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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居民高血压危险因素
分类树分析
刘甲野

马吉祥

【摘要】

徐爱强

付振涛

贺桂顺

贾崇奇

于洋

目的探讨山东省中西部地区２５岁以上农村常住居民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及高危人群。

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该地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以及实验室检
测。应用分类树分析高血雎人群的危险因素及高危人群。结果

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年龄、腹

型肥胖、超重或肥胖、高血压家族史、血糖值较高等。高血压的高危人群主要为高年龄者；年龄较大且
血糖值较高者；年龄较大且腹型肥胖或超霞者；有高血压家族史且年龄较大者；有高血压家族史、腹型
肥胖且年龄较大者。分类树模型学习集的灵敏度为７１．８７％，特异度为６６．３８％，总正确率为６８．７９％；
检验集的灵敏度为７０．７０％，特异度为６５．８４％，总正确率为６７．９７％。结论

控制体重和血糖为一般

人群的预防措施，不同高危人群应根据所具有的危险冈素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高血压的人群防治
应将对一般人群的普遍预防和对高危人群的重点预防相结合。
【关键词】高血压；危险因素；高危人群；分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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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高血压的调查主要根据一些基本临床

不很理想，分类回归树（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ｄ∞ａｎｄ峰∞ｓｓｉｏｎ怕咚，

体征对病例和对照进行分组，忽略了不同病例间生

ＣＡＲＴ）通过递归分型能使局部病例的内部同质性得到

物学特征和表型的多样性，组内同质性较差，利用传

有效改善。因此，本研究利用分类树分析方法探讨山

统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等归一化模型分析时效果往往

东省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高血压相关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卢森堡一世界卫生组织一中国山东省农村卫生人员培
训与慢病控制资助项日（ｗＰ／２００６／ｃＨＮ／ＮＣＤ／２，４／００１）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２济南。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研究所（刘甲野、贺桂顺、贾崇奇、于洋）；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马吉祥、徐爱强、付振涛）

通讯作者：徐爱强，Ｅｍ８ｉｌ：ａｑⅫ印ｉ＠１６３．∞ｍ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在山东省西部抽取商河县、
陵县、宁阳县和莱城区４个县（市、区），在中部抽取寿光

·７５１·

高血压的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第６、７、９、１１、１２、３、

本研究与其他同类研究在对象选择、抽样方法

１０等高血压患病率较高的终结点内。高血压的高危人

和模型构建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异，故在进行灵

群主要为：高年龄者；年龄较大且血糖值较高者；年龄

敏度、特异度比较时可比性不是很好，但经比较，仍

较大且腹型肥胖或超重者；有高血压家族史且年龄较

然发现该研究结果与贾崇奇等¨训所进行的类似研

大者；有高血压家族史、腹型肥胖且年龄较大者。上述

究具有一致性。

高危人群内的病例数占高血压总病例数的７１．８７％。

ＣＡＩ汀分析是一种新的非参数多因素分析方

３．分类树模型拟合情况：表３显示，高血压危险

法：结果直观，易于理解，近年来在国外开始广泛应

因素分类树模型中学习集和检验集的灵敏度、特异

用¨１。。它通过递归分型将人群分为不同的亚群，能

度均较高，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有效改善局部样本的内部同质性；ＣＡＲＴ的理论模

表３

高血压危险因素分类树模型拟合情况

型不要求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某种特定的分布，并
能有效解决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ＣＡＲＴ的树型

特异度（％）

６６．３８

６５．８４

分析过程与公共卫生人员的思维十分相似，即先抓

垒至堕奎ｌ墅２

箜：！！

！！：２Ｚ

住疾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后抓次要因素。有研究利

讨

论．

用ＣＡＲＴ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两种方法对同一数据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生活方式

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ＣＡＲＴ的分析效果明显好

的普及，高血压已经成为影响农村人群健康的重要

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引。但ＣＡＲＴ也存在缺点，如

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增长

ＣＡＲＴ本身是一种大样本统计分析方法，样本量较

速度明显高于城市Ｈ Ｊ。本研究显示山东省中西部地

小时模型不稳定；对于内部同质性较好的数据，

区２５岁以上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较高，同为山东

ｃＡＲＴ分析的结果与其他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

省的青岛地区１５岁以上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一致。尽管如此，ＣＡＲＴ在公共卫生领域仍然有较

３３．１％”１，另一项研究对辽宁省彰武县１５岁以上农

好的应用前景。本次调查虽采取多种方法尽量提高

村居民的调查显示，高血压患病率为３５．０％怕’。尽

调查对象的参加意愿，但由于调查地区农村居民外

管研究对象略有不同，但这些调查结果都揭示了高

出打工等原因，被调查者仍存在１８．５％的无应答

血压控制对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性，农村疾病

者，对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偏倚。

控制工作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本次研究显示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年龄、
腹型肥胖、超重或肥胖、性别、高血压家族史、血糖值
较高等，与多数研究结果一致【７’８】。有研究显示腹
型肥胖对高血压的影响作用大于全身性肥胖旧１，与

（本次调查承蒙山东省卫生厅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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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高血压是一种多因子疾病，危险因素在个体水

［１２］赵一鸣．分类与同归树——一种适用于临床研究的统计方法．

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腰围和ＢＭＩ是除了年
龄之外对高血压影响作用最大的两个因素，同时也
是两个可改变的因素，对于ＢＭＩ达到超重或是肥胖
者以及腹型肥胖者应采取以科学运动、健康膳食等
为主要内容的控制措施。
本研究确定高血压高危人群的方法与“２００４年中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危险分层的方法具有相似性，并
计算出不同高危人群中高血压的患病率，高血压的人
群预防可根据不同人群的血压水平和所具有的危险因
素确定针对性的预防措施，高血压患者可根据所处的

平上存在一定的聚集性，因此，在制定人群预防措施的
基础上还应注重个体化预防措施的作用。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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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ｌｉｈ】ｍｉａ。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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