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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清尿酸水平与急性脑卒中短期临床
结局的关系
张晓龙张金涛彭颖许锬张永红
【摘要】

目的探讨血清尿酸水平与急性脑卒中短期临床结局的关系。方法以３２３１例住

院急性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人口统计学、生活方式、疾病史、人院尿酸及出院结局等临床
特征资料。将出院时神经功能评分≥１０或住院期间死亡定义为不良结局。结果人院时尿酸水
平升高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短期不良结局的危险性下降有关。经多因素调整后，尿酸水平

每升高１个单位，发生不良结局的ＯＲ＝Ｏ．８５６（９５％ｃ，：Ｏ．７９５～ｏ．８９８）。按尿酸水平的５分位分析，
经多因素调整后，与尿酸＜１９７ ｐｒａｏｌ／Ｌ者相比，尿酸水平在ｔ９７．２４１、２４２。２８５、２８６～３４６和≥
３４７

Ｉ＿ｔｍｏＵＬ的缺ｍ性脑卒中患者发生不良结局的ＯＲ值（９５％ｃ，）分别为Ｏ．５５２（０．３５４。Ｏ．８６１）、

０．４１７（０．２６３～０．６６１）、０．３９０（０．２４１一Ｏ．６３０）和Ｏ．３５２（０．２１３～Ｏ．５８１），呈现随尿酸水平升高，不良结局

危险性而下降的趋势。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尿酸水平每升高１个单位，发生不良结局的０Ｒ值无统计
学意义。按尿酸水平的５分位进行分析，经多因素调整后，与尿酸＜１５０ ｔａｎｏｌ／Ｌ者相比。尿酸水平在
１５０～１８５、１８６—２３０、２３ｌ～２９７和一＞２９８ １１ｍｏｌ／Ｌ的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生不良结局的ＯＲ值也无统

计学意义。结论血清尿酸水平升高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短期预后良好的独立预测因子。
【关键词】脑梗死；脑出血；尿酸；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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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已是全人群第二主要死因和第一主要长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５

酯（≥１．７ｍｍｏｌ／Ｌ）、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１．０４

期致残原因…。中国ＭＯＮＩＣＡ人群监测资料显示，

ｍｍｏｌ／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４．１４ ｍｍｏｌ／Ｌ），

我国各地人群脑卒中事件发病率及死亡率与其他国

以上４项只要满足一项即为血脂异常。吸烟定义为

家相比属较高水平乜］，成为我围突出的公共卫生问

平均每天吸烟≥１支并连续≥１年者；饮酒定义为平

题。尿酸一直被认为是临床治疗中严重代谢紊乱的

均每周饮酒≥５０ ｇ并连续饮≥１年者。

标志物。有研究表明ｂ’…，高尿酸是脑卒中预后的不
良因素。也有研究发现¨’６】，高尿酸和脑卒中预后结

３．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Ｄａｔｅ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ＳＰＳＳ 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性变量正态

局存在“ｕ”形关系。但最近研究表明［７＇“，尿酸是一

分布用均数±标准差（；±ｓ）表示，两组问比较用ｔ检

种具有机体保护作用的抗氧化剂，其水平升高可能

验；非正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两

与脑卒中预后良好相关。由此可见，血清尿酸水平

组问比较用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检验；计数资料两组率的

与急性脑卒中预后的关系尚未定论。本研究以山东
省４家医院神经内科住院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

比较用ｆ检验。采用多因素的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调整性别、年龄、吸烟、饮酒、高血糖、血脂异常、

探讨急性脑卒中患者入院时血清尿酸水平与其预后

心房纤颤史、风湿性一ｆ２脏病史等因素，计算不同血清

的关系。

尿酸水平下不良结局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ａ。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象与方法

结

１．研究对象和资料收集：采用统一设计的病例

果

调查表，通过查阅病历档案，以山东省泰安、潍坊和

ｌ。一般情况：本研究共纳入符合诊断标准的脑

淄博３个城市４家医院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

卒中患者３２３１例，从发病（首发症状）到入院的平均

月３０日期间的住院脑卒中患者为调查对象，收集其

时间（中位数）为２７．５ ｈ，其中无不良结局者为３１．０ ｈ，

入院时的相关资料。所有病例均符合１９９６年全国

有不良结局者为２６．０ ｈ。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２８６８

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脑卒中的诊断标准，并符

例，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３６３例。缺血性脑卒中组

合缺血性和出血性脑卒中的影像学特征（经计算机

的年龄和男性所占比例均高于出血性脑卒中组，两

断层扫描ＣＴ或核磁共振成像ＭＲＪ证实为缺血性或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缺血性脑卒中组的

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包括脑血栓、脑栓塞

血脂异常率、糖尿病史率、冠心病史率、心房纤颤史

和腔隙性脑梗死；出血性脑卒中包括脑出血和蛛网

率、尿酸和尿素浓度均高于出血性脑卒中组，差异有

膜下腔出血。所有病例均排除外伤、中毒、感染、肿

统计学意义（尹＜Ｏ．０５）；而出血性脑卒中组入院时的

瘤及血液病所致的神经系统异常，排除短暂性脑缺

高血压率、高血糖率和血红蛋白浓度均高于缺血性

血发作（ＴＩＡ）和椎一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排除有心、

脑卒中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ｏ两组患

肝、肾等严重功能不全及高血压危象、高血压脑病患

者在吸烟率、饮酒率、高血压病史率、风湿性心脏病

者。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主管医师采用统一设计的病

史率、心脑血管病家族史率以及肌酐、红细胞沉降率

例调查表，通过查阅入院病历，收集记录患者的人口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见表ｌ。

统计学、生活方式、疾病史、心血管病家族史、入院实

２．各因素与发生不良结局风险的关系：男性、人

验室、影像学检查、入院血压水平和神经功能缺损评

院高血压、高血糖、心房纤颤史、风湿性心脏病史、尿

分资料。收集患者住院期间死亡和出院时神经功能

素水平和红细胞沉降率是缺ｍ性脑卒中患者发生不

评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ｅａｌｅ，

良结局的危险因素；年龄、心脑血管病家族史、尿素

ＮＩＨＳＳ）的资料。若患者死亡，查阅病例死亡登记表

水平和红细胞沉降率是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生不良

和死亡证明书，将死亡相关信息填写在病例调查表

结局的危险因素；而饮酒和尿酸水平是缺血性脑卒

中。若患者存活出院，则记录ＮＩＨＳＳ。本研究的不

中患者发生不良结局的保护因素，其ＯＲ值均有统计

良结局为出院时ＮＩＨＳＳ≥１０或住院期间死亡一】。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饮酒和尿酸水平与出血性脑

２．诊断标准和定义：高血压为收缩压（ＳＢＰ）≥
１４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和（或）舒张压

（ＤＢＰ）≥９０ｎｌｍＨｇ；高血糖为空腹血糖＞１６．１

卒中患者发生不良结局的危险性无显著的关联（均
Ｐ＞０．０５）。见表２。

ｍｍｏｌ／Ｌ；

３．人院时血尿酸水平与不良结局的关系：以尿

血脂异常¨０１为高胆固醇（≥５．１８ ｍｍｏｌ／Ｌ）、高甘油三

酸最低五分位（缺血性脑卒中尿酸＜１９７ ｐｍｏｌ／Ｌ，出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５月第３３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中患者中，无论经年龄调整还是多因素调整后，不同

表１两组脑卒中患者一般特征比较
特征

缺血性脑卒中

·５３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５

出血性脑卒中Ｐ值

尿酸水平组的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生不良结局的
ＯＲ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４．血尿酸水平与不良结局的关系：男性患者以
尿酸最低三分位（＜２４４ Ｉｔｍｏｌ／Ｌ）作为参考组进行非
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男性缺血性脑卒
中患者发生不良结局的危险随尿酸水平增加而呈下
降趋势（趋势检验，Ｐ＜Ｏ．０５），而出血性脑卒中患者
血尿酸水平与不良结局无关联（Ｐ＞０．０５）。女性患
者以尿酸最低三分位（＜１９３ ｌＪｔｍｏｌ／Ｌ）作为参考组进
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发生不良结局的危险随尿酸水平的增加
而呈下降趋势（趋势检验，Ｐ＜Ｏ．０５），而出血性脑卒
中患者的尿酸水平与不良结局无关联（Ｐ＞Ｏ．０５）。
见表４。

５．脑卒中患者不同血尿酸水平组与不良结
局发生率的比较：以尿酸正常参考值男性１４９—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该雯量为

４１６

ｌａｍｏｌ／Ｌ和女性８９—３５７｝＿ｔｍｏｌ／Ｌ为标准，将尿酸

非正态分布，用中位数（２５％、７５％分位数）表示

水平分为尿酸正常组和尿酸异常组。结果表明，在

血性脑卒中尿酸＜１５０ Ｉ＿ｔｍｏｌ／Ｌ）为参考进行非条件

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无论男性还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经年龄调整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发生不良结局的危险随尿酸水平的增加而呈下降趋

是女性，尿酸正常组和异常组发生不良结局率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势（趋势检验。Ｐ＜Ｏ．０５）。经多因素调整后，这种趋

讨

势依然存在（趋势检验，Ｐ＜Ｏ．０５）。而在出血性脑卒

论

本研究显示，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生
表２两组脑卒中患者各冈素与发生不良结局的关系

凼幂—面涵两历广—百—丽面孬面厂面
缺血性脑卒中

。。

出血性啮卒中

不良结局的危险随着入院时尿酸水平的
增加而呈下降趋势。例如，在一般多因素

年龄

１．００５（ｏ．９９７—１．０１４）０．２２６

１．０３６（１．０１４～１．０５８）０．００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尿酸水平每升高１个

男性

１．２６８（！．０２８—１．５６６１

０．０２７

Ｏ．８４４（Ｏ．５１７～１．３７９）０．４９９

单位，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生不良结局的

吸烟史０．９３５（Ｏ．７３４一１．１９１）０．５８４

１．３８０（Ｏ．７８４～２．４２６）０．２６４

ＯＲ值（９５％Ｃ／）为０．８５６（Ｏ．７９５～０．８９８），显

饮酒史

０．７６９（Ｏ．５９６一Ｏ．９９２ｌ

０．０４３

１．３１６（０．７６５～２．２６４）０．３２１

血脂异常

０．８５６（Ｏ．６８３．１．０７３）０．１７８

０．９０３（Ｏ．４９３—１．６５４）０．９０３

人院高血压

１．３９７（１．１０２—１．７７０）０．００６

１．５１８（Ｏ．７０８—３．２５７）０．２８４

高血糖

２．１４５（１．７３３～２．６６５）

＜０．００１

１．６２４（Ｏ．９８４—２．６８２）１．６２４

分组进行分析，与尿酸最低五分位（＜

高血压史０．９２７（Ｏ．７５０一１．１４５）０．４８０

ｏ．６２１（０．３７７—１．０２３）０．０６２

１９７

糖尿病病史

Ｏ．１９６

Ｏ．３５８（Ｏ．０７８～１．６４７）０．３５８

比，尿酸水平在１９７—２４１、２４２—２８５、

冠心病史０．９３５（Ｏ．７０４～１．２４１）０．６４０

１．３２２（０．４９６～３．５２４）０．２１５

２８６。３４６和≥３４７ Ｉ＿ｔｍｏｌ／Ｌ的患者发生不

０．８１５（０．５９７～Ｌ１１１）

＜Ｏ．００ｌ

一

一

风湿性心脏病史４．８６４（２．１３２—１１．０９７）＜Ｏ．００ｌ

一

一

心房纤颤史

３．２１３（２．０２１～５．１０８）

示尿酸水平升高与不良结局的危险性下
降相关联。进一步按尿酸水平的５分位
Ｉ＿Ｌｍｏｌ／Ｌ）水平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相

良结局的ＯＲ值（９５％Ｃ／）分别为Ｏ．５５２
（Ｏ．３５４～Ｏ．８６１）、０．４１７（０．２６３～０．６６１）、

心脑血管病家族史１．１５Ｉ（Ｏ．８２１一１．６１４）０．４１５

３．７９７（１．５５０—９．３０５）Ｏ．００４

尿酸

０．８５６（Ｏ．７９５一Ｏ．８９８）＜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９９６—１．００４）０．８８３

肌酐

１．００２（Ｏ．９９９—１．００５）

Ｏ．２５８

ｌ

００２（Ｏ．９９５～１．００９）０．５１４

Ｏ．５８１），呈现随尿酸水平升高，不良结局

尿素

１．０６７（１．０２３—１－１１２）

Ｏ．００２

１．０９３（Ｏ．９９３—１．２０２）０．０７０

危险性反而下降的趋势。经性别分层后

血红蛋白

Ｏ．９９６（０．９９０—１．００２）

Ｏ．１６４

Ｏ，９９５（０．９８１—１．００９）０．４５６

红细胞沉降率

发现，这种趋势在男性和女性中依然存

１．０１５（】．００４—１．０２６）

Ｏ．００７

ｌ

０３９（１．００４—１．０７７）ｏ．０３１

注：出血性脑卒中患者人院ＮＩＨＳＳ≥１０且有心房纤颤史和风湿性心脏病史的

例效过少，无法引入模型

０．３９０（Ｏ．２４１～Ｏ．６３０）和Ｏ．３５２（０．２１３一

在。而在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并未发现这
种关联结果。经性别分层后，无论男性还

·５３２－

的尿酸水平可增加心肌梗死和肾病的

表３两组脑卒中患者不同血清尿酸水平与发生不良结局的关系

分组（ｔｔ尿酸ｍｏｌ／Ｌ）ＯＲ篙（９调整５％Ｃ／）Ｐ值
值
’抛

缺血性脑卒中＜１９７

Ｏ多Ｒ暑（素调９５％整Ｃ０

，但

）

１

Ｐ值
，但

值

发病率”“。另外，有研究表明高尿酸血
症是脑卒中发生和转归不良的危险因

１

１９７—２４１

Ｏ．４８８（０．３２２—０．７４１）０．００１ Ｏ．５５２０．３５４—０．８６１）０．００９

素【３·“。Ｗｅｉｒ等［３埘２４９８例未分型的脑

２４２—２８５

０．３９４（０．２５７—０，６０４１＜Ｏ．００１ ０．４１７（０．２６３—０．６６１）＜Ｏ．００１

卒中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显示，脑卒中

２８６—３４６

Ｏ．３３３（０．２１３—０．５２１、＜０ ００１ ０．３９０（０．２４１—０，６３０）＜Ｏ．００１

发病２４ ｈ内高尿酸水平者发病９０ ｄ后

≥３４７

Ｏ，３９０（０．２５４一Ｏ．５９７）＜Ｏ．００１ ０．３５２（０．２１３—０．５８１１＜Ｏ．００１

趋势检验Ｐ值

＜ｏ．００１

出血性脑卒中＜１５０

ｌ

＜ｏ．００１

均较低尿酸水平者明显增加。

１

１５０—１８５

０．８５６（０ ２７５—２．６６２１

０．７８８

１，１２０（０．３１２—４．０２５）０．８６２

１８６—２３０

０．７４９（０，２３８～２．３５）０．６２０

０．６１２（０．１ ５４—２，４２７）０．４Ｓ５

２３１—２９７

１．９２３（０．６３３—５．８４０）０．２４８

１．７５０（０．４８４—６．３２８）０．３９４

≥２９８

０．８０３（０．２５８—２．４９８）０．７０５

０．８０２（０．２２３—２．８８ｎ

趋势检验Ｐ值

Ｏ．０７９

的住院率、血管性事件再发率及病死率

Ｏ．７３５
０，０３７

注：多因素调整包括性别、年龄、吸烟、饮酒、高血糖、血脂异常、心房纤颤史、风湿
性心脏病史

Ｋａｒａｇｉａｎｎｉｓ等ｈ１的研究也显示，高尿酸
是急性脑卒中早期死亡的独立预测因
子。本研究不支持高尿酸水平与缺血性
脑卒中的不良结局相关联，相反似乎表
明高尿酸水平对急性脑梗死具有一定的
保护作用。本研究结果与国外一项研究

表４两组脑卒中不同性别患者血清尿酸水平与发生不良结局的关系

相似悃】。而有关尿酸水平升高与出血性
脑卒中预后关系的结论也不一致”·“Ｊ。
有关高尿酸改善缺血性脑卒中预

后的机制可能主要在于尿酸有抗氧化
作用。有研究显示，血浆过低的抗氧化
活性与脑卒中患者不良预后有关【１“，而
尿酸是人体内最丰富的含水抗氧化
剂，具有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ｎ】。
Ｎｉｅｔｏ等”４１的研究提示，高尿酸血症可能
是脑梗死后抵抗动脉粥样硬化氧化损

表５尿酸正常组与异常组不同亚型脑卒中患者

伤的一种代偿机制。Ｗａｒｉｎｇ等“纠的研
究认为高尿酸水平可以减轻运动所致的氧化应

不良结局发生率

激。有动物实验表明，尿酸在脑缺血时发挥神经保
护作用““１７】。因此，升高的尿酸水平有可能对脑卒
中急性期有利。脑卒中特别是缺血性脑卒中病后的
急性期是否应用抗氧化治疗，多年来也一直存在争
论。２００７年Ａｍａｒｏ等“引首次报道了重组组织型纤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效据为发生率（％）

维蛋白酶原激活剂和尿酸联合用药治疗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的Ⅱ期临床试验，研究发现尿酸具有抗

是女性，出血性脑卒中入院时尿酸水平均与不良结

脂质过氧化作用，但该研究未获得尿酸治疗能改善

局无关联。这些结果提示，入院时的血清尿酸水平

患者３个月预后的证据。

可能与缺血性脑卒中的良好预后有关，而与出血性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仅是一项观察性研

脑卒中的预后无明显关系。与大样本的缺血性脑卒

究，一些潜在影响因素，如饮食、肾功能以及治疗用

中患者相比，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例数偏少（３６３

药情况未能排除；其次纳入出血性脑卒中的例数过

例）可能影响本研究的结果。因此，有关尿酸水平与

少；有关入院血清尿酸水平与临床结局的关系仍需

急性出血性脑卒中的短期预后关系，仍需加大样本

进一步前瞻性队列研究和临床试验研究加以验证。

量迸一步研究。

总之，本研究结果支持血清尿酸水平升高是急

尿酸被认为与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相关。例如

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短期预后良好的独立预测因

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肥胖等。高尿酸患者往

子，而尿酸水平与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短期预后无关

往聚集了许多已证实的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升高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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