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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超重与中心型肥胖、家族遗传史、不适量饮酒、吸烟、血脂异常和高血糖

６项危险因素的聚集与高血压患病间的关系。方法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对１５ １５８名３５～７４岁上
海市社区居民进行的心脑血管疾病社区综合防治研究项目数据，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统计方法，
描述危险因素聚集与高血压之间的相关性，使用纵向队列进一步对因果关系进行探讨。结果
基线调查高血压总现患率为４１．９％。随着高血压危险因素聚集数目的增加，与高血压患病关联的
ＯＲ值（按年龄调整）增大。聚集数目为１．５项及以上的男性其ＯＲ值依次为３．１５７（９５％Ｃ／：
２．１５２～４．６３０）、６．４２８（９５％ＣＩ：４．４３５～９．３１９）、１１．７９７（９５％Ｃ１：８．１３５。１７．１０５）、１９．７２３（９５％ＣＩ：
１３．４１４～２９．０００）、３３．０５１（９５％ＣＩ：２１．４４９．５０．９３０），聚集数目为ｌ～４项的女性其ＯＲ值依次为
２．９１７（９５％ＣＩ：２．３７４～３．５８５）、６．４９９（９５％ＣＩ：５．３０７，７．９５９）、１５．７１７（９５％ＣＩ：１２．６０９。１９．５９１）、
３１．７１９（９５％ＣＩ：２１．７４４～４６．２７０）。在纵向队列中，男性和女性的２年发病率分别为１．９％和１．６％。
同无危险因素人群相比，聚集数目较多的人群２年发病率较高，女性中当聚集数目为２及３项时其
ＲＲ值分别为２．１１１（９５％ＣＩ：１．０２４～４．３５０）、３．０００（９５％ｃ，：１．２８７～６．９９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随着危险因素聚集数目的增加，高血压患病风险升高，应对危险因素进行综合防控。

【关键词】高血压；危险因素；聚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ｈｕａ‘，Ｚ醐ⅣＳｉ·ｙａｎｌ，

ＷＡＮＧ Ｇｅｎｇ’，ＬＩ Ｌｉ—ｍｉｎｇ。’２，日Ｕ

Ｊｕｎ‘，ＧＡＯ耽几手昭１，ｙｕ Ｃａｎ－ｑｉｎ９１，肌ⅣＧ Ｓｈｅｎｇ垂昭１，黝，ｖＧ ｆｉｎ３，删，Ｌｉ－ｑｉａｎ９４，ＣＡＯ耽ｉ—ｈｕ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印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咖愕

ＬＶ
１

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２ Ｃｈｉｎｃ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 Ｂａｎｓｏｎｇｙｕ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ｆ Ｈｕａｎｇｐｕ

Ｄｉｓｔｒｗ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４№，讲昭Ｅａｓｔ舶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ａｎｇｐ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Ｄ耽ｉ—ｈｕａ，Ｅｍａｉｌ：ｃａｏｗｅｉｈｕａ６０＠ｌ ６３．ｃｏｍ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ａ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ｐｐｏ厅Ｐｒｏ如ｃｕ疡ｒ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０６ＢＡｌ０１Ａ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ｆａｍｉｌｙ ｈｅｒｅｄｉｔｙ，ｉｍ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ａｒｄｉａｃ—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１ ５ ｌ ５８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３５－７４．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２０１ １．Ｂｏ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４１．９％．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０Ｒｓ（ａｇ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ｅ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ｙ
ｗｉｔｈ １，２，３，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５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３．１５７ 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ｔ

２．１５２—４．６３０ ｆ，６．４２８（９５％ＣＩ：４．４３５—９．３１９），１１．７９７（９５％Ｃ／：８．１３５一１７．１０５），１９．７２３（９５％Ｃ，：１３．４１４—

２９．０００），３３．０５１（９５％Ｃ／：２１．４４９—５０．９３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ｌ，２，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０Ｒｓ ｗｅｒｅ ２．９１７（９５％ＣＩ：２．３７４－３．５８５），６．４９９（９５％ＣＩ：５．３０７—７．９５９），１５．７１７（９５％Ｃ／：

１２．６０９—１９．５９１）ａｎｄ ３１．７１９（９５％ＣＩ：２１．７４４－４６．２７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ｏ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２一ｙｅａｒ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０６ＢＡｌ０１Ａ０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王耕、李立明、胡永华、詹思延、吕筠、高文静、余灿清、王胜锋、曹卫华）；中
国医学科学院（李立明）；上海市黄浦区半淞园社区医院（王瑾）；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社区医院（戴立强）
通信作者：曹卫华，Ｅｍａｉｌ：ｃａｏｗｅｉｈｕａ６０＠１６３．ｃｏｍ

·３０８·

主堡堕堑堑堂苤查垫！！至兰旦箜！！鲞箜！塑ｇ皇垫！坠ｉ生！坐ｉ！！！墅巫！！！！！！塑！塑！堕！：兰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ｗｅｒｅ １．９％ａｎｄ １．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Ｗｈｅｎ

ｔ１１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２

ｏｒ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３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ＲＲ）ｗｅｒｅ ２．１１ １（９５％Ｇ，：

１．０２４—４．３５０）ａｎｄ ３．０００（９５％Ｃ，：１，２８７－６．９９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ｉｓｋ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Ｃｌｕｓｔｅｒ

当高血压病的多个危险因素同时聚集即“危险因

有相关理化辅助诊断结果；⑤血脂异常定义为满足

素聚集”，此时个体的发病风险可显著升高…。既往研

下列任意一项，ＴＣ≥５．７ ｍｍｏｌ／Ｌ或ＴＧ≥１．７

究已证明影响高血压发生的因素众多乜圳，但主要关注
单个危险因素与高血压问的关联，较少考虑危险因素

或ＨＤＬ—Ｃ＜０．９ ｍｍｏｌ／Ｌ；⑥高血糖定义为ＦＰＧ≥

聚集对高血压发生产生的影响。国内外相关研究显
示，高血压危险因素聚集与患病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３．统计学分析：调查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
建立数据库，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随着聚集数目的增加，高血压患病风险增大；这些因

对各危险因素的例数及率值进行分类资料统计描

素的聚集在性别和年龄构成方面也存在差异ｂ。８］。目
前我国对高血压危险因素聚集性与高血压发病之间

述，不同组间构成比分析采用＃检验，对于不符合）ｃ２
检验条件的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以Ｐ＜０．０５为差

关系的研究较少，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利用横断面的
数据。本研究旨在利用上海市社区人群心脑血管疾

异有统计学意义。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高血
压各项危险因素及其聚集数目与患病危险性的关

病防治项目的纵向观察数据，探讨高血压危险因素聚

系，利用Ｗｏｏｌｆ法计算ＲＲ值及其９５％ＣＩ。

集与患疴隋况的相关性，并通过纵向队列进一步描述
该聚集性的强弱与疾病发生风险间的关系。

６．１

ｍｍｏｌ／Ｌ

ｍｍｏｌ几。

结

果

１．基线调查人群基本特征：１５ １５８人中男性

对象与方法

６４０７人（４２．３％），女性８７５１人（５７．７％）。平均年龄

１．样本及数据收集：以上海市黄浦区３５～７４岁

（５４．７±８．６）岁，其中男性（５４．９±８．７）岁，女性（５４．５±

本地户口且居住＞５年并自愿参加的社区居民为调

８．６）岁。研究对象中高血压及其危险因素分布Ｊ隋况

查对象，人组前签署知情同意书。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
年分别开展基线和结局调查。共收集资料完整的调

见表１。基线调查时高血压总现患率为４１．９％，并随

查对象１５ １５８名。数据收集采用统一标准化方法。

年龄的增加而升高，且男性高于女性。在高血压危
险因素中，男性与女性相比，血脂异常现患率的差异

问卷调查采用面对面访谈方式，血液检测由有资质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家族遗传史人数的比例低于女

的实验室完成。资料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

性，而超重和肥胖、高血糖、不适量饮酒以及吸烟的

征、体检测量指标、高血压家族史和诊断治疗史、吸

比例均高于女性。总体中人数比例最高的三项危险

烟和饮酒状况以及血生化指标。采用常规方法测量

因素依次为超重和肥胖（５９．７％）、家族遗传史

身高、体重、腰围、血压，并计算ＢＭＩ。使用实验室标

（５３．９％）和血脂异常（３９．１％），其中女性与总体情况

准执行程序采集血样，并计算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ＦＰＧ

相同，而男性中人数比例最高的三项危险因素依次
为超重和肥胖（６２．０％）、吸烟（５８．９％）和家族遗传史

等血生化指标。
ｍ／／１ Ｈｇ

（５１．５％）。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前三位危险因素顺位

ｋＰａ），或已

均与总体相同。除家族遗传史和不适量饮酒外，高

确诊为高血压并治疗者陋］。危险因素定义：①超重

血压、超重和肥胖、血脂异常和高血糖的比例均随年

和中心型肥胖诊断标准为ＢＭＩ≥２４ ｋｇ／ｒｎ２，男性腰
围≥８５ ｃｍ及女性腰围≥８０ ｃｍ［９１；②吸烟定义为过

龄增加而升高，≥６０岁人群的吸烟率有下降趋势。
２．危险因素聚集与高血压患病的相关性：由表

去吸烟达到１００支或现在正在吸烟ｎ州；③不适量饮
酒定义为每天饮白酒、葡萄酒（或米酒）、啤酒的量分

２可知，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男性中上述６项危险
因素均进入模型，其中家族遗传史与患病的关联性

ｍｌ和３００ ｍｌ乜３；④高血压家族史为

最强，吸烟最低。在女性中，除吸烟和不适量饮酒外

亲生父母、子女及亲兄弟姐妹中有患高血压病，并要

的其余４项危险因素进入模型，家族遗传史与患病

求作出诊断的医生所在医院至少是乡／区一级，并

的关联性最强，血脂异常最低。表３显示，男女性高

２．指标定义：高血压定义为ＳＢＰ≥１４０
和／或ＤＢＰ≥９０

别达到５０

ｒｎｎｌ

ｍｌ、１００

Ｈｇ（１

ＩＴＩＩＴＩ

Ｈｇ＝０．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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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４

表１调查对象中高血压及其危险因素的性别、年龄分布

注：。Ｐ＜０．００１

血压患病率均随危险因素聚集数目的增加而上升，
讨

且当危险因素聚集数目超过１项时，女性的高血压

论

本研究调查人群的高血压总现患率随年龄增加

患病率高于男性。此外，随着危险因素聚集数目的
增加，与高血压患病关联的ＯＲ值增加。当危险因素

而升高，且男性较高，这与我国１４省市高血压调查

聚集数目≥１项时，与高血压患病关联的ＯＲ值均高

结果一致¨…。其中有高血压家族遗传史的比例为

于无危险因素存在时的ＯＲ值。

５３．９％，男性低于女性，家族遗传史与高血压患病的
关联性在男性和女性中均为最强，与国内多项研究

表２高血压危险因素进／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０尺值

结论相似¨２’；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为５９．７％，虽然高于

（９５％Ｃ，）
ＯＲ值（９５％ＣＩ）４

危险因素

男性

其他各项危险因素，但与高血压的关联性次于家族
女性

遗传史。本研究中＞３５岁男性的吸烟率高达
５８．９％，在各项危险因素中居第二位。相比于女性，

吸烟是男性患高血压重要的危险因素。
心血管病是多个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
人群中普遍存在危险因素的聚集，个体中同时具有的
注：。按年龄调整

危险因素数目和严重程度与患病风险密切相关Ｈ

３Ｉ。

３．纵向队列分析：构建２年纵向队列，基线调查

国内外关于高血压危险因素聚集与患病关系的研

时共８８１２人未患高血压，男性３５９９人（４０．８％），女性

究结果显示，随着聚集数目的增加，患病危险性上

５２１３人（５９．２％）。其中１５１人在２年后发展为高血

升［５４］。本研究也发现，在危险因素聚集的情况下，

压，男性６７例（１．９％）和女性８４例（１．６％），另８６６１人

与高血压患病关联的ＯＲ值高于单个危险因素ＯＲ值

至结局调查时未患高血压。由表４可见，男性中具

的和，提示这些危险因素间可能存在协同作用。此

有ｌ～５项及以上高血压危险因素者发病率分别为

外，本研究还发现，男、女性的高血压患病率均随危

１．０％、１．８％、２．６％、２．７％和３．１％；女性中具有２项和３

险因素聚集数目的增多而上升，在危险因素为０项

项危险因素的发病率分别为１．９％和２．７％，高于无危

和１项时，患病率无差异，当聚集数目超过１项时，女

险因素聚集的人群。男性和女性２年高血压发病的

性的高血压患病率高于男性。男女性别间对于不同

ＲＲ值随危险因素聚集数目增加而增大。女性中当

的高血压危险因素可能具有生理敏感度的差异，而

聚集数目为２项及３项时ＲＲ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高于聚集因素为０项时的ＲＲ值。

且即使危险因素数目相同，依然存在不同因素的组
合，作用于个体的综合作用也有区别。进一步探讨

表３危险因素聚集数目与高血压患病的关联

０

９．２（３５／３８０）

—

１０．７ｒ１２８１１１９６）

１．０００

３．１５７（２．１５２～４．６３０）

２６．９（７８４／２９１５）

２．９１７（２．３７４～３．５８５）

＜０．００ｌ

６．４２８（４．４３５～９．３１９）

＜０．００１

４７．４（１３７５／２９００）６

６．４９９（５．３０７。７．９５９）

＜０．００１

５２．５（９２２／１７５５）

１１．７９７（８．１３５～１７．１０５）

＜０．００１

６９．９（１０２９／１４７３）６

１５．７１７（１２．６０９—１９．５９１）

＜０．００１

４

６３．４（５８１／９１６１

１９．７２３（１３．４１４～２９．ｏｏｏ）

＜０．００１

８３．１（２２２／２６７）６

３１．７１９（２１．７４４～４６．２７０）

＜０．００１

≥５

７３．３（２６９／３６７）

３３．０５１ｒ２１．４４９～５０ ９３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４．８（２９４／１ １８５）

２

３９．２（７０７／１８０４）

３

１．０００

—

＜０．００ｌ

１

一

注：分子为病例数，分母为调查人数；４同表２；６女性高血压患病率与男性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１）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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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高血压２年纵向队列分析中不同危险因素聚集数目的发病风险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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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围高血压防治
指南２０１０．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１，３９（７）：
５７９－６１ ６．

注：。与０项危险因素相比发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不同危险因素组合在性别间的差异对于高血压危险
因素的综合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血压水平处于正常范围（１１５／７５

ｍｌｎ Ｈｇ

【５ ｊ Ｔ０ｚａｗａ Ｍ，Ｏｓｈｉｒｏ

至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但具有较多危险因素聚集数目

的人群，相比无危险因素的轻度高血压患者，仍有更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６

大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本次２年纵向队列研
究结果也提示，随着高血压危险因素聚集数目的增

７

９

强的相关性ｎ“。在我国很多地区，人均每日摄盐量

ｌ

制心…。这些危险因素所起的聚集作用有待日后进一
步的研究。如何在众多的危险因素中找出最有效的
干预模式或是对某些人群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干预，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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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高于１２∥州，远超ＷＨＯ推荐的６ ｇ标准。同时，良好
的心理状态以及稳定的情绪也有助于血压水平的控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杨功焕，马杰民，刘娜，等．中国人群２００２年吸烟与被动吸烟的
现状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２）：７７—８３．

可能影响到本研究基线与结局调查时同一个体血压

注。例如高钠低钾膳食被认为与血压水平存在较

ｉｎ

和腰围对相关疾病危险因素异常的预测价值：适宜体重指数和
腰围切点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３（１）：５—１０．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乜１，但只

此外其他一些高血压危险因素的作用也值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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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ｔ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数据汇总分析协作组．我国成人体重指数

结果则显示在中年阶段具有较少危险因素的人群，

值的准确性。但从群体水平上来看，单次调查时间
持续数月，有助于消除整体血压值的季节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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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发病率，进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有研究表明，人体血压水平冬季高于夏季ｎ…，这

ａｎｄ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Ｃｏｎｔｒ０１．２００９．４（３）：１６３—１６９．

数目的增加而升高ｎ ５｜，另一项长达２６年的队列研究

有注重危险因素的初级预防才能有效地控制群体的

ａ１．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ｌｅ ｏｍｃ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３。４１（４）：３２７—３３１．
Ｚｈａｎｇ ＭＺ，Ｂｕｒｅｎ Ｂ，Ｔｏｎｇ ＷＪ，ｅｔ ａ１．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ａｎｄ

短所致。美国一项为期２１年的ＮＨＡＮＥＳ Ｉ随访研
究发现冠心病和脑卒中等的发病风险随着危险因素

进入老年阶段后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较高ｎ引。虽
然目前通过药物疗法以及健康行为干预措施，能够

Ｂａｍｂｕｉ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ａｇｅ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Ａｒｑ Ｂｒａｓ Ｃａｒｄｉ０１．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ａｌｃｏｈｏｌ

较短，新增高血压患者例数较少，不足以观察到理想
的趋势变化。此外，具有４项危险因素的女性则无
发病，考虑也是由于该组内人数较少且随访时间较

Ｃ，ｅｔ ａ１．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ｃｏｈｏｒｔ．Ｊ Ｈｙｏｅｒｔｅｎｓ．

２００１，７７（６）：５７６—５８１．
Ｎａｋａｎｉｓｈｉ Ｎ，Ｌｉ Ｗ，Ｆｕｋｕｄ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８

Ｓ，Ｉｓｅｋｉ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２０００．１８（１０）：１３７９－１３８５．
Ｂａｒｒｅｔｏ Ｓ，Ｐａｓｓｏｓ Ｖ，Ｆｉｒｍｏ Ｊ，ｅｔ ａ１．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Ｂｒａｚｉｌ—ｔｈｅ

多，高血压发病风险增大。然而其中仅有部分ＲＲ值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由于２年观察时间

ｏｆ

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Ａ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１２（５）：６５８－６６５．
Ｍｅｓｓｅｒｌｉ Ｆ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Ｂ．Ｒｉｔｚ 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７．３７０（９５８７）：５９１—６０３．
Ｙｕｓｕｆ ＨＲ．Ｇｉｌｅｓ ＷＨ．Ｃｒｏｆｔ ＪＢ，ｅｔ ａ１．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ｉｓｋ．Ｐｒｅｙ
Ｍｅｄ．１９９８．２７（１）：ｌ一９．
Ｄａｖｉｑｌｕｓ ＭＬ。Ｌｉｕ Ｋ，Ｐｉｒｚａｄａ Ａ，ｅｔ ａ１．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Ｉ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ｉｆｅ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ｇ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０３，１６３（２０）：２４６０－２４６８．
Ｋｒｉｓｔａｌ—Ｂｏｎｅｈ Ｅ，Ｈａｒａｒｉ Ｇ，Ｇｒｅｅｎ ＭＳ，ｅｔ ａ１．Ｓｕｍｍｅｒ－ｗｉｎｔ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ｊｎ ２４ｈ啪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Ｍｏｎｉｔ．
１９９６．１（２）：８７—９４．
Ｈｕｍｍｅｌ ＳＬ．Ｓｅｙｍｏｕｒ ＥＭ，Ｂｒｏｏｋ ＲＤ．ｅｔ ａ１．Ｌｏｗ．ｓｏｄｉｕｍ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ｓｔｏｐ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ｄｉｅ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１２００－一１２０６．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１２，６０（５）：
一

１９】Ｃｈｅｎ ＣＭ，Ｚｈａｏ Ｗ．Ｙａｎｇ Ｚ，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Ｏｂｅｓ Ｒｅｖ．２００８．９ Ｓｕｐｐｌ １：

１００－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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