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度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
工作方案

一、目标与任务

（一）项目目标。

为贯彻落实《脑卒中综合防治工作方案》，践行脑卒中

防治策略，推广普及脑卒中高危人群防治适宜技术，提高脑

卒中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推动脑卒中防治工作由疾病

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完善脑卒中防治长效工作机制，构建

防治结合的工作体系。逐步降低脑卒中发病率增长速度，保

护健康劳动力，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二）项目任务。

项目秉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在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和伦理要求的前提下实施。

1．建立并完善由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医疗和公共

卫生机构共同参与的脑卒中防治工作网络体系。

2．全面开展人群脑卒中危险因素早期发现和心脑血管

病综合干预管理工作。

3．持续开展全人群的慢性病防治健康宣传教育工作。

4．全面推广应用脑卒中防治适宜技术，深入开展医务

人员规范化培训，提高脑卒中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5．做好脑卒中防控效果的考核评估工作。



（三）年度项目任务量。

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201

个项目地区，完成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综合干预共 125.6

万例（脑卒中高危人群预计占比 15%-25%）。

二、组织实施

（一）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1．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会同脑卒中防治工

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负责项目

工作的整体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

2．省级卫生计生部门（脑卒中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按

照项目工作要求制订本省项目工作方案，成立由省卫生计生

委疾控处、省疾控中心、省级项目医院共同组成的项目办公

室和专家组，负责组织开展本省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综合

干预工作。项目办公室设在疾控部门。

3．项目地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成立项目工作组，由

主管疾病防控的领导担任组长，设置专人管理的项目管理办

公室，组织当地疾控机构、基地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共同开

展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工作。

项目开展要积极动员各级政府参与，提高随访覆盖率。

（二）执行机构。

1．在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下，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

防治工程委员会作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工作

的国家级技术指导机构，负责项目的技术管理。制定项目工

作手册，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督导项目执行进度，开展项



目评估、总结等。

2．各省及地市项目办公室依据项目工作方案等有关文

件，制订具体实施计划，做好项目前期动员、组织实施和管

理工作，保障项目经费及时拨付和规范使用，加强与项目地

区当地政府的协调沟通。项目办公室联系人应为相关单位正

式工作人员。

3．专家组负责本地区项目工作相关技术的培训，开展

项目督导及数据质量控制工作。

4．项目基地医院在项目办公室指导下，负责项目的具

体实施，包括成立项目工作组，明确工作职责及分工，开展

针对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组织中青年

专家开展人群的脑卒中主要危险因素甄别，针对脑卒中的中、

高危个体制定随访综合干预方案等工作。各项目基地医院应

明确项目工作组联系人并报送各省级项目办公室，经各省项

目办公室汇总后统一提交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

5．项目地区疾控机构在项目办公室的指导下开展筛查

干预对象的组织动员，数据抽检质控等工作。

6．基层医疗单位在项目基地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指导下，

开展人群的脑卒中高危因素筛查，并根据基地医院专家制定

的随访综合干预方案开展个体化随访干预工作。

（三）工作流程。

1.确定项目地区，确定项目对象（详见项目技术方案）。

2. 组织动员和科普宣教。

各级项目办公室应与基层政府充分沟通，做好目标人群



的宣传动员，组织目标人群积极配合筛查和综合干预工作。

3. 开展心脑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详见流行病调查方

案），完成后上报脑防委办公室审核。

4.现场开展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筛查和干预工作（详见

技术方案“社区、乡镇人群筛查和干预任务”），并填写相应

量表。具体流程如下：

（1）现场筛查评估干预工作。按照计划预约干预对象，

登记身份信息、签署知情同意书，采集其基本信息、生活方

式、既往史、家族史等并完成身高、体重、血压、血糖、血

脂等测量和检验，完成危险因素评估，确定干预对象的风险

评级，对不同风险评级的对象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明确其

风险暴露因素，制定个体综合干预方案。

（2）数据上报。社区、乡镇筛查和干预对象的信息采

集后在基地医院工作组指导下，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

卫生院工作人员完成建档及数据直报；医院内综合干预对象

的信息由项目基地医院完成建档及数据直报。数据直报应在

现场工作结束当日或次日完成。

（3）随访干预。对所有筛查干预对象按照风险因素分

级后，针对不同级别危险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随访干预工作。

（四）项目质控。

1.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负责现场人群信息采集的上报和

提交工作，确保档案真实、完整、有效。

2.项目承担医院专家组负责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和本院

项目工作的技术指导及上报数据的质量控制。



3.省级项目办公室负责组织疾控中心和专家组督查项

目工作进展，通过省级项目工作平台开展数据核查。

4.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和中国疾控中心负责

组织专家通过国家项目工作平台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评

价和反馈，并定期开展现场工作督导。

（五）项目培训。

1．全国项目启动会及培训。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和脑防委办公室共同组织，针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疾控机

构和项目基地医院项目负责人开展培训。

2．省级项目培训。由省卫生计生委疾控处组织，项目

办公室负责承办。培训对象为省级疾控中心、项目地区项目

办公室和疾控机构、项目基地医院、基层卫生医疗单位负责

人和工作人员。

3．项目地区培训。由项目地的市卫生计生部门牵头，

基地医院组织，培训对象为基地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参加筛查及随访的医务人员、疾控中心相关人员。

各级培训均应加强对学员的理论及实际操作考核。项目

开展过程中，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和各级项目办公

室考核人员将不定期开展现场工作督导。

三、年度项目进度安排

（一）社区、乡镇（院外）常住居民筛查和干预工作安

排。

1．准备阶段（2017 年 6 月 1 日—2017 年 9 月 30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及专家根据 2016 年度项目工作



情况，组织制订项目技术方案、量表和项目预算。召开全国

项目管理工作及培训会，部署 2017 年度重点工作。

2.动员、调查、培训阶段（2017 年 10 月 01 日—2017

年 11 月 15 日）。

各省根据 2017 年度项目工作方案，制订本省项目工作

执行方案，并报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审定同意。

疾控机构、项目承担基地医院根据工作方案要求，确定

项目点与综合干预对象，联合社区基层医疗机构做好项目点

的组织动员、流行病学调研、工作人员培训等工作。

3.实施阶段（2017 年 11 月 16 日－2018 年 4月 30 日）。

各项目相关单位根据项目实施步骤与流程要求，开展人

群的筛查及综合干预、数据上报、质量控制等工作。现场筛

查干预工作完成后，按照要求对高、中危人群开展定期随访。

4.评估阶段（2018 年 5 月 1 日－2018 年 5 月 31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脑防委办公室及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等单位联合组织专家对上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完

成项目总体评估报告后，将整理后的综合干预数据返回各省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二）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工作安排。

1．准备阶段（2017 年 6 月 1 日—2017 年 9 月 30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及专家根据 2016 年度项目工作

情况，组织制订项目技术方案、量表和项目预算。召开全国

项目管理工作会，部署 2017 年度重点工作。

2.实施阶段（2017 年 10 月 1 日－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承担基地医院应根据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

预工作实施步骤与流程要求，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的综合干

预、随访、数据上报、质量控制等工作。

3.评估阶段（2018 年 10 月 1日－2018 年 10 月 31 日）。

专家组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完成工作评估。

四、项目经费管理

（一）项目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各省区市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协商财政部门按照专项经费管理要求，及时、足额拨

付到个项目参与单位，以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和完成。各项目

基地医院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工作经费建议医院

按财政拨付经费额度 1:1 配套增加。

（二）项目工作计划及资金预算的审核。根据项目实施

方案，各省区市制订的项目具体实施计划及专项资金预算，

须在项目正式启动前报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审核。

（三）中央财政拨付的项目经费，应当按照项目任务例

数要求，落实到每例综合干预对象。各级项目承担单位按照

本方案要求及本单位实施计划，合理安排和使用专项资金，

不得超范围支出。

2017 年度项目人均经费为 200 元/人，每个项目地区任

务量为 6000 人。具体使用分配如下：

单位 工作职责 分配比例
分配金额

（万元）

省级项目办公室
负责制定全省项目工作规划，

组织省内项目动员与培训工
5% 6



（四）定期报告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各项目承担

医院要定期（每双月下旬）向省区市项目办公室、国家卫生

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报告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登

陆中国卒中数据中心(www.cnstroke.com)系统在线直报)。

对违反规定，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单

位和个人，按照国家财政有关规定处理。

作，开展全省项目督导和数据

质量控制（抽检比例为 5%）等。

地市项目办公室

（直辖市除外）

负责项目地区人群前期调研和

动员，开展宣传教育、项目督

导和质量控制工作（抽检比例

为 5%）等。

5% 6

项目基地医院

指导和培训基层医疗卫生单位

开展全人群脑卒中风险评估；

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相关的实

验室检查、颈动脉超声检查及

制定高危人群随访计划；负责

项目地区数据复核；完成院内

脑卒中高危人群干预工作。

75% 90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

负责筛查现场建档，问卷填写，

体格检查，完成数据收集、整

理、直报工作等，开展定期随

访。

15% 18

注:以一个项目地区 6000 例任务测算。



（五）项目的审计工作。2017 年度，将加大项目经费管

理和审计工作力度，项目期间或完成后，财政和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将不定期组织专门人员对各项目参与单位财务等情

况进行审计。审核时发现的不合理费用，由项目实施单位承

担并追究相关责任；已报账费用应予以追回。

五、监督与评估

（一）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

等单位组织专家进行督导检查。

专家组通过抽查的方式，对省、地市及各级项目承担单

位的项目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督查经费分配和落实，监

督及评估健康教育实施、脑卒中防控知识知晓、综合干预任

务完成、经费使用等情况，工作主要评价指标详见技术方案。

（二）省级项目办公室要制定项目督导考核办法和要求。

各省级项目办公室组织各省专家组对项目的组织、进度、

实施过程、效果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定期督导和考核，协调

解决项目进展中的问题。负责本省项目数据的质控。

（三）质量控制工作体系。

1．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作为项目的国家级技术指导

单位，负责项目总体质量控制工作。

2．省级项目办公室及专家组，对本省项目质量负责，

监督省内项目医院项目工作。

3、项目医院项目工作小组对承担项目质量负责，并制

定质控实施计划，负责本单位项目数据的审核。

（四）项目年度工作总结及评价报告。各省项目办公室



及项目承担基地医院，在项目工作完成后，要及时将本年度

项目执行情况，包括项目成效、存在问题和资金使用、效果

评估等及时进行总结并报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和国家卫

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

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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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
技术方案

一、项目任务

项目秉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在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和伦理要求的前提下实施。

（一）项目总任务量。2017 年 9 月 30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201

个项目地区针对常住人群完成脑卒中高危因素筛查和干预

共 125.6 万例。

（二）项目基地医院任务量。各项目基地医院总任务量

不少于 0.6 万人。一是针对社区、乡镇（院外）常住居民，

完成随访综合干预任务 4000 例。二是由项目基地医院完成

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任务 2000 例。

二、社区、乡镇人群筛查和干预任务

（一）社区、乡镇人群随访干预工作。

1.社区、乡镇人群随访干预点确定。

（1）随访干预点原则上应在 2015 年度项目点中选取，

要求符合整群抽样原则。2016 年度参与中国社区卒中筛查人

群登记研究（GN-2016F0001）和睡眠和鼾症与脑卒中相关性

研究（GN-2016F0005）的项目基地医院继续在 2016 年度项

目点开展工作。

（2）疾控机构、项目基地医院须组织工作人员赴 2015

javascript:parent.openTab('XiangMuDetailGN-2016F0001','课题详情GN-2016F0001','/StrokeManage/XiangMu/XiangMuZongHeLink?XMBianMa=GN-2016F0001')
javascript:parent.openTab('XiangMuDetailGN-2016F0005','课题详情GN-2016F0005','/StrokeManage/XiangMu/XiangMuZongHeLink?XMBianMa=GN-2016F0005')


年度项目点所在社区、乡镇开展实地调查，按照“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中城乡、性别和年龄比例，评估原筛查点筛查

干预对象流动情况，调查统计当地卒中死亡人数、卒中患病

人数，填写《项目点常住人口调查表》和《全国心脑血管病

流行病学现状调查表》并通过数据中心平台提交审核。

（3）随访干预点要求项目人群应覆盖该项目点 40 岁以

上常住人口的 85%以上。随访干预率不低于原筛查对象总人

数的 85%。

（4）如确需调整项目点，由各项目基地医院详细说明

理由报省项目办公室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研究

确定。

2.随访干预对象入组标准。

（1）2015年度项目对象并完成网络直报。

a.2015年度项目已筛查对象。

b.2015年度项目已随访对象（医院可以从中国卒中数据

平台导出详细人员名录）。

（2）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3.工作量表选择。

社区、乡镇随访干预工作采用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社区、

乡镇人群综合干预调查表（量表另行下发）。

参与中国社区卒中筛查人群登记研究（GN-2016F0001）

和睡眠和鼾症与脑卒中相关性研究（GN-2016F0005）的项目

基地医院使用相应研究量表（量表另行下发）。

4.工作量表采集内容。

javascript:parent.openTab('XiangMuDetailGN-2016F0001','课题详情GN-2016F0001','/StrokeManage/XiangMu/XiangMuZongHeLink?XMBianMa=GN-2016F0001')
javascript:parent.openTab('XiangMuDetailGN-2016F0005','课题详情GN-2016F0005','/StrokeManage/XiangMu/XiangMuZongHeLink?XMBianMa=GN-2016F0005')


（1）基本信息。包括人口学信息、联系方式及本次调查

时状态等。

（2）生活方式。明确其是否有吸烟、饮酒、不良膳食习

惯及缺乏运动等脑卒中危险因素及其变化情况。

（3）家族史。明确其父母、兄弟姐妹是否有脑卒中、冠

心病、高血压、糖尿病。

（4）主要病史及控制情况信息。明确其是否有脑卒中、心

脏病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病史及其治疗控制变化

情况。

（5）体格检查。由医务人员测量项目对象身高、体重、

腰围和血压。由专业人员采用心脏听诊判定随访干预对象是

否心律整齐。如心律不齐，需行心电图检查明确其是否为房

颤。

（6）实验室检查。医务人员针对全部项目对象进行血糖、

血脂、糖化血红蛋白、同型半胱氨酸检查。

（7）心脑血管病风险评级。由医务人员根据项目对象疾

病史，并结合本次现场筛查中项目对象血脂异常、血压升高、

血糖升高等检查结果对项目对象作出风险评估。其中，脑卒

中、TIA 等疾病必须由神经科医生判定。

（8）颈动脉超声。由经验丰富的专业超声科医生对项目

对象中的高危人群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明确颈部血管病变

的异常类型和位置。

（9）血管病变的外科手术或介入治疗。包括颈动脉支架、

内膜剥脱术和颅内外血管搭桥术；冠状动脉介入术和搭桥术；



出血性卒中外科治疗等。

5.脑卒中风险评估分级判定。

（1）8+2 项脑卒中危险因素及判定标准。

1) 高血压。

符合以下任意一条即可：

a) 高血压病史（二级以上医院诊断）。

b) 本次筛查测量结果显示血压升高（收缩压≥

140mmHg 或舒张压≥90mmHg）。

2) 房颤或瓣膜性心脏病。

符合以下任意一条即可：

a) 既往病史（二级以上医院诊断）。

b) 本次心电图显示心房颤动。

3) 吸烟。

主动吸烟：一生中连续或累积吸烟 6 个月及以上者定

义为吸烟者。

戒烟者：是指吸烟者在调查时已不再吸烟者，并坚持

6 个月以上。

4) 血脂异常。

符合以下任意一条即可：

a) 既往病史（二级以上医院诊断）。

b) 本次现场测量，总胆固醇≥6.22 mmol/L (240

mg/dl) ，甘油三酯≥2.26 mmol/L (200 mg/dl) ，高密度

脂蛋白＜1.04mmol/L (40 mg/dl)其中一项或多项异常可判

定血脂异常。



5) 糖尿病。

符合以下任意一条即可：

a) 既往病史（二级以上医院诊断）。

b) 本次现场测量显示血糖升高，随机血糖≥11.0

mmol/L 或空腹血糖≥7.0mmol/L。

6) 很少进行体育锻炼。

以每周运动≥3 次、每次中等强度及以上运动≥30 分

钟或从事中、重度体力劳动者视为经常有体育锻炼。反之，

则为缺乏运动。

中等体力劳动是指手和臂持续动作（如锯木头等）；臂

和腿的工作（如卡车、拖拉机或建筑设备等运输操作）；臂

和躯干的工作（如锻造、风动工具操作、粉刷、间断搬运中

等重物、除草、锄田、摘水果和蔬菜等）。

重度体力劳动是指臂和躯干负荷工作（如搬重物、铲、

锤锻、锯刨或凿硬木、割草、挖掘等）。

7) 明显超重或肥胖。

BMI≥28 为肥胖。[（BMI=体重（kg）/身高
2
（m

2
）]。

8) 有脑卒中家族史。

由神经科医生判定。有二级以上医院明确诊断的，可

视为有脑卒中家族史。

a)既往脑卒中病史。

由神经科医生判定。有二级以上医院明确诊断的，可

视为有既往脑卒中病史。

b)TIA 病史。



由神经科医生判定。有二级以上医院明确诊断的，可

视为有既往 TIA 病史。

（2）高危人群、中危人群、低危人群判定。

高危人群:具有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房颤或瓣

膜性心脏病、吸烟史、明显超重或肥胖、缺乏运动、脑卒中

家族史等 8 项脑卒中危险因素中 3 项及以上者，或有短暂性

脑缺血发作，或既往有脑卒中者均评定为脑卒中高危人群。

中危人群:具有 3 项以下危险因素，但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心房颤动或瓣膜性心脏病三种慢性病之一者，评定为

脑卒中中危人群。

低危人群：具有 3 项以下危险因素且无高血压、糖尿病、

心房颤动或瓣膜性心脏病等慢性病患者为脑卒中低危人群。

6.综合干预工作内容。

高危人群:开展血压测量，血糖、血脂检查，糖化血红

蛋白和同型半胱氨酸检验，颈动脉超声检查，有心律不齐者

做心电图检查。

明确高危人群危险因素暴露情况和疾病特征，由项目基

地医院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系列指导规范》对

高危对象制定随访干预计划，并由基层医疗单位分别在满 6

个月、12 个月时开展 1 次随访。其中，满 12 个月时随访应

针对高危人群开展体格检查，血压测量，血糖、血脂检验，

卒中病人应进行 MRS 评估。

中危人群:开展血压测量，血糖、血脂检验，糖化血红

蛋白检查，同型半胱氨酸检查，心律不齐者做心电图。依据



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血压、血糖及房颤指导规范开展

综合干预和指导，并由基层医疗单位在满 12 个月时开展 1

次随访，了解并控制其相关危险因素。

低危人群:开展血压测量，血糖、血脂检验，糖化血红

蛋白检查，同型半胱氨酸检查，心律不齐者做心电图，予以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并持续开展科普宣教活动。

7.工作流程。

（1）社区、乡镇现场筛查流程。

开展脑卒中风险评估

（针对全人群开展血压、血脂、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同型半胱氨酸等相关检查，心

律不齐者做心电图）

确认干预对象，制作花名册

通知干预对象现场检查时间和地点

开展项目点前期动员、调研

（调查项目地区卒中死亡人数、卒中患病人数）

核实身份信息，签署知情同意书

低危人群
既往脑卒中，

和/或 TIA 患者
高危人群中危人群

颈动脉超声

检查

筛查完成后，现场打印脑卒中风险评估报告

当日或次日将数据直报“中国卒中数据中心”。



（2）社区、乡镇随访流程。

8.数据上报。

（1）数据上报要求。

社区、乡镇筛查和干预数据在基地医院指导下由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完成建档及数据直报。数

据直报应在现场工作结束当日或次日完成。

(2）数据上报流程。

低危人群
既往脑卒中，

和/或 TIA 患者
高危人群中危人群

转诊到项目基地医院

进行诊治

建议

其健

康生

活方

式、定

期体

检

强化健康

教育，根据

个体特点

制定相应

的干预指

导。

对需要药物

干预者，由

相关专业医

师根据指南

进行综合的

治疗。

有脑颈部血管病变患者，或疑似脑卒中病人

持续

开展

科普

宣教

活动

在满

12 个

月时

再次

随访。

在满 6 个

月和 12 个

月时分别

再随访 1

次。



1）从 2015 年度项目人口学信息中调取本年度随访干预

对象相关信息。

2）选择随访干预任务对应的数据库。

3）创建随访干预档案。

4）数据录入员完整填写档案并提交。

5）数据质控员审核档案。

（二）社区、乡镇人群新筛查工作。

1.社区、乡镇新筛查点的确定。

（1）为保证项目数据的科学性、代表性，2017 年度新

增项目地区应分别在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各选择一

个筛查点。城市和农村任务量根据省内城市、农村的常住人

口比例确定。

（2）筛查点应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项目基地医院

提出的建议研究决定。要求区域分布合理，充分考虑地域、

经济和少数民族分布等因素，选择公共卫生工作基础好，医

务人员参与积极性高，地区人群健康档案较完善，人口年龄、

性别结构合理的地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全国居

民死亡监测点及心脑血管病防控综合项目的区域优先考虑。

（3）筛查工作要求整群抽样，筛查对象应覆盖该筛查

点 40 岁以上常住人口的 85%以上。

（4）疾控机构、项目基地医院须组织工作人员赴筛查

点所在社区、乡镇开展实地调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统计

当地卒中死亡人数、卒中患病人数，填写《项目点常住人口

调查表》和《全国心脑血管病流行病学现状调查表》并通过



数据中心平台提交审核，经脑防委办公室审核后，再开展现

场筛查工作。

2.新增筛查对象入组标准。

（1）年龄在40岁以上（1977年12月31日前出生）。

（2）当地常住居民（居住超过半年以上也可列为筛查对

象）。

（3）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3. 工作量表选择。

新增项目基地医院开展社区、乡镇筛查工作采用心脑血

管病危险因素社区、乡镇人群筛查量表（量表另行下发）。

4.脑卒中风险评估分级判定、综合干预工作内容、工作

流程参考社区、乡镇随访干预部分。

5.数据上报。

（1）数据上报要求。

社区、乡镇筛查和干预数据在基地医院指导下由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完成建档及数据直报。数

据直报应在现场工作结束当日或次日完成。

(2）数据上报流程。

1）新增人口学信息。

2）选择新增人群筛查任务对应的数据库。

3）创建筛查档案。

4）数据录入员完整填写档案并提交。

5）数据质控员审核档案。



三、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工作

（一）项目点确定。

各项目基地医院作为脑卒中高危人群综合干预的院内

项目点，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干预适宜技术研究及推广。

（二）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对象入组标准。

1.年龄在30岁以上（1987年12月31日前出生）。

2.脑卒中高危人群。

3.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

住院病人。

4.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或符合脑卒中高危人群干预适宜技术研究入组标准的

对象。

（三）项目工作量表选择。

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工作采用脑卒中高危人

群院内综合干预系列量表（系列量表另行下发）。

（四）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内容。

针对卒中、TIA 患者等住院脑卒中高危人群，开展血压、

血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同型半胱氨酸检测，心电图、

颈动脉超声、脑血管和心脏彩超检查等。

住院对象出院满 12 个月后，由项目基地医院根据患者

情况开展 1 次随访，控制其相关危险因素，开展血压、血脂、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同型半胱氨酸、心电图等检查检测，

并对卒中、TIA、房颤患者分别做好相关评分。



入组脑卒中高危人群干预适宜技术研究的对象按相关

量表要求开展干预工作。

（五）数据上报。

1．数据上报要求。

院内综合干预数据由项目基地医院完成建档及数据

直报。

2.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工作数据上报流程。

（1）新增人口学信息。

（2）选择院内干预任务对应的数据库。

（3）创建筛查档案。

（4）数据录入员完整填写档案并提交。

（5）数据质控员审核档案。

四、项目质控

（一）项目启动前的质量控制。

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组织专家，对项目技术

方案、资金分配、调查问卷、培训方案及各省项目实施计划

进行审定和完善，保证项目的科学性、可行性。国家卫生计

生委脑防委办公室对项目点的选择过程进行监督和质控。

（二）项目实施期间现场质量控制。

项目开展期间，各级项目办公室需负责本地区项目承担

单位的现场考核和质控工作。针对组织动员、流行病学调查、

现场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多个环节进行质量控制，确保

项目工作严格按照方案实施。要求每次现场考核均应留存考

核报告，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解决，必要时还要对项目



承担单位提供必要的培训支持和技术帮助。

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和省级项目办公室将根

据项目实际开展情况，分别组织专家开展现场督导考核。

（三）数据平台抽检质控。

项目要求各项目承担单位及时将采集信息上传至国家

项目平台——中国卒中数据中心。各省项目办通过省级项目

平台在线对辖区内项目单位的项目数据进行抽检质控（抽检

档案比例不低于全部档案的 5%，对档案作出 “合格”或“不

合格”意见，并指出存在的问题）。通过省级项目平台对辖

区内项目地区整体人口、年龄比例，任务完成比例，高危人

群干预比例等进行实时监督，核查项目单位上报档案中基本

信息、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高危人群干预和随访等信息

是否真实、有效、完整。

对于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解决，并反馈给国家卫

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

五、多层次培训

（一）全国项目启动会及培训。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和脑防委办公室共同组织。

培训对象：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疾控机构和项目基

地医院项目负责人。

培训内容：介绍项目任务和规划，解读流行病学调查方

案、项目技术方案，质量控制标准，介绍国家数据平台操作

流程。



（二）省级项目培训。

省卫生计生委疾控处组织，项目办公室负责承办。

培训对象：省级疾控中心、项目地区项目办公室和疾控

机构、项目基地医院、基层卫生医疗单位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培训内容：部署本省项目工作任务和实施计划，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方案、技术方案、量表内容培训，介绍数据平台

功能和操作流程。

（三）项目地区培训。

由项目办公室牵头，基地医院组织。

培训对象：基地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参加筛查及随访的医务人员、疾控中心相关人员。

培训内容：包括流行病学调查培训，现场工作流程、问

卷采集技巧及质量控制工作流程，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

超声检查、综合干预信息调查表填写及网络直报、脑卒中高

危人群干预措施等。

对学员进行理论及实际操作考核。

项目开展过程中，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办公室或各级

项目办公室考核人员将不定期开展现场工作考核。

六、伦理问题

（一）潜在风险。

本项目筛查和干预过程中的健康相关信息收集、体格检

查、实验室检查、心电图、颈动脉超声均不会对项目对象造

成风险。筛查工作开展前应说明项目基本情况，并征得项目

对象同意。项目现场工作将采集静脉血用于快速血糖、血脂，



糖化血红蛋白和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静脉血采集可能造成

短暂的轻度疼痛和皮下淤血，但参加本项目不会使得项目对

象暴露于额外的该类风险。

（二）风险最小化。

项目数据以保密方式长期保存于中国卒中数据中心的

加密数据库中。所有项目工作人员，以及来自相关政府部门

或学术管理机构的监察人员须在获得国家项目办公室授权

后方可凭密码查询数据库。项目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防止未

经授权人员浏览相关数据信息，任何工作人员不得将项目对

象信息泄露。

（三）潜在利益。

项目对象将免费接受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心电图和

颈动脉超声检查等。医务人员对项目对象进行心脑血管病风

险评估，有助于项目对象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和脑卒中风险。

如果项目对象属于脑卒中高危人群，医务人员将根据其身体

状况、生活习惯提供干预建议，并进行规范化治疗，有效降

低发病风险。

同时，项目也是利国利民的民生工作，将为国家制定心

脑血管病防控策略提供支持。

七、主要评价指标

（一）任务完成率：已审核档案数/项目任务数×100%。

（二）随访干预覆盖率：目标随访干预人数/项目点 40

岁以上常住人口数×100%。

（三）随访失访率：失访人数/应随访人群总数量×100%。



（四）随访干预完成率：实际随访直报人数/应随访人

群总数量×100%。

（五）高危人群干预率：高危人群完成干预人数/高危

人群总数量×100%。

（六）中危人群干预率：中危人群完成干预人数/中危

人群总数量×100%。

（七）低危人群干预率：低危人群完成干预人数/低危

人群总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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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
经费使用办法

2017 年度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为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中央财政划拨经费应严格按照项目任务要求，落实到综合干

预个体。私自挪用项目经费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财政有

关规定处理。

一、项目任务量及拨付方式

项目工作经费分为两部分：一是用于社区、乡镇（院外）

开展筛查和干预工作，建立脑卒中高危人群前瞻队列；二是

用于项目基地医院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工作，

降低发病率和复发率。

（一）社区、乡镇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工作经费。

1．随访干预任务量：4000 例。

2．经费拨付方式：按照经费分配比例直接拨付相关单位。

（二）项目基地医院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

工作经费。

1．综合干预任务量：2000 例。

2．经费拨付方式：直接拨付各项目基地医院，各项目

基地医院按照财政拨付经费 1:1 配套。



二、经费分配方式

中央划拨项目费用标准为 200 元/例，任务量、拨付方

式如下：

1.中央划拨项目经费的 5%，用于省级项目办公室制定全

省项目工作规划，组织省内项目动员与培训工作，开展全省

项目督导和数据质量控制（抽检比例为 5%）等。

2.中央划拨项目经费的 5%，用于地市项目办公室（直辖

市不设市级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地区人群动员，流行病

学调查，开展宣传教育、项目督导和质量控制工作（抽检

比例为 5%）等。

3.中央划拨项目经费的 75%，用于项目基地医院指导和

培训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全人群脑卒中风险评估；开展脑

卒中高危人群相关的实验室检查、颈动脉超声检查及制定高

危人群随访方案；负责项目地区数据复核；完成院内脑卒中

高危人群干预工作。

4.中央划拨项目经费的 15%，用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负责筛查现场建档，问卷填写，体格检查，完成

数据收集、整理、直报，开展人群随访工作。

三、经费使用标准

（一）管理经费使用范围。

经费 内容 使用范围

组织培训费用
省级项目办公室开展全省项目培训工作培训 培训费，专家讲者费，

材料印刷费等。
地市项目办公室开展辖区内项目工作培训



项目基地医院开展医务人员技术培训

动员、流调费用

项目点组织动员工作
现场开展流调、动员费

用，材料设计费、印刷

费等。

项目点人群流动评估及卒中死亡、患病情况

调查

健康教育、科普宣传

数据质量控制、分析利

用，专家现场督导费用

省级项目办公室专家质控、督导 数据抽检费用、现场督

导费用、专家咨询费等。
地市项目办公室专家质控、督导

（二）项目检查经费参考标准。

经费 使用范围 部分项目参考标准

社区、乡镇脑卒中

高危人群筛查和干

预工作费用

针对社区、乡镇 40 岁以

上人群开展体格检查，生

活方式和既往病史信息

采集，卒中风险因素评

估，人群随访和数据上报

工作。

基本信息采集、体格检查 10 元/人

定期随访 20 元/人

社区乡镇开展建档、问卷填写、

数据整理、直报 15 元/例

项目基地医院针对项目人群开展

健康评估和健康指导 10 元/例

项目基地医院开展社区、乡镇筛

查和干预数据复核、抽检 5元/例

脑卒中高危人群院

内综合干预工作费

用

针对卒中、TIA 患者等住

院脑卒中高危人群，开展

建档、既往病史和现病史

信息采集，风险评估和定

期随访等工作。

首次建档，开展院内脑卒中高危

人群的健康评估与健康指导 20 元/例

病人检查信息采集、整理及上报 15 元/例

院后随访，开展随访对象的健康

评估与健康指导 20 元/例

随访检查信息采集、整理及上报 15 元/例

检验、检查及数据

服务费用

针对项目人群开展血糖、

血脂、糖化血红蛋白、同

型半胱氨酸等检验，并汇

总上传结果。高危人群开

心电图 20 元/人

颈部血管超声 150 元/人



展颈动脉超声检查，心律

不齐者开展心电图检查。 血脂、血糖检测（快速检测）

65 元/人

糖化血红蛋白（快速检测）

同型半胱氨酸（快速检测）

血脂、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和同

型半胱氨酸等检验数据汇总至筛

查干预对象调查表，协助评估，

提供筛查结果及干预建议报告的

电子版。向项目基地医院提供统

计及分析结果。













附件 7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危险因素
判定标准

一、高血压

（一）诊断标准：

目前主要有诊室血压、动态血压 2 种方法。

1.在未使用抗高血压药物的前提下，测量非同日血压 3

次，收缩压（SBP）≥140 mmHg 和/或舒张压（DBP）≥90 mmHg，

即可诊断为高血压。对于既往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使用

降压药物的患者，即使血压低于 140/90mmHg，也应诊断为高

血压。收缩压 SBP≥140 mm Hg 且舒张压 DBP<90 mmHg 定义

为单纯性收缩期高血压。

2.通过动态血压诊断高血压的标准是 24 小时平均血压

≥130/80mmHg，白天平均血压≥135/85 mmHg，或夜间平均

血压≥120/70mmHg。

（二）判定要点：

1.在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的。

2.已确诊高血压病史的，需要询问病史多少年，是否规

律口服药物，口服哪些药物，最高血压达到多少，平时血压

能控制在多少。

3.否认高血压病史的，建议追问是否测量过血压，在何

处进行测量，血压具体数值，以进一步准确判断有无高血压

病史。

4.本次筛查测量结果显示血压升高（收缩压≥140mmHg

或舒张压≥90mmHg）的判定为脑卒中危险因素。



二、糖尿病

（一）诊断标准：

诊断糖尿病必须依据静脉血糖测定。1.有糖尿病症状，

伴 有 空 腹 血 糖 ≥ 7.0mmol/L 或 非 空 腹 时 间 血 糖 ≥

11.0mmol/L。

2.如果无典型糖尿病症状，至少两次空腹血糖≥

7.0mmol/L 或非空腹时间血糖≥11.0mmol/L。

3.口服 75g 葡萄糖耐量试验，服糖后 2 小时血糖≥

11.0mmol/L。

（二）判定要点：

1.在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的。

2.已确诊糖尿病病史的，需要询问病史多少年，何种方

法治疗(口服药物/胰岛素)，药物有哪些，最高血糖达到多少，

平时血糖能控制在多少，是否发生过低血糖事件，有无并发

症。

3.否认糖尿病病史的，建议追问是否进行过血糖监测，

具体方式方法及结果。

4.本次现场测量显示血糖升高，随机血糖≥11.0 mmol/L

或空腹血糖≥7.0mmol/L 的，判定为脑卒中危险危险因素。

三、血脂异常

（一）诊断标准：

血脂异常包括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低高密

度脂蛋白血症和混合型高脂血症 4 种类型。

总胆固醇≥6.22 mmol/L (240 mg/dl) ，甘油三酯≥2.26

mmol/L (200 mg/dl)，高密度脂蛋白＜1.04mmol/L (40

mg/dl)，其中一项或多项异常可诊断血脂异常。



（二）判定要点：

1.在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的。

2.已确诊血脂异常病史的，需要询问病史多少年，是否

进行过干预及治疗，使用何种药物，服药是否规律，血脂监

测情况、目前血脂水平等。

3.否认血脂异常病史的，建议追问是否进行过血脂的检

测，具体结果，3-6 个月内检查结果正常的可以排除。

4.本次现场测量，总胆固醇≥6.22 mmol/L (240

mg/dl) ，甘油三酯≥2.26 mmol/L (200 mg/dl) ，高密度

脂蛋白＜1.04mmol/L (40 mg/dl)其中一项或多项异常可判

定血脂异常。

四、很少进行体育运动：

体育锻炼的标准：以每周运动≥3 次、每次中等强度及

以上运动≥30 分钟；从事中、重度体力劳动者视为经常有体

育锻炼。

1.中等体力劳动是指手和臂持续动作（如锯木头等）；

臂和腿的工作（如卡车、拖拉机或建筑设备等运输操作）；

臂和躯干的工作（如锻造、风动工具操作、粉刷、间断搬运

中等重物、除草、锄田、摘水果和蔬菜等）

2.重度体力劳动是指臂和躯干负荷工作（如搬重物、铲、

锤锻、锯刨或凿硬木、割草、挖掘等）。

五、吸烟

（一）主动吸烟：

一生中连续或累积吸烟 6 个月及以上者定义为吸烟者，

可分为：



1.经常吸烟者：每天吸卷烟 1 支以上，连续或累积 6 个

月。

2.偶尔吸烟者：介于经常吸烟和从未吸烟者之间。

3.从未吸烟者。

（二）被动吸烟：

是指不吸烟者在 1 周内有 1 天以上的时间，吸入吸烟者

呼出的烟雾每天累积至少 15 分钟。

（三）戒烟者：

是吸烟者在调查时已不再吸烟，并坚持 6 个月以上。

（四）判定要点：

1.是否吸烟，吸烟年数，每天多少支。

2.如已戒烟，曾吸烟多少年，戒烟年限。

3.被动吸烟者，被动吸烟的年限及频率。

4.因某种原因（比如生病）短期不吸烟，无主观思想戒

烟的，不能视为戒烟者。

六、房颤

（一）诊断：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简称房颤，是最常

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是由心房主导折返环引起许多小折返环

导致的房律紊乱。它几乎见于所有的器质性心脏病，在非器

质性心脏病也可发生。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如心力衰竭和动

脉栓塞。临床上根据房颤的发作特点，将房颤分为阵发性心

房颤动(心房颤动发生时间小于 7h，常小于 24h,可自行转复

为窦性心律)、持续性心房颤动(心房颤动发生时间大于 2天，

多需电转复或药物转复)，永久性心房颤动(不可能转为窦性



心律)。

（二）判定要点：

1.症状、体征：心房颤动发作时，如频率不快，可无明

显症状。如心率快，患者诉心悸、心慌、胸闷、气短、心脏

乱跳、烦躁、乏力等。听诊心律不齐、心音强弱不等、快慢

不一及脉短拙等。如心室率过快还可引起血压降低甚至晕

厥。未经治疗的心房颤动心室率一般在 80～150 次/min，很

少超过 170 次/min。心率＞100 次/min，称快速性心房颤动；

＞180 次/min 称极速性心房颤动。有脉短拙。

2.心电图特点：①P 波消失，代之以形态、振幅、间距

绝对不规则的房颤波（f 波），频率约 350～600 次/min；②

心室律绝对不规则。未接受药物治疗、房室传导正常者，心

室率通常在 100～160 次/min 之间。宽 QRS 波群伴极快速的

心室率（大于 200 次/min）提示存在房室旁道。儿茶酚胺类

药物、运动、发热、甲亢等均可缩短房室结不应期，使心室

率加速；相反，洋地黄延长房室不应期，减慢房室传导，减

慢心室率；③QRS 波群通常形态正常，但振幅并不一致；伴

室内差异性传导、束支传导阻滞或预激综合征时，QRS 波群

增宽、畸形。

3.存在房颤病史，病史多少年，是否进行过治疗，采用

何种治疗，如口服药物则为何种药物，服药是否规律，是否

进行监测等。

4.无房颤病史，现场心电图提示心房颤动，可以判定。

5.无病史者，应询问是否存在自主的心律不齐感，如有

建议行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



七、明显超重或肥胖

中国成年人身体质量指数：轻体重：BMI<18.5；健康体

重：18.5≤BMI<24；超重：24≤BMI<28；肥胖：BMI≥28；

最理想的体重指数是 22。[（BMI=体重（kg）/身高
2
（m

2
）]。

八、有脑卒中家族史

1.直系亲属（父母或者亲生兄弟姐妹）中发生过脑卒中。

2.家族中父母、兄弟姐妹患何种脑卒中，诊断医疗机构

级别及名称，是否行影像学检查，疾病严重程度，转归如何。

九、既往脑卒中病史

（一）诊断：

脑卒中是由于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或脑部

血管突然破裂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包括缺血性和

出血性卒中。

（二）判定要点：

1.应由神经内科医生判定。

2.二级及以上医院明确诊断，发病时有神经功能缺损

症状，可认定为存在脑卒中病史；症状性腔隙性脑梗死亦可

认为是脑卒中病史（单纯影像诊断腔隙性脑梗死不可认为脑

卒中病史）。

3.病史多少年，发病时主要症状，首次及末次发病年

限，何种诊疗方式（住院、急诊、门诊、家庭病房）；如住

院治疗，就诊的医疗机构名称及级别；主要诊断（脑梗死、

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是否行影像学检查及颅内外血

管的评估，症状严重程度，给予何种治疗方法（内科、介入、

手术），是否接受康复治疗；出院后是否继续康复治疗（此



种康复是指社区康复或经过定期康复医师指导后的家庭作

业治疗和物理治疗），转归情况及是否进行正规的二级预防

用药等。

十、既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一）概念：

2009 年，美国卒中协会(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ASA)再次更新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的定义:“脑、脊

髓或视网膜局灶性缺血所致的、不伴急性梗死的短暂性神经

功能障碍”。

（二）判定要点：

1.应由神经内科医生判定。

2.由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并给予正规治疗的，视为存

在 TIA 病史。

3.询问时，要注意询问症状、体征，应尽量使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表达，比如是否有一过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

言语不清等，单纯头晕不应判定为 TIA。

4.病史多少年，发病时主要症状，首次及末次发作年限，

何种诊疗方式（住院、急诊、门诊、家庭病房）；如住院治

疗，就诊的医疗机构名称及级别；是否行影像学及颅内外血

管的评估，转归情况，是否进行正规的二级预防用药。

注：本危险因素诊断标准引自中国及 WHO 相关指南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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