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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１ ３２０名老年人血尿酸与血脂、血糖和

血压的分析
余俊文

张小娟

陆锦波

【摘要】

目的

杨延斌

余寿益

刘奔流

了解老年人高尿酸血症的发病及伴随的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发生情况。

方法对１３２０名健康体检的老年人血尿酸、胆固醇、甘油三酯、血糖和血压的测定结果与６１０７名中、
青年健康体检者测定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老年组男性和女性平均血尿酸水平分别显著高于

中、青年组的平均血尿酸水平（Ｐ＜０．０５）；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老年组男性和女性与中、青年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老年组高尿酸血症患者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血糖和高血压的检出率
均明显高于尿酸正常组（Ｐ＜０．０５）。老年组高尿酸血症患者合并发生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的比
例明显高于中、青年组（Ｐ＜０．０５）。结论

高尿酸血症是老年人的高发病。老年人的高尿酸血症与

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关系密切，应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老年人；高尿酸血症；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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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高

要来自学校、机关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尿酸血症的患病率正逐年升高ｕ’２ ｏ，高尿酸血症不仅

其中男性７９６人，年龄６０～８１（６８．４±５．２）岁；女性

诱发痛风性关节炎、尿石症、尿酸性肾病，而且血尿酸

５２４人，年龄６０～８３（６９．１±６．０）岁。将同期健康体

水平升高与脂质代谢紊乱、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

检中、青年人作为对照组，中年组男性１４４６人，年龄

肥胖等疾病密切相关。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６月我

４５～５９（５１．２±４．８）岁，女性１１６３人，年龄４５～５９

们对佛山市中医院健康体检的老年人血尿酸与血脂、

（５０．６±５．４）岁；青年组男性１８６４人，年龄２２～４４

血糖和血压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３５．１±７．２）岁，女性１６３４人，年龄２３～４４（３６．８±
７．５）岁。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此期间进行健康体检的老年人，主

２．诊断标准：高尿酸血症诊断标准为血尿酸
（ＳＵＡ）男≥４１７肛ｍｏｌ／Ｌ，女≥３５７ ｐｍｏｌ／Ｌ；血脂异常
诊断标准根据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委会提出的血脂

作者单位：５２８０００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肾脏风湿科

标准∞ｏ，血清总胆固醇（ＴＣ）≥５．６９ ｍｍ０１／Ｌ，血清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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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三酯（ＴＧ）≥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高血糖诊断标准为空

２．老年组高尿酸血症人群与正常尿酸人群高胆

腹血糖（Ｂ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高血压（ＥＨ）按ｗＨＯ／

固醇血症、甘油三酯血症、高血糖和高血压检出率的

ＩＳＨ的诊断标准，收缩压（ＳＢＰ）≥１４０和／或舒张压

比较：在老年组高尿酸血症人群中其ＴＣ、ＴＧ、ＢＧ、

（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ＥＨ的检出率均高于同组的正常尿酸人群（Ｐ＜

３．检测方法：常规空腹静脉采血２ ｍｌ，所有血的

０．０５，Ｐ＜Ｏ．０１），见表２。

检测指标均采用奥林巴斯公司产ＡＵ６００生化分析

表２

仪测定。ＳＵＡ采用尿酸酶比色法，ＴＣ采用胆固醇

老年组高尿酸血症人群与正常尿酸人群

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检出率（％）的比较

氧化酶法，ＴＧ采用ＧＰＯ—ＰｏＤ酶法，ＢＧ采用己糖激
酶法。血压测量采用台式血压计，坐位休息５ ｍｉｎ
后，测量右上臂血压３次取平均值。
４．统计学分析：原始数据用数据库软件Ｅｘｃｅｌ
录入，所有数据均以膏±ｓ表示，均数间比较采用￡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Ｙ２检验。Ｐ值＜０．０５被认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３．老年组与中、青年组高尿酸血症患者同时合

１．不同性别老年人血尿酸平均水平和高尿酸血

并高血脂（高胆固醇和／或高甘油三酯）、高血糖和高

症患病率与中、青年的比较：老年组男性ＳＵＡ最高

血压（“三高”）的比较：老年组单纯高尿酸血症发生

值为６８２肛ｍ０１／Ｌ，最低值为１１７肛ｍｏｌ／Ｌ，平均

率明显低于中、青年组（Ｐ＜０．０１和Ｐ＜０．００１），而

（３６８．８±９２．２）肚ｍｏｌ／Ｌ，与中年组和青年组男性

老年组高尿酸血症患者同时合并“三高”中一种以上

ＳＵＡ平均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和

情况的则显著高于中、青年组（Ｐ＜０．０５和Ｐ＜

Ｐ＜０．０１）；老年组男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与中

０．００１），见表３。

年组和青年组男性患病率相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表３

（Ｐ＜０．０１）。老年组女性ＳＵＡ最高值为
６２３肛ｍｏｌ／Ｌ，最低值为１０２弘ｍ０１／Ｌ，平均（３３６．５±
８５．４）肚ｍｏｌ／Ｌ。与中年组和青年组女性ＳＵＡ平均值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老
年组女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与中年组和青年组
女性患病率相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和
Ｐ＜０．００１）（表１）。
表１

不同性别老年人与中、青年人高尿酸血症的
患病率比较

老年组与中青年组高尿酸血症患者
同时合并其他异常的比较

分组人数

ＳＵＡ

ｓｕＡ＋１

ｓｕＡ＋２

ＳＵＡ＋３

男性
老年组２１７

４９（２２ ６）’８

３０（１３．８）＋·

中年组２９８ １１６（３９．０）

５８（２６．７）‘·８０（３６．９）。８
９８（３２．９）

５１（１７．１）

３３（１１．０）

青年组３０４ １５７（５１．７）

８６（２８．３）

４２（１３ ８）

１９（６．２）

女性
老年组１０３

２２（２１ ３）‘·３９（３７．９）’”３０（２９．１）＋”１２（１１．７）＋·

中年组１５２

５３（３４．８）

５０（３３．Ｏ）

３５（２３．Ｏ）

１４（９．２）

青年组１０８

５９（５４．６）

３０（２７－８）

１４（１３．０）

５（４．６）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与中年组对照，＊＿Ｐ＜０．０５，
▲Ｐ＜Ｏ．０１；与青年组对照，＃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ｓｕＡ：单纯
高尿酸血症；ｓｕＡ＋１、ｓｕＡ＋２、ｓｕＡ＋３分别代表合并“三高”中ｌ～３
种情况

男
老年组

７９６

３６８．８±９２．２。＃

３

２

中年组１４４６

３４６．１±７０．９

１

５

青年组１８６４

３１３．７±６６．０

老年组

３３６．５±８５．４。８

ｍ糯姒

∞鹕蛔Ｏ

３

＋～＋～

＋～

９

３

２

６

舛蜘卯 ５

打加：２

▲

３

讨

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饮食习

女
５２４

９７

４３５．４±４１．６＋“１８．５‘·

中年组１１６３

２８４．４±６８．１

１５２

４１８．３±３８．４

１３．１

青年组１６３４

２３６．２±６２ ０

１０８

３８５．７±２５．８

６．６

注：与中年组对照，＊Ｐ＜Ｏ．０５，▲Ｐ＜０．０１；与青年组对照
＃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惯的改变，高尿酸血症也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徐晓
菲等¨·的研究结果提示，山东省沿海地区人群血尿
酸水平明显高于国内既往调查结果。邵继红等＂。报
道南京市社区人群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病率均高于
国内其他地区。在我国台湾金门地区２０世纪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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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期的调查结果显示，年龄≥３０岁的居民高尿酸

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又可损伤血管内皮细

血症患病率男性为２５．８％，女性为１５．０％旧。。高尿

胞、血小板及其他体细胞，促发心血管疾病¨…，互为

酸血症和痛风已成为老年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帕。。

因果的关系。高尿酸血症开始时由于无明显的临床

在我们检测的１３２０名老年人中，男、女性的平均血

症状，容易被忽视。而对高尿酸患者并发“三高”，也

尿酸水平明显高于中、青年组，其患病率分别为

往往只重视其中临床症状明显的一个方面。笔者认

２７．３％和１８．５％，也明显高于中、青年组。在同年龄

为：对老年高尿酸血症患者，不论是否合并有“三高”

组男性的血尿酸水平和患病率均明显高于女性，本

的情况，都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定期进行体检，了

研究结果显示了高尿酸血症在老年人和男性易发的

解机体代谢状况；合理膳食，避免高嘌呤、高脂、高糖

特点。这与国内外文献报道的结果基本一致，进一

饮食；适当锻炼，调适心情；发现问题，及时治疗。

步说明高尿酸血症是老年人的高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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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高尿酸血症。近年的研究认为“三高”症均可诱

·亨肖。息·
２００５年全国肝病学术会议暨研修班的通知
经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批准，由中华医学会电子音像出版社培训部主办的“２００５年全国肝病学术会议暨研修班”将于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７日在北戴河举办，参加会议的代表将获中华医学会Ｉ类继续教育学分１０分。①主要授课专家：成军、魏来、
贾继东、傅希贤、田庚善、徐小元、张玲霞、郭利民、朗振为、胡大荣等。②授课内容：慢性丙型肝炎与代谢综合征、乙型肝炎全国
诊疗指南解读、自身免疫性肝病、丙型肝炎全国诊疗指南解读、病毒性肝炎的治疗进展、肝炎肝硬化并发上消化道出血的处理
原则、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人工肝与终末期肝病的治疗、酒精性肝病及非酒精性肝炎病理形态特点、干细胞在肝病中的治
疗新进展、脂肪肝等。③会议筹备处：北京东四西大街４２号中华医学会老楼２单元５０１室。邮编：１００７１０。电话：（０１０）
６５１２７５５２—５２５１；（０１０）８１９０３４４８；１３６５１２７５８５３；电话／传真：（０１０）６５１２７５５２—５２４２；联系人：曹继霞。Ｅｍａｉｌ：ｊｉｘｉａｃａｏ＠ｙａｈ００．
Ｃｏｍ．Ｃｎ

现开始报名，欢迎广大肝病科医师及相关人员积极参加，也希望相关厂家赞助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