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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

现场调查·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检手段的多中心
前瞻性研究与评价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检手段全国多中心扩展性试验课题组

（摘要】

目的

验证脑『Ｉ｝Ｌ管血液动力学综合积分筛检脑卒中高危个体的效能及其作为预测因子

的相对危险度。方法在北京、上海、唐山和福州市共设立５个中心，以整群的方法抽取人群中年
龄≥４０岁的人群作为目标人群，选择既往无脑卒中病史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脑卒中危险因素基线
调查、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脑卒中发病随访。结果

共随访４８ ４８１人年，随访过程中新发脑卒中

１８２例，脑卒中发病３．７５／１０００人年。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血液动力学积分值＜７５分的调整卒中相
对危险度（ＲＲ）为９．３，且积分值降低与脑卒中ＲＲ值升高具有显著的剂量反应关系；多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血液动力学积分是进入Ｃｏｘ回归方程中最强的因素。筛检试验评价显示，血液动力学积分筛检
卒中高危人群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Ｙｏｕｄｅｎ指数分别为８０．７７％、６７．５５％、６７．６５％和Ｏ．４８，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为０．８０６。结论

脑血管ｍ液动力学积分值是脑卒中最强的独立预测

因子，筛检脑卒中高危人群具有良好的效能。
【关键词】脑卒中；高危人群；队列研究；筛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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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滚动课题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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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也

ａｒｅａ

ｃｕｒｖｅ（ＡＵ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

ｔｅｓｔ

是全球共同关注的健康问题。我国的卒中发病率和
死亡率位于世界较高水平，加之人口老龄化趋势居

（２００４ＢＡ７０３８１２）

世界前列，卒中预防面临严峻挑战。脑血液动力学

通讯作者：洪震，２０００４０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病
学研究所 Ｅｍａｉｌ：ｐｒｏｆｚｈｏｎ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指标（ＣＶＨＩ）检测是脑血管功能的无创检测方法，通

土堡鎏鱼痘堂苤查！！！！至！旦箜！！鲞箜！塑

竺！！！』坠ｉｉ！里ｉ！！，壁！！！！型！！！！，ｙ！！：！！，堕！！

过对外周阻力、特性阻抗等动力学参数的检测和分

重指数（ＢＭＩ）均输入检测仪，这些指数参与ＣＶＨＩ

析，从而整体反映脑血管血液动力学和运动学功能

各项指标的综合分析。检测工作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状态，有助于卒中亚临床状态的检出。自１９９６年脑

技师完成，检测仪器为麦登公司生产的ＣＢＡ

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仪的推广使用，大量的临床基

３００脑血管血液动力学监测仪，监测指标包括平均

础研究获得了正常人不同性别及年龄组的正常值，

血流量（Ｑ…。）、最大流速（Ｖ…）、最小流速（Ｖ…）、平

但对于卒中的预警作用尚未做大规模多中心的研

均流速（Ｖ…。）、外周阻力（Ｒｖ）、特性阻抗（Ｚｃｖ）、脉

究。本项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５个城乡现场进行

搏波波速（ｗｖ）、动态阻力（ＤＲ）、临界压（Ｃｐ）、舒张

以ＣＶＨＩ检测为主要手段的卒中预警研究。

压（ＤＢＰ）与临界压差值（Ｄｐ）。以统一的方法对上

对象与方法

ＣＶ一

述检测指标进行积分，积分原则为根据各指标的因
子贡献赋予权重，再根据各指标偏离正常值的幅度

１．调查对象：在北京、上海、唐山和福州市共设

确定扣分比例。正常人为１００分，最低０分，７５分

立５个中心，每个中心以整群的方法抽取１万框架

为最佳截断点，分值越低，脑血管功能异常程度

人群，选择其中年龄≥４０岁有当地户籍的常住人群

越重‘２２。

作为目标人群。排除标准为：①既往有脑卒中病史

３．统计学分析：将基线调查和随访表格经核对

者；②年龄不满４０岁；③有严重的肝肾疾患。符合

后输入Ｆｏｘ Ｖｉｓｕａｌ数据库，采用双输、逻辑检验和与

纳入标准的人群共２６ ６９０人，有应答者２４ ２５３人，应

调查表逐一核对等方法相结合对数据库进行核对后

答率为９０．８７％，剔除资料缺失或不符合要求者５１２

备用。分析的主要指标为卒中的发病率、血液动力

例，最终纳入数据统计分析的人数为２３ ７４１人。脑

学积分值及其他危险因素与卒中发病的统计学联系

卒中的诊断标准参照１９９５年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疾

及相对危险度（ＲＲ）、血液动力学积分值筛检卒中

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

高危个体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Ｙｏｕｄｅｎ指数、

２．基线调查、检测与卒中发病随访：设计统一的

预告值、符合率和Ｋａｐｐａ值等效能指标。率的比较

卒中危险因素调查表格，对符合人选标准者进行基

用Ｙ２检验，均数比较用ｆ检验或方差分析，多因素

线调查和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调查内容包括一

分析用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应用软件为ＳＰＳＳ

般项目、卒中的常见危险因素、生活行为因素及身

软件。

高、体重和血压水平测量等，检测项目为ＣｖＨＩ。调
查工作均由经过课题组统一培训的神经科医师或脑

结

１４．０

果

血管病防治研究人员完成，采取面询的方式进行调

１．基线调查血压水平、ＢＭＩ、血液动力学积分

查。基线调查和检测后对卒中发病和死亡进行随

值：队列人群的收缩压（ＳＢＰ）水平为（１３０．７１±

访，由社区医师主动申报，课题组的神经科医师根据

２０．０１）ｍｍ Ｈｇ（１ ｍｍ

病史、体征及医院病案记录进行现场核实，随访工作

（８０．５３±１０．７６）ｍｍ Ｈｇ、ＢＭＩ为（２３．８２±３．４６）

至少每年进行１次。

ｋｇ／ｍ２、血液动力学积分值为（７６．９９±２７．３６）分，各

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时，身高、体重、血压、体

表１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ＤＢＰ为

中心间积分值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１、２）。

５个调查中心队列人群基线调查的血压水平、ＢＭＩ、血液动力学积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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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调查中心队列人群脑血管血液动力学积分值分布

注：括号内数据为各调查中心积分构成比（％）；各中心问比较：ｘ２＝１０２４．９４７，Ｐ＜０．００１

单因素分析显示，经年龄、性别调整后，脑血管

仪预警卒中具有良好的可靠性（表４）。

血液动力学积分的ＲＲ值为９．３，人群特异危险度百

４．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绘制与最佳截断点分

分比（ＰＡＲ）为７１．４％。多因素Ｃｏｘ回归分析显示，

析：将血液动力学积分作为预警指标，将卒中随访结

被筛选进入Ｃｏｘ回归方程的变量分别为吸烟、心脏

果作为金标准，并以预警的敏感度作为纵坐标，以

病、糖尿病、脑卒中家族史、性别、年龄和脑血液动力

１一特异度作为横坐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ｏｃ）

学积分值，其中脑血液动力学积分值的ＲＲ值最高。

曲线，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为０．８０６（图１），当截断点

剂量反应关系分析显示，与积分值≥７５分组对照，

为８０分时，Ｙｏｕｄｅｎ指数最大（０．４９９８），敏感度为

积分值７５、５０、２５分以下３组的ＲＲ值分别４．５、９．７

８６．８１％，特异度为６３．１６％，准确度为６３．３５％，阳性

和１４．７倍。

预告值（＋ＰＶ）为１．７９％，阴性预告值（一ＰＶ）为

２．基线调查与随访复查ＣｖＨＩ比较：在随访１
年时随机抽取２１０３例研究对象，对ＣＶＨＩ进行了复

９９．８４％，阳性似然比（＋ＬＲ）为２３５．６８％，阴性似然
比（一ＬＲ）为２０．８８％。

查，并与基线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提示，无论

５．脑血液动力学积分值预警卒中的真实性指标

单项指标或综合积分，基线与复查结果均存在一定

分析：将脑血液动力学积分作为预警指标，将卒中随

差异，其中部分指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总体上

访结果作为金标准，以７５分作为截断点，进行对比

基线与复查的脑血液动力学积分值的差异无统计学

（表５）。脑血液动力学积分预警脑卒中的敏感度、

意义（表３）。

特异度、准确度和Ｙｏｕｄｅｎ指数分别为８０．７７％、

３．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的可靠性分析：由同
一检测者应用相同方法在同台仪器上对同一自愿者

６７．５５％、６７．６５％和０．４８，其中预警脑出血略优于预
警脑梗死，其他真实性指标如表６所示。

进行脑血液动力学重复测定１２次，积分值变异系数

６．危险因素暴露人群脑血液动力学积分

为４．０３％；再由２名检测操作资历和经验相当的医

的＋Ｐｖ分析：以各危险因素暴露分组，分析脑血液

师分别对４２名自愿者进行盲法测定，符合率为

动力学积分值预警脑卒中的预告值。结果提示，各

９７．６２％，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９４；经Ｚ检验，Ｚ＝１７．４１

因素的一ＰＶ均高于９９％，＋ＰＶ依次为心脏病、糖

（Ｐ＜０．０１），提示临床医师应用脑血液动力学检测

尿病、高血压病史和脑卒中家族史（表７）。

表３

合计

２１０３

５个中心基线调查（基线）与复查抽样人群（复查）脑血管血液动力学积分值比较

基线

１９５（９．３０）

２２１（１０ ５０）

３５８（１７ ００）

１３２９（６３．２０）

７４．５１±２７．８４

３６．８０

星查

！！！！！：！！！

；！！！！！：ｉ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１：ｉ１ ２

１１１１ １１１：塑２

１１：！！圭！！：！！

ｉ！：！！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与基线比较，“Ｐ＜Ｏ．叭，６Ｐ＜Ｏ．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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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名医师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结果符合程度

表７

壁！也』垦逝ｉ！里ｉ！！！里鱼！！！！ｚ！！！！！ｙ！！：！！！盟！：；

危险因素暴露人群中脑血液动力学积分的
预告值分析

的队列人群前瞻性观察研究，在进行脑卒中发病、危
险因素、血液动力学检测结果人群分布的描述，危险
ＣＶＨＩ积分筛检脑卒中的ＲｏＣ曲线

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以及筛检效能的评价

５个调查中心队列人群ｃｖＨＩ检测与随访

时，采用规范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在现场研究过程

图１

表５

中，有明确的质量控制措施，如统一的调查和随访表

脑卒中发病的对比

格，调查和检测技术统一培训，明确的诊断标准和危
险因素定义标准，脑卒中病例９７．２５％以上有ＣＴ或
ＭＲＩ诊断结果证实，调查应答率达到９０．８７％。上
述分析表明，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程度。
２．可靠性指标分析：在检测者和受检者相同的
情况下，在同一仪器上重复检测的脑血液动力学积
分值的变异系数为４．０３％。２名检测者在相同条件
下检测，脑血液动力学积分值正常与否的符合率为
９７．６２％，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９４。提示该检测手段具有良
合计

表６

＜７５分

１１２

≥７５分

２８

３５

６４５

７

７９２

１５ ９１４

１５

９４９

７

７

脑血液动力学积分预警脑卒中的筛检试验

好的可靠性。
３．真实性指标分析：以随访中脑卒中发病作为
脑卒中诊断的金标准，评价基线检测时脑血液动力
学积分值预警脑卒中的预警效能。结果显示，该方

真实性指标评价

法预警脑卒中的敏感度为８０．７７％、特异度为

疾病絮乒糠乒能乒连密揣搿措搿
脑卒中８０

７７

６７．５５

６７．６５

Ｏ．４８

ｌ

８９

９９．７８

２４８．９０

２８．４７

脑血栓８０．００ ６７．５５ ６７．６２

０．４８

１．４４

９９．８２

２４６．５３

２９．６１

脑出血８３．３３ ６７ ５５ ６７．５８

０．５１

０．４６

９９．９６

２５６．８０

２４．６７

６７．５５％、准确度为６７．６５％、Ｙｏｕｄｅｎ指数为０．４８、
＋ＰＶ为１．８９％、一ＰＶ为９９．７８％。其中脑出血的预
警效能指标略优于脑梗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
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人群中，高血压病、心脏病和糖

讨

论

尿患者脑血液动力学积分的＋Ｐｖ均在２．２％以上。
４．ＲｏＣ与截断点分析：ＲＯＣ曲线的Ａｕｃ为

１．人群代表性、方法学与质量控制：本研究的队

０．８０６，在脑卒中预警手段中，处于较高水平；在本研

列人群为整群抽取的社区常住人口，选择的研究对

究中，脑血液动力学积分值的最佳截断点为８０分，

象为４０岁以上人群，其中北京、上海市共３个中心

与国内前期的同类研究的７５分截断点相比更加敏

为农村人口，福州与唐山市为城市人口，对于城市和

感，前面的研究结果多是基于全人群或是３５岁以上

农村人口均有较好的代表性。研究的方法学为规范

人群筛查得出的结论，另外选择的人多为北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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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２１，本研究结果更加具有普遍性，对于中风疾病预
防来说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５．应用前景：血液动力学异常是脑血管结构和

功能损害的综合反映，是卒中发生的重要机制，也是
从危险因素暴露到卒中发生之间的“中间表型”ｂ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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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ｎ…。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检手段全国多中心扩展性试验课题组成员：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洪震、丁玎、孟海娇、金美华）；北京市神经外
科研究所（王文志、刘红梅）；上海市脑血管病防治研究所（王桂清、黄
久仪、郭吉平、曹奕丰）；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杨渤生、穆军山）；唐山
市同济医院（齐林艳、周凤艳）

近年来内皮细胞对血液动力学因素特别是剪切应力
参

的改变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受到了广泛重视¨１。
动脉粥样硬化好发于血管的分叉、分支、狭窄及弯曲
等部位，而这些部位血液状态不稳定，血流的速度、

方向及其对血管壁产生的剪切应力的大小等都因血
管的几何构型的改变而发生复杂的改变，因此血液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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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华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中华神经科杂
志，１９９６，２９（６）：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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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检试验评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３（５）：３８３—３８６．
［３］ＧｉＨｌｂｒｏｎｅ ＭＡ Ｊｒ，Ｔｏｐｐｅｒ

ＪＮ，

动力学的因素被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一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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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因素¨’６ｏ。近年来脑血管血液动力学研究提示，

Ａｃａｄ Ｓｃｉ，２０００，９０２：２３０－２３９．

无创伤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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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的受损程度或功能状态【７１，当脑血管受损时，
可表现为Ｖ。。。和Ｖ…的降低，Ｒｖ、ｗｖ和ｚｃｖ升高以

及其他一些指标的变化旧一。，这些指标的异常提示
脑血管的供血状态不良，弹性降低，Ｒｖ增加。脑血
管血液动力学检测对预警脑卒中的发生有极大的

［５］陈卫军，应大君．动脉血流改变后壁切应力动态变化的检测与
分析．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１９９９，１６：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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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黄久仪，王桂清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在脑血管病防治中的
应用价值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３，７（１）：４４．

意义。

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看，卒中高危人群
预防策略比大众预防策略更适合我国的国情，而这
一策略实施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危

人群的筛检方法忙ｏ。因此具有无创、简便、经济、准
确等优点的ＣＶＨＩ检测，在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上具

［８］钱国正，李友发，王桂清，等脑血管血液循环改进模型的分析
和研究医疗设备信息，２００１，１：６—１０．
［９］王昆润血液动力学储备和缺血性脑卒中的预防．国外医学内
科学分册，１９９９，２６：３７—３８．
［１０］黄胜立，黄昭穗，刘开渊，等，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人群脑血管
血流动力学检测的临床意义．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１９）：
２２４２—２２４３

有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ＣＶＨＩ检测能够筛检出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０—２５）

中高危人群，在脑卒中临床预防及药物防治效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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