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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浙江省成年居民高血压前期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

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２０１０年７—１１月在浙江省１５个县区选择年龄≥１８周岁常住人口作为

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检并采集空腹静脉血标本。数据分析采用ｘ２检验、ｔ检验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果共调查成年居民１７ ４３７（男性８１６９、女性９２６８）人。高血压前期患病率为
３４．３９％，其中男性患病率（３８．５７％）高于女性（３０．７０％）（ｘ２＝１１９．３６，Ｐ＜Ｏ．０００１）。≥２５岁男性高
血压前期患病率随年龄增加逐渐下降（Ｚ２＝７６．９４，Ｐ＜０．０００１），≥４５岁女性高血压前期患病率随年
龄增加呈下降趋势（）ｃ２＝１１４．６６，Ｐ＜０．０００１）。城市居民高血压前期患病率为３２．３９％，农村为
３５．６０％，农村高于城市（Ｘ２＝１８．６９，Ｐ＜０．０００１）。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提示，男性、年龄
（≥３５岁）、腰围（男≥８５ ｃｍ、女≥８０ ｃｍ）、ＢＭＩ（≥２５．０ ｋｇ／ｍ２）、ＴＧ≥１．７ｍｍｏｌ／Ｌ为高血压前期的危
险因素，文化程度高是高血压前期的保护因素。结论浙江省成年居民高血压前期患病率较高，
主要影响因素有超重、肥胖、血脂异常等。

【关键词】高血压前期；患病率；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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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美国高血压联合委员会第７次报告
（ＪＮＣ７）首次提出高血压前期（ｐｒ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的概
念，将１２０ＩｉｌｉｎＨｇ＜ＳＢＰ一＜１３９ｍｉｌｌＨｇ或８０ｍｌｎＨｇ＜
ＤＢＰ≤８９ ｍｌｎ

Ｈｇ确定为高血压前期…。中国高血

比色法）和ＨＤＬ—Ｃ（直接测定法）三项。使用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Ｘ４Ｐｒ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３．血压判断标准：每名被测者重复测量两次

血压，如果两次测量误差＞１０

ｍｍ

Ｈｇ，则需第三次

压防治指南２００４年修订版将上述血压范围定义为

测量。根据２００３年ＪＮＣ ＶＩＩ血压分类方法，ＳＢＰ≥

“正常高值”［２］。目前我国高血压前期者有３２．６％发

１４０ ｍｍ

展为高血压［３ ３，国外有关文献显示年龄在５５。６４岁

血压药物者为高血压；高血压前期为ＳＢＰ

的高血压前期者中有一半发生高血压ｎ１。本研究通
过对浙江省成年居民高血压前期的调查，探讨高血

Ｈｇ，且排除既往明
确诊断高血压，最近２周在服用降压药者；正常血压

压前期的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有利于分析并预

定为ＳＢＰ＜１２０ ｍｌｎ Ｈｇ和ＤＢＰ＜８０

测高血压的流行趋势，对高血压前期患者的防治具
有一定的公共卫生意义。
对象与方法

１．样本及数据来源：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

１３９ ｍｍ

Ｈｇ和／或ＤＢＰ≥９０ ｒｎｒｎ Ｈｇ，且正在服用抗高

Ｈｇ或ＤＢＰ

１２０—

８０—８９ ｍｌｎ

ｍｌｎ Ｈｇ。

４．质量控制：按照国际化标准，通过统一制定调

查方案、组织集中培训、统一采购试剂耗材、血糖检
测盲法考核、血脂统一检测、１０％调查问卷抽样复

核、使用校正的汞柱血压计等进行质量控制［５ ３。

抽样的方法。于２０１０年７—１１月对抽取的１５个县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录入数据并建
立数据库，所得的数据采用ＳＡＳ ９．２统计软件进行分

区样本家庭户中年龄≥１８周岁常住人口进行现场

析。计量资料用ｉ±ｓ表示，单因素分析用）ｃ２检验。

问卷调查、医学体检并采集空腹静脉血标本。调查

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前期的危险因素，

时采用层次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Ｗａｒｄ’Ｓ

检验水准０【＝０．０５。

ｍｅｔｈｏｄ），对浙江省９１个县区的人口密度、生育率、

非农业人口比例、人均ＧＤＰ、文盲率、粗死亡率和＞

结

果

６０岁人口构成７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成５类地区（１、

１．高血压前期患病率：１５个调查点共抽取７５７１

２类城市及１。３类农村）。第一至三阶段均采用系

户１９ １１３名调查对象，其中１７ ４３７名完成问卷调查、

统抽样方法。第一阶段每类地区中抽取３个县区

体格检查和采血样全部项目，应答率为９１．２３％。高

（抽中１类城市为江东、瓯海和婺城区，２类城市为

血压前期５９９６例，其中女性占４７．４５％，男性占

萧山、衢江和吴兴区；ｌ类农村为富阳、慈溪和义乌

５２．５５％，平均年龄（４８．６６±１４．１４）岁。高血压前期

市，２类农村为新昌县、海宁市和岱山县，３类农村

患病率为３４．３９％（其中≥３５岁人群患病率为

为常山县、青田县和临海市）；第二阶段在每个样本

３４．８０％），男性为３８．５７％，女性为３０．７０％，男性高

县区中随机抽取４个街道／乡镇；第三阶段又在每个

于女性（３ｆ２＝１１９．３６，Ｐ＜Ｏ．０００１）。≥２５岁的男性居

样本街道／乡镇中随机抽取３个村／居委会；第四阶

民高血压前期患病率随年龄增加呈逐渐降低趋势

段采用整群抽样，根据样本村／居委会住户分布情

（）（２＝７６．９４，Ｐ＜０．０００１），而≥４５岁女性高血压前期

况，按地理位置每４０户为一个群，将剩余家庭户分
配到邻近的群中，使每个家庭户都在抽样群中。抽

患病率随年龄增加呈现降低趋势（）ｃ２＝１１４．６６，Ｐ＜
０．０００１），见表１。城市居民高血压前期患病率为

取其中１个群，抽中群的４０户家庭即为调查家庭

３２．３９％，农村为３５．６０％，农村人群高于城市（）Ｃ２＝

户。家庭户中≥１８周岁常住居民即为调查对象，每

１８．６９，Ｐ＜Ｏ．０００１）。其中二类城市患病率高于一类

个县需完成凋查４８０个家庭户。调查开始前，社区

城市（ｚ２＝１６．５０，Ｐ＝０．０００２），一类农村患病率高于

工作人员人户收集抽中家庭人员的基本信息并登

二、三类农村（￡＝９．４４，Ｐ＜Ｏ．００１），见表２。

记造册。
２．调查方法和实验室检测：采用横断面调查方

２．高血压前期危险因素：高血压前期人群中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饮酒史、吸烟史、腰围（男≥８５

ｃｍ，

法，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包括年龄、

女≥８０ ｃｍ）、ＢＭＩ（≥２５．０ ｋｇ／ｍ２）、ＴＧ（≥１．７ ｍｍｏｌ／Ｌ）

性别、民族、教育、职业、婚姻、家族遗传史等，主要慢

及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ＵＬ）与正常血压人群比较，差异

性病史、吸烟、饮酒等进行询问调查）、医学体检（身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１），见表３、４。

高、体重、腰围、血压）和采集空腹静脉血。ＦＰＧ采用

３．高血压前期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有统

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血脂检测包括ＴＧ、ＴＣ（终点

计学意义的因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吸烟史、饮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表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浙江省成年居民高血压前期患病率性别和年龄分布

表４浙江省成年居民正常血压和高血压前期人群
相关因素比较

特征焉墓黼。Ｒ５（９５％ｃＤ彤值Ｐ值

表２浙江省成年居民高血压前期患病率的地区分布

表３浙江省成年居民正常血压和高血压前期人群的
人口学特征

讨

论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病的一个最重要的危险因
素№１。而高血压前期是高血压病发展的重要危险阶
段。研究显示高血压前期时，大动脉弹性及左心室
舒张功能均受损，且大动脉弹性受损的严重程度与
高血压患者相同＂１。高血压前期人群已存在代谢异
常聚集嘧１。因此研究人群高血压前期的患病率及其
注：正常血压人群年龄（４２．０３±１４．１０）岁与高血压前期人群
（４８．６６±１４．１４）岁比较，％２

２５．６９０，Ｐ＜００００１

影响因素对于控制高血压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酒史、腰围、ＢＭＩ、ＴＧ、ＦＰＧ）作为自变量，其中年龄、

本次调查发现，浙江省≥３５岁人群高血压前期

文化程度、饮酒史、ＢＭＩ按要求设置哑变量，以正常

患病率为３４．８０％，高于美国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的

血压、高血压前期作为因变量进人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模型。结果显示，男性、年龄（≥３５岁）、腰围（男

３１．００％四。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２８．００％ｎ叫两个时段的

性≥８５ ｃｍ，女性≥８０ ｃｍ）、ＢＭＩ（≥２５．０ ｋｇ／ｍ２）和

（８．５２％一６４．７２％）［１１－１９］Ｏ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ＴＧ（≥１．７ ｍｍｏｌ／Ｌ）是高血压前期的危险因素，文化

表明，男性、年龄（≥３５岁）、腰围（男性／＞８５ ｃｍ，女

程度高是高血压前期的保护因素（表５）。

性≥８０ ｃｍ）、ＢＭＩ（≥２５．０ｋｇ／ｍ２）和ＴＧ（≥１．７ｍｍｏｌ／Ｌ）

患病率，但国内报道的高血压前期患病率差异颇大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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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高血压前期危险因素的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从年龄、ＢＭＩ以及代谢指标等均显示高血压前期是

特征

０Ｒ值（９５％Ｃ／）Ｐ值

处于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的中间状态，提示预防和治

１．８９２（１．７０６～２．０９９１＜０．０００１

疗高血压病的同时不要忽略高血压前期的防治。

卢

性别０．６３７７

岛

Ｗａｌｄｚ２值

０．０５３０ １４５．００１８

年龄（岁）
１８～

１

２５～

－０．４９６４ ０．０４４１ １２６．９４０４

１．０８７（０．９１６～１．２９０１＜０．０００１

３５～

一０．２５５７ ０．０３９７

４１．４３５８

１．３８３（１．１６２～１．６４７）＜０．０００１

４５～

０．１９５２ ０．０３９４

２４．５０９４

２．１７１（１．８２３～２．５８６）＜０．０００１

５５～０．４６８４ ０．０４３９ ｌ １４．０８２７

２．８５３（２．３７５～３．４２８）＜０．０００１

６５～

３．４８５（２．８４４～４．２７１１＜０．０００１

Ｏ．６６８５ ０．０５７９ １３３．４３２６

因此建议应严格执行≥３５岁的就诊者首诊始监测
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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