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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群中父母脑卒中史与脑卒中发病
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张林峰

武阳丰

【摘要】

李莹

李贤

谢高强

赵连成

目的探讨中国人群中父母脑卒中史与子代脑卒中发病的关系。方法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在全国１２组人群中，分别整群随机抽取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人进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调查，并对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情况进行随访观察，随访至２００５年６月，平均随访１０．８年。结果

１５

１３１例随访对象共发

生脑卒中事件３７０例。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后，父母双方均无脑卒中史者、仅父母一方有脑卒中史者、
父母双方均有脑卒中史者发生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分别为１．００、１．７４（１．３３～２．２９）和３．６１（１．８６～
７．０１）。在进一步控制了基线时的吸烟、饮酒、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体重指数和
收缩压后，上述各组发生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分别为１．００、１．３４（１．０２～１．７７）和２．５０（１。２９～４．８７）。
结论父母有脑卒中史者具有较高的发生脑卒中危险性，父母双方均有脑卒中者脑卒中发病危险的
增加尤为显著。

【关键词】脑卒中；危险因素；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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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２００万人，现患脑卒中

代中及早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一些

７００万人。脑卒中不仅对患者自身的健康和生活质

研究结果显示具有脑卒中家族史者患脑卒中的危险

量造成严重危害，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

显著增加。１。３。，然而，这些结果主要是基于西方人群

因而，阐明脑卒中对下一代的危害及其机制，在下一

的研究资料，由于研究设计、研究方法、研究人群等
的差别，研究结论也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并未发现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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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家族史与脑卒中之间的关联。４，５Ｉ。我国人群中

脑卒中患者下一代脑卒中发病的危险如何，目前国
内外仍未见有大规模样本人群前瞻性研究的报道。
我们利用国家“八五”攻关期间建立的队列人群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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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资料来探讨我国人群中父母脑卒中史与脑卒中发

模型对脑卒中家族史与脑卒中发病的关系进行

病的关系。

分析。
资料与方法

结

果

基线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调查于１９９２一１９９４年

基线危险因素调查共调查１９ ５８７人，应答率为

秋季统一进行，调查内容包括身高、体重、血压、血清

９１％。去除基线调查时已罹患脑卒中、冠心病或恶

总胆固醇（ＴＣ）、吸烟、饮酒、文化程度、心血管病家

性肿瘤者，共对１７ ３２９人进行了随访，其中男性

族史等№ｏ。研究对象来自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类

８０６０人，女性９２６９人。进入队列时，男性平均年龄

型的１４组人群，包括北京市首都钢铁公司、河北省

为４６．３岁，女性为４６．５岁。截止最近的一次随访

迁安矿山、广州市船厂３组工人社区、北京市西城

（２００５年６月），由于各种原因共失访８４１人，随访

区、上海市静安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四川省德阳

率为９５．１％，平均随访年限为１０．８年。各项资料完

市４组城市居民以及北京市石景山区、山西省盂县、

整者共１５ １３１例（占队列人群总数的８７．３％），其中

陕西省汉中、江苏省金坛、广西区武鸣、广东省番禹

男性７０１５例，女性８１１６例。本文仅对各项资料完

６组农民和浙江省舟山渔民。每组人群中分别整群

整者的资料进行分析。到最近的一次随访（２００５年

随机抽样约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人（３５～５９岁，男女各半）进

６月）为止，共发生脑卒中事件３７０例，其中缺血性

行调查。脑卒中家族史的调查采用询问的方法，询

脑卒中２６６例，出血性脑卒中１０７例，未分类脑卒中

问患者父母脑卒中的患病情况，本文中有脑卒中家

６例（８例既有缺血性脑卒中事件又有出血性脑卒中

族史仅包括基线调查时明确回答父母一方或双方患

事件，１例发生一次缺血性脑卒中事件和一次未分

有脑卒中的患者，对于回答不清楚父母是否患有脑

类的脑卒中事件）。

卒中的患者则按父母无脑卒中计算。

表１分析了不同年龄组研究对象父母均无脑卒

基线调查后对除四川省德阳市和黑龙江省哈尔

中史、父母一方有脑卒中史以及父母双方有脑卒中

滨市外的１２组人群中无心血管病和恶性肿瘤病史

史者所占的比例，结果显示，除最后一组外，父母均

者进行随访观察。随访采用统一的随访方案和诊断

无脑卒中史者的比例随研究对象年龄的增加而有所

标准，从１９９４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脑卒中事件的

降低，而父母有脑卒中史者的比例则随研究对象年

分类及诊断标准参见文献［７］。脑卒中事件定义：急

龄的增加而有所增加。

骤发展的局灶或全脑的脑功能障碍，持续时

表２分性别对３组人群基线时的心血管病危险

间＞２４ ｈ（除非被外科手术或死亡所中断），除血管

因素水平进行分析。由表２的结果可以看出，研究

性原因外无其他明显原因，包括具有提示为蛛网膜

对象的年龄、ＢＭＩ、收缩压（ＳＢＰ）、舒张压（ＤＢＰ）水

下腔出血、脑内出血或脑缺血性坏死的临床症状与

平、高血压患病率以及Ｔｃ水平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体征的病例。不包括一过性脑缺血（ＴＩＡ）或因血液

按照父母均元脑卒中史、父母一方有脑卒中史、父母

病引起的脑卒中（如白血病、红细胞增多症）及脑肿

双方有脑卒中史的顺序渐次升高，女性的空腹血糖

瘤或转移性肿瘤。因外伤造成的继发性脑卒中也

水平也按上述次序渐次升高；其中以ＢＭｌ、ＳＢＰ、

除外。

ＤＢＰ水平以及高血压患病率的升高尤为显著；年龄

所有参加研究人员都经过统一的培训和考核，

和ＴＣ水平中除女性仅父母一方有脑卒中者与父母

数据输入采用两遍录入，并经过逻辑核对后由中国

双方均元脑卒中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其

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进行资料汇总、质量检查

余各组与父母双方均无脑卒中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

和统计分析。体重指数（ＢＭＩ）＝体重（奴）／身高的

学意义。吸烟率、饮酒率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平方（ｍ２），吸烟率和饮酒率的计算仅包括现吸烟者

（ＨＤＬ—Ｃ）水平不同组别之间虽有一定差别，但无一

和现饮酒者。根据随访对象父母的脑卒中史将研究

定规律性。

对象分为３组：父母均无脑卒中史者、父亲或母亲一

表３根据父母的脑卒中患病情况分性别对３组

方有脑卒中史者以及父母双方均有脑卒中史者，均

人群脑卒中事件的发生情况进行分析。由表３的结

值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率的比较采用Ｙ２检验，

果可以看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生

以父母均无脑卒中史者为参照采用Ｃｏｘ比例风险

率按照均无脑卒中史、父母一方有脑卒中史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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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对象父母脑卒中史与研究对象年龄的关系

注：“与父母均无脑卒中史者相比，Ｐ＜０．０５；

６与父母均无脑卒中史者相比Ｐ＜Ｏ．０１

脑摹莘史二丢磊孑琴妻三；＿二；ｉ至至墓三；ｊ—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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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控制不同因素后不同脑卒中家族史
各组发生脑卒中的相对危险

“１＋

注：“与父母均无高血压史者相比，Ｐ＜Ｏ．０５；６与父母均无高血
压史者相比，Ｐ＜０．０１

均有脑卒中史的顺序渐次升高，除男性父母均有脑
卒中史者与父母均无脑卒中史者之间的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组与父母均无脑卒中史者相
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４分析了控制不同因素后，不同脑卒中家族
史各组发病的相对危险。结果显示与父母均无脑卒
中家族史者相比，父母一方有脑卒中者及父母双方

讨

论

均有脑卒中家族史者其脑卒中事件发生的相对危险
均显著增加，尤以父母双方均有脑卒中家族史者其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一方或双方患

相对危险的增加更为显著。在控制了年龄、性别的

有脑卒中者其脑卒中发生的危险显著增加，父母双

基础上，父母一方有脑卒中者或父母双方均有脑卒

方均有脑卒中者危险增加尤为显著；父母脑卒中史

中家族史者其脑卒中事件发生的相对危险在进一步

与我们已知的脑卒中的传统危险因素尤其是ＢＭＩ

控制ＳＢＰ、ＤＢＰ以及ＢＭＩ后显著减弱，而在模型中

和血压水平存在显著的关联，父母一方或双方有脑

引入吸烟、饮酒、ＴＣ、ＨＤＬ—Ｃ以及空腹血糖则变化

卒中史者的ＢＭＩ、血压水平和高血压患病率显著高

不大。

于父母均元脑卒中史者，而且以父母双方均有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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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者上述危险因素水平的升高更为显著；控制基

究需要注意和克服的。此外，我们将脑卒中作为一

线时的血压和ＢＭＩ对脑卒中家族史和脑卒中发病

个整体进行分析，并未区分脑卒中的类型，不同类型

之间的关联有明显的削弱作用，而控制其他因素的

的脑卒中其病理机制及危险因素也存在差别。总

影响则相对较小。这些结果说明，遗传因素对于脑

之，由于条件限制，我们的研究方法较粗，尚需在今

卒中的发病具有重要的作用，父母脑卒中史对子代

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通过一些目前我们已知

综上所述，父母有脑卒中史者脑卒中发病的危

的危险因素而起作用，而且在这些已知的危险因素

险显著高于父母均无脑卒中史者，父母双方均有脑

中，血压和ＢＭＩ可能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关于血压

卒中史者脑卒中发病危险的增加尤为显著。家族史

与脑卒中家族史之间存在较强关联这一点也得到对

对子代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通过我们目前已

西方人群研究的证实旧。，因而对于脑卒中家族史与

知的危险因素尤其是血压和ＢＭＩ而起作用。对于

血压、ＢＭＩ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对于阐明遗

父母有脑卒中史者强化传统的危险因素尤其是血压

传因素的作用机制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提示

和体重的控制对于其预防脑卒中发病、提高生活质

对脑卒中患者的子女进行重点筛检、鼓励其从小养

量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加强血压和体重的控制对其

参

预防脑卒中发病、提高生活质量可能具有更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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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即使在模型
中进一步控制了基线时的吸烟、饮酒、血压、ＢＭＩ、血

２

脂、血糖等传统的危险因素后，父母脑卒中史与脑卒
中发生的危险之间仍有显著的关联。这可能与我们
收集的危险因素的资料仅是基线时的资料，并不能

３

全面反映这些危险因素的水平；另一方面，家族史还
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增加脑卒中发病的危险，例如在
４

曹奕丰等旧，进行的研究中，他们不仅观察到有脑卒
中家族史者血压、体重等危险因素水平的升高，而且
还证实脑卒中家族史者其脑血管功能明显下降。因
而，对于这一现象尚需迸一步的研究。

５

我们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父母的脑卒中史主要通
过询问研究对象得到，缺乏客观的证据支持和统一

６

的诊断标准，同时年龄较大者回答不清楚父母脑卒
中史的比例较高（资料未列出），这些对资料的准确
性可能有一定影响，可能导致研究对象的误分，使一
部分家族史阳性者误分到无家族史组中去，从而低

７

估家族史与脑卒中发病之间的关联。此外，我们在
确定脑卒中家族史时，没有取得研究对象父母脑卒

８

中发病时的年龄等的资料，没有区分早发的脑卒中
患者与晚发的脑卒中患者，前者与遗传因素的关联
可能更加密切，而且，我们的资料也显示，表２中除
最后一组外，父母均无脑卒中史者的比例随研究对
象年龄的增加而有所降低，这可能是由于一些年龄
较轻的研究对象由于父母年龄较轻而未发生脑卒
中，这些都会对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是今后同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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