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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０ｃ一硫辛酸对超重或肥胖患者脉搏波
速度和卧位血压影响的随机、双盲、
安慰剂对照、交叉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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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超重或肥胖患者口服抗氧化剂ａ一硫辛酸（ＡＬＡ）对臂踝脉搏波速度

（ｂａＰＷＶ）、卧位收缩压（ｓＳＢＰ）和卧位舒张压（ｓＤＢＰ）的影响，为超重或肥胖相关心血管疾病的预
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和交叉试验设计。按照入选标准（２０—６０
岁汉族、ＢＭＩｉ＞２５ ｋｇ／ｍ２和未服用任何抗氧化剂等）纳入研究对象１０３人（男性６３人、女性４０

人）。采用分层区组随机化设计方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到ＡＬＡ组（５２人）或安慰剂组（５１人）进
行为期８周的干预，剂量为１２００ ｍｇ／ｄ。经过４周洗脱期后，两组干预措施交换再干预８周。基线

测量包括问卷调查、人体测量、血压测量、脉搏波速度、卧位血压、血液生化指标的检测。两阶段
起始和终末均采用统一的检测方法和同一批调查员。采用Ｓｔａｔａ １１．０软件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分

析。结果ＡＬＡ组和安慰剂组人体测量指标和生化指标的基线水平均衡可比（Ｐ＞０．０５）。经口
服ＡＬＡ ８周后，ＡＬＡ组ｂａＰＷＶ降低（一３３．０３±１３０．７０）ｃｍ／ｓ，安慰剂组升高（５．６６±１３９．８９）ｃｍ／ｓ。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７８）。ＡＬＡ组ｓＳＢＰ降低（－４．０９±９．１８）ｍｌｎ Ｈｇ，安慰剂组降低
（＿２．３２±８．１６）ｒａｍ Ｈ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６７）；ＡＬＡ组ｓＤＢＰ降低（一１．２９－４－６．５５）ｎｌｌ＇ｎ Ｈｇ，
安慰剂组降低（一０．４８±６．６３）ｍ／ｎ Ｈｇ，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５９５）。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
果显示，在控制了试验顺序、阶段等因素后，两组间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Ａ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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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ｄ １２１服８周，不能明显降低动脉硬度和卧位血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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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ｃｖＤ）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
病，大量研究表明肥胖是ＣＶＤ主要危险因素ｎ－３】。有

选择２００９年５一１０月在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体
检中心健康体检的汉族人群为研究人群。

学者研究发现肥胖与氧化应激独立相关…】。近年

１．人选标准：年龄２０～６０岁，汉族，ＢＭＩ≥

研究表明，高水平的氧化应激是导致ＣＶＤ重要原因
之一【７圳，而肥胖患者体内增高的氧化应激状态可否

２５蜒／ｍ２，且未服用任何抗氧化剂者。并至少有下列
条件之一的心血管危险因素：①临界血压１３０ ＩＴｌｌｎ

通过补充抗氧化剂减轻其体内氧化应激水平，从而

Ｈｇ≤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 Ｈｇ和力或８５ ｍｌＴｌ Ｈｇ≤ＤＢＰ＜９０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血管结构和功能，降低肥胖相关

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②血脂异常［空腹总胆

ＣＶＤ的发生。铲硫辛酸（ＡＬＡ）是一种强效的抗氧

固醇（ＴＣ）≥５．２ ｍｍｏｌ／Ｌ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化抑制剂，具有多种抗氧化功能，包括螯合金属、清

（ＨＤＬ．Ｃ）＜１．０４ ｍｍｏｌ／Ｌ］；③空腹血糖（ＦＢＧ）≤６．１

除ＲＯＳ、重新产生内皮抗氧化剂（维生素Ｅ和Ｃ）的

ｍｍｏｌ／Ｌ至＜７．０

ｍｍｏ儿。

能力和修复氧化损伤组织ｎ引。研究显示，ＡＬＡ能够

２．排除标准：①孕妇、哺乳期妇女或生育年龄未

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和降低炎症反

节育的育龄期妇女；②有高血压病史及糖尿病、冠状

应因子的水平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将触Ａ应用

动脉心脏病、癌症或肝脏疾病等；③不能理解检测、

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疾病治疗，效果显著¨“９。。本研

拒绝参加及有精神病史者。

究探讨能否通过服用ＡＬＡ降低肥胖相关ＣＶＤ发生

结果初筛３４７人，符合人选标准和排除条件１ ６６

的危险因素水平。流行病学研究及相关临床试验表

人。最终签署知情同意书加入本研究１０３人（男性６３

明，动脉僵硬度增加是ＣＶＤ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人，女性４０人）。

与ＣＶＤ的死亡率独立相关伽。¨。脉搏波速度（ｐｕｌｓｅ

二、研究方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ＷＶ）是反映动脉壁硬度的良好指

１．试验设计：本研究采用随机、双盲、对照、交叉

标，应用ＰｗＶ对ＣＶＤ进行早期评估很有价值胁脚】，

试验设计。应用分层区组随机化设计（ｂｌｏｃｋｅｄ

是目前临床上评价动脉僵硬度的指标之一。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方法，以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先后顺序

ｗａｖｅ

本研究通过使用ＡＬＡ对超重或肥胖患者进行为

号为序列号，按照性别分层，以同性别２人为一区

期８周的干预，观察干预前后超重或肥胖患者臂踝脉

组，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将研究对象随机地分配到Ａ组和

搏波速度（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ａｎｋｌ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Ｂ组，使两组男女比例均衡。之后，随机决定其中一

ｂａＰＷＶ）、卧位收缩压（ｓｕｐｉｎｅ ＳＢＰ，ｓＳＢＰ）和卧位舒张

组为ＡＬＡ组，另一组为安慰剂组。由课题负责人产

压（ｓＤＢＰ）的变化水平，为服用抗氧化剂降低超重或

生随机化序列，２名调查员分别负责研究对象的登

肥胖人群ＣＶＤ危险因素水平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记和指派。试验采用双盲法，即只有课题负责人知

ｐｕｌｓｅ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ｗａｖｅ

道分组信息。
２．干预措施：本研究使用的√址，Ａ由美国ＭＲＩ公
司（ＭＲＩ，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９４１０７）提供，其市场销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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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售商品名为Ｇｌｕｃｏｔｉｚ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ＵＣＯＴＩＺＥ．

品安全所研制的营养计算器２．１计算营养素的摄入

ｎｅｔ）。经过沟通该公司专门为本研究生产３００ ｍｇ片

量，评估研究对象抗氧化维生素的摄入水平。

剂ＡＬＡ以及安慰剂，两者外形、颜色、气味、规格均

在两次服药阶段结束时进行ＡＬＡ服用状况调

相同。干预剂量为１２００ ｍｇ／ｄ，每日分２次口服，早

查并回收剩余药片。通过问卷了解试验期间研究对

晚餐前３０ ｍｉｎ各服２片，干预时间为８周。期间以电

象副反应的发生情况。依据剩余药片的数量了解研

话方式询问药物服用情况。ＡＬＡ组先口服ＡＬＡ

究对象的依从性。在试验结束时进行膳食和行为调

（１２００ｍｇ／ｄ）８周，经过４周洗脱期后，再服用安慰剂

查，了解试验期间研究对象膳食和行为的改变情况。

８周；安慰剂组先口服安慰剂８周，经过４周洗脱期

（２）人体测量：受检者空腹、脱鞋、穿轻薄衣服，

后，再服用ＡＬＡ（１２００ ｍｇ／ｄ）８周。每人均能够服用

测量身高、体重、腰围和臀嗣。体重计为常州市武

８周。

ＡＬＡ

进衡器有限公司ＲＧＺ一１２０型，每次称量之前调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和我国临床试验管理

零。腰围测量取脐上ｌ ｃｍ的水平周长，皮肤应与

规范、法规。研究方案先后得到美国佐治亚医学院

皮尺接触，测量２次取平均值。臀围取臀部最大水

伦理委员会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

平周长，测量２次取平均值。体重、身高、腰围和臀

委员会批准同意。研究对象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后

围的读数精确至Ｏ．５ ｋｇ或０．５ ｃｍ。ＢＭＩ＝体重

方可开始收集研究数据。
３．基线、中期随访和终点资料收集：研究对象接

（蚝）／身高（ｍ）２。
血压测量参照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推荐方法，

受４次检查，分别在服药前（知情同意签署后、基

采用统一购置的水银柱台式血压计，由经培训的调

线）、第８周末（第一阶段末）、第１２周末（洗脱期末）

查员测量右上臂坐位血压，研究对象在测压前静坐

和第２０周末（观察终点）。基线调查包括一般情况

５

（人口学、社会经济学、个人史和家族史）、膳食（２４ ｈ

血压读数，间隔３０ ｓ，连续测３次取平均值。

ｒａｉｎ，ＳＢＰ和ＤＢＰ分别取柯氏音第一音和第五音时

膳食回顾和食物频率调查）、人体测量（身高、体重、

ｂａＰｗｖ和卧位血压测量采用日本科林公司全

腰同、臀围）、血压、脉搏波速度、卧位血压、血液生化

自动动脉硬化测定仪（ＢＰ一２０３ＲＰＥ－虺！，ＶＰ一１０００），

指标检查。第８周末、第１２周末、第２０周末调查项

探头频率为５ ＭＨｚ，测量计气囊的宽度为１０ ｃｍ，长

目包括人体测量、血压测量及脉搏波速度、卧位血

度为４０ ｃｍ，由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名专业

压、血液生化检查。第８周末、第２０周末添加服用

人员操作。检查前静坐休息５ ｍｉｎ，标准仰卧位，双手

ＡＬＡ状况调查问卷。第２０周末添加服用ＡＬＡ后膳

手心向上置于身体两侧，检查前记录受检者的年龄、

食和行为改变调查问卷。所有调查员均经过统一培

性别、身高、体重。将四肢血压袖带缚于上臂及下肢

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参加本研究。各指标均采用统

踝部，上臂袖带气囊标志处对准肱动脉，袖带下缘距

一方法和固定调查员检测。

肘窝横纹２一，３ ｃｍ，下肢袖带气囊标志处位于下肢内

（１）一般睛况调查：包括年龄、性别、民族、职业、

侧，袖带下缘距内踝ｌ一２ ｃｍ。连接好Ｉ导联心电图

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

（ＥＣＧ）电极，并将一个心音图（ＰＣＧ）传感器放置在心

脂血症、肥胖及脑卒中的个人史及家族史、家系成员

电图胸导联Ｖ２的位置上，４个袖带同时充放气，并监

患病与治疗情况；饮食及运动情况。采用问卷调查

测ＥＣＧ和ＰＣＧ。心音采集装置放于受检者胸骨左缘

方式，由研究对象自行填写。

第四肋间，左右腕部都夹好心电采集装置。ｂａＰＷＶ

膳食调查分别采用食物频率法和２４ ｈ膳食回顾

采样点之间的距离是根据受试对象身高自动计算

法，由调查员询问研究对象并负责填写。食物频率

的。从胸骨上切迹到上臂的路径长度（Ｌｂ）是用体表

调查问卷采用全国第四次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测量方法获得的，用公式表示：Ｌｂ＝０．２１９５Ｘ受检者

调查问卷协Ｊ，并添加了新疆当地饮食。通过食物频

身高（ｃｍ）－－２．０７３４。从胸骨上切迹到脚踝的路径长

率法收集调查对象过去３个月内各种食物消费频

度（Ｌａ）用公式表示：Ｌａ＝０．８１２９×受检者身高

率、消费量及调味品消费数据；２４ ｈ膳食回顾法对研

（ｃｍ）＋１２．３２８。上臂波形的波锋和脚踝波形的波锋

究对象前一天个人食物摄入量调查。根据问卷原始

之间的时间间隔被定义为上臂和脚踝间的时间间隔

资料，依据“中国食物成分表（２００４）”㈦计算人均每

（ＡＴｂａ）。ｂａＰＷＶ的计算公式是：ｂａＰＷＶ＝（Ｌａ—

日各种食物、营养素及热能的摄入量及三大营养物

Ｌｂ）／△Ｔｂａ。取左右两侧ｂａＰＷＶ的均值进行统计分

质产热比例。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

析。取右侧卧位血压值进行统计分析。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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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血样采集和指标测定：嘱咐研究对象在检查
前空腹至少８ ｈ，清晨采集静脉血，非抗凝（６ ｍ１）及
ＥＤＴＡ．Ｋ２抗凝（６ ｍ１）血液样本。基线调查包括口服
７５

排除ｈ＝１８１）
符合纳入标准ｈ＝１６６）
拒绝参加试验（ｎ＝６３）

＼曼一

ｇ葡萄糖负荷试验（ＯＧＴＴ），２ ｈ后重复抽取静脉

一随ｈ

血。将采集非抗凝血样当天进行ＦＢＳ、餐后２ ｈ血糖

燮王鲶

”二一组＂

ＡＬＡ组

（ＯＧＴＴ２ｈ）、ＴＣ、ＴＧ、ＨＤＬ．Ｃ测定，试剂、校准品和质

安慰刺组

（ｎ＝５２）

（ｎ＝５１）

控品由上海复兴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生产，仪器
失访ｂ＝６）原冈：
出芹／ｆｉ能按时体检
中ＩＩ：Ｔ预（ｎ＝１）原因
严重皮肤过敏反应

失访ｈ＝５）原因：
ｆ｛｛差不能按时体检
中止十预（ｎ＝１）原因：
严重皮肤过敏反应

为日本东芝公司生产ＴＢＡｌ２０～ＦＲ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和餐后２ ｈ胰岛素（２ｈＩＮｓ）采
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生产ＡＣＣＥＳＳｌＩ全自动化
学发光仪测定，试剂、校准品和质控品为该公司生

药品洗脱期

产配套试剂。以上血液生化监测项目均在采血当
日在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检验中心进行测定。胰

札糊絮ｎ冬舒组交义Ｈ誊霎警乔盈鼬：
（＝８３）

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ＦＢＳ（ｍｍｏｌ／Ｌ）×ＦＩＮＳ
（“ＩＵ／ｍ１）／２２．５。

安慰刺组

ＡＬＡ组

（ｎ＝４”

（ｎ＝４２）

ＥＤＴＡ．Ｋ２抗凝（６ ｍ１）血样在室温静置１ ｈ，采集
３

ｌ蹦茺往外地

Ｉ

—］—一

ｈ内在２０００ ｒ／ｍｉｎ条件下离心１５ ｍｉｎ，将血浆分装

失访（ｎ＝１）原冈：
出筹不能按时ｐ１来
巾止｝－颈ｈ＝１）原冈：
严霞药物过敏反应

于２００“ｌ ＥＰ管后，置一２０℃冰箱保存，ｌ周内转至深

低温冰箱冻存用于其他研究指标的测定。
三、统计学分析

失访（ｎ＝０）
【｛Ｊ止１ｉ预（几＝１）原因：
严重药物过敏反应

图１交叉试验研究流程图

使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ｃｃｅｓｓ建立数据库，双人双遍录
入后比对纠错，采用Ｓｔａｔａ 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两组人体测量指标和生化指标基线水平比较显

统计分析采用ＰＰ分析策略和ＩＴＴ分析策略。计量

示，年龄、性别、身高、体重、ＢＭＩ、腰围、臀围、

资料以（ｉ±ｓ）表示，不满足正态分布的资料进行正

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ｓＤＢＰ、ＴＣ、ＴＧ、ＦＢＳ、ＯＧＴＴ２ｈ、ＦＩＮＳ、

态性转换；基线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

ＩＮＳ２ｈ、ＨＤＬ．Ｃ和ＨＯＭＡ．ＩＲ呈均衡分布，具有可比

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方法，控制试验顺序、阶段、

性（表１）。

基线水平、性别和年龄因素对两组间主要疗效进行

表１

比较。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ｒｏｇｒａｍ）
本研究采用ＰＳ（ｐｏｗｅｒ
程序估计本研究的把握度。若假定干预８周后ＡＬＡ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ＬＡ组和安慰剂组基线水平６±ｓ）比较

指标
年龄（岁）
性别（男／女）
身高（ｅｔａ）

ＡＬＡ组（ｎ＝５２）安慰剂组（ｎ－－－－５１）ｔ／ｆ值Ｐ值
４２．１２±７．５９

４１．７６±６．８４

ｏ．２４６

３２／２０

３１／２０

ｏ．００６

Ｏ．９３７

１６７．９６±１．０４

－０．４１４

０．６８０

８０．９９±８．９３

—０．４４２

０．６６０

２８．７０±２．５９

０．３５５

０．７２３

—０．０７７

０．９３９

＿ｏ．６０７

０．５４６

１４３８．６０±１９７．５５ １３８２．６６±１７８．４７一１．５９５

０．１１４

１６７．３３±１．１２

组与安慰剂组各指标平均值的差异为ｏ．２个标准差，

体莺（ｋｇ）８０．１２±１１．０３

则在０．０１显著性水平下，基于本研究干预组和对照

ＢＭｌ（ｋｇ／ｍ２）＝

组各１０３人，把握度可以达到８０％以上。

臀围（ｃｍ）

本临床试验已在ｈｔｔｐ：／／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ｇｏｖ注册（编
号ＮＣＴ００９９４５１３）。

腰围（ｃｍ）
ｂａＰＷＶ（ｃｍ／ｓ）‘

２８．５３±２．５３
１０３．９３±４．９５
９５．０５±８．７２

９６．Ｏｌ±７．１０

１３０．８８±１２．４ｌ

０．０９７

０．９２３

ｓＤＢＰ（ｍｍ Ｈ９１。８０．６５±７．３９

７９．９８±７．１６

—０．４７１

０．６３９

ＴＣ（ｍｍｏＦＬ）

５．１８±０．７９

５．４３±１．０５

一１．３７７

０．１７２

ＴＧ（ｍｍｏｉ／Ｌ）‘

２．１６±１．２３

２．２４±１．４５

—０．０４２

０．９６７

ＦＢＳ（ｍｍｏｌ／Ｌ）

５．４４±０．７７

５．３ｌ±０．７９

０．８３ｌ

０．４０８

ＯＧＴｒ２ｈ（ｒｎｍｏｌ／Ｌ）‘

７．７５±２．２３

７．２４±１．９８

１．１９９

０．２３３

到两组，其中ＡＬＡ组５２人，安慰剂组５１人，两组男

ＦＩＮＳ（ｐ．ＩＵ／ｍ１１

９．０７±６．３９

８．４６±５．４５

０．４０１

０．６８９

女比例均衡。在研究过程中有４（男女各２）人因严

ＩＮＳ２ｈ（ｐｌＵ／ｍ１）。

５５．７３±４５．３５

５０．６５±４２．５２

ｏ．５３６

０．５９３

重过敏反应退出试验，脱落１９（男１４、女５）人，失访

Ｉ－Ｉ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３ｌ±０．３０

１．２３＋－－０．３０

１．３３８

０．１８４

ＨＯＭＡ—ＩＲ

２．１９±１．５７

１．９８±１．３６

０．６４１

０．５２３

ｓＳＢ／＇（ｎ－ａｎＨｇ）

结

果

一、一般情况

将研究对象按照分层区组随机化设计方法分配

率为２２．３％（图１）。

二、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１３１．１２±１１．９１

１０４．００±４．６７

０．８０６

注：。平方倒数变换；６相反数变换；。平方根倒数变换；一平方根
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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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４·

三、两组膳食基线水平比较

将基线、年龄、性别、处理因素、顺序和阶段作为

两组膳食基线水平比较显示，能量、脂肪、蛋白

自变量，分别把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的差值（即服

质和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以及抗氧化营养素维生

药后水平减去服药前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混合效

素Ａ、Ｃ、Ｅ及硒、锌、锰均衡分布，具有可比性（表２）。

应模型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２

ＡＬＡ组和安慰剂组抗氧化营养素基线水平６±ｓ）比较

通过服药前后的差值可看出，ＡＬＡ组的
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降低趋势大于安慰剂组。混
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
混合效应模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混合效应模型中，控制了试验顺序、阶段等因素
后，两组间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使用ＰＰ、ＩＴＴ策略对ｂａＰＷＶ和卧位血压进行混
合效应模型分析的结果一致。
六、不良事件
注：４变量进行ｌｏｇ变换；‘变量进行平方根倒数变换

不良反应发生率ＡＬＡ组为２１．８％，安慰剂组为
１９．３％，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４３）。不良反

四、采用ＰＰ策略对ｂａＰ、ｗ和卧位血压进行混
合效应模型分析

应主要是皮肤过敏和胃肠道反应，其他依次是头痛、
尿频、急躁、睡眠质量降低和体重增加。

将基线、年龄、性别、处理因素、顺序和阶段作为
自变量，分别把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的差值（即服
药后水平减去服药前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混合效
应模型分析。结果见表３。

讨

论

本研究是国内首个研究口服抗氧化剂预防超重
或肥胖人群ＣＶＤ危险因素作用的双盲临床试验。

通过服药前后的差值可看出，ＡＬＡ组ｂａＰＷＶ、

既往有过一些大规模临床试验中使用维生素Ｅ、Ｃ等

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降低趋势大于安慰剂组。混合效应模

抗氧化剂单独或联合干预ＣＶＤ的研究报道‘２蝴】，但

型分析结果显示，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混合效应模

这些研究均以ＣＶＤ事件或死亡率为观察终点，多为

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混合效应模

阴性结果。考虑到有限的干预时间可能不足以产生

型中，控制了试验顺序、阶段等因素后，两组间

对重大心血管事件或者死亡的显著影响，本研究采

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用较少的强抗氧化剂ＡＬＡ。以ｂａＰＷＶ、ｓＳＢＰ和

五、采用ＩＴＴ策略对ｂａＰＷＶ和卧位血压进行混
合效应模型分析

ｓＤＢＰ等较心血管事件发生更早、更为敏感的指标作
为观察终点。结果显示，通过为期８周ＡＬＡ干预，

表３采用ＰＰ策略对ｂａＰＷＶ和卧位血压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分析

注：同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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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ＡＬＡ组动脉硬度、ｓＳＢＰ和ｓＤＢＰ较安慰剂组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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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ＣｏｌｌＮｕｔｒ，２００３，２２（４）：３１６－３２１．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ｒａｃｈｉａ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０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 Ｒｅｓ，２００２，２５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ａｎｋｌｅ ｐｕｌｓｅ ｗａｖｅ

（３）：３５９—３６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