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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缺血性脑卒中危险因素
暴露水平与聚集分析
左惠娟

苏江莲姚崇华

【摘要】

目的

了解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缺血性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水平及危险因素

个体聚集情况，为制定房颤患者脑卒中预防策略提供依据。方法２００６年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先
从北京市城区选择８所三级医院和７所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由内科医生对门诊随机抽
取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采取统一问卷调查。结果

５８３例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中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１３３例，患病率２２．８％，其中７８例发生在房颤诊断后，与房颤相关的缺血性脑卒中患病率为１３．４％。
年龄（Ｘ２＝１７．０４０，Ｐ＜０．００１）、房颤病程（ｘ２＝３３．３００，Ｐ＜０．００１）、高血压病（Ｘ２＝９．９３３，Ｐ＝
０．００２）、糖尿病（ｘ２＝８．０３８，Ｐ＝０．００５）、冠心病（２＝５．０４６，Ｐ＝０．０２５）、血脂异常（ｘ２＝８．１９２，Ｐ＝
０．００４）的暴露水平在脑卒中和非脑卒中患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
龄、房颤病程、糖尿病、血脂异常增加脑卒中患病危险，ＯＲ值分别为１．０６、２．０８、１．８２、１．７９，９５％Ｃ／
不包含１。调整年龄、性别、房颤病程的影响后，具有３个和４个危险因素者脑卒中患病危险分别为
没有危险因素的４．３６倍和４．５１倍。结论年龄、房颤病程、糖尿病病史、血脂异常增加房颤患者脑卒
中的患病危险，多个危险因素的聚集致脑卒中的患病危险进一步增加；房颤患者预防脑卒中发生除抗
凝和抗血小板治疗外，还应有效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
【关键词】脑卒中；心房颤动；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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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房颤）、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被

认为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非瓣膜
性房颤患者缺血性脑卒中患病危险是无房颤的５～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
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人群防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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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倍…。但房颤患者中５０％以上伴有高血压或糖尿

·８２０·

病。高血压、糖尿病、心力衰竭、冠心病、血栓栓塞史

定为重复病例后，剔除重复信息；⑥调查问卷复核，

和高龄曾作为房颤患者脑卒中危险因素写入指南，

问卷录入后随机抽取３０份，由课题组成员通过电话

至今对危险因素仍不断有新的认识旧４ ｏ，明确房颤患

进行核实，复查率为５．１％。重要调查项目如年龄、

者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对制定房颤患者脑卒中预防策

性别、缺血性脑卒中病史、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

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对北京市８个城区１５

病史等，是否华法林治疗，是否服阿司匹林等问题一

所医院５８３例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现况调查资料进行

致率均达到９５％以上。

分析，旨在探讨房颤患者脑卒中危险因素的暴露水

４．统计学分析：以房颤诊断后发生缺血性脑卒

平及多危险因素的聚集情况，为制定房颤患者脑卒

中为标准，将患者分为脑卒中组和非脑卒中组。危

中预防策略提供依据。

险因素暴露水平比较采用Ｙ２检验，房颤患者脑卒中

对象与方法

患病影响因素采用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Ｐ＜０．０５。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为现况调查。采用两阶

血脂异常定义：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段抽样方法，先从北京市８个城区（东城区、西城区、

醇（Ｌ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或ＴＧ

海淀区、朝阳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丰台区）

其中一项不正常定义为血脂异常。脑卒中：本文仅

选择８所三级医院和７所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包

包括缺血性脑卒中，不含出血性脑卒中。

括：协和医院、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天坛医院、宣武
结

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东方医院、酒仙桥医院；二

果

级医院包括：和平里医院、展览路医院、海淀医院、水

１．调查对象一般情况：共完成问卷５９８份，剔除

利医院、隆福医院、石景山医院、西城区第二医院。

重复问卷６份，信息填写不完整问卷５份，年龄＜４０

所有医院每天仅调查１～２名患者，为上午和下午就

岁问卷４份，合计有效问卷５８３份，合格率为

诊的第一个符合条件的房颤患者。每个医院调查周

９７．５％。其中女性占４３．９％；年龄４０～９３岁，７０～

期为４０ ｄ。调查持续时间：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１

７９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高，为４１．９％；三级医院患

月。被调查者为４０岁以上非瓣膜性房颤患者，排除

者占６４．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医院）占

可能具有瓣膜疾病的房颤患者。排除条件：具有以

３５．７％；慢性房颤占８２．８％，阵发性房颤占１７．２％。

下３个条件中任何一个均视为有瓣膜疾病：①曾诊

房颤病程≤５年者所占比例最高，为６０．７％（表１）。

断风湿性心脏病；②超声诊断二尖瓣狭窄或关闭不
全；③二尖瓣听诊区有明显杂音。
２．调查内容及方法：设计统一调查表，内容包括

表１

北京市１５所医院５８３例非瓣膜性房颤
患者基本信息（％）

个人特征、房颤病史、目前心律及持续时间、房颤控
制措施、目前患病情况、主要危险因素状况、华法林
治疗情况、阿司匹林治疗情况、目前服用的主要药
物、房颤相关知识及来源。由经过培训的医生面对
面询问患者，填写调查表。
３．质量控制：为保证调查内容的准确性，采取以
下措施：①明确指示被调查对象的纳入标准；②调查
员全部为内科医生，保证患者入选的准确（心内科或
内科医生）；③对参与调查的医生进行面对面培训，
规范询问调查内容的方法；④调查表中附被调查对
象的联系方式，对存在逻辑错误的问题直接核实；⑤

２．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缺血性脑卒中患病率：缺

为尽量减少重复病例，要求每所医院调查时间为

血性脑卒中总患病１３３例，患病率为２２．８％。其中

ｄ（患者基本每月到医院复诊或取药１次，调查时

７８例发生在房颤诊断后，与房颤相关的缺血性脑卒

４０

间越长，病例重复的可能性越大），尽量避免同一医
院就诊病例；另外资料录入后进行重复病例查询，确

中患病率为１３．４％。
３．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水平

史堡煎堑宣堂盘查！螋！生！旦笙！！鲞笙！塑！墅旦』坠ｉ！画垡：垒坚壑墼！塑！！型：！！！垒垫：！
及聚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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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患者为对照组，将性别、年龄、房颤类型、房颤病

（１）危险因素暴露水平：与非脑卒中患者相比，

程、糖尿病史、心衰病史、血脂异常病史、高血压病

脑卒中患者年龄偏高（Ｐ＜０．００１）；房颤病程较长

史、冠心病史、抗栓治疗情况、饮酒史等因素引入方

（Ｐ＜０．００１）；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冠心病的

程。结果显示高龄、房颤病程长、糖尿病、血脂异常

暴露比，脑卒中组显著高于非脑卒中组（尸＜０．０５）；

为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性别、房颤类型、心力衰竭、抗栓治疗措施的暴露比

高血压、心衰及抗栓治疗措施没有进入方程（模型

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２）。

Ａ）。调整性别、年龄、房颤病史的影响后具有３个

裹２

北京市１５所医院５８３例非瓣膜性房颤患者
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水平

和４个危险因素者脑卒中的患病危险为没有危险因
素者的４．３６倍和４．５１倍，具有１个和２个危险因素
者脑卒中患病危险增加，但无统计学意义（模型Ｂ）。
表４

注：危险因素水平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４危险因素水平以

房颤患者缺血性脑卒中患病的多因素分析

讨

论

绝对数ｎ表示

我国房颤患者脑卒中患病率约为１７．５％～
（２）危险因素聚集：暴露水平在脑卒中和非脑卒

２４．８％幢’５１。我们的调查显示，房额患者缺血性脑

中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为高血压、

卒中患病率为２２．８％，但脑卒中患者中４１．５％发生

糖尿病、冠心病、血脂异常。在个体中的聚集性分

在房颤诊断之前，排除这些病例后，与房颤有关的缺

析，脑卒中患者具有３个和４个危险因素的患者比

血性脑卒中患病率为１３．４％。

例高于非脑卒中患者，而没有以上任何危险因素的

年龄、高血压、房颤、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饮

比例低于非脑卒中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酒、缺乏体力活动是脑卒中患病的主要危险因

３）。具有３个危险因素的患者中，两组均以高血

素怕ｔ７１。这些因素对非瓣膜性房颤患者患脑卒中的

压＋冠心病＋血脂异常为主，构成比分别为５４．２％

影响仍在不断探索。２００１年ＡＣｃ／ＡＨＭＥＳＣ指南

和５３．２％；具有２个危险因素的患者中，两组均以高

将高龄、慢性心力衰竭、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史、

血压＋冠心病为主，构成比分别为５６．５％和４６．９％；

冠心病列为脑卒中危险因素旧１。２００４年美国医师

具有１个危险因素的患者中，两组均以高血压为主，

协会指南中危险因素不包括冠心病∽１。我们调查发

构成比分别为６５．０％和６４．１％。

现，高龄、房颤病史长、糖尿病史、血脂异常史增加非

表３

脑卒中和非脑卒中患者危险因素聚集情况

分组１广—业雩！了１
脑卒中（ｎ＝７８）４（５．１）２０（２５．６）２３（２９．５）２４（３０．８）７（９．０）
非脑卒中（”＝５０５）１０７（２１．２）１５３（３０．３）１４５（２８．７）７９（１５．６）２１（４．２）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ｆ＝２１．６７，
Ｐ＜０．００１

瓣膜性房颤患者缺血性脑卒中患病危险。提示房颤
患者脑卒中危险因素和国外“指南”略有不同，表现
在：①房颤病史延长是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的危险
因素；②血脂异常增加房颤患者脑卒中的患病危险；
③房颤患者中高血压与脑卒中的联系减弱，多因素
分析时高血压增加房颤患者脑卒中的患病危险但无
统计学意义；④心力衰竭对房颤患者脑卒中患病无

４．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缺血性脑卒中患病的多因
素分析：以房颤诊断后脑卒中患病作为病例组，非脑

显著影响；⑤多个危险因素的聚集进一步增加房颤
患者脑卒中的患病危险。

·８２２·

血脂异常增加缺血性脑卒中的患病危险。血清
ＴＣ或ＬＤＬ．Ｃ升高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素ｎｏ＇ｎ１。房颤患者脑卒中危险因素研究中多数没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ｈｙｔｈｍ

Ｉｎａｎａｇｅｍｅｒｌ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ＲＩＡ）Ｓｔｕｄｙ．ＪＡＭＡ。２００１，２８５．

２３７０．２３７５．

有发现血脂异常与脑卒中存在联系旧４ ｏ。我们调查

［２］胡大一，孙艺红，周自强，等．中国人非瓣膜心房颤动脑卒中危

结果显示，血脂异常增加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的危

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３，４２：１５７—１６１．

险因素（ＯＲ＝１．７９，９５％Ｃ，：１．０６～２．９９）。ＡＣＣ／

［３］马长生，周五杰，马煜，等．北京地区非瓣膜病心房颤动患者缺

ＡＨＡ／ＥＳＣ指南中高血压是房颤患者患脑卒中的重

血性卒中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的随访研究．中华心血管病杂

要危险因素，而房颤病史长短未列为危险因素¨引。
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房颤患者中高血压对脑卒中的
贡献减弱，而房颤病史长短与脑卒中患病有关。产
生这种结果可能的原因是：①研究对象６５％同时伴
有高血压，房颤病史掩盖了部分高血压的作用；②调
查时没有询问患者的血压控制情况，血压控制良好

志，２００２，３０：１６５，１６７．
［４］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ｆｉｖｅ

ｉｎ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ｏｌ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１９９４．１５４（１３）：１４４９—１４５７．
［５］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部分地区心房颤动住院病例
回顾性调查．中华心廊管病杂志，２００３，３１（１２）：９１３－９１６．
［６］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编写委员会．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

减弱高血压病史的影响。心力衰竭对房颤患者脑卒
中患病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我国胡大一等幢。、
马长生等¨’研究结果一致。
抗凝和抗血小板治疗是房颤患者脑卒中预防的
重要措施，并且抗凝治疗对脑卒中的预防效果优于
抗血小板治疗Ｈ３’１４１。我们进行多因素分析时没有

北京：卫生部办公厅，２００５．
［７］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制定联合委员会．中国成人血脂
异常防治指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７，３５（５）：３９０—４１９．

ａ１．ＡＣＣ／删ＥＳＣ

［８］Ｆｕｓｔｅｒ Ｖ，Ｒｙｄ６ｎ ＬＥ，Ａｓｉｎｇｅｒ ＲＷ，ｅ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０４（１７）：２１１８—２１５０．
［９］Ｓｉｎｇｅｒ ＤＥ，Ａｌｂｅｒｓ ＧＷ，Ｄａｌｅｎ ＪＥ，ｅｔ ａ１．Ａｎｔｉｔｈｍｍｂｏ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发现服用华法林和阿司匹林能显著降低脑卒中的患

ｉｎ

病危险。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服用华法林者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ＨＥＳＴ，２００４，１２６：４２９—４５６．

服用时间多在１年内，服用时间相对较短；②服用华

［１０］刘静，赵冬，吴兆苏，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心血管病发病

法林者国际标准化测量值（ＩＮＲ）仅４０％左右达到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７ｔｈ ＡＣＣ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ｅ

关系的前瞻性研究．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１，２９（９）：５６１—
５６５．

理想抗凝标准；③８１．８％脑卒中高危房颤患者未按
“指南”推荐服用华法林；④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剂
量偏低，以５０～１５０ ｍｇ］ｄ为主¨’１引，而国外研究显示
阿司匹林剂量低于３２５ ｍｇ／ｄ对房颤患者缺血性脑卒
中预防没有显著作用。
以上研究结果提示，房颤病史长短与缺血性脑
卒中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病史长的房颤患者应特
别注意抗凝治疗；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尤
其是具有多个危险因素的房颤患者，脑卒中危险进
一步增加，除积极抗凝治疗外还应有效控制血压、血

［１１］李莹，陈志红，周北凡，等．血脂和脂蛋白水平对我国中年人群
缺血性心血管疾病事件的预测作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２００４，３２（７）：６４３—６４７．
［１２］Ｆｕｓｔｅｒ Ｖ，Ｒｙｄ６ｎ ＬＥ，Ｃａｆｌｎｏｍ ＤＳ。ｅｔ ａ１．ＡＣＣ／ＡＨＡ／ＥＳＣ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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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２００６，１２：１２６９．１２７５．

［１４］ｖ蚰Ｗａｌｒａｖｅｎ Ｃ，Ｈａｒｔ ＲＧ．Ｓｉｎｇｅｒ ＤＥ，ｅｔ ａ１．ｏｒａｌ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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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ＭＡ，２００２，２８８：２４４１—２４４８．

糖和血脂。

［１５］左惠娟，苏江莲，曾辉．等．北京非瓣膜性房颤患者日常抗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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