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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父母高血压史与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的关系，为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早

期预防或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北京市４个城区和３个郊区
（县）１９ ０８８名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进行调查，收集父母高血压史以及子女高血压的其他生活环境因
素，同时测量儿童青少年的收缩压和舒张压。运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根据２００４

年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ＢＣＡＭＳ）资料中血压参考值，儿童青少年的高血压患病率为
９．１３％。儿童青少年高血压存在明显的家庭聚集性（Ｐ＜０．００１）。控制儿童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居
住地、ＢＭＩ、青春期、吸烟、饮酒、吃肉类食物、体力活动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吸烟、饮酒等协变量后，
父母高血压史人数与儿童青少年收缩压、舒张压呈显著正相关，其偏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９８０（９５％Ｃ／：
０．５２４～１．４３７）和０．８３２（９５％ＣＩ：０．４６３～１．２０１）。控制上述的协变量，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表明，与父
母均无高血压史者相比，父亲高血压、母亲高血压、双亲高血压者。患高血压的危险性ＯＲ值分别为
１．６８８（１．３８５～２．０５９）、１．５５９（１．１６４～２．０８７）和１．２７３（０．６７３～２．４０６）。结论父母高血压史可能是
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早期预防和控制应重视遗传因素的
影响。
【关键词】高血压。原发性；家庭聚集性；父母高血压史；儿童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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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重点资助项目（Ｈ吣３０９３００３０１３０）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０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席波、米杰、程红、侯冬青）；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心内科（王俐、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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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已成为导致心血管疾病和早死的主要危

血压、内分泌疾病和肾脏疾病等）。其中吸烟定义为

险因素之一…。在发达国家，学龄儿童的高血压患

每日至少１支香烟且持续至少１年或一生中至少吸

病率为３．６％－－７．７％【２’３】；而在发展中国家，儿童青

过２０包香烟（５００ ｇ烟叶）。饮酒定义为平均每月饮

少年高血压患病率则为８．１％～１０．１％Ｈ’５ｊ。尽管

酒量≥５０ ｇ。采用询问的方法，了解调查对象父母

各国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诊断参考值略有差别，但

高血压的患病情况（必须经过二级及以上医院确

近年来，其患病率总体呈升高趋势№１。大量研究表

诊），该信息由儿童青少年咨询父母获得。父母家族

明，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血压持续升高会导致成年期

史分为父母双方血压均正常（双亲均正常）、单纯父

高血压的发生｜６培１。而且，儿童期高血压还是许多成

亲一方高血压（父亲高血压）、单纯母亲一方高血压

年期其他慢性疾病的高危因素，ｅａｒｎ冠心病【９ Ｊ、左心

（母亲高血压）、父母双方均高血压（双亲高血压）。

室肥大Ｈ ０｜、动脉粥样硬化纤维斑块形成¨¨、高血压

（２）血压和身体测量：血压测量采用“美国高血

脑病、癫痫、充血性心脏衰竭等哺】。流行病学调查发

压教育项目工作组”推荐的儿童血压测量方法和“中

现，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包括：膳食因素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推荐的测量方法＂’２ ０｜。采用经

（如高盐、高脂、高热量、低纤维等）哺’１ ２｜、社会因素

校正的水银柱式血压计，测受试者坐位安静状态下

（如男性、年龄、吸烟、饮酒、体力活动少、父／母受教

右上臂肱动脉血压；右上臂与心脏同一水平，袖带宽

育程度低等）ｒｓ，１３１、肥胖№’１４１等。越来越多的研究提

度为上臂长度的２／３，平整舒适缠绕；取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

示，高血压家族史是儿童高血压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１时相或第一音（Ｋ１）为收缩压（ＳＢＰ），第Ⅳ时相或

之一１１引，父母高血压史还是儿童期至成年期血压轨

第四音（变音Ｋ４）为舒张压（ＤＢＰ）；连续测量３次，

迹的重要预测变量¨引。尽管相对于儿童期，高血压

每次间隔１ ｍｉｎ并抬高右上臂５～６ ｓ，相邻２次读数

等慢性病在成年期更为显著，但其发病根源可追溯

之差不超过４

到生命的早期¨４｜。通过降低儿童期相关的危险因

２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受试者的血压值。测量身

素，可以同时减少成年人慢性病的发生¨引。因为对

高、体重，计算ＢＭＩ（ｋｇ／ｍ２）。青春期根据女性乳房

成年人高血压的治疗和控制的实践表明，降低心血

发育或男性睾丸容积Ｔａｎｎｅｒ分期将其分为Ｉ～Ｖ

管疾病发病风险的效果并不十分显著。所以，预防

期。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取后

成年人慢性病应当将重点放在儿童青少年时期¨８Ｉ。

（３）疾病诊断：超重和肥胖的诊断采用中国肥胖

本研究以２００４年开展的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

问题工作组（ＷＧＯＣ）推荐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

谢综合征（ＢＣＡＭＳ）资料为背景，调查１９ ０８８名６～

重、肥胖筛查ＢＭＩ值分类标准进行ｎ ９｜，因ＷＧＯＣ

１７岁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患病情况及其相关影响

标准缺乏适用于６岁儿童的诊断界值，故采用２０００

因素，重点探讨父母高血压史对儿童青少年高血压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年龄、性别、ＢＭＩ

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生活环境因

第８５和第９５百分位对该年龄组人群进行诊断。儿

素。从高血压的家庭聚集性视角，有利于早期筛查

童高血压诊断采用本次调查获得的北京市２万余名

出易患个体，并实施重点干预或早期预防，为临床及

３～１７岁健康儿童青少年血压参照标准进行（表１），

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具体定义为：ＳＢＰ和／或ＤＢＰ≥Ｐ。，为“高血压”，ＳＢＰ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及抽样方法：选取２００４年ＢＣＡＭＳ

和／或ＤＢＰ Ｐ如～Ｐ９，为“正常高值血压”，ＳＢＰ和／或
ＤＢＰ＜Ｐ９。为“正常血压”，凡诊断的高血压个体均通
过询问病史和临床检查排除继发性高血压。

调查总样本（０～１８岁）中的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

３．质量控制：问卷调查员由儿科流行病学人员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北京市４个城区和

组成，体检人员由儿科医师和护士组成，并进行集中

３个郊区（县）中，分别以小学、中学为抽样单位，抽

培训，统一调查方法。问卷部分经预调查后进行正

样单位内所有适龄儿童青少年均为调查对象ｎ引。

式调查。现场调查和测量时，质控人员随机对ｌＯ％

２．调查内容与方法：

的调查对象进行同步复测。发现血压偏高者，再重

（１）问卷调查：包括儿童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居

复连续测压３次，取后２次血压平均值作为记录。

住地、吸烟、饮酒、吃肉类食物、体力活动以及父／母

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的测量亦进行相关质量控

受教育程度、吸烟、饮酒、既往病史（包括心脏病、高

制［１ ９。。本研究项目和方案得到首都儿科研究所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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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批准，均由调查对象本人或家长签署知情

表２

正常血压和高血压儿童青少年的基本情况比较（％）

同意书。
变量

裹１

分组

２００４年北京市３～１７岁儿童青少年

正常血压组高血压组
（”＝
（ｎ＝
ｘ２值Ｐ值
１５ ６５２）
１７０７）。。

血压参考值（ＳＢＰ／ＤＢＰ，ｍｍ ｎｇ）

４．统计学分析：①录入和逻辑检查：ＡＣＣＥＳＳ编
制统一录入程序，对数据的逻辑取值范围进行限定；
调查数据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集中录入；质控人
员随机抽取１０％的记录与原始表格核对复查，根据
不同指标间的逻辑关系，对数据进行多次逻辑检查。
②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儿童青少年
的基本情况，按照正常血压和高血压分组比较，采用
ｘ２检验；各年龄儿童青少年父母高血压史阳性比例
情况，采用折线图和趋势ｘ２检验；儿童青少年高血
压家庭聚集性分析采用柱状图描述，组问比较进行
趋势１２检验；父母高血压史与儿童青少年ＳＢＰ、
ＤＢＰ的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父母高血压
史与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的关系采用非条件

２．各年龄儿童青少年父母高血压史阳性比例：
关于父母高血压史，全部儿童青少年中，回答“双亲
均正常”者为１７ ０４３名，回答“父亲高血压”者为
１０５６名，回答“母亲高血压”者为４８４名，回答“双亲
高血压”者为１１３名，分别占９１．１６％、５．６５％、
２．５９％和０．６０％。图１显示，回答“父亲高血压”
者、“母亲高血压”者和“双亲高血压”者的比例，随着

儿童青少年年龄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趋势ｆ＝
５９．３９８。Ｐ＜０．００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计算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ｘ２值和
８

Ｐ值。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７
６

结

果

５
４

１．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共调查６～１７岁儿童青
少年１９ ０８８名，ＳＢＰ、ＤＢＰ和父母高血压史３项指标
均有效的数据为１８ ６９６人（男生９３１９人，女生９３７７

３

（％）Ｉ罩丑议出目恒

２
ｌ
Ｏ

人），数据有效率为９７．９５％。根据２００４年ＢＣＡＭＳ
血压参考值，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为９．１３％。
高血压和正常血压儿童青少年的基本情况比较见
表２。

圈ｌ

各年龄儿童青少年父母高血压史阳性比例

３．儿童青少年高血压家庭聚集性分析：全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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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青少年中，父母高血压史为：“双亲均正常”、“父亲

１．２０１，Ｐ＜０．００１），全变量的调整Ｒ２为１７．７％

高血压”、“母亲高血压”、“双亲高血压”，儿童青少年

（表３）。

高血压患病率依次为８．７２％、１３．８３％、１２．６０％和

５．父母高血压史对儿童青少年高血压影响的

１１．５０％。虽然与父／母有高血压史者的高血压患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儿童青少年血压（高血压组＝

率相比，双亲高血压者的患病率略低，但总体呈现增

１，正常血压组＝０）作为因变量，以有无父母高血压

加趋势（趋势Ｔ２＝３９．４９，Ｐ＜０．００１）。见图２。

史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４显
示，“父亲高血压”者和“母亲高血压”者，与均无者相

ｌ

喜：

曩

鋈

塑

鋈冀蓁

双亲均正常父亲高血压母亲高血压双亲高血压

比，患高血压的危险显著增加。但父母均有高血压
史与均无者相比，子女患病危险无统计学意义。
在调整儿童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居住地、ＢＭＩ、
青春期、吸烟、饮酒、吃肉类食物、体力活动以及父／
母受教育程度、吸烟、饮酒等因素后，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表明，模型的比值比ＯＲ值未发生明显改变，
说明父母高血压史可能是影响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

父母高血压史
圈２

独立危险因素。

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家庭聚集性

讨

４．父母高血压史与儿童青少年ＳＢＰ、ＤＢＰ的关

论

系：以儿童青少年ＳＢＰ为因变量，以父母高血压史

儿童青少年原发性高血压存在着家族聚集性现

人数（双亲均正常＝０，双亲一方高血压＝１，双亲均

象，其形成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高血压＝２）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简单

其机制可能为心１｜：①与高血压遗传度相关的影响

回归系数为２．５３１（９５％Ｃｆ：１．９９３～３．０６８，Ｐ＜

因素的作用，如高血清胆固醇、糖尿病等；②对上述

０．００１）；在调整儿童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居住地、

因素效应的遗传易感性；③家庭共同文化／环境和

ＢＭＩ、青春期、吸烟、饮酒、吃肉类食物、体力活动以

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如高钠和高脂饮食、少体力活

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吸烟、饮酒等后，偏回归系数为

动、吸烟、饮酒等；或者④遗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

０．９８０（９５％ＣＩ：０．５２４～１．４３７，Ｐ＜０．００１），全变量

作用。

的调整Ｒ２＝３３．８％。同理，以儿童青少年ＤＢＰ为

本研究调整儿童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居住地、

因变量，以父母高血压史人数为自变量，简单回归系

ＢＭＩ、青春期、吸烟、饮酒、吃肉类食物、体力活动以

数为１．６６３（９５％ＣＩ：１．２７４～２．０５１，Ｐ＜０．００１）；调

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吸烟、饮酒等因素后，父母一方

整协变量后，偏回归系数为０．８３２（９５％ＣＩ：０．４６３

高血压史与儿童青少年高血压之间的关系仍具有统

裹３

父母高血压史对儿童青少年ＳＢＰ和ＤＢＰ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模型１为未控制因素；模型２为控制因素为性别、年龄、居住地、ＢＭＩ、青春期、吸烟、饮酒、吃肉类食物、体力活动以及父／母受教育程
度、吸烟、饮酒

高血压史———＿五ｆ面石五ｉｊｒ—垦型』—乏１ｒ——百————面ｆ匿石五五五Ｆ』堕型三—二乏石——百
寰４

父母高血压史对儿童青少年高血压影响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双亲均正常

１．ｏｏｏ

父亲高血压

１．７１８（１．４３０～２．０６５）

３３．２７２

０．０００

１．６８８（１．３８５～２．０５９）

母亲高血压

１．５８９（１．２０６～２．０９４）

ｌＯ．８０９

０．００ｌ

１．５５９（１．１６４～２．０８７）８．８８５

０．００３

１．３８０（０．７７０－－２．４７４）

１．１７２

０．２７９

１．２７３（０．６７３～２．４０６）０．５５２

０．４５８

双亲高血压
注：同表３

１．ｏｏｏ

２６．８０８

０．０００

堂堡煎煎塞堂盘查垫塑生！旦蔓垫鲞整！塑垡些』互塑里趔：墅艘出！鲤！：巡：丝：№：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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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尽管在调查和分析过程中，试图控制各

如果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史，他们可能更注重家庭

种社会环境对这种关联的影响，但仍有许多因素（如

的饮食情况，甚至更关注子女高血压的预防。③本

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等）无法涵括。因此，父母高血

次调查父母同时有高血压史的例数较少，尚无足够

压史与子女高血压的联系需要考虑遗传和环境因素

的样本量发现其统计学意义。④父母高血压史（由

的综合影响。就本研究设计而言，这种关联强度很

二级及以上医院确诊）通过问卷形式获取，由儿童青

难从遗传和环境所占的比例角度加以解释。目前对

少年咨询父母获得，而未实际测量父母的血压，这很

于高血压遗传程度的研究，主要方法为家族聚集性

容易漏掉许多实际患有高血压而未及时就诊的病

流行病学调查、双生子对比研究和半同胞对比分

例。Ｍｕｌｄｏｏｎ等指出，在采用问卷形式进行疾病家

析【２２Ｊ。有研究得出，儿童期高血压的遗传度大约为

族史研究时，大约２／３的父母高血压史信息的真实性

５０％。¨，原发性高血压青少年中，大约８６％有阳性

无法得到验证，从而导致将实际有病被错分为无病，

家族史［２引。ｖａｎ

弱化某些因变量与父母高血压的关系旧引。

ｄｅｎ

Ｅｌｚｅｎ等ｎ６１的一项２７年随访研

究表明，儿童青少年高血压家族聚集性，不仅表现在

综上所述，父母高血压史与儿童青少年高血压

与父母共享生活环境的儿童期，而且存在于与父母

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它在子女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中

不同生活环境的成年期。因此可以推断，父母的遗

起着重要作用。父母高血压对子女高血压的预测性

传因素对于后代患病起着重要作用。

ＯＲ值（尽管是横断面数据），虽然无法区分遗传或

关于父母高血压史，哪一方对子女的高血压患
病的贡献较大，目前存在着争议。有研究显示ｎ

４｜，

共享家庭生活环境因素，但同样具有重要的临床和
公共卫生意义。关于遗传、社会和环境的具体致病

父亲高血压史对后代血压影响较大。但多数研究表

路径，仍需继续研究。对这些机制的识别，将有助于

明【２５’２６｜，母亲高血压史更容易导致子女患高血压。

充分了解高血压的病因，从而采取更为有效的策略

坚持后一种观点学者认为：①相对于父亲，母亲与子

进行高血压的预防、诊断和治疗１２引。

女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共同环境；②子宫内环境可能

［调查中得到北京市６个区县（西城、朝阳、海淀、大兴、延庆、平

影响母亲对后代的遗传模式；③遗传印记影响，即如

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妇幼保健院（所），东城区中小学保健所，４０

果高血压易感基因容易遗传给女性，就会在父母中

余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和街道社区，２万余名被调查的儿童青少年和
家长，以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卫生局给予的支持，谨此志谢］

观察到母亲更倾向于患病；④线粒体遗传特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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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整各种混杂因素之后，与父母均无高血压

【３］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ＭＡ，Ｒｉｖｅｒａ

史者相比，父母同患高血压的子女其罹患高血压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风险（ＯＲ值）略低于仅父亲或母亲有高血压史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者旧７ Ｊ，且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原因可能为：①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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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传染病流行病学》现已出版
《传染病流行病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集理论、方法及应用于一体的传染病流行病学专著。全书共三篇二十五章，涉及
的内容涵盖了传染病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防制技术。此郡专著的“原理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传染病流行病学
的生物学基础、流行过程、传染病监测、新传染病的出现与应对、传染病流行的数学模型等。“方法篇”对传染病流行病学涉及
的各种调查研究方法作了重点而翔实的介绍，包括现场调查、传播特征调查、自然疫源地调查、血清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
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及现场干预研究等。“预防控制篇”涉及消毒、杀虫、灭鼠、预防接种和医院感染控制等内容。此外，该书
结合当前传染病防制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增设了卫生流行病学侦察、生物袭击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
和措施等章节。全书紧密围绕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流行病学问题，主题鲜明，信息丰富，内容新颖，逻辑严谨，
是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用书，并可供科研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人员培训和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医药院校有
关人员工作时参考使用。该书现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５２．００元。联系人：安琪，电话：０１０—５８５８１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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