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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临床研究·
１７４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生存率及死亡的
相关危险因素历史性队列研究
刘光健何国厚朱飞奇王云甫胡锦全
【摘要】

目的描述蛛网膜下腔出ｌＩｉＬ（ＳＡＨ）患者生存状况，探讨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对１７４例患者的年龄、既往史、出ＩＩＩＬ累及脑区、实验室检查指标、治疗方式、并发症与预后等进行随访调

查，通过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分析和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明确患者生存状况及死亡的相关危险因
素。结果共１６４例患者完成随访调查［失访ｌｏ例（５．７５％）］，其中死亡６６例，最长随访时间为５．６４
年；患者２８天生存率７０．６０％，１年生存率６３．４０％，３￣５年生存率５７．２０％；应用尼膜同、行动脉瘤夹闭和
栓塞治疗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的死亡风险；而高龄、长期吸烟、低钠ｌ『『Ｌ症、急性期白细胞增高、再出血和
脑血管痉挛等将显著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结论高龄、急性期白细胞增高、并发低钠血症、消化道
出血、再出血和脑血管痉挛的ＳＡＨ患者预后不良；给予尼膜同、行动脉瘤夹闭或栓塞治疗可以降低动
脉瘤性ｓＡＨ患者的死亡风险。

【关键词】蛛网膜下腔ｆＩｊ血；随访调查；生存分析；历史性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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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郧阳医学院附属太和医院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７

ＳＡＨ）是急性脑ＩＩＩＬ管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临床类型，包

蛛网膜下腔出血（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

月１７４例ＳＡＨ患者的随访研究，在描述患者生存状

括既往病史、急性期并发症和治疗措施在内的许多

况的同时，旨在探讨影响ＳＡＨ患者生存率、死ｆ的

因素都不同程度对患者预后构成影响，然而目前临

危险因素和潜在保护性因素，希望能为ＳＡＨ临床预

床上尚缺乏对相关因素的系统评价，同时对动脉瘤

后判断和治疗措施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性ＳＡＨ治疗措施的选择也存在疑问甚至争论，对不
同治疗措施的远期疗效评价不一【ｌ－３１。本研究通过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１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设计：本研究设计为历史性队列研究，以

作者单位：４４２０００十堰，郧阳医学院附属太和医院神经内科

死亡为结局变量，以患者发生ＳＡＨ为个案研究的起

通信作者：朱飞奇。Ｅｍａｉｌ：ｚｆｑｚｓｕ２００４＠ｙａｈｏｏ．ｃｏｍ．饥

点时间，以患者死亡、失访或随访截尾时间为个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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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终点时间，以统一随访的第一天为随访截尾时
间，观察时间单位为天。

Ｉ一Ⅷ任何一种伴脑室积血。为了考察尼膜同与
６一氨基己酸的使用对患者生存率是否构成影响，本

２．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７月在郧

研究把两种药物因素纳入分析。鉴于不同患者住院

阳医学院附属太和医院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住院诊

时间不同，住院期间所用两种药物剂量不同，本研究

治且符合以下标准的ＳＡＨ患者。人选标准：①所有

采用药物指数参与回归，即尼膜同和６一氨基己酸指

患者均经过颅脑ＣＴ及／或ＭＲＪ扫描，部分行腰椎穿

数＝（住院期间该药所用总量×住院天数）＋２１（如

刺和脑脊液检验，符合ＳＡｔＩ神经影像学和脑脊液征

住院天数≥２１ ｄ者，则计２ｌ，如＜２１ ｄ者，则计实际

象；②符合１９９５年中华医学会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

天数，２ｌ为ＳＡＨ患者病后入住太和医院使用扩张血

订“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中有关ＳＡＨ的诊断标

管药和止血药通常的天数）。如果同一患者在住院

准【４１；③年龄＞１２岁；④发病至住院时间＜１４ ｄ。排

期间先后或同时静脉及／或口服应用尼膜同和尼莫

除标准：①排除外伤性ＳＡＨ者、脑实质出血破入蛛

地平，则以两种药物指数之和参与回归。口服指

网膜下腔者（经全脑血管造影检查明确病因为动脉

数×１５％＝静脉指数阳】。尼莫地平指数×１／３＝尼莫

瘤者不在排除之列）；②颅内感染、肿瘤卒中和血液

同指数Ⅲ。

病继发ＳＡＩＩ者；③生存时间小于或等于本组死亡患

５．随访调查：采取统一集中电话和信函随访。

者中最小生存时间的失访患者。共有１７４例满足上

随访内容：①进一步核实患者既往史、个人史、发病

述条件，组成本研究随访队列。

时间、发病至住院时间；②询问患者生存情况，如患

３．资料收集：根据本研究小组自行设计“ＳＡＨ患
者生存率及死亡相关危险因素调查表”收集患者人口

者已经死亡，了解死亡原因和准确死亡时间（ｄ）。随
访截尾时间定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２日。

学、既往史、临床及实验室资料。根据国内外相关资料

６．统计学分析：将调查和随访内容输入ＳＰＳＳ

报告ＳＡＨ患者死亡的常见危险因素，结合病历中记录

１５．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对连续变量分别行

的项目，共纳入观察指标１９个，包括年龄、吸烟、饮酒、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变

高血压病、糖尿病、急性期白细胞计数、血糖、发热、血

量以平均数±标准差（ｉ±ｓ）表示，否则以百分位数

压波动、低钠血症、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再出血、脑

Ｐ５。（Ｐ２，、Ｐ７，）表示。计数资料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

血管痉挛、尼膜同和６一氨基己酸指数１６个连续变量，

示。首先对所有患者进行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分析，

以及性别、出血累及脑区和治疗措施３个分类变量。

其次，对各变量进行单因素Ｃｏｘ分析，继而对差异有

４．临床评估标准及因素定义：本研究界定ＳＡＨ

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Ｃｏｘ分析。多分类变

急性期为发病后２周内；血压波动为急性期ＳＢＰ＞

量均以哑变量形式进人回归模型。变量人选标准

１６０ ｍｍ

ａ≤０．１０，剔除标准ａ＞Ｏ．１１。根据研究目的，失访案

Ｈｇ及／或ＤＢＰ＞一１１０ ｍｍ

Ｈｇ；发热为体温≥
３８０Ｃ；吸烟为连续每日吸烟≥３支或每周≥１８支超

例以个案发病至失访前生存时间参与回归。

过１年；饮酒为连续每日饮酒＞１００ ｇ超过１年；低

结

钠血症为在病程中出现血清钠＜１３５ ｍｍｏｌ／Ｌ，至少

果

持续１天；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高血压病和糖尿

１．死亡组和非死亡组基线资料：截止随访截尾时

病依据病历记载诊断为准；再出血和脑血管痉挛诊

间，共死亡６６例，存活１０８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经

断标准分别依据文献［５，６］。如果发生一次以上

检验，一般情况、既往病史、急性期并发症、动脉瘤检出

ＳＡＨ者，仅记录首次发病情况和再出血次数；首次

例数、尼膜同及６一氨基己酸指数等指标的差异有统计

发病不在太和医院住院者，记录其第一次在该医院

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死亡组患者年龄、吸烟史、糖尿

住院时的相关资料，同时记录为再出血１次。发病

病史和高血压病史显著大于非死亡组，急性期并发症的

至住院时间包括在当地医院诊治时间。住院时间不

例数（次数、持续时间）显著多于非死亡组，动脉瘤检出

含在当地医院诊治时间。出血累及脑区分为Ｉ一Ⅸ

例数显著多于非歹Ｅ＿亡组，而尼膜同和６越己酸指数则

共９个脑区，Ｉ为单侧外侧裂及其相邻脑沟，Ⅱ为双

低于非死亡组。另外，死亡组意识清楚和Ｈｕｎｔ—Ｈｅｓｓ

侧外侧裂及其相邻脑沟，Ⅲ为鞍上池及／或环池及／或

０。Ｉ级患者例数显著少于非死亡组，而昏迷和

桥小脑角池，Ⅳ为前纵裂及／或后纵裂及相邻脑沟

Ｈｕｎｔ－Ｈｅｓｓ

（包括外侧裂），Ｖ为Ｉ＋Ⅲ，Ⅵ为Ⅱ＋Ⅲ，Ⅶ为Ⅲ＋

守和去骨瓣减压治疗患者显著多于非死亡组，而动脉

Ⅳ，Ⅷ为Ｉ一Ⅶ任何一种伴脑表局限性血肿，Ⅸ为

瘤夹闭和栓塞治疗患者则少于非死亡组。见表ｌ。

Ｖ级患者例数则多于非死亡组，进行内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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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死亡组（ｎ＝６６）非死亡组（，ｌ＝１０８）Ｐ值

一般情况

项

·３９５·

死ｆ组（ｎ＝６６）非死ｆ组（ｎ＝１０８）Ｐ值

目

Ｈｕｎｔ－Ｈｅｓｓ‘’９—０

２（３．０３）

１６（１４．８１）０．０１３

７（１０．６１）

３１（２８．７０）

年龄（岁）．

５８．９４±１１．１ｌ

５１．１９±１２．７５

＜Ｏ．００ｌ

Ｉ

性别（男）．

２５（３７．８８）

５０（４６．３０）

＜Ｏ．００１

Ⅱ

１７（２５．７６）４３（３９．８１）０．０５８

既往病史

０．００５

Ⅲ

１１（１６．６７）

１４（１２．９６）０．４９９

吸烟（年）‘

ｏ（ｏ。１０．５０）

ｏ（ｏ，∞０．０２９

ＩＶ

５（７．５８）

３（２．７８）０．１４３

糖尿病（年）。

ｏ（ｏ，０）

ｏ（ｏ，ｏ）

Ｏ．０１５

Ｖ

２４（３６．３６）

ｉ（ｏ．９３）

＜Ｏ．００１

高血压病（年）。

Ｏ．５（０，５）

ｏ（ｏ，４）

Ｏ．０４３

出血累及脑区‘Ｉ

３（４．５５）

３４（３１．４８）

＜Ｏ．００１

ＩＩ

５（７．５８）

１２（１１．１１）０．４４６

急性期并发症
高热（ｄ）。

２（０，６）

ｉ（ｏ，３．７５）０．０３９

Ⅲｌ（１．５２）８（７．４１）

Ｏ．０８９

血压波动（ｄ）‘

ｌ（１，４）

ｏ（Ｏ，２）

＜Ｏ．００１

Ⅳ

Ｉ（ｉ．５２）４（３．７０）

Ｏ．４０２

再出血（次）。

０．５（０，１）

ｏ（ｏ，０）０．００４

Ｖ

４（６．０６）

１４（１２．９６）

Ｏ．１４７

＜０．００１

Ｖｌ

１３（１９．７０）

１８（１６．６７）

Ｏ．６１２

１６（１４．８１）

＜０．００１

Ⅶ

３（４．５５）

６（５．５６）

Ｏ．７７０

２６（２４．０７）

＜Ｏ．００１

Ⅷ

１８（２７．２７）

７（６．４８）

＜Ｏ．００１

５（４．６３）

＜Ｏ．００１

Ⅸ

１８（２７．２７）

５（４．６３）

＜Ｏ．００１

脑血管痉挛（次）‘

肺部感染（科

ｏ（ｏ，１）

ｏ（ｏ，０）

３７（５６．０６）

低钠血症（ｄ）．４８（７２．７３）
消化道出血（ｄ）‘

３５（５３．０３）

急性期应激因素
白细胞（Ｇ／Ｌ）‘

治疗时间
１２．７８±４．７０

血糖（ｍｍｏｌ／Ｌ１‘８．９７士３．４８

ＤＳＡ检出动脉瘤（例ｙ
尼膜同指数（ｒａｇ／ｄ）‘

２５（３７．８８）

＜Ｏ．００１

发病至住院时问（ｈ）‘

５（２．８８，５１）

１１（２．５０，４８）

Ｏ．７１２

６．９３±１．６４

＜Ｏ．００ｌ

发病至栓塞时间（ｄ）‘

１０．６７４－４．７３

１７．９１±１５．００

０．４２２

Ｏ．００９

发病至夹闭时间（ｄ）。

１５．ｏｏ±１９．３２

１５．２６±１０．９０

Ｏ．９７２

住院时间（ｄｙ

１４．１５＋１０．９９‘

１３．５０（７，２２．７５）。

Ｏ．２７６

６３（５８．３３）

４．０５（０．５０，１８．７１）２９．２９（６．９１，７２．２１）＜０．００１

６－氨基已酸指数（ｇ／ａ）‘Ｏ．７１（０，３０．８６）

意识水平‘‘清楚

１０．１６±４．３２

２４．ｏｏ（ｏ．４４，５８．６７）＜Ｏ．００１

２４（３６．３６）８９（８２．４１）

＜０．００１

治疗措施
内科保守‘

＜Ｏ．００１

５４（８１．８２）

５５（５０．９３）

模糊４（６．０６）４（３．７０）０．４７１

动脉瘤栓塞‘

３（４．５５）

２２（２０．３７）

Ｏ．００４

嗜睡

动脉瘤夹闭‘

３（４．５５）

２９（２６．８５）

＜Ｏ．００１

动脉瘤包裹加固‘

２（３．０３）

２（１．８５）

Ｏ．６１５

ｏ（Ｏ）

Ｏ．０３９

１１（１６．６７）

１２（１１．１１）０．２９４

昏睡

ｉ（Ｉ．５２）

２（１．８５）０．８６９

昏迷

２６（３９．３９）

ｌ（Ｏ．９３）

＜Ｏ．００１

去骨瓣减压‘４（６．０６）

注：。为．ｉ－４－ｓ，采用ｔ检验；‘为例数（％），采用ｆ检验；。为百分位数Ｐ”（氏、ＰＴｓ），采用非参数符号检验（Ｍａｎｎ．Ｗｈｉｍｅｙｕ法）；。为非参数符号
检验（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法）；‘为人院时意识水平和Ｈｕｎｔ－Ｈｅｓｓ分级

２．不同治疗措施组间Ｈｕｎｔ－Ｈｅｓｓ分级比较：患
者Ｈｕｎｔ—Ｈｅｓｓ分级，经检验，其他治疗措施组分别与
内科保守组以及动脉瘤夹闭与栓塞治疗组间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见表２。

基线资料经ｆ检验和ｔ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４．生存状况：截止随访截尾时间，共死亡６６例，
中位生存时间为０．７９年。经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分
析，２８天生存率７０．６０％，２个月生存率６６．９０％，１年

表２

ＳＡＩＩ不同治疗措施组问Ｈｕｎｔ－Ｈｅｓｓ分级比较

生存率６３．４０％，３～５年生存率５７．２０％。
５．单因素Ｃｏｘ分析：将１９个因素分别引入Ｃｏｘ
模型，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年龄、吸烟和高血压病
史等１５个因素满足本研究统计学意义标准（Ｐ值小
于剔除标准０．１１）。见表３。
６．多冈素Ｃｏｘ分析：将１５个经单因素分析具有

注：经定比一定类列联分析和校正四格表ｒ检验（Ｏ一Ⅲ和Ⅳ一Ｖ
级分别柑加），其他治疗措施组分别与内科保守组比较，均Ｐ＞Ｏ．０５；
‘与动脉瘤栓塞组比较，Ｐ＞０．０５

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以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法逐步引
入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中，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年
龄、治疗措施、急性期并发症、尼膜同指数和急性期

３．随访调查：总随访时间为２４８．６８人／年。随访

白细胞等因素满足本研究统计学意义标准（Ｐ值小

最长时间５．６４年，平均随访时间（１．４３±１．５８）年，百

于剔除标准０．１１）。依据ＲＲ值的大小，对结局变量

分位数Ｐ挑Ｐ卯和Ｐ７，分别为１８．５０天、０．７９年和２．５４

影响较大的前５位因素依次为低钠血症、消化道出

年。失访１０例，其中２例死于非ＳＡＨ。失访人数占

血、再出血、脑血管痉挛和急性期白细胞计数。其

随访总人数的５．７５％。失访组与未失访组患者各项

中，应用尼膜同治疗可以明显降低患者死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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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单因素Ｃｏｘ分析
因素Ｐ值

ＲＲ值（９５％ａ）

一般情况

因素Ｐ值
出血累及脑区

＜０．００１

年龄

１．０４０（１．０２０—１．０６１）

既往病史
吸烟０．０６７

１．０１８（０．９９９—１．０３７）

高ｍ压病０．１００

１．０２９（０．９９４一１．０６５）

急性期并发症

ＲＲ值（９５％ＣＩ）

Ｉ

１（参照项）

Ⅱ０．０５３

４．１ｌｌｆ０．９８２。１７．２１０１

Ⅲ０．７４５

１．４５７（０．１５１—１４．０２２）

ＩＶ

０．４４２

２．４２８（０．２５２。２３．３５９）

Ｖ

０．１７ｌ

２．８４８（０．６３７～１２．７２８）

Ｖ１

０．００２

６．９９０（１．９９０．２４．５５钔

发热０．０２４

１．０８９（１．０１ｌ—１．１７３）

Ⅶ０．０５０

肺部感染

＜Ｏ．００１

３．７４８（２．２９６—６．“９１

Ⅷ

＜Ｏ．００１

１５．１２２（４．４４１。５１．４９４、

低钠血症

＜Ｏ．００１

５．４５５０．１４４—９．４６４）

ＩＸ

＜０．００１

１５．８３７（４．６４４—５４．００２、

消化道出血

＜Ｏ．００１

７．９０２（４．７７１—１３．０８９）

急性期血糖

＜Ｏ．ＯＯｌ

１．１８８（１．１１６—１．２６５）

去骨瓣减压０．０８０

２．４９３（０．８９６—６．９４１）

脑ＩＩｉ【管痉挛０．００１

１．８６５（１．３０６—２．６６４）

动脉瘤夹闭

０．００ｌ

０．１４０（０．０４４一Ｏ．４４７）

再出眶

＜Ｏ．００１

２．０１６（１．４７７—２．７５２）

动脉瘤栓塞

Ｏ．００４

０．１８２（０．０５７一Ｏ．５８１）

急性期口细胞

＜Ｏ．００１

１．１０４（１．０５５一１．１５舢

动脉瘤包裹加固

Ｏ．９９６

０．９９７（０．２４２—４．１０１）

Ｊ已膜同指数

＜Ｏ．００１

０．９７７（０．９６７—０．９８８）

Ｏ．０１４

０．９９３（０．９８８～０．９９９）

治疗措施保守治疗

６一氨基己酸指数

４．９６９（１．００１。２４．６６∞

ｌ（参照项）

以保守治疗为参照，进行动脉瘤夹闭和栓塞治疗可

可以明显降低患者死亡风险。尼膜同通过抑制钙离

以明显降低患者死亡风险。见表４。

子内流预防和缓解脑血管痉挛ｎ０。，从而降低ＳＡＩＩ患
者的死亡风险。据报道，尼莫地平能够安全有效解

表４多因素Ｃｏｘ分析

除临床研究和动物实验中脑血管痉挛…·１２】。有报道
显示ｎ引，大、中剂量的尼莫地平对ＳＡＨ后脑血管痉挛
有较好的防治作用，而小剂量不具有防治作用。本
研究发现，在一定范围内，如个案尼膜同指数每增加
ｌ

ｍｇ／ｄ，其在任何时间点死亡风险减少１．４０％。
（２）栓塞和手术治疗：本研究表明，行动脉瘤夹

闭和栓塞治疗的ＳＡＨ患者死亡风险分别为内科保
守治疗的１０．４０％和３５．６０％，而行动脉瘤包裹加固和
去骨瓣减压治疗的患者死亡风险与内科保守治疗相
同。与内科保守治疗相比，动脉瘤夹闭和栓塞治疗
从根本上消除了再出血的危险，而动脉瘤包裹加同
治疗仅以颞肌碎屑和周围组织做姑息性动脉瘤壁加
固和包裹，由此带来的创伤、失血、应激、感染等，并
不能使患者从术中受益，而严重颅内高压患者进行
讨

论

去骨瓣减压也不能降低患者死亡风险。本研究同时
发现，以内科保守为参照，夹闭组患者的死亡风险明

通过本研究发现，应用尼膜同治疗、动脉瘤夹闭

显低于栓塞组。而当以栓塞组与夹闭组患者生存时

和栓塞治疗可以显著降低ＳＡＨ患者的死亡风险；而

间为因变量（两组随访时间分别为５２．４６人／年和

高龄、吸烟史、消化道ｍ血、低钠血症、急性期白细胞

６１．８０人／年，平均分别为２．１０年和１．９３年），以治疗

增高、ＳＡＨ再出血和脑血管痉挛导致ＳＡＨ患者的死

措施（栓塞＝１，夹闭＝０）为自变量行Ｃｏｘ回归（结局

亡风险显著增加。

变量为死亡）时，两种治疗措施死亡风险的差异无统

１．生存情况：本组ＳＡＨ患者２８天、２个月、１年

计学意义（Ｐ＝Ｏ．７２７，ＲＲ＝０．７５２，９５％Ｃ／：０．１５２—

和３—５年的生存率分别为７０．６０％、６６．９０％、６３．４０％

３．７２６），与Ｍｏｌｙｎｅｕｘ等陋１报道（结局变龟为死亡或生

和５７．２０％，且ＳＡＨ患者发病后２８天内累计生存率

活依赖）栓塞组转归明显优于夹闭组（Ｐ＝Ｏ．０００１，

下降最快，尤其是１５天内下降幅度最大，为１９．０８％。

ＲＲ＝Ｏ．０７４。９５％ＣＩ：０．０３６—０．１

Ｊ２）不一致，原因包括

２．ＳＡＨ患者的潜在保护性因素分析：

①本研究样本量小；②本研究栓塞组和夹闭组病例

（１）应用尼膜同：本研究表明，应用尼膜同治疗

分别来源于太和医院神经内外科，尽管两组患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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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时Ｈｕｎｔ－Ｈｅｓｓ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是神经外科独立开展显微手术已１０余年，而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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