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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脑出血早发癫痫的横断面研究 
及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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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开展脑出血早发癫痫的研究并构建预测模型，评判其预测效能。方法  开展横断面调查，

构建专项优化预测模型。将预测模型转换为可视化的优化评分量表，从而量化脑出血继发癫痫的概率。再以现

行的急性脑梗死 - 脑卒中后癫痫发作（AIS-PSS）预测模型为参照，探寻优化评分对于脑出血继发癫痫的评判效

能。结果  ① 经过样本量计算及充分纳入和排除，连续选择 159 例脑出血患者作为本次横断面研究的模型组

样本，累计 29 例早发癫痫，130 例未继发任何类型癫痫，时间跨度为 2021 年 1 月至 8 月；另搜集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2 月 77 例急性脑出血患者为验证组，其中 12 例患者早发癫痫，65 例患者未继发任何类型癫痫。② 不

同预后两组模型组患者的糖尿病史、脑梗死史、吸烟史等人口学特征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

评分、脑出血血肿量、血肌酐（SCr）、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S-100 蛋白及其脑出血部位等临床资料比较

存在显著差异（均 P＜0.05）。③ 将上述指标依次纳入单因素及多因素 Poisson 回归分析，筛选得出糖尿病病程

〔相对危险度（RR）＝1.229，95% 可信区间（95%CI）为 1.065～1.896，P＝0.036〕、吸烟史（RR＝1.419，95%CI 为
1.133～2.160，P＝0.030）、脑梗死史（RR＝1.634，95%CI 为 1.128～2.548，P＝0.041）、脑出血血肿量（RR＝1.222，

95%CI 为 1.024～2.052，P＝0.041）、NES 含量（RR＝1.146，95%CI 为 1.041～1.704，P＝0.032）这 5 项独立影

响因素构成本次预测模型。以列线图形式将预测模型转为可视化的优化评分量表，获知相应评分对应的预测

概率。④ 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检验优化评分与 AIS-PSS 评分对于脑出血早发癫痫的评判效

能，按照两种评分信息提取验证组患者的相关资料，获取验证组每例患者的最终评分。将评分与预后结果代入

ROC 曲线以评价不同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优化评分与 AIS-PSS 评分的评判临界值分别为 144 分 

和 7 分，优化评分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与约登指数略低于 AIS-PSS 评分，但优化评分对于早发癫痫的评

判效能相比 AIS-PSS 评分无显著差异（Z＝1.874， P＞0.05）。结论  本研究为脑出血患者构建专项早发癫痫的

预测模型，并转化为易于临床使用的优化评分，其评判效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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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early-onset epilepsy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construction of a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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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arly-onset  epilepsy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build  a prediction 
model  to  evaluate  its  prediction  efficiency.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construct  a 
specialized optimized prediction model. The prediction model was converted into a visual optimized scoring scale, so as 
to quantify the probability of secondary epileps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Based on the current prediction model 
of acute cerebral infraction and post-stroke seizure (AIS-PSS), the evaluation efficacy of optimized score for secondary 
epilepsy after hemorrhagic stroke was explored.  Results  ① After sample size calculation and sufficient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159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continuously selected as the model group of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A total of 29 patients with early-onset epilepsy and 130 patients without secondary epilepsy were enrolled. The 
time span was from January 2021 to August 2021. In addition, 77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hemorrhage from August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verification group, among which 12 patients had early-onset epilepsy and  
65 patients had not any secondary epilepsy. ②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iabetes history, cerebral  infarction history, smoking history,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scor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hematoma volume, serum creatinine (SCr), 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 S-100 protein and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site between the two model groups with different prognosis (all P < 0.05). ③ The above indexes 
were  included  in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Poisson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uration  of 
diabetes  [relative  risk  (RR) = 1.22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1.065-1.896, P = 0.036],  smoking history 
(RR = 1.419, 95%CI was 1.133-2.160, P = 0.030), history of cerebral infarction (RR = 1.634, 95%CI was 1.128-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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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41), hematoma volume of cerebral hemorrhage (RR = 1.222, 95%CI was 1.024-2.052, P = 0.041), NES content  
(RR  =  1.146,  95%CI  was  1.041-1.704, P  =  0.032), we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to  constitute  the  prediction 
model.  The  prediction  model  was  converted  into  a  visual  optimized  scoring  scale  in  the  form  of  a  line  diagram  to 
obtain  the  prediction  probability  correspon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score. ④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was used  to  test  the evaluation  efficiency  of  optimized  score and AIS-PSS  score  for  early-onset  cerebral 
hemorrhage epilepsy. Relevant data of patients  in the verification group were extracted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of 
two scores, and the final score of each patient in the verification group was obtained. The score and prognosis were put 
into the ROC curve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different prediction mod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t-off 
value of the optimized score and the AIS-PSS score were 144 points and 7 points, respectively,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and  the Yoden  index of  the optimized  score were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AIS-PSS score. However, 
compared  with  AIS-PSS  scor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valuation  efficiency  of  optimized  score  for 
early-onset  epilepsy  (Z  =  1.874,  P  >  0.05).  Conclusion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specific  early-onset  epilepsy 
prediction model for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and transformed it into an optimized score that is easy for clinical 
use, and its evaluation efficiency is reliable.

【Key word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Early-onset  epilepsy;  Predictive  model;  Validation;  Cross-
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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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在各

型脑卒中分类中，出血性脑卒中（脑出血）约占脑卒

中发病例数的 20%～30%，具有起病急骤、病情凶

险，病死率和致残率极高的特点［1-2］。虽然近年来手

术干预获得长足的发展，但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

仍居高不下，严重影响脑出血患者的预后转归［2］。作

为神经系统的常见病，癫痫具有反复发作、病情复

杂的特点。多项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脑卒中是

35 岁以上人群癫痫发作的常见病因，亦是老年人群

癫痫发作的最常见病因［2-3］。脑卒中后发生癫痫会

显著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加重致残率和病死率。此

外，根据脑卒中后癫痫的发作时间分为早发及迟发

癫痫。早发癫痫主要由脑卒中急性期的细胞代谢和

生化功能障碍引起；迟发癫痫则发生于脑卒中后神

经元网络已出现解剖和病理改变的受损区域。不同

发作时间窗折射出不同的病理生理进展情况［4］，当

前国内外文献对于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继发癫

痫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对于脑出血继发各型癫痫（尤

其早发癫痫）的研究尚处于被临床忽略的地带［3-4］。 

因此，及时、准确评判脑卒中早发癫痫的风险，对于

改善脑出血患者的预后转归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

  现今可供临床参考的脑出血继发癫痫的风险

预测模型为急性脑梗死 - 脑卒中后癫痫发作研究 

（acute ischemic stroke-post-stroke seizure，AIS-PSS）［5］， 

该研究基于一项国内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开展，累计纳入 315 例脑卒中患者，观察继发各类癫

痫与潜在影响因素的关联。但样本群体混有脑梗

死，观察结果包含迟发癫痫，样本量受限势必影响脑

出血早发癫痫的预测效能。且该研究纳入影响因

素所包含的影像学资料经由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3.0 T Trio Tim 超导型成像

设备全脑扫描而获取，诸如层状坏死、含铁血黄素

沉积等观察指标，对于影像诊断师的专业性提出较

高的要求。综上，该研究的结果不便于临床利用脑

卒中后的早期信息及时评定预后，影像学及影像诊

断师的硬件条件亦限制该研究结果在基层医疗机构

的推广应用。因此有必要汲取 AIS-PSS 评分体系的

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开展一项对于脑出血早发癫

痫更具有针对性、对于推广应用更具有普适性的临

床研究，构建预测模型。便于进一步完善脑出血的

诊疗体系，丰富广大临床医生的决策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案：本研究为一项观察性、横断面（现

况调查）研究。为确保本次研究符合临床研究规范，

研究方案将严格遵循加强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报

告的质量（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STROBE）声明的 22 项条目

标准，从标题、摘要、背景、目的、研究设计、统计方

法、结果、讨论等研究要素的实施及写作予以完善。

1.2　研究对象：脑出血的诊断标准依据中华医学会

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于 2019 年发布的《中

国脑出血诊治指南（2019）》［6］。癫痫的诊断标准依

据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癫痫与脑电图学组于

2006 年发布的《成人癫痫诊断和药物治疗规范（草

案）》 ［7］。其中早发癫痫的时间窗被确定为脑卒中

后 2 周内的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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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模型组入选标准：通过入选标准定义本次研

究的主体并确定其代表性，拟选取自 2021 年 1 月以

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收治的脑出血患者为研究对

象，具体时间跨度需结合样本量结果。具体包括：

① 急性起病、明确诊断为脑出血；② 年龄为 18～ 

80 岁。

1.2.2　验证组入选标准：在模型组的入选标准基础

上，增加“入院后及时完善 MRI 检查以符合 AIS-PSS 

风险评分”，作为验证组的入选标准，具体时间跨度

需结合样本量结果。

1.2.3　排除标准：为避免混杂因素干扰，排除以下

患者：① 既往有癫痫病史的患者；② 脑卒中后迟发

癫痫的患者；③ 院内死亡或持续（＞14 d）表现为

严重意识障碍的患者；④ 既往有显著精神疾病的患

者；⑤ 因诊疗流程或预后转归与院方存在纠纷的患

者；⑥ 病历资料缺漏重要信息的患者。

1.3　样本量计算：为确保本次研究结果具有足够的

科学性、真实性、可靠性，需计算样本量以确定所需

的最小观察样本单位数。依次按照以下 4 个维度完

成样本量计算：① 研究类型：观察性研究——横断

面研究；② 主研究变量：分类变量——二分类变量，

具体为脑出血后是否早发癫痫；③ 研究参数：预测

总体比例、允许误差、双侧检验、置信水平（1 －α）；

④ 相关调整：横断面研究无需考虑意外脱落、无调

整必要。

  关于研究参数的确定：① 早发癫痫发病率：经

查阅既往研究，文献［3］报道脑卒中后癫痫在老年患

者群体中的发病率为 30%～50%；文献［8］报道脑卒

中后癫痫在全年龄段群体中的发病率为 7%～20%；

文献［9］报道脑出血后癫痫的发生率略高于 12%，但

未标记年龄段及是否早发癫痫；文献［10］基于 50 例

脑卒中患者报道脑卒中后早发癫痫的发生率为20%

（10 例），但样本量较小且混有脑梗死患者。考虑到

以上国外文献对脑出血后早发癫痫的报道存在各种

缺失及偏倚，本研究决定采纳国内流调资料的数据

为本项参数的依凭，即文献［11］报道脑出血 184 例，

其中 29 例观测到早发癫痫（脑卒中后 2 周内），发病

率约为 16%。② 允许误差：调阅研究当月当地的

51 例脑出血患者，发现 5 例早发癫痫，发生率约为

10%，与文献［11］报道的相对误差为 6%，考虑本次试

验为双侧检验，因而允许误差取值 12%。③ 置信水

平的Ⅰ类错误（α）取值 5%，因而 1 － 5% 为 0.95。

将上述信息导入 PASS 11.0 软件，计算得初始样本

量 159 例，公式为　　　　　　　　　　　。

  即：本次研究应在纳入 - 排除标准基础上，自

2021 年 1 月起，连续选择 159 例患者作为本次横

断面研究的模型组样本。模型组纳入完毕后，基于

1.2.2 标准，继续纳入数量与模型组大致相当的患者

作为验证组样本。

1.4　变量采集：本次研究的因变量为脑出血患者是

否早发癫痫，并基于因变量不同对模型组、验证组

进行组内分组。本次研究的自变量包括必要的人口

学特征，并结合临床实际情况及相关研究报道，涵盖

患者的基本情况、既往史、相关量表、干预措施、出

血部位、必要影像学及实验室检查。

1.5　伦理学：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仅观察不同脑

出血模型对结局事件的评判效能，因不涉及患者的

任何干预措施，无需伦理审查。

1.6　统计学方法：主要基于 SPSS 25.0 软件包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为双侧检验有显著统

计学差异。图形可视化则通过 GraphPad Prism 7、

RStudio 2022.07.1+554 呈现。

1.6.1　两组独立性、连续变量数据处理原则：① 先

行正态分布性检验以验证其分布是否属于正态分

布，暂以 2 000 为分界，小样本采取 S-W 法、大样本

采取 K-S 法；② 继而评判方差齐性。若属于正态

分布且方差齐的数据，则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若正

态分布而方差不齐则使用 t' 检验；若为非正态分布

需行秩和检验。

1.6.2　两组分类变量数据处理原则：① 总样本≥40

且任何单元格理论频数≥5 采用χ2 检验；② 若

理论频数＜5 且样本量足够则采用校正χ2 检验； 

③  若理论频数＜5 且总体样本不足 40，需采用

Fisher 精确检验。

1.6.3　回归分析论证因果：应用 Poisson 回归模型

完成后续参数估计，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

分析，以逐步回归法确定各项影响因素的相对危险

度（relative risk，RR）值。将多因素 Poisson 回归分

析后 P＜0.05 的影响因素确定为经调整混杂因素后

的独立影响因素，从而构建预测模型。

1.6.4　影响因素可视化：通过 GraphPad Prism 录入

Poisson 检验所获得的变量名称、RR 值及 95% 可信

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通过 Graphs- 

Metanalysis生成各项独立影响因素的可视化森林图。

1.6.5　量化转换预测模型：通过 RStudio 依次加载

程辑包 openxlsx、survival、lattice、Formula、ggplo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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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sc、rms、dplyr、pROC，打包数据并读入各类因变

量和自变量，根据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制定

评分标准，将 Poisson 回归所构建的预测模型以列线

图形式进行可视化呈现。通过代入模型得分经概率

函数转换，即可获得每个患者发生结局事件的概率。

1.6.6　评判预测效能：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评价

不同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根据约登公式计算约登

指数（约登指数＝敏感度 + 特异度－ 1），再根据指

数的最大对应数值（即最接近坐标左上角）所对应

的 ROC 曲线坐标点，作为相应评分的截断值。应用

Z 检验进一步评价不同模型的预测效能差异。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经过充分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本

次横断面研究顺利收集 159 例脑出血患者为模型

组，时间跨度为 2021 年 1 月至 8 月。以起病后 14 d

为时间节点，基于出院小结记录辅以病历系统调阅

后续住院资料，从而充分获知其相关结局转归。模

型组累计有 29 例脑出血患者早发癫痫，130 例脑出

血患者未见相关异常。

  另基于 1.2.2 标准，搜集与模型组同等时间跨度

即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2 月的脑出血患者作为验

证组，累计获得 77 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12 例患者于 14 d 时间窗内早发癫痫，65 例患者相

关预后尚可。

2.2　模型组与验证组患者组内基线特征的比较：模

型组与验证组均基于预后转归情况进行分组，分别

就两组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作为基线资料进行比对。

2.2.1　模型组的组间比较（表 1）：不同预后两组模

型组患者糖尿病史、脑梗死史、吸烟史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将糖尿病史转化为数值

变量，从而获取更高检验效能以进行后续统计，其余

人口学特征比较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 1　不同预后两组模型组脑出血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

指标
不良预后组

（n＝29）

预后尚可组

（n＝130）

χ2 / 

Z 值
P 值

男性〔例（%）〕 16（55.17） 64（49.23） 1.579 0.127
年龄〔岁，M（QL，QU）〕 55（44，73） 53（41，69） 1.552 0.133
既往史〔例（%）〕
　高血压 10（34.48） 41（31.54） 1.320 0.197
　糖尿病   4（13.79）   6（  4.61） 3.120 0.045 

　脑梗死   6（20.69） 10（  7.69） 3.844 0.034 

　脑出血   1（  3.45）   3（  2.31） 0.852 0.481
　吸烟史   5（17.24）   7（  5.38） 3.691 0.036 

受教育年限〔年，M（QL，QU）〕    9（6，12）     9（6，16） 1.454 0.141

表 2　不同预后两组验证组脑出血患者的 
基线资料比较

指标
不良预后组

（n＝12）

预后尚可组

（n＝65）

χ2 / 

Z 值
P 值

男性〔例（%）〕 8（66.67） 38（58.46）   2.428 0.067

年龄〔岁，M（QL，QU）〕 49（42，71） 50（41，68）   1.351 0.149

既往史〔例（%）〕

　高血压 4（33.33） 20（30.77）   1.423 0.178

　糖尿病 5（41.67）   5（  7.69） 10.240 0.001 

　脑梗死 2（16.67）   9（13.85）   1.305 0.195

　脑出血 1（  8.33）   3（  4.62）   1.598 0.156

　吸烟史 3（25.00） 14（21.54）   1.450 0.164

受教育年限〔年，M（QL，QU）〕    9（6，12）     9（6，15）   1.364 0.152

2.2.2　验证组的组间比较（表 2）：不同预后两组

验证组患者糖尿病史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余人口学特征比较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总体分布趋势与模型组大致相当。

2.3　模型组脑出血患者各项临床资料的比较（表3）： 

将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学资料连同其他

临床资料共同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发现糖尿病病

程、脑梗死史、吸烟史、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评分、脑出血血肿量、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 

NSE）、S-100 蛋白及部分脑出血部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5），其余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 P＞0.05）。

2.4　模型组脑出血患者 Poisson 回归分析：将表 3

组间比较 P＜0.05 的指标依次纳入单因素及多因素

Poisson回归分析，因脑出血部位含有P＞0.05及P＜
0.05 自变量（蛛网膜下腔、额叶），因此将脑出血部

位作为整体纳入后续回归分析，以逐步回归法筛选

影响脑出血不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最终经单因

素、多因素 Poisson 回归调整混杂因素，确定糖尿病

病程、脑梗死史、吸烟史、脑出血血肿量、NSE 为独

立危险因素，构成本次预测模型（表 4）。

  以5项独立影响因素的 RR 值及95%CI 为 X 轴，

绘制森林图以可视化预测模型，具体指标对不良预

后的影响见图 1。

2.5 预测模型转换为优化评分量表：参照Supplementa 

Methods［12］，根据预测模型各项独立影响因素的 RR
值进行赋分。将参考变量（即估计系数最小的变量）

设定为 1 分，其他变量分值则通过该变量估计系数

除以参考变量系数予以确定，从而将预测模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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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预后两组模型组脑出血患者的 
人口学及临床资料比较

指标
不良预后组

（n＝29）

预后尚可组

（n＝130）

Z /χ2/ 
t 值

P 值

糖尿病病程〔年，M（QL，QU）〕     6（2，11）    3（1，7） 4.627 0.029
脑梗死史〔例（%）〕 6（20.69） 10（7.69） 3.844 0.034
吸烟史〔例（%）〕 5（17.24）   7（5.38） 3.691 0.036
GCS 评分（分，x±s）   9.61±2.51   9.33±3.25 2.042 0.097
NIHSS 评分〔分，M（QL，QU）〕 9（5，16） 7（5，13） 3.370 0.042
就诊耗时〔h，M（QL，QU）〕 1.5（0.5，6.0） 1.0（0.5，4.0） 2.121 0.094
处理方式〔例（%）〕
　保守治疗   9（31.03） 40（30.77） 0.473 0.522
　微创穿刺 12（41.38） 52（40.00） 0.585 0.482
　开颅手术   8（27.59） 38（29.23） 0.660 0.469
BMI（kg/m2，x±s） 24.21±3.20 25.13±5.35 0.998 0.432
脑出血血肿量
　〔mL，M（QL，QU）〕

19（13，37）  15（12，29） 3.255 0.041

MAP（mmHg，x±s） 123.28±14.34 118.24±17.25 0.925 0.312
LDL-C（mmol/L，x±s） 4.80±3.41 3.04±2.76 2.696 0.060
TG（mmol/L，x±s） 3.34±0.83 2.76±0.54 1.880 0.108
TC（mmol/L，x±s） 7.16±2.54 5.93±1.70 2.271 0.058
HbAlc（%，x±s） 8.57±2.68 7.43±1.44 2.029 0.088
PT（s，x±s） 13.71±2.87 12.25±2.33 1.911 0.094
SCr（μmol/L，x±s） 128.56±40.36 83.49±21.32 4.020 0.026
NSE（μg/L，x±s） 16.34±6.26 11.07±4.27 4.425 0.020
S-100 蛋白
　〔μg/L，M（QL，QU）〕

2.75
（0.39，6.21）

1.60
（0.49，4.21）

3.030 0.045

脑疝〔例（%）〕   1（  3.45）   2（  1.54） 1.495 0.124
脑室内出血〔例（%）〕   5（17.24） 16（12.31） 2.081 0.069
脑出血部位〔例（%）〕
　蛛网膜下腔 10（34.48） 50（38.46） 1.832 0.087
　额叶 9（31.03） 19（14.62） 4.770 0.024
　颞叶 4（13.79） 25（19.23） 1.987 0.103
　顶叶 4（13.79） 26（20.00） 2.192 0.081
　枕叶 2（  6.90） 10（  7.69）  0.645 0.418

注：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NIHSS 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卒中量表，BMI 为体质量指数，MAP 为平均动脉压，LDL-C 为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TC 为总胆固醇，HbAlc 为糖化血

红蛋白，PT 为凝血酶原时间，SCr 为血肌酐，NSE 为神经元特异性

烯醇化酶；1 mmHg≈0.133 kPa

表 4　模型组脑出血患者早发癫痫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及多因素 Poisson 回归分析

指标
单因素 Poisson 回归 多因素 Poisson 回归

β值 sx P 值 RR 值 95%CI β值 sx P 值 RR 值 95%CI
糖尿病病程 0.690 0.142 0.039 1.270 1.085～1.867 0.654 0.098 0.036 1.229 1.065～1.896
脑梗死史 0.708 0.219 0.043 1.625 1.154～2.589 0.727 0.224 0.041 1.634 1.128～2.548
吸烟史 0.665 0.220 0.032 1.454 1.181～1.980 0.606 0.236 0.030 1.419 1.133～2.160
NIHSS 评分 2.452 0.312 0.087 0.826 0.684～1.241
脑出血血肿量 0.711 0.321 0.044 1.203 1.083～1.852 0.733 0.151 0.041 1.222 1.024～2.052
SCr 1.042 0.202 0.047 1.340 1.009～2.123 0.997 0.214 0.065 1.189 0.902～2.303
NSE 0.801 0.227 0.035 1.136 1.045～1.794 0.828 0.207 0.032 1.146 1.041～1.704
S-100 蛋白 3.206 0.387 0.068 1.429 0.823～2.352
哑变量：SAH 0.094
额叶出血 1.581 0.464 0.082 1.456 0.733～2.551
颞叶出血 2.246 0.338 0.114 3.651 0.864～7.651
顶叶出血 0.685 0.154 0.253 1.050 0.664～1.998
枕叶出血 0.968 0.220 0.229 1.127 0.704～1.606

注：NIHSS 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SCr 为血肌酐，NSE 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SAH 为蛛网膜下腔出血，RR 为相对危险度，

95%CI 为 95% 可信区间；空白代表无此项

为本次横断面研究的优化评分量表，各项指标的赋

值评分见表 5。

注：NSE 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RR 为相对危险度， 
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图 1  脑出血模型组患者早发癫痫的独立影响因素森林图

表 5　优化评分量表中各项独立影响因素的赋值评分

变量

（独立影响因素）

赋值

（分）

    变量

     （独立影响因素）

          赋值

           （分）

X1 脑梗死史 无   0 X4 脑出血血肿量
　（mL）

    10     0
有 32     20   33

X2 NSE（μg/L）   ＜6   0     30   66
      8   6 ≥40 100
    12 20 X5 糖尿病病程（年）       0     0
    16 32       2     5
    20 43       4   10
    24 56       6   15
＞28 70       8   20

X3 吸烟史 无   0     10   25
有 46 ≥12   30

注：NSE 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将优化评分量表以列线图形式进行可视化呈

现，则可将每例患者的相关信息代入优化评分列线

图以获知相应评分，从而经概率函数转换以获知每

例患者发生结局事件（脑卒中后早发癫痫）的概率。

本次列线图的中位数评分为 135 分，对应的风险概

率为 0.37（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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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优化评分与 AIS-PSS 评分对脑出血后 
早发癫痫的评判效能

变量 AUC 95%CI
敏感度

（%）

特异度

（%）

约登 

指数

截断值

（分）
P 值

优化评分 0.696 0.549～0.844 67.48 66.68 0.34 144 0.032
AIS-PSS 评分 0.750 0.596～0.904 75.89 62.39 0.38     7 0.006

注：AIS-PSS 为急性脑梗死 - 脑卒中后癫痫发作，AUC 为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3　讨　论　

 有别于脑梗死，脑出血因出血引起的脑水肿、

炎症反应、脑组织氧自由基损伤等一系列病理生理

变化进展更快，可迅速导致各种神经功能损伤［4］，各

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其中早发癫痫起病隐

匿、进展迅速，若不能得到及时干预将显著加重脑

卒中所致各项损伤。因此，在脑出血患者入院早期

及时评判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和社会意义。现行可供早期评定脑出血早发癫痫的

预测评分仅有 AIS-PSS 模型［5］，该模型除去影像学

设备及影像诊断师的条件限制，所需的 MRI 检查亦

不适宜在脑出血患者中早期开展。因此，基于脑出

血后早期评定相关风险的角度，AIS-PSS 模型从应

用条件及应用时间窗均不适宜推广普及。

  因此，本研究基于当前急重症领域的实际需求

开展横断面调查，力求探寻对于脑出血患者更有普

适性及实时性的预测模型，进行量化及风险度转化，

并与 AIS-PSS 模型比较实际评判效果。我们对当

地 159 例脑出血患者的人口学资料进行调查发现，

相比未继发癫痫的患者，早发癫痫患者的糖尿病史、

脑梗死史、吸烟史所占比例均显著增加；将以上存

在统计学差异的基线资料连同其他临床资料共同进

行组间单因素比较，并代入单因素及多因素 Poisson

回归分析，最终筛选得出糖尿病病程、脑梗死史、吸

烟史、脑出血血肿量、NSE 等 5 项独立危险因素构

成本次预测模型。为确保预测模型简便适用于临床，

我们以列线图形式（含概率函数转换）将预测模型

转换为可视化的优化评分量表，将每例患者的相关

信息代入优化评分列线图即可获知相应评分及其可

量化的概率。为切实量化优化评分对于脑出血患者

是否早发癫痫的实际评判效果，我们以 AIS-PSS 模

型为参照，应用 ROC 曲线检验获知两种评分的评判

临界值，探寻两类评分的评判效能，结果显示，相比

AIS-PSS 模型，优化评分对于早发癫痫的评判效能

并未展现出显著不足。

  脑出血早期血肿直接刺激皮层运动区，且血肿

压迫及颅内高压均可加重病灶及周围组织缺血，神

经元细胞缺氧坏死［13-16］；坏死灶进一步导致炎症

介质释放、钙超载及高血糖，均会刺激神经元兴奋

性，导致神经细胞过度放电［17-18］；此外，出血血液

内含的铁血黄素亦可直接刺激神经元细胞；以上原

因均为诱导癫痫发作的原因之一。本研究结合近

年来对于脑卒中后癫痫的研究机制，基于患者入院

2.6　验证优化评分与 AIS-PSS 评分对于脑出血早

发癫痫的评判效能（表 6；图 3）：应用 ROC 曲线检

验优化评分与 AIS-PSS 评分对于脑出血早发癫痫的

评判效能。按照两种评分信息分别提取验证组患者

的相关资料，获取验证组每例患者的最终评分。将

其预后结果及相应评分代入 ROC 曲线以评价不同

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优化评分与 AIS-PSS 评分的

评判临界值分别为 144 分和 7 分；优化评分的 AUC

与约登指数略小于 AIS-PSS 评分；但优化评分对于

早发癫痫的评判效能相比 AIS-PSS 评分并无显著差

异（Z＝1.874，P＞0.05）。

注：NSE 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图 2  脑出血早发癫痫模型的优化评分列线图

注：AIS-PSS 评分为急性脑梗死 - 脑卒中后癫痫发作评分， 
ROC 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UC 为 ROC 曲线下面积

图 3  AIS-PSS 与优化评分评判脑出血后 
早发癫痫的 ROC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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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早期即可获知的相关查体结果、实验室检查、影

像学资料及其相关人口学信息，制定及时评判早发

癫痫的风险模型。相比需要一定条件才能开展的

MRI 检查，本次优化评分所需条件简便，其评判效能

相比 AIS-PSS 模型并未表现出显著差距。不仅可为

临床医生选择诊疗方案提供更多依据，亦可针对性

进行临床干预及医患沟通，切实改善预后，降低医疗 

风险。

  由此，我们基本完成本次横断面研究的既定目

标：在切实纳入足够的脑出血样本前提下，尽可能

利用入院后早期即可获取的有效信息及必要影像学

资料，及时为脑出血患者构建早发癫痫的预测模型，

并转化为易于临床使用的优化评分。经验证其预测

效能，并不逊于现行的 AIS-PSS 模型［5］。但本次研

究限于硬件条件不足，仍存在地域跨度不够广泛、

纳入自变量不够全面的缺陷。希望对后续研究发挥

抛砖引玉的效果，也希望本研究能对改善脑出血患

者的生活质量，降低家庭及社会负担发挥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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