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４５·

主堡煎堡疸堂盘查！！！！生！！旦箜！！鲞筮！！塑垦！！坠』垦２ｉ！！里ｉ！！：Ｑ！！！！笪！！！！！∑！！：！！！盥！：！！

·现场调查·

肺炎衣原体感染与高血压关系的
血清流行病学研究
刘丽娟

张永红

目的

【摘要】

刘永跃

佟伟军

张显玉

黄桂蓉

探讨肺炎衣原体（ｃＰ）感染与高血压的关系以及与高血压的传统危险因素的交

互作用对高血压的影响。方法

选取内蒙古自治区１４个村蒙古族居民１４３０人，其中高血压患者

４８８例，非高血压者９４２人。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清中的特异性ＣＰ ＩｇＧ抗体。应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高血压组和非高血压组间，ｃＰ ＩｇＧ阳性率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调整

年龄、性别、饮酒、吸烟、ＢＭＩ和血脂异常后，这种显著性关联不存在；研究发现ＣＰ感染和性别、超重、

斑脂异常的交互作用与蒙古族高血压有关联，其ｏＲ值分别为１３．９１６、５．７８５和２．９３５。结论ｃＰ感
染与蒙古族高血压无关联，但与高血压的其他传统危险因素有交互作用，可使蒙古族人群患高血压的
危险性增加。

【关键词】高血鹾；肺炎衣原体；感染；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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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感染或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发

研究中首次报道慢性ＣＰ感染与冠心病和急性心肌

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阻３Ｉ。肺炎衣原体（ＣＰ）可通

梗死相关，此后研究报道陆续增多。Ｍｅｎｄｉｓ等ｂ ｏ的

过呼吸道传播至全身其他系统，导致肌体慢性持续

研究表明，慢性ＣＰ反复感染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

感染。自１９８８年ｓａｉｋｋｕ等‘４ ３在较小的临床实验

有密切联系。本研究将重点探讨ＣＰ感染与高血压
的关系以及与高血压的传统危险因素的交互作用对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４７１４８４）

高血压的影响，为高血压的防治提供依据。

作者单位：１５００８６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
室（刘丽娟、黄桂蓉）；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

对象与方法

研室（张永红、佟伟军）；内蒙古通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永跃）；
内蒙古奈曼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显玉）
通讯作者：张永红，Ｅｍａｉｌ：ｚｈ８Ｊ１９ｙｈ３８８＠ｓｏｈｕ．∞ｍ

１．研究对象：于２００３年７—９月，选择内蒙古自
治区奈曼旗固日班花乡的１４个村作为研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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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１４个自然村世代居住蒙古族，生产方式以农业和

计算出暴露因素各种不同暴露组合下的相对效应，

牧业为主。本研究将１４个自然村内的所有３０岁以

即０Ｒ值及９５％可信区间（ＣＩ）。用归因交互效应

上居民均作为调查对象，要求每位调查对象签署知

百分比ＡＰ（ＡＢ）和超额相对危险比（ＲＥＲＩ）来进行

情同意书，对同意者进行血压等的测量、危险因素的

交互作用的定量研究。

调查及采集血标本。

ＡＰ（ＡＢ）指在Ａ、Ｂ两暴露因素联合效应中，归
因交互效应所占的比重：

２．研究方法：
（１）调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由经过培训的调查

ＡＰ（ＡＢ）＝［ＲＲ（ＡＢ）一ＲＲ（ＡＢ）一Ｒ尺（ＡＢ）＋１］／ＲＲ（彻）

员对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

Ｒ职ｊ：该指标评价暴露因素Ａ、Ｂ的联合作用与两

括：①一般人口学资料；②心脑血管病及肾脏疾病的

因素单独作用之和的差别。

既往史及用药史；③吸烟、饮酒状况；④身高、体重、

ＲＥＲ，＝ＲＲ（ＡＢ）一ＲＲ（Ａ百）一ＲＲ（页百）＋１

腰围和臀围，分别计算体重指数（ＢＭＩ）和腰臀围比
结

（ＷＨＲ），ＢＭＩ≥２４者为超重，ｗＨＲ＞０．９者为腹型
肥胖或向心性肥胖；⑤测量并记录血压。

果

１．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现场调查了１４个自

（２）血压的测量：使用台式汞柱式血压计进行血

然村共有３０岁及以上蒙古族居民１８３２人，本研究

压的测量。要求被测对象坐位休息至少１０ ｍｉｎ，收

获得有效调查问卷并知情同意者１４３０人，调查率为

缩压（ＳＢＰ）以Ｋｏｒｏｔ Ｋｏｆｆ第一音为准，舒张压
（ＤＢＰ）以Ｋｏｒｏｔ Ｋｏｆｆ第五音为准。对每位研究对象

７８．１％。其中高血压患者４８８例，血压正常者９４２
人，３０岁及以上人口的患病率为３３．７％。４８８例高

连续测量血压３次，以３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被测

血压者均排除既往肾脏病史并未接受过降压药物的

对象的血压值。高血压的诊断标准采用“ｗＨｏ／ＩＳＨ

治疗。将有关的调查因素按血压正常组和高血压组

１９９９高血压指南”，即ＳＢＰ≥１４０

列入表１。由表１可见，高血压组年龄≥５０岁者的

ｍｍ Ｈｇ

（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和／或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为高

血压，且无肝、肾病史，近２周内未服降压药。

比例（５２．２％）、男性构成比（５２．３％）均显著高于血
压正常组（２８．６％，３６．６％）。高血压组的吸烟率

（３）实验室检测：采用生化法检测血脂总胆固醇

（４７．７％）高于血压正常组（４４．６％），但差异无统计

（ＴＣ）、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学意义（Ｐ＞０．０５）。高血压组的饮酒率（４７．５％）显

（ＨＤＬ．Ｃ）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所用试

著高于血压正常组（３０．３％）（Ｐ＜０．０１）。高血压组

剂购自北京中生生物有限公司。采用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紫

的ＢＭＩ（２３．２７±１０．１７）、ＷＨＲ（０．８９±０．０８）显著高

外分光光度仪（ｕｌｔｒｏｓｐｅｃ一２０００）进行测定。检测步骤

于血压正常组（２１．７２±４．７９，０．８９±０．０８，）（Ｐ＜

和方法按说明书要求进行。血脂异常的判断标准：

０．０１）。高血压组的高血脂率（５４．８％）显著高于血

空腹ＴＣ≥５．２ ｍｍｏｌ／Ｌ或ＴＧ≥２．３ ｍｍｏｌ／Ｌ或

压正常组（４２．７％）（Ｐ＜０．０１）。高血压组的ＣＰ感

ＨＤＬ—Ｃ≤０．９ ｍｍｏｌ／Ｌ或ＬＤＬ—Ｃ≥３．４ ｍｍｏｌ／Ｌ者。

染率（１６．８％）显著高于血压正常组（１２．４％）。

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清中特异性ＣＰ ＩｇＧ抗体，试
剂购自杭州纽罗西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慢性ＣＰ

表ｌ

高血压组与非高血压组各调查指标的比较

感染判断标准：酶标仪测定，在４５０ ｎｍ下读取各孑Ｌ
的测定值，计算ｃｔｌｔｏｆｆ（０．２＋阴性对照）值，凡样本
值大于ｃｕｔｏｆｆ值者为阳性。
３．统计学分析：建立Ｅｘｃｅｌ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ｘ２检验方法进行高血
压组与非高血压组ＣＰ ＩｇＧ抗体阳性率的比较，然
后针对ＣＰ与高血压关系进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在分析时，分别以高血压与否为因变量，
ＣＰ感染及其他危险因素为自变量，其目的是控制其

２．ＣＰ感染及其他因素对高血压关系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他因素的混杂影响。ＣＰ感染与其他危险因素对高

回归分析（表２）：由于年龄、性别、饮酒、ＢＭＩ、ＷＨＲ、

血压的交互作用分析，采用非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血脂异常等可能会对ＣＰ感染与蒙古族高血压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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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造成影响，故进行以上多因素的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等被确认为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但迄今为止其确切

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饮酒、ＢＭＩ及血脂异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仍不清楚，传统的危险因素只能

常仍然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但ＣＰ感染与高血压

解释高血压病因的５０％左右，有些高血压患者并不

不相关（Ｐ＝０．１２３）。

具备以上危险因素。这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其他因素

表２

影响高血压因素的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对高血压的影响。近年来，“炎症或感染学说”在心
血管疾病的病因研究中备受重视。自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等
报道禽疱疹病毒可诱导动脉粥样硬化以来，不断有
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显示病原体感染与心血管疾病
有关。以往的研究多数只是探讨病原体感染与心血
管疾病的关系，没有同时探讨病原体与其他因素的
交互作用。近些年来，炎症与冠心病的关系已成为

３．ＣＰ感染与其他危险因素对高
表３

血压的交互作用：

未调整影响因素前ＣＰ感染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高血压的影响

（１）调整高血压的其他危险因素
前ＣＰ感染与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高
血压的影响（表３）：将ＣＰ感染分别与
性别、年龄、饮酒、ＢＭＩ、血脂异常的交
互作用对高血压的危险性进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显示，
ＣＰ感染与性别、超重、血脂异常对高
血压具有正相加模型交互作用。以上
二者的交互作用引起的高血压患病危
险性分别为１．９３、１．７０１、１．２３；在以上
二者同时存在时，患高血压的危险性
的２９％、２９％、２６％是由其交互作用。
（２）调整高血压的其他危险因素
后ＣＰ感染与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将
ＣＰ感染分别与性别、年龄、饮酒、

注：“一”阴性，“＋”阳性

表４

调整影响因素后ＣＰ感染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高血压的影响

ＢＭＩ、血脂异常的交互作用及其他因
素同时引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多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２显
示，在分别调整各影响因素后，ＣＰ感
染与性别、ＣＰ感染与超重、ＣＰ感染与
血脂异常仍然对高血压有正相加模型
交互作用。以上二者的交互作用引起
的高血压患病危险性分别为７．００５、
４．４６６、０．４７８；在以上二者同时存在
时，高血压患病危险的５０％、４４％、

１６％是分另Ｕ由其交互作用所导致的。
讨

论

虽然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饮
酒、超重或腹型肥胖、血脂异常、嗜盐

注：“一”阴性，“＋”阳性；＊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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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热点，一些研究结果显示，炎症或慢性感染

总之，本研究只能给出ＣＰ感染与高血压关系的线

在冠心病的发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Ｍ，７Ｊ。Ｔｈｏｍ

索，ＣＰ感染与高血压的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的前瞻

等¨１报道ＣＰ抗体阳性能使冠心病的危险性增加

性队列研究加以验证。

２．６倍，ＣＰ感染还与某些患者的冠心病严重程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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