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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脑血管病与心律失常的相关性遥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我院 80 例急性脑
血管病患者袁均接受常规心电图检查袁根据心电图结果分析急性脑血管病与心律失常的相关性遥 结果 急性脑血

管疾病患者中心律失常检出率为 75.00%遥脑出血心律失常发生率高于脑梗死尧蛛网膜下腔出血袁丘脑病变心律失
常发生率高于基底节病变尧脑叶病变尧多发性病灶袁昏迷尧高血压合并昏迷症状出现时心律失常发生率高于高血

压尧颅内高压症状出现时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急性脑血管疾病的类型尧部位尧症状均与心律失常关系密
切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急性脑血管病心电图检查中可发现部分患者存在明显心律失常现象袁多
见于脑出血尧丘脑部位病变患者袁且发生心律失常后病死率可明显增加袁建议临床诊治时应关注患者心律袁及时
发现病情变化袁预测预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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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arrhyth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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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arrhythmia. Methods A to鄄
tal of 80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uly 2019 were se鄄

lected.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routine ECG examina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arrhythmia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CG.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arrhythmia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as 75.00%. The incidence of arrhythmia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The incidence of arrhythmia in patients with
thalamic lesions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basal ganglia lesions, lobe lesions, and multiple lesions. The in鄄

cidence of arrhythmia when coma, hypertension and symptoms of coma appeared was higher than that when symptoms
of hypertension and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appeared, the differenc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ype,

location and symptoms of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arrhythmia,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ECG examination of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can find obvious arrhythmia

in some patients, which is more comm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thalamic lesions. The mortality rate
may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fter arrhythmia occurs. It is recommended to pay attention to patient's heart rhythm during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o discover changes of disease in time and predict prognosis.
[Key words]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rrhythmia; Aorrelation; Alectrocardiogram

急性脑血管病是机体脑部血管突然性破裂或堵

十分重要遥 但是目前袁临床并未对急性脑血管病引起

塞袁血液无法进入大脑所致袁主要包括脑梗死尧脑出

的心电图改变对其心律失常情况及其预后影响作出

血尧蛛网膜下腔出血等袁致死率尧致残率均较高袁一般
患者会呈现头晕头痛尧肢体麻木尧吐字不清症状袁病情
严重时可引起心力衰竭或呼吸紊乱袁乃至心肌缺血坏

死现象袁危及生命 遥 经长期研究发现袁急性脑血管病

过多研究袁故本研究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
本院收治的急性脑血管病患者 80 例袁探讨疾病本身与
心律失常之间的相关性袁现报道如下遥

[1]

患者心电图监测结果可出现异常袁且病情严重程度与

1 资料与方法

心电图异常状况密切相关袁已深受临床医护工作者的

1.1 一般资料

重视 遥 在异常心电图监测结果中以心律失常最为常
[2]

见袁因此袁分析急性脑血管疾病与心律失常的相关性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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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相关研究资料提交至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袁并

获得认可后袁选择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收

治的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作为本试验研究对象袁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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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例袁其中男 46 例袁女 34 例曰年龄 45~81 岁袁平均
渊65.62依3.06冤岁曰病变 类型院脑出 血 24 例袁脑 梗死

30 例袁蛛网膜下腔出血 26 例曰经头部 CT 检查袁丘脑
部位病变 26 例袁基底节部位病变 22 例袁脑叶部位病

变 18 例袁多发性病灶 14 例遥 全部患者自愿参加试验袁
并且家属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遥

表 2 不同病变部位急性脑血管疾病中心律失常的检出情况比较
病变部位

n

心律失常发生例数

心律失常发生率渊%冤

22

15

68.18

26

丘脑
基底节

25

18

脑叶

12

14

多发性病灶

66.67

8

80

合计

96.15*
57.14

60

75.00

注院 * 与基底节 比 较 袁字2 =6.713袁P=0.010曰 与 脑 叶 比 较 袁字2 =6.913袁

1.2 方法

全部患者均接受为期 3 d 的心电监测仪监测渊德

国飞利浦公司生产的 DigiTrak XT 动态心电图系统冤袁

P=0.009曰与多发性病灶比较袁字2=9.592袁P=0.002

表 3 不同临床症状急性脑血管疾病中心律失常的检出情况比较

每日 1 次常规心电图检查袁注意心电图的走纸速度控

临床症状

800 sample/s遥 根据心电图结果诊断心律失常遥

高血压合并昏迷

制在 25 mm/s袁标准电压维持 10 mm/s袁采样率控制在
对所有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袁分别从

高血压
颅内高压

高血压尧高血压合并昏迷尧颅内高压冤等方面分析心律
失常发生情况袁研究急性脑血管疾病与心律失常关系遥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分

析袁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心律失常发生率渊%冤

29

19

65.52

15

12

11

23

93.75*
91.67

15

65.22

60

75.00

注院 与高血压比较袁字 =4.450,P=0.035曰与高血压合并昏迷比较袁字2=
*

2

0.449袁P=0.832曰与颅内高压比较袁字2=4.327袁P=0.038

2.4 急性脑血管疾病与心律失常的相关性分析
急性脑血管疾病的类型尧部位尧症状均与心律失

常关系密切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4遥
表 4 急性脑血管疾病与心律失常的相关性
相关性

疾病类型

疾病部位

疾病症状

0.004

0.019

0.017

0.592

r值
P值

2 结果

心律失常发生例数

80

合计

疾病类型渊脑出血尧脑梗死尧蛛网膜下腔出血冤尧病变部
位渊丘脑尧基底节尧脑叶尧多发性病灶冤尧临床症状渊昏迷尧

n

16

昏迷

0.436

0.391

2.1 不同类型急性脑血管疾病中心律失常的检出情况
比较

急性脑血管病的心律失常检出率是 75.00%渊60/80冤袁

3 讨论
急性脑血管病发病迅猛袁病情严重袁具有较高的

其中脑出血的心律失常检出率高于脑梗死尧蛛网膜下

致残与致死风险袁对广大人群袁尤其是中老年人群无

2.2 不同病变部位急性脑血管疾病中心律失常的检出

颅内血压可快速上升袁影响机体脑部血液的正常流

腔出血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情况比较

疑是一个巨大威胁[3]遥 机体一旦出现急性脑血管病症袁

通袁脑部氧气不足袁使机体心血管调节中枢功能由此

丘脑病变心律失常发生率渊96.15%冤高于基底节

病 变 渊68.18% 冤尧 脑 叶 病 变 渊66.67% 冤尧 多 发 性 病 灶
渊57.14%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出现异常现象袁从而诱发心律失常尧心肌梗死等严重

并发症[4]袁对患者的预后极其不利袁甚至危及生命遥 急
性脑血管疾病与心律失常合并发作的原因主要为两

2.3 急性脑血管疾病不同临床症状与心律失常发生的

种疾病均存在共同的病理基础尧 高危因素和诱发因

关系

素袁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速袁老年人群增多袁各器

昏迷尧高血压合并昏迷症状出现时心律失常发生

官功能逐渐衰退袁心肌萎缩尧冠状动脉硬化使心脏泵

率渊93.75%尧91.67%冤高于高血压渊65.52%冤尧颅内高压

血功能减退袁心功能下降袁进而引起心脏尧脑部供血不

渊65.22%冤症状出现时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足袁增加发病概率袁同时老年患者的应激反应下降袁病
情变化快尧预后差遥

表 1 不同类型急性脑血管疾病中心律失常的检出情况比较[n渊%冤]
n

脑血管疾病类型

24

脑出血

30

脑梗死

26

蛛网膜下腔出血
合计

窦性心动过缓 窦性心动过速

室性早搏

房性早搏

4渊13.33冤

6渊20.00冤

4渊13.33冤

12渊15.00冤

12渊15.00冤

4渊16.67冤

4渊16.67冤

2渊7.69冤

4渊15.38冤

6渊20.00冤
12渊15.00冤

2渊8.33冤

4渊15.38冤

注院 与脑梗死比较袁字 =3.859袁P=0.049曰与蛛网膜下腔出血比较袁字 =8.855袁P=0.003
*

2

2

房颤

扭转室速

1渊3.33冤

1渊3.33冤

8渊33.33冤

3渊12.50冤

4渊23.08冤

1渊3.85冤

16渊20.00冤

5渊6.25冤

合计

2渊8.33冤

23渊95.83冤*

0

15渊57.69冤

3渊3.75冤

22渊73.33冤
60渊75.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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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袁临床把心电图作为判断心脑血管病预后的

副交感神经中枢的重要组成部位袁窦房结受到刺激后袁

重要参考袁其原因主要是患者发生急性脑血管病时袁

可出现明显异常袁促使患者发生窦性心动过速尧室性

机体脑干与下丘脑可出现损伤袁引起机体脏器衰竭袁
最重要的当属心脏衰竭袁严重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安

早搏尧室性心动过速或室颤现象[11]遥 大脑皮质受到刺

激后袁患者亦可发生窦性心动过速或过缓尧室性早搏尧

全袁基于此袁急性脑血管病患者的心电图指标往往呈

心室停搏等症状袁而在刺激机体的腹侧海马与杏仁核

不全尧心脏自主神经调节紊乱等遥 其中以心律失常最

关资料显示袁颅内疾病尧脑血管意外尧脑外伤及脑部肿

现异常现象 [5]袁如心律失常尧继发性心肌缺血尧心功能
为常见遥 实际上袁急性脑血管病患者常合并有脑水肿袁
会进一步加重脑部循环障碍袁使神经功能发生紊乱袁
对机体肾上腺功能与丘脑垂体产生较强的刺激袁使其

内侧时袁可造成 T 波倒置与 QT 间期增长现象遥 据相
瘤都可能会增加 T 波尧增长 QT 间期袁使 U 波异常袁严

重时可引起扭转室速[12]遥 而心律失常是在机体心脏激
动的脐缘或传导异常的影响下袁所出现的心率或心律

兴奋性增加袁过度分泌肾上腺素与儿茶酚胺袁异常增

的变化现象遥 基于此袁急性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实际病

多的肾上腺素可引起心脏血管痉挛或损伤心肌功能袁

变部位密切相关于心律失常症状袁这是因为急性脑血

儿茶酚胺则能导致心肌复极发生障碍袁严重影响患者

管疾病患者的颅内压较健康者高袁使不同部位的脑部

心肌功能袁尤其是心肌缺血袁使心电图发生异常[6]袁而且

随着患者病情加重袁心电图异常表现也越来越明显遥另
外袁患者发生脑出血时颅内压会迅速升高袁在颅内压
升高的同时可能引起脑部损伤袁脑部血流量急剧下降袁

组织存在不同程度的挤压现象袁干扰机体丘脑的正常
调节功能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急性脑血管疾病

患者心律失常的发生风险[13]遥 本研究显示袁丘脑病变
患者心律失常发生率高于其他部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进一步造成脑组织缺氧袁使运送功能尧呼吸功能与中

义渊P<0.05冤遥 说明发病部位在丘脑的急性脑血管病患

枢系统功能异常袁造成患者心肌损伤曰而且中枢神经

者更易出现心律失常症状袁原因主要是丘脑-垂体-肾

受损患者往往会出现恶心呕吐症状袁不利于良好进食袁

上腺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重要部分袁丘脑通过紧密

与此同时袁临床会选择脱水剂改善患者的脑水肿现象袁

联系垂体将神经调节尧体液调节统一袁共同负责内分

可进一步减少机体内部的血容量与电解质含量袁使患

泌活动袁当急性脑血管疾病发病时袁丘脑-垂体-肾上

者存在低钾尧低钠尧低氧症状袁血液长时间处于浓缩状

腺轴被激活袁儿茶酚胺的合成增多袁发生心律不齐的

态袁继而引起心律失常性的心电图变化 遥 除此之外袁
[7]

几率越高遥 从而提示临床学者袁受病变与机体丘脑下

不少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会合并基础性疾病袁 如冠心

部植物神经中枢相关性的影响袁急性脑血管病患者的

病尧糖尿病等袁使心电图存在异常曰人体血浆中的氧自

病灶与脑中线部位越近袁患者出现心律失常的风险越

由基与内皮素细胞因子会在机体患有急性脑血管病

高曰同时袁出血性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与病情十分严重

期间加速释放袁并直接作用在心肌部位袁增加机体心

的急性脑血管病变患者的脑部组织损伤程度越重袁机

肌损伤袁最终亦可造成心电图变化[8]遥 急性脑血管病患

者发病过程中袁机体脑部的低氧状态与应激反应状态袁
都可影响患者的心脏功能袁在出现脑部病变后袁可在
很大程度上增加患者的心脏负担袁进一步加重患者心

脏病变严重程度 遥 本研究发现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中心
[9]

律失常检出率为 75.00%袁脑出血患者心律失常发生率

体神经中枢的刺激性越强烈袁使心律失常的发生风险

也就越高[14]袁患者的预后越差遥 上述结果表明袁心律失
常与患者预后有相关性袁 是重要的预后评估依据袁临
床医师可根据急性脑血管病患者的心律失常发生情

况判断其预后改善效果[15]遥 本研究发现袁昏迷尧高血压
合并昏迷症状出现时心律失常发生率高于高血压尧颅

高于脑梗死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内高压症状出现时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说明

义渊P<0.05冤遥 这充分说明急性脑血管病与心律失常之

急性脑血管病患者如果出现昏迷袁其心律失常发生率

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袁临床可把心电图检测出的心律失

高于出现其他症状袁主要是因为脑血管疾病造成患者

常症状作为判断急性脑血管病患者预后改善的一项

体内血流动力学发生障碍袁心输出量减少袁窦房结的

参考指标遥

节律尧传导发生异常造成袁因此袁医生在对患者进行救

人体的脑组织分为端脑尧间脑尧中脑尧脑桥尧延髓

治时需警惕昏迷的发生袁一旦发生则应立即采取措施

和小脑六个部分袁每个部位的脑组织负责不同的神经

预防心律失常遥 合并高血压患者发生心律失常的风险

功能袁其中延髓中枢在人体心血管中枢系统中占据重

也比较大袁主要是由于高血压患者的外周阻力增大袁心

要地位袁且高级中枢系统处于机体下丘脑部位袁皮质

脏负荷增大袁同时可能激活神经系统尧使交感神经的

额叶尧颞叶及其边缘系统异常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

兴奋性增高袁造成左心室肥厚袁冠状动脉血流量减少袁

患者的心血管正常工作 遥 人体下丘脑是交感神经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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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血严重袁进而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袁因此袁医生

窑内科医学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10 月第 59 卷第 30 期

测临床研究[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袁2020袁23渊1冤院

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应注意控制血压袁避免过高或波
动幅度过大袁预防心律失常的发生遥 对上述结果进行
相关性分析发现袁急性脑血管疾病的类型尧部位尧症状
均与心律失常关系密切渊P约0.05冤袁提示医生在对急性
脑血管疾病患者进行诊治时袁应警惕心律失常的发生袁
并提前做好复律的准备袁以提高患者的预后遥
综上所述袁急性脑血管病类型尧病变部位尧临床症

[6]
[7]
[8]

状与心律失常具有相关性袁常见发病部位在机体丘脑袁

要加强心电图检查袁以此保证检验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袁
尽可能提高患者预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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