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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学龄儿童血压分布、影响因素
及其变化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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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大庆市学龄儿童血压水平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并探讨影响儿童血压水平的危

以大庆市小学新人学儿童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五年的前瞻性研究；研究对象每年进

行身高、体重和血压的测量，隔年进行三酰甘油、血糖和胰岛素的测定。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
件。结果４４７例研究对象中，基线调查高血压患病率为２．０１％、血压偏高者１５．４４％，至第五年患病
率增至５。３７％、血压偏高者１９．４６％。５年间，收缩压由（１００．６５±１１．６２）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ｋＰａ）增至（１０６．６７±９．２９）ｍｍ Ｈｇ，舒张压由（６６．２７±１１．３１）ｍｍ Ｈｇ增至（７０．２８±７．９８）

０．１３３

ｍｍ Ｈｇ，第五年男、女生差异显著。高血压家族史、体重指数（ＢＭＩ）、三酰甘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

数和胰岛素敏感指数与血压水平有关联；其中家族史、ＢＭＩ和胰岛素敏感指数对血压的变异解释最
有意义，家族史与收缩压和胰岛素的差异与肥胖有关，胰岛素敏感性降低有独立作用。结论

大庆市

学龄期儿童高血压的患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肥胖、遗传和胰岛素抵抗是高血压发生的主要危险因
素，这三者可独立作用，亦可相互协同。

【关键词】高血压；影响因素；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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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６‘

东北地区是高血压病的高发地区，患病率逐年

（ＦＰＧ）测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三酰甘油（ＴＧ）的

增高。以黑龙江省为例，４０年来增高１０５％，且增高

测定采用酶法（上海长征生物制品所试剂盒），使用

速度逐年加快，发病年龄趋向年轻化。１ｊ；为了解大庆

日立７１７０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标本储于一２０℃以

市儿童血压水平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儿童血

下，采用血浆胰岛素双抗体放射免疫法（中美合资天

压水平的危险因素进行了研究。

津九鼎医学工程公司试剂盒）测定空腹胰岛素
（ＦＩＮＳ）。儿童胰岛素敏感指数（ＩＳＩ）＝１／（ＦＰＧ×

对象与方法

ＦＩＮＳ），胰岛素抵抗指数（ＩＲ）＝（ＦＰＧ×ＦＩＮｓ）／
１．研究对象：于１９９９年在大庆市市区采用整群

抽样的方法抽取３所小学为研究现场，以新入学的
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为：除外患有急
慢性感染性疾病者，年龄７周岁，共计４６５人。
２．方法：①血压测量：采用儿童专用标准袖带水

银血压计，受试者充分休息５—１０ ｍｉｎ后测坐位右臂
血压，以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一音为收缩压（ＳＢＰ），第五音
为舒张压（ＤＢＰ），分别测定３次，每次间隔３—

２２．５。④对父母问卷调查：包括高血压家族史、家庭
人口数、儿童出生体重、家庭月均收入等。
３．统计学分析：调查结果的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软

件录入计算机中，使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统计方法包括完全随机方差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ＳＮＫ检验、Ｙ２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

果

ｍｉｎ，取最后２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进行分析。儿

１．基本情况：第一年调查了４６５名新人学儿童，

童血压分级采用Ｈｏｄｅ标准，血压正常为ＳＢＰ≤

平均年龄７．６岁，其中男２４０例，女２２５例，至第五年

１１０ ｍｍ

ｋＰａ）和（或）ＤＢＰ≤

随访结束，共观察到４４７例，其中男２２９例，女２１８

Ｈｇ；血压偏高为１１０ ｍｍ Ｈｇ＜ＳＢＰ≤

例，失访率为３．８７％。研究对象父母均为大庆油田

５

７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Ｈｇ和（或）７０ ｍｍ Ｈｇ＜ＤＢＰ≤８０ ｍｍ Ｈｇ；

采油职工。４４７例研究对象中，有高血压家族史１６１

高血压为ＳＢＰ＞１２０ ｍｍ Ｈｇ和（或）ＤＢＰ＞

例（３６．０２％），低出生体重９例（２．０１％）。ＢＭＩ、血

８０ ｍｍ

压和ＦＰＧ均服从正态分布，用均数和标准差（孟±

１２０ ｍｍ

Ｈｇ。其高血压病家族史（指父母、祖父母和

外祖父母有任何一方患高血压病）的确定方法为分

ｓ）描述其分布，并进行统计分析（表１）；ＴＧ与胰岛

别经询问病史并查阅既往病历，或测量血压来确定，

素指标为偏态分布，用四分位数描述其分布，转化为

成年人高血压诊断标准为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 Ｈｇ和（或）

自然对数后进行统计分析。各指标均随年龄的增长

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②身高和体重测量：受试者均脱

而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２）。

去鞋及外衣进行体重及身高测量，测量２次取平均

２．儿童血压分布：第一年基线调查中，血压正常

值，体重指数（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２，参考中

的儿童３６９名（８２．５５％），偏高６９例（１５．４４％），患

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ＢＭＩ值分类标准

高血压的儿童９例（２．０１％）；至随访第五年，血压正

为依据。２。。③血液指标测定：清晨采空腹（禁食１２—
１４

ｈ）静脉血３～４ ｍｌ，２ ｈ内分离血清测定。血糖
表１

常的儿童３３６名（７５．１７％），偏高８７例（１９．４６％），
患高血压的儿童２４例（５．３７％）。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庆市４６５名儿童部分测量指标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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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正常的儿童比例在逐年减少，而血压偏高和高

分析（模型二）。结果显示，与胰岛素相比较，ＩＳＩ的

血压的儿童在逐年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

标准偏回归系数增大，并超过了高血压家族史的标

２１．４６８，Ｐ＝０．００６），见图１。男生与女生的ＳＢＰ和

准偏回归系数，其可以解释的变异量也有所增长，并

ＤＢＰ值均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增高，差异有统计学

且显著性检验的Ｐ值＜０．０５，显示ＩＳＩ指标优于胰

意义（Ｐ＜０．０５）。各年的ＳＢＰ和ＤＢＰ均值，男生均

岛素指标，见表３。

高于女生，平均相差１～２个ｍｍ Ｈｇ，但第一年至第
四年，男、女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随访最后一
年，性别对血压产生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ＳＢＰ：Ｆ＝
６．００５，Ｐ＝０．０１５；ＤＢＰ：Ｆ＝８．５７１，Ｐ＝０．００４），男
生和女生的Ｓ百Ｐ上升幅度均高于ＤＢＰ（图２）。
口正常

口偏高

口高皿压

１００

覆

８０

覆

霪

鎏

霪

墨６０

表３

大庆市儿童血压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模型
模型一“
截距

口

如

Ｂ

Ｒ２

￡值

Ｐ值

８８．５７４

２．２０２

４０．２１５

０．０００

ＢＭＩ

Ｏ．８６９

Ｏ．１３５

Ｏ．３１７

０．１３１

６．４５６

Ｏ．０００

家族史

１．９３０

０．８４９

Ｏ １００

Ｏ．０１０

２．２７４

０．０２３

胰岛素

１．２３３

Ｏ．６４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７

１ ８８６

０．０６０

模型二６
截距

８６．４１３

２ ４００

３５．９９９

０．０００

ＢＭｌ

０．８５８

０．１３５

０．３１３

０ １３１

６．３４９

０．０００

家族史

１

９２２

０．８４８

０．０９９

Ｏ．０１０

２．２６７

０ ０２４

ＩＳＩ

１．３１ ２

０ ６４８—０．】００

Ｏ．００８

—２．０２６

０

０４３

丑

鑫４０

注：。Ｆ＝２５

６９８，Ｐ＝０．０００，Ｒ

２

Ｏ．０００．Ｒ ２＝Ｏ １４９
２０

（２）胰岛素抵抗、肥胖和遗传因素对血压的共同

Ｏ

年龄（岁）
图１

大庆市４６５名儿童不同血压级别随年龄的分布

作用：在上述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胰岛

素抵抗、肥胖和遗传因素对血压的影响。将随访第
五年的儿童按照有无高血压家族史分为两大组，每

组再分别以ＢＭＩ级别分为超重肥胖组和正常组，目
的是分析遗传因素分别对血压和胰岛素的影响。其
中，有家族史伴超重肥胖儿童（组别１）３３人，有家族
史但ＢＭＩ正常的儿童（组别２）１２８人，无家族史伴
超重肥胖儿童（组别３）５３人，无家族史且ＢＭＩ正常
的儿童（组别４）２３３人。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年龄（岁）
图２

大庆市４６５名不同性别儿童的血压值
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ｓＢＰ、胰岛素以及ＩＳＩ均为组１＞组３＞组２＞组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ＳＮＫ检验显示，ＳＢＰ与胰岛素的
１、３组和２、４组均无差异，其方差分析所得的统计

３．儿童血压水平的影响因素：

（１）各影响因素的多元统计分析：以Ｙ２检验和
方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
和专业意义的性别、出生体重、ＢＭＩ、ＴＧ的自然对
数、ＦＰＧ、胰岛素的自然对数与高血压家族史为自变
量，ＳＢＰ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经过散点图

观察、残差分析、正态性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诊断
后，确定数据符合回归分析条件，变量进入概率为≤

学差异为ＢＭＩ所致。ＩＳＩ ２和４组无差异，其余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以ＳＢＰ为自变量，ＩＳＩ和

组别为应变量，将其中组别转化为哑变量，分别赋值
为ｘ，（高血压家族史伴超重肥胖组）、ｘ：（高血压家
族史ＢＭＩ正常组）和ｘ，（无高血压家族史伴超重肥
胖组），对照组为无高血压家族史ＢＭＩ正常组，进行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变量进入概率为≤０．１０，移出概

０．１０，移出概率为≥０．１５。回归结果显示，ＢＭＩ、高

率为≥０．１５。结果显示４个变量均进入方程，显著

血压家族史和胰岛素进入方程（模型一），三者共可

性检验的概率均＜０．０５。拟合的方程中４个变量可

以解释变异的１４．８％，其中ＢＭＩ占１３．１％，家族史

以解释变异的１２％，其中ＩＳＩ的影响最显著

和胰岛素的影响微弱，但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胰岛

（６．２％）。３个哑变量中ｘ，与ｘ，的作用明

素的Ｐ值为０．０６）。将血胰岛素的自然对数项替换

显＞ｘ，，并且这三组相对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成为ＩＳＩ的自然对数，其他同上，进行多元逐步回归

意义（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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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大庆市４６５名儿童血压影响因素的

童超重和肥胖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大。在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模型

Ｂ

ｅ

如

截距

９８

１２５

２ ０２９

ＩＳＩ

—２

１００

０

６

３

多因素分析中，ＢＭＩ的影响几乎占据了模型可以解

２

Ｒ

＾＊

１

￡值

Ｐ值

８ ３５９

０ ０ＯＯ

释的全部变异。以上提示，肥胖是高血压的高危因

素，并在生命早期开始发生作用。大量研究也证明，

Ｏ

６Ｏ

０ ０６ ２

３ ３ ２８

０ ＯＯ１

９９

Ｏ ０２ Ｏ

４

４０

Ｏ Ｏ０Ｏ

高血压患者及正常血压人群减轻体重都可使血压下

９８

０

０６

Ｏ ０Ｏ０

降，预防体重过度增加或异常增加可以减少以后血

０ｌ

０ ００ ９

４２

Ｏ ０３ ３

Ｘ１

７．０４７

ｌ ７ Ｏ２

０

强

５．６９２

１ ３ ８６

０

Ｘ２

２．０６６

０

０

９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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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Ｏ２ ７

４
２

ｉ

压的升高。

血清胰岛素水平异常和胰岛素抵抗与心血管病
讨

论

的许多危险因素显著相关，在一般人群和有高血压

，

家族史的人群血清胰岛素升高及其有关的代谢异常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高血压儿童的患病

经常发生在超重、肥胖与血压升高之前，提示其在心

率在随访开始时（７岁）为２．０１％，至第五年随访结

血管病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旧’…。本研究显示

束（１１岁）增长为５．３７％。血压偏高的儿童第一年

高血压组血清胰岛素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ＩｓＩ则

和第五年分别为１５．４４％和１９．４６％，提示这些儿童

低于对照组，这与其他多数同类研究结果相一致。

未来有较高的高血压患病风险。和国内其他同类研

血压正常儿童的胰岛素含量高于血压偏高和高血压

究比较，与辽宁省北票地区儿童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的儿童，但ＦＰＧ值未见差异，提示此时部分儿童的

致３Ｉ，略低于石家庄、北京、内蒙古等地区，高于长

ＦＰＧ水平虽然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但代偿性的高胰

沙、甘肃等地区。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较，低于新西

兰Ｄｕｎｅｄｉｎ高血压高发区和美国的非洲裔黑人儿

岛素血症已经出现。高胰岛素血症一直被认为是在
无高血糖症的环境中，作为胰岛素抵抗的替代出现，

童。４。。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饮食

它们都是随后代谢综合征相关的病理改变发生的中

结构不断改变，儿童体质也随之迅速变化”ｏ，我国儿

心环节’１ ０Ｉ。研究结果还表明，ＩＳＩ能够比胰岛素指

童的血压分级标准、超重和肥胖标准也在不断进行

标更好地解释其在儿童血压变异中的作用，ＩＳＩ与

着相应的调整，国际上多数国家儿童的同类分级标

儿童血压的水平呈负相关。

准也因种族、年龄、生活水准等影响而并不统一，这

本研究还探讨了高血压家族史、肥胖和胰岛素

些都是各项同类研究产生差异的原因。但可以肯定

抵抗的共同作用。单因素分析的结果说明了有与无

的是，本地区是高血压的高发地区，儿童与成年人的

高血压家族史组间，ｓＢＰ水平和胰岛素水平的差异

患病比例都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多数研究结果表

其实是由肥胖的混杂所引起。调整了ＢＭＩ后，ＳＢＰ

明，男、女生血压的平均水平在不同的年龄段上表现

与胰岛素水平差异不显著，但高血压家族史与ＩＳＩ

一定程度的差异，一般１５岁以后男生血压水平上升

仍有关联，提示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在高血压的发病

速度明显高于同龄女生。把儿童按年龄分层，１２岁

中独立于遗传因素和肥胖因素。将多因素分析的结

以下的血压水平在两性之间的差异消失，同时在青

果结合以上所有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儿童期促使

春发育期终止以后血压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

血压升高的各种因素中，肥胖因素是最重要的危险

原发性高血压具有家族聚集性的特点，父母一

方患原发性高血压，其子女有１／３可能发生高血压。

信号，如同时伴有高血压家族史和／或胰岛素敏感性
降低，可产生协同作用，进一步升高血压。

养父母与其子女的血压相关性显著低于亲生父母与

本调查以学龄期儿童为研究对象进行５年的前

其子女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有高血

瞻性研究，自然的排除了许多后天环境因素的干扰，

压家族史的儿童血压均值和血压偏高的比例均高于

清晰地描述了北方高血压高发区的城市儿童血压的

无家族史组，其中ＳＢＰ值的差异大于ＤＢＰ，遗传因

分布特点及其变化趋势，并揭示了某些危险因素的

素对血压水平的影响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显现，提

作用强弱，为高血压的发病机理和治疗的研究提供

示可能存在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肥胖儿童患高

了一份可信的参考。根据研究结果可以推断，无论

血压的危险是非肥胖儿童的３～５倍，尤其腹型肥胖

有、无高血压家族史，儿童期的肥胖都会是引起高血

是心血管因素的高危因素。６’７。。本研究中各组的血

压的危险因素。即使有高血压家族史，只要将ＢＭＩ

压均值和血压级别百分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儿

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可以极大的降低未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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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的发病概率，这对于高血压的早期预防有十分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１ Ｊ

Ｆｕ ＳＹ，Ｃａｏ

ＹＭ，Ｌｉ

Ｈｅｉｌｏｎ西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考

Ｄｕｎｃａｎ ＧＥ，Ｉ。ｉ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１．Ｈｙｐｅｎｅｎｓ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ｌｏｎ 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ｄ Ｊ，２００２，１１５：４９８—５０１

［３］欧凤荣，时景璞，高嘉宁，等．北票市５７６２名儿童高血压患病率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ｈｏｒｔ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ｌｏｌｌｇ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

ＵＳ．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１９９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Ｐａｅｄｉａｔｒ

ｉｎ

ｏｂｅｓｅ，

ｈｖＤ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ｓｋ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ｍｓｉｓ，２００３，１６７：２７５—２８６．

ｌｅｖｅｌ，ｔｒｅｎｄ，

［¨］孔俭，孙捷，汲宏磊罗格列酮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降压作
用高血压杂志，２００３，１１：４５４—４５６．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０，８２：１６７５—１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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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广东省部分地区啮齿类实验动物汉坦病毒血清学调查
刘忠华

黄韧

刘香梅

袁文

汉坦病毒（ＨＶ）的自然宿主主要是小型瞒齿动物。从事

色法判定结果。

实验动物大小鼠生产及科学研究人员经常由于接触携带Ｈｖ

２．结果与分析：从实验动物生产单位共采取７５２只小鼠

的宿主动物及其排泄物、污染的尘埃等而受感染。因此，调

的ｍ清，包括普通级小鼠（ＮＩＨ １８９只；ＫＭ ２７８只）、清洁级

查啮齿类实验动物携带ＨＶ的情况，对有效防治肾综合征出

小鼠（ＫＭ ３０只；Ｃ５７ＢＬ／６ｊ ２６只；ＮＩＨ ３０只；ＢＡＬＢ／ｃ ２８只；

血热的发生和保护科研人员生命安全是十分必要的。为此，

ＤＢＡ

我们对广东省一些主要啮齿类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单位的

只；ＢＡＬＢ／ｃ ４１只；ＫＭ ２４只；Ｃ５７ＢＬ／６ｊ １０只；ＢＡＬＢ／ｃ—ｎｕ

大小鼠及其周围野鼠ＨＶ携带情况进行了取样调查。

只），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从实验动物生产单位共采取了

１．材料与方法：分别在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韶关等地

１８只；ＣＢＡ １０只；ＭＤＸ １０只）及ＳＰＦ级小鼠（ＮＩＨ ４３

２６１只大鼠的血清，包括普通级大鼠（ＳＤ １１２只；ｗｉｓｔａｒ

１５

２８

的高等院校实验动物中心、各研究所的实验动物室及药厂的

只）、清洁级大鼠（ＳＤ ４３只；ｗｉｓｔａｒ ３６只）和ＳＰＦ级大鼠（ＳＤ

实验动物车问采集实验动物大小鼠。野鼠样本主要在广州

２９只；ｗｉｓｔａｒ １３只），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从某大学开放

市采样。用摘眼球采血方法对各有关单位的大小鼠进行采

环境研究实验室（未申领使用许可证）采取实验大鼠６０只的

血；野鼠先进行布笼捕鼠，摘眼球采血，分离血清并放

２０℃

血清，经检测发现ＨＶ阳性抗体１１份。从某学校用于教学

以下冰箱保存待检。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购自中国药品生物

的普通动物暂养室内抽取５５只大鼠的血清，经检测发现ＨＶ

制品检定所，该试剂盒由抗原包被板、稀释液、阴性血清对

阳性抗体１份。从广州市共采集野鼠９４８只，其中褐家鼠

照、阳性血清对照、酶结合物、洗涤液、底物（０ＰＤ）、底物终止

８６６只，黄胸鼠５８只，小家鼠１２只，社鼠３只，臭鼬黯９只。

液、封膜组成。检测方法参考实验动物微生物国家标准ＧＢ／

褐家鼠抗体阳性３９份，其余为阴性。

１４９２２。２０叫和ＤＢ４４／Ｔ６４—９４的检验方法进行。具体操作步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广州市的野鼠常年携带ＨＶ，在开

骤根据所购买的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

放空间和无防鼠措施的环境下进行动物实验及饲养教学用

行。结果判定：将反应完成的酶标板放入ＢｉｏＲａｄ５５０型酶标

的大鼠出现Ｈｖ抗体阳性。

仪，取波长４９０ ｎｍ读取各孔Ａ值，根据试剂盒说明书用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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