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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儿童期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Ⅳ、Ｖ音的差异

及对成年高血压的预测价值
米杰

梁璐

王友发

张明明

【摘要】

王天有

目的探讨儿童青少年期Ｋｏｒ。ｔｋｏｆｆ第Ⅳ音（Ｋ４）与第Ｖ音（Ｋ５）的差异及对成年高血压

的预测价值，为选择血压测量方案和制定儿童血压评价标准提供依据。方法２００５年追访１９８７年建
立的“北京儿童血压研究”队列入群，基线儿童期Ｋ４、Ｋ５作为舒张压（ＤＢＰ），采用ｗＨＯ １９９６年标准
诊断基线儿童期高血压；成年期记录Ｋ５作为ＤＢＰ，采用《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０５年修订版）》诊断
成年期高血压。比较儿童期Ｋ４、Ｋ５的差异及对成年高血压的预测价值。结果

１９８７年基线调查６～

１７岁学龄儿童２５０５人，２００５年追访到４１２人。基线Ｋ４一Ｋ５差值的几何均数为（１０，１±１．７）ｍｍ

Ｈｇ

（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并随年龄增长而下降；除青春期外，其他年龄男女之间Ｋ４一Ｋ５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各年龄组Ｋ４一Ｋ５差值的分布构成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６～９岁、１０～１２岁、１３～１５
岁、１６～１７岁分别有５９．６％、６０．５％、５６．３％和４５．１％的儿童Ｋ４与Ｋ５差值大于１０ ｍｍ Ｈｇ。按ｗＨ０
标准，采用Ｋ４、Ｋ５为ＤＢＰ诊断高血压检出率分别为５．０％和２．４％。儿童期Ｋ４与成年期血压的相关
程度优于Ｋ５；且能预测成年期高血压。结论

当使用汞测压计测量儿童血压时，采用Ｋ４记录ＤＢＰ，

能更真实地反映儿童血压水平，使不同儿童的ＤＢＰ水平具有可比性；并且Ｋ４与成年ＤＢＰ的关联度
更高，即轨迹现象更强，更能体现儿童血压水平对成年高血压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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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 ｐｈａｓｅ

４；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 ｐｈａｓｅ ５；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高血压是我国成年人群患病率最高的慢性
病ｕ。，高血压导致的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使之成为

童血压队列人群。于２００５年追访到该队列人群中
４１２人，进行血压测量等健康检查。

我国疾病负担最重的慢性病之一。随着儿童肥胖的

２．研究方法：

流行，儿童原发性高血压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儿童

（１）调查内容：】９８７年基线调查和２００５年追访

期高血压不仅直接影响儿童的健康，而且由于血压

调查均包括～般人口学特征、本人和家族疾病史、人

轨迹现象，易导致高血压状态持续存在，继而发展为

体测量、血压测量等。

成年高血压患者心。４１。因此，儿童期定期测量血压，

（２）血压测量：基线（儿童期＞采用同时具国际单

可及时发现血压偏高个体，实施早期干预，是高血压

位千帕（ｋＰａ）和毫米汞柱（ｍｍ

一级预防的重要环节。采用汞测压计听诊法是目前

０．１３３

测量儿童血压的常规方法，但究竟是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Ⅳ

态下右上臂肱动脉血压；右上臂与心脏同一水平，袖

音（Ｋ４变音）还是第Ｖ音（Ｋ５消失音）更能代表儿童

带宽度为上臂长度的２／３，平整舒适缠绕；记录Ｋ１、

舒张压（ＤＢＰ）水平，尚存在争议。采用Ｋ５记录成

Ｋ４、Ｋ５；连续测量３次，每次间隔１ ｍｉｎ并抬高右上

年人ＤＢＰ已得到普遍认可。我国目前尚没有儿童

臂５～６ ｓ，相邻两次读数之差不超过４ ｍｍ Ｈｇ，取后

血压的诊断标准，即便采用国际标准评价也由于所

两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受试者的血压值Ｈ１。成年期

选择的ＤＢＰ测量方案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和人群的

血压测量使用与儿童期相同的汞测压计和测量方

调查数据间缺乏可比性。本研究拟通过“北京儿童

法；记录Ｋ１为ＳＢＰ，Ｋ５为ＤＢＰ。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ｋＰａ）刻度的汞测压计；测受试者坐位安静状

血压调查”队列人群儿童期（基线）血压数据和１８年

基线和成年期血压测量均有严格质控措施，包

后（成年）的随访结果，探讨我国儿童青少年人群Ｋ４

括系统培训测压员，定期校对测压计，现场专人质

与Ｋ５间的差异特征及ＤＢＰ记录的不同选择对成年

控等‘２，５Ｉ。

高血压的预测价值，为儿童血压测量记录的选择和
制定诊断标准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３）血压诊断标准：儿童期血压诊断采用ｗＨｏ
１９９６年标准｜６ ｏ（表１），取Ｋ１为ＳＢＰ，分别取Ｋ４、Ｋ５
为ＤＢＰ，计算Ｋｌ／Ｋ４、Ｋ１／Ｋ５两组合各自的高血压
检出率并进行比较。

１．研究对象：来自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

目——“北京儿童血压调查”队列人群¨ｏ。项目背

表１

ｗＨ０关于儿童血压（ｍｍ Ｈｇ）水平的定义和分类㈨

景：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由首都儿科研究所牵头，联合北京
儿童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在北京市朝阳、西城、海淀
区城近郊，选中等条件的中小学校各６所，对其中
５９１６名（男３０８２人，占５２．１２％）６～１７岁健康男女
学龄儿童进行血压调查。首都儿科研究所承担朝阳
区２５０５名（占总样本４２．３％）中小学生的调查，保存

成年期高血压诊断依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该人群１９８７年基线数据至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儿

（２００５年修订版）》进行…，即，高血压为ＳＢＰ和／或

史堡远鱼丛堂盘查！！！！至！旦笙！！鲞笠！塑

ＤＢＰ≥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或正在服用降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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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童的Ｋ４、Ｋ５水平高于女童外（Ｐ＜０．０１），其他

３．伦理问题：２００５年追访调查方案得到首都儿

年龄段男、女间Ｋ４、Ｋ５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科研究所伦理委员会批准，并获得所有调查对象的

（Ｐ＞０．０５）；６～１７岁儿童Ｋ４一Ｋ５差值的几何均数

知情ｌ司意。

为（１０．１±１．７）ｍｍ Ｈｇ，随着年龄增长Ｋ４～Ｋ５差值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数据进

呈下降趋势（男：ｒ＝一０．１２５，Ｐ＜０．００１；女：ｒ＝

行两遍录入，凡不一致的数据需与原始记录核对。

一０．１２４，Ｐ＜０．００１）；青春发育期（１３～１５岁）男童

采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基线血压水平和离散程度；

Ｋ４一Ｋ５比女童高１．８ ｍｍ Ｈｇ，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组问血压水平差异的比较采用￡检验；相关系数描

（Ｐ＜０．０１），其他年龄男、女之间Ｋ４一Ｋ５的差异均

述儿童期Ｋ４、Ｋ５水平与成年期血压水平的相关关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系；Ｋ４与Ｋ５的差值呈偏态分布，自然对数转换为

６～１７岁儿童中，２５人（１．０％）Ｋ４与Ｋ５水平

正态后再行ｆ检验和相关分析；采用非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

无差别（Ｋ４一Ｋ５＝０ ｍｍ Ｈｇ），差值为１～４ ｍｍ

回归分析，以成年高血压作为结果变量，取Ｋ４『Ｋ５、

的有１７５人（７．０％），差值为５～９

Ｋ５／Ｋ５作为预测变量，得到Ｋ４、Ｋ５分别每增加

（３５．７％），差值为１０～１４

５ ｍｍ

（３１．７％），差值为１５～１９ ｍｍ Ｈｇ为３５７人

Ｈｇ，成年期罹患高血压的风险（０Ｒ）。统计

（１４．３％），差值为≥２０

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
结

ｍｍ

Ｈｇ

ｍｍ Ｈｇ有８９４人

ｍｍ Ｈｇ有７９４人

Ｈｇ有２６０人（１０．４％）。

图１显示，各年龄组Ｋ４一Ｋ５差值的分布构成有统计

果

学意义（Ｙ２＝７２．６８，Ｐ＜０．００１），６～９岁、１０～１２

１．研究对象基本情况：１９８７年基线调查６～１７

岁、１３～１５岁、１６～１７岁分别有５９．６％、６０．５％、

岁学龄儿童２５０５人，其中男１３６８人（５４．６％），女

５６．３％和４５．１％的儿童Ｋ４与Ｋ５差值大于

１１３７人（４５．４％）；平均年龄（１１．２±３．８）岁，男、女

１０ ｍｍ

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００５年追访到

诊断的高血压检出率分别为５．０％和２．４％，两者相

４１２人（追访率１６．４％），男２２０人（５３．４％），女１９２

差１倍，年龄越小差异越大（表３）。

Ｈｇ。按照ｗＨｏ标准，采用Ｋ４、Ｋ５为ＤＢＰ

人（４６．６％），追访到人群的男女比例为１．１５：１，与基
５０

线调查时性别比基本一致（１．２０：１）；追访人群成年
期平均年龄（２９．２±３．９）岁，男（２９．４±３．９）岁，女

４ ５
４０
ｊ）

（２８．９±３．８）岁，男、女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琶３０

０．０５）。４１２名追访到者的基线血压（互±ｓ）分别为：

萤２５

ＳＢＰ（１０６±１３）ｍｍ Ｈｇ，ＤＢＰ Ｋ４（６７±１０）ｍｍ Ｈｇ，
ＤＢＰ

Ｋ５（５６±１１）ｍｍ Ｈｇ，与２０９３名未追访到者的

基线血压水平［（１０６±１２０）ｍｍ Ｈｇ，（６７±

蜒２０
ｌ ５
ｌＯ

Ｕ
０

９）ｍｍ Ｈｇ，（５５±１１）ｍｍ Ｈ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１～４

５～９

１０～１４

１５～１９

≥２０

Ｋ４一Ｋ５（ｍｍ Ｈｇ）

义（Ｐ＞０．０５）。
２．儿童期Ｋ４、Ｋ５水平及差异：表２显示，男、女
基线Ｋ４、Ｋ５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除１６～１７
表２

图１

儿童青少年不同年龄组Ｋ４一Ｋ５差值水平的
人群分布

男、女儿童期Ｋ４、Ｋ５平均水平及差值（ｊ±ｓ，ｍｍ Ｈｇ）

注：。几何均值和标准差；６男、女比较，Ｐ＜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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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儿童期Ｋ４、Ｋ５与成年血压水平的相关分析：

４１２名追访对象成年期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４．８％

对追访到的４１２名受试者的儿童期Ｋ４、Ｋ５与成年

（６１／４１２），以Ｋ４为ＤＢＰ诊断的儿童期高血压判定

期血压水平进行相关分析显示，儿童期不同阶段

成年人高血压的灵敏度、特异度和符合率分别为

Ｋ４、Ｋ５与其成年血压的相关程度不一致。表４显

２６．２％、９４．０％和２０。２％；以Ｋ５为ＤＢＰ诊断的儿童

示，整个儿童青少年时期Ｋ４与成年期ＳＢＰ和ＤＢＰ

期高血压的灵敏度、特异度和符合率分别为１４．８％、

的相关程度要好于Ｋ５；６～９岁、１３～１５岁、１６～１７

９８．Ｏ％和１２．８％。

岁儿童青少年的Ｋ４水平与成年期ＤＢＰ的偏相关系

讨

数（控制性别和成年期身高）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论

（Ｐ＜０．０１），其中１３～１５岁Ｋ４与成年ＤＢＰ的相关

１．儿童期Ｋ４和Ｋ５间确实存在明显差异。儿

程度最高（偏相关系数为０．４５１），其次为１６～１７岁

童期Ｋ４和Ｋ５是否有差异及差异有多大，仍是目前

和６～９岁，１０～１２岁Ｋ４与成年ＤＢＰ相关程度较低

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国际上发表的有关Ｋ４

（Ｐ＞０．０５）。

与Ｋ５差别的方法学研究报告有限，并且来自不同

表３

以Ｋ４、Ｋ５为ＤＢＰ的高血压检出率（％）

人群的研究结果差别很大撼Ｊ纠。国内至今尚无相关
的系统研究报道。
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学龄儿童人群Ｋ４、Ｋ５水平

确实存在明显差异。Ｋ４与Ｋ５平均差值为
１０ ｍｍ

Ｈｇ，最大可相差２０

ｍｍ

Ｈｇ以上；男、女学龄

儿童Ｋ４一Ｋ５差值的差异不明显，仅在青春发育期
（１３～１５岁）期问男童Ｋ４一Ｋ５高于女童。这与
Ｈａｍｍｏｎｄ等ｕ ３。报道的Ｂｏｇａｌｕｓａ心脏队列研究结果
表４

儿童期Ｋ４、Ｋ５与成年血压的偏相关系数“

接近，他们的资料显示，Ｋ４一Ｋ５差值仅在１３～１７岁
组男高于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原因可能与
青春发育期身高及体格的快速增长有关。

本次研究显示我国６～１７岁学龄儿童青少年
Ｋ４～Ｋ５差值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小，与国际上多
数研究报道一致Ｈ ３。１５ｊ。
注：。控制性别和成年身高；６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２．Ｋ４比Ｋ５更适合记录儿童ＤＢＰ。准确评价
血压，是控制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ＣｖＤ）的前提。

４．儿童期Ｋ４、Ｋ５预测成年高血压：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

在成年人，血压记录方案的选择，主要是通过比较血

归分析显示，儿童青少年各阶段的Ｋ４水平均能够

压不同测量记录对ＣＶＤ的预测准确性来进行。因

预测成年期高血压；除６～９岁组外的其他年龄段的

为儿童期ＣＶＤ发生率非常低，所以通过比较儿童血

Ｋ５水平也能够预测成年期高血压；１０～１２岁、１３～

压不同测量记录对成年人血压的预测效果，来选择

１５岁和１６～１７岁的Ｋ４、Ｋ５ ｏＲ值９５％ＣＪ互相重

儿童血压的记录方式则更为可行。但是，关于如何

叠，显示Ｋ４、Ｋ５对成年期高血压的预测价值一致

测量儿童血压的问题，比如当采用汞测压计时，究竟

（表５）。

是Ｋ４变音还是Ｋ５消失音更能代表儿童ＤＢＰ水

表５

基线Ｋ４、Ｋ５水平预测成年期高血压的
ｏＲ值（９５％ＣＪ）。

平，仍然存在争议。ｗＨＯ １９９６年标准规定采用Ｋ４
评价儿童青少年ＤＢＰ水平。６ ｏ。美国国家高血压教
育项目（ＮＨＢＰＥＰ）儿童高血压工作组自１９７７年以

来先后４次发布儿童青少年高血压诊断、评价和治
疗报告，在１９７７年第一次报告中，规定以Ｋ４作为
ＤＢＰ。１ ６Ｉ，１９８７年第二次报告建议３～１２岁仍以Ｋ４
注：８控制性别和成年身高，表内数字为Ｋ４或Ｋ５每增加
５

ｍｍ｝ｋ成年高血压的罹患风险（ＯＲ）

作为ＤＢＰ，而１３～１８岁采用Ｋ５为ＤＢＰｕ’７ ｏ；为与成
年人使用Ｋ５保持一致，在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４年的第

史堡煎煎瘟堂苤查！！！！笙！旦箜！！鲞笙！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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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次报告中规定统一以Ｋ５作为ＤＢＰ，当Ｋ５非

６０％，１２岁以上青少年人群差值大于１０

常低如趋近于零或不存在时，则选用Ｋ４作为

上者的比例较前者虽有所减少，但仍占５０％

ＤＢＰｎ ８’”Ｊ。我国目前尚没有适用于儿童青少年人群

（４６％～５７％）左右，因此以１２岁为划分界点是否合

的血压诊断标准和统一规范的血压测量方法，导致

适，仍需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来自不同地区人群的血压调查数据缺乏可比性。

ｍｍ Ｈｇ以

３．儿童期Ｋ４能更好地预测成年期高血压。血

鉴于儿童期Ｋ４、Ｋ５的明显差异，究竟采用Ｋ４

压的轨迹现象提示，儿童血压水平对成年血压水平

或是Ｋ５定义ＤＢＰ将直接影响对个体血压水平的判

有预测作用，成年高血压人群多数来源于儿童期血

断。Ｂｉｒｏ等一。根据ＮＧＨＳ（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压偏高者【２‘４ ｏ，因此准确测量儿童血压不仅是筛查识

Ｓｔｕｄｙ）

别高血压高危个体并采取早期干预的前提和基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ｕｎｇ，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提供的资料对２３７９名９～１０岁学龄女童的横断面

对防治成年高血压有重要意义。

分析显示：在ＤＢＰ偏高的儿童中，当分别采用Ｋ４与

Ｅ１ｋａｓａｂａｎｙ等。１１。对Ｂｏｇａｌｕｓａ心脏研究的资料

Ｋ５的Ｐ。，值进行诊断时，仅有４０％无论采用Ｋ４与

分析结果显示：８～１９岁人群Ｋ４较Ｋ５对成年人高

Ｋ５都可确诊高血压，而６０％将因不同标准而可能

血压的预测价值为好。本研究显示，控制性别和成

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Ｓｉｎａｉｋｏ等ｕ２ ｏ在对１０～

年身高，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期Ｋ４水平与成年期

１５岁儿童的血压研究中也报道：当以Ｋ５作为ＤＢＰ

ＳＢＰ和ＤＢＰ的相关程度总体上好于Ｋ５，各年龄阶

时，可使对高ＤＢＰ检出率被低估２％～３％。Ｍｏｓｓ

段的Ｋ４水平均能预测成年高血压；就Ｋ５而言，６～

等拉ｏ Ｊ通过对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心导管测压与间接

９岁组不能够预测成年期高血压，其他年龄段与Ｋ４

测压结果进行比较的研究表明，Ｋ４对血管内ＤＢＰ

对成年期高血压的预测价值一致；同时，以Ｋ４记

真实水平略有高估，但Ｋ５对真实血压水平低估的

录ＤＢＰ时诊断的儿童期高血压与成年人高血压的

程度要更多。

符合率为２０．２％，高于以Ｋ５记录ＤＢＰ诊断的儿童

本研究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期Ｋ４与Ｋ５平均

期高血压。因此，本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期Ｋ４与成

Ｈｇ，按照ｗＨＯ标准，分别采用Ｋ４、

年期血压的相关程度优于Ｋ５，能较好地预测成年期

差值达１０ ｍｍ

Ｋ５为ＤＢＰ诊断的基线高血压检出率分别为５．０％

高血压。

和２．４％，两者相差１倍。若以Ｋ５定义ＤＢＰ，可能

本研究队列人群经历儿童至成年长达１８年的

导致对儿童高血压患病率的低估，从而忽略对一批

间隔，随访率只有１６．４％，随访人群（４１２人）与未随

血压已经偏高的儿童进行复查和监测，错过早期行

访人群（２０９３人）基线时的ＳＢＰ、Ｋ４和Ｋ５水平之间

为于预的最佳时机；反之，若以Ｋ４定义ＤＢＰ，可能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尽管随访率低，但没有

高估儿童高血压患病率。鉴于高血压对儿童和成年

随访偏倚，研究结果可信度较高。

人心血管系统及其他重要脏器的严重损害，从筛查

目前我国尚没有统一的儿童血压测量方案，本

高危个体、动态监测、早期干预的角度，Ｋ４预测成年

研究结果期望为儿童血压测量方案的选择提供依

高血压的灵敏度和符合率均高于Ｋ５，更适合作为儿

据。首先，基于儿童至成年期血压的随访研究证据，

童期的ＤＢＰ指标。此外，还有研究显示：相当一部

提出采用Ｋ４记录的ＤＢＰ预测成年人高血压的准确

分儿童尤其是１２岁以下者，Ｋ５可达０

ｍｍ Ｈｇ，如

性要高于Ｋ５的结论。其次，在当前汞测压计听诊

２００４年美国血压标准建立的参照人群中，超过３０％

法仍然是测量儿童血压的主要方法时，本研究结果

的个体没有Ｋ５的记录。另对测量者而言，实际测

对儿童ＤＢＰ记录方案的选择具有参考价值。

量中Ｋ４变音较Ｋ５消音更易于把握，当以Ｋ４记录

参

ＤＢＰ时，无论是测量者间误差还是测量重复性均好
于Ｋ５㈦ｎ２㈠。

文

献

［１］李立明，饶克勤，孔灵芝，等．中国居民２００２年营养与健康调
查状况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７）：４７８—４８４．

２００５年发布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尚没有
提出儿童青少年人群的血压评价标准，在测量方法

考

［２］张明明，米杰，王玮｜，等北京市４１２例儿童１８年后血压纵向
对照调查．中国循证儿科杂志，２００６，１（３）：１８７＋１９２．

上建议，１２岁以下儿童的。ＤＢＰ采用Ｋ４，１２岁以上
采用Ｋ５。本研究人群基线血压数据显示，１２岁以
下儿童Ｋ４与Ｋ５差别大于１０ ｍｍ Ｈｇ以上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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