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３２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表１
年度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云南省乙脑发病例数和发病字前１０县（巾．、区）分布

发病例数前１０佃县（市、Ⅸ）

发痫率前ｌＯｆ寸县（巾．、区）

２００１

隆阳宜威施甸腾冲镇雄砚ｌｌＪ ｆ“南威信蒙自昭阳

２００２

隆阳潞阿宜威镇雄威信施甸广南建水景洪耿马
威信镇雄隆刚潞两Ｊ．．南景洪腾冲施旬日ｆｌ阳盐津

２００３

砚ＩＩＩ镇雄广南隆阳思茅开远景洪富源施甸景谷
镇雄广南潞两宜威施甸隆阳孟连开远威信富宁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镇雄隆阳Ｈｆ｛阳威信广南永善砚ｌＩＪ盈江施甸牟定
广南赂坶｛镇雄砚ｌ Ｊｌ景洪富宁隆阳勐腊文ｌｌｌ施旬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隆阳景洪潞两镇雄广南勐腊盈江施甸富宁勐海
日ｆｆ阳镇雄隆阳潞眄永善景洪勐海彝良盐津盈江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９９·

２０１ｌ，Ｖ０１．３２．Ｎｏ．Ｉ

隆阳施甸绥门：紫自梁河砚Ｉｈ剑川威信两畴腾冲
潞两威信施甸耿马隆阳大关漾濞景洪石林开远
宣威盂连潞两勐腊华坪施甸教洪易门景谷盐津
砚ＩＩＩ思茅江城开远绥江西畴孟连景谷施甸景洪
江城潞两两盟镇雄蟊连广南施甸漾濞开远威信
威信镇雄牟定永善水富盈江砚ｌｌＪ大关隆阳施甸
勐腊观山富宁景洪广南大关昭阳施甸陇川潞西
潞两景洪隆阳勐腊盈江陇川孟连施甸红河广南
潞两隆阳勐海盈江大关富民永善盐津隆阳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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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提供乙脑疫苗预防性接种。

新疆地区不同民族老年人群退行性心脏瓣膜病患病率
及相关因素的横断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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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相关危险肉紊。
１．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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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探讨该地区老年人群ＳＤＨＶＤ患病情

ｈｅａｒｔ

ｖａｌ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１）资料来源：应用四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具有代表性的新疆成年人样本。首先依据全疆人口普查资
料分别根据人日、民族、地理状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随机
选取乌鲁木齐等７个地区作为研究现场；再以民族聚集情况
作为分层依据．从汉族、维吾尔（维）族、哈萨克（哈）族聚居地

区及县各随机抽取一个城区及县；第ｉ阶段从每一个城区或
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ＳＤＨＶＤ）是心脏瓣膜纤维层退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Ｉ．０１．０２７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课题（２００７３３ １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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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马依彤．Ｅｍａｉｌ：ｍｙｔ－ｘｊ＠１６３，ｃｏｒｎ

县抽取一个社区或镇（村）；第四阶段从社区或镇（村）人群中
随机抽取年龄６０周岁以上个体作为研究对象。按２０００年全
国人口酱查的年龄构成比计算各年龄组的抽样人数，抽样时
进行男、女分层以保证样本男、女人数均衡。

（２）方法：用同一调查方案经统一培训后开展调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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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１

场调查采取严格的质量控制。调查开始前向研究对象介绍

是无高血压人群的１．０１９倍；吸烟人群患ＳＤＨＶＤ的风险是

项目情况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内容包括问卷、体检和生

无吸烟人群的ｌ，６１２倍；心衰入群患ＳＤＨＶＤ的风险是无心

化检查ｊ部分，由经过标准化培训的心血管病专业医生进行

衰人群的１．８７４倍（表３）。

查体及问诊。心脏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采用丙门子
ＡＣＵＳＯＮ

Ｃｙｐｒｅｓｓ彩色多普勒便携式超声诊断系统进行心

脏Ｂ超检查。判断标准：①年龄≥６０岁；②超声心动图显示
心脏瓣膜、瓣环回声增强、增厚或有钙化，瓣膜厚度＞３

ｒａｉｎ，

瓣叶僵硬，二尖瓣包括腱索和乳头肌局限性增厚．同声增
强正“。判断结果：由３名５年以上心脏结构检查经验的心脏

表３
，变量

ＳＤＨＶＤ患病危险因素的ｌｏｓｉｓｔｉｃ同归分析
口
岛Ｐ值
ＯＲ值（９５％０）

民族０．３４６
吸烟０．４７７

０．９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

Ｏ．７０８（０．５８７—０．８５２）
１．６１２（１．２４２—２．０９１、

高血压

０．０１９

Ｏ．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９（Ｉ．０１２—１．０２５）

：堂壅

！：！垫

！：ｉ！！

Ｑ：丝！

！：！！墨！：！Ｑｉ＝ｉ：！！盟

３．讨论：国外报道老年人尸检该病检出率为６０％一

超声科医生共旧确诊。

（３）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ＳＰＳＳ

８０％，超声检测检出率为７４％¨１。Ｂｌｏｏｒｔ引在尸检中发现＞５０

“．Ｏ统计软件分析．统计并比较不『ｕ１年龄组、民族、性别心脏

岁者为１０％，＞７０岁为３６％，＞８０岁为７５％，＞９０岁为

瓣膜病构成比。组问构成比的比较用＃检验，因素分析采用

１００％，患病率随年龄增高而增加。国内资料显示。该病老年

多凼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１分析。检验水准诹０．０５。

人尸检检出率为４６．１％ｈ。，彭禹幅１报道为４３％，张玉珍等报道
为２８．Ｏ％；而超声检出率为３８．８％～６０．２％…。

２．结果：
（１）一般资料：共抽取３７７３人，应答率为９９．８８％，分为４

本研究中ＳＤＨＶＤ患病率为９．Ｏ％，随年龄增加而升高，

个年龄组，平均年龄（６７．６７±６．１３）岁，最大年龄为１０１岁。最

发病规律与国内外报道一致，说明年龄是其发病最重要的危

小年龄为６０岁。不同民族人数构成与新疆各民族构成基本

险因素，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心脏处于低氧

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女人数均衡，性别构成无差异

血症和酸中毒状态有关１４１。本研究显示ＳＤＨＶＤ患病率有民

（表１）。排除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疾病排除

族差异．维族患病率远低于汉族、哈族，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率为０．６９％）。

可能与遗传、饮食、生活习惯及环境粥素有关；本研究中男性

表ｌ新疆地区ＳＤＨＶＤ流行病学调查对象的民族、
性别及年龄分布

ＳＤＨＶＤ患病率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社会压力大以及吸
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心脏瓣膜钙化发生机制曾被认为是一个被动的自然衰

老的过程。与斑流动力学、性别、吸烟、饮酒等有关一“。本研
究中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提示高血压、吸烟、心衰是ＳＤＨＶＤ
显著的危险因素，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杨波等的研究显
示高血压与老年心脏瓣膜钙化有显著的相关性，高血压可以
造成平滑肌细胞内溶酶体增多．减少动脉壁上胆固醇的清
（２）不同民族、年龄、性别的患病率比较：不同民族之间

除，同时血压升高易引起胶原纤维断裂形成间隙而利于钙盐

ＳＤＨＶＤ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８０．３８０，尸＝

沉积，从而诱发或加重厂心瓣膜的钙化。高血压程度越重。

０．０００）；不同年龄组ＳＤＨＶＤ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心脏瓣膜退行性病变的发生率越高‘６一；本次研究还提示心衰

（）Ｃ２＝１．４０２．Ｐ＝Ｏ．０００）；不同性别之间ＳＤＨＶＤ患病率比较。

是ＳＤＨＶＤ的危险因素。可能与心衰导致心脏扩大，使瓣膜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６．２９１，Ｐ＝Ｏ．０１２）。她表２。

的开闭受限导致其僵硬、退变、增厚直至钙化。二者可互为因

（３）ＳＤＨＶＤ影响因素：以有无ＳＤＨＶＤ为因变量，１５项

果，ＳＤＨＶＤ的发生可进一步加重心衰。

可能与ＳＤＨＶＤ相关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

虽然本次调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巾肥胖、饮酒、高

素逐步回归分析。同归方程入选变量的标准Ｐ≤Ｏ．０５，别除变

血脂、糖尿病不是ＳＤＨＶＤ湿著的危险因素，但它们是心血

量标准为Ｐ＞０．１。逐步回归结果显示：ＳＤＨＶＤ的危险因素

管病明确的危险因素。新疆地区人群具有特殊性。上述危险

为年龄、民族、吸烟、高血压、心衰。其中年龄每增加ｌ岁，患

因素有待在不同的人群中进一步研究。

ＳＤＨＶＤ风险增加了０．０８８倍；高血压人群患ＳＤＨＶＤ的风险
表２新疆地区不同民族、年龄、性别人群心脏瓣膜钙化患病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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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一１。②采用年龄一时间一队列模型（ＡＰＣ）¨１对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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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以消除出生队列与年龄、时期参数的相互作用【‘】。采用

曲率（三因素斜率的二阶改变）和偏差（线性作用的剩余部
分）反映３个因素的变化趋势。

ｚＨＵ Ｙ／－ｍｉｎ。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ｙｍ＠ｚｊｕ，ｏｄｕ．ｃ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析。为表示出生队列的独立作用，本研究建立变量ｋ＝ｍ—

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３０８７２１７７）．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Ｐｏｉｓｓ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ｇｅ—

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ｈｏｒｔ ｍｏｄｅｌ

（３）统计学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 ｆ值和偏差统计量俨反映期望
发病数与实际发病数的差别，是模型拟合度评价统计量，服

从自由度为资料格子数减参数个数的）ｃ２分布。当俨无统计
学意义时。表示模型拟合良好。当模型拟合不理想时，采用
由Ｂｒｅｓｌｏｗ提出的Ｅｘｔｒａ．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进行分析¨１。模型
的拟合采用ＳＡＳ ９．２的ＧＥＮＭＯＤ的过程。

结直肠癌（ＣＲＣ）是国际上最为常见的消化系统肿瘤之

２．结果：

一，研究表明其与饮食习惯和所在地区密切相关…，已成为

（１）ＣＲＣ年龄别发病率和时期变化趋势的一般描述：各

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纽】。尽管在亚洲

个时期男女年龄别ＣＲＣ发病率在７５岁以前总体上呈上升趋

ＣＲＣ发病率不如西方发达国家高，但是在ＣＲＣ发病率较高

势，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年龄组男女年龄别发病率趋势均Ｉ叶｛现

的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形势不容乐观ｎ Ｊ。
１．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本次共获得浙江省嘉善县自１９９０年１月到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间３０一８９岁年龄段的１４８２例ＣＲＣ患者。由嘉善

波动，到一定的年龄段达到高峰。男女发病高峰大致均出现
在７０岁以后．但高峰过后发病危险明显下降。
（２）ＡＰＣ模型拟合情况：根据ＡＰＣ模型不同的构建方
法。采用因素逐步递增的梯度模型，设计了８种模型。模型

县公安局提供３０一８９年龄段的人口资料。并以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中各参数的参照水平分别是：年龄效应为３０一３４岁组；时期

两次全国性人口普查资料和２００７年嘉善县的人口监测数据

效应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出生队列效应为１９０３—１９０７年。表ｌ

为基础．对相邻两次普查年各年度年龄别人口数进行内插。

为各模型拟合结果，男性ＡＰＣ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的差异有统

（２）研究方法：①患者３０—８９岁年龄段按每５岁一个组
划分．共分为１２个年龄组；发病时期分为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１．０１．０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８７２１７７）

计学意义，但偏差度最小且接近自由度，拟合效果最佳。女
性ＡＣ模型的拟合优度无统计学意义．且偏差度最小又最接

近自由度。因此本研究男性的模型采用模型８。女性模型采
用模型６来描述其疾病的分布。

（３）分层相对危险度（肷）的估计：经过最佳模型拟合后，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８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
生统计学系（黄峥强、陈坤、朱益民）；浙江省嘉善县肿瘤防治所（马
新源、李其龙、姚歼颜）

得到相互调整的分层ＲＲ值（表２）。女性各年龄段的ＲＲ自然

通信作者：陈坤，Ｅｍａｉｌ：ｃｒ，＠ｚｊｕ．ｅｘｌｕ．ｏｎ；朱益民．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ｙｍ＠
ｚｊｕ．ｏｄｕ．∞

８０岁其发病ＲＲ值最高。表明女性在８０岁前ＣＲＣ的发病危险

对数值（ＩｎＲＲ）均＞０．表明其发病危险性高于对照年龄组．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