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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２０岁及以上人群高胆固醇血症

及胆固醇边缘升高流行病学研究
满青青

张坚

孟丽苹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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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中国２０岁及以上人群高胆固醇（Ｔｃ）血症患病率和血浆总Ｔｃ边缘升高的

分布特征。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全国六类地区对抽取到的４８ ２９９名２０岁及以上调查对象进
行空腹血浆总ＴＣ的检测。结果

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均有随

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趋势，但大部分地区在６０～岁组之后出现下降趋势。城市高ＴＣ血症患病率由
２０～岁组１．３６％升高到７０岁组１２．５３％；农村由２０～岁组０．９８％升高到６０～岁组的５．１５％。城市和
农村人群７０岁组的ＴＣ边缘升高率分别比２０～岁组升高了４．４倍和４．２倍。各年龄组的高ＴＣ血症患
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均城市高于农村，一类农村均高于二、三、四类农村；二者５０岁以前男性均高
于女性，５０岁之后女性明显高于男性。结论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
率均有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趋势；二者随地区经济水平增高而增高，并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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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胆固醇（ＴＣ）血症是心血管系统疾病，及时了

解高ＴＣ血症在人群中的分布特征，对提出有针对
性的预防措施，控制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的上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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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有着重要意义。２００２年，卫生部开展的“中国居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

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首次将血脂指标的检测分

全所（孟丽苹、张坚、满青青、翟屹、由悦、杨晓光）；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析纳入到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中。本研究利用该次调

制中心（李红）；北京阜外医院（李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赵
文华）

通讯作者：张坚，ｚｈｊｉａｎ６７０８＠ｖａｈ∞．ｃｏｍ．ｃｎ

查的数据资料，分析我国２０岁及以上人群高ＴＣ血
症患病率和血浆总ＴＣ边缘升高率及其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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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４８ ２９９人，其中男性２２ ７００人（占４７．０％）、女性
对象与方法
２５

１．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
养与健康状况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５９９人（占５３．０％）；城市１６ ５７６入（占３４．３％），农

村３１ ７２３人（占６５．７％）。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及
地区分布见表ｌ。

方法，按经济发展水平及类型将全国各县／区划分为

２．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的年

六类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一类农村、二类农村、

龄、地区分布：在～定的年龄范围内，二者均具有随

三类农村和四类农村），从中抽取样本县（市、区）…。

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趋势，但在具体经济类型地区表

在抽取的样本人群中，所有２０岁及以上非孕妇、乳

现不尽相同。高ＴＣ血症患病率随年龄升高的趋势

母的血脂测定人群为本次分析的对象，共计４８

在大城市中最为显著，并未见高年龄组的下降。中

２９９

人。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小城市、一类农村、四类农村地区的高ＴＣ血症患病

２．ＴＣ检测与异常判断标准：现场采集调查对

率在６０～岁组之后开始下降，其中一类、四类农村下

象空腹静脉血。使用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浆总ＴＣ

降较为明显。ＴＣ边缘升高率在城市和农村（指合

浓度。检测试剂由北京中生公司提供，测定方法为

计，下同）中始终保持随年龄升高而升高的趋势，二

ＣＨＯＤ—ＰＡＰ酶法。根据１９９７年血脂异常防治对策

者分别由２０～岁组的２．１４％和１．３３％上升到７０岁

专题组推荐的标准∽］，将血浆总ＴＣ升高分为ＴＣ边

组的１１．５６％和６．８１％，分别升高了４．４倍和４．２倍。

缘升高和高ＴＣ血症两个阶段，总ＴＣ为５．２０～

但大城市和四类农村地区的ＴＣ边缘升高率在６０～

ｍｍｏｌ／Ｌ（２００～２１９ ｍｇ／ｄ１）为ＴＣ边缘升高；总

岁组之后下降。二类农村地区的高ＴＣ血症患病率

５．７１

ＴＣ≥５．７２ ｍｍ０１／Ｌ（２２０ ｍｇ／ｄ１）为高ＴＣ血症。本研

究将按这两阶段分别分析其分布特征。

和ＴＣ边缘升高率在５０～岁组之后即开始下降。
除２０～岁组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在城市、农村间

３．质量控制：对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以及数据

及四类农村地区间差异未见有统计学意义外，其他

清理各环节均进行质量控制。采集血液样本的现场

各年龄组的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均

工作人员和承担检验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均经过统一

为城市显著高于农村，一类农村均高于二、三、四类

培训和考核；检测仪器经过计量认证；统一提供检测

农村（Ｐ＜０．０５）。另外，分别在６０岁和５０岁之前

试剂；测定样本指标的同时测定质控血清，测定结果

的各年龄组中，一类农村的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

在给定范围内方可接受；通过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边缘升高率已接近，甚至超过城市地区（表２）。

中心的外部质量控制ｎ］，按统一的数据清理规则进

３．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的年
龄、性别分布：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在农村（男、女性）

行血脂数据清理。

４．统计学分析：本文涉及的高ＴＣ血症患病率

６０～岁组前随年龄增长而升高，６０～岁组后开始下

和ＴＣ边缘升高率均为调查人群的样本率。关于中

降，在城市（男、女性）中始终保持升高趋势。除城市

国成人高ＴＣ血症和ＴＣ边缘升高的调整患病率参

男性高年龄组有所波动外，其他各组ＴＣ边缘升高

见文献［１，３］的报道。应用ＳＡＳ ８．２软件完成统计

率均随年龄增长持续升高，尤其在女性（城市、农村）

分析。

中最为明显。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
结

均为５０岁以前男性高于女性，５０岁之后女性明显

果

高于男性，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高，二者差距增大

１．调查人群的年龄、性别及城乡分布：研究人群
表１

（表３）。

中国４８ ２９９名２０岁及以上人群年龄、性别及城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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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４８ ２９９名２０岁及以上人群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的年龄、地区分布

Ｚ值

观．６１

狮．５９

猫．舛

１卵．９９

１２２，晒

尸值４

＜Ｏ．０００１

＜Ｏ．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ｌ

＜０．００眦

注：。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在各年龄组间的趋势性检验；
０．００１；。各年龄组内部一类农村和其他农村地区比较的ｘ２检验，Ｐ＜Ｏ．０５；
内数据为百分比（％）

表３
年龄
（岁）

·

嚣．勰

９４

＜０．０００１

６７

＜０．０００１

７３．１４

亚．３１

＜０．００Ｄｌ

＜０ ０００１

６各年龄组内部城市和农村比较的＃检验，Ｐ＜ｏ．０５，
。Ｐ＜０．０１；

～

‘Ｐ＜

７Ｐ＜０．００１；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样本人数，括号

中国４８ ２９９名２０岁及以上人群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的年龄、性别分布

男一性

全国

城市

农村

竺

壅
全国

城市

农村

注：同表２

讨

论

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了ＴＣ增高是我国人群缺血
性心血管病（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高ＴＣ血症是心血管系统疾

素之一［７＇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的中美合作队

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引。血清ＴＣ水平增高与高冠

列研究显示，在患病率约２５％的高ＴＣ血症（≥５．２

心病、心血管病发病风险及其死亡率、高全死因死亡

ｍｍｏｌ／Ｌ）人群中，血清ＴＣ升高使缺血性心血管病发

率有持续、渐进的相关关系Ⅲ。近年来，国内大样本

病率危险增高１０％∽１。

虫堡煎塑疸堂壅查！！！！至！旦箜！！鲞箜！塑鱼！垫』垦Ｐ！ｉ！里ｉ！！！垒！ｇ！塾！！！！！Ｙ！！：！！！堕！：１

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首次获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

得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血脂流行病学资料。本研究

边缘升高率在青年向中年的过渡时期（２０～至３０～

在已得到中国成人血浆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

岁组）明显上升，城市、农村３０～岁组均上升为２０～

缘升高率的全国代表性数据基础上¨一１，进一步揭

岁组的２倍左右。笔者发现在美国ＮＨＡＮＥＳ

示二者随年龄、性别和经济类型地区的变化趋势。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报道数据中ｎ ７【，男性中年早期高ＴＣ

这些结果将为我国成年人群血脂异常及缺血性心血

血症（ＴＣ≥５．２ ｍｍｏｌ／Ｌ，２００ ｍｇ／ｄ１）患病率的升高

管病的防治提供更为具体的依据。

幅度也是各年龄组中最大的（３５～４４岁组比２０～３４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

岁升高了０．４１倍）。青年时期的ＴＣ患病率快速升

缘升高率具有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趋势，但多数地

高无疑对其后期的ＴＣ升高趋势有着显著推动作

区在６０～岁组后出现下降，这种特点与国外研究中

用，但这个时期的ＴＣ变化很容易被忽视，故应该引

ＴＣ水平随年龄先升后降的特点一致［１钆１１］。高年龄

起重视。

组的ＴＣ水平下降可能是受炎症反应增加的影

分析结果显示，多数地区的ＴＣ边缘升高率甚

响ｕ ２Ｉ，也可能与年龄相关的肠道对ＴＣ的吸收下降

至高于高ＴＣ血症患病率。研究证实的血清ＴＣ与

有关‘１ ３｜，其明确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国外研究

冠心病死亡率的线性相关关系说明，ＴＣ边缘升高

中一般女性在７５岁左右ＴＣ水平出现下降¨４，１引，本

同样是缺血性心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Ｊ。由于

研究只在农村女性７０岁组发现高ＴＣ血症患病率

ＴＣ边缘升高是其升高过程的过渡阶段，易于通过

下降。城市女性则始终保持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

适当的饮食和行为干预进行防治，因而应当引起

ＴＣ边缘升高率的增长趋势。考虑到保证具体经济

重视。

类型地区的样本量，本研究将年龄分组截止到７０

根据分析结果，ＴＣ升高的防治应以城市和富

岁，未对７０岁以上人群进行年龄分组分析，因此可

裕农村（一类农村）、中年男性和更年期以后女性为

能掩盖了７０岁以后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

重点。由于ＴＣ升高的自身疾病特点不显著，人们

高率的下降趋势。对于高龄妇女高ＴＣ血症患病率

对其危害性普遍认识不足。为此，作好包括高ＴＣ

和ＴＣ边缘升高率的变化趋势，有待于相应的专题

血症在内的有关血脂异常的宣传教育工作十分必

研究来进一步揭示。

要。本调查为今后继续开展高ＴＣ的流行规律、影

对女性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率的
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女性在４０～岁组之后开始明

显上升。城市女性在３０～岁组之后即开始急剧上
升，尤其是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其上升幅度远高于农

响因素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及高ＴＣ的防治提供了
依据。
［感谢各省相关部门、全国３１个省级工作队及１３２个调查点项

目工作队、世界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利华食品（中国）有
限公司、达能营养中心（中国）给予的大力支持］

村女性和城市男性；４０～岁组和５０～岁组是城市女
参

性高ＴＣ血症患病率的急剧上升期，分别比３０～岁
组和４０～岁组升高了２．２７倍和１．０１倍（表３）。这种
分布特征反映了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高
率受性别和经济水平的影响。女性在５０岁左右进

考

［１］王陇德．２００２综合报告

献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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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血脂异常防治对策专题组．血
脂异常防治建议．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１９９７，２５：１６９一１７３

入更年期，失去雌激素对ＴＣ维持较低水平的保护

［３］赵文华，张坚，由悦，等．我国成人人群血脂异常流行特点研

作用，因而ＴＣ大幅增长。与农村女性相比，城市女

［４］Ｓｔａｍｌｅｒ Ｊ，Ｄａｖｉｇｌｕｓ ＭＬ，Ｇａｒｓｉｄｅ

性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水平、高脂膳食模式、快节奏

究．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３９（５）：３０６—３１０．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ｅｒｕｍ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ｏ

生活方式以及工作压力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在一
定程度上对ＴＣ升高具有直接或问接的推动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ＴＣ血症患病率和ＴＣ边缘升
高率同时具有随地区经济水平增高而增高的趋势，
这与其水平的分布特征相一致ｎ引，也与国内其他研
究相一致睛］，并再次验证了环境、特别是经济水平对
ＴＣ升高的影响。

ＤＢ，ｅｔ

ａ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３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ｏｆ

ｉｎ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ｔｏ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ＪＡＭＡ，２０００，２８４（３）：３１ｌ一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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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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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ｓｅｖｅｎ

ｓｔｕｄｙ．ＪＡＭＡ，１９９５，２７４（２）：１３１—１３６．

［６］Ｐｅｋｋａｎｅｎ Ｊ，Ｎｉｓｓｉｎｅｎ Ａ，ＰｕｎＳ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ａ１．ｓｈｏｒｔ—ａｎｄ １０ｎｇ—ｔｅｒｍ

ｓ，ｅｔ

ｗｉｔｈ

ｆｂｌｌｏｗ—ｕ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Ｊ

ｍｅ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 ａｌｌ－ｃａｕｓｅ ｍｏｒｔａｌｌ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ｖ．
ｓ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５一ｙｅａｒ

ｓｔｕｄｙ．Ａｍ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２，１３５（１１）：１２５１—１２５８

［７］吴兆苏，姚崇华，赵冬，等．我国多省市心血管病趋势及决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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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人群监测（中国ＭＯＮＩｃＡ方案）：Ⅱ．人群危险因素检测结

ｃ｝ｌｏｌｅｓｔｅｒ０１

果．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１９９７，２５：２５５—２５９．

ｃｈ０１ｅｓｔｅｒｏ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８］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课题协作组．我国中年人群心血管病主
要危险因素流行现状及从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末的变化趋势．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１，２９（２）：７４—７９．
缺血性心血管病事件的预测作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４，
［１０］Ａｓｓｉａｍｉｒａ Ｆｅｒｒａｒａ，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ａｒｒｅｔｔ—ｃｏｎｎｏｒ，Ｊｕｎ ｓｈａｎ．Ｔ０ｔａｌ，
ＬＤＬ，ａｎｄ ＨＤ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ｍ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Ｓｔｕｄｖ

Ｒａｎｃｈｏ

ｗｉｔｈ

ａｇｅ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ｍｅｎ ａｎｄ

１９８４—１９９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９６：３７ ４３．

ａｇｅｄ

ｅｌｄｅｒＩｙ
ｔｏ

ｏｆ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１ｉｐｉｄｓ

ａｄｕｌｔｓ，１９６０一２００２．ＪＡＭＡ，２００５，２９４

（１４）：１７７３—１７８１．

［１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 ｗＨ，Ｈａｒｒｉ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ｈｙｐｏｃｈ０１ｅｓｔｅｒ０１ｅｍｉａ．［ｂｍｎ

ｏｆ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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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ａｇ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ｍｅｎ

ｉ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ｈ０１ｅｓｔｅｒ。ｌ
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１９９２．１３６：２３—３４．

［１６］张坚，满青青，王春荣，等．中国１８岁以上人群血脂水平及分
布特征．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３９（５）：３０２—３０５．
ｓ

Ｆｏｒｄ，越ｉ Ｈ Ｍｏｋｄａｄ，ｗａｙｎｅ Ｈ Ｇｉｌｅｓ，ｅｔ ａ１．ｓｅｒｕｍ ｔｏｔａｌ

ｃｈ０１ｅｓｔｅ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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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ｔｏ

２０００．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０７：２１８５—２１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叭一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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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６４３—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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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Ｈｅｉｔｍａｎｎ Ｂ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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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济南市１６３ ８５４名无偿献血者抗一ＨＣＶ检出率分析
马现君

陈元锋付敬楚中华

检测对象为济南市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无偿献血者１６３

８５４

人，均体检合格，年龄１８～５５岁。抗一ＨＣｖ试剂购自北京金豪

抗一ＨＣＶ阳性１１０例，阳性率０．３２％，其他１８ ４２４人，抗一ＨＣＶ
阳性７９例，阳性率０．４３％（Ｙ２＝３．８５，Ｐ＜０．０５）。

公司、北京万泰公司、上海科华公司，批检合格，有效期内使

检测结果表明，济南市无偿献血者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低于

ＡＴ

国内其他地区¨’２ｊ，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献血

ｐｌｕＳ２，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Ｍｉｃｒｏｌａｂ ＦＡＭＥ，购自瑞士哈密

者献血后，知道自己阳性不再参加献血，阳性献血者逐步被

顿公司。检测用ＥＬＩＳＡ方法，用不同厂家试剂进行初复检，

筛除，而献血者不同献血次数间的阳性率存在显著差异，多

任何一试剂检测为阳性的即判为阳性。统计学方法为它

次献血者阳性率低于初次献血者，提示多次献血者是低危人

检验。

群。多次献血者并未随献血次数的增加而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增

用，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全自动样品处理仪Ｍｉｃｒｏｌａｂ

济南市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１６３ ８５４名无偿献血者抗一ＨＣＶ平

加，原因是采血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严格消毒，应用一次性

均阳性率为０．５２％（８４７／１６３ ８５４），其中２００４年阳性率

采血器材。不同性别献血者阳性率无差异，说明男性与女性

０．７５％（４２４／５６ ４７５），２００５年阳性率０．４３％（２３４／５４ ７４１），

感染ＨＣＶ的概率与免疫水平可能相同。不同年龄组

２００６年阳性率０．３６％（１８９／５２ ６３８），呈逐年下降趋势（Ｙ２＝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无差异，但低年龄组的阳性率高于高年龄组，

９４．０８，Ｐ＜０．００１）。不同性别无偿献血者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比

与杨明毅ｂ ｏ的报道相悖，是地区差异还是其他原因，有待进

较，２００６年共检测无偿献血者５２ ６３８人，抗一ＨＣＶ阳性１８９

一步研究。不同职业间的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存在显著差异，学

例，阳性率０．３６％。其中男性３２ ６６７人，抗一ＨｃＶ阳性１２０例，

生和现役军人阳性率低于其他人群，说明他们是低危人群。

阳性率０．３７％。女性１９ ９７１人，抗一ＨＣＶ阳性６９例，阳性率

分析本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在目前我国尚不能普遍推行核酸

０．３５％（Ｙ２＝Ｏ．１７，Ｐ＞０．０５）。不同献血次数显示，２００６年

检测技术的情况下，血站在选择无偿献血人群时，应以学生、

初次献血者１８ ４６２人，抗一ＨＣＶ阳性９８人，阳性率０．５３％，多

现役军人或多次献血者为主。

次献血者３４ １７６人，抗一ＨＣＶ阳性９１例，阳性率０．２７％（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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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５，Ｐ＜０．０叭）。不同年龄无偿献血者显示，２００６年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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