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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新疆地区３０ ０００名哈萨克族成年人心电图
明尼苏达编码分析
木胡牙提仇萍卢武红刘志强穆合塔尔严红雁孔巴提沙根何鹏义
【摘要】

目的研究新疆哈萨克族（哈族）成年人心电图异常编码的分布及特点。方法在

新疆北疆３个地区整群随机抽样连续检查３０ ０００名哈族成年人血压和心电图，采用ＷＨＯ推荐的
明尼苏达心电图编码分类法，对心电图进行分析。结果心电图总异常编码率为２４８．６０‰，男性
主要异常编码率为１４６．８３％Ｏ，女性为１５７．７１％ｏ，ｓＴ－Ｔ异常检出率为１００．０３％ｏ。心律失常总检出率
为７１．１７％Ｏ，心房颤动（房颤）为２．８３％Ｏ。主要异常编码率３个地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哈
族成年人群心电图异常编码检出率较高，主要异常编码与高血压显著相关，房颤患病率与国内相
关文献报道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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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哈萨克族（哈族）人口总计１

２５０ ４５８

人，其中９６．４％居住在北疆的塔城、阿勒泰、伊犁三

对象与方法

个地区。哈族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国内水平…，但

１．调查对象：２００９年ｌ一８月在新疆塔城、阿勒

目前对哈族成年人群体的心血管病流行状况了解

泰、伊犁三个地区分别整群随机抽查３０ ０００名哈族

较少。本研究在上述地区整群随机抽样连续检查

２０岁以上成年人，年龄、民族等以其身份证为准，并

０００名哈族成年人的血压和心电图指标，定量分

与户口本核实。其中男性１２ ２５２名，女性１７ ７４８名。

３０

析其心电图异常编码的分布及特点，为新疆地区哈
族成年人群的心血管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０４．０２１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０８２１１４９）

年龄２０～８４（５０．５±３０．５）岁。
２．调查方法：所有受检者均测身高、体重、腰围、
腹围、血压、心电图；心电图检查和编码按ＷＨＯ“心
血管疾病调查方法”，使用ＮＩＨＯＮＫＯＮＤＥＮ６５ １ １型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５４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

心电图机，在静息状态卧位做１２导联描记并进行明

通信作者：术胡牙提，Ｅｍａｉｌ：ｍｕｈｕｙａｔｉ＠１６３．ｏｍｎ

尼苏达编码（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ｃｏｄｅ，ＭＣ），ＭＣ的分类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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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等陋１所采用的方法，异常编码定义为存在一项
或多项的主要或次要编码。按照Ｐｏｏｌ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的
分类方案，程度不同地将编码分为主要异常码（１—１，

采用Ｚ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２，３—３，４—１，４—２，５—１，５－２，７一ｌ，７—２，７—８，８—１，

１．哈族成年人群心电图异常编码特征：

８—３）和次要异常码（３一ｌ，６—３，６—４，６—５，７—７，８—７，

（１）心电图异常编码分布概况：总异常编码率为

８—８，９—１），９码除９－１列人次要编码外，其余均不被

２４８．６０‰，其中标化后男性主要异常编码率１６９．５１％ｏ，

列入异常编码内ｂ】。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ＳＢＰ≥

女性为１７６．０４％Ｏ，女性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４０ Ｆｉｌｍ Ｈｇ，和（或）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或近２周内服

（Ｚ２－－７２．０９，Ｐ＝０．０００）；次要异常编码率则男性高于

３．心电图测量：参加现况调查人员均经严格选

性中，主要异常编码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择和培训；心电图机、血压计等仪器均在校准后使

次要编码检出率随年龄的递增而减少。女性主要异

用，每组资料的登记及收集均由２名调查员完成（其

常编码检出率在８０岁以前随年龄的递增而增加，次

中至少有１名为哈族）。心电图测量由从事心电生

要异常编码中８０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多（表１）。

用降压药物Ｈ】。

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１６．４５，Ｐ＝０．０００）。男

理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不同测量者之间及同一测

常见的单项编码中，５一ｌ、５—２码（Ｔ波低平）在主

量者内都进行严格质控，测量误差不超过０．５蚴。

要异常编码比例最高为６６．４７％０，占总主要异常编码

心电图资料的编码及录入采用“双机录入”方法，由

的４３．３７％；７—８码（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左前分

８名熟练编码的心内科医生完成，并由监督员进行

支传导阻滞）及８—３码（房颤）比例最低，分别为

随机抽查。

２．０７％Ｏ、２．８３％０。次要异常编码中，８—８码（窦性心动

４．统计学分析：均采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０软件完成，根

过缓）占比例最高为４３．３７％ｏ，占总次要异常编码的

据研究目的计算相应的率，采用直接标准化对年龄

４５．５１％；６—３码（Ｉ度房室传导阻滞）、６＿４码（预激综

进行标化调整异常编码率，以年龄、性别、高血压为

合征）比例最低，为２．００％０、２．２７％ｏ。男性以８—８（窦

相关因素，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组间比较

性心动过缓）编码出现的频率最高，在男性总异常编

表ｌ新疆哈族３０ ０００名成年人心电图编码频率分布（％０

注：心电图编码：１－ｌ：Ｑ和Ｑｓ型Ｑ波ｕ４限＞０．０４ｍｍ；３－Ｉ：左心室高电压；３－３：左心室肥厚；４－Ｉ：ｓＴ段下移＞０．Ｉ ｍｍ；４－２：ｓＴ段下移＜
ｍｍ；５－１：Ｔ波负向＞／５．０ ｍｉｌｌ；５－２：Ｔ波负向≤５．０ ｍｉｌｌ且＞１．０咖；６－３：Ｉ度房室传导阻滞；６．４：预激综合症（ＰＷＰ璎）；
６－５：ＰＲ问期＜Ｏ．１２ ｓ；７－１：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７－２：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７—７：左前分支传导阻滞；７－８：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左
前分支传导阻滞；８－ｌ：频发期前收缩（早搏）；８－３：心房颤动；８－７：窦性心动过速；８－８：窦性心动过缓；９－ｌ：ＱＲＳ低电压
０．０１ ｍｍ Ｉｔ＞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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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ｎａ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４

码中占２６．６５％。女性则以ｓＴ－Ｔ改变频率最高，在女

年龄和高血压（表３）；心电图次要异常编码独立的

性总异常编码中占１０．６％，其中青年组占６０．７％。

危险因素为性别和高血压（表４）。

（２）单项心电图异常编码与性别、年龄的关系：

表３新疆哈族成年人心电图主要异常编码

（驹／ＱＳ型改变（１一ｌ／ｌ一２码）：总检出率为６．５０％０，标
化后男性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８８．４１，

垒笪耋！旦巫堑！回塑坌堑
变量卢值

５－

Ｐ值

耽Ｌ盯值

Ｅｘｐ＠（９５％Ｃ０

Ｐ－－０．０００）；６０岁以上人群中心电图Ｑ／ＱＳ改变中有
１８．２％伴有相应的ＳＴ－Ｔ改变，单纯Ｑ／ＱＳ型占
３．２％。②左心室高电压及肥厚（３—１、３—３码）：左心
表４新疆哈族成年人心电图次要异常编码

室高电压检出率为１６．５３％０，标化后男性略高于女
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２＝０．４１７，Ｐ＝０．５１８）；左心
室肥厚总检出率为２３．２３％０，男性高于女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ｆ＝７．２１，Ｐ＝Ｏ．０２６）。③ｓＴ．Ｔ异常改变
（４—１／４—２，５—１／５—２码）：总检出率为１００．０３％０，检出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口值

变量

如ｌｅａ／ｄｒ值Ｐ值

—０．５５７

０．０７６

高血压０．２８８

Ｏ．０８９

常数

０．１１９

性另０

一１．５２２

Ｅｘｐ（８）（９５％Ｃ０

５４．４０１

Ｏ．０００

０．５７３（０．４９４—０．６６４）

１０．３８７

Ｏ．００１

１．３３４（１．１２０—１．５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８

１６２．４６１

率随增龄而增多，ＳＴ段异常（４—１怍２码）性别差异

（２）高血压与单项心电图异常编码的关系：在高

无统计学意义（ｚ２＝Ｏ．０２，Ｐ＝０．８８９），Ｔ波低平（５一ｌ／

血压及非高血压者人群中，８—３码（心房颤动）、８－７

５—２码）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码（窦性心动过速）及总的心律失常（８—１～８—８码）

２４７．８０，Ｐ＝０．０００）。④传导阻滞（６—３，７一ｌ。７—８

组中检出率无差异；４一（ＳＴ段异常）、５一（Ｔ波低平）、

码）：束支传导阻滞（７—１。７—８码）总检出率为

３一ｌ（左心室高电压）、３—３（左心室肥厚）、８—１（早

１５．２７％０，检出率随增龄而增加，性别间差异有统计

搏）、８—８码（窦性心动过缓），在两组人群中均有差

学意义，男性高于女性（）Ｃ２＝７０．７９，Ｐ＝０．０００）；束支

异；在心律失常（８一ｌ～８—８）编码中，高血压组占

传导阻滞中按其检出率高低依次为：完全性右束支

３８．０２％，非高血压组占６１．９８％，８—３码（心房颤动）中，

传导阻滞＋左前分支传导阻滞（７—８码）为２．０７％ｏ，左

高血压组占４５．８８％，非高血压组为５４．１２％（表５）。

前分支传导阻滞（７—７码）为３．８０％。，左束支传导阻滞
（７—１码）为４．００％ｏ，右柬支传导阻滞（７—２码）为

表５新疆哈族成年人群高血压与非高血压者
心电图异常编码例数的比较

５．４０％。。⑤心律失常（８一ｌ～８—８码）：总检出率为
７７．１７％０，检出率随增龄而增加。８—８码（窦性心动过
缓）为４３．３７％ｏ，其中９６．７％为正常健康人，８一ｌ码（频
发早搏）为９．２０％。，８—３码（房颤）为２．８３％ｏ，房颤标化
后男性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不同地区心电图异常编码分布概况：调查的
三个地区，心电图主要异常编码及次要异常编码的
检出均存在差异性（表２）。

注：４为总心律失常编码，高血压与非高血压组比较ｘ２＝１．５６１，

表２塔城、阿勒泰、伊犁地区人群心电图

Ｐ＝０．２１２

异常编码例数分布比较

讨

论

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已占全死因的首位拍】。
ｆ值

４０．８７

３４．７ｌ

新疆哈族人群的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发生率较高ｎＪ】。

￡篁

Ｑ：！塑

Ｑ：Ｑ鲤

但目前对其全面、系统的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较

２．高血压与心电图异常编码的关系：

少。心电图编码对心血管病发生及其事件具有预测

（１）高血压与心电图主要、次要异常编码的关

价值，异常心电图编码是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发病和

系：高血压患病率为３６．８１％，分别以心电图主要异

死亡的强而独立的易患因素＂】。本研究采用心电图

常编码和次要异常编码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和高

编码对哈族成年人群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血压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

本研究发现，哈族成年人心电图主要异常编码

结果显示，心电图主要异常编码独立的危险因素为

率、次要异常编码率分别为１５３．２７％０、９５．３０％ｏ；王海

·４５４·

生堡煎鱼瘟堂垄查！Ｑ！Ｑ堡堡旦箜！！鲞箜兰塑垒垫！坠ｉ堂型壁！：垒趔！！Ｑ！！：塑！：！！！丝Ｑ：兰

燕等险１对１１ ８６９例汉族人群调查分别为７９．０％ｏ、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Ｃｈｉｎ Ｊ

１６４．０％ｏ。Ｒａｏ等【８ｊ报道我国南方和北方中年组主要异

唐景霞，郭淑霞，张翼华，等．哈萨克族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及相

常编码率男性为７９．８％ｏ、２９．６％ｏ，女性为７８．４％ｏ、

１８．４％ｏ；本研究中哈族中年组人群男女性分别为
１７３．３１％ｏ、２０２．３７％ｏ。提示哈、汉两民族心电图总异常
编码及主要异常编码检出率存在差异。在主要异常
编码的检出率中，男性有随年龄而增加的趋势，而女性
在８０岁以前亦有随年龄而增加的趋势，８０岁以后则有
显著降低，排除迁出等其他原因后，考虑可能的原因是
８０岁以后年龄段女性死亡率较高，值得深＾研究。
主要异常编码中，Ｑ波异常、ＳＴ．Ｔ异常、传导阻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７．２３（８）：９９３—９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关知识调查．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７。２３（８）：９９３—９９４．
【２ Ｗａｎｇ ＨＹ，Ｄｕ ＦＣ。Ｚｈｕ 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ｃｏ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１ ｌ ８６９

ｃａｓｅｓ

ｇｒｏＩｌｐ．Ｃｈｉｎ Ｊ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７，（１）：２８５—２８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海燕，杜福春，朱杰，等．１ｌ ８６９例人群静息心电图明尼苏达
编码．中国循环杂志，１９８７，（１）：２８５—２８７．
３ Ｐｒｉｎｅａｓ ＲＪ，Ｇｒｏｗ ＲＳ，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Ｈ．Ｔｈｅ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ｃｏｄ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Ｊｏｈｕ Ｗｒｉｇｈｔ ＰＳＧ Ｉｎｃ，ＵＳＡ，
】９８２．

【４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ＢＰ Ｉ 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ｅ Ｇｕｉｄｅ Ｒｅｖｉ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Ｃｈｉｎａ
ＨＢＰ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ｒｅ Ｇｕｉｄｅ．Ｃｈｉｎ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４，３２：
１０６０—１０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２００４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南（实用本）．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４，３２：１０６０—１０６４．
５ＩＷｕＸＧ。ＺｈｏｕＢＦ，ｗｕＹＦ，ｅｔ ａ１．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ｅ丘ｂ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ｈｔｉｏｎ．

滞和早搏等的冠心病死亡率相对危险性是１．５～４倍

Ｃｈｉｎ Ｊ

或以上旧】。本调查结果显示，异常Ｑ波、传导阻滞及

吴锡梓，周北凡，武阳丰，等．中国人群心血管危险因素作用特
点的前瞻性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１）：５８—６１．

早搏等有性别差异，ｓＴ－Ｔ改变亦存在性别差异，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５，２６（１）：５８－６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Ｚｈｏｕ Ｐ，Ｙｅ ＥＫ。Ｘｉ Ｌ，ｅｔ ａ１．Ｓｕｒｖｅ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与国内研究一致随·１０］。异常Ｑ波、ＳＴ－Ｔ异常、传导阻
滞和早搏检出率男性有随年龄而增加趋势，在女性
异常Ｑ波、传导阻滞和早搏有随年龄增加的趋势，而
ＳＴ．Ｔ改变则在４０岁及６０岁年龄段居多。其可能原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Ｊ

周鹏，叶尔肯，西琳。等．伊犁地区多民族人群脂代谢紊乱状态
的调查．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６，３４（８）：７５２—７５５．
［７］Ｌｉ ＸＨ，Ｓｕｎ ＮＬ，Ｚｈａｎｇ ＧＺ，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ｃｏ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ｙ Ｃｏｎｔｒ Ｃｈｒｏｎ Ｄｉｓ，２００１，９（３）：９９－１０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晓辉，孙宁玲，张国志，等．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静息心电图明
尼苏达编码分析．中国慢性疾病预防与控制，２００１，９（３）：

加；另外，中年妇女ｓＴ－Ｔ改变还可见于神经官能症、

９９一１０１．

８】ＲａｏＸＸ，ＷｕＸ，ＦｏｌｓｏｍＡＲ，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族人群有高盐饮食等生活习惯，其饮食中以面食、肉
类为主，新鲜蔬菜、水果摄入少，微量元素、叶酸等摄

ｌｌｉ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６，３４（８）：７５２—７５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因，一方面女性在绝经后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增
内分泌疾病、自主神经紊乱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哈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Ｉ鹏．Ｃｈｉｎ

ｌｉｐｉｄｓ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 ｔｉｖｏｎａｌｉ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ｏ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ｔ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ｄ．２０００．２９：７７－８４．

１９Ｉ ＭｅｎｏｔｔｉＡ，ＭｕｌｄｅｒＬ，ＫｒｏｍｈｏｕｔＤ，ｅｔａｌ．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ｉｌ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ｗｉｔｌ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ｄｅａｔｈ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山．ｏＤｅ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ｕｄｙ．Ａｅｔａ
Ｃａｒｄｉｏ．２００ｌ，５６（１）：２７—３６．

人缺乏［１１｜，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ｅｌｄｅｒｌｙ

本研究发现，哈族成年人中总心律失常编码

［１０］Ｒａｏ）。（，Ｃｈｅｒ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检出率低，尤其是房颤，与国内外文献报道的不一

ｄｅａ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Ｃｈｉｎ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
２００４，３２（３）：２５８—２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致【１２Ｊ引，这可能和其居住的环境、生活方式有关。哈

饶栩栩，陈盯玲，麦劲壮，等．队列人群心电图ｓＴ．Ｔ异常与死亡
及心脑血管事件关系的前瞻性研究．中华心血管病学杂志，

族为游牧民族，有研究表明，心律失常发生与空气污
染有关¨引。哈族成年人群中以牧民为主，生活节奏
慢，精神压力低于城市人群。在心律失常中，窦性心
动过缓编码多见于健康成年男性，可能与哈族多数
男性从事体力劳动有关，同时应考虑其心电图正常
标准值存在差异的可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高血压病是心电图主要

ＢＬ。Ｍａｉ ＪＺ，ｅｔ ａ１．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Ｔ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 ｗｉｎＩ

２００４，３２（３）：２５８—２６３．
［１１］Ｑｉｎ ＪＭ，Ｗａｎｇ ｘＭ，Ｃｈｅｎ Ｂ，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ＭＴＨＦＲ Ｃ６７７Ｔ ｗｉｔｈ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Ｘｉｎｉｉａｎｇ ｌ（ａｚａｋｈ．Ｃｈｉｎ Ｊ 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８，２９（１）：３０－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秦江梅，王秀梅，陈博，等．新疆哈萨克族食管癌与叶酸摄入水
平、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凶多肽关系的研究．中华肿瘤杂
志，２００８，２９（１）：３０—３２．
［１２］Ｚｈｏｕ ＺＱ，Ｈｕ ＤＹ，Ｃｈｅｎ Ｊ，ｃｔ ａ１．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ｌｌｉｎ Ｊ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０４，４３（７）：４９１—
４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异常编码的独立危险因素，高血压病与之相关性强

周自强，胡大一，陈捷，等．中国心房颤动现状的流行病学研究．

于年龄，这与国内其他人群的研究结果一致¨引；次要

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４，４３（７）：４９１－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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