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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备床研究·
脑梗死后出血性转化的临床特征

及危险因素分析
陈加俊张爽赵云华金夕雅李媛冰黄丽红
【摘要ｌ

目的分析脑梗死后出血性转化（ＨＴ）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总结

脑梗死后发生ＨＴ患者４９例，并随机选取同期住院急性脑梗死患者（未发生ＨＴ）１０６例作为对照。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软件，计数及计量资料分别应用Ｚ、ｔ检验，各指标采用单因素分析，再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纳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１）ＨＴ组出血后临床症

状加重２１例（４２．９％），其中表现为意识障碍程度加重８例、偏瘫加重７例和出现头痛头晕或加重５
例；（２）梗死后１５ ｄ内发生ＨＴ占８７ ０％；（３）皮层梗死、大面积脑梗死、心房纤颤（房颤）、脑栓塞、糖
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均增加脑梗死后ＨＴ的风险（Ｐ＜Ｏ．０５），其中以脑栓塞及房颤影响
最大；（４）ＨＴ各亚型中以脑实质血肿形成２（ＰＨ一２）型出现临床症状的概率较高。结论大动脉主
干闭塞较易发生ＨＴ，且多在脑梗死后１５ ｄ内发生，其短期预后与分型有关；皮质梗死、大面积脑梗
死、房颤、脑栓塞、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是ＨＴ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脑梗死；出血性转化；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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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性转化（ＨＴ）是指缺血性脑卒中梗死灶内
继发性出血，可导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加重，预后不
良甚至死亡。由于ＨＴ与脑梗死的治疗原则不一致，
故及早发现ＨＴ对于临床治疗及预后具有重要意

义。根据脑ＣＴ表现将ＨＴ分为出血性脑梗死（Ｈ１）
和脑实质血肿形成（ＰＨ）…，进一步分为ＨＩ一１、ＨＩ一２
和ＰＨ一１、ＰＨ一２四型。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对ＨＴ

危险因素分析研究，其中大面积脑梗死、脑栓塞为

及１个解剖部位的小血管分支闭塞）。
（２）预后评估标准：采用改良爱丁堡＋斯堪的那
维亚评分标准进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ｈ１。临床
疗效评定包括神经功能缺损积分值减少（功能改善）
及患者总生活能力状态（评定时的病残程度）ｎ ３。①
基本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９１％～１００％，病残程
度为０级；②显著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４６％～

ＨＴ重要危险因素已成共识，但有些危险因素如高

９０％，病残程度为１—３级；③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
少１８％～４５％；④无变化：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１７％左

血压、高血糖、抗凝治疗及年龄等对ＨＴ的影响尚未

右；④恶化：功能缺损评分减少或增多１８％以上；⑤

统一。为此，本研究对ＨＴ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

死亡。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软件。计数

进行分析。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

（１）纳入标准：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在吉

资料行ｚ２检验，计量资料行ｔ检验，对各项观察指标
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行多因素分析。Ｐ＜０．０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神经内一科住院的脑梗死后发

结

生ＨＴ的患者，并随机选取同期住院的急性脑梗死患

者（未发生ＨＴ）作为对照。所选病例均符合１９９５年

果

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病

１．一般特征：ＨＴ组共４９例，其中男性３５例，女
性１４例，年龄３９—７７（平均６０．１６±１０．５０）岁；非ＨＴ

诊断标准，头部ＣＴ和／或Ｍ对检查确诊脑梗死及发

组共６０例，其中男性４３例，女性１７例，年龄３５～７９

生ＨＴ。

（平均６１．００±１０．９０）岁。两组间年龄比较ｔ检验，

（２）排除标准：包括影像学检查提示为腔隙性脑

Ｐ＝０．６９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间性别构成比较

梗死及脑白质疏松者；行溶栓介入治疗的患者；血液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鬈＝０．００１，Ｐ＝０．９７６）。ＨＴ各亚
型分组中，ＰＨ一２组有症状４例，无症状ｌ例；ＰＨ一１

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全身活动性感染、恶性肿瘤

２。研究方法：分为ＨＴ组（４９例）和非ＨＴ组（１０６

组中有症状５例，无症状２例。ＨＩ一２组有症状１４例，
无症状８例；ＨＩ—ｌ组无有症状病例，无症状１５例。

例）。采集相关资料包括一般情况（年龄、性别、吸烟

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１３．７４８，Ｐ＝

及饮酒史）、既往史（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房

０．００３）。

患者；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年龄大于８０岁者。

颤、脑卒中史）、临床资料（发病时间、临床症状、梗死

２．临床特征：ＨＴ组出血前表现为偏瘫３５例

性质、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预后）、实验室检查［空腹

（６９．４％），失语２５例（４９．ｏ％），意识障碍及头痛头晕

血糖（ＦＰＧ）、甘油三酯（ＴＧ）、总胆固醇（ＴＣ）、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各１０例（２０．４％），恶心呕吐８例，共同偏视５例，视野
缺损４例，吞咽困难、尿便失禁、共济失调、精神症状

（ＬＤＬ．Ｃ）］、影像学检查资料（病灶大小及部位）和治

和反应迟钝各３例，眼震２例，抽搐发作、复视各１

疗方法。

例。出血后临床症状加重者２１例（４２．９％），其中表

３．相关标准：

现为意识障碍程度加重８侈！ｊ，偏瘫加重７例，头痛头

（１）影像学标准：①ＨＩ：出血位于梗死灶范围内，

晕出现或加重５例，出现共同偏视、视野缺损各１例，

未形成血肿，其中小点状出血为ＨＩ一１型，融合成片状

余２８例中临床症状无变化者１９例，好转９例。

为ＨＩ一２型；②ＰＨ：形成血肿，其中血肿≤３０％梗死灶

ＨＴ发生时间＜２４ｈ ５例，２

ｄ

５例，３

１３例，８～１１

ｄ

８例，＞１５

６例，１２～１５

ｄ

３例，４～
６例，

有轻微占位效应者为ＰＨ一１型；血肿＞３０％梗死灶有

７ ｄ

明显占位效应，或远离梗死灶的出血为ＰＨ一２型“’２。

３例ＨＴ发生时间不明确。其中时间最长为２４ ｄ。梗

参照Ａｄａｍａｓ等ｎ １分类方法，脑梗死分为两组：大

ｄ

ｄ

死后１５ ｄ内发生ＨＴ者占８７．０％。

病灶组（梗死灶＞３ ｃｍ，并累及２个以上脑解剖部位

３．相关因素与ＨＴ的关系：

的大血管主干供血区）；小病灶组（梗死灶＜３ ｃｍ，累

（１）ＨＴ与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异常的关系：

·１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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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１

ＨＴ组高血压与非高血压患者分别为３１和１８例，非

（５）ＨＴ与降纤治疗的关系：ＨＴ组有无降纤治疗

ＨＴ组分别为６４和４２例，高血压与非高血压患者例

者分别为６和４３例，非ＨＴ组为１０和９６例，差异无

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２＝０．１１８，Ｐ＝０．７３１）；
ＨＴ组高血压３级与高血压３级以下患者分别为１９

统计学意义（ｘ２＝ｏ．２８６，Ｐ＝０．５９３）。ＨＴ与降纤治疗
无关。

和３０例，非ＨＴ组分别为２８和７８例，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Ｘ２＝２．４２３，Ｐ＝０．１２０）。考虑ＨＴ发生与高血压

４．ＨＴ相关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本研究ＨＴ的
危险因素有糖尿病、房颤、脑栓塞、ＬＤＬ—Ｃ水平增高、

无关。

皮质梗死、大病灶脑梗死，纳入方程（其中房颤与脑

ＨＴ组糖尿病与非糖尿病患者分别为２１和２８
例，非ＨＴ组为２７和７９例，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栓塞均进入方程，但经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表明两者
显著相关，故选择房颤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

意义（Ｚ２＝４。７３８，Ｐ＜０．０５）。糖尿病可能是脑梗死后
ＨＴ的危险因素。

ＬＤＬ—Ｃ水平增高未被纳入回归方程，而糖尿病、房

ＨＴ组ＴＧ升高与正常分别为１４和３５例，非ＨＴ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１）。因脑栓塞与房颤

组为３２和７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ｏ．０４２，Ｐ＝

显著相关，故脑栓塞亦为ＨＴ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分

ｏ．８３８）；ＨＴ组ＴＣ升高与正常分别为１３和３６例，非

析表明脑栓塞和房颤对ＨＴ的影响最大。

ＨＴ组为２０和８６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１７４，

颤、大病灶脑梗死、皮质梗死均为ＨＴ的危险因素，差

表１

ＨＴ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Ｐ＝Ｏ．２７９）；ＨＴ组ＨＤＬ—Ｃ减低与正常分别为１０和３９

例，非ＨＴ组为２１和８５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０．００７，Ｐ＝０．９３１）；ＨＴ组ＬＤＬ．Ｃ增高与正常分别为

２３和２６例，非ＨＴ组为２３和８３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ｃ２＝１０．２２９，Ｐ＝０．００１）。ＬＤＬ．Ｃ水平增高与ＨＴ
发生风险增高相关，而ＨＴ与ＴＧ、ＴＣ、ＨＤＬ—Ｃ水平
无关。

５．ＨＴ分型与短期预后的分析：根据临床疗效评
定结果，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归类于有效组，无

（２）ＨＴ与房颤、梗死性质及卒中史的关系：ＨＴ
组有无房颤者分别为１３和３６例，非ＨＴ组为６和１００

变化、恶化及死亡为无效组，统计结果见表２。以
ＰＨ一２临床疗效最差，ＨＩ一１疗效最好。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１３．５７０，Ｐ＝０．０００），有房
颤者ＨＴ发生风险增高；ＨＴ组脑栓塞与血栓形成例

表２

ＨＴ分型与短期预后

数分别为１４和３５例，非ＨＴ组为８和９８例，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ｃ２＝１２．１６２，Ｐ＝０．０００），脑栓塞患者更易
发生ＨＴ。ＨＴ组有无卒中病史者分别为１９和３０例，
非ＨＴ组为３４和７２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２＝

０．６６９，Ｐ＝０．４７９），ＨＴ与既往卒中病史无关。
（３）ＨＴ与吸烟史、饮酒史的关系：ＨＴ组有无吸
烟史者分别为２６和２３例，非ＨＴ组为５４和５２例，差

讨

论

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０．０６０，Ｐ＝０．８０６）；ＨＴ组有无

１．ＨＴ的发生时间及临床特征：目前对脑梗死后
发生ＨＴ的时间无确切界定，但有研究认为ＨＴ多集

饮酒史者分别为１９和３０例，非ＨＴ组为３２和７４例，

中在脑梗死后４～７ ｄ。本文回顾性总结４９例患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１．１ １９，Ｐ＝０．２９０）。ＨＴ与患

ＨＴ发生时间，以１５ ｄ内发生的比例较高，占

者吸烟、饮酒史无关。

８７．０％。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且样本偏少，只反映
ＨＴ发生时间的总体趋势。本研究中ＨＴ组的临床症

（４）ＨＴ与梗死部位、面积的关系：ＨＴ组皮层梗
死与皮层下者分别为３９和１０例，非ＨＴ组为６和１００

状体征特点为偏瘫、失语、意识障碍、头痛头晕、恶心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４０．１４４，Ｐ＝０．０００），有皮
层梗死的患者更易发生ＨＴ。ＨＴ组大小病灶例数分

呕吐等较多见，其中以偏瘫、失语为著，分别占总例

别为２７和２２例，非ＨＴ组为１１和９５例，差异有统计

发生ＨＴ。本研究ＨＴ组出血后临床症状加重者２１

学意义（ｚ２＝３６．２２１，Ｐ＝０．０００），表明大面积脑梗死

例（４２．９％），其中表现为意识障碍程度加重占

者更易发生ＨＴ。

３８．１％，偏瘫加重占３３．３％，头痛头晕出现或加重占

数的６９．４％和４９．０％，由此推测大动脉主干闭塞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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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ＰＨ占总ＨＴ例数的２４．４９％，其中ＰＨ一２占总

的影响国内外各研究观点不一。Ｇｉｌｌｉｇａｎ等＂１回顾

例数的１０．２％，该比例高于国内外一些文献报道。

性研究显示，基础收缩压＞１６５

ｍｉｌｌ Ｈｇ可增加脑梗

２．ＨＴ相关危险因素：

死溶栓后发生ＨＴ的风险，使继发大出血的风险比率

（１）大面积脑梗死：是ＦＩＴ最危险的因素之一【５］。

增加２５％。但对高血压是否增加发生ＨＴ的风险，仍

有研究报道该因素发生ＨＴ的概率是５２．９％～
７１．４％。本研究有无大面积脑梗死组间的差异有统

有不同观点。本研究显示，ＨＴ的发生与高血压无
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进一步分组为３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经多因素回归分析证实ＨＴ组
中具有该因素的例数约为非ＨＴ组的３倍。故对大

级高血压与＜３级高血压，结果差异亦无统计学意

面积脑梗死患者，不论有无临床症状加重，均应复查

义。有研究显示，ＴＣ水平降低与ＨＴ相关。国外研
究显示低ＬＤＬ—Ｃ与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继发

头部ＣＴ或ＭＲｊ，并在治疗方案上尤其是溶栓治疗，

ＨＴ有关【８ ３。而强化降低胆固醇预防卒中（ＳＰＡＲＣＬ）

需更加谨慎。

研究则认为，基线ＬＤＬ—Ｃ水平以及ＬＤＬ—Ｃ降低的

（２）梗死部位：ＨＴ好发于灰质（皮质、基底节和

幅度与出血的风险并不相关［９］。本研究显示ＨＴ与

丘脑），尤其是皮质梗死较其他部位更易出现ＨＴ。
其原因为皮质侧支循环丰富，易发生再灌注，而白质
多为终末动脉；灰质梗死多为较大动脉闭塞，水肿范

ＴＧ、ＴＣ、ＨＤＬ—Ｃ异常无关，与ＬＤＬ．Ｃ水平升高有
关。高血压是否增加ＨＴ的发生风险尚未达成一致．

围较大，压迫周围血管造成缺血损伤，而白质区梗死

本、前瞻眭研究进一步明确。

多为腔隙性；脑栓塞易致ＨＴ，而栓塞多致灰质梗死，
白质区梗死多与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形成有关，栓

（６）治疗方案：有文献报道¨…，在ＥＣＡＳＳ ＩＩ ７９０
例有意愿接受治疗的患者中，与安慰剂组（３８４例）

塞的可能性较小。本研究比较ＨＴ组与非ＨＴ组间

比较，４０６例接受ｒｔ—ＰＡ治疗（０．９ ｍｇ／ｋｇ）后第一次ＣＴ

皮质梗死与皮质下梗死，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复查时，治疗组ＨＴ发生率（２９．５％）高于安慰剂组

（Ｐ＜０。０１），结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ＨＴ组中该因
素的阳性率为非ＨＴ组的９．６倍，皮质梗死是ＨＴ的

（１８．５％），这主要是由于１１：一ＰＡ治疗组中ＰＨ一２的发生

血脂指标异常对ＨＴ的影响尚存争议，因此仍需大样

率较高（７．６％和Ｏ．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危险因素之一，与文献结论相符合。
（３）房颤和脑栓塞：本研究中房颤和脑栓塞均为

ＨＩ一１、ＨＩ一２、ＰＨ一１在ｒｔ．ＰＡ治疗组的发生率与对照组

ＨＴ的危险因素，同相关文献报道。房颤是脑梗死发
生的重要诱因，多为栓子脱落堵塞脑部血管，诊断为

型和ＰＨ一１型相对更容易发生在溶栓组。可见溶栓

脑栓塞。相关资料表明，心源性脑栓塞较脑血栓形

重，预后较差。本研究未列入溶栓治疗患者，但总结

成更易发生ＨＴ。房颤、心内膜炎赘生物以及心房附
落或经溶栓治疗后碎裂、溶解，并向远端移动，原来

其他治疗方案，表明有无降纤治疗史者其ＨＴ发生率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预后：本研究结果显示ＨＴ各亚型中ＰＨ一２组

部分闭塞的血管再通。缺血受损的闭塞血管和尚未

中有症状者比例最高（８０％），与其他亚型比较差异

发育健全的新生血管当血流突然恢复时更易发生
ＨＴ。临床上对房颤引发脑栓塞的患者，应及时观察

有统计学意义；ＰＨ一２、ＰＨ一１、ＨＩ一２、ＨＩ一１临床治疗有
效率分别为２０．００％、７１．４３％、７２．７３％、９３．３３％。可见

病情及复查ＣＴ或Ｍ砒，以便于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ＰＨ一２型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最大，短期预后较差。此

壁血栓脱落后形成栓子阻塞脑部动脉，栓子自行脱

（４）糖尿病：高血糖被认为是急性脑梗死及梗死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有一个明显趋势，即ＨＩ一２
治疗可增加ＨＴ的发生风险，尤其是ＰＨ一２的症状较

结果与其他文献相符。

后ＨＴ的危险因素。有学者认为其可能提示ＨＴ ３个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大动脉主干闭塞较易发

月的预后较差，且血糖升高水平与ＰＨ的发生率间存
在正性相关关系哺］，血糖＜６．１ ｍｍｏｌ／Ｌ的急性脑梗

生ＨＴ，且脑梗死后１５ ｄ内发生ＨＴ的可能性相对较
大；皮质梗死、大面积脑梗死、房颤、脑栓塞、糖尿病、

死患者ＰＨ的发生率为２．１％，６．１ ｍｍｏｌ／Ｌ＜血糖＜
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水平升高均增加脑梗死后ＨＴ的风险。具备
单个或多个上述危险因素的脑梗死患者宜密切关注

者为６．４％，可见较高的血糖水平预示ＰＨ的风险较

病情变化，注意复查影像学检查，慎用溶栓等治疗方

大。本研究结果支持该结论，糖尿病是ＨＴ的危险

案；ＨＴ的短期预后与其分型有关，ＰＨ一２型神经功能

因素。

缺失程度最大，预后最差，ＨＩ一１型预后较好。

８．３

ｍｍｏｌ／Ｌ者ＰＨ发生率为３．６％，血糖＞８．３

（５）高血压和血脂异常：高血压、血脂异常对ＨＴ

本研究不足之处是样本量较小，且为回顾性研

·１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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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临床表现及影像学变化缺乏动态观察，进一步

１６］Ｐａｃｉａｒｏｎｉ Ｍ，Ａｇｎｅｌｌｉ

行大样本、前瞻性的ＨＴ研究将为临床提供更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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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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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统计学符号按ＧＢ ３３５８—１９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一律采用斜体排印，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
孑（中位数用Ｍ）；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ｓｉ；④ｔ检验用英文小写ｔ；⑤Ｆ检验用英文大写，；⑥卡方检验用希
文小写岔；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ｖ；⑨概率用英文大写Ｐ（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值、ｆ值、ｑ值
等），Ｐ值应给出实际数值，不宜用大于或小于表示，而用等号表示，小数点后保留３位数。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Ｉ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面±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仉）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
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
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
法，不应盲目套用￡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及分
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ｆ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
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
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
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ｔ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
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口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ｔ＝３．４５，ｆ＝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况下，一
般情况下选用Ｐ＞Ｏ．０５、Ｐ＜０．０５和Ｐ＜０．叭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０．００１或Ｐ＜０．０００１。当涉及总体参
数（ｉｎ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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