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报道…，

随访，每年１２月各进行一次，随访内容为脑卒中的

但高危人群重点预防目前尚无统一的方案，其预防

发病。主要结局观察指标为脑卒中的发病率。
６．统计学分析：将调查、检测及随访资料建立

效果也缺乏全面、深入的评价。我们对上海市南汇
区全区７０万框架人群中筛选出的１８ ２７１例高危人

Ｆｏｘ

群重点预防的效果进行评价，旨在为脑卒中的高危

用。统计分析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比

预防提供参考依据。

较用ｘ２检验，计量资料比较用ｓｔｕｄｅｎｔ￡检验，多因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设计：采用非随机平行对照试验。在≥

ｖｉｓｕａｌ数据库，以双输入法输入数据，核对后备

素分析用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发病率采用直接标准化
法进行标化。数据库建立和结果分析在奔腾Ⅲ８００
微机上完成。

３５岁的社区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暴露和脑血管血

结

果

液动力学指标（ＣＶＨＩ）筛检出高危个体，根据知情同
意的原则将研究对象分成重点干预组和一般干预

１．均衡性检验：一般干预组和重点干预组的平

组。研究设计由上海市脑血管病防治研究所、上海

均年龄分别为６３．８岁±１３．０岁和６２．７岁±１１．６岁，

市建工医院和上海市南汇区卫生局的神经内科专家

两组的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重点干

协同流行病学专家完成；实施由上海市脑血管病防

预组的血压水平、体重指数（ＢＭＩ）显著高于一般干

治研究所经过流行病学和神经内科专业培训的医师

预组，脑血管功能积分显著低于一般干预组（Ｐ＜

进行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熟练技师进行ＣＶＨＩ

０．０１）。各危险因素暴露水平也普遍高于一般干预

检测；评估由神经内科、流行病学和统计学专业人员

组（表１、２）。

协作进行。设计、实施和评估者均有相关学科的专

两组人群基线调查计量资料的均衡性检验（ｊ±ｓ）

表１

业背景知识，并经过统一的培训。
２．干预对象：以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上海市南
汇区全区６９６ ５５８名常住人口，选择≥３５岁人群
３１５

６６３人进行基线调查，筛选出有高血压病、心脏

病、糖尿病病史、高血压或脑卒中家族史等危险因素
中至少有一项暴露的易患人群（５２ １７４人）接受
ＣＶＨＩ检测（上海麦登公司生产的ＣＢＡ ＣＶ一３００检测

注：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仪），最终筛选出１８ ２７１例ＣＶＨＩ积分值低于７０分
的脑卒中高危个体作为重点干预对象。其中重点干
预组１０ ３１３例，一般干预组７９５８例。
３．干预措施：一般干预措施包括健康教育，指导
进行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主要危险因素的治疗

表２
因

ｋＰａ

两组人群基线调查危险因素暴露率比较
素

重点干预组一般干预组

６８４９（８６．１）７６．７１０＜０．００１

心脏病史

１３３６（１３．０）

１０６４（１３．４）

Ｏ．６８０

Ｏ．４１０

糖尿病史

５８５（５．７）

４１５（５．２）

１－８１８

Ｏ．１７８

超重或肥胖

６１７０（５９．８）

脑卒中家族史

１２３２（１１．９）

值，个体化服用复方中药脑安胶囊（国药准字

高血压病家族史

３４０５（３３．０）

４粒／天。ＣＶＨＩ积分值改善后调整服药剂量。干预
时间自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Ｐ值

９３０７（９０．２）

和控制；重点干预措施为根据血液动力学指标积分

ｚＬ３１０２０４２０，上海祥鹤制药厂生产），服药剂量２～

）ｃ２值

高血压病史

４１４３（５２．１）８４．４７０＜０．００１
７８０（９．８）

２１．０８０＜０．００１

２３８８（３０．０）１８．６３０＜０．００１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暴露率（％）

２．重点干预组与一般干预组的脑卒中累积发病
率比较：重点干预组与一般干预组男性脑卒中粗发

４．评估标准：自行设计基线调查表格，调查内容

病率分别为１５９８．１／１０万和３４８５．３／１０万，相对危险

包括一般项目和脑卒中的常见危险因素；随访表调

度（ＲＲ）为０．４６（０．３３～０．６４）。重点干预组的直接

查内容为脑卒中发病时间、临床分型、诊断依据等。

标准化发病率为１６０８．６／１０万，比一般干预组下降

脑卒中诊断根据全国第二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

５３．８％；两组女性脑卒中粗发病率分别为１２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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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人群脑卒中粗发病率比较（／１０万）

１０万和３２３６．８／１０万，ＲＲ值为０．３９（０．３０～０．５０）。

性。在研究过程中，调查、检测、干预、随访均采用了

一般干预组的直接标准化发病率为２９９７．８／１０万，

有明确的质控措施，以增强研究资料的可靠性。

重点干预组比一般干预组下降５８．４％。两组不同性
别各年龄组的脑卒中粗发病率分布见表３。

脑卒中是影响老年人健康和导致死亡率的主要
原因。现有的研究已经明确，健康教育和针对可改

３．脑卒中发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变的危险因素进行积极的治疗和控制等大众预防措

分析：以脑卒中发病与否为应变量，以是否接受脑安

施是一级预防的基础，能够有效降低脑卒中的发病

胶囊重点干预、年龄、性别、高血压病、心脏病、糖尿

率和死亡率ｎ ｏ。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该识别脑卒

病史、ＢＭＩ、脑卒中家族史、高血压病家族史等因素

中的高危个体，在一般干预的基础上进行药物的重

为自变量，输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用逐步后退法进

点干预口ｊ，针对动脉硬化疾病病理生理以及治疗性

行回归分析，被筛选进入方程的变量分别为高血压

预防也有过大量研究，对抗血小板、抗凝、抗高血压、

病史、ＣｖＨＩ积分、年龄、性别和脑安胶囊干预

调整血脂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等预防措施进行了客

（表４）。

观评价‘４１。但目前尚无明确有效、筛检与干预相结

表４

脑卒中发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合的预防措施。
高危人群重点预防策略有赖于敏感、特异的筛
选手段和有效的干预药物。目前临床主要根据高血
压、糖尿病、心脏病等脑卒中危险因素、短暂脑缺血
发作等病史及颈动脉超声检测、经颅多谱勒等无创
伤检测手段识别和筛选高危个体，这些手段虽然能

４．不良事件和副反应：重点干预组个别研究对

够将大部分的高危个体筛检出来，但总体而言，缺乏

象服药初期有头胀或上腹部轻度不适等轻微的不良

统一的筛检标准，筛检的效能也难以客观评价。本

反应，减量服用或改为饭后服药，上述症状自行消

研究是对前期研究过程中制定的脑卒中高危人群筛

失，未发现其他不良反应。

检与干预策略的人群评价。高危人群筛检手段采用
在具有危险因素暴露的易患人群中进行脑血管血液

讨

论

本研究以上海市南汇区全区≥３５岁的人群中
筛选出的脑卒中高危个体作为干预对象，比较脑安

动力学检测，根据各检测指标的综合积分，筛检高危
个体。该手段筛检的敏感度为８７．５％，特异度为
６７．７％¨Ｊ，是一项较为理想的无创伤检测手段。

胶囊重点干预与一般干预的一级预防效果，研究对

重点干预药物评价较多，且目前临床广泛应用

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由于采用的非随机分组，两

的是抗血小板类药物，一线药物仍为阿司匹林，其脑

组年龄、血压及脑卒中的其他危险因素有显著差异，

梗死患者二级预防的效果已经得到肯定，但一级预

其中重点干预组的年龄显著低于一般干预组，但其

防中的效果及其是否适宜却仍有争议。６川。多数文

他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普遍高于一般干预组，对研

献针对抗高血压和高血脂药物的效果进行评价。现

究结果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在资料分析过程

已明确，高血压的治疗显著降低脑卒中风险，噻嗪类

中，采取按年龄、性别分组分析，发病率标准化及多

和ＡｃＥ抑制剂的效果也得到肯定¨ｏ。在如何选择

因素分析等方法进行控制，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

一线药物问题上还存在分歧，许多患者可能需要两

·

３３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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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更多的抗高血压药物来维持正常的血压，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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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脑卒中预防有赖于长期、广泛的健康
教育和从临床角度积极治疗及控制危险因素，在此
基础上，应用敏感、特异的手段筛检出高危个体，并
采用有效的药物进行重点干预，能够显著降低高危

个体脑卒中的发病率。由于人群干预的局限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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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深入的研究和预防实践中进行广泛验证。

·征稿通知·
第二届发展中国家出生缺陷和残疾国际大会征文通知
在我国卫生部以及多个国外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由中华医学会承办的第二届发展中国家出生缺陷和残疾国际大会定
于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１—１４日在北京九华山庄举行。会议将就出生缺陷和残疾领域的广泛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１１日为会前研
讨会，目的是扩展与会者出生缺陷和残疾防治理论知识，提高实际应用技能。有多名世界著名专家将在研讨会上做报告，并
和与会者进行面对面讨论。会议提供同声传译服务。参加会议可获得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会议现征集论文（需同时提供
中英文摘要）。详细内容请访问大会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ｃｏｍ．ｃｎ／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