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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区域聚集性
及危险因素的多水平模型分析
付鹏钰胡东生张卫东

杨永利

【摘要】

张梅喜王重建平智广

目的分析中国成年人高血压的区域聚集性及危险因素，探讨多水平模型在高血压危

险因素研究中的应用。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从中国１０地区共抽得年龄
在３５—７４岁之间的１５ ５４０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ＭＬｗｉＮ ２．０２软件对数据进行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拟合。结果高血压的患病存在地区聚集现象，方差成分系数为３．１％。在调整了年龄和性别的影响
后，全身型肥胖人群（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和超重人群（ＢＭＩ
２３．９

２４—２７．９ ｋｇ／ｍ２）分别为ＢＭＩ正常人群（１８．５～
ｋｇ／ｍ２）患高血压ＪｘＬ险的４．５０（９５％ＣＩ：４．００～５．０６）和２．２６（９５％Ｃ１：２．０７～２．４６）倍；中心型肥胖人群

（男性腰围≥８５ ｃｍ或女性≥８０ ｃｍ）为正常腰围人群患高血压风险的２．６２（９５％ＣＩ：２．４２～２．８３）倍；甘油

ｉ酯、总胆固醇、血糖、低密度脂蛋门胆同醇含量升高或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降低者患病风险
分别为正常者高血压患病风险的２．１０（９５％ＣＩ：１．８９—２．３３）、２．０８（９５％ＣＩ：１．８４～２．３５）、１．８５（９５％Ｃ／：

１．６０～２．１４）、１．５８（９５％Ｃｉ：１．３８～１．８１）和１．４９（９５％Ｃ／：１．３２一１．６９）倍，饮酒人群为不饮酒人群患高血压
风险的１．１５（９５％ＣＩ：１．０５～１．２７）倍。结论高血压的发生不仪与个体肥胖、血糖升高、血脂异常和饮
酒等危险渊素有关，还受所居住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在高血压的一级预防中，既要关注高危人群，还
要重视以一般人群为基础的群体预防控制工作。

【关键词】高血压；危险Ｉ翊素；区域聚集性；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方差成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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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ｆｌＬ压患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１’２】，其

。７１７－

患病率有地区差异ｂ一］．原因在于居住在同一地区的

室生化检测三部分。血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人员
使用标准的水银血压计测量，调查者静啦５ ｍｉｎ后

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行为和饮食习惯以及健康知

测量３次，取后两次ＳＢＰ和ＤＢＰ的平均值为调杏所

识等方面较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人群更为近似，即表

得值。９１。高血压诊断标准：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Ｕｇ或者

现出血压分布的区域聚集现象一ｌ，而区域聚集性是

ＤＢＰ＞，９０

造成高血压分布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比较高血

血压治疗埔Ｊ。

ＩｎｌＴｌ

Ｈｇ或者在调查前两周内接受过抗高

压患病的地区差异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检验，但局

３．多水平模型：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多水平模

限于定性层面分析血压分布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并

型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根据研究水平的多少，多

不能将造成地区差异的原冈中环境凶素的作用强度

水平模型分为二水平模型、三水平模型或四水平模

进行量化。此外，分析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也是

型；根据反应变量的类型，多水平模型分为多水平线

流行病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在分析高血压患病

性回归模型、多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以及多水平

的危险因素时，虽然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高血压分

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从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资料的抽样过程

布的地区差异，在数据分析时，大多仍将来自不同研

看，有两个层次：个体和研究区域，即１５ ５４０名观察

究区域的研究对象直接合并后采用传统的一水平

对象来自ｌＯ个地区，因此定义个体为水平１单位，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该方法未能将环境因素的作用单

究区域为水平２单位；结合反应变量（是否患高血

独分离出来，因此往往高估了危险因素的作用强

压）的类型（二分类资料），拟合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度。与传统的一水平模型相比，多水平模型能将残

模型：

差项分解到与其数据层次结构相应的水平上，冈此

以仉）＝疡＋ＪＢ。茁ｔ，＋伤％＋…＋触虹『

获得的参数估计更为准确旧’７］。亚洲心血管病同际

风＝岛＋蜥

合作研究（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资料８ Ｊ采

连接函数人７ｒ。）－－－－－ｌｏｇ—二Ｌ
１ｍｑ．／．。

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有明显的层次结构，即省－＋

式中，汪１，２，…，吩，表示水平ｌ单位（个体）；Ｊ＝１，

城市叶县＿乡村＿＋户－十个体，因此，该研究拟采用多

２，…，ｎ，表示水平２单位（研究区域）；风为截距，戈坼

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环境凶素在高血压发病

铂，…分别为第ｊ个研究区域第ｉ个观察对象的第后个

中的作用大小，同时更科学地估计不同危险因素对

解释变量的观察值；卢。，卢：，…，臃分别为第１，２，…，ｋ

这些疾病发生作用的强度，研究结果可为制定高血

个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

压的群体预防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第一阶段分别从我国北方和南方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ＭＬｗｉＮ ２．０２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Ｈ引。根据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资料的抽样过程，首先拟
合无解释变量的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零模型。以判
断是否存在高水平的聚集作用，如果存在区域聚集

地区各抽取５个省市。北方省市包括北京、陕西、山

性，计算方差成分系数（忡ｃ＝ｉ％ｎ仉１１１）以衡量

东、青海和吉林，南方省市包括上海、湖北、福建、广

区域聚集性的大小，之后分别纳入解释变量以获得

西和四川。为了充分考虑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的代

各危险因素的参数估计。参数估计采用二阶预测性

表陛，该阶段未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第二阶段是

拟似然法（２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在第一阶段所选的省市中随机抽取１个县和１个城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ＰＱＬ）ｎ ０｜，调整后的ＯＲ值及９５％Ｃ１用来评

区，共抽得１０个县和１０个城区。第三个阶段是在每

价各危险因素的作用强度，检验水准ａ＝０．０５。

个城Ⅸ和县的１个街道和１个镇（或乡），共抽得１０

结

个街道和１０个镇（或乡）。第四阶段是以选中街道

ｏｒ

ｐｅｎａｌｉｚｅｄ

ｑｕａｓｉ—

果

或镇的居民名单将作为样本来源（年龄３５—７４岁），

１．不同地区高血压患病率：不同地区高血压的

设计每个现场抽得有效样本共８００人，男、女各半。

患病率不同，ｆ＝２８６．９，Ｐ＜Ｏ．Ｏｌ。其中山东省居民

此次数据分析局限在３５～７４岁，且同时完成问卷调

高血压患病率最高，而四川省居民高血压患病率最

查和人体测量的１５ ５４０名参与者，其中男性７５２６人

低（图１）。

（４８．４％），女性８０１４人（５１．６％）。
２．研究内容：包括问卷调查、人体测量和实验

２．区域聚集性的度量：首先拟合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零模型，判断在高血压的发病中，是否存在高水

·７１８·

生堡煎堑遗兰盘查！！壁！笙！旦箜！！鲞笙！塑曼！！翌！曼壁ｉ璺！堂皇！！！竺！！兰Ｑ！！！塑！：！！：盥！：王

４５．０

表２高ＩｆｆＬ压患病危险因素的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璎

４０．０

ＯＲ值（９５％Ｃ１）

解释变量

３５．０

＜１８．５

０．７４（０．６０—０．９０）

２４—２７．９

２．２６（２．０７—２．４６）

≥２８

４．５０（４．００～５．０６）

ＷＣ（ｃｍ）

＞／８５（男）或＞／８０（女）

２．６２（２．４２—２．８３）

ＴＧ（ｍｇ／ｄ１）

１５０—１９９

１．８２（１．６４—２．０２）

≥２００

２．１０（１．８９—２．３３）

ＢＭｌ（ｋｇ／ｍ２）

惫３０·ｏ
。２５．０

簇２０．ｏ
硝１５．０
１０．Ｏ
５．０
０．０

ＴＣ（ｍｇ／ｄ１）
山尔北京占林上海榀建爵海湖北山曲Ｊ“【！ｌｉ凹Ｊ

图１我国１０个地区高ｍ压患病率

ＦＰＧ（ｍｇ／ｄ１）

平的聚集现象。水平２方差ｏｒ。０２的假设检验）ｃ２＝

２００—２３９

１．５６（１．４３—１．７０）

≥２４０

２．０８（１．８４—２．３５、

１１０—１２５

１．８６（１．６３—２．１２）

≥１２６

Ｉ．８５（１．６０—２．１４）

ＬＤＬ－Ｃ（ｍｇ／ｄ１）１３０—１５９

１．３９（１．２６—１．５４）

≥１６０

５．１０，根据自由度为１的ｒ分布，认为高血压患病存

１．５８（１．３８—１．８１１
１．４９（１．３２—１．６９）

ＨＤＬ－Ｃ（ｍｇ／ｄ１）＜４０

在地区聚集现象，ＶＰＣ＝３．１％，说明在高血压的发

４０～５９

病中，环境冈素的作用占３．１％。因此在影响高血

１．２３（１．１０—１．３６）

吸烟

一

０．７８（０．７１～０．８６１

压患病的危险因素分析时，应拟合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饮酒

一

１．１５（１．０５—１．２７１

归模型。

注：凋整了年龄、性别的影响

３．高血压患病影响因素的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讨

论

模型：纳入解释变量后的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显
示（表１）：调整了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后，饮洒、ＢＭＩ

在高血压的一级预防中，以人群为基础的预防

和腰围（ＷＣ）增加，ＴＧ、ＴＣ、ＦＰＧ和ＬＤＬ．Ｃ含量升

策略由于其经济有效而引起关注，多水平模型在流

高，或者ＨＤＬ．Ｃ含量降低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冈素

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为研究疾病的地理分布和环境

（表２）。

因素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工具。２００４年
表１研究变最赋值及纳入模型方式

研究变鼋
年龄组（岁）

赋

１＝３５～４４．９，２＝４５～５４．９，３＝

Ｍｅｒｌｏ等ｂ１将多水平回归模型应用到ＳＢＰ区域聚集

纳入模型方式

性研究中，对来自３９个国家、年龄在３５—６４岁之间

哑变量（参照＝１）

的２３ ７９６名男性和２４ ９８６名女性进行二水平线性回

值

５５—６４．９．４＝６５—７４

归模型分析，结果硅示在ＳＢＰ的总变异中，由于区域

性别

１＝女，２＝男

原始数据

吸烟状况

ｌ＝不吸烟，２＝吸烟４

原始数据

饮酒状况

１＝不饮酒，２＝饮酒６

原始数据

瑞典马尔默城市１７个地区年龄在４５～７３岁之间的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１＝＜１８５（偏瘦），２－－－－－１８．５～２３．９

哑变量（参照＝２）

１５

（正常），３＝２４—２７．９（超霞），４＝

男性：１＝＜８５（正常），２＝≥８５

原始数据

常），２＝／＞８０（向心型肥胖）
ｌ＝＜２００（正常），２＝２００—２３９

回归模型，发现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状况也受
哑变量（参照＝１）

（临界值），３＝≥２４０（异常）
ＴＧ（ｍｇ／ｄ１）

１＝＜１５０（正常），２＝１５０—１９９

ｌ＝＜１１０（正常），２＝１ｌＯ～１２５

其所居住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环境因素的作用占
３．１％，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因此在高血压的预防工

哑变量（参照＝１）

（临界值），３＝９２００（异常）
ＦＰＧ（ｍｇ／ｄ１）

我国成年人高血压发病的区域环境凶素究竟起了多
大作用？目前未见报道。通过拟合二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向心型肥胖）；女性：ｌ＝＜８０（正

ＴＣ（ｍｇ／ｄ１）

５６９名妇女进行ＤＢＰ区域聚集性的度量，结果表

明在ＤＢＰ的变异中，环境冈素起的作用占ｏ．４％。但

／＞２８（全身型肥胖）
ＷＣ（ｅｍ）

因素引起的变异达到７％一８％；２００７年该学者又对

哑变量（参照＝１）

（临界值），３＝≥１２６（异常）
ＬＤＬ．Ｃ（ｍｇ／ｄ１）ｌ＝＜１３０（正常），２＝１３０—１５９哑变量（参照＝１）

（临界值），３＝≥１６０（异常）
ＨＤｌ＿疋（ｍｇ／ｄ１）１＝＜４０（异常），２＝４０—５９（１临ｉ界哑变量（参照＝３）
值），３＝≥６０（正常）
注：４当前吸烟且累计吸．朋量≥１００支；６过去１年中饮洒次数＞

作中，更应该考虑以一般人群为基础的预防策略。
本文还在既往研究的高血压各危险因素基础之
上，获得了我国成年人高血压危险因素的更为合适
的估计。
１．ＢＭＩ、ＷＣ与高血压：肥胖是高血压的独立危
险冈素，体形越胖的人群，患高血压的风险也越大，
全身型肥胖人群为ＢＭＩ正常人群患病风险的４．５０

１２次；ＢＭＩ和ＷＣ分类标准参考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肥胖问题

倍，超重人群为ＢＭＩ正常人群患病风险的２．２６倍，

工作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

中心型肥胖人群为正常腰围人群患病风险的２．６２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７月第３０卷第７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７

倍，与Ｒｏｈｒｅｒ等’１２ ３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因此，保持

［４］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ｔｈｅ

合适的体形可能会降低高血压的发生。针对肥胖人
群开展有效的减肥治疗是相当网难的，但通过合理
膳食或者增加运动量来保持合适的体形，有望降低

·７１９·

Ｋ，Ｇｕ

Ｄ，Ｍｕａｔｎｅｒ

ａ１．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ｔ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ｔｒｅａｆｆ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０３，２１（７）：１２７３－１２８１．
ａ１．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５］Ｍｅｒｌｏ Ｊ．Ａｓｐｌｕｎｄ Ｋ．Ｌｙｎｃｈ Ｊ，ｅ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患高血压的风险。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Ｃ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２．血糖、血脂与高血压：高血压的发病与血糖
和血脂含量异常有关，ＴＧ、ＴＣ、ＦＰＧ、ＬＤＬ．Ｃ含量升
高或者ＨＤＬ．Ｃ含量降低者患病风险分别为其正常
者的２．１０、２．０８、１．８５、１．５８和１．４９倍，与文献报道一

２００４．１５９（１２）：１１６８—１ １７９．

［６］杨珉，李晓松．医学和公共一生研究常用多水平统计模型．北
京：北京大学医学ｆ｛｛版社，２００７．
［７］Ｌａｒｓａｎ Ｋ，Ｍｅｒｌｏ Ｊ．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ｎｄ ｆｉｘｃ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致Ｊ引。进一步研究表明，人们的牛活方式会影响到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心血管疾病相关危险因素’１“，因此欲降低高血压的

８ｌ－８８．

发生，应以合理的膳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０５，１６１（１）：

［８］Ｇｕ Ｄ，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Ｋ，Ｗｕ

３．吸烟、饮酒与高血压：吸烟曾被认为是心ＪＩＩＬ管
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但其与高血压存在何种

２００２，４０（６）：９２０—９２７．

［９］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关系，目前仍不清楚。周超等¨纠和Ｂｏｗｍａｎ等Ｊ刮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ＡＲＤＩＡ ｓｔｕｄｙ．Ｃｋ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１

ａｉ．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ｅ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０（１）：７４－７８．

［１０］Ｒａｓｂａｓｈ Ｊ，ＳｔｅｅｌｅＦ，ＢｒｏｗｎｅＷ，ｅｔ ａ１．Ａｕｓ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ｔｏＭＬｗ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Ｌｏｎｄｏｎ：Ｃｅｎ仃ｅ ｆｏｒ

吸烟与高血压的发病呈负相关，而饮酒与高ｆｌＩＬ压的
发病早正相关。出现此种不一致结论的原因是多方

ＣＲ，ＭｃＣｒｅａｔｈ

ＫＡ，Ｋａｔｈｏｌｉ
ｔｏ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研究表明，吸烟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但Ｓｕｌｉｂｕｒｓｋａ
和Ｄｕｄａ［１７】发现吸烟与血压水平无关，该研究表明：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Ｘ，ｅ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４．

［１１］Ｍｅｒｌｏ Ｊ，Ｃｈａｉｘ Ｂ，Ｏｈｌｓｓｏｎ

面的，其中信息的准确性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吸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炯和饮酒是难以精确测量的指标，在研究吸烟、饮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与高血压的关系时，还应尽量考虑每日吸烟量或饮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１．Ａ ｂｒｉｅ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Ｈ，ｃ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ｕｓ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ｏ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６，６０

（４）：２９０—２９７．

酒量、吸烟或饮酒年限、烟草的种类、酒精度数等更

［１２］Ｒｏｈｒｅｒ Ｊ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ＧＪ，Ｆｕｒｓｔ ＪＷ．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为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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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研究采用多水平建模技术，一方面定量
评价了环境因素在高血压发病中的作用强度，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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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将环境因素的效应分离Ｈ｛来，因此对于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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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估计更为准确。研究结果为制定高血压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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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预防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当然本研究也有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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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研究进一步验证这些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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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揭示高血压危险囚素
的致病作用时说服力较差，建议通过队列研究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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