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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生体重对儿童期血压影响的队列研究
李玉艳武俊青余金明
【摘要】

目的

戎芬任静朝

卢斐杰

高尔生李春英华芹

探讨高出生体重对儿童期血压的影响。方法对无锡市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建

立的高出生体重（暴露组）队列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进行随访，每个暴露对象按“出生日期±２个月”、
“性别”匹配一个非暴露（正常体重儿）。共随访到１４３５对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测量身
高、体重、血压。结果高出生体重组的收缩压中位数为１００ｍｍＨｇ（Ｑ。一Ｑ，：９０—１１０ｌｎｍＨｇ），
舒张压为６４ｎｌｎｌＨｇ（Ｑ，～Ｑ３：６０一７０ｍｌＴｌＨｇ）；正常体重儿组的收缩压为１００ｉｎｎ］Ｈｇ（Ｑ．～Ｑ，：９０—
１０８

ｒｎｒｎＨｇ），舒张压为６２ｍｍＨｇ（Ｑ。～Ｑ，：６０。７０ｉ／ｌｍＨｇ），两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暴露

组“血压升高”（高血压前期和高血压）的比例为１３．６６％；非暴露组为１１．５７％（Ｐ＝０．０５５）。调整儿

童期体重指数、性别、儿童随访时年龄、母亲生育年龄、孕龄、婴儿喂养方式、儿童期是否有挑食习
惯、儿童期运动时间的多因素二项式回归模型显示，高出生体重导致血压升高的ＲＲ值为１．０６
（０．９２～１．２１），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结论未发现高出生体重与儿童期血压有显著关联。
【关键词】高出生体重；血压；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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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和饮食结构的变化，我国

的高血压患病率有迅速上升的趋势，卫生部心血管
病防治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２００２年中国高血压人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ｌ ２＿１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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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约２亿，成年人患病率为１８。８％，因此而造成沉重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玉艳、余金明、任

的疾病负担…。有研究显示儿童期高血压是成年期

静朝）；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李玉艳、武俊青、戎芬、任静朝、

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心３；少年儿童血压发展呈

高尔生）；上海中医药大学（戎芬）；江苏省江阴市妇幼保健所（李春

现“轨迹”现象，且从婴幼儿期开始，血压较高的儿童

英）；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妇幼保健所（华芹）；锡山区妇幼保健所
（卢斐杰）
通信作者：武俊青，Ｅｍａｉｌ：ｗｕｊｑｌ６８＠ｙａｈｏｏｔｏｎｉ．ｃｎ

在成年后发展为高血压的危险性明显增大Ｄｊ。一项

对６．１５岁儿童１８年后的随访发现，儿童初始收缩

·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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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压（ＳＢＰ）在同年龄、性别血压第７５百分位数（Ｐ，；）以

身高、体重。以中国儿童青少年性别年龄别ＢＭＩ参

上者，其高血压患病率达２８．７％，是Ｐ，。以下者的

考值作为判定超重、肥胖的标准阳一，将ＢＭｌ分为正

６．８８倍：儿童初始血压百分位越高，其发生高血压

常、超重（Ｐ。，≤性别年龄别ＢＭＩ＜Ｐ呻）和肥胖（≥Ｐ，，）。

相对危险性越大Ｊ。出生体重是评价胎儿宫内生长

４．质量控制：调查开始前统一培训调查员，并由

发育状况的具体指标之一，不仅反映胎儿宫内的生

３个地区各乡镇的调查员对本地的调查对象进行确

长发育和营养状况，也决定出生后生长水平及健康

认和通知，对失访者注明其理由。血压测量前由专

状况¨一。有研究显示低出生体重儿和巨大儿均增

人负责校正仪器，按照标准方法进行测量。

加成年期高血压的发生风险１７ｊ。为此本研究采用回
顾性队列研究，随访无锡地区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出生的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进行数据
输入和整理。由双人双遍独立录入，并进行一致性

巨大ＪＬ（高出生体重儿），以探讨高出生体重对儿童

检查。统计学分析在ＳＡＳ ９．２软件上完成。对基本

期血压的影响。

人口学特征的比较按配对设计队列资料进行分析，
对象与方法

包括配对）（２检验、配对ｔ检验；对高出生体重组与非

１．样本队列：本研究对象来自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在

暴露组之间血压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和配对）［２检
验；采用一般线性模型调整可能的影响因素，分析高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惠山区、锡山区）建立的高出

出生体重与血压之间的线性关系；采用二项式回归

生体重婴儿队列。其中出生体重≥４０００ ｇ者作为高

模型计算暴露因素（高出生体重）发生“血压升高”的

出生体重（暴露）组，２５００ ｇ≤出生体重＜４０００ ｇ者

相对危险度（艘）。

作为正常出生体重（非暴露）组。每个暴露组对象按
“出生日期±２个月”及“性别”匹配一个非暴露对

结

果

象，共有１６１５对（３２３０例）婴儿进入队列。课题组于

１．基本情况：本研究共随访到有效研究对象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随访收集研究对象相关

１４３５对（２８７０人），随访率为８８．８５％（１４３５／１６１５）。

资料，并测量血压。随访方案经上海市计划生育科

失访的主要原因是“因拆迁而失去联系”（８０．６％，

学研究所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研究对象自愿参加

２９０／３６０）。失访样本与随访到的样本在年龄、性别

并经由父／母（监护人）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共随

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对象随访时的年龄为

访到有效样本１４３５对，随访率为８８．５％。

ｌＯ～１４岁，各年龄组分别占１８．１２％、３２，０６％、

２．调查方法：基线数据库包括产妇一般情况（年

３４．６３％、１４．６３％和０．５６％；男性９７５对（６７．９４％），女

龄、职业、文化程度及配偶情况等）、孕产期检查情

性４６０对（３２．０６％）。暴露组和非暴露组父母生育时

况，排除胎儿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及其家族史的对

的年龄大部分为２０～２５岁，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象。随访调查表包括儿童个人生活方式、饮食习惯

意义（表１）；两组对象母亲的文化程度的差异也无

等。调查地点为研究对象所在乡镇卫生院。

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４２），有１ １４８对（８０％）儿童母亲

３．诊断和判断标准：

（１）高血压：使用袖管式水银血压计测量右侧

生育时的文化程度为初中。
表ｌ两组调查对象的父母年龄比较

肱动脉血压。参加血压测量的人员（儿科保健医
生）均按照ＷＨＯ有关血压测量标准进行统一培

训。根据不同年龄研究对象的上臂长度选择适合
的袖带，以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１音为ＳＢＰ，第Ⅳ音为舒张
压（ＤＢＰ）。测量环境要求安静、舒适，受检者静坐
１５

ｍｉｎ后测试，并在１５ ｍｉｎ后复测，取两次血压均

值。本文参考中国儿童青少年血压参照标准Ｊ：，即
性别年龄别ＳＢＰ或ＤＢＰ＞，Ｐ”的研究对象定义为高
血压；Ｐ。≤性别年龄别ＳＢＰ（或ＤＢＰ）＜＾，的研究对
象定义为高血压前期。将“高血压前期”和“高血压”
合并为血压升高组．进行多因素分析。
（２）超重、肥胖：研究对象脱鞋帽身着内衣测量

经配对）ｃ２检验发现．暴露组和非暴露组对象的

母亲孕次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９１１），在填写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Ｃ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１２１５·

了母亲孕次的１４２８对研究对象中，有８６５对

准，本研究中暴露组“高血压前期”的比例为７．０４％

（６０．５７％）的母亲孕次为１次，１８２对（１２．７６％）为２

（１０１人），高血压为６．６２％（９５人）；非暴露组“高血压

次，９６对（６．７２％）为≥３次。在１３２２对儿童中，婴儿

期喂养方式为母乳喂养有７００对（５２．９５％），１７２对为

前期”和高血压的比例分别为５．４４％（７８人）、６．１３％
（８８人）（Ｐ＝０．１９５），见表４。将“高血压前期”和“高

混合喂养，８对为人工喂养，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血压”合并为一组即“血压升高”，则暴露组为

义（Ｐ＝０．５３６）。两组间儿童期挑食习惯的差异有统

１３．６６％，非暴露组为１１．５７％，配对￡检验差异有统计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６），而吃零食习惯和吃油炸食品

学意义（Ｐ＝０．０５５）。

习惯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２），校内外运动时间

表４暴露组和非暴露组的高血压分布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３）。
表２两组调查对象儿童期饮食习惯的比较

３．高出生体重与超重肥胖对血压影响的交互作
用分析：采用ＢＭＩ作为判定指标，以“中国儿童青少
年性别年龄别的ＢＭＩ参考值”作为超重、肥胖的判
定标准，结果显示暴露组超重／肥胖检出率为
１５．９６％，高于非暴露组（１１．２９％）。
按是否“高出生体重”、是否“超重肥胖”组合为
４个组，应用秩和检验比较４组间的血压，结果显示
表３两组调查对象儿童期运动时间（ｈ）的比较

不同组间ＳＢＰ和ＤＢ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０１）。“血压升高”的比例也是以儿童期ＢＭＩ超
重／肥胖组较高（２１．６０％、２１．８３％）（表５）。
表５按出生体重和儿童期ＢＭＩ情况分组比较血压（ｍｍ Ｈｇ）

注：一表示正常，＋表示异常；Ｍ为中位数

将出生体重（高、正常出生体重组）和儿童期
注：Ｏ为基本不活动

ＢＭＩ（正常、超重肥胖组）分别作为两分类变量，在一

２．暴露组和非暴露组血压的比较：高出生体重

般线性模型中引入两者的交互项，分析其间是否存

（暴露）组的ＳＢＰ中位数为１００ｍｌｎＨｇ（Ｑ。：９０ｌｍＨｇ；

在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对ＳＢＰ的分析中，两者交互

Ｑ，：１１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正常体重
儿（非暴露）组为１００ ｍｍ Ｈｇ（Ｑ－：９０ ｍｍ Ｈｇ；Ｑ，：
１０８ ｍｍ

作用项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９０）；对ＤＢＰ分
析中，交互作用项间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８０３）。认为在本研究中高出生体重和儿童期ＢＭＩ

６４

超重Ｉ／ＩＩ＂，胖对儿童血压的影响不存在交互作用，ｌＣＪＬ
童期ＢＭＩ超重朋巴胖对血压的影响在高出生体重（暴

Ｈｇ），经配对资料的符号等级检验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６１）。暴露组的ＤＢＰ均值为
ｔｎｉｎ

Ｈｇ（ＱＩ：６０

ｒａｎｌ

组为６２ ｍｍ Ｈｇ（Ｑ。：６０

Ｈｇ；Ｑ３：７０ｉＴｌｎｌ Ｈｇ），非暴露

ｍｉｌｌ

Ｈｇ；Ｑ３：７０ ｍｍ Ｈｇ），两组

相比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符号等级检验Ｐ－－０．３１５）。
以中国儿童青少年性别年龄别的血压为参照标

露）组和正常出生体重（非暴露）组一致。
４．多因素分析：分别以ＳＢＰ和ＤＢＰ为结局变
量，建立调整性别、儿童年龄、母亲生育年龄、孕龄、

中华蛳学杂志２

·１２１６·

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 ２期Ｃｈｉｎ

婴儿喂养方式、儿童期是否有挑食习惯、儿童期运动

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 １２

９．８）ｍｍ

显示，无论是否调整ＢＭＩ超重／ｄＥ胖，高出生体重组

Ｈｇ，高于２５００—３４９９ ｇ组［ＳＢＰ、ＤＢＰ分别
为（１０１，６±１２＿４）ｍｍ Ｈｇ、（６３．１±９，９）ｍｍ Ｈｇ］。而
Ｃｈｉｏｌｅｒｏ等：。４ ｌ的研究发现调整当前体重后，出生体重

血压升高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６）；而ＢＭＩ超重／肥胖

与儿童青少年血压的相关性不明显。本研究单因素

对血压有显著影响。对表６中模型２的变量进行共

分析、未调整ＢＭＩ和调整ＢＭＩ的多因素分析也均未

线性诊断，结果在ＳＢＰ和ＤＢＰ的模型中，９个变量的

发现高出生体重对儿童期血压有统计学显著性影响。

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Ｐ）均＜１．１０，提示出生体重和ＢＭＩ

在ｍ生体重与血压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很重要

时间（校内外运动时间合并）的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之间的共线性并不明显，模型拟合较好，

的混杂因素是当前体重（或当前ＢＭｌ），当前体重既

表６高出生体重对血压影响的多圜素线性回归分析

与出生体重有关，也与血压有关”。在研究小生体
重与后期血压的关系时，是否调整当前体重仍存在
一定的争议¨６，Ｌｕｃａｓ等”７ｊ认为调整当前体重后的解
释为：体重改变，而不是出生体重，是更重要的病因
学因素。有研究显示出生体重与６岁儿童ＳＢＰ间的
负相关关系是独立于当前体重而存在的，宫内生长
（ｆｆ｛生体重）是６岁血压的预测指标”ｌ。本研究显示

注：模型巾均调整眭刖、儿童年龄、母亲生育年龄、孕龄．婴儿
喂养方式、儿童期挑食习惯、儿童期运动时间；模型１来涧整

无论是否调整当前ＢＭＩ，高出生体重对儿童期血压

ＢＭＩ：。Ｐ＜０．０５

影响的ＲＲ值变化不大，提示高出生体重未对本研究

应用二项式回归分析高出生体重组对象“血压
升高”的危险度．调整的因素包括性别、儿童年龄、母

对象的血压产生显著不良影响。但高ｍ生体重组的

亲生育年龄、孕龄、婴儿喂养方式、挑食习惯、运动时

明高出生体重是高ＢＭＩ的一个预测值“９Ｉ，是儿童期

间。结果显示无论是否调整儿童期ＢＭＩ超重／肥胖，

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１。因此，对高出生体重婴儿

高出生体重组“血压升高”的风险均无统计学意义

的生长情况及其后ＢＭＩ的变化应给予持续关注。
人体血压受遗传、种族、性另４、年龄、生活行为

（表７）。
表７高出生体重对血压影响的二项式回归分析
项目

比较组

参照组

ｆｌ±ｓ

Ｐ值

ＲＲ值（９５％ＣＱ

模型１

方式、居住环境、肥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２ ２Ｉ。王硕
等２“的研究显示ＢＭＩ和高血压病家族史（父母、祖
父母和外祖父母任何一方患高血压病）与儿童血压

出生体重暴露

非暴露０

ｌ ５±０．１０

０．１１３

１．１６（０．９６—１．４０１

非暴露０．０５±００７

０，４２５

ｌ，０６（０－９２．１－２１、

模型２
出生体重暴露
ＢＭＩ

超重朋巴胖检出率均高于正常体重儿。已有研究表

超重，肥胖正常

Ｏ＋３８±０．０９＜０．００Ｉ

１

４６（１．２３—１ ７３）

有显著关联；而且在多因素分析中，ＢＭＩ的影响几乎
占据了模型可以解释的全部变异，提示肥胖是血压
升高的最重要危险因素，并在生命早期开始发生作
用。本研究调整年龄、性别、儿童饮食习惯和运动

往：模剖中均调整同表６

时间等因素的分析也显示ＢＭｌ超重／肥胖对儿童期
讨

论

血压有显著影响，儿童期超重／肥胖对血压的影响远

有关婴幼儿一０ｌ和成年人的研究７。均显示，出生

远大于高出生体重对血压的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

体重与血压之间呈“ｕ”形曲线关系，低出生体重和

”㈨¨结果一致。但本研究在建立队列时，排除了当

巨大儿的血压趋向于更高，则成年期高血压的风险

时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及其家族史的婴儿，且在随

增加。对北欧２０个队列的１９７ ９５４名研究对象Ｍｃｔａ

访时未调查其父母的高血压情况，不能了解遗传因

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否调整当前ＢＭＩ，出生体重均

素对儿童期血压的影响。

与ＳＢＰ呈负相关，但出生体重＞４０００ ｇ的女性，其

本研究的人群来自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在无锡市建

ＳＢＰ随出生体重的增加而升高ｊ。“。张晓铭等ｑ２的研
究显示．控制性别后，巨大儿组的儿童期ＳＢＰ与ｍ

立的１：Ｉ配对设计的高出生体重队列，样本量较大，
且随访到的暴露组和非暴露组对象在年龄、性别、儿

生体重呈正相关，但与儿童期高血压无统计学关

童期生活方式上差异大多无统计学意义。在分析高

联；而低出生体重则增加儿童期高血压的风险。一

出生体重对血压的影响时，侧整了年龄、性别、母亲

项队列研究显示３，｜Ｉ｛｛生体重≥３５００ ｇ组１１岁时

生育年龄、孕龄、婴儿期喂养方式、儿童期是否挑食、

ＳＢＰ和ＤＢＰ分别为（１０２．７－４－１１．９）ｍｍ Ｈｇ、（６４．２＿－Ｚ－

儿童期运动时间和儿童期ＢＭＩ．研究结果能较为真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１２１７·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

实地反映高出生体重对儿童期血压的影响。总之，
高出生体重儿的后续生长情况仍需关注，而其对血

重指数值分类标准．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５（２）：９７—１０２．
［１０］Ｌａｕｎｅｒ ＬＪ，Ｈｏｆｍａｎ Ａ，Ｇｒｏｂｂｅｅ

压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ｗｅｉｇｈｔ

本研究还探讨了高出生体重（≥４０００ ｇ）和儿童

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ｒ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ＢＭＪ，１９９３，３０７（６９１７）：１４５１—１４５４．

期ＢＭＩ超重／肥胖对ＳＢＰ、ＤＢＰ影响的交互作用，结
果未发现二者的交互项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交互作
用不明显。Ｂｌａｋｅ等ｎ８１也未发现出生体重（四分位数
间距为３０３０～３６８０ ｇ）和６岁儿童当前体重对血压
的影响有显著交互作用。但统计学意义上的交互作

［１１］Ｇａｍｂｏ玛Ｍ，Ｂｙｂｅｒｇ Ｌ，Ｒａｓｍｕｓｓｅ
ｂｌｏｏｄ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ｘ－－ａｎｄ
Ｎｏｒｄ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ｍ

Ｊ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ａ１．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Ｍｅｔａ—

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７，１６６：６３４—６４５．

［１２］Ｚｈａｎｇ ＸＭ，Ｚｈａｎｇ ＭＸ，Ｈｏｕ ＤＱ，ｅｔ
ｏｎ

Ｆ，ｅｔ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ａ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ＢＳ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

用分析不能完全等同于生物学交互作用或公共卫生

Ｃｈｉｎ Ｊ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１．６（３）：１９９—２０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意义上的交互作用乜３［，高出生体重、超重／，ＩＥ胖对血

张晓铭，张美仙，侯冬青，等．出生体重对儿童期和成年期高血

压的影响是否存在生物学上的交互作用，还需进一

压影响的队列研究．中国循证儿科杂志，２０１１，６（３）：１９９—２０４．
［１３］Ｍｅｎｅｚｅｓ ＭＢ，Ｈａｌｌａｌｌ

步探讨。

ＰＣ，Ｈｏｒｔａｌ ＢＬ，ｅｔ ａ１．Ｓｉｚｅ

ａｔ

ａｎｄ

ｂｉｒｔｈ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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