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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４９６０例慢性阻塞性肺病住院患者
心血管疾病发生率的回顾性调查
魏智民蔡建芳崔华刘爱民李毅高峰范利
【摘要】

目的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病（ＣＯＰＤ）住院患者心血管疾病（ｃｖＤ）及其相关疾病的

发生率顺位、年龄及性别特征，探讨近１０年ＣＯＰＤ患者ＣＶＤ发生率的演变趋势。方法对２０００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日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及北京医院住院病案数据库进行回顾
性调查。结果（１）入选患者４９６０例，男性３５７０例，女性１３９０例，平均年龄（７２．２±ｌＯ．４）岁。（２）合

并ＣＶＤ的ＣＯＰＤ患者共２５６２例，ＣＶＤ总发生率为４８．８％，标化率为２６．４％。标化率排名前三位为
肺源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１５．８％）、心力衰竭（１３．６％）和缺血性心脏病（１０．６％）。（３）男性ＣＯＰＤ
患者心绞痛、肺源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急性肾功能衰竭等发生率较高（Ｐ＜Ｏ．０５），而女性病例

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房颤／房扑）、心力衰竭、肺栓塞、高血压病、糖尿病等发生率较高（Ｐ＜
Ｏ．０５）。（４）近１０年ＣＯＰＤ患者的心律失常发生率有随年龄增加而升高趋势，缺血性心脏病和心力
衰竭发生率则逐年下降；ＣＯＰＤ患者中ＣＶＤ的女性比例呈上升趋势。结论ＣＯＰＤ住院患者中
有近５０％存在ＣＶＤ及相关合并症，且不同年龄和性别患者ＣＶＤ合并症发生率的变化趋势各具
特点。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血管疾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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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病（ＣＯＰＤ）为全球重要的致残性

日期，目标疾病的期间发生率定义为，自索引时间

和致死性疾病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约有８０００万

到研究结束罹患目标疾病患者占所有人组患者的

中重度ＣＯＰＤ患者，而遭受该病侵袭者已逾成年人

百分比。

口数的１０％…。我国每年约有５００万人因ＣＯＰＤ致

４．质量控制：①病案管理系统相关疾病ＩＣＤ代

残，１００万人死于ＣＯＰＤ。心血管疾病（ＣＶＤ）亦是全

码检索标准的制订及数据采集、整理，均由病案管理

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问题乜’３】。已证实ＣＶＤ是

专家及高年资技师负责；②参加病例筛选、病案复核

ＣＯＰＤ患者的主要并发症…】，ＣＯＰＤ为ＣＶＤ的独立

与数据库构建人员均经专门培训，考核合格后参加

危险因素阳］。然而目前国内外有关ＣＯＰＤ患者合并

本研究；③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数据库，双人录
入，对比查错。

ＣＶＤ的发生率、人群分布特征等研究报道较少。本
研究通过对北京地区部分三级甲等医院ＣＯＰＤ住院

５．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统

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以了解北京地区

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以ｘ＋ｓ

住院ＣＯＰＤ患者中ＣＶＤ及其相关疾病的发生率、人

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取Ｐｅａｒｓｏｎ ｆ检验，疾病发生

群分布特征和发生率顺位；探讨近１０年ＣＯＰＤ患者

率与年龄问的关系应用秩和检验。计算实际发生率

部分ＣＶＤ合并症发生率的演变趋势。

后按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４０岁以上标准人口

对象与方法

构成进行年龄别标化。
结

１．研究对象：本文３所医院的所有研究对象需具

备①出院诊断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九十次修订版
（ｔｈｅ

９／１０ｔｈ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果

１．一般情况：共入选符合条件的ＣＯＰＤ患者
４９６０例，以北京市市辖区患者为主。其中男性３５７０

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ＣＤ一９／１０）４９１．Ｘ、４９２．ｘ或４９６．ｘ／Ｊ４１．Ｘ～

例，平均年龄（７２．２±１０．５）岁；女性１３９０例，平均年

Ｊ４３．Ｘ或Ｊ４４．Ｘ，即诊断至少含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

龄（７２．０±１０．４）岁（表ｌ、２）。ＣＯＰＤ患者中ＣＶＤ总

肿／１曼性阻塞性肺疾病之一者；②长期医嘱和或临时

发生率为４８．８％，标准化率为２６．４％。心肺血管疾病

医嘱中至少有２次吸入性支气管扩张药（抗胆碱药、

及相关疾病发生率顺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肺源性

Ｂ受体激动药）或茶碱类药使用记录；③年龄≥４０

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心力衰竭、缺血性心脏病；高

岁；④首末次门诊／，住院记录时间跨度＞６个月；⑤中

血压、糖尿病、脂蛋白代谢紊乱和血脂异常（表３）。

国籍汉族。
２．研究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确定研究对

表１

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北京市３所医院４９６０例
ＣＯＰＤ患者年龄、性别分布

象。应用ＩＣＤ代码通过病案管理系统检索２０００年１
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及
北京医院住院治疗的所有ＣＯＰＤ患者的基本情况、
主要诊断、次要诊断等。经过培训的调查者按照统
一标准，根据病历记录在检索记录的基础上筛选、核
对研究对象，建立数据库。
３．数据收集：使用病案管理系统根据ＩＣＤ代码
检索３所医院ＣＯＰＤ患者的基本资料，并参考患者

疾病诊断代码ＩＣＤ…９

住院病历相关内容。ＩＣＤ版本差异参考《军队医院

２．ＣＶＤ发生率的性别分布：ＣＶＤ合并症发生率

１０对照表》校正，疾病

在ＣＯＰＤ患者中的分布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中

代码检索精确至亚目。研究对象的人组索引时间

男、女性ＣＯＰＤ患者ＣＶＤ发生率粗率分别为４９．３％

设定为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间首次出院记录

和４７．６％，标化率分别为２７．２％和２５．７％。不同性别

Ｉ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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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北京市３所医院４９６０例ＣＯＰＤ患者

肺循环疾病、急性肾功能衰竭等则男性更高（Ｐ＜

社会人口学指标

０．０５），其他发生率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３）。

３．ＣＶＤ发生率的年龄分布：不同年龄段ＣＯＰＤ
患者ＣＶＤ发生率存在差异，其中高龄组ＣＶＤ发生
率增加明显（图１）。
∞
卯
∞
如
加
ｍ

ｏ砷
＾零ｖ辟删纂蜞棣如

∞
柏
∞
如

表３不同性别ＣＯＰＤ患者ＣＶＤ及相关合并症的

ｍ

年龄别标化发生率比较
合并症

男性

女性

０

合计Ｐ值

ｌ

２

３

４

缺血性心脏病

３８０（１０．７）１４Ｓ（１ ｏ．６）５２Ｓ（１ ｏ．６）ｏ．９６１８

心绞痛

１２５（３．５）

２９（２．１）

１３９（２．８）０．０１２ｆｆ

不稳定性心绞痛

５０（１．４）

１６（Ｉ．２）

６４０．３）０．５８１８

急性心肌梗死

２ｌ（０．６）

２１（１．５）

５１（ｉ．ｏ）０．（ＸＹ２６＂

其他类型ＣＶＤ

２９４（８．２）１２９（９．３）４３４（８．７）０２５９７

心律失常

１５９（４．４）

室速／室颤＾０跳骤停
房颤／房扑
其他心律失常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ｌ

合并症序号

心肺血管疾病

２（０．０５）
９９（２．８）
２７（０．８）

９０（６．５）
１（ｏ．０４）
７２（５２）

２７０（５．４）Ｏ．００４３＂
２（０．０４）０．６０６１
１９６（３．９）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１）４７（１．ｏ）０２３９４

注：合并症序号分别代表ｌ：缺血性心脏病，２：心绞痛，３：急性心

肌梗死，４：心律失常。５：房颤／房扑。６：心力衰竭，７：肺源性心脏病和
肺循环疾病，８：卒中，９：高血压病，１０：糖尿病，ｌｌ：动脉、小动脉和毛
细血管疾病
图ｌ不同年龄段ＣＯＰＤ患者ＣＶＤ及相关合并症发生率（％）

４．ＣＶＤ发生率的变化趋势：近１０年ＣＯＰＤ患
者ＣＶＤ合并症中心力衰竭、缺血性心脏病发生率呈

心力衰竭４３１（１２．１）２１１（１５力６７５（１３．６）０．００４０＂

下降趋势，心律失常发生率上升，而脑卒中发生率则

肺源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６２７（１７．６）１９３（１３．９）７８２（１５．８）０．００２ｆｆ

保持平稳（图２）。

肺栓塞

１ｌ（０．３）

ｌｌ（ｏ．８）

２７【０．５）０．０３９２＂

脑卒中

１３２０．７）

５０（３．６）

１８１（３．７）ｏ．９３２５

动脉、小驯嗣砟酗咖罐嘲菏７３（２．ｏ）

２０（１．４）

ｓ６（１．７）ｏ．１９４８

其他相关疾病
高血压病

７１０（１９．９）３８１（２７．４）１１７１（２３．６）０．００００＂

糖尿病

３５３（９．９）２０３（１４．６）６０５（１２力０．００００＂

血糖水平升高

２７（０．８）４（０．３）

急性肾功能衰竭４６（１．３）
慢性肾功能衰竭

２７（０．５）０．０９３０

２０

琶１５
瓣
州
划ｌＯ
Ｓ
姆
蜷５

７（ｏ．５）４５（０．９）０．０２３ｆｆ

７８（２２）

３８（２．８）

１２２（２．５）０．２９６４

脂蛋白代谢紊乱和血脂异常２５２（７．１）

９９（７．１）

３５１（７．１）０．９８６７

０
２０００—

ＣＶＤ总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２＝１．０２，Ｐ＝
Ｏ．３１２）。经标准化后女性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３

年份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标化发生率（％）；。Ｐ＜０．０５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北京市３所医院４９６０例ＣＯＰＤ患者

ＣＶＤ合并症标准化发生率的逐年变化趋势

（房颤／房扑）、心力衰竭、肺栓塞、高血压病、糖尿病

５．ＣＶＤ合并症的性别构成比变化趋势：ｌＯ年

发生率更高（Ｐ＜０．０５），而心绞痛、肺源性心脏病和

中ＣＶＤ合并症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缺血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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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脑卒中等性别构成呈男性比例逐年下降，女性比

院患者合并高血压、慢性心力衰竭、缺血性心脏病、

例逐年上升（表４）。

心律失常、糖尿病的患病率分别为２７％、２７％、１７％
讨

论

和２６％。本研究ＣＯＰＤ患者ＣＶＤ合并症总发生率
为４８．８％，高于国外同类研究，部分ＣＶＤ及其他相关

既往研究表明［１０．１１］，ＣＯＰＤ患病率有年龄、性别

合并症顺位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有：①研究对象

差异，且临床表现各异，ＣＶＤ及ＣＶＤ相关合并症亦

全部为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而ＣＯＰＤ住院患者

存在年龄、性别差异。尽管ＣＶＤ合并症已经成为

通常是伴有功能退化并同患多种疾病的老年人，故

ＣＯＰＤ临床治疗指南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国内外仍

易造成选择偏倚；②北京地区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心

鲜见有关ＣＯＰＤ患者ＣＶＤ确切患病率性别、年龄差

脑血管事件危险因素控制率高，患者寿命长故ＣＶＤ

异的报道ｎ ０’１２’１引。本研究发现，近１０年ＣＯＰＤ患者

检出率高；③多家医院病案记录、数据收集、信息整

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缺血性心脏病等ＣＶＤ合并症

理等方面可能造成的过程偏倚；④多数缺血性心脏

发生率随年份变化显著，不同性别、年龄的ＣＯＰＤ患

病患者未做冠状动脉造影，因此不能确定诊断的准

者各种ＣＶＤ合并症发生率分布迥异。

确率等。

１．ＣＯＰＤ患者的年龄和性别特征：钟南山等…１

本研究显示近１０年来北京地区ＣＯＰＤ住院患

对我国７省市４０岁以上人群［平均年龄（５６．７±１１．７）

者缺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发生率的逐年下降，可能

岁］抽样调查显示，ＣＯＰＤ患病率为８．２％，男女性患

得益于该期间ＣＶＤ一级预防概念的推广及其治疗

者之比为１．８４：１。本研究ＣＯＰＤ患者年龄４０—１０５

的快速进展。此外，本研究涉及医院均为三甲医院，

岁，平均（７２．２±１０．４）岁，男性和女性≥６０岁患者分

ＣＯＰＤ患者可及早诊断、规范治疗，进而对预防控制

别占同性别患者总数的８７％和８８％，且均以７０．Ｏ一

缺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等产生积极影响。

７９．９岁患者人数最多，性别构成（男：女一２．６：１）接
近既往报道，患者年龄分布以老年为主。

３．ＣＯＰＤ患者相关ＣＶＤ合并症发生率的性别
差异及变化趋势：与男性相比，有关女性ＣＯＰＤ患者

ＣＯＰＤ患病的两性差异可能与其吸烟率的不同

合并症的研究较少，既往也缺乏针对ＣＯＰＤ合并症

相关ｎ ４｜。年龄分布特点则可能既与ＣＯＰＤ具有迁延

性别差异的相关数据ｎ ０’１３］。Ｓｉｄｎｅｙ等¨引发现非卧床

性，造成人群年龄越大累积的现患人数越多相关，也

女性ＣＯＰＤ患者随访期间因心肌梗死、中风和其他

可能与年龄越大暴露于污染环境及吸烟年限越长、

ＣＶＤ再入院风险更高。Ｃａｚｚｏｌａ等¨７３研究提示，

累积吸烟量越多有关。近１０年来，女性ＣＯＰＤ患者

ＣＯＰＤ患者的合并症存在年龄、性别分布差异，如合

罹患心力衰竭、缺血性心脏病等增加则可能与其吸

并骨质疏松症、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或抑郁症的

烟率上升、对有害物质易感及社会、家庭角色变迁相

ＣＯＰＤ患者则以女性为主，而男性患者的合并症多

关联‘１¨副。

为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和肺部恶性肿瘤，此外还发

２．ＣＯＰＤ患者ＣＶＤ及其他相关合并症发生率

现所有合并ＣＶＤ患者均为老年人。ＥＣＣＯ研究则

的变化趋势：近来意大利一项研究显示¨７。，ＣＯＰＤ患

提示女性ＣＯＰＤ患者缺血性心脏病和酒精中毒的患

者的ＣＶＤ总患病率为２６．６％［依次为其他类型心脏

病率较低，而心力衰竭、骨质疏松、水肿、高血压病和

病（２３．１％）、心律失常（１５．９％）、缺血性心脏病

无并发症的糖尿病患病率较高¨８｜。本研究显示

（１３．６％）、心力衰竭（７．９％）］。Ａｌｍａｇｒｏ等ｎ引的多中

ＣＯＰＤ患者ＣＶＤ合并症的发生率亦存在性别差异，

心横断面研究显示：超过５５％的ＣＯＰＤ急性加重住

但各种ＣＶＤ合并症发生率的分布与上述研究不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ＣＯＰＤ患者中ＣＶＤ合并症的性别构成变化趋势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与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相比较存在年度差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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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综上所述，在制订我国ＣＯＰＤ患者的ＣＶＤ防治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策略时应考虑年龄、性别差异及其特有的流行趋势。

２００７，１０１：１０４９—１０６５．

本研究不足在于样本量较小（尤其女性患者人
数较少）、患者均为城市居民其代表性有限，未分析
治疗措施及吸烟状态等影响ＣＶＤ发病的困素和回
顾性调查研究设计固有的局限，有待进一步扩大样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Ｒｅｓｐｉｒ Ｍｅｄ。

［９］Ｈｕｉａｒｔ Ｌ，Ｅｒｎｓｔ Ｐ．Ｓｕｉｓｓａ Ｓ．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ＰＤ．Ｃｈｅｓｔ，２００５，１２８：２６４０—２６４６．
［１０］ｄｅ Ｔｏｒｍｓ ＪＰ，Ｃｏｔｅ ＣＧ，Ｌｏｐｅｚ ＭＶ，ｅｔ ａ１．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Ｊ，２００９，３３：５２８—
５３５．

本量和设计前瞻眭的队列研究。

［ＩＩ］Ｚｈｏｎｇ Ｎ，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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