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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ＰＩＣＵ 缺血性脑卒中（ ＩＳ） 近期预后不良的关联因素，构建多因素预后预测模型。 方法

纳入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ＰＩＣ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收治的 ＩＳ 连续病例，以出院时脑功能分类量表评分（ ＰＣＰＣ） ≥４ 分为
预后不良，＜４ 分为预后良好，采集患儿的基本信息、临床、影像及脑电图特征等信息，行单因素分析及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
回归分析，并基于预测指标构建预后预测模型，评价内部有效性。 结果

１１４ 例 ＩＳ 进入本文分析，男 ６４ 例，女 ５０ 例，中位

年龄 ３０．０（９．０， １０２．８） 个月，有局灶性表现 ７８ 例（６８．４％） ，有全身性表现 １０１ 例（８８．６％） ，同时有局灶和全身性表现 ６５ 例
（５７．０％） ，ＩＳ 后症状性癫 发作 ６１ 例（５３．５％） ，收住 ＰＩＣＵ 时改良 ＧＣＳ ３ ～ １５（１０．５±３．２） 分，动脉 ＩＳ ９８．２％（１１２ 例） ，梗死灶
横向性同时累及双侧脑部 ３６．８％（４２ 例） ，仅累及左侧脑部 ３２．５％ （３７ 例） ，仅累及右侧脑部 ３０．７％ （３５ 例） 。 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
级≥３ 分 ６１．４％（７０ 例） 。 ＩＳ 复发 ８ 例（７．０％） ，男 ７ 例，复发距离首次起病间隔时长中位数 ４．５（１．３， １４．０） 个月；预后良好

８１ 例 （７１．１％） ，预后不良 ３３ 例。 ７ 例死亡（ 出院病死率 ６．１％） 。 １０７ 例存活者中，９５ 例遗留有程度不等和形式不一的机体
功能障碍，依次为运动障碍，认知障碍、语言障碍和症状性癫 等。 ７ 例死亡患儿均非复发 ＩＳ 病例且均有全身性表现，４ 例
存在 ＩＳ 后急性症状性癫

发作。 改良 ＧＣＳ 评分 （ ＯＲ ＝ ０． ６０１，９５％ ＣＩ：０． ４６０ ～ ０． ７８４） 及 ＶＥＥＧ 的 Ｓｙｎｅｋ 分级评分 （ ＯＲ ＝

４．５１８，９５％ＣＩ：１．６８２ ～ １２．１３７） 是儿童 ＩＳ 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子，以此构建的多因素预后预测模型，内部验证预测正确率

８９．５％，预测概率的 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０．９４６（９５％ＣＩ：０．９０６ ～ ０．９８６） 。 结论

ＰＩＣＵ 儿童 ＩＳ 发生率低（１．３８％） ，总体近

期预后良好，出院病死率低，但致残率高。 改良 ＧＣＳ 评分联合 ＶＥＥＧ 的 Ｓｙｎｅｋ 分级评分构建预后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高，
具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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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０．９４６（９５％ＣＩ： ０．９０６⁃０．９８６）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ＩＳ ｉｎ ＰＩＣＵ ｗａｓ ｌｏｗ
（１．３８％） ，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ｗａｓ ｇｏｏ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ａ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ｗａｓ ｌｏｗ，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ｈｉ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ＧＣ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ｋ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ＶＥＥＧ ｇｏｔ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发达国家儿童脑卒中（ ＩＳ） 的年发病率为 ３．０ ～ ２５．０ ／ １０
；中国香港地区儿童动脉 ＩＳ 的年发病率

万（ 含新生儿）

［１］

为 １．５ ／ １０ 万

。 加拿大儿童脑卒中登记处资料显示，中位

［２］

随访时间为 ２．９ 年时，儿童脑卒中特异性死亡率为 ５％，出
院后遗留轻、中及重度神经功能障碍的动脉 ＩＳ 患儿分别占

３６％、２３％及 １０％

［３］

。 目前尚缺乏可以准确评价 ＩＳ 严重程

度和 预 后 的 实 验 室 标 志 物， 影 像 检 查 和 视 频 脑 电 图
（ ＶＥＥＧ） 既为 ＩＳ 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可用于评估脑损
伤严重程度及预后

［４］

。 成人研究

［５］

报告，脑电图 Ｓｙｎｅｋ 分

级评分能很好反映患者颅脑血管疾病其脑功能受损程度，
并且可以较准确地对其预后进行预判。 本文回顾性分析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我院） ＰＩＣＵ 的 ＩＳ 患儿资料，分析影
响预后的因素。
１
１．１

至 １８ 岁符合本文 ＩＳ 诊断标准的患儿；②入住 ＰＩＣＵ 的 ７２ ｈ
内完成 ＶＥＥＧ 评估。

１．５

排除标准

①ＰＩＣＵ 期间仅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症

状，影像学检查尚未发现责任病灶；②病历中提取不到主要
暴露因素（ 脑电图） 的数据和用于行 ＰＣＰＣ 的数据。

１．６

暴露因素定义

（ １） 年 龄， 以 收 住 ＰＩＣＵ 时 的 年 龄

（ 月） 记。 （２） 早产：胎龄＜３７ 周。 （３） 起病季节：春季（３ ～ ５

月） 、夏季 （ ～ ８ 月） 、秋季 （ ～ １１ 月） 、冬季 （ ～ 次年 ２ 月） 。
（４） 复发：原有神经功能障碍好转或消失或缺如恢复 ２８ ｄ
后，再出现新的神经功能的障碍或缺如，且 ＣＴ ／ ＭＲ 发现新
病灶。 （５） 出 ＰＩＣＵ 时与 ＩＳ 并行的主要诊断。 （ ６） 临床表
现类别：局灶性和全身性。 （７） ＩＳ 后症状性癫
中发生的癫 发作，起病 ７ ｄ 内出现癫

发作：ＰＩＣＵ

发作为 ＩＳ 后急性

症状性癫 。 （ ８） 收入 ＰＩＣＵ 时的改良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方法
研究设计

回顾性队列研究。 以 ＰＩＣＵ 的 ＩＳ 患儿为

研究对象、出 ＰＩＣＵ 为队列终点，以儿童脑功能分类量表评
分（ ＰＣＰＣ） ≥４ 分为预后不良，采集在 ＰＩＣＵ 中的暴露因素
（ 临床、影像学、脑电图特征） ，构建儿童 ＩＳ 的预后预测模
型。

１．２

伦理

１．３

ＩＳ 诊断标准

本研究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复儿伦审

２０１９２１５） 。

参照中华医学会制定的《 中国急性 ＩＳ

（ ＧＣＳ） 结果 ［７］ （ 我院入 ＰＩＣＵ 后常规行 ＧＣＳ 评估） ，重度昏

迷 ３ ～ ８ 分，中度昏迷 ～ １２ 分，轻度昏迷 ～ １４ 分，正常 １５ 分。
（９） 梗死灶横向性同时累及双侧脑部：脑 ＣＴ ／ ＭＲ 影像中梗
死灶同时累及左侧和右侧脑部。 （ １０） 混合多部位梗死：脑
ＣＴ ／ ＭＲ 影像中，梗死灶累及以下 ４ 个部位［ 皮质和（ 或） 白

质，基底节、内囊或丘脑，脑干，小脑］ 中的至少 ２ 个部位。
（１１） 大面积梗死 ［８］ ：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域≥２ ／ ３ 范围的梗
死，伴或不伴大脑前动脉 ／ 大脑后动脉的供血区域范围发生

梗死。 （１２） 脑电图：以 Ｓｙｎｅｋ 分级 ［９］ 评估脑损伤严重程度。

诊治指南 ２０１８》 标准 ［６］ ，同时符合以下各项：①局灶和全身

１．７

现责任病 灶， ④ 排 除 全 身 （ 包 括 脑） 弥 漫 性 缺 血 性 病 因，

专业医师分别重新阅读脑 ＣＴ ／ ＭＲ 片；由 ２ 名神经脑电生理

神经功能的障碍或缺如，②发病后 ２ 周之内，③影像检查发
⑤脑ＣＴ ／ ＭＲ 排除脑出血。

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或缺如：局部肢体无力（ 运动障

碍） 、中枢性面瘫、语言障碍、共济失调、感觉障碍、吞咽不
能、构音障碍、视觉障碍等；全身性神经功能障碍或缺如：意
识障碍、伴有神经症状的癫

发作、发热、呕吐、头痛、哭吵

或烦躁不安、头晕、呼吸不规则、大小便失禁等。
１．４

纳入标准

同时满足以下 ２ 项：①ＰＩＣＵ 中年龄 ２８ ｄ

暴露因素测量

分别由 ２ 名 ＰＩＣＵ 临床医生回顾性采

集研究对象住院过程中的病史资料信息；由 ２ 名儿科影像
专科医师分别分析 ＶＥＥＧ 原始数据；均 １ 人录入，另 １ 人复
核；如有争议，由上级医师进行再次复核。

１．８

１．８．１

ＶＥＥＧ 监测

ＶＥＥＧ 监测

我院 ＰＩＣＵ 对神经重症患儿常规开展

ＶＥＥＧ 监测，采用美国“ ＮｉｃｏｌｅｔＯ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型号的 ３２ 导视
频脑功能监护仪行床旁监测，按照国际规范 １０⁃２０ 系统标
准安置至少 ８ 导电极记录（ 即 Ｆｐ１、Ｆｐ２，Ｃ３、Ｃ４，Ｔ３、Ｔ４）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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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双侧耳垂部或双侧乳突部为参考电极，额极中点（ ＦＰｚ）

２

监测。 戴弹力帽，固定盘状镀银电极片，保持其与头皮间阻

合本文纳入 标 准 的 ＩＳ 连 续 病 例 １２３ 例， 占 同 期 ８ ８３５ 例

结果

为接地电极，中央中线点（ Ｃｚ） 为公共参考电极，加用心电

２．１

抗≤５ ｋΩ 进行描记，每例监测评估时间≥２ ｈ，期间标记全

ＰＩＣＵ 病例的 １．４％，排除新生儿 １ 例、ＶＥＥＧ 数据不完整 ６

过程中患儿发生的各种状态和事件，回放监测视频时根据
实际需求进行多种导联方式分析。
１．８．２

ＶＥＥＧ 评估

Ｓｙｎｅｋ ［９］ 将 ＶＥＥＧ 结果分为Ⅰ ～ Ⅴ级分

别对应记为 １ ～ ５ 分，Ⅰ级：规律的 α 节律，伴少量 θ 波，反
应性阳性；Ⅱ级：支配性的 θ 活动；Ⅲ级：弥漫性的、规律 ／ 不
规律的 δ 活动；Ⅳ 级：爆发⁃抑制，反应性缺失；Ⅴ 级：电静
息，等电位（ ＜２ μＶ） 。 ≥３ 分提示脑损伤。

需要说明的是，（１） 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标准需要结合正常

同年龄儿童脑电活动频率特征，例如＜３ 岁儿童脑电活动以
δ 或 θ 波为主不判定为异常。 （２） 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中还关注
了脑电图反应性、生理睡眠结构及低电压，①脑电图反应性
缺失：ＶＥＥＧ 监测期间，对患儿进行疼痛刺激和耳旁声音呼
唤刺激后，未观察到脑电背景活动发生与之相关的频率或
电压变化，如出现与刺激相关的脑电频率变慢、电压增高、
背景波的电压降低，则为脑电反应性阳性

［４］

；②脑电图生

理睡眠结构缺如：符合睡眠周期的生理睡眠中不存在顶尖
波和睡眠纺锤波

［１０］

；③脑电图低电压：主要的电活动为持

续性且非刺激后的 θ 波和（ 或） δ 波，持续性的波幅低于 ２０
μＶ

［４］

１．９

。

预后定义及测量

史资料行 ＰＣＰＣ 评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我院 ＰＩＣＵ 符

例、结局 ＰＣＰＣ 数据不全 ２ 例，１１４ 例 ＩＳ 患儿进入本文分
析。 男 ６４ 例 （ ５６． １％） ， 中位年龄 ３０． ０ （ ９． ０，１０２． ８） 月， 住

ＰＩＣＵ ７．０（４．０，１３．３） ｄ。 出 ＰＩＣＵ 时 ＰＣＰＣ 得 １ 分者 ７ 例，２
分 ４０ 例，３ 分 ３４ 例，４ 分 ９ 例，５ 分 １４ 例，６ 分 １０ 例。 出院
预后良好 ８１ 例，预后不良 ３３ 例（ ２８．９％） 。 表 １ 显示，预后
良好 和 不 良 患 儿 性 别、 年 龄、 早 产 史、 复 发、 起 病 季 节 和
ＰＩＣＵ 与 ＩＳ 并行的主要诊断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

出院时与 ＩＳ 并行的主要诊断

归纳为 ５ 类，①脑血管

异常疾病 ３５ 例：烟雾病 １６ 例、局灶性脑动脉病变 １３ 例、其

他脑血管畸形 ４ 例及高血压脑病 ２ 例；② 感染性疾病 ２５
例：卒中前 ４ 周内中枢感染 １４ 例、１ 周内脓毒症 ９ 例，６ 个
月内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 ２ 例；③心脏病变 ２０ 例：先心

病 １２ 例、感染性心内膜炎伴赘生物 ６ 例，心肌炎 ／ 心肌病 ２
例；④其他病因明确疾病 ２６ 例：实体肿瘤 １０ 例、卒中前 １
周内轻微头部外伤 ９ 例、遗传代谢病 ４ 例、免疫风湿病 ２
例，凝血障碍 １ 例；⑤仅 ＩＳ 诊断 ８ 例。

２．３

临床特征

１０３ 例（ ９０．４％） 存在多个症状，１１ 例表现

为单一症状。 局灶性表现 ７８ 例（６８．４％） ，出现频次前 ３ 的
症状为局部肢体无力 ７３ 例、中枢性面瘫 ３０ 例和语言障碍

由 ２ 名 ＰＩＣＵ 临床医生分别根据出

１４ 例；全身性表现 １０１ 例（８８．６％） ，出现频次前 ３ 症状为意

和记录预后；本文以 ＰＣＰＣ ４ ～ ６ 分

例；６５ 例（５７．０％） 同时有局灶和全身性表现。 ＩＳ 后症状性

院时（ 从 ＰＩＣＵ 过渡到普通病房，或直接从 ＰＩＣＵ 出院） 的病
［１０］

一般情况

为预后不良，ＰＣＰＣ １ ～ ３ 分为预后良好；１ 分：正常，各项能
力同与其同龄的正常儿童；２ 分：轻度残疾，意识清楚，能与
正常同龄人互动，可能存在轻度持久性神经系统功能缺陷；

识障碍 ６７ 例、伴有神经症状的癫

发作 ６１ 例和发热 ４２

癫 发作 ６１ 例（ ５３．５％） ，ＩＳ 后急性症状性癫

４％（５４ 例） 。

发生率 ４７．

４１ 例（ ３６．０％） ＩＳ 患儿年龄≤１２ 个月，其中 ６５．９％ （ ２７

３ 分：中度残疾，意识清楚，能独立完成与其年龄匹配的日

例） 有局灶性表现，９５． １％ （ ３９ 例） 有全 身 性 表 现，６１． ０％

识存在，但存在脑功能障碍、认知行为残疾、躯体残疾，２４ ｈ

神经症状的癫 发作，ＩＳ 后急性症状性癫

常生活、家庭与社会活动，但仍有残疾；４ 分：严重残疾，意

（２５ 例） 同时有局灶和全身性表现；６３．４％（２６ 例） 存在伴有
发生率 ５６．１％

需要他人照护；５ 分：昏迷 ／ 植物状态；６ 分：死亡 ／ 脑死亡。

（２３ 例） 。

分析。 计量变量符合正态性和方差齐性选用均数和标准差

中 ３ ～ ８ 分 ３０ 例（２６．３％） ， ～ １２ 分 ５０ 例（４３．９％） ， ～ １５ 分 ３４

１． １０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版本进行统计计算和

描述，组间比较选用 ｔ 检验；若不符合则选用中位数和百分
位数间距描述，组间比较选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计数变量
采用率（ ％） 描述，有序分类变量其两组间比较选用非参数
秩和检验；无序分类变量的两组间比较，依据其单元格分布
选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卡方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Ｐ＜０．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对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ＩＳ 患儿收住 ＰＩＣＵ 时改良 ＧＣＳ ３ ～ １５（ １０．５±３．２） 分，其

例（２９．８％） ，提示多数 ＩＳ 患儿存在轻中度为主意识障碍。
动脉 ＩＳ ９８．２％（ １１２ 例） ，２ 例为颅内静脉系统血栓形成所
致。 梗死灶横向性同时累及双侧脑部 ３６．８％（４２ 例） ，仅累

及左侧脑部 ３２． ５％ （ ３７ 例） ，仅累及右侧脑部 ３０． ７％ （ ３５
例） 。 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３ 分占 ６１．４％（７０ 例） 。

ＩＳ 复发 ８ 例（ ７． ０％） ，其中男 ７ 例，女 １ 例，中位年龄

和临床认为重要变量，行多因素的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

３８．５（２７．５， ８１．８） 月；复发距离首次起病间隔时长中位数４．５

及回归系数，建立相应的回归方程，形成多因素预测模型，

３３．０个月，与复发 ＩＳ 并行的诊断疾病包括：脑血管异常疾

分析（ 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Ｒ） ；通过计算比值比
以模型预测概率绘制 ＲＯＣ 曲线，评价模型拟合效果；以重
采样方法对模型进行内部验证，计算模型预测正确率。

（１．３， １４．０） 个月；复发距离首次起病间隔时长范围 １． ０ ～

病 ５ 例（ 烟雾病 ４ 例，局灶性脑动脉病变 １ 例） ；心脏病变 ２
例（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伴赘生物形成 １ 例，先心病 １ 例）；

·４３４·

Ｃｈｉｎ Ｊ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Ｐｅｄｉａｔｒ
表１

ＩＳ 患儿出院预后良好组与不良组基本信息及相关特征比较［ ｎ（ ％） ］
总体

相关特征变量

６４ （５６．１）

年龄 ／ 月

４５ （５５．６）

预后不良组
（ ｎ ＝ ３３）
１９ （５７．６）

３０．０ （９．０， １０２．８） １） ３２．０ （１０．５， １００．０） １） １５．０ （５．５， １１２．５） １）
９ （７．９）

既往出生早产史

８ （９．９）

８ （７．０）

本次起病为复发
起病季节

７ （８．６）

１ （３．０）
１ （３．０）

春季（３ ～ ５ 月）

２５ （２１．９）

１６ （１９．８）

９ （２７．３）

秋季 （ ～ １１ 月）

２７ （２３．７）

２０ （２４．７）

７ （２１．２）

夏季（ ～ ８ 月）

３１ （２７．２）

冬季（ ～ 次年 ２ 月）
脑血管异常疾病

２２ （２７．２）

３５ （３０．７）

２９ （３５．８）

２０ （１７．５）

１４ （１７．３）

２５ （２１．９）

感染性疾病
心脏病

２６ （２２．８）

其他病因明确疾病
特发性
临床表现包含局灶性表现
ＩＳ 后症状性癫

２３ （２８．４）

３１ （２７．２）

主要伴随诊断构成

发作

收住 ＰＩＣＵ 时的改良 ＧＣＳ 评分

梗死灶横向性同时累及双侧脑部
混合多部位梗死
梗死部位累及皮质和（ 或） 白质
梗死部位累及基底节、内囊或丘脑

８ （７．０）

９ （２７．３）
６ （１８．２）

１０ （３０．３）

１９ （２３．５）

７ （２１．２）
４ （１２．１）

０．０００

２１ （２５．９）

２１ （６３．６）

１４．３３０

１０５ （９２．１）

７３ （９０．１）

３２ （９７．０）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５ （１５．２）

０．０７７

６３ （５５．３）

４６ （５６．８）

７２ （６３．２）

５３ （６５．４）
１４ （１７．３）
３ （３．７）

１７ （５１．５）
１９ （５７．６）
４ （１２．１）

２４

２６

３４ （２９．８）

预后资料描述

３．２３２

４２ （３６．８）

３１ （２７．２）

仅 ＩＳ 诊断 １ 例。

０．２２７

１０．５９

３

０．２６４
０．６２２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３．７２０

秩和检验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７
０．４４４
０．４３０
０．７８２
０．１９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

０
７

１３

２１

６０ （５２．６）

２９ （３５．８）

３１ （９３．９）

３１．７８８

０．０００

２４ （２１．１）

７ （８．６）

１７ （５１．５）

２５．９３１

０．０００

５ （４．４）

１） 中位数（ Ｐ ２５ ，Ｐ ７５ ）

５．６４３

６．９±２．７

２６ （２２．８）

脑电图低电压

０．８３２

１２．０±２．１

０

脑电图生理睡眠结构缺如

０．４３５

１０．５±３．２

１８

脑电图反应性缺失

０．８７３

０．０００

１８ （１５．８）

５

０．４４４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１８．１１１

２２ （６６．７）

１

４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０．４４２

１３ （３９．４）

３９ （４８．１）

２０ （６０．９）

２

０．８４４

６５ （８０．２）

６１ （５３．５）

３３ （４０．７）

ＶＥＥＧ 的 Ｓｙｎｅｋ 分级评分

０．０３９

秩和检验

６ （１８．２）

５３ （４６．５）

大面积梗死

Ｐ

７８ （６８．４）

７ （６．１）

梗死部位累及小脑

χ２ ／ ｔ

８ （２４．２）

１５ （１８．５）

４ （４．９）

１９ （１６．７）

梗死部位累及脑干

２．４

预后良好组
（ ｎ ＝ ８１）

（ ｎ ＝ １１４）

男性

注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６

０

４６ （４０．４）

１９ （２３．５）

５

２７ （８１．８）

３３．１８１

０．０００

脑电图生理睡眠结构缺如和脑电图低电压均已包含在量化
７ 例死亡（ 出院病死率 ６．１％） ；１０７ 例

存活者中，９５ 例遗留程度不等和形式不一的机体功能障
碍，其中运动障碍 ８９ 例（８３．２％） ，认知障碍 ２６ 例（２４．３％） ，

的 Ｓｙｎｅｋ 分级标准中，故这 ３ 项不再单独代入回归分析。
经逐步迭代筛选出入选最终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似然比 χ２ ＝
７５．１４２，Ｐ ＝ ０．０００） 的 ２ 项独立预测因子（ 表 ２） ，改良 ＧＣＳ

１３ 例（ １２．１％） 。 ７ 例

评分为保护性因素，ＯＲ ＝ ０． ６０１（ ９５％ ＣＩ：０． ４６０ ～ ０． ７８４） ，得

均非复发 ＩＳ 病例，与 ＩＳ 并行的诊断疾病包括：脑血管异常

评分为危险性因素，ＯＲ ＝ ４．５１８（ ９５％ ＣＩ：１．６８２ ～ １２．１３７） ，分

诊断 １ 例；均为全身性表现，其中 １ 例有局灶性表现，４ 例

２．６

语言障碍 ２２ 例（２０．６％） ，症状性癫

死亡患儿，男 ５ 例，女 ２ 例；中位年龄 ４４．０（１２．０， １４６．０） 月，
疾病 １ 例，感染性疾病 １ 例，心脏病变 １ 例，肿瘤 ３ 例，仅 ＩＳ
存在 ＩＳ 后症状性癫 ，且均为急性症状性癫 。 ２．５
不良的关联因素分析

预后

将表 １ 中 Ｐ ＜ ０． １ 的变量和患儿性

别、年龄代入回归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脑电图反应性缺失、

分值越高，预测发生预后不良的概率越低；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
值越高，预测发生预后不良的概率越高。

儿童 ＩＳ 预后预测模型的构建及其效能评估

以表 ２

为基础，计算和分析相关参数，建立相应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
程，形成 ＰＩＣＵ 儿童 ＩＳ 发生近期预后不良的多因素预后预
测模型：Ｌｏｇｉｔ（ Ｐ）＝ －１．０７２＋１．５０８×Ｓｙｎｅｋ－０．５１×ＧＣＳ。 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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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近期预后分组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
Ｂ

项目

－０．５１０

改良 ＧＣＳ 评分

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评分

１．５０８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ＯＲ

０．６０１

９５％ＣＩ

０．４６０ ～ ０．７８４

４．５１８ １．６８２ ～ １２．１３７

采样方法，对所建立的 ＰＩＣＵ 儿童 ＩＳ 个体预后预测模型进
行内部验证，ＳＰＳＳ 软件计算模型预测正确率为 ８９．５％。 模

型预测概率绘制 ＲＯＣ 曲线，计算 ＡＵＣ ０．９４６（ ９５％ ＣＩ：０．９０６
～ ０．９８６） 。

３

鉴于半定量脑电图特征指标及 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评分具

有无创伤性、床旁监测可实践性强、耐受性良好、安全度高、
动态实时监测、可便捷随访、可量化分级评估等优势，应用
于儿童 ＩＳ 领域的前景广阔。 尤其对于 ＰＩＣＵ 的重症 ＩＳ。 改
良 ＧＣＳ 评分和 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评分能满足临床医生对儿童
ＩＳ 的评估和预测需求，为临床医生选择及制定最优医疗决
策提供一定理论支持。

本文纳入分析的暴露指标共有 １２ 项，单因素分析筛查

显示，与预后显著（ 或接近） 相关的 ６ 项指标中的 ４ 项经过
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被剔除，需要说明的是，并非

讨论
本文纳入 １１４ 例 ＩＳ 患儿，男多于女，以婴幼儿为主，无

明显季节发病高峰，与国内外研究一致 ［１２⁃１５］ 。 本研究出院
时与 ＩＳ 并行诊断的疾病与既往国内文献报道相近 ［１４，１６］ ，美
洲和非洲国家报道的儿童疾病主要是镰刀型细胞贫血病，
欧洲国家报道的儿童主要疾病是凝血障碍 ［１７］ ，日本主要是
烟雾病 ［１８］ ，东西方的差异可能与地区和种族等遗传背景有
关。
成人 ＩＳ 多以责任血管受累的梗死部位呈现所在区域

相应的局灶性定位表现为主。 本研究 ＩＳ 患儿 ８８． ６％ 有全
身性表现，６８．４％ 有局灶性表现，５７．０％ 同时有局灶和全身
性表现；４１ 例婴儿中，９５．１％有全身性表现，６５．９％有局灶性
表现，６１．０％同时有局灶和全身性表现提示年龄越小临床
表现越不典型，呈现非特异性，早期识别、诊断困难。 单因
素分析提示，预后局灶性好于全身性（８０．２％ ｖｓ ３９．４％）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局灶性表现意味着受累梗死部位相对少
而有限，可以定位责任血管，也即症状和疾病程度轻；弥漫
性表现意味着受累梗死部位多而广泛，无法定位责任血管，
也即症状重和疾病程度重。
本研究中 ＩＳ 后症状性癫

中急性症状性癫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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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占 ５３．５％ （ ６１ 例） ，其

发作占 ４７． ４％ （ ５４ 例） ；４１ 例婴儿中，

６３．４％有 ＩＳ 后症状性癫

发作，５６．１％ 有 ＩＳ 后急性症状性

癫 ，亦提示年龄越小，ＩＳ 后急性症状性和急性症状性癫
比例越高。

本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收住 ＰＩＣＵ 时的改良

ＧＣＳ 评分和收住 ＰＩＣＵ ７２ ｈ 内完善的 ＶＥＥＧ 及其 Ｓｙｎｅｋ 分
级评分，是儿童 ＩＳ 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子。 改良 ＧＣＳ 评
分为保护性因素，其得分值越高，预测发生预后不良的概率
越低。 改良 ＧＣＳ 评分为传统临床评估指标，被广泛用于儿
童 重 症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领 域， 评 价 疾 病 严 重 度 及 预 测 预
后 ［１９］ 。
国内 ＶＥＥＧ 应用于儿童 ＩＳ 的研究不多，缺乏儿童脑电

分级评分的专门标准。 本文参照 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标准，结
合正常同年龄儿童脑电活动频率特征，判定 ＰＩＣＵ ＩＳ 患儿
的 ＶＥＥＧ 分级，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评分为危险性因素，其分值
越高，预测发生预后不良的概率越高。

剔除的 ４ 项指标与预后完全不相关，而是其作用已经通过
与预后关联最为紧密的 ２ 项独立预测因子体现，如梗死灶
横向性同时累及左右双侧脑部和大面积梗死 ２ 项影像学特
征指标被剔除，本研究显示 ５５．３％ ＩＳ 患儿为混合多部位梗
死，梗死灶 ９２．１％累及皮质和（ 或） 白质，而量化的 Ｓｙｎｅｋ 脑
电分级标准中所包含的 ２ 项半定量特征指标，脑电图反应
性缺失及脑电图低电压与大脑皮层和皮层下功能是否正常
存在关联，脑电图反应性缺失与否和患儿脑干上行性网状
结构激动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经由其丘脑投射于大脑皮层部
的结构息息相关，反应性缺失与大脑皮层以及皮层下的功
能受损存在关联；脑电图低电压表明患儿大脑皮层和皮层
下的弥漫性损害，常见于缺血缺氧性脑损伤；较之临床和影
像表现，脑电图对脑组织缺血缺氧性损伤更为敏感，在脑血
流阻断或降低数秒后即可出现改变，早于脑组织形态学变
化 ［２０］ ，有利于简化指标和快速诊断 ／ 评估，对于临床可操作
性也有一定帮助。

本研究联合传统临床指标（ 改良 ＧＣＳ 评分） 和新型的

脑电图指标（ Ｓｙｎｅｋ 脑电分级评分） ，建立针对个体的儿童

ＩＳ 预后预测模型，内部验证预测正确率高（８９．５％） ，ＲＯＣ 曲
线下面积大（０．９４６） ，模型校准度高，区分度好，稳定性好，
总体预测效能高，今后可行外部验证，为后续模型用于临床
实践预测儿童 ＩＳ 早期预后，进而指导临床决策的制定奠定
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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