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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评分量表临床应用评价 

邓晰明 ，樊俊红 ，何先弟 ，汪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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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评价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评分量表的临床实用性。方法：对53例自发性 ICH患者入院时采用 

ICH评分量表及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clinical neurologic deficit scale，CNDS)量表进行评分。分析 ICH评分与患者 30天病 

死率、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相关性。结果：ICH评分 t>3分组患者30天病死率明显高于 ICH评分 <3分组(P<0．o1)；ICH评 

分／>3分组患者 CNDS明显高于 ICH评分 <3分组(P<0．01)；患者人院时 ICH评分与 CNDS呈正相关关系(P<0．01)。结 

论：ICH评分简单 、易行 ，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自发性 ICH患者的临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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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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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assess the value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score in clinical practice．Methods：Fifty—three cases of 

spontaneous ICH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y ICH score and clinical neurologic deficit scale(CNDS)at admission．The association of ICH 

score with 30-day mortality and neurologic deficit scale was analyzed．Results：The 30一day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ICH score I>3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 ICH score<3(P<0．01)．The ICH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NDS(P<0．01)．Conclusions：ICH 

score is a simple and reliable method which can accurately predict the clinical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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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是指原 

发性脑实质出血，占全部脑卒中的 10％ ～30％，具 

有很高的病死率及致残率，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 

康  ̈。快速、准确地预测患者的预后，是临床工作 

者的重要课题。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一种临床广泛 

认同的预测方法。2001年，Hemphill等 制定了一 

种 ICH评分量表(ICH Score)，用于预测 ICH患者的 

30天病死率。本研究旨在对该量表进行l临床验证， 

评价其临床实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 1月至2009年6月蚌埠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ICU收治自发性 ICH 53例，均符 

合 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 

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 ，并经头颅 cT确诊。均 

于发病后 24 h内人院，其中男 31例，女 22例；年龄 

47～86岁。出血部位：脑叶9例，壳核34例，丘脑 8 

例，脑干2例；破入脑室系统 30例；无小脑及原发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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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出血者。患者出血量根据 CT片按多田公式计算 

[血肿量(m1)=叮T X长(am)X宽(am)X高(cm)／ 

6]，出血量 10—110 ml。人院时 ICH评分 1～5分， 

其中 <3分18例，≥3分 35例 (1分 3例，2分 15 

例，3分 18例，4分 13例，5分4例)；人院时临床神 

经功能缺损评分 (clinical neurologic deficit scale， 

CNDS)12～41分。排除标准：(1)既往曾经确诊过 

急性脑血管意外或脑外伤等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2)既往曾经确诊过周围神经系统疾病或其他系统 

性疾病而遗留有神经系统功能缺损的症状及体征； 

(3)由各种血液病 、类淀粉样血管病、脑动脉炎、 

Moyamoya病 、脑肿瘤等导致 ICH者。 

1．2 治疗方法 患者入院后均给予积极治疗及护 

理，包括绝对卧床，严密观测瞳孔及生命体征，控制 

脑水肿，调控血压，保证营养和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防治感染及应激性溃疡等并发症等内科治疗；有手 

术指征并无手术禁忌者给予手术治疗；重症患者根 

据病情给予机械通气、亚低温等治疗措施。 

1．3 临床观察指标 

1．3．1 患者预后 以发病后第 30天为观察终点， 

记为存活和病死。住院时间不满 30天者，医务人员 

于发病第30天进行电话随访获得相关资料。3O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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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率 =(30天内病死患者数／患者数)×100％。 

1．3．2 ICH评分 患者入院后即由临床医生采用 

ICH评分量表进行评分，量表内容包括：(1)格拉斯 

哥昏迷评分(Glasgow eoma scale，GCS)3～4分计 

2分，5～12分计 1分，13～l5分计 0分；(2)年龄≥ 

80岁计 1分，<80岁计 0分；(3)出血量≥3O ml计 

1分，<30 ml计 0分；(4)血肿破人脑室计 1分，未 

破入脑室计 0分；(5)幕下出血计 1分，幕上出血计 

0分。总分值 0～6分，并根据分值分为 ICH评分 

<3分组和 ICH评分≥3分组。 

1．3．3 神经功能缺损定量评定 采用 1995年全国 

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卒中患者 CNDS 

量表 评定，该评分量表共包括 8个维度，分别是意 

识、水平凝视功能、面瘫、言语 、上肢肌力、手肌力、下 

肢肌力和步行能力。每个条目根据实际情况赋值 

0～6分，总分值 0～45分，由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于 

患者入院后立即评定。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及 t检验和等级相 

关分析。 

2 结果 

2．1 患者预后 患者经治疗后，28例于发病 30天 

内病死，病死率为52．8％。其中ICH评分为 1分的 

3例全部存活，而 ICH评分为 5分的4例全部病死。 

2．2 两组患者30天病死率比较 ICH评分≥3分 

组患者30天病死率(65．7％)，明显高于 ICH评分 

<3分组(27．8％)(P<0．01)(见表 1)。 

2．3 两组患者入院时CNDS比较 ICH评分／>3分 

组患者 CNDS明显高于 ICH评分 <3分组 (P< 

0．01)(见表 2)。 

2．4 患者入院时 ICH评分与 CNDS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显示，二 者呈 正相关 关 系 ( =0．588， 

P<0．01)。 

表 1 两组患者 30天病死率比较 

表 2 两组患者入院时 CNDS比较( 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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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2001年，Hemphill等 回顾性分析 1997～1998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2所附属医院收治的 152例 ICH 

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患者 30天病死率为应变量，以 

患者人院时的脉压、GCS、血肿量、年龄、血糖水平、 

血肿来源和血肿是否破人脑室系统等多项指标为自 

变量，经 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 30天病死率 

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1)GCS；(2)年龄≥80岁； 

(3)天幕下出血；(4)血肿体积；(5)脑室内存在血 

肿，并根据以上 5项指标与患者 30天病死率的相关 

性赋予不同的分值，制定了ICH评分量表。量表总 

分为0～6分，由于很少有患者存在天幕下出血量≥ 

30 ml，因此 目前的临床研究中尚无6分的报道。 

ICH评分量表自提出以来，很多学者对其应用 

价值进行了临床研究。Jamora等 前瞻性地研究 

243例菲律宾 ICH患者，发现 ICH评分量表在预测 

患者 30天病死率和短期功能预后方面都比较可靠。 

Godoy等 研究发现，ICH评分 ≥3分的患者 30天 

病死率明显增高，而 6个月好转率明显降低。ICH 

评分越高，患者30天病死率越高，0分者 30天病死 

率为0，而 5分者为 100％，且 >2分者 30天病死率 

明显高于≤2分者 J。随着 ICH分值增高，出院时 

患者良好临床表现的发生率越低，说明可以应用 

ICH评分预测患者的短期临床结局 J。Hemphill 

等 研究显示，ICH分值与患者 12个月的功能结局 

有较好的相关性，可用来预测患者的远期临床结局。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人院时 ICH评分≥3分者 30天 

病死率明显高于 ICH评分 <3分者，且患者入院时 

ICH评分的高低与患者当时的 CNDS呈现正相关关 

系，即ICH评分越高，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越重，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然而，在验证 ICH评分量表临床应用价值的过 

程中，虽然 Hemphill等的ICH评分能够较为准确地 

预测患者的3O天病死率，但是 ICH患者的神经功 

能恢复或致残 更具有 临床 和社会意义。因此， 

Cheung等 在 ICH评分量表基础上，又提出了改 

良的 ICH评分量表和新的 ICH评分量表，前者仅采 

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 Stroke Scale， 

NIHSS)替换原始 ICH量表中的 GCS，而后者则以 

NIHSS、人院时体温、脉压、血肿是否破人脑室和血 

肿是否进入蛛网膜下腔等作为评分指标。他们经过 

临床验证认为，改良ICH评分量表与ICH评分量表 

预测病死率的能力相当，而新 ICH评分量表和改良 

ICH评分量表对好的临床结局预测效果较好。柯将 

琼等 u对比3种量表对 ICH患者预后的预测作用，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0年6月第35卷第6期 

认为3种量表评分均与 ICH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相关，对预测患者的肢体功能预后有一定的作用， 

其中改良ICH量表对预后判断的敏感性 、特异性及 

符合率最高。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认为，以上两种量 

表由于都采用了 NIHSS，可能对于患者神经功能恢 

复的预测效果稍好，但是 NIHSS量表内容繁琐，临 

床应用费时、复杂，并且要求评定者具有一定的神经 

科专业知识 ，不利于临床推广应用。ICH评分量表 

临床应用方便快捷，预测效果较为准确，较好地兼顾 

了使用的简便性和预测的准确性，便于对 ICH急诊 

患者进行快速临床评价，决定治疗措施。 

当然，ICH评分系统也存在不足之处，如 ICH 

评分的分值只能反映评定当时及评定后较短时间内 

患者的情况，随着患者病情变化，ICH分值可能发生 

较大变化。一些评估指标可能随时问发生变化，如 

血肿量的变化。ICH发病后的早期有 14％ ～38％ 

的患者会出现血肿增大  ̈，如果出现血肿扩大，相 

应的 GCS、血肿体积 、血肿破人脑室内等指标就可能 

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使得 ICH评分的分值改变。因 

此，我们认为动态监测患者 ICH评分的分值，可以 

弥补此项不足。 

由于条件受限，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研究样 

本量较小；ICU收治患者多为危重病例，轻症病例较 

少；未进行 ICH评分的动态监测；未探讨存活患者 

ICH评分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的关系等。还需在以 

后的工作中积累更多病例，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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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72页)可以反复多次以带硅胶管笛针吸取。 

应用 PFCLs的主要并发症是在术中进入视网 

膜下及术后眼内残留，术中处理如上所述。术后，如 

发现 PFCLs残留眼内，可根据情况做处理：(1)大量 

残留者，可再次行气 一液或硅油 一PFCLs交换方式 

取出；无晶状体眼可在局麻下行前房穿刺取 PFCLs 

联合硅油注入术；颞下方放置硅油灌注管，令患者取 

头低坐位，角膜缘六点钟位穿刺。(2)少量 PFCLs 

残留或疑 PFCLs术后残留者，可采取俯卧位，残留 

的PFCLs在无晶状体眼可进入前房，再取坐位，于 

角膜缘六点钟位穿刺取 出。(3)极少量或几滴 

PFCLs残留，不一定引起眼内毒性和并发症，也有报 

道。。 少量PFCLs残留未发现明显的眼内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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