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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成年社区人群血压季节性变化
以及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研究
张正姬张秋莉胡一河杜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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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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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明

目的探讨中国人群血压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影响因素。方法以中国慢性病前瞻

性研究项目苏州点的基线调查（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人群为对象（其中男性２２ ３６０人，女性
３０

９００人），运用ＳＡＳ统计软件分析比较调查期间人选对象的血压水平与室外气温的关系及联系

强度和其他影响因素。结果在校正年龄等因素后，研究对象的冬季血压水平显著高于夏季，其
中男性两季ＳＢＰ差值为８．８

ｍｍ

Ｈｇ，女性为７．０

关，室外气温每降低１０ ｏＣ，ＳＢＰ升高６．１

ｍｍ

ｍｍ

Ｈｇ。ＳＢＰ与气温（＞１０ ｏＣ时）呈显著线性负相

Ｈｇ。血压的季节性差异在老年人和低ＢＭｌ人群中更

为显著。结论成人血压随室外温度的变化呈现较大的季节性波动。在高血压筛查、临床治疗以
及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中均应充分考虑血压的季节性波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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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影响因素早有文献述

准差（ｓ）。使用最ｄｘＺ－乘法控制混杂因素（年龄或／

及…，无论正常人或高血压患者其ＳＢＰ和ＤＢＰ均随

和性别）的影响。其结果表达为调整后的血压均值

室外温度的变化而波动，冬季一般较夏季分别高

及其９５％ＣＩ。绘制散点图描述血压和各平均温度的

４～８／３—５

Ｈｇ幢。３。因此在冬季血压的季节性变

关系，并计算出其直线回归方程。研究人群按年龄、

化可增加心血管病的发病№３。我国以往报道血压的

ＢＭＩ、吸烟、饮酒、高血压患病史和治疗以及家庭供

季节性变化以及影响因素是基于小样本特殊人群

暖情况分成不同亚组，计算各亚组内调整后的血压

（如高血压患者）的研究ｎ＇…，尚缺乏以人群为基础的

均值及其９５％ＣＩ。由于女性习惯性吸烟或喝酒的比

报道。为此本研究抽取中英合作开展的中国慢性病

例远小于男性，所以吸烟和饮酒亚组只限于男性研

前瞻性研究项目（Ｋａｄｏｏｒｉｅ

究对象。使用ＳＡＳ ９．２软件完成统计分析。

ｉｎ

１１１１１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ｉｎａ，ＫＳＣＤＣ）凹。１¨中苏州地区人选的５万多名社

结

区人群对血压和室外温度的变化关系进行调查，探
讨年龄、肥胖、饮酒、吸烟、用药、家庭供暖等因素对

果

１．基本特征：本研究共纳人５３ ２６０名对象，男性

两者关系的影响，为该地区高血压临床诊治以及影

２２

响心脑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季节因素提供流行病学

男性经常吸烟率为６８．２％，女性仅为０．４％；５０．４％的

依据。

男性经常饮酒，女性仅为１．２％。有１３．４％报告有高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来自ＫＳＣＤＣ项目。本研究对象是
苏州项目点吴中区人选的队列人群，共５３ ２６０人，年
龄３０。７９岁，且无严重残疾者。基线调查从２００４年

３６０人，女性３０ ９００人，平均年龄５１．６岁（表１）。

血压病史，１１．５％报告接受降压药物治疗（占有高
血压病史者的８５．６％）。男性血压均值为１３３．５／

Ｈｇ；女性为１３２．２／７８．０ ｍｌＴｌ Ｈｇ。男性ＢＭＩ
均值为２４．０ ｋｇ／ｍ２，女性为２４．１ ｋｇ／ｍ２（表１）。
８０．３

ＩＴＩＩＴＩ

表１

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

ＫＳＣＤＣ苏州项目基线调查时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特征

２．研究方法：所有参加现场调查人员均经专业
培训并经考核合格，调查期间进行动态质量评估和

（。篓６０）（。茹００）∞曼６０）

年龄（岁）构成比（％）
３０～

１３．５

１５．０

１４ ４

４０～

２８．１

２９．５

２８ ９

社会经济状况、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家族史和疾病

５０～

３３．３

３２．７

３３

史及其治疗等，其中疾病史为研究对象自报，但要求

６０～

１９．２

１７．３

１８

５．９

５．５

定期考核。采用标准调查问卷收集个人信息，包括

有医院明确诊断。体检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
血压、肺活量等。血压测量使用统一提供的

７０～７９

石（±ｓ）

５２．Ｏ（１０．３１

５１．３（１０．４、

０●７
５

６ ５（

０ ４

吸烟习惯构成比（％）

ＵＡ一７７９型电子血压计，并根据ＡＮＳＩ／ＡＡＭＩＳＰ—１０

从不吸

７．８

９９．１

６０．８

１９８７标准进行测试和定期校验。测量前要求调查对

偶尔吸

１０．６

０．５

４．７

曾习惯性吸

１３．４

０．１

５．６

现习惯性吸

６８．２

Ｏ．４

２８．９

从不饮

１６．７

２

５８．８

偶尔饮

２８．Ｏ

４

１７．２

曾饮

４．９

２

现饮

５０．４

２１．９
２０．０

象安静休息５ ｍｉｎ，采取两次测量，如两次测得差值
ＳＢＰ≥１０ ｒａｉｎ

Ｈｇ，则进行第３次，分析时取最后两次
测量值的均值作为研究对象的血压值。身高、体重
的测量程序均采用统一标准化测量程序。ＢＭＩ（ｋｇ／
ｍ２）按国际认可公式计算阳圳。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

饮酒习惯构成比（％）

情同意书，并得到英国牛津大学医学研究伦理委员

冬天使用供暖设备率（％）

２１．２

会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检查委员会批准。

自报高血压病史率（％）

１３．１

３．气象学资料：由吴中区气象局提供基线调查
期间每Ｅｔ气象学资料。取每日０２：００、０８：００、１４：００、

自报接受降压药治疗率（％）

１１．１

ＳＢＰ（ｍｍ Ｈｇ）

１３３．５（１９．１）

ＤＢＰ（ｍｍ Ｈｇ）

８０．３（１０．７）

２０：００的温度报告均值作为日温度（℃），月、季温度

ＢＭＩ（ｋｇ／ｍ２）构成比（％）

取基线调查时当月或当季室外温度均值。根据苏州
市的气候特点，每年的３—５月定为春季，６—８月为
夏季，９一１１月为秋季，１２月至次年１、２月为冬季。
４．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计算采用均值（互）±标

２．２

１３．４
２石石７

１１．５
１３２

弛鸺

眦¨毗坨嘶㈨ｍ趔邶 动∞
２¨

８（２０．３１

７８．９（１０．３）

＜１８．５

３

７

５

１８．５～

Ｏ

９

９

２４～

３

３

２

２８～

互（±ｓ）

弭

拍郴粥㈣∞

３｝

抖

＂螂粥Ⅲ坤

ｌ｝

抖

拍栅ｍ㈣雕
４｝

·３１８。

主堡煎鱼疸兰壅查；！！！生兰旦箜丝鲞箜兰塑垦垒垫！里旦ｉ堕！里ｉ！！！垒里巫！！！！！！№！：！兰！堕！：１

２．血压与季节、室外温度的关系：调查期间吴中

从不吸烟男性（１１．１

ｍｒｎ

Ｈｇ）；使用降压药的高血压

区冬夏季平均室外气温差异为２１．２℃，两季比较

患者其ＳＢＰ差值（７．９

ＳＢＰ差异值男性为８．８

（９．８ ｍｎｌ Ｈｇ）；有冬季供暖组的ＳＢＰ差值（８．１

ｉｒｌｌｒｌ

ＤＢＰ差异值男性为３．９

ｍｌＴｌ

Ｈｇ，女性为７．０

ｍｉｌｌ Ｈｇ，

Ｈｇ，女性为２．７

ｒｎｌ／１

Ｈｇ

（表２）。图１显示基线调查时研究对象不同月份的

量化关系曲线，即在温度＞１０℃时，ＳＢＰ与温度呈

娄１４０

线性负相关。当室外温度每降低１０ ｏＣ，ＳＢＰ相应升

曾

及调查对象的血压测量值

Ｈｇ）

Ｈｇ），但前者的血压

１５０

ａ

ＫＳＣＤＣ苏州项目基线调查时不同季节平均气温

ｍｎｌ

ｍｍ

绝对值低于后者（图４）。

密切（图２）。图３为调整后的ＳＢＰ均值与温度间的

表２

Ｈｇ）显著低于不用药者

虽稍大于无冬季供暖组（７．７

ＳＢＰ均值变化（曲线大致呈正弦分布）。ＳＢＰ值在夏
季最低，冬季最高，其季节性变化与气温的变化关系

高６．１ ｍｌｉｌＨｇ。而温度＜１０℃时，可能受室内取暖
等因素影响，两者的关系强度有减弱趋势。

ｍｌｉｌ

１０

５
划
赠

量Ⅲ

２０蓥

室
＼
ｌ／
１２０。Ｆ芍—方节１尹１矿—ｊ＿卜’—卜一

３０

月份

注：调整年龄和性别
图２

ＫＳＣＤＣ苏州项目研究对象的ＳＢＰ值
与月平均气温的变化曲线

毒

潢
昙

。＿ＬＬＬ～～，，１７ｉ。

１４０

Ｉ

Ｉ

普

ＩＩ

Ｉ

Ｉ
吝

１３０

曩
１２０

温度（℃）

注：。调整年龄
注：调整年龄和性别
１５０

图３

ＫＳＣＤＣ苏州项目研究对象ＳＢＰ值
与室外平均气温的回归关系

奄

裘１４０

讨

只

曾

论

本研究显示苏州地区成年人群无论血压正常或

吕

曼１３０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者，其血压均呈现明显的季节性

山

羞

变化。ＳＢＰ与室外温度（＞１０℃时）呈明显的线性
负相关，温度每降低１０℃，ＳＢＰ升高６．１

１２０

罢呈’。”２竺ｇ’。。２ ２呈’。”２ ２－－２’。

２ｉ面彳—五丽Ｆ—■丽萌－

Ｈｇ。该
量化关系的强度高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ｎ·１２。１
Ｂａｒｎｅｔｔ等¨纠对来自１６个国家２５个地域年龄３５～
５。。

２００７芷

注：调整年龄和性别
图１

ｍｒｌｌ

ＫＳＣＤＣ苏州项目基线调查时研究对象
不同月份ＳＢＰ测量值变化曲线

３．不同亚组ＳＢＰ与季节变化关系：冬夏季ＳＢＰ

６４岁１１５ ４３４例的随机样本研究和Ｍａｄｓｅｎ和
Ｎａｆｓｔａｄ¨２１对１８ ７７０名挪威成年人的研究均发现血

压与室外温度呈负相关关系，但室外温度每降低
１０℃，ＳＢＰ的升高幅度仅为２

ｒｎｍ

Ｈｇ。日本一项对

差值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加大，而随ＢＭＩ的增加逐

血压和室外温度关系的研究显示，ＳＢＰ与室外温度（＞

渐减少；在冬夏季经常饮酒的男性其ＳＢＰ差值

１０。Ｃ时）呈线性负相关“６｜，室外气温每升高１０℃，ＳＢＰ

（９．２

ａｉｍ

Ｈｇ）显著大于从不饮酒男性（８．１ ｒｎｎｌ Ｈｇ），
经常吸烟的男性其ＳＢＰ差值（９．０ ｍｎｌ Ｈｇ）显著低于

下降４ ｒｎｌＴｌ Ｈｇ。

本研究不同亚组ＳＢＰ与季节变化关系的分析中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９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３１９·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１６０
５０

１５０

．／∑—＼．

４０

１４０

≥１８０

乡三≤懑

２４０～＜２８０

∥蛉婚＼慧鬻

１３０

１８ ５一＜２４０

１２０
＜１８ ５

１１０
８

９ １０

ｌｌ

１２

１／２

３

４

１２

吸烟爿·埙（限Ｊ。粥肚）

１／２

３

４

６

５

７

８

９

１２

ｌ／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冬季供暖情况

１７０

出４丙史占乏ｊｎ药情况

１０ １１

１６０

∥膊、！

１５０
ｔ ＪＨ药患＃

削目药患卉１４０
１ ３０
１ｒ忠肯
１２０
１１０

注：４调整性别，其他亚组分析调整年龄和性别
图４

ＫＳＣＤＣ苏州项目不同亚组中研究对象ＳＢＰ值与季节变化的关系

显示，血压的季节性变化随年龄的增长而更为突出，

本研究存在不足。研究中未收集食盐摄人量的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但其血压变化的绝对值却

相关信息，故无法探讨不同季节食盐摄人量的差异

高于报道‘＂·１８］。Ｋｒｉｓｔａｌ—Ｂｏｎｅｈ等‘例在１００名年龄

及对血压波动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来自气象部门的

２８。６３岁健康男性对象中观察到ＳＢＰ的季节变化

温度报告，不能很好代表研究人群实际暴露的环境

与ＢＭＩ值呈负相关，冬季低ＢＭＩ组中ＳＢＰ升高＞

温度；此外血压的测量未采用２４ ｈ动态监测值。

Ｈｇ的比例（３５％）远大于高ＢＭＩ组中的比例
（８％）；另一项涉及１３２名１８～４０岁健康女性的研

本研究所得的证据对改善高血压筛查、临床诊

１０ ｒｅａｌ

究也观察到，低于正常ＢＭＩ值（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

断，优化药物治疗方案及今后的流行病学研究均具
有重要参考意义。临床医生在诊断和治疗高血压时

的人群，其冬季血压升高的程度（１４．３８

ｍｌ－ｌｌ Ｈｇ±

应考虑到季节性的影响因素¨，２ ７｜。在心脑血管疾病

Ｈｇ）要比ＢＭＩ正常（１８．５—２４．９９ ｋｅｇｍ２）、

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应充分考虑气温对血压的影响，

超重（２５．０。２９．９９ ｋｅｇｍ２）和肥胖（≥３０ ｋｇ／ｍ２）人群

并在数据分析中予以必要的校正，以保证研究结果

血压升高的程度（１０．１４

Ｈｇ）更为
明显心…。本研究也证实了ＢＭＩ对血压季节性变化

的准确性。

的重要性，其中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组冬夏季ＳＢＰ差

试验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国家项目办公室专家和工作人员的指导

１１．６０ ｎｑｍ

值达到１１．３
（７．４

ＩＴＵＴＩ

ｍｍ Ｈｇ±９．７６ ｍｍ

Ｈｇ，显著高于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组

Ｈｇ）。本研究中供暖组和非供暖组的冬夏
季血压差别不明显，可能是受环境温差的影响，也反

（感谢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管理委员会、牛津大学临床

和帮助，以及江苏省级、苏州市级项目办公室人员对本研究所做的
大量工作和贡献）

ｍ＿ｒｎ

映了居住环境（如有无供暖及供暖方式）的差异。已
有研究表明在我国东北寒冷地区，使用集中供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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