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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广西黑衣壮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调查
尹瑞兴

林伟雄

【摘要】

陈宇明

目的

杨德寨

姚丽梅

隆秀艳

了解广西黑衣壮族人群高血压的患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

方法对１０６８名≥２０岁黑衣壮族人群的血压、身高、体重、体重指数、血脂及载脂蛋白进行测定，并将
其结果与９３３名当地的汉族人群作比较。结果广西黑衣壮族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为２５．２％，而当
地的汉族人群为１７．３％（Ｐ＜０．００１）；黑衣壮族人群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患病率也明显高于汉族人群
（１２．５％琊．３．９％，Ｐ＜Ｏ．００１）；黑衣壮族人群平均收缩压和脉压水平也显著高于汉族人群（分别为
ｍｍ Ｈｇ±１８．６２ ｍｍ Ｈｇ邯．１２１．８８ ｍｍ Ｈｇ±１５．９９ ｍｍ Ｈｇ，Ｐ＜０．００ｌ和４８．６４ ｍｍ Ｈｇ±

１２５．２０

ｍｍ Ｈｇ琊．４４．９８ ｍｍ Ｈｇ±１１．１２ ｍｍ Ｈｇ，Ｐ＜Ｏ．００１；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黑衣壮族人群

１４．７５

高血压患病率与甘油三酯、性别和年龄呈显著正相关；而汉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则与总胆固醇、性别、
年龄和饮酒呈显著正相关。黑衣壮族和汉族人群高血压的知晓率为８．６％邯．２１．１％（Ｐ＜Ｏ．００１），
治疗率４．５％哪．１５．５％（Ｐ＜０．００１），控制率１．９％邯．１０．６％（Ｐ＜０．００１）。结论广西黑衣壮族人
群高血压患病率显著高于汉族人群，可能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过多钠盐的摄入、低文化程
度以及遗传因素等有关。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较低，必须采取干预措施。
【关键词】高血压；患病率；黑衣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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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壮族（黑衣壮）是壮族的一个特殊群落，聚

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陲那坡县境内的大石山
区，总人口５万多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３６００３８）
作者单位：５３００２１南宁，广西医科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尹瑞
兴、陈宇明、姚丽梅）；广西医学科学实验中心（林伟雄、杨德寨）；广西
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卫生局（隆秀艳）

外界接触较少，加上有史以来一直实行严格的族内
婚制，因而一直保持着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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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黑衣壮人群高血压的患病情况，我们于２００３

附属医院临床检验中心ＴＣ正常值为３．１０～５．１７

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６月到当地进行了高血压的患病

ｍｍｏ】／Ｌ；ＴＧ为０．５６～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ＨＤＬ—Ｃ为

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０．９１～１．８１

对象与方法

ｍｍｏｌ／Ｌ；ＬＤＬ．Ｃ为１．７０～３．２０ ｍｍｏｌ／Ｌ；
Ｂ为０．６３～

Ａｐｏ

Ａ１为１．００～１．７６ ｇ／Ｌ；Ａｐｏ

１．１４

ｇ／Ｌ；Ａｐｏ Ａ１／Ｂ为１．００～２．５０；低于和（或）高

１．对象：在那坡县７个黑衣壮聚居的村屯中，采

于这些正常值者为异常。②高血压诊断标准：按

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１０６８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

１９９９年世界高血压联盟规定的标准，收缩压≥

对象的年龄为２０～８４岁，平均年龄４６．７５岁±１５．６６

１４０ ｍｍ

岁。其中，男性４８７人（占４５．６％），女性５８１人（占

０．１３３

５４．４％），均为农民。年龄２０～２９岁１５６人

者也纳入确诊高血压组，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按收缩

Ｈｇ或（和）舒张压≥９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ｋＰａ）确诊为高血压，调查前２周服用降压药

（１４．６％），３０～３９岁２５５人（２３．８％），４０～４９岁

压≥１４０ ｍｍ Ｈｇ，而舒张压＜９０ ｍｍ Ｈｇｕｌ。③肥胖

１７７人（１６．６％），５０～５９岁１９６人（１８．４％），６０～６９

及超重诊断标准：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数据汇

岁１９６人（１８．４％），７０～７９岁７６人（７．１％），≥８０

总分析协作组建议的我国成人体重指数（ＢＭＩ）＞

岁１２人（１．１％）。在该县８２个村５ｌ ６５５名健康黑

２４

ｋｇ／ｍ２为超重，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为肥胖心］。

衣壮居民中，本次研究人数占该县黑衣壮总人口的

４．统计学处理：所收集资料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

２．１％。同时在该县９个汉族村屯中，采用同样方法

库。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选取９３３名健康汉族居民作对照。年龄为２０～８９

资料以至±ｓ表示，两样本均数间的比较用￡检验，

岁，平均年龄４５．４６岁±１５．７６岁。其中，男性４１４人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比较用方差齐性检验和方差分

（占４４．４％），女性５１９人（占５５．６％），也均为农民。
年龄２０～２９岁１８３人（１９．６％），３０～３９岁２３０人
（２４．７％），４０～４９岁１７３人（１８．５％），５０～５９岁
１４９人（１６．０％），６０～６９岁１１７人（１２．５％），７０～７９
岁７３人（７．８％），≥８０岁８人（０．９％）。黑衣壮人

群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与汉族人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２．方法：①按心血管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制定统
一表格询问病史、家族史、职业、生活嗜好、文化等，
体检包括血压、身高和体重等。②血压测量采用汞

柱式血压计、测坐位休息５ ｍｉｎ的左臂血压３次，并
取其平均值，收缩压取Ｋｏｒｏｔｋｏ“第１音，舒张压以
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５音消失为准。③所有研究对象均空

析，多个样本均数间的两两比较用ｑ检验法
（Ｎｅｗｍａｎ—Ｋｅｕｌｓ法）。率的比较用Ｙ２检验。并以是
否患高血压为因变量，选出１０个可能的影响因素为
自变量，作高血压患病危险因素的非条件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先将黑衣壮人群与汉族人群合
并，用非条件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高
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然后，分别对

黑衣壮人群与汉族人群各自进行高血压患病的危险
因素的非条件多因素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分别观察
黑衣壮人群与汉族人群高血压患病危险因素的差

异。采用后退法选择变量。多因素分析的各因素数
量化方法见表１。
表１

腹坐位抽取肘静脉血５ ｍｌ，不抗凝，待血液凝固后，

多因素分析高血压患病可能影响因素
及其数量化方法

以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分离血清。总胆固醇
因素

（ＴＣ）和甘油三酯（ＴＧ）的检测采用酶法，标准酶试
剂盒由英国ＲＡＮＤＯＸ公司提供；高密度脂蛋白一胆

固醇（ＨＤＬ．Ｃ）和低密度脂蛋白一胆固醇（ＬＤＬ．Ｃ）应

数量化方法

性别

Ｏ

一

ｋ

＇Ｉ

～～

ｊＩ＝

女ｋ乳 如加 ～～

２

年龄（岁）
男加∞

ｉＩ＝ ６

３

∞≥ ～舳

用酶联免疫一步法测定，试剂盒购自日本第一化学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４＝０；＞２４＝１

药品株式会社；载脂蛋白Ａ１（Ａｐｏ Ａ１）和载脂蛋白Ｂ

ＴＣ（ｍｍｏｌ／Ｌ）

≤５．１７＝０；＞５．１７＝１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１．７０＝０；＞１．７０＝１

（Ａｐｏ Ｂ）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试剂盒由英国

｜ｌ＝

∞

～

＝

－斗

７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３．２０＝Ｏ；＞３．２０＝１

ＲＡＮＤＯｘ公司提供。全部测定工作在广西医科大

Ａｐ０

Ｂ（ｇ／Ｌ）

≤１．１４＝０；＞１．１４：１

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完成，使用日立７１７０

饮酒（ｇ）

不饮＝Ｏ；＜２５０＝１；２５０～＝２；≥５００＝３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

吸烟（支）

不吸＝Ｏ；＜１０＝１；１０～＝２；２０～＝３；≥４０＝４

民族

汉族＝Ｏ；黑衣壮＝１

３．诊断标准：①血脂正常值：广西医科大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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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

结

控制率为１．９％。而在１６１例汉族高血压病患者中

果

有３４例知道自己患高血压，知晓率为２１．１％（ｘ２＝
１‘．高血压患病率：黑衣壮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

１３．８３５，Ｐ＜０．００１），治疗率为１５．５％（ｘ２＝１５．６８６，

２５．２％，明显高于汉族人群（１７．３％，＿Ｐ＜０．００１），单

Ｐ＜０．００１），控制率为１０．６％（Ｙ２＝１５．７０５，Ｐ＜

纯收缩期高血压患病率也显著高于汉族人群

０．００１）。

（１２．５％伽．３．９％，Ｐ＜０．００１）；黑衣壮人群平均收

３．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采用非条件多因素

缩压和脉压水平也显著高于汉族人群（分别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ａ＝０．０５水平上，黑衣

１２５．２０ ｍｍ

Ｈｇ±１８．６２ ｍｍ

Ｈｇ弧１２１．８８

１５．９９ ｍｍ Ｈｇ，Ｐ＜０．００１；４８．６４
ｍｍ Ｈｇ邯．４４．９８

Ｉｍ

ｍｍ Ｈｇ±１１．１２

ｎｕｎ

Ｈｇ±

Ｈｇ±１４．７５

ＴＣ、ＴＧ、年龄、性别、饮酒和民族与高血压患病呈正

ｍｍ Ｈｇ，Ｐ＜

相关，即人群中ＴＣ和ＴＧ含量高、年龄大、男性、饮

０．００１）（表２、３）。
表２

壮与汉族合并人群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共６个：

酒量大、壮族者，高血压患病率较高（表４）；汉族人

黑衣壮与汉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比较

群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共４个：ＴＣ、年龄、性别和饮
酒与高血压患病呈正相关，即人群中ＴＣ含量高、年
龄大、男性和饮酒量大者，高血压患病率较高（表

５）；黑衣壮人群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共３个：ＴＧ、年
龄和性别与高血压患病呈正相关，即人群中ＴＧ含
量高、年龄大和男性者，高血压患病率较高（表６）。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为患病率（％）

４．不同居住村高血压患病率：不同居住村黑衣壮

２．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本次调查

的高血压患病率存在明显差异（表７），不同居住村汉

显示在２６９例黑衣壮高血压病患者中仅有２３例知

族人群收缩压升高率、舒张压升高率、收缩压／舒张压

道自己患高血压，知晓率为８．６％，治疗率为４．５％，

升高率和高血压患病率均存在明显差异（表８）。

表３

表４

黑衣壮与汉族人群身高、体重和血压水平比较（孟±ｓ）

表６

黑衣壮与汉族合并人群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表７

表５

黑衣壮人群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黑衣壮人群不同居住村高血压患病率比较

汉族人群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为患病率（％）

·５０１

表８

汉族人群不同居住村高血压患病率比较

·

Ｐ＜０．００１），说明ＢＭＩ对这两组人群血压的影响可
能较小。但黑衣壮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与血清ＴＧ水
平呈显著正相关，汉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与血清
ＴＣ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与脂代谢异常导致
血管内皮功能缺陷，从而促进高血压的发生
有关‘１

０Ｉ。

有许多资料证实饮酒和吸烟对血压有不利影
响［１１｜。饮酒量与血压之间存在剂量一反应关系。但

本研究仅显示汉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与饮酒呈显著
正相关，而黑衣壮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与饮酒则无显
著相关关系，两民族间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尚未清
楚。本研究还发现黑衣壮和汉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

注：同表７

讨

论

与吸烟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吸烟可能不是影响黑
衣壮和汉族人群血压的主要因素。

高血压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及时期其患病率可

本研究还显示，不同居住村的黑衣壮人群高血

能不同∞ｏ。因此研究不同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评

压患病率存在明显差异；但不同居住村的汉族人群

价其危险性，对高血压引起相关疾病或并发症的预

收缩压升高率、舒张压升高率、收缩压／舒张压升高

防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显示，黑衣壮

率以及高血压患病率均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除环

人群高血压和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患病率均显著高

境因素外，遗传因素也对黑衣壮和汉族人群的高血

于当地的汉族人群。其原因可能有：①黑衣壮多居

压患病率有重大影响［３］。黑衣壮有史以来一直实行

住在海拔９００～１６００ ｍ的大石山区，有报道高原地

严格的族内婚制，其遗传背景可能较为一致，同时他

区人群的血液黏滞度偏高Ｈ１，在缺氧情况下，可使儿

们居住在同一环境，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或体力活动

茶酚胺增多，垂体加压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

强度等都比较相似。而汉族人群在这些方面则可能

增加，通过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使血压升

差异较大，因此不同居住村高血压患病率的差异也

高”１。②黑衣壮的主食为玉米粥，并靠食盐调味，因

较大。但这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此钠盐的摄入量较高。长期高摄盐量是高血压的一

高血压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是关系到

个重要易患因素№１。③那坡县属南亚热带，气候干

高血压治疗和预后极其重要的指标。本研究显示黑

燥，在山上居住，冬天天气寒冷，外周血管收缩，使血

衣壮人群高血压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明

压升高。④当地经济文化落后黑衣壮人群文化程度

显低于当地的汉族人群，也低于全国农村的水

普遍很低，缺乏必要的保健知识。

平ｕ ２｜。其原因主要是黑衣壮人群文化程度低，缺乏

性别和年龄对血压均有较大影响。有资料显示

必要的自我保健知识，对高血压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男性高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大，

因此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高血压患病率普查的力度，

高血压患病率明显增加＂１，这可能是由于多数心血

积极开展高血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尽快进行高血

管病的危险因素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缘

压综合防治及有效的干预措施。

故。本研究也显示两个民族的高血压患病率均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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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一起Ｃ群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爆发的５例患者临床分析
姚文虎赵伟魏洪霞赵红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国内多由Ａ群脑膜炎奈瑟菌
引起，Ｃ群菌少见，爆发性流行更为少见，现将南京市第二医
院收治的一起疫点上Ｃ群菌流脑爆发５例患者的临床分析
报告如下。

发型（混合型），入院后１６ ｈ，死于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余４例治愈。
讨论：我国流脑均以Ａ群菌为主。１９６９—１９７７年全国
各地从患者血和脑脊液分离脑膜炎奈瑟菌７７８株，Ａ群占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２日陆续收治Ｃ群菌流脑５例，均来自安

９７．３０％，Ｂ群占１．９３％，ｃ群占０．３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Ａ群

徽省滁州市某镇中学，为同一班级学生。其中男生３例，女

菌仍占９５％儿１，至９０年代末仍近９０％，而Ｂ群则升至

生２例，年龄均为１３岁。发病后至入院时间为１２～４８

ｈ，４

１０．２％【２ Ｊ。Ｃ群一直为少见菌群。本组病例为群发，所有病

例在发病２４ ｈ内入院。５例先后６天内发病，其中１例于２１

例均符合流脑诊断标准，且分离到Ｃ群脑膜炎奈瑟菌，当地

日、２例于２２日、１例于２３日、１例于２６日发病。此期间安

有Ｃ群菌流脑局部流行，故可认为５例均为Ｃ群菌流脑。本

徽省部分地区有Ｃ群菌流脑局部流行。５例均有高热（３９～

组Ｃ群流脑的流行病学特点是在学校引起的爆发。目前国

４ｌ℃）、头痛、恶心、呕吐；４例有皮肤淤点、淤斑，其中２例见

内多数地区免疫接种的是Ａ群菌苗，流行菌株亦为Ａ群，故

大片淤斑，并迅速增多；２例休克；２例意识障碍。根据临床

人群对Ａ群菌的抗体水平较高，一般认为不会引起Ａ群菌

表现，诊断为暴发型２例，其中休克型ｌ例，混合型１例，普

流脑的流行。而带菌者中，以Ｂ或Ｃ群菌为多，有调查指出，

通型３例。５例均符合《传染病学》诊断标准Ｈ１。实验室检

Ｃ群带菌者中，每３８００人中才会有１人发病…，但该地区何

查：①周围血象：白细胞总数１６．４×１０９～２２．８×１０９，平均

以造成学校的局部爆发，是否当地Ｃ群带菌者众多，尚待进

（１９．２±２．８７）×１０９；中性粒细胞占０．８０～０．９２，平均０．８６±

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本组Ｃ群流脑的临床特点为：①好发

０．０６。②脑脊液检查：２例暴发型急性期未查脑脊液，２例败

于青少年；②起病快，病情重，暴发型所占比例高；③预后较

血症期脑脊液正常，１例脑脊液呈化脓性改变，细胞数为

差；④Ｃ群菌对青霉素、头孢菌素等依然敏感。

５６．０×１０９，多形核占Ｏ．９７，蛋白升高，糖、氯化物下降。③细
菌学检查：淤点涂片阳性１例，脑脊液离心沉淀涂片阳性１
例。血培养阳性１例，脑脊液培养阳性１例，经鉴定为脑膜
炎奈瑟菌Ｃ群（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鉴定）。④细菌药
物敏感试验：细菌对青霉素、头孢三嗪、头孢他啶、氯霉素、苯
唑青霉素、环丙沙星均敏感。患者治疗均采用青霉素加头孢
三嗪，疗程１０天，其余包括对症治疗。５例中死亡ｌ例，为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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