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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社区人群高血压管理与脑卒中

发病关系的研究
茹小娟

吴升平

王文志

【摘要】

杜晓立

江滨

鲍秋菊

目的

了解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的控制情况以及管理控制效果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脑

卒中的发病。方法

对国家“八五”和“九五”科技攻关课题的全国脑血管病社区人群综合性预防研究

的北京市天坛医院、普仁医院和体育馆路医院所在地的３个社区年龄≥３５岁队列人群共３６ ８６３人进
行基线调查，随访管理其中的高血压患者，每年监测脑卒中发病情况，将新发脑卒中作为研究终点。
结果无论是临界高血压还是确诊高血压，管理率和控制率逐年上升，女性管理率高于男性，但控制
率却低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管理第三年血压控制率达１８％。随着逐年血压
控制达标，无论是总的脑卒中、缺血性卒中还是出血性卒中的发病风险均逐年下降，并且血压控制达
标对出血性卒中发病下降更有作用。３年控制达标可使总的脑卒中、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的发
病风险分别减少２５．７％、１９．１％、２７．４％。将血压控制在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以下，

比控制在１６０／９５ ｍｍ Ｈｇ以下可分别减少１２．３％总的脑卒中、１２．８％缺血性卒中、１４．９％出血性卒中
的发病风险。结论对社区人群中的高血压患者进行长期随访管理，将血压尽可能控制在较低水平
能明显减少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关键词】脑卒中；高血压管理；社区人群；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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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已成为严重危害国民身体健康和生命的

独立危险因素，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大约有１．６

主要疾病…。高血压已是我国人群脑卒中最重要的

亿，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还会增加，这既说明了
以控制高血压为主要手段，降低脑血管病发病率的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流行病室

必要性，又表明控制高血压任务的艰巨性。本项研
究为国家“八五”和“九五”科技攻关课题内容，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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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群高血压患者进行随访管理，分析高血压患者

压管理。如第二次测量仍为临界高血压，采用非药

血压水平的控制情况以及管理控制效果能在多大程

物治疗并继续监测血压。如连续两次以上为正常血

度上降低脑卒中的发病。

压，可不再继续随访，直到研究结束前再测一次血

对象与方法

压，以了解其变化情况。
（３）高血压管理效果评价指标：包括管理率和控

１．研究对象：系国家“八五”和“九五”科技攻关

制率。①临界高血压管理率：全年血压测量１次以

课题的全国脑血管病社区人群综合性预防研究的北

上；②确诊高血压管理率：全年血压测量次数达到４

京市天坛医院、普仁医院和体育馆路医院所在３个

次以上；③控制率：全年实际测量次数一半以上的血

社区年龄≥３５岁队列人群。每个社区框架人群为

压水平在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以下，即如果测量１２次血

０００人，其中３５岁以上人群约占６０％左

压，必须有６次以上在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以下。高血压

右。对年龄≥３５岁社区人群的血压水平进行普查。

患者历年随访血压均取其全年随访血压的平均值进

基线调查时填写高血压登记表，资料完整者共

行分析。

４５ ０００～５０

８６３人，３年共随访３５ ２８７人，失访率为４．３％。其

４．质量控制：基线调查和随访采用统一的方法、

中对高血压患者在１９９２年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４月和

调查表格和填表说明、统一的脑卒中诊断标准。调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２０００年７月进行随访管理，９６９８例

查员由参加课题研究的经过培训的基层医务人员担

高血压患者中，３年随访到高血压患者４３７７例（包

任。调查表经专人核实，所获资料基本翔实。为防

括临界高血压和确诊高血压）。

止漏报，中心医院派专人每季度定期到派出所和地

３６

２．诊断标准：按当时的诊断标准，临界高血压：

区防疫站抄取监测人群全死因名单一次。必要时到

收缩压（ＳＢＰ，１４０～１５９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监测区内或附近医院的门诊、急诊或住院病例中查

ｋＰａ）／舒张压（ＤＢＰ，９０～９４ ｍｍ Ｈｇ）；确诊高

询确诊疾病的依据。各中心医院每年应进行一次漏

血压：ＳＢＰ≥１６０ ｍｍ Ｈｇ和／或ＤＢＰ≥９５ ｍｍ Ｈｇ；既

报情况自抽查（抽查总人口的５％～１０％）。对心脑

往有高血压病史，本研究首次检查血压仍高，无论是

血管病（发病、死亡）漏报率超过１０％的居委会，必

否服药均为确诊高血压；２周内口服降压药，即使血

须做复查补查工作。各中心医院负责医师对每一例

压不高，亦诊断为确诊高血压。脑卒中事件的诊断

上报病例进行认真核实。将误报率控制在最低水

采用ｗＨＯ—ＭＯＮＩＣＡ方案的诊断标准。以初次脑卒

平。所得资料在Ｆｏｘｐｒｏ建立数据库，计算机逻辑

中发病作为研究终点，分析时依据临床资料和ＣＴ

纠错。

０．１３３

检查结果将脑卒中事件分为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

５．统计学分析：随访管理的高血压患者不同性

中和未分类卒中。其中缺血性卒中主要包括脑血栓

别、年龄之间管理率和控制率的差异采用Ｙ２检验。

形成和脑栓塞，出血性卒中有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

以随访人年为分母计算脑卒中累积发病率。本研究

出血两种类型。

随访期间以死亡、失访或退出研究来判定截尾数据。

３．研究方法：

单因素ｃｏｘ回归分析对血压水平及高血压患者管

（１）一般情况调查：基线调查时的项目包括病史

理效果与脑卒中发病风险分析。所有统计分析采用

询问、体格检查、血压测量等。变量的分组与赋值：
性别（男＝１，女＝２）；年龄（岁）（３５～＝１，４５～＝２，
５５～＝３，６５～＝４，７５～＝５）。

１１．５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结

果

（２）高血压患者管理方法：①在社区各个居委会

１．发病情况：本研究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

设立高血压咨询门诊，中心医院保健科医生（或请专

２６．３％。随访的高血压患者中年龄最大者为９４岁，

科医生协助）定期出诊；对高血压患者进行随访、宣

最小者为３５岁，平均年龄６１岁。其中脑卒中发病

传、传授防治知识。②确诊高血压患者（包括正在服

年龄最大者为８８岁，最小者为４０岁。以脑卒中初

药的血压正常者）至少每两个月随访测量血压一次。

发为目的的随访人年为１１ ５０８年，平均随访人年为

随访医生应按要求认真记录，并给予正确的指导和

２．６３年。随访管理期间共有２３４例脑卒中病例发

治疗建议。③临界高血压每年至少测量血压一次。

生，发病率为２０３３．３６／１０万人年。

如在随访期间转为确诊高血压，则及时按确诊高血

２．社区人群高血压管理率：本研究中随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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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界高血压（６９７例）和确诊高血压（３６８０例）患者

４．高血压患者随访管理期间脑卒中的发病情

共计４３７７例。无论临界高血压还是确诊高血压，管

况：随访管理期间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发病率

理率逐年上升，女性管理率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

均逐年下降（表３）。

学意义。相对于其他年龄组，５５～岁组临界高血压

５．高血压随访管理效果对脑卒中发病的作用：

管理效果较好，≥６５岁组临界高血压管理率却有所

（１）随访期间相关变量与缺血性卒中单因素

下降。各年龄组高血压管理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Ｃｏｘ分析发现，随访次数及１、２、３年血压控制达标

义。确诊高血压６５～组第三年的管理率最高为

均是保护因素，随访次数越多，发生缺血性卒中的可

８０．６％（表１）。

能性相对就低，其中随访期间２、３年血压控制达标

可分别减少１５．９％、１９．１％脑卒中的发病风险。随

调查社区人群高血压管理率在随访期间的变化

表１

访期间各血压参数，无论是ＳＢＰ、ＤＢＰ还是脉压
（ＰＰ）、平均动脉压（ＭＡＰ）与缺血性卒中发病危险均
逐年下降（表４）。
表２

调查社区人群的高血压控制率在随访期间的变化

例数Ｉ岔产 例数Ｉ岔产 例数气岔产

确诊组
性别男１５５９

６３７

４０．９

１１０３

７０

女２１２１

９８４

４６

１６１０

７５．９。

４８

８

１１３７

７２

９

１６６６

７８

５。

年龄（岁）
５～

３ ２０

１ Ｏ１

５～

３ ８６

１ ５

６

５～

１ ２ １ ７

６２

３

１

５ ８９

４—６ ５—８ ６—０

１—６ ５—２ ２一ｌ

注：８Ｐ＜Ｏ

８

３

ｌ

１

２

往：。１司表１

蚕羔那

至一
５＾、ｊ［ ～巧一阿

３ Ｏ１

５

５

９—３

Ｏ

黧纛等
７—７

（２）随访期间各危险因素与出血性卒中单因素
Ｃｏｘ分析表明，随访期间２、３年血压控制达标可分
别减少２４．８％、２７．４％的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各
血压参数，无论是ＳＢＰ、ＤＢＰ还是ＰＰ、ＭＡＰ与出血

０５

３．高血压控制率的变化：随访３年分别有

１４．１％、１９．０％和２０．６％的高血压患者控制达标。
男性控制率均高于女性，除了随访第二年（Ｐ＝

０．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另外两年性别间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５５岁年龄组随年龄增加控

制率也逐渐升高。＞６５岁年龄组的控制率却有所
下降。各年龄组间高血压控制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３

性卒中发病危险均逐年下降（表４）。
（３）高血压患者随访管理期间历年的血压各参数
与脑卒中发病关系分析结果发现，ＳＢＰ、ＤＢＰ、ＭＡＰ对
出血性卒中的作用强于缺血性卒中，而ＰＰ却对缺血
性卒中的作用较大。随着逐年血压参数水平下降及

控制达标，无论是缺血性卒中还是出血性卒中的发病
风险均逐年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控制达标对出血
性卒中发病风险下降更有作用（表４）。

调查社区人群在随访管理期间高血压患者发生脑卒中发病率（／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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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随访管理最末三次血压控制在１４０／

的正确性，所以此次研究的结果可信度较高。３年

ｍｍ Ｈｇ以下，有６６例脑卒中发生，相对于血压控

随访期间由于社区拆迁、工作调动、移居外地和拒绝

制在１６０／９５ ｍｍ Ｈｇ以下，可分别使总的脑卒中、缺

随访等原因，高血压患者随访率不到５０％。其中主

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的发病风险减少１２．３％、

要是由于社区拆迁而无法随访到，占了所有失访原

１２．８％、１４．９％（表５）。

因的９５．１％。

９０

讨

论

从本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人群脑卒中发病以缺
血性卒中为主，占所有脑卒中事件的６０％～７０％。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高血压患者管理效果对脑

这与文献［２］的研究结果一致。ＣＴ检查率偏低是

卒中发病的影响。考虑到脑卒中亚型发病机理不

造成部分人群研究“出血性卒中发病为主”假象的主

同，本研究将总的脑卒中发病作为观察终点进行分

要原因。本研究脑卒中病例诊断中ＣＴ检查率达

析的同时，也分析了发病较多的缺血性卒中和出血

９２．４％，这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性卒中这两种亚型。所有病例诊断均采用ｗＨＯ统

美国开展预防脑卒中研究较早，社区保健较好，

一诊断标准，９６．６％的脑卒中病例由区级以上医院

其高血压患者能够将血压控制在１４０／９０

诊断，其中９２．４％的患者经ＣＴ诊断，７％的患者做

测血压）以下者达２９％。３ Ｊ。本研究标准下，随访管

了核磁共振检查。这些均保证了脑卒中诊断及分型

理第三年，高血压的控制率是１８％。这也提示我们

表４

注：４同表１

调查社区人群在随访管理期间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发病危险的单因素ＣｏＸ分析

ｍｍ Ｈｇ（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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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工作要进一步探索提高和改善高血压控制率

本项研究通过对社区高血压人群进行随访管

的方法和措施。女性的管理率高于男性，可能是女

理，分析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的管理控制效果对脑

性的依从性较男性为好的缘故。但女性控制率却稍

卒中发病影响，并且取得了初步的研究结果，这对进

低于男性，可能是样本人群中女性基线血压高于男

行社区人群高血压管理和脑卒中预防具有一定的参

性的缘故。另外，也发现＜５５岁年龄组高血压控制

考价值。但由于随访时间较短，且样本人群中脑卒

较好，＞５５岁年龄组随年龄增加控制率也逐渐降

中发病例数较少，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有待在以后的

低，说明在本研究中年龄愈大，血压控制愈难。

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有研究发现在年龄＜６０岁、６０～６９岁及≥７０
岁者，ＳＢＰ每降低１０

ｍｍ

参

Ｈｇ，脑卒中的危险性分别

降低４０％～５０％、３０％～４０％和２０％～３０％。４ ｏ。几

献

文

［１］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
的一级预防．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项针对高血压患者及具有高危险因素脑血管病患者
预后的研究证明，ｓＢＰ每下降１～３

考

２００６．

ｍｍ Ｈｇ，脑卒中

［２］张林峰，杨军，武阳丰，等．我国人群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

相对危险度下降２０％～３０％¨ｏ。９项大型前瞻性队
列研究的汇总分析发现，调整了ＤＢＰ随机波动产生

发病的相对比例．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３，４２（２）：９４—９７．
［３］刘运海，杨期东，刘尊敬，等．队列人群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干预

的稀释偏倚后，ＤＢＰ在７６～１０５ ｍｍ Ｈｇ范围内每降
低５ ｍｍ Ｈｇ，发生脑卒中的危险性降低３４％
（９５％ＣＪ：３２％～３６％）；ＤＢＰ每降低１０ ｍｍ Ｈｇ，其

效果评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２）：１０２一１０５．
［４］Ｃａｒｌｅｎｅ Ｍ，Ｄｅｒｒｉｃｋ Ａ，Ｖａｌｅｒｙ
ａｎ

ａｎｄ

血压患者血压水平逐年下降，脑卒中发病例数也逐
１６ Ｊ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ａｒｔ

【７ Ｊ

为了控制高血压、预防脑卒中，日本自１９６３一

１，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Ｋｉｔａｍｕｒａ Ａ，Ｓａｎｋａｊ

１９９８年在东北部农村进行了社区高血压控制计划，
评价指标包括高血压筛查率、控制率和脑卒中的发

２００４．５１：３—１２
Ｂｉｎ

ｂ１００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Ｋｏｎｉｓｈｉ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ａｎｄ

［８］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９９０，３３５：７６５—７７４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ｒ。ｇｎｏｓ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ｚｈｉ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

年期间分别下降了６６％和６４％。７１。近３０年来我国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１，３５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ｒｒｅｃｔｅｄ
Ｌａｎｃｅｔ，１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期间脑卒中的发病率比１９６４一１９６９

ｓｔｒｏｋｅ：

Ｍａｃｍａｈｏｎ Ｓ，Ｐｅｔｏ Ｒ，Ｃｕｔｌｅｒ Ｊ，ｅｔ ａ１．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ｒｏｋｅ，ａｎｄ
ＣＨＤ

压患者管理的时间较短，如果长期随访管理起来对

病率。结果显示，在３０～６９岁和７０岁以上年龄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１３０５—１３１５．

防治脑卒中事件的发生有明显作用。本研究对高血
防治脑卒中事件发生的作用将会更大。

ａ１．Ｂ１００ｄ

Ｌ，ｅ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０４，３５：１０２４—１０３３．

［５］Ｓｔａｅｓｓｅｎ ＪＡ，ｗａｎｇ ＪＧ，Ｔｈｉｊｓ Ｌ，ｅｔ ａ１．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危险性降低５６％。６ ｏ。本研究３年随访管理期间，高

年减少。说明对社区高血压人群进行管理和控制对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ｎ

Ｍ。ｅｔ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

ａ１．
ｒｕｒａｌ

Ｎｉｐｐ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ｋｅ
ｗｉｔｈ

ａ

Ｋｏｓｈｕ Ｅｉ５ｅｉ Ｚａｓｓｈｉ，

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ｐｉｎｇ ｗｕ，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

ｆ。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ｅｒｅｂｒ。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２００４，８：１７１—１７３．

［９］方向华，王文志，吴升平，等．社区干预对高血压和脑卒中预防

开展的以高血压管理为主的社区人群心脑血管病干

效果的评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７）：５３８—５４１．

预研究，不仅提高了社区人群的心脑血管病健康知

［１０］吴锡桂，顾东风，李世绰，等．社区人群干预对心脑血管病危险

识、态度和行为水平¨。，促进了高血压的检出、管理
和控制旧１，而且降低了脑卒中危险因素的水平¨引，

从而使人群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

因素水平的影响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１９９８，３２增刊：１６。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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