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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高血压是代谢综合征中的一个组分吗？
武阳丰

梁立荣

自１９８８年Ｒｅａｖｅｎ川首先提出了“Ｘ综合征”的

与高血压无相关性。Ｍｕｌｉｅｒ等”ｏ在正常血压人群中

概念，至１９９９年ＷＨＯ正式命名代谢综合征

（咒＝６４９）分析了高胰岛素血症与血压的关系，该研

（ＭＳ）旧１，再到２００１年美国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

究将人群ＢＭＩ和胰岛素水平分成三等分，发现调整

疗组第三次指南（ＮＣＥＰ—ＡＴＰⅢ）ｂ１和２００５年国际

年龄后，无论男女在同一胰岛素水平，血压随着

糖尿病联盟（ＩＤＦ）提出的ＭＳ标准Ｈ］。这些诊断标

ＢＭＩ的增加而增加，但在同一ＢＭＩ水平，血压并未

准虽不完全相同，但高血压始终作为ＭＳ一个重要

随着胰岛素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表明控制ＢＭＩ后血

的组成成分。高血压的确是ＭＳ的一个组成成分

压与高胰岛素血症无关。我们对中美合作研究中年

吗？上述权威机构的定义使得大家对此没有怀疑。

龄３５～６４岁的北京市石景山地区居民（咒＝２２３０）的

然而事实上，高血压与胰岛素抵抗、Ｍｓ的关系有许

研究结果显示，空腹胰岛素水平与收缩压（ＳＢＰ）、舒

多问题尚未清楚，国内外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提示我

张压（ＤＢＰ）、ＢＭＩ和腰臀比（ＷＨＲ）密切相关，但调

们有必要重视并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整了ＢＭＩ后空腹胰岛素水平与血压的相关性消失。

１．高血压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高血压被认为

香港一项对４１３例汉族血糖正常者的研究结果类

是ＭＳ的一个组分，主要依据是许多研究结果显示

似，显示调整年龄、性别、ＢＭＩ后胰岛素抵抗与高血

胰岛素抵抗或高胰岛素血症与高血压密切相关。但

压的关联消失旧－。

也有不少研究并未得出此结论。研究结果不一致的

这些结果提示高血压与胰岛素抵抗可能无直接

原因有很多，除了研究人群、研究方法、胰岛素抵抗

的关系，胰岛素抵抗不一定会引起血压升高，是肥胖

的评价方法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肥胖在胰

这个“混杂因素”将二者关联起来。实际上，早期也

岛素抵抗和高血压的关系中所起的混杂作用。早期

有不少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个观点∽’１１｜，

的研究多为横断面研究，无法明确二者的因果时序，
即使是那些前瞻性的观察或试验研究分析二者的关
系时，却大多忽略了肥胖或体脂分布的混杂作用。

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罢了。高血压与胰岛素抵
抗的关系尚有待更多的设计良好的前瞻性研究或干
预试验来加以澄清。

如（南ｆｆ等”１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胰岛素抵抗与高

２．高血压是否独立于ＭＳ增加心血管疾病

血压发病危险密切相关，胰岛素敏感性指数（ＳＩ）每

（ＣｖＤ）危险：虽然高血压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尚未得

增加１个单位，高血压发病危险降低１０％（尺Ｒ＝
０．９０），但此分析只调整了年龄、性别、种族和吸烟
等，未调整与肥胖相关的指标如体重指数（ＢＭＩ）。
由于肥胖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同时也可以引
起血压上升，肥胖是研究胰岛素抵抗（或高胰岛素水
平）和高血压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时必须加以控制
的“混杂因素”。流行病学理论告诉我们，这样的混
杂因素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控制，所得的因果联系
往往是一个假相。
Ｓａａｄ等№１同样采用前瞻性研究，在调整了包括
ＢＭＩ和腰围等因素后，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敏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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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明确的定论，但高血压预测心脑血管病危险的价值
已被证实，ＭＳ增加ＣＶＤ危险也是不争的事实。因
此，考察高血压是否为ＭＳ的一个组分还可以从另外
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看一看高血压对ＣｖＤ发病危险
的作用是否独立于ＭＳ或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ＭＳ。
一项较大规模（咒＝１８５３）的横断面研究探讨了
ＭＳ和高血压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发现有高血
压的ＭＳ患者其颈动脉粥样硬化比无高血压的ＭＳ
患者程度重，提示高血压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
独立于ＭＳ＿“１。
已经明确ＭＳ各组分如肥胖、高血糖、血脂异常

和高血压均是ＣⅦ重要的危险因素，理论上多个危

统计学系（武阳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流行病学研

险因素聚集其协同致病作用远远大于单个危险因素，

究室（梁立荣）

即ＭＳ对ＣⅦ的危险性大于其单个组分，如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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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并未得出此结论。美国

医生在发现一个ＣＶＤ危险因子之后，只是看见了冰

第三次全国健康营养调查（ＮＨＡＮＥＳⅢ）显示，冠心病

山的一角，重要的是继续发掘评估潜藏在冰山下的

（ＣＨＤ）患病率随着ＭＳ（Ｎａ印一ＡｒＰⅢ标准）患病率的

其他危险因子，并积极地治疗各个危险因子，避免用

增加而增加。为进一步明确ＭＳ增加冠心病患病危

“ＭＳ”这个诊断。

险是否独立于各组分所致危险，采用多因素分析将

总之，在循证医学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和更科

ＭＳ与其各组分同时进入模型，结果表明ＭＳ与Ｃｍ

学的证据来阐明高血压与胰岛素抵抗和ＭＳ的关

发病危险无关（０Ｒ＝０．９４，９５％ＣＺ：０．５４～１．６８），而

系，以便更加做好高血压和ＣＶＤ的防治工作。

其组分中血压（０叹＝１．８７，９５％ａ：１．３７～２．５６）、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Ｉ．一Ｃ）（０Ｒ＝１．７４，９５％ａ：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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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Ⅷ危险密切相关，其中ＭＳ与ＣⅧ的发病危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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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与Ｃｍ发病危险密切相关。提示ＭＳ预测
Ｃｍ发病危险并不独立于单个组分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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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代谢综合征与心血管病预防
赵冬；刘静
代谢综合征（ＭＳ）近年来在国内外心血管病防

集，形成心血管病终末期疾病的高发群体。而医疗

治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国家“十一五”

资源的绝对缺乏和人群中较低的医疗保障覆盖率，

科技规划也将此项研究列为心血管病防治的重点项

使得以通过治疗已形成的危险因素的策略，难以真

目。其主要原因是ＭＳ的研究结果为动脉粥样硬化

正减缓或逆转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上升趋势，且不

性疾病的更早期预防提供理论基础。

能遏制人群中多重危险因素人群的不断扩大形成的

心脑血管疾病是目前我国国民死亡的首位原

恶性循环。国家在“十一五”重大疾病防治规划明确

因，占总死亡４０％。根据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中心

提出了防线前移的方向，这代表预防策略重点将从

“中国心血管病２００５年度报告”¨Ｊ：我国每年心脑血

治疗控制已形成的危险因素前移至预防和遏制危险

管病的医疗费用达１１００亿元人民币。同时，我国近

因素的产生，特别是多重危险因素的形成。这也是

期进行的关于心脑血管发病死亡趋势的预测研究结

ＷＨＯ提倡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慢

果显示，如果目前不能有效遏制心脑血管病危险因

病预防策略。

素的上升趋势，这种上升趋势将与社会人口快速老

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以ＭＳ为代表的心

龄化共同作用，在未来５—１０年时间内心脑血管疾

血管病多重危险因素的聚集现象不是偶然发生

病死亡人数将大幅度增加幢ｏ。２００３年美国哥伦比

的。４’５｜。肥胖、高血压、血脂和糖代谢异常等心血管

亚大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５个发展中国家心血管病

病危险因素（近年加入凝血系统异常和炎症状态）的

对未来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报告，即《和时间赛跑》

共生共存，实际来源于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即多重

中发人深省的指出，这些发展中国家仅有２０年的窗

危险因素的发生、发展有共同的根基，其中中心性肥

口期来逆转目前的心血管病上升趋势，否则，不断增

胖导致的胰岛素抵抗是目前证据最多的学说。而针

加的终末期心血管病的巨大负担将极大地遏制这些

对其共同病理生理基础的早期干预可以遏制或减少

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极大的危害劳动力人口的健康。

多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形成，达到“一石多鸟”的

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是否

预防效果。这是ＭＳ的概念在心血管病防治领域被

有能力担负预防心血管病”，而是“是否有能力担负

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虽然对ＭＳ研究的一些关键

不预防心血管病”∞１。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在心血

学术问题还存在许多争议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但其

管病预防上进行了诸多研究，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

在心血管病早期防治中的价值已得到较多的共识。

但重点仍是以单个危险因素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

目前国内外大量的ＭＳ流行病学研究为进一步

制率为防治目标，即把心血管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线

认识其危害程度，探索与心血管病早期预防的关系

设在已形成的危险因素的治疗和控制上。因此导致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已发表的有关ＭＳ发病率的研

这些危险因素产生的上游因素（不良生活方式、肥胖

究主要有：美国的ＩＲＡＳ（Ｔｈｅ

等）未得到控制，人群中具有危险因素的相对频率和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Ｓｔｕｄｖ）、Ｓａ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Ｈｅａｒｔ

绝对人数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负担，其中

西哥城糖尿病研究、法国的ＤＥＳＩＲ队列研究和我国

超过１／３的人具有以ＭＳ为特征的多重危险因素聚

台湾的金门队列研究‘６。１…。这些研究阐明了Ｍ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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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发病趋势，并分析了肥
胖、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肝功能异常和炎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