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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重庆市中老年钢铁工人颈动脉粥样硬化的
流行病学调查
张东平李晋芳胡长林黄辉
【摘要】

目的调查重庆钢铁集团工人颈动脉粥样硬化（ＣＡＳ）的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从重庆钢铁集团下属烧结厂４５～８０岁在职及退休职工中随机分层抽样５１２人，进行标准的问
卷调查及血糖、血脂、炎性因子和颈动脉彩超的测定，对与ＣＡＳ患病可能有关的因素进行多岗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１）重庆钢铁工人ＣＡＳ现患率达３７．６％，其中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增厚的现
患率为１０．２％，非狭窄性斑块和狭窄性斑块的现患率分别为２５．０％和２．４％。（２）ＣＡＳ发病的影响因素

为年龄（咖＝１．２８９，９５％Ｃ／：１．０１４—１．５６８，Ｐ＜Ｏ．００１）、吸烟（ＯＲ＝１．４２０，９５％Ｃ／：０．８０２～３．８７２，Ｐ＜

０．００１）、高血压（ＯＲ＝４．５３０，９５％Ｃ／：３．９５２—６．７５３，Ｐ＜Ｏ．００１）、糖尿病（彻－－－－－２．２８５，９５％Ｃ／：１．００８～
５．０５７，Ｐ＜Ｏ．００１）、高敏Ｃ反应蛋白（ＯＲ＝１．２７３，９５％ＣＩ：０．４７９—２．８８９，Ｐ－－－－－Ｏ．０３７）、高胆同醇血症
（Ｄ冠＝１．０３２，９５％Ｃ／：０．３２０～１．８８２，Ｐ＝Ｏ．０４７）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ｏＲ－－２．３１３，９５％Ｃ／：１．２３７—
４．３３１，Ｐ＝０．００８）。（３）ＣＡＳ患病率随着其相关因素个数的增加而升高，有１个影响因素的人中ＣＡＳ患
病率增加０．９倍，有２个影响因素的人中ＣＡＳ患病率增加１．３倍，有３个影响因素的人中ＣＡＳ患病率增
加２．３倍。结论重庆中老年钢铁Ｔ人ＣＡＳ现患率偏高，ＣＡＳ现患率随着影响凼素的聚积而增加。
【关键词】颈动脉粥样硬化；现患率；钢铁工人；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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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４Ｂ第３０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４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心脑血管病已经成为

斑块标准者定义为单纯ＩＭＴ增厚；既有ＩＭＴ增厚、

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尤其是脑卒中，已经成为致死

又有斑块者归于斑块组；发现斑块但动脉狭窄＜

致残的罪魁祸首，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存质

５０％者定义为非狭窄性斑块；发现斑块且动脉狭窄≥

量。而颈动脉严重狭窄、血栓形成导致脑供血不足，

５０％者定义为狭窄性斑块。所有入组者均征得患者

或颈动脉斑块脱落引起栓塞被认为是引起缺血性脑

本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结果判断：由２名超声科

血管病的主要原因¨。】。目前国内针对工人这一重

专业医师依据上述标准对超声图像共同判断确认并

要社会群体的颈动脉粥样硬化（ＣＡＳ）研究还较少，

由不同的超声专科医师随机重查颈动脉超声并重新

因此，本研究对重庆钢铁集团工人ＣＡＳ的发生及其

判断ＣＡＳ结果，重测信度为９６％。

相关因素进行了大样本的抽样调查，了解在钢铁工

３．相关因素的判定：分析ＣＡＳ相关因素包括

人中ＣＡＳ的发生情况，为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预防提

年龄、性别、吸烟、饮酒、糖尿病、血脂代谢紊乱、

供基础资料。

高血压等。高血压病诊断标准依据ＥＳＨ／ＥＳＣ
２００７高血压防治指南的血压分型标准ｂ１，在标准

对象与方法

条件下测量ＳＢＰ≥１４０

１．资料来源：于２００６年３—６月，以重庆钢铁集

（１

ｉｉｌｉｎ

Ｈｇ＝０．１３３

ｍｍ Ｈｇ或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

ｋＰａ），或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

团烧结厂４５～８０岁职工（共２１８０人）为调查对象，根

药物治疗；糖尿病按照２００７年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

据在岗（４５～５５岁）及退休（５５～８０岁）两个阶段分

公布标准，糖尿病症状＋随机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或

层随机抽样５１２人，实到５００人，应答率９７．６６％。所

空腹血糖≥７．０ ｍｍｏｌ／Ｌ或既往有确切糖尿病史，正

有入组者均进行标准的问卷调查：一艘晴况、个人病

在使用降糖药物；高ＴＣ血症为ＴＣ≥５，２ ｍｍｏＦＬ；

史、家族病史、体格检查等四方面内容，其中体格检

高ＴＧ血症为ＴＧ≥１．７ ｍｍｏｌ／Ｌ；高ＬＤＬ—Ｃ血症为

查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血压等；个人病史包括高血

ＬＤＬ．Ｃ≥３．１ ｍｍｏｌ／Ｌ；低ＨＤＬ．Ｃ血症为ＨＤＬ．Ｃ≤

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缺血性事件史（包括冠心病、

１．０４

缺血性脑血管病、外周动脉疾病）；以上疾病均以三

时间长于１年者定义为吸烟者；此外，饮酒≥１００

级以上医院诊断为准。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采空
腹静脉血标本，采用酶法测定血清总胆固醇（ＴＣ）、

连续５年以上、ＢＭＩ（ｋｇ／ｍ２）≥２４、纤维蛋白原
（ＦＩＢ）≥４００ ｍｇ／Ｌ、腹围男性＞８５ ｃｍ、女性＞８０ ｃｍ、

甘油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

ＨｓＣＲＰ＞，３．０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高敏Ｃ反应蛋白

照２００６年４月国际糖尿病联盟（ＩＯＶ）关于代谢综合

（ＨｓＣＩ冲）采用乳胶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征的全球共识提出的标准。

２．颈动脉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使用ＧＥ

ｍｍｏｌ／Ｌ；按ＷＨＯ标准，把每天吸烟１支以上、
ｇ／ｄ

ｍｍｏｌ／Ｌ等均视为异常。代谢综合征参

ｖｉｖｉｄ７

４．统计学分析：所有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５．０软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线阵式探头频率７—

件完成。２个样本率之间的比较用＃检验，相关因素

Ｈｚ，检查前嘱患者休息５～１０ ｒａｉｎ，取平卧位、头

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相对危险度用ＯＲ及

１０

偏向检查对侧，充分暴露颈部，沿胸锁乳突肌外缘纵
切检查，依次显示颈总动脉（ＣＣＡ），至分叉处探测颈
内动脉（ＩＣＡ），纵切检查后，将探头旋转９００，沿血管

其９５％ＣＩ估计；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走行横扫，测量指标包括：①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１．ＣＡＳ现患率：在抽样检测的５００人中，ＣＡＳ

（ＩＭＴ），指血管腔内膜界面的前缘至中膜一外膜界面

总患病率达３７．６％，其中单纯ＩＭＴ增厚者占１０．２％，

前缘的垂直距离；②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部位、形

非狭窄性斑块占２５．０％，颈动脉狭窄程度在５０％以

态、大小和回声特点；③估计管腔狭窄程度（狭窄程

上者占２．４％。在岗工人（４５～５５岁）ＣＡＳ现患率为

度＝狭窄处的最小内径或彩色血流宽度／狭窄远端

２４．３％；退休工人的患病率是４４．６％，其中６５—８０岁

最大内径或彩色血流度Ｘ １００％）。ＣＡＳ诊断标准按

的ＣＡＳ现患率更高达５８．１％（表１）。

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０５年修订版）中对靶器

２．ＣＡＳ的影响因素：

官损害的定义，颈动脉超声检查发现ＩＭＴ增厚≥

（１）ＣＡＳ组与非ＣＡＳ组相关因素比较：根据颈

ｒａｉｎ或粥样斑块（颈动脉系统任意血管节段

动脉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结果，将抽样调查的人群

ＩＭＴ≥１．３ ｍｍ或存在突出管腔的回声结构、表面不

分为ＣＡＳ组（１８８例）和非ＣＡＳ组（３１２人）。表２显

光滑）之一即认为有ＣＡＳ。仅有ＩＭＴ增厚而未达到

示，ＣＡＳ组平均年龄明显高于非ＣＡＳ组。此外，文

０．９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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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素（４椭５。５从５）丐考‰合计

表１重庆市５００名在岗及退休钢铁丁人的ＣＡＳ现患率

单纯ＪＭＴ增厚１ ６．８（２９／Ｉ ７３）８，酎１ ７／１ ９８）３．９（５／１２９）１０．２（５１／５００）
非狭窄干，Ｅ斑块６．４（１ １／１７３）２６．３（５２／１９８）４８．１（６２／１２９）２５．０（１２５／５００）
狭窄性斑块
合计

１．２（２／１７３）

２．０（４／１９８）４．７（６／１２９）

２．射１２／５００）

ＬＤＬ．Ｃ、吸烟、ＨｓＣＲＰ，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酒、文化程
度、体育锻炼、身高、体重、ＢＭＩ、腹隔、ＴＧ、ＨＤＬ—Ｃ、
ＦＩＢ、心脑血管缺血事件、心脑血管病家族史等，经逐
步回归分析提示对ＣＡＳ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３

ＣＡＳ的相关因素分析

２４．３（４２／１７３）３５．９（７１／１９８）５８．１（７５／１２９）３７．６ｆ１８８／５０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现患率（％），括号内数据为患者例数／检查
人数

化程度、高脂饮食、吸烟、腹围、高血压、糖尿病、ＴＣ、
ＬＤＬ．Ｃ、代谢综合征、心脑血管缺血事件史在两组问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性别、锻炼程度、心脑血管病
家族史、饮酒、ＢＭＩ、ＴＧ、ＨＤＬ．Ｃ、ＦＩＢ等在两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注：以ＣＡＳ为因变量，患有ＣＡＳ赋值为１，未患ＣＡＳ赋值为Ｏ；
多分类变量赋值：年龄：４５一岁＝ｌ，５０一岁－－－－２，５５一岁＝３，６０。

表２重庆钢铁厂中老年下人心血管疾病相关因素情况

岁－－－－４，６５一岁＝５，７０一岁＝６，７５一岁－－－－７；文化程度：文盲一１，
小学－－－－２，中学＝３，大学－－－－４；锻炼程度：少＝１，中－－－－２，多＝３；余
自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阳性者赋值为１，阴性者赋值为０

（３）相关因素个数与ＣＡＳ的关系：表４显示，除
了年龄不可控制，以其余６个独立相关因素作为考
虑对象，有１个相关因素的人中ＣＡＳ患病率增加０．９
倍，有２个相关因素的人中ＣＡＳ患病率增加１．３倍，
有３个相关因素的人中ＣＡＳ患病率增加２．３倍。
ＣＡＳ患病率随着相关因素个数的增加而升高。
表４相关阕素个数与ＣＡＳ的关系

讨

论

ＣＡＳ是指双侧颈总动脉、颈总动脉分叉处及颈
内动脉颅外段的管壁僵硬、内一中膜增厚、内膜下脂
质沉积、斑块或溃疡形成以及管腔狭窄等病理变化
而言。近年来，应用颈动脉超声检查所作的几项大
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如ＡＲＩＣ研究、ＡＣＡＰ研究以及
国内学者的研究均表明¨’５】，超声检查对早期ＣＡＳ病
变具有较高敏感性，且便于复查随访，这是本研究利
用颈动脉彩超进行ＣＡＳ筛查的依据。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本研究中针对４５—８０岁工人这一具有代表性
的群体进行随机抽样检查，发现单纯ＩＭＴ增厚者占

（２）ＣＡＳ发病的相关因素：由表３可见，以ＣＡＳ

１０．２％，颈动脉斑块率２７．４％（颈动脉狭窄的发生率

与否为因变量，２０项可能与ＣＡＳ相关的影响因素为

为２．４％），ＣＡＳ总患病率为３７．６％。退休工人（５５．

自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

８０岁）的ＣＡｓ现患率４４．６％，略高于北京地区部分军

示，ＣＡＳ的独立相关因素为年龄、高血压、ＴＣ、

队６０岁以上老年人群中ＣＡＳ的患病率哺】，较国外同

±竺堕！！堑堂壅查！塑堡！旦箜！Ｑ鲞箜！塑竺塾垫！墅塑！！！：垒四！兰殳塑：塑！：！Ｑ！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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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竺竺要霎妻仑登整ｃＡ鼍璺妻置窀曼＂：：，些磐，
本研究还发现，除了ＣＡＳ，该调查人群中传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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