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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识的朋友或亲戚有患中风的吗? 

或者您曾经患过中风吗?  

中风会发生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中风的危险性 

•美国死亡原因的第三位 

•危险性与年龄相关,但是任何年龄的人都有
可能患中风 

•美国成人致残的主要原因 

•如果没有接受治疗,62%中风患者会有中度
到重度的功能损害 



残疾表现  Disability 

日常生活能力的减退: 
• 行走  

• 谈话  

• 视物  

• 面部表情的表达 

• 淋浴和穿衣服 

• 上洗手间 

• 吃东西 

• 阅读和写字  

• 驾车 



残疾造成的影响 

•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的减退 

•家庭经济困难 

•夫妻感情淡薄 

•孩子学习受到影响 

•失去正常家庭生活 

•甚至要卖掉房产 

•全国一年有4００亿美元花费在中风导致的
残疾治疗及护理上 



及早治疗!  

•及早治疗可以减轻中风的损害 

 

•患了中风必须立即入院治疗 



麻州的情况 

• 从发病到住院时间是：  平均22小时 

 

•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 大部分中风不会引起疼痛 

– 症状可能是细微的 

– 中风患者可能没有认知力或者无法交流 

– 旁观者并不认为存在严重问题 

 



FAST 



FAST 

只要有一个症状就提示中风 



F = Face(面部) 

• 左侧或者右侧下垂 

• 突然流涎 

• 麻木感 

 

 

 

 

要求患者笑一笑 



A = Arms(手臂) 

•发现握物或者穿衣困难 

•麻木感 

•一侧手臂晃动或者不能上举 

•可能有步行障碍 

 

 

        要求举起双臂 



S = Speech(讲话) 

•言语模糊 

•不能合理表达 

•不能明白别人讲话的意思 

•忘了怎么读或者写字 

   

 

   要求重复短语或者给 

        物体命名 



T = Time(时间) 

• 浪费时间就等于失去大脑 

   Time lost is brain lost 

• 要节省时间和挽救脑细胞,赶紧进入急救车
Save time and brain cells, go in an 
ambulance 

 

 

  一有任何症状就拨打 

       电话9-1-1 

 



进入急救车 

•中风患者的症状要尽快的被看到－－？中风 

•急救人员和急诊科医生的交流 

•急诊科要为患者的到来做好准备 

•急救人员要能监测病人情况并开始相应处理 

•节省时间就是拯救大脑 

   

  Time saved is brain saved 



中风的其它警报信号 

•突然身体的一侧无力 

•突然出现意识混乱,讲话和理解有问题 

•突然视物有问题 

•突然步行障碍，或者平衡丧失 

•突然严重头痛 

•突然恶心，呕吐 



什么是中风? 

当脑部出现血液循环障碍时 

          中风就发生了 



正常的大脑血流图 受阻大脑的血流图 



中风的三种类型 
 
•小中风 (Mini-Stroke) 

   又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s (TIAs) 

•缺血性中风 

   Ischemic stroke caused by blood clot 

•出血性中风 

   Hemorrhagic strike caused by 
bleeding  



小中风(Mini-Stroke) 

• 出现短暂的意识混乱 

• 讲话和理解出现问题 

• 视物有问题,眩晕以及平衡功能丧失 

• 缺血性中风的警报信号 

• 30%的中风出现在小中风之后 

• 小中风可以在睡觉期间发生 

• 拨打电话 Call 9-1-1  



缺血性中风 (Ischemic Stroke) 

• 血栓阻断大脑的供血 

• 80%以上的中风是缺血性中风 

• 必须在三小时内立即给予溶栓药治疗出
（TPA) 

    



缺血性中风 (Ischemic Stroke) 



出血性中风 Hemorrhagic Stroke 

 



大脑动脉和动脉瘤的图解 

 

http://content.nejm.org/content/vol352/issue2/images/large/05f1.jpeg


      大 脑 动 脉 

 



出血性中风 Hemorrhagic Stroke 

• １．蛛网膜下腔出血 

– 动脉瘤或血管突然破裂导
致的脑部出血 

– 可以采用手术治疗 

 

• ２．脑组织出血 

 



一个真实的故事A True Story 

当丈夫的讲话听起来很奇怪,面部有下垂的时候,妻子

很警惕. 

• 妻子立即拨打9-1-1  

• 丈夫被诊断该病并在2小时内给予溶栓药 

• 丈夫活下来了并且只有轻度的残疾 



中风的危险因素 

什么是第一位可控制危险因素?                     



高血压 (High Blood Pressure) 

• 70%的中风患者具有高血压 

 

•定期看医生 

•定期测量血压 

•遵医嘱接受治疗 

•不能擅自改变药的剂量 

•不能擅自停药 



其它可以控制的危险因素 

•吸烟 Smoking  

•糖尿病 Diabetes  

•肥胖症 Obesity 

•高胆固醇症 High Cholesterol 



Medications to prevent strokes 

• All medication discussed below needs 
to be recommended or approved by 
your physicians or neurologists 

• Aspirin (ASA), 81mg once daily 

• Plavix (clopidogrel), 75 mg, once 
daily 

• Aggrenox (aspirin/dipyridamole) one 
capsule twice daily  

• Coumadin (warfarin) 

 



体力活动 (Physical Activity)  

•每天步行30分钟 

•运动可以预防中风,心脏病以及其它疾病 

•总是穿舒适的鞋子 



正确的饮食(Eat Right) 

•减少高脂食物的摄入 

•多吃水果和蔬菜 

•建议你的餐盘: 

– 1/2 蔬菜 

– 1/4 肉类食品 

– 1/4 淀粉类食物 



FAST 

  您能记住”FAST”代表什么吗?       



If any sign present, call 9-1-1 

一出现任何症状,请拨打电话 

 



For More Information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AAN) 
www.aan.com 

•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ASA) 
www.strokeassociation.org 1-888-4-STROKE 

•Brain Attack Coalition (BAC) 
www.stroke-site.org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 (NINDS) 
www.ninds.nih.gov/disorders/stroke/stroke.htm 

•National Stroke Association (NSA) 
www.stroke.org 1-800-STROKES 

http://www.aan.com/
http://www.strokeassociation.org/
http://www.stroke-site.org/
http://www.stroke-site.org/
http://www.stroke-site.org/
http://www.ninds.nih.gov/disorders/stroke/stroke.htm
http://www.stroke.org/


 
身体健康 
笑颜长开 

• Finally  

•Wish you, you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