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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急性脑血管病引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临床流行病学分析
刘海波

田晶

【摘要】

赵节绪

宋德彪

田加坤

目的研究急性脑血管病（ＡｃⅧ）患者引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和多器官功能

障碍（ＭｏＤｓ）的发生率、病死率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用流行病学方法前瞻性分析１７５１例ＡｃＶＤ

ｓＩＲｓ发生率为３６．５０％，ＭＯＤｓ发生率为１１．７１％，死亡率为４５．３７％，发生

ＭｏＤｓ后病情的严重程度及病死率和发生ＭｏＤＳ的器官数目呈正相关，患者的年龄、病变部位靠近
中线、格拉斯哥昏迷量表（ＧＣｓ分值）、血糖水平、白细胞计数、既往有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病
史６项因素是ＡＣＶＤ发生ＭＯＤＳ的相关危险因素，病变部位靠近中线及基底动脉系统ＭＯＤＳ的发生

率高。结论ＡＣⅧ易引发ｓＩＲＳ和ＭＯＤＳ，尤以病灶面积较大、靠近中线多见；可以通过二级预防，
降低其发病率及发展程度；通过发病早期对各项危险因素的检测，可了解患者的预后和转归，以便实
施早期临床干预。
【关键词】脑卒中；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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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血管病（ＡＣＶＤ）患者急性期治疗过程中

龄等诸多因素有关外，往往与是否并发全身炎症反

是否顺利度过危险期，除了与病变的性质、部位、年

应综合征（ＳＩＲＳ）及多器官功能障碍（ＭｏＤＳ）密切相
关。ＭＯＤＳ病情凶险，病死率高达６３．６％¨’引，成为

作者单位：１３００４１长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急救医学科（刘海
波、宋德彪、田加坤）；吉林大学第四医院神经内科（田晶）；吉林大学

ＡＣＶＤ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目前国内外关于
ＡＣＶＤ发生ＳＩＲＳ和ＭｏＤＳ的研究资料，多见于对

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赵节绪）
通讯作者：赵节绪，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一弛ｘｕ＠１６３ ｃｏｍ

小样本临床资料的分析，而对其危险因素以及预防
措施的研究则较少。我们采集１７５１例ＡＣＶＤ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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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例发生ＭＯＤＳ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前瞻性分

（２４．８８％）、血液系统２２例（１０．７３％）。

析，探讨其中可能的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和
预防措施。

表１

１７５１例ＡＣＶＤ患者不同临床分型的并发症

分组例臀产比意面篓孬毙蕈
发生率（％）和病死率（％）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４年６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长春
市地区综合医院收治的ＡＣＶＤ患者１７５１例，其中
男１０８５例（６１．９６％），女６６６例（３８．０４％），男女比
例为１．６３：１；年龄３５～９２岁，平均年龄５３．５岁±
１５．６岁；脑出血（ＣＨ）患者４１７例（２３．８１％），脑梗死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和病死率
（％）；４与ＣＩ组比较Ｐ＞０．０５，６与ＣＩ组比较Ｐ＜Ｏ．０５

（ＣＩ）患者１３３４例（７６．１９％）。根据病情的发展变化

表２

２０５例ＭｏＤＳ患者责任病灶、累及器官数、

分为单纯ＡＣＶＤ组、ＡＣＶＤ发生ＳＩＲＳ组、ＡＣＶＤ发

病死率（％）

生ＭｏＤＳ组。单纯ＡＣＶＤ组患者１１１２例

例数蕊妄擎

（６３．５０％），ＡＣｖＤ发生ＳＩＲＳ组患者６３９例

项目

（３６．５０％），ＡＣＶＤ发生ＭＯＤＳ组患者２０５例

累及器官数

（１１．７１％）。
２．研究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所有人选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采集、分析，包括性别、年龄、病
变部位、转归、既往病史、发生衰竭器官的数目、住院

例数磊妄警

项目
病灶部位

２

８３

１２

１４．５

基底节区

６９

１６

２３．２

３

７０

３６

５１．４

脑叶

３７

１４

３７

４

３１

２４

７７

４

小脑

１４

８

２１

２ｌ

１００，Ｏ

脑干

８５

５５

６４．７

２０５

９３

４５．４

２０５

９３

４５．４

≥５
合计

合计

８

５７．】

天数、入院２４ ｈ内生命指征（包括体温、血压、心率、

３．ＡＣｖＤ患者发生ＭＯＤ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呼吸频率）、有无消化道出血、ＧＣＳ评分、血常规（包

括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血小板
计数）、血液生化指标（主要包括血钾、血钠、血尿素
氮、血肌酐、血糖、血总胆红素、血白蛋白等）以及动

分析：将年龄、性别、住院时间、既往高血压病史、既
往糖尿病病史、病灶体积、病灶部位是否靠近中线、
体温、血糖水平、ＧＣＳ分值、血尿素氮、血ＣＲＥ、酗
酒、吸烟等因素输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

脉血气分析结果。
３，统计学分析：应用统计软件包ＳＰＳＳ １１．０进
行分析。对数据进行ｘ２检验、“检验，以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析，被筛选进入方程的因素分别为病变靠近中线、年
龄、ＧＣＳ分值、血糖水平、白细胞计数、高血压、糖尿
病，其中ＧＣＳ分值因素的ｏＲ值最高。
表３

结

发生ＭＯＤ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果

兰量
１．ＡＣＶ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ＣＩ患

堕丝芷笪！堕

唑堡！！！兰竺！

Ｇ岱分值

４９

０２

＜０ ００１

４．９３５４（３，１６８３～７－８９８６）

病灶部位靠近中线

１０。６３

＜０ ００１

３．９８７６（２．８５４６～７．０５９６）

者中ＳＩＲＳ的发生率为３７．０％，ＭＯＤＳ的发生率为

年龄

１０

６２

＜０．００１

２．２７３６（１．３６８５～５

１１．５％，病死率为４０．３％；ＣＨ患者中ＳＩＲＳ的发生

血糖水平

９．８６

＜Ｏ．００１

２．３７８６（１．１９２０～４ ５３６２）

率为３５．０％，ＭＯＤＳ的发生率为１２．２％，病死率为

高血压、糖尿病病史１１

６０．８％，两者发生ＳＩＲＳ及ＭｏＤＳ的发生率差异元

５４

０．００３８

讨

５６９８）

２．３６２１（１．３８９５～５．５９８６）

论

统计学意义，但是两组的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ＡＣｖＤ合并ＭＯＤｓ是目前脑血管病的一个主

２．ＭｏＤＳ患者责任病灶、累及器官数与病死率

要死亡原因，文献报道＿’４Ｉ，其发生率在１ｌ％～

的关系：２０５例ＭｏＤＳ患者的责任病灶部位和累及

２１％，ＣＩ和ＣＨ之间元明显差异。本研究发现，在

器官数见表２。其中按照各个器官受累及的发生率

１７５ｌ例ＡＣＶＤ患者中，ＳＩＲＳ的发生率为３６．５０％，

排列，依次为肺脏１３９例（６７．８０％）、胃肠道１２９例

ＭＯＤＳ的发生率为１１．７１％；发生ＭｏＤＳ的严重程

（６２．９３％）、肾脏１０９例（５３．１７％）、心脏１０２例

度及病死率和发生ＭＯＤＳ的器官数目呈正相关，与

（４９．７６％）、肝脏５５例（２６．８３％）、代谢系统５１例

脑部病变位置、病灶面积大小、中线移位、年龄、基础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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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等因素有关，椎一基底动脉系统的病变及靠近中

我们对发生ＭＯＤＳ的死亡病例进一步分析发

线的病变，较容易发生ＭＯＤＳ，其可能机制为。５’…：

现，发生功能障碍器官数目的多少是影响其病死率

脑部的病灶造成下丘脑、脑干功能紊乱，导致胃肠道

高低的重要因素，病死率随着出现功能障碍器官的

功能紊乱，出现肠道网状内皮系统功能障碍，导致内

数目的增加而迅速增加，累及５个器官及以上者，病

毒素血症和脓毒血症，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肠道屏

死率１００％。本文中病例受累器官的数目多为２～３

障功能损害，造成肠源性炎症反应的恶性循环；另

个。因此防治脑血管意外引发ＳＩＲＳ及ＭｏＤＳ重在

外，小血管痉挛可以使心脏、肺、肾等重要脏器缺

预防，对严重的脑血管意外患者应早期预防性应用

血。７】。本研究发现，受累器官的顺序为肺、胃肠道、

抗生素、制酸剂和Ｈ２受体拮抗剂。在发病早期对

肾脏和心脏。

各项危险因素进行检测，可能较客观地预见患者的

对ＡＣＶＤ发生ＭＯＤＳ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表明，患者的年龄、病变部位靠近中线、ＧＣｓ分值、

预后及转归，对可能出现的脏器的衰竭进行更加合
理的预防，对疾病的预后将大有裨益。

血糖水平、白细胞计数、既往有慢性疾病（高血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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