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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危险因素的控制对脑血管病二级预防
作用的阶段性研究
王薇

张茁

【摘要】

目的

探讨规范控制危险因素对脑血管病二级预防的作用。方法

对６３１例首次脑血

管病就诊的患者进行１年随访观察，其中１２３例作为治疗组进行规范治疗控制危险因素，其余病例作
为对照组，对两组１年内复发情况比较。结果

治疗组１年内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５＜

０．０５），主要受益于血压（Ｐ＝Ｏ．００５）、血糖（Ｐ＝０．０３８）等危险因素的控制。规范治疗控制患者血压、
血糖和血脂水平对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有积极作用。结论规范治疗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等
危险因素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脑血管病二级预防作用积极，应予以充分重视。
【关键词】脑血管病二级预防；危险因素；规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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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重点在于预防，筛选高危个体，对未发

脑血管病人住北京安贞医院的病例作为治疗组，进

病者提供相关危险因素的治疗（一级预防）。对早期

行规范性治疗。其中男性８５例，女性３８例；脑梗死

患者（如短暂脑缺血发作）提供早期治疗方案，力争

１０６例，脑出血１７例。年龄３４～８４岁，平均年龄

彻底治愈；对已经发病的脑血管病患者，进一步识别

６５．７岁。该医院同期５０８例因首次急性脑血管病就

和治疗已发的脑血管病和危险因素，预防病死、致残

诊的门／急诊脑血管病患者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

和复发（二级预防）…。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

６２．８岁），对其复发情况进行随访。所有病例的诊断

等是再发脑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称为病因性血

标准均参照１９９５年中华神经内科学会和中华神经

管危险因素。而病因性血管危险因素的发生率和水

外科学会联合讨论修订的脑血管病分类诊断标准。

平也能影响复发风险幢１。本项研究通过对以上危险

所有患者人组标准：①急性脑血管病诊断明确；②生

因素综合控制，同时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以明确卒中

命体征平稳；③无严重心、肝、肺、肾及血液系统等重

二级预防的效果，以提高临床医生综合控制卒中危

要脏器疾病；④患者详细了解本计划的方案及目的。

险因素的意识。

拒绝或排除的标准：①严重心、肝、肺、肾及血液系统
对象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２００５年５—１２月期问因首次急性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神经
内科

等重要脏器疾病；②严重的合并症或并发症；③研究
者认为不适合参加本计划的其他任何情况（例如判
断患者依从性不好，不能严格执行计划）。观察期间
发生任何一种脑血管病（包括短暂脑缺血发作）即视
为脑血管病复发。最后１例患者的随访工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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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完成。其问３例失访，均因患者出国

高脂血症等合并发生率进行行×列Ｘ２检验，结果两

或长期居住地改变。

组一般资料各项指标基线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方法步骤：

（Ｐ＞０．０５），说明两组患者危险因素基线具有可比

（１）治疗组观察指标和治疗方案：患者入组后立

性（表１）。

即给予规范性治疗。在规范性治疗的前提下跟踪
１２个月明确并发症、生化指标及复发等情况，进行
统计学分析明确规范性治疗对急性脑血管病复发的
影响。

表１

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治疗组和对照组的危险因素

项目丽淼 毒‰Ｐ值
基线可比性

例数构成比（％）

１—

观察指标：①在发病急性期，明确病史、家族史、
个人史、并发症及生化指标。②在规范性治疗的前
提下跟踪３、６、９、１２个月以明确并发症、病情复发及
生化指标等。具体包括血压、实验室检查、治疗依从

情况（是否规律服药和停药原因）。
治疗方案：①拜阿司匹林１００ ｍｇ／ｄ，雅施达（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４ ｍｇ／ｄ；②倍他乐克（Ｂ一受
体阻制剂）２５ ｍｇ阳，控制血压；③降胆固醇，舒降之
２０

ｍｇ／ｄ，戒烟；④控制糖尿病＋合理饮食＋运动＋

健康教育。
（２）治疗组规范治疗目标：规律服用拜阿司匹林
０．１

ｍｇ／ｄ，对无高血压患者给予雅施达２ ｍｇ／ｄ，对于

血脂达标的患者继续给予舒降之１０ ｍｇ／ｄ，并戒烟，
戒酒。治疗组患者达到血压１３０／８０ ｍｍ
（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Ｈｇ

ｋＰａ）以下，糖化血红蛋白６．８％

以下，总胆固醇５．７ ｍｍｏｌ／Ｌ以下，甘油三酯
１．７
４．１３

ｍｍｏｌ／Ｌ以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ｍｍ０１／Ｌ以下。

２．两组间脑血管病后１年内血压、血糖控制情

（３）对照组观察指标和治疗方案：对照组人组及

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２）。分析表明，血糖控

排除标准与治疗组相同。入组后由门诊医生给予拜

制良好来源于治疗组患者规律服用降糖药，两组间

阿司匹林０．１ ｍｇ／ｄ，同时积极控制血压、血糖等危险

患者规律服用降压药情况相同，但治疗组血压达标

因素，并给予相应治疗，观察１年内复发。

率明显好于对照组。两组问患者规律服用降脂药情

对照组同治疗组均接受针对脑血管病的相同药
物治疗。

况亦存在明显差异。
表２

３．样本量估计：文献中急性脑血管病１年内复

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治疗组和对照组间
药物控制危险因素的比较

发率约为１８％。３。，治疗组复发率降低１０％为有效，
查“双侧两样本率比较时所需样本量表”，即每组样
本量不少于１２０例。
４．统计学分析：将记录的资料输入ＳＰＳＳ数据库，
应用ＳＰＳＳ软件包对一般资料进行两组间行×列Ｙ２
检验，对复发相关因素控制情况进行Ｙ２检验分析。
结

果

１．治疗组与对照组间患者年龄、性别、家族史、

３．对照组１年内复发率为１６．７％，治疗组为

吸烟和饮酒史、脑血管病患病类型、高血压、糖尿病、

６．６％，下降１０．１％，两组间）Ｃ２＝７．７９６，Ｐ＝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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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经规范二级预防治疗后

素＿１。故包括糖耐量异常、明确诊断的糖尿病、血脂

脑血管病１年内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异常都被视为脑血管病二级预防的重要内容。本研

４．两组１年内复发情况见表３。复发标准为发

究中治疗组有糖尿病史患者规律服用降糖药情况明

生缺血性脑血管病，包括短暂脑缺血发作（前、后循

显好于对照组（Ｐ＝０．０３６），从而使发病１年内血糖

环）、脑梗死、出血性脑血管病（包括脑出血、蛛网膜

控制良好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０），亦为治疗

下腔出血）。治疗组复发８例中７例为以眩晕为主

组１年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重要原因。

要表现的后循环供血不足，仅１例为脑梗死（此例患

血脂异常也是脑血管病重要的危险因素。血脂

者在规范性二级预防治疗时短期内复发与其难治性

增高可使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血小板黏附于血管壁

高血压控制不良，同时合并糖尿病有关）。
表３

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治疗组与对照组１年内复发情况

易形成血栓，同时过氧化脂质还可影响前列腺素和
凝血因子活性，促使血栓形成。８ ｏ。欧洲４Ｓ试验表
明∽ｊ：他丁类药物和多种降血脂药可能都有稳定斑
块的作用。ＳＰＡＲＣＬ研究亦验证了进一步降低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可减少近期卒中或短暂脑缺血
发作患者发生再次卒中的概率Ｈ ０。。本研究基于降
脂药对动脉硬化斑块的稳定作用，对血脂达标病例

讨

论

仍给予半量降脂药，因此治疗组规律服用降脂药的
急性脑血管病患者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３），故

高血压是脑卒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不论性别

使１年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

和年龄以及何种卒中类型，血压与卒中的发生均呈

本研究中充分强调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对脑血管

正相关¨ｏ。卒中发病前有高血压病史者占４２．４％，

病二级预防的作用，虽然这些良好的生活方式没有

发病后体检时血压增高者占６３．９％。无论收缩压或

明确的量化指标，但其在脑血管病二级预防中的作

舒张压增高均可增加发生脑出血和脑梗死的危险

用应得到高度重视。

性。高血压不仅是脑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同时
亦在脑血管病复发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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