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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lications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s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t home and abroad, 2644 patients with stroke in Dalian Port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2016 to December 31, 2018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mong them, there were 785 case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1859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ll of which met the criteria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of serious diseases such as immune deficiency. Results: The type of cerebral
hemorrhage accounted for 30% of stroke; there were 785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including 566 males (72.10%) and 219 females (27.90%). The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was 2.5%. The
number of male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work stress and bad habits such as smoking and drinking. Among the case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in different age stages, people aged 50~60 and 60~70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accounting for 28.28% and 26.37%, respectively. Hypertension, diabete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ccounted for 71.85%, 17.20% and 4.84% of the cause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cerebral hemorrhage in me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women, of which there is high proportion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tients;
hypertension, diabete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re common 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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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影响脑出血的相关因素、流行病学特点及其并发症。方法：在查阅了国内外康复医学的相关
文献资料基础上，回顾性分析大连港医院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收治的(康复科所有患脑
卒中住院的患者，共计2644例，其中脑出血类型有785例，脑梗死类型有1859例，均已符合无免疫性缺
陷等严重疾病的纳入和排除标准)脑梗死患者。结果：脑出血类型占脑卒中的30%；收入符合条件的脑
出血患者785例，其中男性566例，占72.10%，女性219例，占27.90%。男女比例为2.5:1，由于男性
工作压力以及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的影响，男性脑出血患者数量明显高于女性。不同年龄阶段脑出血情
况中50~60岁，60~70岁占很大比例，分别占28.28%和26.37%；脑出血病因中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冠
心病占较大比例，分别为71.85%，17.20%和4.84%。结论：脑出血中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中老
年患者比例较高；发病因素中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冠心病较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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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脑卒中是指急性起病，由于脑局部血液循环障碍所导致的神经功能缺损综合征。脑卒中主要分为以
下三类：1) 脑梗死；2) 脑出血；3) 蛛网膜下腔出血[1]。其中脑出血是一种具有高致残率和致死率的疾
病，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人类残疾和死亡的重要原因。根据相关调查，我国脑出血的患病率约为 112/10
万，年发病率约为 81/10 万，在整个急性脑血管病中占比为 20%~30% [2]。脑出血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
人民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之一。且近年来脑出血发病率呈现逐年增高的态势，年轻化趋势明显。东北地区
为中国脑出血的高发区域，这和东北地区气候特点、饮食习惯均有一定关系。脑出血的发病原因较多，
不同发病原因的脑出血临床治疗方案不尽相同，因此尽早确定脑出血的病因，对于脑出血的早期诊断和
治疗很有帮助。脑出血的危险因素较多，了解脑出血的相关危险因素，并在早期进行防控，对于减少脑
出血的发病率可起到积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 785 例脑出血病因的回顾性分析研究，分析脑出血患者
的病因组成及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工作中脑出血的病因诊断和危险因素防控提供依据和参考。

2. 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2.1. 一般资料
入选标准
1)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收治的康复科所有患脑出血住院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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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部病例符合 2010 年美国成人自发性脑出血治疗指南的诊断标准[3]。
3) 头颅 CT 或 MRI 显示与临床症状相符的病灶。
4) 有完整的病史、神经系统定位体征、住院经过及出院纪录。
5) 患者自愿参加本次调查且早已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1) 外伤性脑出血。
2) 单纯蛛网膜下腔出血。
3) 脑梗死后出血转化。
4) 不符合全国第 4 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脑血管病的诊断标准。
注：以下情况不属于单纯蛛网膜下腔出血：①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脑室系统积血；②蛛网膜下腔出
血，同时伴有外侧裂或脑实质内形成血肿者。
研究标准
严格遵守《临床研究规范与准则:伦理与法规(第 3 版) (中文翻译版)》[4]，遵循临床研究的统一化规
范和准则，与患者签订隐私保密协议，并以最高质量来完成临床试验研究工作。

2.2. 研究方法
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连续收集在大连港医院住院的 785 例脑出血患者，其中男
性 566 例，女性 219 例。获得详细记录所有病例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血压、既往病史等。详
细记录并观察所有脑出血患者的病因，并对脑出血患者的病因进行前瞻性分析研究。

3. 结果
3.1. 年龄与性别分布
本组资料共收入符合条件的脑出血患者 785 例，
其中男性 566 例，
占 72.10%，
女性 219 例，
占 27.90%。
男女比例为 2.5:1，由于男性工作压力以及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的影响，男性脑出血患者数量明显高于女
性。20~30 岁年龄段人群患者较少，仅为 2.29%；30~40 岁以及 70~80 岁年龄段人群患者比率大致相同，
分别为 9.04%及 12.23%；40~50 岁患者占总人数的 17.20%；而 50~60 以及 60~70 岁人群患病比例最高均
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分别为 28.28%及 26.37%。具体发病年龄及性别分布(见表 1)。
Table 1. 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of 785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表 1. 785 例脑出血患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
年龄组

男(人)

女(人)

总计(人)

百分比

20~30 岁

14

4

18

2.29%

30~40 岁

65

6

71

9.04%

40~50 岁

109

26

135

17.20%

50~60 岁

152

70

222

28.28%

60~70 岁

153

54

207

26.37%

70~80 岁

54

42

96

12.23%

80~90 岁

19

17

36

4.59%

91 岁以上

0

0

0

0.00%

总计

566

219

78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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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785 例脑出血患者年龄与性别的分布用条形图表示(如图 1)，从图 1 中可以看到，50~60 岁及 60~70
岁年龄段脑出血患者，在男性组和女性组中均为发病人数最多的组。

Figure 1. 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of 785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图 1. 785 例脑出血患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

3.2. 病因
本组关于脑出血病因的统计，其中高血压 564 例(71.85%)，为脑出血的最常见病因。糖尿病 135 例
(17.20%)，冠心病 38 例(4.84%)，高脂血症 4 例(0.51%)，动脉粥样硬化 4 例(0.51%)，肿瘤 0 例(0.00%)，
风湿 0 例(0.00%)，原因不明 44 例(5.60%)。所有病因组成(见表 2)所示。
Table 2. Etiological statistics of 785 case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表 2. 785 例脑出血患者的病因统计
病因

例数(例)

百分比

高血压

564

71.85%

糖尿病

135

17.20%

冠心病

38

4.84%

高脂血症

4

0.51%

动脉粥样硬化

0

0.00%

肿瘤

0

0.00%

风湿

0

0.00%

原因不明

44

5.60%

总计

785

100.00%

4. 讨论
有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我国脑血管病己成为造成人类死亡的重要原因[5]。脑出血约占急性脑血
管病的 20%~30%，近些年来，脑出血呈现出明显的发病率增高的态势[6]，且年轻化趋势明显。脑出血已
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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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影响脑出血年龄与性别因素
本研究收集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连续收集在大连港医院住院的 785 例脑出血患者
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566 例，女性 219 例，男女比例为 2.5:1，男性脑出血患者的数量明显高于女性。

4.2. 影响脑出血的病因：
脑出血的主要病因是高血压。高血压是脑出血最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高血压对防治脑出血至关重
要。本资料中由高血压所引发的病例占 71.85%，可能与由高血压引起脑内细小动脉病变有关。糖尿病是
脑出血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脑出血则是糖尿病死亡的重要原因。据报道糖尿病患者的脑血管病发生率
较无糖尿病者多 2 倍，动物实验发现高血糖能特异性地激活糖尿病鼠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及动脉内皮细胞
的蛋白激酶 C 的活性，这种激活可导致血管细胞的增生，渗透性增加从而导致脑出血不易控制，出血量
增大[7]。脑出血和冠心病共同的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脑卒中发病率及死亡
率较高，冠心病发病率较低[8]。

4.3. 脑出血及其病因的预防：
起居有常。早睡早起，避免熬夜工作，临睡前不看紧张、恐怖的小说和电视。身心愉快。忌暴怒、
惊恐、过度思虎以及过喜。控制饮食。饮食且清淡，易消化，少食油腻、脂肪、糖类。要用足够的蔬菜
和水果，少食多餐，晚餐量少，为宜喝浓茶、咖啡。戒烟少酒。吸烟是造成脑出血的重要因素，应绝对
戒烟。少量饮啤酒、黄酒、葡萄酒等低度酒可促进血脉流通，气血调和，但不能喝烈性酒。劳逸结合。
避免过重体力劳动或突然用力，饱餐后不宜运动。体育锻炼。运动应根据各人自身的身体条件、兴趣爱
好选择，如打太极拳、乒乓球、健身操等。要量力而行，使全身气血流通，减轻心脏负担。

5. 结论
脑出血发病患者中男性比例明显多于女性，年龄与既往流行病学统计相比较呈现年轻化趋势。脑出
血的病因比例依次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高脂血症等。脑出血及其病因的预防中，起居有常、身
心愉快、控制饮食、劳逸结合以及体育锻炼对脑出血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综上所述，40 岁以上人群，
尤其是男性要更加注重对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高脂血症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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