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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脑出血后住院期间不同时期痫性发作患者临床特点，评价不同时间段卒中后痫性发作

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入组人群选自中国卒中登记中既往无癫痫病史的2382例的自发性幕
上脑出血患者。根据患者住院期间脑出血后伴发痫性发作的时间将患者分为无痫性发作组，脑出血
发病同时（发病24 h内）出现的痫性发作（seizures at onset，SAO）组与发病后住院期间出现的痫性发作
（seizures during hospitalization，SDH）组。收集入组患者性别、年龄、既往病史、入院时GCS评分和出血
部位等临床特点及1年后是否死亡的随访信息，对不同时间段发生卒中后痫性发作与1年死亡率的关系
进行分析。
结果 入组患者中无痫性发作患者共2271例，SAO组61例，SDH组50例。SAO组（55.7%）及SDH组
（44％）患者入院时低GCS评分（3～8分）患者比例高于无痫性发作患者组（21.1%），SAO及SDH组患者
出血部位多数集中在单纯脑叶或脑叶合并深部白质，而无痫性发作组患者出血部位多位于底节区或丘
脑的深部位置，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 <0.0001）。无痫性发作患者组1年死亡率最低（25.1%），SDH组
死亡率最高（56.0%），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 <0.0001）。多因素Logistic分析发现，与无痫性发作患者
相比，SDH是患者一年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OR 2.145，95%CI 1.084～4.245，P＝0.029）。
结论 与脑出血后无痫性发作患者相比，发病后住院期间出现的痫性发作是影响患者1年死亡的独
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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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epileptic seizures in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supratentori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SICH), and the relation of early and delayed-onset seizure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to the 1-year outcome.
Methods Patients with acute spontaneous SICH and without epilepsy history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Stroke Registry (CNSR) data from September 2007 to August 2008 were included.
According to the onset time of epileptic seizure,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no-seizure group,
the seizures at hemorrhage onset (SAO) group and seizure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SDH) group.
Baseline data and the 1-year follow-up results were collected. The relation of early and delayedonset seizure after hemorrhage to the 1-year mortality were analyzed.
Results Of all the enrolled patients, 2271 patients having no seizures, 61 patients in SAO and 50
patients in SDH group. Compared to no-seizure group (21.1%), SAO (55.7%) and SDH (44%)
groups had lower GCS (3-8), and the hemorrhagic foci in both the seizure groups mostly lied
in the lobes and deep white matter,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001). While
hemorrhage in the no-seizure group mostly lied in basal ganglia and deep thalamus. 1-year mortality

中国卒中杂志 2019年7月 第14卷 第7期

was lowest in no-seizure group, and highest in SDH group (P <0.0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DH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1-year mortality (OR 2.145, 95%CI 1.0844.245, P =0.029).
Conclusions Epileptic seizures after hemorrhage during hospitalization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1-year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pontaneous SICH.
【Key Word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Seizure; Mortality

卒中是成人痫性发作常见病因之一，我国
18.8％～47.6%的痫性发作是由出血性卒中引
[1-3]

血位于幕上；③发病距入院时间在14 d内；④住
院时间＜4周；⑤完成1年随访且病例资料完整。

。同时，痫性

排除标准：①既往有癫痫病史或服用抗癫

发作也是脑出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发病率为

痫药物病史；②外伤导致脑出血；③原发性脑

2.7%～17%，如果将脑电图中出现癫痫样放电

室内出血；④脑出血病因与肿瘤相关；⑤失访。

也计算在内的话，其发病率甚至高达42%。较

1.2 研究方法

不伴痫性发作的脑出血患者而言，出现痫性

1.2.1 临床资料收集 收集入组患者的临床资

发作的患者死亡和致残风险均有不同程度地

料，包括年龄、性别等人口学资料；卒中、糖尿

提高。脑出血急性期伴发痫性发作的患者大多

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既往病史；住院时GCS

在脑出血起病同时或两周内出现症状，国内外

评分。

研究表明，在脑出血发病24 h内出现的痫性发

1.2.2 影像分析 所有患者接受非增强头颅CT

作（seizures at onset，SAO）与发病24 h后

扫描，参数为幕上层厚9 mm，幕下4.5 mm。采

住院期间出现的痫性发作（seizures during

用ABC/2方法测量发病后第一次头颅CT上出

hospitalization，SDH）可能在发病机制、临床

血的体积，同时记录出血是否破入脑室。幕上

起的，其比例是西方国家的2倍

[4 -11]

表现、危险因素与预后等方面均有不同

。本

出血的位置分类如下：①仅累及底节区或丘脑；

研究旨在评估中国急性自发性幕上脑出血人群

②仅累及脑叶；③同时累及深部及脑叶。所有头

中无痫性发作、SAO与SDH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颅CT评价由各分中心的一名经过培训的神经

及预后之间的差异，为脑出血后痫性发作患者

放射科医师盲法独立完成。

的二级预防提供依据。

1.2.3 痫性发作定义 本研究痫性发作的诊断
是基于临床急性症状性发作。根据2010年国际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抗癫痫联盟定义：急性症状性发作为急性中枢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中国卒中登记
（China National Stroke Registry，CNSR）人
群，CNSR是中国最大的卒中登记之一，于2007

神经系统损害相关的临床发作，表现为发作性
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可有运动功能受累表现，
伴或不伴继发意识改变[13]。

年9月-2008年8月期间收集全国27个省及4个直

脑出血后痫性发作指脑出血前无癫痫发作

辖市的132家医院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一般临床

病史，在出现急性脑出血事件后一定时间内由

资料并进行为期一年的随访，是基于住院患者

于脑组织受损、并排除脑部其他及代谢性病变

[12]

的多中心和前瞻性研究 。本研究从CNSR中

-

等诱因而出现的痫性发作[14 16]。

筛选出既往无癫痫病史的2382例自发性幕上脑

患者入院时主管医师询问患者和家属痫性

出血患者纳入研究。该登记研究获得首都医科

发作症状情况，同时记录住院期间所有痫性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作症状发生的情况。将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合并

入组标准：①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自发
性脑出血的诊断标准，并均经CT证实；②脑出

发痫性发作及痫性发作的时间分为无痫性发作
组、SAO组及SDH组。

661

662 Chin J Stroke, Jul 2019, Vol 14, No.7

1.5 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单

比较3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既往病史及

因素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检验；采用Logistic

GCS评分、出血位置特点，发现SAO及SDH组

回归模型分析脑出血急性期不同时间段痫性发

患者GCS评分低（3～8分）者比例高于无痫性

作患者与终点事件（1年死亡）之间的关系，在

发作组，且SAO及SDH组患者出血部位多集中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纳入分析因素包括： 在单纯脑叶或脑叶合并深部，而无痫性发作组
高龄（年龄≥60岁）、性别、卒中病史、糖尿病

患者出血部位则多位于基底节区或丘脑的深

病史、高血压病史、高血脂病史、入院GCS评分、 部位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组中性别、是否
血肿位置及血肿是否破入脑室。统计分析采用

高龄（年龄≥60岁）、血肿是否破入脑室及既

SAS软件，版本号为9.3（SAS Institute，Cary， 往卒中、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病史比例差
NC），所有分析均为双侧检验，P＜0.05差异具

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无痫性发作组中1年死亡率最低（25.1%），

有统计学意义。

而SDH组中死亡率最高（56.0%），3组间差异具
2

结果

有统计学意义（表1）。

2.1 一般临床资料及比较结果 本研究共入组

2.2 患者1年死亡率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在多

2382例患者，其中60岁以下者1005例（42.2%）， 因素Logistic分析中，同无痫性发作患者相比，
60岁及以上者1377例（57.8%）。男性1440例

SDH是患者1年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高龄、

（60.5%），女性942例（39.5%）。无痫性发作患

GCS评分低、既往卒中病史、既往糖尿病病史、

者2271例，其中男性1376例，女性895例；SAO

出血位于脑叶或脑叶＋深部及出血破入脑室都

组61例，其中男性34例，女性27例；SDH组50例， 是一年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既往高血脂病
史则是一年后死亡的保护性因素（表2）。

其中男性30例，女性20例。
表1

脑出血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1年死亡率比较
无痫性发作

SAO

SDH

2271

61

50

年龄≥60岁，n（%）

1313（57.8）

33（54.1）

31（62.0）

男性，n（%）

1376（60.6）

34（55.7）

30（60.0）

n

GCS，n（%）
≥13

表2

脑出血患者1年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P值

OR

95%CI

P值

1.333

0.697～2.549

0.385

痫性发作类型
0.703
0.745
<0.001

SAO

2.145

1.084～4.245

0.029

年龄≥60岁

SDH

2.055

1.618～2.610

<0.001

男性

0.359

0.711～1.132

0.897

1.000

-

-

1454（64.0）

17（34.0）

25（41.0）

9～12

338（14.9）

11（22.0）

2（3.3）

GCS评分

3～8

479（21.1）

34（55.7）

22（44.0）

≥13

卒中病史，n（%）

583（25.7）

17（27.9）

20（40.0）

0.070

9～12

4.144

3.086～5.564

<0.001

糖尿病史，n（%）

197（8.7）

8（13.1）

7（14.0）

0.214

3～8

13.198

10.122～17.208

<0.001

1516（66.8）

35（57.4）

34（68.0）

0.302

卒中病史

1.630

1.266～2.099

<0.001

150（6.6）

2（3.3）

4（8.0）

0.535

糖尿病史

1.491

1.010～2.202

0.045

高血压病史

1.003

0.784～1.285

0.978

高脂血症病史

0.368

0.208～0.650

0.001

高血压病史，n（%）
高脂血症病史，n（%）
出血位置，n（%）
底节区或丘脑

<0.001
1752（77.1）

29（47.5）

14（28.0）

深部＋脑叶

135（5.9）

8（13.1）

5（10.0）

脑叶

出血位置

384（16.9）

24（39.3）

31（62.0）

出血破入脑室，n（%） 665（29.3）

23（37.7）

15（30.0）

0.362

1年后死亡，n（%）

29（47.5）

28（56.0）

<0.001

571（25.1）

注：SAO：脑出血发病24 h内出现的痫性发作；SDH：发病后住院期间（24 h后）出现的痫
性发作

底节区或丘脑

1.000

-

-

深部＋脑叶

2.178

1.396～3.398

0.001

脑叶

1.598

1.191～2.145

0.002

2.896

2.285～3.672

<0.001

出血破入脑室

注：SAO：脑出血发病24 h内出现的痫性发作；SDH：发病后住
院期间（24 h后）出现的痫性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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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在本研究中，与住院期间无痫性发作的患

根据国际抗癫痫联盟的诊断标准，按照卒
中后痫性发作时间是否在14 d内分为早发型卒
[14]

者相比，SAO和SDH患者1年死亡的风险均有
提高，且SDH是1年死亡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

中后痫性发作和晚发型卒中后痫性发作 。本

分析其发病机制，考虑SAO可能多是发病数小

研究针对住院期间不同时间段痫性发作的脑出

时内血肿及损伤组织细胞发生的可逆的改变引

血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既往史、GCS、血肿

起，SDH较SAO而言，血肿周围组织出现不可

部位及1年死亡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脑出血

逆性缺血缺氧性改变，以及含铁血黄素沉积的

急性期痫性发作会增加患者1年死亡风险，脑出

程度更大，因此其对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更明

血24 h后且住院期间出现痫性发作与1年死亡

显一些。
本研究来自中国最大的卒中登记数据库，

独立相关，提示脑出血急性期应密切关注患者
痫性发作可能，减少相关危险因素的出现，降

覆盖全国132家医院，研究的样本量超过2000

低其发生率，可有助于减少患者的1年死亡率。

例，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研究的结果对于幕上

CNSR数据显示，我国急性脑血管病住院

自发性脑内出血合并住院期间痫性发作有一定

患者中，脑出血患者占23.4%，有46%的患者在

的临床参考价值。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发病1年内出现死亡或遗留严重残疾[17]。在本研

性：首先，本研究中痫性发作的诊断只是基于

究中，脑出血急性期伴痫性发作患者1年内死亡

临床急性症状性发作，症状的描述来自患者和

的比例约为51%，较整体脑出血患者的死亡比

家属及主治医师的病例记录，缺少脑电图辅助

例明显升高。本研究数据显示，脑出血患者发

检查证实，可能存在一定的漏报或错报；其次，

病时GCS评分、血肿的位置与痫性发作可能有

本研究仅记录住院期间是否发生痫性发作，未

关，出现痫性发作的患者脑出血部位更多的累

记录具体发作与脑出血发病的间隔时间，因此

[18 -20]

。有

无法完全界定痫性发作是否为早发型卒中后痫

研究者认为脑叶病变较深部组织病变更容易

性发作；出院随访过程中没有记录是否有痫性

出现痫性发作的发病机理类似于在灰白质交界

发作，因此没有纳入部分晚发型痫性发作的患

处进行了皮质的外科分离手术，导致脑皮质周

者；另外，本研究没有关注抗癫痫药物使用对

及脑叶，这与国内外其他报道是一致的

[21]

期性放电，引起痫性发作 。

患者预后的影响也是一项不足之处。

早期卒中后痫性发作多发生于卒中发病后
1～2 d内，有研究显示43％实施早发型痫性发
作在卒中发病最初24 h内出现 [5]；还有研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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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本研究利用中国卒中登记数据库，对较大样本量的脑出血患者住院期间痫性发作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发病24 h后住院期间出现的痫性发作是幕上性脑出血患者1年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