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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脑梗死伴脑水肿患者的定量脑电图检测分析

王新一,蔡增林,徐丙超,李路明,周晓梅

[摘要]目的:探讨定量脑电图(qEEG)在大面积脑梗死伴脑水肿患者中的监护应用价值。 方法:将大面积脑梗死伴脑水肿 30
例老年患者作为观察组,选择同期体检老年人 30 名为对照组,采用 Bio鄄Logic 脑电图仪分别检测患者发病 6 h 内(T1 )、24 h
(T2)、72 h(T3)、168 h(T4)的 qEEG,检测(啄 + 兹)波与(琢 + 茁)波的比率(DTABR)以及颅内脑水肿体积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卒中量表(NIHSS)评分,比较在不同病程阶段的变化。 结果:入院后观察组 DTABR 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患者治疗

中死亡 5 例,各个病程阶段之间 DTABR、脑水肿体积和 NIHSS 评分的比较结果显示,T1 与 T2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T3D TABR 和脑水肿体积均多于 T1 和 T2(P < 0. 05 ~ P < 0. 01),而 T4 DTABR 脑水肿体积和 NIHSS 评分均明显少于 T1、
T2 与 T3。 观察组治愈患者 DTABR 和 NIHSS 评分均低于未愈患者(P < 0. 05 ~ P < 0. 01)。 结论:qEEG 可客观有效地评价大面

积脑梗死伴脑水肿患者脑功能情况,有望成为神经内科重症监护病房床边脑功能评价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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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in patients with massiv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cerebral edema
WANG Xin鄄yi,CAI Zeng鄄lin,XU Bing鄄chao,LI Lu鄄ming,ZHOU Xiao鄄me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Lianyungang,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onitoring value of quantitative electroencephalogram(qEEG) in the patients with massiv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cerebral edema. Methods:Thirty elderly patients with massiv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cerebral edema and 30 examination elderly people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qEEG detected by the
Bio鄄Logic electroencephalograph,DTABR,intracranial brain edema volume and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in
all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within 6 h(T1),24 h(T2),72 h(T3 ) and 168 h(T4 ) of the onset of disease. Results:The
DTABR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5 cases in observation group died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 results of DTABR,cerebral edema volume and NIHSS score at each stage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between T1 and T2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change trends of DTABR index,NIHSS score and cerebral edema volume were similar,
which arrived at the peak after 72 h,and began to decrease with the course of disease alleviating. The DTABR of the cur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increased from T1 to T3,arrived at the peak,and gradually began to decrease from T3 to T4,while the declining trend
of DTABR at T3 and T4 in the unhealed patients was not found. Conclusions:The qEEG can objectively and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brain func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massiv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cerebral edema,which can be expected to become an
important bedside assessment means of brain function in neurolo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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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脑血管疾病(CVD)是神经系统常见病和多发

病,死亡率约占所有疾病的 10% ,是目前人类疾病

三大死亡原因之一,50% ~70%的存活者遗留瘫痪、
失语等严重残疾,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脑

水肿是急性 CVD 患者常见并发症,目前,临床评估

脑水肿的手段主要依靠 CT / MRI 影像诊断检查,尽
管能有效评估脑水肿状态,但存在受客观情况限制、
无法动态检查且价格昂贵等弊端。 本研究借助 Bio鄄

Logic 脑电图仪,通过检测不同病程阶段的定量脑电

图(qEEG)指标,探讨其在大面积脑梗死并发脑水

肿患者病程发展中的临床意义。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4 年 1 ~ 6 月我科重症监

护病房收治的 30 例急性脑梗死伴脑水肿老年患者

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19 例,女 11 例,年龄 65 ~
80 岁,病程均 < 5 h,并经头颅 CT / MRI 证实,均为大

面积脑梗死合并脑水肿,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

学术会议的诊断标准。 观察组 30 例中合并高血压

25 例(83. 3% )、糖尿病 4 例(13. 3% )、心脏病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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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高脂血症 23 例(76. 7% ),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 6 ~ 18 分。 另选择同

期我院 65 ~ 80 岁体检老年人 30 名作为对照组,其
中男 16 名,女 14 名,年龄 63 ~ 76 岁,既往无脑卒中

发作病史,合并高血压 26 例(86. 7% )、糖尿病 3 例

(10% )、 心脏病 1 例 ( 3. 3% )、 高脂血症 17 例

(56. 7% )。 2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与并发疾病情况

均具有可比性(P > 0. 05)。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治疗方法 摇 (1)观察组患者给予溶栓、抗
凝、降纤、抗血小板、脱水及抗感染、降压等对症治

疗,其中 2 例发病 3 h 内符合溶栓标准的患者行静

脉溶栓治疗,溶栓后无并发症发生。 (2)对照组患

者给予抗血小板、降脂等脑卒中一级预防治疗及内

科对症治疗。
1. 2. 2摇 qEEG 检查摇 采用美国 Bio鄄Logic 脑电图仪,
按国际标准 10鄄20 系统安放 8 导联(Fp1、Fp2、C3、
C4、O1、O2、T3、T4)头皮电极,闭眼安静状态下描记

20 min,采集参考导联中基线平稳、无伪差的 30 s 背
景 EEG 数据,30 Hz 滤波后用计算机分析。 对照组

清醒时检查 1 次。 观察组于入院 6 h 内首次检查

(T1),此后于 24 h(T2)、72 h(T3)、168 h(T4)各检

查 1 次。 观察指标为(啄 + 兹)波与(琢 + 茁)波的比率

(DTABR)。
1. 2. 3摇 NIHSS 评分及脑水肿 CT 检测 摇 观察组与

对照组患者均在 qEEG 检查同时给予 NIHSS 评分。
观察组患者在入院后以及 T2 ~ T4 时间点进行颅脑

CT 检测,根据多田式公式估算脑水肿体积[1],即脑

水肿体积(ml) = (仔 / 6) 伊长 伊宽 伊层数。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观察组疗效摇 观察组经过 7 ~ 20 d 治疗,23 例

脑水肿消退,精神、神经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遗留

较轻后遗症);未治愈 7 例,其中 5 例死亡,2 例出现

意识障碍后遗症。 综合治愈有效率达 76. 7% ,未治

愈率 23. 3% 。
2. 2摇 观察组患者入院时与对照组 DTABR 和 NIHSS
评分指标比较摇 观察组患者入院 6 h 内 DTABR 及

NIHSS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01 ) (见

表 1)。
2. 3摇 观察组患者不同病程期 DTABR、脑水肿体积

及 NIHSS 评分比较摇 观察组 T1 与 T2 DTABR、脑水

肿体积和 NIHSS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T3D TABR 和脑水肿体积均多于 T1 和 T2

(P < 0. 05 ~ P < 0. 01),而 T4 DTABR 脑水肿体积和

NIHSS 评分均明显少于 T1、T2 与 T3 (P < 0. 01) (见
表 2)。

摇 表 1摇 观察组患者入院时与对照组 DTABR 及 NIHSS 评分

比较(x 依 s)

分组 n DTABR NIHSS / 分

对照组 30 0. 39 依 0. 10 3. 16 依 0. 45

观察组 30 0. 78 依 0. 23 12. 42 依 4. 82

t — 8. 52 10. 48

P — <0. 01 < 0. 01

2. 4摇 观察组中治愈和未治愈患者 DTABR 及 NIHSS
评分比较 摇 治愈组患者在病程各期 DTABR 及

NIHSS 评分均低于未愈组(P < 0. 05 ~ < 0. 01) (见
表 3)。

摇 表 2摇 观察组不同病程期 DTABR、脑水肿体积及 NIHSS 评
分比较(x 依 s)

时间点 n DTABR 脑水肿体积 / ml NIHSS /分

T1 30 0. 78 依 0. 23 12. 33 依 4. 65 12. 42 依 4. 82
T2 29 0. 89 依 0. 31 13. 35 依 5. 77 12. 66 依 5. 15
T3 26 1. 22 依 0. 35**

## 16. 56 依 6. 42*# 14. 85 依 5. 03
T4 25 0. 57 依 0. 27**

##吟吟 8. 43 依 4. 02**
##吟吟 8. 48 依 3. 65**

##吟吟

F — 22. 24 10. 20 8. 00

P —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 0. 085 28. 090 22. 346

摇 摇 q 检验:与 T1 比较*P <0. 05,**P < 0. 01;与 T2 比较#P < 0. 05,##P <
0. 01;与 T3 比较吟P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近年来神经电生理监测已经成为对脑功能损

害,尤其是对存在意识障碍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及

预测的重要手段,EEG 检查无创且能够记录脑神经

细胞生物电活动,并可以评价大脑皮层所处的机能

状态,是一种可以对大脑皮质的脑生物电活动做出

灵敏反应的手段。 传统 EEG 的目测分析法主观性

太强,所记录的非平稳曲线图具有极大的无序性、变
异性和随机性,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传统 EEG 在脑卒

中诊疗中的应用。 qEEG 很好地弥补了这些缺陷,
它在原有 EEG 的基础上,结合计算机与数学的方法

将其数据定量化,使原始随时间变化的脑电波转化

为随频率变化的数字化信号,从而量化相关参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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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观察组中治愈与未治愈患者不同病程期 NIHSS 评分及 DTABR 比较(x 依 s)

分组 n
T1

摇 NIHSS / 分摇 摇 摇 摇 DTABR摇

T2

摇 NIHSS / 分摇 摇 摇 摇 DTABR摇

T3

摇 NIHSS / 分摇 摇 摇 摇 DTABR摇

T4

摇 NIHSS / 分摇 摇 摇 摇 DTABR摇
治愈组 23 10. 78 依 4. 36 0. 73 依 0. 39 11. 95 依 3. 83 0. 84 依 0. 35 14. 65 依 4. 57 1. 19 依 0. 31 8. 48 依 3. 65 0. 57 依 0. 27

未愈组 7 16. 54 依 1. 06 1. 05 依 0. 18 16. 89 依 1. 10 1. 22 依 0. 25 19. 33 依 0. 41 1. 60 依 0. 23 18. 50 依 0. 05 1. 60 依 0. 08

t — 5. 80* 2. 08 5. 49* 2. 66 4. 85* 3. 22 13. 16* 16. 12*

P — <0. 01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分析结果更加客观,更易于临床医师对分析结果的

阅读与理解[2]。
摇 摇 相对功率比基于 qEEG 的频域分析中的功

率频谱分析,通过傅里叶快速转换,将 EEG 的各个

频带(啄、兹、琢、茁)脑波波幅随时间的变化转换为脑波

功率随时间的变化,得到各个频带在一定时间范围

内的绝对功率值,而某一个或某几个频带的绝对功

率值与另一个或几个频带的绝对功率值的比值即相

对功率比。 这个参数能够定量地反映各个频带脑波

的分布、比例以及波幅变化的情况,而脑卒中的病理

生理变化体现在 EEG 上的主要特征恰恰就是各个

频带脑波的成分与波幅的改变。 因而,这一指标在

脑卒中患 者 中 极 具 利 用 价 值[3]。 本 研 究 采 用

DTABR 作为评测指标,可以使各个频段处于同一个

基线水平,减少干扰,迅速清楚地显示功率谱频带的

变化,利于直观判断。 有文献[4] 显示,脑功能状态

的损害在 EEG 功率谱上表现为慢波频带增多,快波

频带减少,即 DTABR 值越大的患者脑功能状态越

差,符合本研究目的。
脑卒中急性期病情的评估,NIHSS 是最重要的

工具之一。 Sheorajpanday 等[5] 研究发现,脑对称指

数、相对功率比与脑梗死患者的 NIHSS 评分相关,
同时与脑梗死体积也具有一定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

也证实,qEEG 检测指数与脑水肿体积、NIHSS 评分

变化趋势存在相似性,观察组患者在 T3 和 T4 病程

的不同阶段 DTABR 与 T1、T2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临床上,在意识障碍、感觉性失语、精
神症状、痴呆等特殊情况下,患者往往不能完全配合

神经系统体检,NIHSS 评分反映的病情严重程度可

能会存在一定偏差;新生儿监护病房(NICU)中的重

症 CVD 患者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尤其在进行多功能

心电监护、呼吸机治疗、氧疗、液体维持时,患者不便

移动或不能离开 NICU,因此影像学诊断性检查,如
CT 或 MRI 等受到限制。 qEEG 可以协助评估病情,
EEG 检查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简便,也不影响临

床治疗工作,便于推广应用。

急性 CVD 患者不良预后的改善,需要起病早期

对其进行准确地预测,这样 NICU 的治疗工作才能

掌握主动,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尽早采取有效的干预

措施,以改善患者最终的结局与转归。 近年来研

究[6]显示 qEEG 对脑卒中预后预测的准确性比较理

想。 本研究显示,未愈患者不同病程期 DTABR 均

高于治愈患者 ( P < 0. 05 ~ P < 0. 01 ),发病时

DTABR 较低的患者预后较好,表示 qEEG 在 CVD
患者的预后评估方面有积极意义。 也有研究[7] 认

为,兹 活动增加为近期预后不良的有效预测参数,啄
活动对于远期预后具有有效预测能力,qEEG 监测

可预测短期预后,而且能在影像学改变出现之前识

别病情变化。 但对于此方面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
综上所述,qEEG 提供的参数能够为临床医疗

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以利于正确判断病情和采取相

应的医疗措施。 qEEG 操作简单,可实现动态观察,
具有良好的临床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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