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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周永

梁万年

刘民

分别为４３‰和３７‰。其他非洲国家一般在５‰～１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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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亚洲国家的患病率报道增多，一般在５‰～１０‰之
间［２２·２…。在非洲，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区域内癫痫的患病率存
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坦桑尼亚１１个乡村的调查结果差异很

大，最低的村患病率为５．１‰，最高的村达到３７‰。１“。恕ｉｚ
癫痫是一组反复发作的神经元异常放电所致的暂时性

等｜２２】报道巴基斯坦南部癫痫患病率是９．９‰，城市高达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的慢性疾病。癫痫流行病学调查可

１４．８‰，而农村仅７．４‰。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智利也都有类

以了解该病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自然史以及相关的危

似的报道“２’”］。

险因素，从而为病因学研究提供线索，为预防和控制癫痫，制

（３）癫痫死亡率：

定相应的公共卫生防控策略提供依据。但是，长期以来，由

①粗死亡率：发达国家研究表明，即使是控制良好的癫

于对癫痫缺乏统一的定义，在诊断上缺乏一致的标准，导致

痫，其死亡危险显著高于非癫痫人群”５·２４ ２…。Ｍａｓｓｅｙ，

不同的研究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世

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２ ９］曾汇集３０多个国家癫痫年死亡率，从总体上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设计出了

看，癫痫的年死亡率有下降趋势，１９５ｌ一１９５８年癫痫年死亡

癫痫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案，许多国家采用该方案进行了相关

率为（１．１／１０万～４．６／１０万）；１９６７—１９７３年癫痫年死亡率

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本文对近年来国

为０．６～４．０／１０万。

内外有关癫痫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及其进展综述如下。

②标准化死亡比（ｓＭＲ）：１９９７年，Ｎｉｌｓｓｏｎ等∞ｏ ｏ对瑞典斯

一、癫痫的地区分布

德哥尔摩１９８０一１９８９年１５岁以上因癫痫住院的患者进行随

据近期ｗＨ０报告，癫痫患病率在发达国家、经济转轨

访和死亡分析发现，癫痫患者各年龄组ｓＭＲ都明显增加，总

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分别为５．０‰、６．１‰、７．２‰、

ＳＭＲ为３．６，１５～３４岁组达１４．４，中年组（３５～５４岁）为１０．１。

１１．２‰，估计全球约有５千万癫痫患者“’…。国内近年来的

英国癫痫病例总ＳＭＲ为３．０旧…。

研究显示，癫痫的患病率在３．６‰～７．０‰。３。６。。

③死亡原因：癫痫患者死于肺炎的较多（２０％～３０％），

１．不同国家癫痫的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

直接由于癫痫发作致死的约占６％～１９％，死于意外事故，特

（１）癫痫发病率：发达国家癫痫的年发病率在５０／１０万

别是溺水占１０％～２０％。部分癫痫患者死于原因不明突然

左右（４０／１０万～７０／１０万）［７’…。美国明尼苏达罗彻斯特的研

死亡（ｓｕＤＥＰ），约占１０％，其原因可能与抗癫痫药产生的精

究提示，１９３５—１９８４年癫痫的年发病率比较恒定，平均年发

神衰退作用或其致癌作用有关。年轻人ＳＵＤＥＰ的发生率比

病率为４４／１０万（３５／１０万～４７／１０万）一’”ｏ。非洲和南美洲

正常人群高４０倍ｂ“。自杀也是癫痫患者超额死亡的原因之

国家如智利、坦桑尼亚癫痫年发病率超过１００／１０万，这可能

一，国外报道癫痫人群自杀率较高，是一般人群的２～１０倍。

与当地某些寄生虫病，如脑囊虫、疟疾、盘尾虫病等流行有

ＮｉＩｓｓｏｎ等¨０］报道癫痫自杀的ＳＭＲ为３．５。发达国家癫痫患

关¨“”］。Ｍａｎｉ等【１ ３。报道印度南部乡村年发病率为４９．３／

者死于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的比例较大，如Ｋｌｅｎｅｒｍａｎ

１０万。

等ｂ副报道英国１１年中１３０例癫痫患者死亡的原因分别是肿

（２）癫痫患病率：发达国家癫痫的患病率一般在４‰～

瘤（２６％）、支气管肺炎（２５％）、循环系统疾病（２４％）、与发作

８‰之间Ｈ４。２０ Ｊ。美国明尼苏达罗彻斯特１９４０—１９８０年癫痫

有关的死亡（１２％）、ＳＵＤＥＰ（６％）、意外（３％）。癫痫死亡还

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活动性癫痫（５年内复发的非诱发性

与其病因有关。症状性癫痫的死亡率高于特发性癫痫。

发作）患病率，１９４０年为２．７‰，１９８０年上升至６．８‰；终生患

１９９８年，芬兰ｓｉｌｌａｎｐａａ等‘３４ｏ报道１９６ｌ—１９６４年诊断为活动

病率从３．０‰上升至８．２‰。１９５０年以后患病率随着年龄的

性癫痫的２２０例儿童（特发性２８％、隐源性２２％、症状性

增长而升高，其中老年组上升最多¨０１。

５０％），随访到１９９２年，死亡３９例，其中３９例是症状性

南美洲的患病率较高，在１０‰～３０‰之间，巴拿马最高
（５７‰）陋“。非洲国家以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的患病率最高，

癫痫。
２．中国癫痫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
（１）癫痫发病率与患病率：发病率城乡比较，城市略高于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４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周永、梁万年）；北京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刘民）

农村。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显示了发病率的地区间
差异。高发地区有新疆、陕西、云南等地区，而福建、浙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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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地区发病率较低。不同地区之间患病率存在明显差异，

男性，男女之比为１：１．２６。

陕西省癫痫患病率为６．６‰，浙江省为１．５‰。此外，不同民

三、癫痫发作类型

９３·

族的患病率也存在差异，如蒙古族、维吾尔族少数民族高于

发达国家癫痫发作类型以部分性发作为主‘３…。多数发

汉族平均患病率，回族显著高于汉族。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土

展中国家部分发作和全身发作约占一半。我国几项发作类

家族、苗族癫痫患病率显著高于侗族，究其原因可能与遗传

型研究显示，全身发作所占比例最大，主要是全身性强直阵

因素有关（表１）。

挛发作∞’…。土耳其调查结果为全身发作占４０．８％，部分性

表１

中国人群癫痫的发病率和患病率调查

发作占５３．１％¨…。
四、癫痫综合征
１．癫痫综合征发病率：Ｈｅｉｓｋａｌａ。３９‘报道０～１４岁儿童
Ｌｅｎｏｘ—Ｇａｓｔａｕｔ综合征的年发病率为２／１０万；瑞典报道０～１５
岁中央颞区棘波年发病率为１０．７／１０万。４０１。冰岛良性
Ｒｏｌａｎｄｉｃ癫痫年发病率为４．７／１０万、４“。
２．癫痫综合征患病率：Ｂｅｉｌｍａｎｎ等【４ ２。在爱沙尼亚进行的
调查显示，特发性癫痫综合征中醒觉时全身性强直阵挛发作

（２）癫痫死亡率及死亡原因：国内报道癫痫死亡率为
２．４２／１０万～７．８２／１０万，但真正因癫痫死亡（死于癫痫持续
状态）的只占所有死因２０％，有４０．２１％因意外事件死亡，死

的患病率为０．６‰，失神和良性儿童中央颞区棘波灶癫痫分
别为０．３‰和０．２‰。Ｌｅｎｏｘ—Ｇａｓｔａｕｔ综合征０．１‰，婴儿痉挛
为０．０５‰。

于自杀者占５．５１％，不明原因死亡为４．１３％。
二、癫痫的人群分布
１．癫痫的年龄分布：
（１）癫痫年龄与发病率：ｗａｌｌａｃｅ等¨５１报道，英国５～９岁
儿童癫痫年发病率为６３．２／１０万，６５岁以后发病率随年龄增
长而升高，６５～６９岁为８５．９／１０万，７５～７９岁升至１１４．５／１０
万，８０～８４岁达１５９／１０万。国内王志文等¨１研究发现，儿童
期发病率最高，其中男性最为明显，９岁以前发病者接近
５０％。以后发病率随年龄升高而下降，未见老年期有明显上
升的趋势。
（２）癫痫的年龄与患病率：癫痫患病率存在年龄差
异【３“。１９９５年英国癫痫患病率为５．５‰；儿童期偏低（５～９

综上所述，癫痫发病率在全球分布表现为不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高于发达国家，农村高于城市。发病率与地理环
境和社会经济状况有关¨…。在我国，不同地区、民族之闯发
病率和患病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癫痫的流行病学
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很多困难，如：①各国、各地
区调查者所应用的癫痫病分类和定义不一致；②对癫痫的社
会偏见使得患者及家属不愿意承认患病，影响调查的准确
性；③在调查人群、诊断标准等方面缺乏广泛一致性，造成各
地区之间的资料缺乏可比性；④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者的业务
水平参差不齐，对癫痫的定义和分类等认识程度不同等。今
后，应在采用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减少各种偏倚，提高癫痫流
行病学调查的质量。

岁）为３．１６‰；老年期较高（６６～６９岁）为６．Ｏｌ‰，７０～７４岁
参

为６．５３‰，７５～７９岁为７．３９‰［３”。在发展中国家患病率的
高峰后移，厄瓜多尔和土耳其４０～４９岁组患病率最高，坦桑

考

文

献

ＩＬＡ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尼亚２０～２９岁最高；我国３０～４９岁年龄段患病率高一些。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ｐｉｌ印ｓｉａ，１９９７，３８（５）：６１４—６１８．

印度各年龄段变化不大。而尼日利亚随年龄增长有下降

［２］Ｊａｌｌｏｎ

趋势。
２．性别分布：
（１）癫痫的性别与发病率：男性癫痫发病率高于女性。
Ｊａｌｌｏｎ［２１研究表明，男性癫痫年发病率是女性的２倍（１０７．６／
１０万：５５．４／１０万）；我国６城市调查表明ｂ Ｊ，男女发病率之比
为１，３：１；男性癫痫发病率高于女性可能与男性受到癫痫相
关危险因素（如头部外伤、脑卒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影响

［１］

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ｐ订ｅｐｓｉｅｓ：

ＩＬＡＥ．

Ｒｅｐｏ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ｐｉｌｅｐｓｉａ，１９９７，３８（１０）：１１４３—１１５１．

［３］李世绰，王忠诚，周树宾，等．中国六城市居民癫痫的流行病学
调查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１９８６，１９（４）：１９３．１９６．
［４］四川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四川４２万人口癫痫发病情况调
查报告．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１９８１，１４（３）：１３５一１３８．
［５］杨露春，曹克勇，朱雷，等．中国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癜瘸流行
病学调查，中华神经外科杂志，１９８５，５增刊：２２—２８
［６］王志文，吴建中，王德生，等．中国五省农村人群癫痫流行病学

的机会比女性多有关。
（２）癫痫的性别与患病率：癫痫患病率男性均略高于女
性。冰岛男女患病率之比为１．２６：１¨…；我国６城市调查显
示，男女患病率之比为１．３：１［３３；突尼斯患病率之比亦为
１．１：１；国内外也有相反报道。美国罗彻斯特１９４０—１９７０年
癫痫患病率都是男性高于女性，但是１９８０年的统计女性反
而高于男性哺１。国内王志文等¨１研究发现女性患病率高于

抽样调查．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０２，８２（７）：４４９—４５２．
［７］ＭａｃＤｂｎａｌｄ ＢＫ，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 ＯＣ，Ｓａｎｄｅｒ Ｊｗ．ｅｔ ａＩ．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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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ＵＫ．Ｂｒａｉｎ，２０００，１２３（Ｐｔ ４）：６６５．

６７６．

［８］Ｋｏｔｓｏｐｏｕｌｏｓ ＩＡ，Ｍｅｒｏｄｅ Ｔ，Ｋｅｓｓ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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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Ｂｅｎ Ｇｓ，ｓａｎｄｅｒ Ｊｗ．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３０］Ｎｉｌｓｓｏｎ Ｌ，Ｔｏｍｓｏｎ Ｔ，Ｆａｒａｈｍ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ａ

Ｓｏｕｔ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６５—７０．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ｅｉｚｕｒｅ，１９９８，７（４）：２８１—２８８．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１．Ａ

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ａ

１９９１—１８９５．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ｃａ，１９９２，８５（４）：２４９—２５６．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１３ｊ

Ｌ，Ｍｏｒａｌｅｓ，ｅｔ

ｕｎｐｒｏｖｏｋｅｄ

［２９］Ｍａｓｓｅｙ Ｅｗ，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 Ｂｓ．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Ｅｐｉｌｅｐｓｉａ，１９９２，３３（６）：１０５１—１０５６．
１ １２］Ｌａｖａｄｏｓ Ｊ，Ｇｅｒｍａｉｎ

１ｉｎｋａｇｅ

ｓｔｕｄｙ．Ｎｅｕ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２０（４）：２３２—２３６．

印ｉｌｅｐｓｙ：

ＨＴ，Ｋｉｌｏｎｚｏ ＧＰ，Ｈａｕｌｅ Ｊ，ｅｔ ａ工．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ｗｉｔｈ

［２８］ｃａｍｆｉｅｌｄ ＣＳ，ｃａｍｆｉｅｌｄ ＰＲ，Ｖｅｕｇｅｌｅｒｓ ＰＪ．Ｄｅａｔｈ

Ｅｐｉｌｅｐｓｉａ，１９９３，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８．
【１１ Ｊ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１０］Ｈａｕｓｅｒ ｗＡ，Ａｎｎｅｇｅｒｓ ＪＦ，Ｋｕｒｌａｎｄ Ｌ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ａｎｄ
ｓｅｉｚｕｒ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

ＵＫ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ｐｉｌｅｐｓｉａ，２００２，４３（１０）：１２５１—１２５５．

ａ

［２７］ＲａｆｎｓＳｏｎ Ｖ，０１ａｆｓｓｏｎＥ，ＨａｕｓｅｒｗＡ，ｅｔ ａ１．ｃａｕ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ｏｖｅｎ，１９９７：４７—６７．

ｕｎｐｒｏｖｏｋｅｄ

ｉ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Ｈ０，１９９３，７１（２）：２４７—２５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一叭一１２）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