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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上海市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
影响因素的多水平分析
高俊岭傅华
【摘要】

目的应用多水平分析模型分析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的影响因素。方法通

过多阶段随机抽样，抽取上海市２３个社区的９２７例老年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两水平线性多
层模型分别分析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收缩压（ＳＢＰ）和舒张压（ＤＢＰ）的影响因素。结果研究对象的
平均血压水平为ＳＢＰ（１３９．２±１１．７）ｍｍＨｇ、ＤＢＰ（８５．６±８．６）ｒａｍＨｇ（１ ｎｌ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在社区

水平上，辖区高血压患者／站点医师数（医患比）“高”的社区较医患比“低”的社区患者的ＳＢＰ低
ｍｎｌ Ｈｇ、ＤＢＰ低２．５１ ｍｉｌｌ Ｈｇ。在个体水平上，年龄、性别、超重朋巴胖是血压升高的危险因素；规律
服药、限盐、疾病管理自我效能的提高町降低血压，特别是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仅限盐１项就可降低
３．８６

ＳＢＰ ２．４４

ｒｎｎｌ

Ｈｇ、ＤＢＰ

２．０３

ｎ＇ｌｎｌ

Ｈｇ。结论多水平分析模型可以灵活有效地处理具有层次结构的数

据，社区冈素和个体因素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均有影响。
【关键词】高血压；社区老年人；多水平分析；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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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老年人群患病率最高的慢性疾病，

压影响因素的文献报道多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获得

２００２年我国≥６０岁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为４９．１％…。

资料，这种资料是带有明显的层次结构特点，故而不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所获得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同

能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本研究运用多水平模

一群组内的研究个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而不满

型研究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的影响因素，

足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独立性的要求。多水平分

以期为制定社区老年高血压干预措施提供一些有利

析可以同时分析不同层面的因素对结局变量的影

的证据。

响【２］，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分析结果。许多有关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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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以上海市某区３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所辖社区的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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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标准：①老年人的界定采用西太平洋标准≥６０

ＳＢＰ男性高于女性，合并其他慢性病者高于未合并

岁ｂ１；②已证实的高血压患者，可同时伴有其他慢性

其他慢性病者；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和是否药

病；③居住在研究社区的高血压患者。３个社区卫

物治疗对ＤＢＰ有影响（表１）。

生服务中心共辖２３个社区，在所辖的社区中按照老

表１研究对象一般情况及血压水平（ｉ±ｓ）

年高血压患者数随机选择至少２０例老年高血压患
者，共有９３６例患者参加调查，其中获得有效问卷

一般情况

人数潞

（衄ＳＢＨＰｇ）

Ｐ值（孟）

Ｐ值

９２７份。

２．方法：研究所需资料均通过现场调查获得，
社区卫生服务站（站点）和居民两个部分；站点为“水
平２”单位，主要分析指标是医患比（辖区高血压患
者数／站点医师数）。居民为“水平ｌ”单位，主要分析
指标是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血压值、药物治疗情
况、ＢＭＩ、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应对技能等。血压、
身高、体重的测量均按相关标准进行测量。自我效
能、社会支持、应对技能及健康状况等均采用已使用
过的中文版“慢性病自我管理研究测量表”进行测
量，并按其标准进行评分Ｈ］。
３．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
进行录入管理，由于本研究资料具有层次结构特点，
故应用ＳＡＳ ９．１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瞬水平线性

多层模型分别分析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收缩压
（ＳＢＰ）和舒张压（ＤＢＰ）的影响因素。其模型如下：

ｂｌｏｏｄＦ＝氏＋∑理ｋ‰＋ｅ＃

（１）

‘２ｌ

Ⅳ

氏＝Ｙｏｏ＋∑‰‰＋蜘

（２）

（１）和（２）合并得：

２．血压水平的影响因素：由于数据分别来自不
同的社区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因此需通过多水平

Ⅳ

Ｘ

ｂｌｏｏｄＦ＝Ｙｏｏ＋∑‰乙＋∑Ｏｔｔｋ＋（脚＋ｅ＃）（３）
＾２Ｉ

＾２Ｉ

分析进一步探讨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的影响因
素。本研究以医患比为水平２解释变量，通过多水

其中ｂｌｏｏｄ“是第．７组（『－１、２、３、４、…、．，）第ｉ个（ｉ＝１、

平模型分析血压水平的影响因素。首先拟合空模

２、３、４、…、Ⅳ）研究对象的血压值；７∞相当于一般回

型，若数据真的存在层次结构，然后分别将水平２和

归模型中的常数项，表示当所有解释变量为０时，因

水平１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若数据不存在

变量的平均估计值；ｍ是水平ｌ第后个解释变量的回

层次结构则采用常规多元回归分析凸１。空模型拟合

归系数，‰是水平２第ｎ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Ｚ

结果显示，不论是ＳＢＰ还是ＤＢＰ水平２的残差方差

和ｘ分别是水平２和水平ｌ的解释变量；弘ｑ是水平２
残差，白是水平１残差。

水平２上的随机效应，有明显层次结构，应该做两水

结

果

（０２．．。）估计值均有统计学意义（表２），提示资料存在
平分析。故而考虑将水平２解释变量和水平ｌ解释
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１．一般情况：研究对象平均年龄（６５．５±２．６）

首先按照所在社区的卫生服务人员数和他们管

岁，女性占５６．３％，文化程度以小学者居多（３８．８％），

理的高血压患者数，计算医患比并将其分为高低２

绝大多数在婚（８９．４％），４１．１％的研究对象合并其他

类（低＝Ｏ，高＝１），然后将其作为水平２的解释变量

慢性病。药物治疗率为４７．０％；ＳＢＰ（１３９．２±１１．７）

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模型一）不论是ＳＢ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ＤＢＰ（８５．６±８．６）

还是ＤＢＰ均为医患比高的社区低于医息比低的社

ｍｍ

区（Ｐ＜０．０５）。在此基础上将人口学特征、治疗情况

Ｈｇ。在不考虑社区因素对血压影响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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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研究对象血压水平空模型拟合结果

人心血管疾病的最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③膳食营
养及体力活动与高血压的关系密切。因此通过科学
方法探讨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的影响因素对于
有效控制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降低心脑血管
疾病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多水平分析发现，在社区水平，医患
比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确有影响，表现为医患

注：一２ＬＬ：－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Ｌ）

比高的社区血压水平较低，这可能是由于高血压患

及相关心理指标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模型

者的不断增加使得卫生服务人员相对不足，从而不

二）：性别、是否合并其他慢性病、是否药物治疗、是

能对所管理的高血压患者进行全面的、高质量的管

否调节情绪、是否限盐、症状管理的自我效能是ＳＢＰ

理所致。但医患比对ＤＢＰ的影响在纳入个体变量

的影响因素；年龄、性别、是否药物治疗、是否限盐、

后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在控制了个体因素的

ＢＭＩ、疾病共性管理的自我效能是ＤＢＰ的影响因素；

可能混杂作用后，医患比对血压水平不再具有直接

另外，在纳入个体水平影响因素后，医患比对ＤＢＰ

作用。在个体水平，男性、合并其他慢陛病是ＳＢＰ升

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８９）。最后，与

高的危险因素；但规律服药、调节情绪、低盐饮食可

空模型拟合显示（表２），不论是社区水平还是个体

降低ＳＢＰ。同时，规律服药和低盐饮食也可降低

水平随机效应的参差均减少；进一步表明纳入的变

ＤＢＰ，特别是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仅限盐１项就可

量确实可以解释血压水平的变异（表３）。

降低ＳＢＰ ２．４４

讨

ｍｉｌｌ Ｈｇ、ＤＢＰ ２．０３ ｍｎｌ

Ｈｇ。另外，年龄

和体重增加是ＤＢＰ升高的危险因素。有关老年高

论

血压患者血压水平的文献报道较多，但多以患病率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及高血压患病率的持续升

或控制率为分析指标峥副，本研究以血压值为分析指

高，高血压已成为危害老年人健康及生命的重要疾

标，运用多水平分析方法进一步印证了性别、ＢＭＩ、

病和危险因素。由于老年高血压有其特殊性…：①

高盐饮食、合并其他慢性病是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

“三高三低”；②以单纯收缩期高血压为主，且是老年

水平的影响因素。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患者疾病管

表３

社【五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影响因素的多水平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截距
社区

医患比

患者

年龄

１４Ｉ．０９０．０５）＜Ｏ．ＯＯｌ

１４２．０（２．７０）＜０．ｏｏｌ

－３．２７（１．５０）０．０４０４

—３．８６（１．５９）０．０２４４—２．５ｉ（ｏ．９２）０．０１２４—２．０６（１．０３）０．０５８９

８７．０６（０．６５）＜０．ＯＯｌ

８８．６５０．８４）＜０．００１

Ｏ．０４（Ｏ．０４）０．３２５９

一Ｏ．１６（０．０３）＜０．００１

性别（男＝Ｏ，女＝１）

－１．７４（０．７８）０．０２５９

－２．０１（Ｏ．５４）０．０００２

文化程度（艾盲卸，小学＝１，初ｅｅ＝２。高中及以上亍３）
家庭人均月收入

一Ｏ．１６（０．４３）０．７０６１

—０．０８０．３０）０．７７８８

－０．０９（０．５７）０．８７８７

０．３ｌ（Ｏ．４０）０．４３６０

合并其他慢性病（否＝ｏ，是＝１）
健康自评（越好＝１．５１）

１．７０（０．７９）０．０３１９

０．４４（０．５４）０．４１６４

０．６８（０．６７）０．３ １１２

０．５８（０．４酏０．２０９２
一２．４ｌ（Ｏ．５１）＜０．００１

药物治疗（否＝ｏ，是＝１）

－１．９３（０．７４）０．００９０

调节情绪（否＝ｏ，是＝１）

－２．１０（０．９１１

０．０２０９

０．４６（０．６３）０．４６１２

体育锻炼（否＝ｏ，是＝１）

—０．８２（０．７８）０．２９２５

一Ｏ．７酣０．５４）０．１５８７

限盐（ｏ＝否，１＿是）
ＢＭＩ

－２．４４ｒ１．ｏｏ）

０．０１５２

＿２．０３（０．６９）０．００３３

疾病共性管理的自我效能（越好＝ｌ一１０ ｔ）
症状管理的自我效能（越好＝ｌ—ｌＯ ｔ）

０．２０（０．１０）０．１１ ９４

Ｏ．２５（０．０８）０．００３３

０．０４（Ｏ．２３）０．８４８９

一Ｏ．３４（０．１６、０．０２９２

－１．０９（０．２５）＜０．ｏｏｌ

—Ｏ．３０（Ｏ．１ｎ ０．０７９９

应付技能（越好＝ｌ一６ｔ）

０．０５（０．３４）０．８８４１

一Ｏ．４３（０．２３）０．０６４２

精力（越好＝Ｏ。５ ｔ）

０．９８（０．５０）０．０５０９

０．７２（０．４４）０．３０６８

健康担忧（越好＝ｏ～５ １）

０．５２（０．４７）０．２７２８

０．４３（０．３２）０．１８０８

随机效应
社区ｏ‰

９．４８（３．７１）０．００５３

六

１２５．１３（５．８８）＜０．００１

患者

一２ＬＬ

３．１４（１．４３）Ｏ．０１３９

４．３４（１．７９）Ｏ．００７６

１１５．１３（５．４２）＜０．００Ｉ ６２．８０（２．９５）＜Ｏ．００１

１０．７９（４．１７）０．００４８

５４．６０（２．５７）＜０．００１

７０６０．２

６４９３．２

±堡煎堑堑兰墨查！堂生兰旦箜！Ｑ鲞笙兰塑曼坐里！墅！璺型！！：垒型！塑！！塑！：！壁：堂：！
理的自我效能与血压水平呈负相关，提示在今后的
高血压防治过程中应注重提高患者管理自身疾病的
自信心。

。３２１·

健，２００７，１３（６）：３７６－３７７．

［２］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Ｈ．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ａｌｓ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１１３—１６１．

［３］张海燕，郭艺芳．老年高血压．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７（１９）：

当数据具有层次结构时，不再满足传统分析方
法独立性的假设，故需运用多水平模型来处理具有层
次结构的数据，它可将随机误差分解到数据层次的相
应水平上，从而提供较为准确可靠的统计分析结果。
本研究发现，社区因素和个体因素对老年高血压患者
的血压水平均有影响。从模型拟合过程可见，评价模
型优劣的一２ＬＬ逐渐减少，而且随机效应的差残也减
小，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结果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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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带ＩＪ·
青海省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人间鼠疫流行病学分析
王国钧张全芬崔百忠

田富彰

马英

对青海省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人间鼠疫资料进行分析；资料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青海省人间鼠疫季节分布

来源于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人间鼠疫病例数据库和个
案调查资料及监测资料。对７年确诊的２５例鼠疫病例依照
鼠疫诊断标准（ｗｓ２７９—２００８）诊断…，并进行描述流行病学
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①时间分布：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未发生
人间鼠疫；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各发生ｌ起，发病各ｌ例；
２００４年发生７起，发病２０例；２００５年２起，发病２例；人间鼠
疫发生在每年的５—１０月，发病高峰期在９月，共发生６起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占５０％），发病１９例，占７６％（表１）。②地区分布：人间鼠疫
疫情主要发生在４个州８个县，其中玉树州６起１９例，分布于

起肺鼠疫暴发，发病１４例，死亡６例。病例主要分布在玉

曲麻莱、囊谦、治多、称多４个县；海西州２起３例，分布于天

树、海西、海北３个地区，说明该地区动物鼠疫流行较为猛

竣、乌兰２县；海北州２起２例，分布于祁连县；海南州ｌ起ｌ

烈。在１２起人间鼠疫疫情中９起是由于捕食旱獭引起，６起

例，分布于同德县。发生人间鼠疫的地区与动物鼠疫流行地

是捕旱獭人感染鼠疫后返乡造成鼠疫远距离传播心“。因

区相一致。③人群分布：２５例病例中，男性１９例，占７６％；女

此．今后的鼠疫防治Ｔ作重点是：①加强玉树、海西、海北等

性６例，占２４％。发病年龄为５—６７岁，其中５～１５岁２例，占

重点地区动物鼠疫监测，及时发现和控制动物间疫情；②加

８％，１６～４５岁１８例，占７２％，５５—６７岁５例，占２０％，以青壮年

大禁止捕旱獭的Ｉ监管力度，严禁该类人员到鼠疫疫源地区从

为主；牧民（藏族）最多１８例，占７２％，农民（汉族）７例，占

事猎捕和贩运旱獭制品的活动；③加强交通卫生检疫，防止

２８％。④传播途径：剥食喜马拉雅旱獭占２８％，剥沙狐皮占

鼠疫远距离传播。

４％，接触肺鼠疫患者占５２％，被疫蚤叮咬占１６％。⑤病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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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肺鼠疫（原发和继发型）１６例，占６４％；败ＪＩＩＬ型鼠疫（原发
和继发型）５例，占２０％；腺鼠疫３例，占１２％；腺鼠疫合并蜂
窝组织炎ｌ例，占４％；首发病例以腺鼠疫居多ｌＯ例，占４０％。
青海省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间有５年发生人间鼠疫，以散发为

主。仅２００４年出现了人间鼠疫多点散发和局部地区肺鼠疫
爆发性流行，是近２０年来人间鼠疫病例数最多的年份。共
发生７起，发病２０例，死亡９例；特别是囊谦县尕羊乡发生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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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田富彰，李敏，于守鸿，等．鼠疫蜂窝组织炎１例报告．中国地方
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４（５）：５８５．
［３］田富彰，李海龙，唐新元．２００４年青海省湟源县鼠疫疫情现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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