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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某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预警症状
知晓情况的调查研究
张晓俊 1，王鑫丽 1，王炎强 2，耿德勤 3，李雪梅 2
【摘要】 目的

调查菏泽市某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预警症状的知晓情况。方法

2018 年 7—9 月，

首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菏泽市东明县三春集镇 3 个村庄作为调查点，然后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 3 个村庄共 3 163 例
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自制基本资料调查表、缺血性卒中认识调查表、缺血性卒中救治方法调查表、缺血性卒中预警症
状调查表及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调查表，所有乡镇居民自行填写调查表。结果

（1）本次调查共发放 3 163 份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 100%。3 163 例乡镇居民中共 1 254 例（占 39.65%）主要通过医务人员了解或认识缺血性卒中，但知道

缺血性卒中后最佳治疗时间窗为 3~6 h 者仅 136 例（占 4.30%）。（2）3 163 例乡镇居民中认为缺血性卒中后应拨打
120 送医院者所占比例最高，为 1 500 例（占 47.42%），其次为叫邻居或村医帮忙 764 例（占 24.15%）。（3）3 163
例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知晓率最高的为肢体麻木无力和瘫痪，为 1 582 例（占 50.02%），其次为言语不利

或听不懂他人讲话 1 254 例（占 39.65%）、面部麻木或口角歪斜或口角流涎 1 118 例（占 35.35%）；3 163 例乡镇居

民对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知晓率最高的为高血压 1 200 例（占 37.94%），其次为吸烟 1 091 例（占 34.49%）、高脂血

症 981 例（占 31.01%）。3 163 例乡镇居民知晓 2 或 3 个预警症状者较多，为 1 867 例（占 59.03%），知晓 0 或 1 个
预警症状者 954 例（占 30.16%）；知晓 2 或 3 个危险因素者较多，为 2 424 例（占 76.64%），知晓 0 或 1 个危险因
素者 336 例（占 10.62%）。结论

菏泽市某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危险因素的知晓率较低，迫切需要提高

该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的认知水平，以有效降低缺血性卒中发生率并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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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of risk factors and warning symptoms of ischemic stroke in

residents from villages and towns in Heze City. Methods

From July to September 2018，three villages in Sanchunji Town，

Dongming County，Heze City were selected as survey spots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and then 3，163 residents
in the above three villages were selected as respondents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ll of township residents filled in the

questionnaires by themselves，including self-made Questionnaire of Basic Data，Questionnaire of Understanding of

Ischemic Stroke，Questionnaire of Treatment Methods after Ischemic Stroke，Questionnaire of Warning Symptoms of
Ischemic Stroke and Questionnaire of Risk Factors of Ischemic Stroke. Results

（1）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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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163/3，163）. Of the 3，163 residents，1，254 cases（accounting for 39.65%）knew about ischemic stroke

mainly through medical staff，but only 136 cases（accounting for 4.30%）knew that the best treatment time window was 3-6

hours after ischemic stroke.（2）Of the 3，163 residents，proportion of residents knew about calling "120" to rush to
hospital after ischemic stroke was the highest，which was 47.42%（1，500/3，163），followed by calling neighbors or village doctors
to help，which was 24.15%（764 /3，163）.（3）Of the 3，163 residents，awareness rate of limb numbness weakness as wells as
paralysis those belong to warning symptoms of ischemic stroke was the highest，which was 50.02%（1，582/3，163），followed by

speech impairment or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others'speech，which was 39.65%（1，254/3，163），and then facial numbness or

deviated mouth or slobbering，which was 35.35%（1，118/3，163）；awareness rate of hypertension that belongs to
risk factors of ischemic stroke was the highest，which was 37.94%（1，200/3，163），followed by smoking，which

was 34.49%（1，091/3，163），and then hyperlipidaemia，which was 31.01%（981/3，163）.Of the 3，163 residents，

1，867 cases（accounting for 59.03%）knew about 2 or 3 warning symptoms，954 cases（accounting for 30.16%）knew about
0 or 1 warning symptoms；2，424 cases（accounting for 76.64%）knew about 2 or 3 risk factors，336 cases（accounting for
10.62%）knew about 0 or 1 risk factors. Conclusion

The awareness rate of warning symptoms and risk factors of ischemic

stroke is relatively low in a township in Heze City，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cognitive level of ischemic stroke in this township，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schemic stroke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to the utmost extent.

【Key words】 Stroke；Brain ischemia；Risk factors；Early warning symptoms；Township residents；Heze；Surveys
卒中是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亦是目前严重威胁人类

健康的头号杀手，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卒中主要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其中缺血性卒
中最为常见，约占全部卒中患者的 80%，而早期识别卒中危

险因素并及时干预可有效降低卒中发生风险。但目前我国居
民尤其是乡镇居民对卒中的认知较匮乏，导致院前急救延迟、
卒中后最佳治疗时间窗内溶栓治疗率较低、血管再通时间迟
滞，进而影响患者的预后［1-2］。因此，提高我国居民尤其是
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预警症状的认识对缩短诊
疗时间、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3-7］。本研究主要
调查了菏泽市某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预警症状
的知晓情况，以期提高该地区居民对缺血性卒中的认知并降
低缺血性卒中发生率。
1

1.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2018 年 7—9 月，首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菏泽市东明县三春集镇 3 个村庄作为调查点，然后采用随机

抽样法选取 3 个村庄共 3 163 例居民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
（1）年龄 18~90 岁；（2）意识清楚，具有自主判断能力。
排除标准：（1）伴有认知障碍及智力障碍者；（2）合并精
神疾病者。所有居民对本次调查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由课题组商讨并自制基本资料调查表、缺血性卒

中认识调查表、缺血性卒中救治方法调查表、缺血性卒中预
警症状调查表及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调查表。基本资料调查
表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医疗费用

2

2.1

结果
乡镇居民基本资料

本次调查共发放 3 163 份问卷，

有 效 回 收 率 为 100%。3 163 例 乡 镇 居 民 年 龄 26~84 岁， 平
均 年 龄 为（53.3±10.9） 岁； 男 性 1 609 例（ 占 50.87%），
女 性 1 554 例（ 占 49.13%）； 婚 姻 状 况： 已 婚 2 606 例
（占 82.39%），未婚 109 例（占 3.45%），丧偶 391 例（占
12.36%）， 离 异 57 例（ 占 1.80）； 家 庭 月 收 入：<2 000 元

者 581 例（ 占 18.37%），2 000~5 000 元 者 2 251 例（ 占
71.17%），5 001~8 000 元者 237 例（占 7.49%），>8 000 元
者 94 例（占 2.97%）；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 2 376 例（占 75.1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547 例

（占 17.29%），自费 127 例（占 4.02%），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 保 险 58 例（ 占 1.83%）， 其 他 55 例（ 占 1.74%）； 受 教

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866 例（占 27.38%），初中 1 759（占

55.61%），高中 351 例（占 11.10%），大专及以上 187 例（占

5.91%）；基础病病史：缺血性卒中 827 例（占 26.15%），
其他类型脑血管疾病 372 例（占 10.34%），卒中相关疾病

1 527 例（ 占 48.28%）， 其 他 324 例（ 占 10.24%）； 用 药
情 况： 单 用 阿 司 匹 林 1 235 例（ 占 39.05%）， 阿 司 匹 林 联

合他汀类药物 218 例（占 6.89%），慢性病用药 506 例（占
16.00%），有基础疾病但未用药 837 例（占 26.46%），用药
不详 347 例（占 10.97%）。
2.2

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的认识

3 163 例乡镇居民中共

支付方式、受教育程度、基础病病史及用药情况；缺血性卒

1 254 例（占 39.65%）主要通过医务人员了解或认识缺血性

治方法调查表包括 7 个条目；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调查表包

知道缺血性卒中后最佳治疗时间窗为 3~6 h 者仅 136 例（占

中认识调查表包括 14 项内容共 16 个条目；缺血性卒中后救
括 12 个条目；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调查表包括 18 个条目。
本次调查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并由两名神经内科医师协作
完成；上述 5 份调查表作为一份问卷。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并进行描述性分析。

卒中，认为缺血性卒中能治疗者仅 1 009 例（占 31.90%），
4.30%），详见表 1。
2.3

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救治方法的认识

3 163 例乡镇居

民中认为缺血性卒中后应拨打 120 送医院者所占比例最高，
为 1 500 例（占 47.42%），其次为叫邻居或村医帮忙 764 例（占
24.15%），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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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的认识（n=3 163）
Table 1 Understanding of ischemic stroke in the 3，163 residents from
villages and towns
条目

例数

所占比例（%）

600

18.97

1 254

39.65

了解或认识缺血性卒中的渠道
通过书籍、刊物、宣传材料
通过电视、网络
通过医务人员
认为缺血性卒中能治疗
知道治疗缺血性卒中的药物
知道缺血性卒中后最佳治疗时间窗为
3~6 h
知道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认为缺血性卒中是老年病
认为缺血性卒中是传染病
认为缺血性卒中是遗传病
知道缺血性卒中能预防
知道缺血性卒中后急性溶栓治疗
认为针灸对缺血性卒中有效
认为偏方能治疗缺血性卒中
认为中医中药能治疗缺血性卒中
认为康复治疗对缺血性卒中有益

654

1 009
545
136
164
273
54

218

5.18
8.63
1.70
6.89

791

25.00

873

27.60

927

6.89
2.42

29.31

表 2 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救治方法的认识（n=3 163）
Table 2 Understanding of treatment method of ischemic stroke in the
3，163 residents from villages and towns
救治方法

例数

构成比（%）

拨打 120 送医院

1 500

47.42

叫邻居或村医帮忙
用冷水泼面或掐捏人中穴
待患者自己缓解
巫术救治或偏方
安宫牛黄丸或速效救心丸或针刺
其他

2.4
况

764
191
164
54
54

436

知晓率（%）

肢体麻木无力和瘫痪

1 582

50.02

1 118

35.35

24.15
6.04
5.18

头痛
头晕或平衡障碍

言 语 不 利 或 听 不 懂 他 人 讲 话 1 254 例（ 占 39.65%）、 面 部
麻 木 或 口 角 歪 斜 或 口 角 流 涎 1 118 例（ 占 35.35%）， 详 见
表 3；3 163 例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知晓率最高的

600

18.97

355

11.22

18.97

18.12
5.18

164

精神症状

5.18

164

迷失方向

5.18

27

尿便失禁

0.85

表 4 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的知晓情况（n=3 163）
Table 4 Awareness of risk factors of ischemic stroke in the 3，163
residents from villages and towns
危险因素

知晓人数

知晓率（%）

高血压

1 200

37.94

吸烟
高脂血症
不健康饮食

缺乏运动 / 不健康生
活方式
饮酒
肥胖
糖尿病
动脉粥样硬化

13.78

为肢体麻木无力和瘫痪，为 1 582 例（占 50.02%），其次为

26.72

164

无任何神经系统症状

心脏病

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和危险因素的知晓情

845

573

视物模糊或视物不清

1.71

3 163 例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知晓率最高的

39.65

600

意识障碍或昏迷

心房颤动

1.71

1 254

言语不利或听不懂他人讲话

31.90

18.97

76

知晓人数

恶心或呕吐

4.30

http：//www.syxnf.net

预警症状

20.68

17.23

No.2

表 3 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的知晓情况（n=3 163）
Table 3 Awareness of warning symptoms of ischemic stroke in the 3，163
residents from villages and towns

面部麻木或口角歪斜或口角流涎

600
218

February 2020，Vol.28

压力大
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病史
呼吸睡眠障碍性疾病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偏头痛
痴呆
代谢综合征

1 091

34.49

927

29.31

981

31.01

818

25.86

709

22.42

764
436
409
355

24.15

13.78
12.93

11.22

355

11.22

82

2.59

327
56
54

54

50
0

10.34
1.77
1.71
1.71

1.58
0

为高血压 1 200 例（占 37.94%），其次为吸烟 1 091 例（占

卒中预防及急救措施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乡镇居民作为我国

例乡镇居民中知晓 2 或 3 个预警症状者较多，为 1 867 例（占

血性卒中防治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但既往有关缺血性

34.49%）、高脂血症 981 例（占 31.01%），详见表 4。3 163

59.03%），知晓 0 或 1 个预警症状者 954 例（占 30.16%）；

知晓 2 或 3 个危险因素者较多，为 2 424 例（占 76.64%），
知晓 0 或 1 个危险因素者 336 例（占 10.62%），详见表 5。
3

讨论

目前，缺血性卒中的发病率、致残率及病死率均较高，
其防治现状不容乐观，多数居民对卒中认知不足，导致很多

重要的基层群体，数量庞大，提高其卒中认知水平对我国缺
卒中预警症状、危险因素知晓情况的调查多是针对医务工作
者、城市居民开展的［8-14］，有关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预警
症状、危险因素知晓情况的调查研究少见。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3 163 例乡镇居民主要通过医务人员

了解或认识缺血性卒中，占 39.65%，分析其原因主要与该地

区乡镇居民文化程度较低有关，提示乡镇地区应多模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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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及危险因素的知晓程度
（n=3 163）
Table 5 Awareness degree of warning symptoms and risk factors of
ischemic stroke in the 3，163 residents from villages and towns
项目

知晓人数

构成比（%）

78

2.47

1 867

59.02

预警症状
≥5个
4个

2或3个
0或1个

危险因素
≥5个
4个

2或3个
0或1个

264
954

8.35

30.16

94

2.97

2 424

76.64

309
336

9.77

10.62

途径地进行卒中知识宣传教育，如电视动画、音频、宣传画报、
志愿者活动等；3 163 例乡镇居民中认为缺血性卒中能治疗者
仅占 31.90%，知道缺血性卒中后最佳治疗时间窗为 3~6 h 者

仅占 4.30%，针对缺血性卒中患者无论采取静脉溶栓或血管

介入治疗时间窗均为关键因素［1-2，15］，因此提高该地区乡镇
居民对缺血性卒中后最佳治疗时间窗的认识非常必要。本次

调查结果还显示，3 163 例乡镇居民中认为缺血性卒中后应拨
打 120 送医院者所占比例最高（占 47.42%），其次为叫邻居
或村医帮忙（占 24.15%），提示该地区仍有约 30% 的乡镇居
民未能选择正确的救治方式。

既往研究表明，卒中患者家属对卒中的认知水平决定患
者就诊速度，而了解卒中的危险因素及预警症状有利于降低

卒中发生风险［14，16］。本次调查结果显示，3 163 例乡镇居民

对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知晓率最高的为肢体麻木无力和瘫痪，
其次为言语不利或听不懂他人讲话、面部麻木或口角歪斜或

口角流涎，知晓 2 或 3 个预警症状者占 59.02%，知晓 0 或 1

个预警症状者占 30.16%；3 163 例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危
险因素知晓率最高的为高血压（占 37.94%），其次为吸烟（占
34.49%）、高脂血症（占 31.01%），知晓 2 或 3 个危险因素
者占 76.64%，知晓 0 或 1 个危险因素者占 10.62%，提示该地
区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危险因素的认知较为陈

旧，分析其原因主要与该地区居民文化程度较低、信息交流
匮乏有关，应加强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预警症状的宣传以
使更多居民了解并掌握。
综上所述，菏泽市某乡镇居民对缺血性卒中预警症状、
危险因素的知晓率较低，迫切需要提高该乡镇居民对缺血性
卒中的认知水平，以有效降低缺血性卒中发生率并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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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丽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结果分析与解释，负责撰
写论文；耿德勤、李雪梅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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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胸痛中心常态化运行专家共识》节选（二）：
胸痛中心常见疾病诊治流程
ST 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STEMI）救治流程：①对于明确诊断 STEMI 的患者如果能完全排除新冠肺炎，应该按照胸痛中心的常规流程进
行救治；但如果患者首诊于不具备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能力的医院，应首选静脉溶栓治疗（尽量选用第三代溶栓药物），尽可能减
少转运。②无论是标准版胸痛中心还是基层胸痛中心，疑似 / 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如确诊为 STEMI，若发病在 12 h 内，原则上首选在首诊医院
进行溶栓治疗。溶栓场所可以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决定在急诊科或发热门诊，但需具备隔离条件且应具备 2 级最好 3 级防护条件下执行溶栓。
溶栓成功患者继续在隔离病房进行观察，后续如果排除新冠肺炎，则安排转入心血管内科择期冠状动脉造影；如果确诊为新冠肺炎则转入定点

医院隔离病房进行后续治疗。③溶栓失败或具有溶栓禁忌证的患者，须进一步评估患者行急诊 PCI 的获益与医患双方所承担的风险（医护人员

感染风险 + 患者的手术风险）比，如果风险大于获益，或虽然 PCI 获益较大但患者本人或家属不同意手术，或发病超过 12 h 且血流动力学稳定
的患者则转入隔离病房进行保守治疗，进一步排查肺炎。如果获益显著大于风险且患者与家属均同意手术，则进行急诊 PCI。对于发病时间超过
12 h 但仍有胸痛症状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在平衡获益 - 风险后亦可考虑急诊 PCI 治疗。

疑似 / 确诊新冠肺炎合并非 ST 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NSTE-ACS）的处理流程：对于所有确诊的 NSTE-ACS 患者，在新冠肺炎流

行期间建议原则上在首诊医院以药物治疗为主，在进行充分药物治疗同时排查新冠肺炎，若药物治疗难以稳定的患者建议转诊至本地既有冠心

病介入条件又是新冠肺炎定点医院进行诊治。在充分药物治疗基础上根据 NSTE-ACS 诊治指南进行缺血及出血危险分层，如果不是缺血极高危，
或者即使是缺血极高危但同时合并出血高危因素，则建议在隔离病房进行保守治疗，由心血管内科提供专业治疗意见；如果是缺血极高危且不

具备出血高危风险，预期患者接受急诊 PCI 治疗的获益显著大于医患双方的总体风险，则建议在具备隔离条件且符合感控要求的导管室进行紧
急 PCI 治疗，术后如果确诊为新冠肺炎，则在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隔离病房进行后续治疗，排除新冠肺炎者转入 CCU 进行后续治疗。

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的处理流程：急性主动脉夹层的基本处理流程同上，但需要经过增强 CT 血管选影（CTA）扫描方可确诊，对于疑似 /

确诊的新冠肺炎合并主动脉夹层患者，CTA 检查环节及运送环节均应在 2 级以上防护条件下进行。明确诊断为急性主动脉夹层后，根据患者主
动脉夹层类型、生命体征及临床表现是否稳定、所在医院是否有具备外科 / 介入治疗条件、是否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是否有隔离手术室等综
合考虑后决定。若基层医院在 CT 及 CTA 阅片时遇到困难，可通过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建立的网络远程会诊获得帮助。

急性肺动脉栓塞患者的处理流程：对于急性肺动脉栓塞的救治，基本原则是尽可能依托具有 CTA 条件的首诊医院完成全部诊疗过程，即使

是高危肺动脉栓塞，亦可在上级医院的指导下进行溶栓治疗。因此，原则上不应转诊。有溶栓禁忌证的高危肺栓塞患者，可以考虑参照 ACS 的
急诊 PCI 流程在严密防护下实施介入治疗。

（来源：http://www.chinacpc.org/home/aview/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