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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课题总结·
中国人群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作用特点的前瞻性研究
项目名称：中关心血管病和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我国十组人群心血管病及
其危险因素对比研究；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一级预防研究；心脑血管疾
病高发区、低发区的危险因素及流行趋势的对比研究；我国心血管病发病
趋势预测及２１世纪预防策略的研究；冠心病、脑卒中综合危险度评估及
干预方案的研究
项目来源：中国和美国医药卫生科技合作项目；国家“六五”至“十五”科技攻关课题资
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ｌ陶寿淇ｌ、吴锡桂、周北凡、武阳丰（１０００３７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
起止时间：１９８０—２００５年
项目获奖：１９８８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１９９０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１９９１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１９９７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从

１０组人群形成“六五”队列，共计３０ ５６０人。这个队列的特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连续２０余年承担心血管病国家

是人数比较多，覆盖的地区较广，随访时间长，发病例数较

科技攻关任务，结合中美心血管病和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

多，但没有血糖数据。

研究，引进了国际标准化的研究设计和方法，坚持多中心长

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队列（“八五”队列）在１９９２一１９９４

期协作，得到丰硕的研究结果ｕ。６１。率先在国内外揭示了我

年以上１０组目标人群中再次整群随机抽样３５～５９岁１０００

国心血管病发病率及其危险因素在人群中的水平、分布特点

人样本进行危险因素调查，并增加了北京城市居民和上海城

和变化趋势；从国家“八五”期间开始进入队列的前瞻性研究

市居民两个样本人群，共计１７ ３３０人。血脂测定在各协作单

阶段ｏ“，为确定我国人群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和制定２１

位实验室进行，调查前由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

世纪人群防治策略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并为临床上综合

进行为期半年的质量控制和考核。其特点是基线调查在２０

评估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度提供了便利的工具。现将心血

世纪９０年代进行，人群覆盖面较广，调查项目较全，能反映

管病危险因素的前瞻性研究结果进行专题总结。

较近期危险因素的水平，但随访时间相对较短。

一、研究队列

上述研究的随访方法按照统一标准方案旧１，从１９９１年

中美心血管病和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队列（中美

开始，每两年一轮，对中美队列和“六五”队列进行随访，１９９６

队列）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在北京和广州两市产业工人、郊区农

年开始对“八五”队列进行随访，随访要求了解队列中每个对

民中应用国际标准化调查方法进行预调查，于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象的心血管病发病和各种原因死亡，如发生心血管病事件要

年正式进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基线调查，调查对象年龄３５～

求地区协作中心到相关医院、卫生所或家庭收集有关资料填

５４岁，男女各半，共计１１ １５５人。血脂在阜外医院流行病学

写专门表格作为诊断依据，由当地协作中心的诊断委员会做

研究室实验室和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实验室测定，两个实

出诊断，由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汇总核实。随

验室都接受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血脂测定标准化质量

访终点除各种原因死亡外，包括冠心病事件（急性心肌梗死、

控制。这个队列的特点是基线调查项目较全，质量控制严

冠心病猝死及其他冠心病死亡）和脑卒中事件（出血性、缺血

格，随访时间长。

性），诊断标准均参照ｗＨ０ ＭＯＮＩＣＡ方案。９。。分析用“缺血

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队列（“六五”队列）基线调查于

性心血管病”为终点时是指冠心病事件加缺血型脑卒中事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在山西省孟县农民、陕西省汉中农民、浙江省

件Ｈ…。随访到２０００年，中美队列和“六五”队列平均随访

舟山渔民、广西自治区武鸣农民、江苏省金坛农民和河北省

１５．１年，“八五”队列平均随访６．４年。

迁安矿工中进行，采用与中美队列相同的抽样和标准化调查

二、研究结果

方法，血脂测定接受阜外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实验室质量控

中美队列随访期间发生冠心病事件１２８例，缺血型脑卒

制。以上６组基线调查人群加上中美合作研究的４组，共计

中事件３０７例，合计缺血性心血管病事件４２２例。出血型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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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事件１４ｌ例。“六五”队列随访到２０００年，共发生冠心

压、饮酒、体重指数等危险因素后，吸烟对于男性冠心病发病

病事件３３５例，缺血型脑卒中事件６１５例，合计缺血性心赢

的相对危险分别为１．４３、２．０３和２．７１，后两者比＜１６０ ｍｇ／ｄｌ

管病事件９２８例。出血型脑卒中事件４１９例。“八五”队列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女性冠心病的相对危险分别为

随访到２０００年，共发生冠心病事件４４例，缺血型脑卒中事

０．９７、２．８２和２．４８，后两者比＜１６０ ｍｇ／ｄ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件８５例，合计缺血性心血管病事件１２８例。出血型脑卒中

义。而冠心病发病归因于吸烟的百分比，三组分别为

事件６５例。

１１．０％、３３．５％和３７．５％。１…。提示在中国人群ＴＣ水平逐步

１．血压升高是中国人群最重要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升高的条件下，吸烟将对心血管病造成更大的危害。

高血压患病率高，致心血管病的相对危险高达３～４。血压升

３．血脂异常显著增加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中

高对于心血管病发病的相对危险是连续的，根据“六五”队列

国人群ＴＣ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平均水平尚低于

的研究结果（表１），从收缩压１１０～１１９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西方人群，１９９８年１５组３５～５９岁人群调查结果：男性和女

ｋＰａ）开始，随收缩压水平每增高１０ ｍｍ Ｈｇ，与收缩

性的均值分别为１８６．０ ｍｄｄｌ和１８４．４ ｍ∥ｄｌ，比美国相应年

压＜１１０ ｍｍ Ｈｇ相比，冠心病事件和脑卒中事件的多因素调

龄组人群均值（ＮＨＡＮＥｓⅢ结果）低约３０ ｍｄｄｌ。虽然人群

整相对危险持续升高，具有统计学意义。收缩压在１２０～

ＴＣ均值较低，但中美队列前瞻性研究显示，ＴＣ、ＬＤＬ—Ｃ和非

ｍｍ Ｈｇ，导致的冠心病超额发病例数占总超额例数的

｝｛ＤＬ—Ｃ升高仍然显著增加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在

０．１３３

１３９

３３．５％，导致脑卒中超额发病例数占总超额例数的３２．９％；

多因素调整后，与ＴＣ＜２００ ｍｇ／ｄｌ相比，ＴＣ

收缩压１４０～１５９ ｍｍ Ｈｇ导致的冠心病超额发病例数占总超

２２０～２３９

额例数的２４．０％，导致脑卒中超额发病例数占总超额发病例

危险分别为１．３４、１．６１和１．７０（Ｐ值分别为０．０５ｌ、０．００５和

数的２５．７％。也就是说一半以上因ｍ压升高而导致的超额

０．００２）。与ＬＤＬ—Ｃ＜１２０ ｍｇ／ｄｌ组相比，ＬＤＬ—Ｃ

发病是在血压正常偏高和一级高血压水平，提示对高血压的

１３９

防治战线应该向前移，除对患者应积极治疗外，还必须采取

管病发病危险分别为１．１５、１．６２和１．６７（Ｐ值分别为０．３４５、

全人群的健康促进策略和改善生活方式的措施，才能阻断高

０．００６和０．００５）。以上结果可为制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

血压患者越治越多，患病率节节上升的问题。近年来国际上

治指南》提供参考。１…。血清非ＨＤＬ—Ｃ包括了ＬＤＬ—Ｃ和其他致

对脉压研究颇多，中美队列的研究表明脉压与冠心病和脑卒

动脉粥样硬化的脂蛋白，与非ＨＤＬ—Ｃ＜１５０ ｍｇ／ｄｌ相比，

中发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且独立于血压之外的其他危险因

１５０～１６９

素，但在调整收缩压后其作用不再显现，表明中年人群脉压

心血管病的相对危险分别为１．４４、１．８１和１．５３（Ｐ值分别为

对心血管病发病的作用主要反映了收缩压的升高ｕ“。

０．０１７、０．００１和０．０２４）。国外一些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ＴＣ／

２００～２１９

ｍｇ／ｄ１、

ｍ刮ｄｌ和≥２４０ ｍｄｄｌ各层，缺血性心血管病的相对

１２０～

ｍｄｄｌ、１４０～１５９ ｍｇ／ｄｌ和≥１６０ ｍｇ／ｄｌ各层的缺血性心血

ｍｇ／ｄｌ、１７０～１８９ ｍｄｄｌ和≥１９０ ｍｇ／ｄｌ各层缺血性

２．吸烟显著增加缺血性心血管病的发病危险。在“六

ＨＤＬ—ｃ比值比ＬＤＬ—Ｃ对冠心病的预测能力更强，中美队列研

五”队列调整了年龄、性别、血压、血清总胆固醇（ＴＣ）后，吸

究显示ＴＣ／ＨＤＬ—Ｃ比值４．０～４．５，缺血性心血管病的相对危

烟对于冠心病发病的相对危险为２．１９，对缺血型脑卒中的相

险为１．３８（Ｐ＝０．０６３），≥４．５相对危险为１．７１（Ｐ＜

对危险为２．０１。研究还显示ＴＣ水平越高，吸烟对心血管病

０．０００）¨“。据以上结果可以考虑，在中国人群血脂异常防治

发病的危害越大，“六五”队列分析在基线Ｔｃ＜１６０ ｍｄｄｌ、

指南中增加非ＨＤＬ—Ｃ≥１７０ ｍｇ／ｄｌ和ＴＣ／ＨＤＬ—Ｃ≥４．５为血

１６０～１９９

ｍｄｄｌ和≥２００ ｍｄｄｌ三组人群，调整地区、年龄、血

表１

脂异常的参考指标。

“六五”队列研究的收缩压水平与冠心病、脑卒中发病率（／１０万人年）和超额发病例数

＊超额发病例数：该组实际发病例数一该组随访人年数×＜１１０ ｍｍ｝ｋ组的年龄性别调整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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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糖尿病是中国人群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重要

估的简便自动化计算工具，只要输入个体危险因素的值，即

危险因素。中美队列随访到１９９７年的分析结果显示：在空

可显示其１０年内发生缺血性心血管病的绝对危险和相对危

腹血糖正常（＜６．１ ｍｍｏｌ／Ｌ）、空腹血糖异常（６．０～７．０

险，从而为临床决定干预措施和力度提供科学依据，跨出了

ｍｍｏｌ／Ｌ）和糖尿病（≥７．０ ｍｍ０１／Ｌ）三组，冠心病的年龄调整

从流行病学研究走向临床实践和公众教育的重要一步。１…。

发病率男性和女性分别从８．２／１０万和３．６／１０万上升到３０．２／

８．主要危险因素异常可增加心血管病发病人群归因危

ｌＯ万和１９．８／１０万ｕ“。多因素调整后，糖尿病与血糖正常组

险度百分比。从公共卫生角度，我们还必须了解在人群中心

相比冠心病发病的相对危险为３．２２（９５％凹：１．３７～７．５６），

血管病发病有多大比例归因于各项危险因素异常。根据“八

缺血型脑卒中发病的相对危险为３．０５（９５％ａ：１．７５～

五”队列研究结果，各项危险因素异常在队列中的患病率，在

５．３２）。女性冠心病和缺血型脑卒中发病的相对危险分别为

调整年龄、性别和饮酒后对于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比

３．７８和５．５８，男性相对危险分别为２．８４和１．４４（未达到统计

和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见表２。

学显著水平）。糖尿病对于出血型脑卒中未见显著影响。
５．超重和肥胖是心血管病死亡及总死亡的危险因素之
一。“六五”队列随访９年结果显示，冠心病和脑卒中死亡

表２

“八五”队列研究中主要危险因素异常的

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ＣｏＸ回归，控制年龄和性别）

６７６例¨“。按照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对中国成人超重和肥
胖的划分标准：体重指数（ＢＭＩ）＜１８．５为体重过低，１８．５～
２３．９为体重正常，２４～２７．９为超重，≥２８为肥胖，如以体重正
常组为对照，在剔除了随访早期（５年内）死亡和吸烟者（可能
的混杂因素）后，超重组和肥胖组冠心病和脑卒中死亡的相

对危险分别为１．４７（９５％凹：１．０６～２．０３）和２．４８（９５％Ｃｆ：

＊高血压：收缩压≥１４０／或舒张压≥９０ ｍｍ Ｈｇ，或服用降压药；

１．５８～３．８９）。体重正常者总死亡的危险最低，体重过低和

高胆固醇：Ｔｃ≥２２０ ｍ∥ｄｌ；吸烟：过去１年吸烟每天１支以上；糖尿

肥胖（ＢＭＩ≥２８）都导致总死亡危险增高¨”。“八五”队列研

病：空腹血糖≥１２６ ｍｇ／ｄｌ

究还显示，男性腰围８５～９５ ｃｍ，女性腰围８０～９０ ｃｍ，缺血性

心血管病发病的相对危险是１．４３（９５％口：０．８９７～２．２７２），

以上结果提示，在中国人群中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四大危

男性腰围≥９５ ｃｍ、女性腰围≥９０ ｃｍ，缺血性心血管病的发

险因素，可以使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减少８０％，重点

病危险达到２．３６（９５％Ｃｊ：１．３９４～３．９９４）。表明中心性肥胖

防治高血压和戒烟，可以使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降低

也显著增加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

三分之二。

６．低危险因素可降低人群死亡危险和增加人群期望寿
命。如果上述危险因素都在合理水平，是否会降低死亡的危

三、总结
这项连续２０年的研究是在国家科技攻关课题资助项目

险和增加期望寿命呢？将低危险定义为：血压＜１２０／

的支持下，参加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的心血管病前瞻性

ｍｍ Ｈｇ（２周内未服用降压药）、ＴＣ＜５．１７ ｍｍｏｌ／Ｌ、ＢＭＩ

研究，它以系统的科学证据表明了中国人群心血管病发病危

８０

１８．５～２４、不吸烟，在“六五”队列数据完整的２４ ９００人群中，

险因素的特点是：①血压升高是导致发病的最强因素，在高

合乎此标准的共４５３２人，仅占１８．２％。随访１５年，在低危

于理想血压而未达到高血压水平时发病的危险已显著增高，

险队列中共发生２４３例死亡（冠心病６例、脑卒中１５例、１１７

防治战线应该前移；②吸烟是中国人群心血管病发病的第二

例癌症），在其余队列人群中共发生死亡２３８３例（冠心病１８２

大危险因素，人群中约三分之一的心血管病发病可归因于吸

例、脑卒中３３３例、癌症９３４例）。用Ｃｏｘ回归模型调整年龄

烟，随ＴＣ水平的升高，吸烟的危害增大；③虽然中国人群平

后，低危险队列与其余队列人群相比，男性冠心病、脑卒中、

均血脂水平尚低于西方人群，但血脂异常对于心血管病发病

癌症和总死亡的相对危险分别为０．５ｌ、０．３０、０．８６和０．７７，女

的独立作用已经显现，人群中约１０％的发病可归因于高ＴＣ；

性分别为Ｏ．１ｌ、０．３１、０．８４和０．６７。低危险组男性和女性平

④糖尿病是中国人群心血管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一旦患

均期望寿命分别增加２．６和４．Ｏ年¨“。

病率上升，其危害将更大；⑤虽然中国人群平均ＢＭＩ和腰围

７．多重危险因素综合评估工具具有开发和应用前景。

尚低于西方，但整体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仍显著增加心

心血管病是多因素的疾病，虽然研究已证明上述各项因素是

血管病发病和死亡。预测控制以上危险因素可以显著降低

中国人群心血管病独立的危险因素，但如何对个体心血管病

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延长期望寿命。这些结果已为制定我

发病的绝对和相对危险度进行综合量化评估是危险因素研

国高血压、血脂异常和超重肥胖防治指南提供了流行病学证

究走向临床实践的关键，从国家“九五”到“十五”科技攻关期

据，并提示２１世纪我国心血管病防治应以防治高血压和戒

间利用３个队列的研究结果，求出危险因素和发病关系的优

烟为重点，采取促进全人群健康生活方式和治疗管理高危人

化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便于临床应用的多重危险因

群相结合的策略，防止超重肥胖、糖尿病和血脂异常患病率

素综合评分表和图，并开发出便于临床和公众进行危险度评

的上升。回顾２０年的艰辛历程提示我们：慢性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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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２１世纪预防策略的研究．医学研究通讯，２００３，３２：２，５．

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贵在坚持和协作，重在培养队伍和脚踏
实地。在这个新的科学领域，老一辈的开创者吴英恺、陶寿

６国家“九五”科技攻关协作组．我国中年人群心血管病主要危险

淇教授虽然已经离去，但他们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研究前

因素流行现状及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的变化趋势，中华心
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１，２９：７４—７９．

景十分广阔。例如，如何将新的危险标志引入前瞻性研究，
如何将亚临床指标纳入前瞻性研究，如何结合中国人群的特
点将遗传因素、生活方式、社会经济指标和危险因素联系起

７张红叶，杨军，周北凡，等我国十组人群脑卒中危险因素的前瞻
性研究．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１９９６，４：１５０一１５２．
８周北凡，吴锡桂，主编．心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手册北京：

来，如何在危险度综合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干预试点并制定综
合性的预防指南等，都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因此仍然任重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５０—１６９．
９

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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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中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多中心协作研究协作组包括专
题承担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流行病学研

潜在危险的新指标．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４，３２：１７３．１７６．

病的预测价值．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２，３０：６８７—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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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ｐ８１．

１３李莹，陈志红，周北凡，等．血脂和脂蛋白水平对我国中年人缺血
性心血管病事件的预测作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４（待发

（周北凡整理）
文

ＧＱ，

ｓｅｒｕｍ ｔｏｔａｌ

研究所，上海华山医院神经病学研究所］

考

Ｘｉ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ｓｋ

心血管病研究所，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金坛市卫

参

ｉｎ

１１周北凡，刘小清，武阳丰，等．我国中年人群脉压对于心血管病发

农场职工医院，浙江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浙江省舟山市

生防疫站，首都钢铁公司矿山职工医院，北京心肺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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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武阳丰，周北凡，李莹，等．缺血性心血管病：一个反映血脂异常

究室；参加单位（限于参加前瞻性队列研究的单位）：广东省
心血管病研究所，首都钢铁公司职工医院，北京市石景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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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和出血性脑卒中发病危险性．中华神经科杂志，２００４（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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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３：１４７—１５６．

１７赵连成，周北凡，武阳丰，等．体重指数与死亡的前瞻性研究．中
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３：２４．２７．
１８赵连成，周北凡，李莹，等低心血管病危险人群死亡的相对危险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２．８５：１０８３—１０９６．
３

１６

ａ１．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ｖ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Ｖ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９９８，

１：２０７—２１６．

４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协作组．９０年代初期我国心血管病的
总体形势和特点．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１９９６，４：１４５—１４９．
５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课题协作组．我国心血管病发病趋势预测

及期望寿命．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２，４１：２９１—２９４．
１９国家“十五”攻关“冠心病、脑卒中综合危险度评估及干预方案的
研究”课题组．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危险的评估方法和简易
评估工具的开发研究．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３，３１：８９３，９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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