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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2DS2-VASc评分结合左心房内径在预测非瓣膜性心房颤动
患者脑卒中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张琦1，赖杰1，毛雯2，王春玲3
【摘要】目的 探讨CHA2DS2-VASc评分结合左房内径（LAD）对非瓣膜性房颤（NVAF）患者卒中风险
的预测价值。方法 对北京市应急总医院干部医疗科、心内科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朝阳医院综合科于
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收治的首次诊断为非瓣膜病心房颤动的患者共1216例进行同群队列研究，分为两组，
一组为脑卒中组（366例），另一组为非脑卒中组（850例），收集相关资料，以缺血性脑卒中为终点事件，
平均随访时间为（30±6）月，分析两组患者的CHA2DS2-VASc评分、左心房内径及二者联合在非瓣膜性房颤
患者发生脑卒中风险评估中的ROC曲线下面积。结果 脑卒中组患者的CHA2DS2-VASc评分（5.23±1.58 分）
显著高于非脑卒中组（2.96±1.52）分（P＜0.01）。脑卒中组患者的左心房内径（42.39±5.79）mm与非脑卒
中组（42.12±6.85）mm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风险评估中CHA2DS2VASc评分、左心房内径、CHA2DS2-VASc评分+左心房内径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54、0.524、0.856，
95%CI分别为0.83~0.88、0.49~0.56、0.83~0.88。CHA2DS2-VASc评分+LAD二者联合ROC曲线下面积较CHA2DS2VASc评分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CHA2DS2-VASc评分对我国NVAF患者卒中风险的预测价值良
好；LAD对NVAF患者卒中风险预测有诊断价值，但较CHA2DS2-VASc评分相比，诊断价值不高；CHA2DS2VASc评分联合LAD对预测NVAF患者卒中风险价值较单独应用CHA2DS2-VASc评分无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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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Qi*, Lai Jie, Mao Wen,Wang Chunling.

Department of Cadre's Ward, Emergency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100028,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Chunling, E-mail: chinawang2007@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CHA2DS2-VASc score combined with left atrial

diameter (LAD) for stroke risk in patients with 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NVAF). Methods A total of 1216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4 i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Emergency Gene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Emergency

General Hospital and Gener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Cohort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for the stroke group (366 cases) and one for the nonstroke group (850 cases). Relevant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the average follow-up time for ischemic stroke as the
end event was (30±6) months. The CHA2DS2-VASc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the left
atrial inner diameter was compared,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in the risk assessment of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was calculated. Results The CHA2DS2-VASc score (5.23±1.58 points) in the
strok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stroke group (2.96±1.52 points) (P<0.01). Compared
with the non-stroke group (42.12±6.85 mm), the left atrial inner diameter of the stroke group (42.39±5.79 mm)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CHA2DS2-VASc score, left atrium inner
diameter, CHA2DS2-VASc score + left atrium inner diameter in 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risk assessment was
[0.854 (95%CI: 0.83~0.88)], [0.524 (95%CI: 0.49~0.56)], [0.856 (95%CI: 0.83~0.88)].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the CHA2DS2-VASc score + LAD combined with the two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HA2DS2VASc score (P>0.05). Conclusion The CHA2DS2-VASc score has a good predictive value for stroke risk of NVAF
patients in my country. LAD has diagnostic value in predicting stroke risk in patients with NVAF, but it is not
as valuable as CHA2DS2-VASc score. CHA2DS2-VASc score combined with LAD has no obvious advantage in
predicting the risk value of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NVAF compared with CHA2DS2-VASc score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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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中一种常见的心律
失常，其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1]。房颤
可导致心功能恶化、血栓事件的发生。在我国
房颤患病率大致为0.77%，绝大多数为非瓣膜性
房颤（NVAF）。随着人口老龄化、肥胖、高血
压、糖尿病、心力衰竭等危险因素日益增加，房
颤患者的脑卒中发生率显著高于非房颤人群。研
究显示，非瓣膜病房颤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
险因素，增加卒中风险5倍 [2] ，因此对房颤患者
进行早期、准确、有效、简单的卒中风险评估显
得十分重要。目前我国房颤患者卒中预防普遍存
在治疗率低、检测率低、达标率低的三低状况，
CHA2DS2-VASC评分为欧洲心脏病学会推荐的预
测房颤并发脑卒中的风险模型 [3]，由于其为来自
于欧美国家的非瓣膜病风险评估方法，是否适合
于国人的房颤相关脑卒中评估受到斟酌与质疑。
大样本量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故有必要通过大
样本量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探索。此外在临床工作
中我们发现经CHA2DS2-VASc评分为中低危的患
者仍有发生脑卒中可能，因此该评分的准确性亦
值得考量。左心房大小是反映心房结构重塑及心
房纤维化的重要指标，而心房纤维化的最主要危
害则是导致心房电活动异常从而诱发房颤。有
研究显示左房内径（LAD）大小与心房颤动密切
相关 [4]，左房大小与心房炎症程度相关，可诱发
电基质改变而导致房颤的发生 [5]，因此左房增大
是否会增加房颤患者的脑卒中风险尚存在争议，
LAD是否能够纳入卒中风险评估之中尚待进一步
研究。本研究旨在验证CHA2DS2-VASc评分对我
国NVAF患者卒中风险的预测价值；探索LAD对
NVAF患者卒中风险的预测价值；探讨CHA2DS2VASc评分结合LAD能否提高对NVAF患者卒中风
险的预测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2012年1月至2014年12
月于北京市应急总医院干部医疗科、心内科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综合科收治的
NVAF患者1216例，分为两组：另一组为脑卒中
组（366例），一组非脑卒中组（850例）。脑卒
中组患者中男性255例，女性111例，年龄52~92
岁，平均（72.5±9.0）岁。非脑卒中组患者中男
性486例，女性364例，年龄53~92岁，平均（73.5
±9.4）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
著（P＞0.05）。本研究为我院院级课题并获得
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入组患者均签署患者知情
同意书。本研究中的入组患者由于自身原因（担
心出血风险高、经济状况、医保报销问题、行动
不便不能随时来医院复诊）以及年龄、合并其他

疾病等因素医生担心患者出血风险高，均未服用
抗凝药物，故对此类患者发生卒中的概率无明显
影响。纳入标准：①年龄≥60岁；②经心电图及
症状、体征诊断为房颤；③均未口服抗凝药；④
NVAF。排除标准：①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及人工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②先天性心脏病及心肌病；
③严重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病需要外科干预；④既
往或随访过程中口服抗凝药；⑤出血性卒中；⑤
肿瘤及严重肝肾功能衰竭。
1.2 方法
1.2.1 临床资料收集 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基本资
料、病史、房颤类型 、生活习惯等。
1.2.2 CHA2DS2-VASc评分 性别女性计1分，年
龄65~74岁计1分，年龄≥75岁计2分，血管疾病
（既往外周动脉疾病、主动脉斑块、心肌梗死）
计1分，高血压病计1分、糖尿病计1分，左心室
功能障碍/充血性心力衰竭计1分，血栓栓塞/TIA/
脑卒中病史计2分，将两组患者的CHA2DS2-VASc
评分计算出来。
1.2.3 左房内径（LAD）检测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仪对患者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记录患者
的左房内径。
1.2.4 随访 随访内容为新发缺血性脑卒中，随访
工作截至2017年3月5日，平均随访时间为（30±
6）月。在随访过程中采用电话及门诊或家访等
方式，对缺血性脑卒中进行诊断时严格依据《中
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0》。
1.2.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2检验；连续资料以（ x ±s）表示，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四分位数）表示，采用秩和检验 ；使用
ROC曲线计算AUC及95%可信区间，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危险因素比较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
别、心功能不全病史、房颤类型、高血压病史、
糖尿病病史、高脂血症病史、吸烟、饮酒、外周
血管性疾病病史、既往脑梗死、冠心病、急性心
肌梗死病史等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1）。
2.2 观察指标比较 新发脑卒中组CHA2DS2-VASc
评分为（5.23±1.58）分，对预测NVAF患者发生
脑卒中风险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新发
脑卒中组左心房内径为（42.39±5.79）mm，对
预测NVAF患者发生脑卒中风险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表2）。
2.3 CHA 2DS 2-VASc评分联合左心房内径与单
独指标预测脑卒中风险的比较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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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发脑卒中与非脑卒中组患者危险因素的比较
项目

新发脑卒中/TIA 非脑卒中患者 P值

平均年龄（岁）
男（n，%）
女（n，%）
心功能不全（n，%）
高血压（n，%）
糖尿病（n，%）
高脂血症（n，%）
吸烟（n，%）
饮酒（n，%）
外周血管性疾病（n，%）
既往脑梗死（n，%）
冠心病（n，%）
急性心肌梗死（%）

（n=366）
75±10
210（57.4）
156（42.6）
96（26.2）
292（79.8）
124（33.8）
153（41.8）
143（39.0）
50（13.7）
47（12.8）
141（38.5）
200（54.6）
68（18.6）

（n=850）
73±7
503（59.2）
347（40.2）
313（36.8）
530（62.4）
238（28.0）
279（32.8）
372（43.8）
122（14.4）
35（4.1）
177（20.8）
387（45.5）
119（14.0）

0.032
0.559
0.209
0.000
0.040
0.012
0.129
0.751
0.000
0.000
0.004
0.041

表2 两组患者的CHA2DS2-VASc评分、左心房内径比较（ x ±s）
组别
脑卒中组
非脑卒中组
t值
P值

CHA2DS2-VASc评分（分）
5.23±1.58
2.96±1.52
-23.57
＜0.01

左心房内径（mm）
42.39±5.79
42.12±6.85
-0.62
＞0.05

对于NVAF患者发生脑卒中风险评估方面，
CHA 2 DS 2 -VASc评分、左心房内径、CHA 2 DS 2 VASc评分+左心房内径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54、0.524、0.856，95%CI分别为0.83~0.88（P
＜0.05）、0.49~0.56（P＞0.05）、0.83~0.88（P
＜0.05） 。

图1 两者联合与单独指标预测脑卒中风险的ROC曲线面积比较

2.4 CHA2DS2-VASc评分联合左心房内径与单独
应用CHA2DS2-VASc评分预测脑卒中风险的比较
如图2所示，对于预测NVAF患者脑卒中风险方
面，CHA 2DS 2-VASc评分结合LAD二者联合与单
独应用CHA 2DS 2-VASc评分的ROC曲线下面积相
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
3 讨论
临床上NVAF的发病率远远高于瓣膜性房
颤。血栓形成和栓塞是房颤最严重的并发症。房
颤时由于心房丧失收缩功能，血液容易在心房内
淤滞而形成血栓，若血栓脱落则可以随着血液流
至全身各处，从而导致脑栓塞（中风、偏瘫）、
肢体动脉栓塞（严重者甚至需要截肢）等。
NVAF并发脑卒中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

图2 CHA2DS2-VASc评分与二者联合预测脑卒中风险的ROC曲线面
积比较

因此早期识别NVAF患者发生脑卒中的高危风险
因素并及早预防是房颤的重要诊疗内容。
2014年CHA 2 SD 2 -VASc评分被欧洲心脏病
学会发布的房颤指南推荐为唯一NVAF患者预
测卒中危险分层的模型，然而在临床上发现
CHA 2 DS 2 -VASc评分为中低危的患者也可能发
现 左 房 附 壁 血 栓 及 卒 中 事 件 [6]， 这 说 明 单 纯
CHA 2DS2-VASc评分对脑卒中的预测可能存在漏
诊现象。相关研究表明，CHA2DS2-VASc评分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房颤卒中风险具有种族差异
性，作为主要在欧美国家得到验证的评分方案，
是否适合于我国人群受到质疑 ；②该评分基于部
分临床危险因素如心衰、高血压及糖尿病等进行
评估，标准笼统，未对疾病病程、严重程度等进
行细化；③没有结合心房本身结构基础及许多生
物标志物的影响；④对脑卒中的预测较为敏感，
特异性不佳，尤其对低中危人群。因此寻找更为
适合我国人群且更为精确的评估方法来提高预测
卒中风险的准确性尤为必要。
房颤患者通常伴随着LAD的增大，而增大的
LAD最终会导致左心房重构，进而使房颤患者难
以维持窦性心律，逐步发展为永久性房颤 [7]。相
关研究表明，左房增大为房颤并发缺血性脑卒中
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左房大小对导管射频消融术后
房颤的复发也具有预测价值 [8]。然而亦有相关研
究及荟萃分析[9,10]表明左房增大不是NVAF患者卒
中的预测因素，左房大小与卒中发生无相关性，
故左房内径增大是否增加房颤患者的卒中风险存
在争议。因此LAD能否对于预测NVAF发生脑卒中
存在明确的诊断价值，CHA2DS2-VASc评分结合
LAD能否进一步提高诊断效能成为研究的焦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新发脑卒中组患者的
CHA 2 DS 2 -VASc评分为（5.23±1.58）分 ，明
显高于无新发脑卒中组（2.96±1.52分）（P
＜0.01），对预测脑卒中患者存在统计学差
异，这与指南推荐的一致，说明CHA2DS2-VASc
评分亦适合于我国NVAF患者，进一步验证了
CHA 2 DS 2 -VASc评分的准确性，这与国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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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结果相一致，CHA 2 DS 2 -VASc评分可以
更好地预测卒中的发生并指导抗凝 [11] 。脑卒中
组患者的LAD（42.39±5.79 mm）较无新发脑
卒中组（42.12±6.85 mm）相比无明显差异（P
＞0.05），说明LAD的大小与NVAF患者脑卒中
的发生无明显关联。通过对比NVAF患者发生
脑卒中风险评估中CHA 2DS 2-VASc评分、LAD、
CHA 2 DS 2 -VASc评分+LAD联合的ROC曲线下面
积，我们发现CHA 2DS 2-VASc评分对我国NVAF
患者卒中风险有很好的预测价值，而LAD对
NVAF患者卒中风险预测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但较CHA 2 DS 2 -VASc评分明显减低；通过分析
CHA 2 DS 2 -VASc评分+LAD的ROC曲线下面积与
CHA 2DS 2-VASc评分的ROC曲线下面积，可见单
纯应用CHA2DS2-VASc评分可以很好的评估我国
NVAF患者发生卒中的风险。
综上所述，对NVAF患者发生脑卒中风险评
估，CHA 2DS 2-VASc评分对我国NVAF患者卒中
风险的预测价值良好，无需结合LAD或者应用
CHA2DS2-VASc评分+LAD二者联合来进行评估。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①本研究中LAD的获得
受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患者身高、体型等相关
因素影响，准确性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②随访
时间较长，对于患者的信息以及缺血性脑卒中的
诊断存在着一定偏倚，应注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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