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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成年社区人群主要心电图异常的
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刘宇侯旭宏胡伟国
【摘要】

陆惠娟

马晓静

贾伟平

目的评估上海市成年社区人群主要心电图异常（ＭＡ—ＥＣＧ）患病率及其特点，并分

析其主要影响因素。方法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上海市２０～７４岁成人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患病率
横断面调查资料。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相关病史、家族病史、体格和实验室检查。调查对象
检查静息１２导联心电图，采用明尼苏达标准编码，并依据Ｐｏｏｌ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方案分为ＭＡ．ＥＣＧ和非
ＭＡ—ＥＣＧ。结果共５３６４（男性２００３、女性３３６１）人纳入分析。（１）总人群ＭＡ．ＥＣＧ标化患病率为
７．３％，其中男性为７．０％，女性为７．７％。无论男女，年龄别ＭＡ．ＥＣＧ患病率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
加。男性青年、中年和老年人群的ＭＡ—ＥＣＧ标化患病率依次为２．３％、７．７％和１７．３％；女性青年、中
年和老年人群的ＭＡ．ＥＣＧ标化患病率依次为３．３％、８．８％和１６．４％（趋势分析Ｐ值均＜０．０１）。（２）男
性中ＭＡ．ＥＣＧ常见类型为心律失常（２８．８％）、束支传导阻滞（２６．５％）和ＳＴ段压低（２０．０％）；女性分

别为ｓＴ段压低（４４．６％）、心律失常（２３．Ｏ％）和复合ＭＡ—ＥＣＧ（１１．８％）。（３）多因素调整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表明，除年龄增加外，冠心病为男性ＭＡ—ＥＣＧ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２．３３～２．３９）；女性中绝
经（ＯＲ＝１．７２～１．８５）、高血压（ＯＲ＝１．３３～１．３４）分别为ＭＡ—ＥＣ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上海市
成年社区人群ＭＡ—ＥＣＧ患病率较高，心律失常和ＳＴ段压低是最常见类型，年龄增加、冠心病、女
性绝经和高血压是ＭＡ．ＥＣＧ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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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编码已作为评估心电图的标准化方
法，在此基础上Ｐｏｏｌ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方案又将明尼苏达编
码进一步划分为主要心电图异常（ＭＡ—ＥＣＧ）和非
ＭＡ—ＥＣＧｎ＇２Ｉ。ＭＡ—ＥＣＧ对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事

３．诊断标准：
（１）心电图：按照ＷＨＯ推荐的明尼苏达编码进
行判定哺１。异常心电图编码包括Ｑ波和Ｑｓ波型（编

件有重要预测价值。多项研究表明ｂｔ ４｜，经过４～１０

码１）、ＱＲＳ电轴偏移（编码２）、Ｒ波高电压（编码３）、
ＳＴ连接点（Ｊ）和ＳＴ段压低（编码４）、Ｔ波（编码５）、房

年随访，基线时存在ＭＡ—ＥＣＧ的受试者较心电图正

室传导障碍（编码６）、心室传导障碍（编码７）、心律

常人群全因死亡率和冠心病发生率分别增加约Ｏ．８

失常（编码８）、ＳＴ段抬高和其他包括低电压、Ｐ波高

倍和ｏ．５～２．３倍。本研究拟通过分析上海社区人群
横断面调查数据，了解近期上海地区成人心电图异

度、Ｔ波高度及记录技术问题等（编码９）。

常的患病率，探讨ＭＡ—ＥＣＧ的人群流行特点及其主

电图明尼苏达编码进行分类，将存在明显的Ｑ波
（１．１—１．２）、ＳＴ段压低（４．１～４．２）、Ｔ波倒置（５．１～

要影响因素。

（２）ＭＡ．ＥＣＧ：依据Ｐｏｏｌ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方案乜］，对心

５．２）、二度房室传导阻滞（６．１。６．２）、束支传导阻滞

对象与方法

（７．１。７．２，７．４）和／或心律失常（８．１～８．３）均判定为

１．研究对象：见参考文献［５］。本文采用“２００７—

ＭＡ．ＥＣＧ；而有明尼苏达编码但尚不能判定为

２００８年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患病率调查——上海

ＭＡ—ＥＣＧ者为非ＭＡ．ＥＣＧ。本研究两者均为异常

糖尿病研究Ⅱ（ＳＨＤＳ ＩＩ）”资料。采用多阶段抽样方

心电图。

法，调查上海市华阳、彭浦、天目、临汾、安亭、工业区

（３）非致死性冠心病ｎ１：通过询问依据有无医生

６个社区２０。７４岁共５５２６（男性２０６９、女性３４５７）名

诊断的冠心病史进行判定，包括心绞痛和心肌梗死

研究对象，其中具有完整心电图资料的５３６４（男性

疾病史（冠状动脉球囊成形术史或冠状动脉支架植

２００３、女性３３６１）名纳入本次分析。

入手术史或冠状旁路移植手术史）。

２．研究方法：由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心电图室

（４）女性绝经状态随１：调查女性月经周期，对月

专业人员使用美国ＧＥｌ２００型心电图机对研究对

经周期规律且停经１年者定义为绝经状态。

象完成静息卧位１２导联描绘，并由２名经专业培
训的医生对全部心电图检测结果按ＷＨＯ推荐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５）其他：高血压依据１９９９年ＷＨＯ／ＩＳ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明尼苏达编码进行分类，如对分类不一致，再由第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诊断标准，血
脂紊乱和代谢综合征依据“２００７年中国成人血脂异

３人复核。

常防治指南”。

研究对象隔夜空腹１０ ｈ，于０６：００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取空腹血。无明确糖尿病史者进行７５

ｇ口

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对已确诊糖尿病者给予１００ ｇ馒
头餐，２ ｈ采静脉血。血糖（２ｈＰＧ）采用葡萄糖氧化

４．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内四分位间
距）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构成）表示。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才检验。回归分析分别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调

酶法、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ｌｃ）采用高压液相法、ＴＧ
采用氧化酶法、ＴＣ采用酶法、ＨＤＬ—Ｃ采用直接法测

整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所有统计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完成。Ｐ＜０．０５（双侧）表明差异有统计学

定。体格检查时受试者直立、免冠、脱鞋、穿单衣情

意义。

况下测体重及身高，并计算ＢＭＩ（ｋｇ／ｍ２）；腰围（ＷＣ）
测量时要求研究对象两足分开并直立取肋骨下缘与
髂嵴连线中点水平的周径（ｅｒａ）；测量血压时要求静
坐１０ ｍｉｎ，测量右侧肱动脉血压，共测３次，取均值，
分别记录ＳＢＰ和ＤＢＰ。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

结

果

１．人群基本特征：调查对象分为正常心电图组
（ｎ＝４２５８）、非ＭＡ—ＥＣＧ组（ｎ＝６４０）和ＭＡ．ＥＣＧ组

口学特征、女性绝经状态、行为与生活方式、疾病家

（ｎ＝４６６）三组。三组间除ＨＬＤ．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外，其他变量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族史，既往病史与现病史等。

义。与正常心电图组相比，异常心电图组有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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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年龄、ＢＭＩ、腰围、血压、ＴＣ、ＴＧ、

表１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ＬＤＬ．Ｃ和２ｈＰＧ（尸值均＜０．０５），糖
尿病、高血压、血脂紊乱、中心性肥
胖、冠心病、代谢综合征患病构成也

变量

年龄（岁）

ＭＡ．ＥＣＧ组最高（表１）。

体格检查

分构成：以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构成为
标准人口构成，人群的ＭＡ—ＥＣＧ标
准化患病率为７．３％，其中男、女性
的标准化ＭＡ．ＥＣＧ患病率分别为
７．０％和７．７％。常见编码组分中，ＳＴ
段压低的标准化患病率为２．８％（男

正常心电图组
（ｎ＝４２５８）

性别（男／女）

显著增高（Ｐ值均＜０．０５），其中以
２．ＭＡ—ＥＣＧ患病率及各编码组

·４５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ＷＣ（ｃｍ）
ＳＢＰ（ｍｍ Ｈｇ）
ＤＢＰ（ｍｍ Ｈｇ）

１６０８／２６５０

异常心电图组
非ＭＡ—ＥＣＧ

ＭＡ．ＥＣＧ

（ｎ－－－－６４０）

（ｎ＝４６６）

２２５／４１５

１７０／２９６

Ｐ值

０．４１１

４９．１（３７．７～５６．９）

５４．６（４５．５～６２．７）８

５７．２（４９．６～６５．２）“５

０．０００

２３．５（２１．４～２５．９）

２３．８（２１．６～２６．２）

２４．Ｏ（２２．０～２６．３）。

０．００５

７９．Ｏ（７２．０～８６．０）

８１．Ｏ（７４．０～８８．０）。８１．５（７５．０～８８．４）。

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１ １０．０—１３０．０） １２０．０（１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２７．５（１１８．０～１４０．Ｏ）“６
７８．Ｏ（７０．０～８２．０１

８０．Ｏ（７０．０～８５．ｏ）４

８０．Ｏ（７２．５～８５．０）８

Ｏ．０００
０．０００

实验室指标
ｒｒｏＡｌｃ（％）

５．６（５．３～５．９、

５．７（５．４～６．０ｙ

５．７（５．４～６．１１。０．０００

ＴＣ（ｍｍｏｌ／Ｌ）

４．５５（３．９６—５．２０、

４．７０（４．１３～５．４０）。

４．８０（４．２０～５．４０）。０．０００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１．２７（Ｏ．８８—１．９ｎ

１．４２（Ｏ．９８～２．０６）。

１．４４（１．０２—２．１８１８

０．０００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２９（１．０９—１．５１１

１．２７０．１０～１．４７）

１．３０（１．１１—１．５０）０．５１７

性１．７％、女性３．９％），心律失常和束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２．８７（２．３７—３．４０）

２．９３（２．４８～３．５７）。

３．０２（２．５４—３．５６）４

０．０００

支传导阻滞的标准化患病率分别为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５．１９（４．７８—５．６９、

５．２５（４．７９～５．７８、

５．３４（４．８３—６．１ １１４

０．０００

６．４６（５．２１～８．４０）。

６．６１ｒ５．３

２．６％（男性２．９％、女性２．２％）和

２ｈＰＧ（ｍｍｏｌ／Ｌ）
疾病

１．５％（男性２．１％、女性０．９％）。无论

糖尿病

男女，ＭＡ．ＥＣＧ及其常见编码组分

高血压

的患病率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加

血脂紊乱

（趋势检验，Ｐ值均＜０．０５）。其中在

中心性肥胖

男性老年组ＭＡ—ＥＣＧ患病率是青

６．０３（５．００—７．４９、

１～８．４１）。０．０００

冠心病
代谢综合征

４９１（１１．５）

１０２（１６．Ｏ）４

８５０８．２ｒ

０．０００

２４９（２９．３１

２６１（４０．８、。

２２３（４８．Ｏ）ｏ

０．０００

２２２０（５２．１）

３６８（５７．５ｙ

２８７（６１．６、。

０．０００

８２５（１９．４）

１５０（２３．６、。

１２５（２６．９、４

０．０００

１

６８（１．∞

１９（３．Ｏ）ｏ

２１（４．５）。

０．０００

８５２（２０．０、

１６９（２６．８ｙ

１４０（３０．２、ａ

０．０００

年组的８倍，女性老年组是青年组

注：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内四分位间距）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Ｐ值表示三

的５倍。无论在总人群，还是青年、

组间比较的结果，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ｘ２检验；对

中年、老年三个亚组，男、女性别间

Ｐ＜Ｏ．０５者进行组间两两比较，。与正常心电图组相比，非ＭＡ—ＥＣＧ组和ＭＡ－ＥＣＧ组的差

ＭＡ．ＥＣＧ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异有统计学意义；６非ＭＡ．ＥＣＧ组与ＭＡ．ＥＣＧ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者，采用校正后检
验水准Ｐ＜Ｏ．０１７

义（Ｐ值均＞０．０５）。见表２。但男、
女性人群ＭＡ—ＥＣＧ构成不同，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４．８９）。女性包括年龄、绝经状态、糖尿病、高血压、

（Ｐ＜Ｏ．０１）。最常见的三种／ＶＩＡ．ＥＣＧ类型在男性依

血脂紊乱、中心性肥胖含或不含冠心病的多因素

次分别为心律失常（２８．８％）、束支传导阻滞（２６．５％）
和ＳＴ段压低（２０．０％），女性分别为ＳＴ段压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均表明（表４，模型１、２），除年龄外，
绝经和高血压是影响ＭＡ．ＥＣＧ患病的独立危险因

（４４．６％）、心律失常（２３．０％）和复合ＭＡ—ＥＣＧ

表２／ＶＩＡ．ＥＣＧ及其常见编码组分的人群标准化患病率（％）

（１１．８％）。
３．ＭＡ—ＥＣＧ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１）单因素分析：不分性别，糖尿病、高血压、代
谢综合征和冠心病均为ＭＡ—ＥＣＧ的独立危险因素
（Ｐ值均＜０．０５），此外女性中ＭＡ—ＥＣＧ的独立危险
因素还包括绝经、血脂紊乱、中心性肥胖（Ｐ值均＜
０．０５），见表３。
（２）多因素分析：男性包括年龄、糖尿病、高血
压、血脂紊乱、中心性肥胖和冠心病（表４，模型２）或
年龄、代谢综合征和冠心病（表５，模型４）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除增龄外，冠心病是睢一影响
ＭＡ—ＥＣＧ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其调整的ＯＲ值
（９５％Ｃ，）分别为２．３３（１．１３～４．７９）和２．３９（１．１６～

注：。性别和年龄调整；６年龄调整

·４５４·

史堡煎堡痘堂苤查垫！！生！旦箜丝鲞箜！塑堡垒ｉ里！里丛堂里ｉ！！！Ｍ型！！！！！塑！：！兰！堕竺：！
表３影Ｉｌｌ自ｌＭＡ—ＥＣＧ的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素，其调整的ＯＲ－－１．７２、１．７２，ＯＲ＝１．３４、
１．３３（Ｐ＜０．０５）。
讨

论

１．ＭＡ．ＥＣＧ患病率：本研究总人群的
标准化ＭＡ—ＥＣＧ患病率为７．３％（男性
７．０％、女性７．７％）。青年、中年和老年人群
的ＭＡ—ＥＣＧ患病率依次为２．８％（男性
２．３％、女性３．３％）、８．３％（男性７．７％、女性

８．８％）和１６．９％（男性１７．３％、女性
１６．４％）。ＭＡ．ＥＣＧ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
显著增加（趋势检验，Ｐ＜０．０１）。福建省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对２０～７４岁３２０８名参与者
进行调查，发现４６６名存在ＭＡ—ＥＣＧ，总人
群的ＭＡ．ＥＣＧ患病率为１３．９％（男性

１４．５％、女陛１３．５％），标准化ＭＡ．ＥＣＧ患病
率为９．０％吲。２００９年１—８月木胡牙提等ｍ ３
对新疆地区３０ ０００名２０～８４岁成年人群
横断面研究发现，哈萨克族成年人标化后
男性ＭＡ—ＥＣＧ患病率为１７．０％，女性为
注：男性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紊乱、中心性肥胖、代谢综合征的例数缺失分
别为９、４、３、９、２２；女性中绝经状态、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紊乱、中心性肥胖、代
谢综合征的例数缺失分别为６３８、２０、５、ｌ、１７、３７

表４影响ＭＡ－ＥＣＧ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１７．６％。上述地区的ＭＡ—ＥＣＧ患病率均高
于本研究。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ｗｕ等ｎ¨研究
了２１５０名台湾地区≥４０岁成人心电图异
常编码患病率，结果发现经年龄调整后，
男性ＭＡ—ＥＣＧ患病率为２２．７％，女性为
１５．ｏ％。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Ｐｒｉｎｅａｓ等ｎ２１对美
国年龄≥４５岁的２０ ９６２例全国性样本进
行ＲＥＧＡＲＤＳ研究显示，受试人群中２８％
存在≥１种ＭＡ—ＥＣＧ，年龄≥６５岁者异常
患病率高达３５％。本研究的中老年（年
龄＞／４０岁）人群的ＭＡ．ＥＣＧ标准化患病率
为２５．１％（男性２５．０％、女性２５．２％），高于
早期台湾地区居民的患病率，稍低于美国
同期研究数值。
２．ＭＡ—ＥＣＧ构成：本研究中男性人群
最常见的ＭＡ—ＥＣＧ构成分别为心律失常
（２８．８％）、束支传导阻滞（２６．５％）和ＳＴ段
压低（２０．０％），女性人群ＭＡ—ＥＣＧ的主要
构成依次为ＳＴ段压低（４４．６％）、心律失常
（２３．Ｏ％）和复合ＭＡ—ＥＣＧ（１１．８％）。新疆
哈萨克族成年人心电图明尼苏达编码研究
中男性ＭＡ—ＥＣＧ常见的编码以心律失常

注：ＡＯＲ为多因素调整的比值比；模型ｌ应变量为ＭＡ—ＥＣＧ，自变量为年龄、
绝经状态、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紊乱、中心性肥胖；模型２应变量为ＭＡ．ＥＣＧ，自
变量为年龄、绝经状态、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紊乱、中心性肥胖和冠心病

出现的频率最高，约占男性总异常编码的
２６．７％；女性则以ＳＴ－Ｔ改变频率最高，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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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失常和ＳＴ－Ｔ改变ｎ ８Ｉ。调整年龄、绝经状态、

ＭＡ—ＥＣＧ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糖尿病、血脂紊乱、中心性肥胖（含或不含冠
心病）后，高血压患者出现ＭＡ—ＥＣＧ的概率
是血压正常者的约１．３倍。进一步分析显
示，女性高血压患者ＭＡ．ＥＣＧ最常见的表现
为ＳＴ段压低（４７．３％）和心律失常（２６．４％）。
Ｚｅｈｅｎｄｅｒ等¨刚对１５０（男性５６、女性９４）例高
血压患者进行３年随访，１２９例发生室性心律
失常（８６％），４７例（３３％）ＳＴ段压低。顾东风
等心们调查２１ ３２２（男性１２ １０１、女９２２１）名科

技人员，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室性异常心电
图（ｓＴ＿Ｔ改变、束支传导阻滞等）的发生率
较血压正常者显著升高。心脏损害是高血
压最常见的并发症，多项研究表明高血压患
者中存在无症状性心肌缺血，心电图表现为
注：模型３应变量为ＭＡ—ＥＣＧ，自变量为年龄、绝经状态、代谢综合征；模

ＳＴ段压低陋卜２３Ｉ。此外长期高血压可导致左
心室负荷加重、心肌肥厚进而导致心律失常

型４应变量为ＭＡ．ＥＣＧ，自变量为年龄、绝经状态、代谢综合征和冠心病

性总异常编码的１０．６％ｎ ０｜。该研究结果与本文基本

的发生‘２“。

一致。而台湾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ＭＡ—ＥＣＧ

本研究中男性ＭＡ．ＥＣＧ的影响因素只有年龄

中最常见的表现依次为ＳＴ段抬高（１０．４％）、Ｔ波异

和冠心病，女性只有年龄、绝经和高血压。原因在于

常（６．６％）、ＳＴ段压低（３．５％），女性最多见的

本研究的样本量不够大，即在年龄、绝经、冠心病和

ＭＡ—ＥＣＧ依次为Ｔ波异常（１０．８％）、ＳＴ段压低

高血压表现出对ＭＡ—ＥＣＧ的影响作用时，并未达到

（５．４％）‘１１‘。

其他因素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样本量。
４．结语：研究表明，无论男女，ＭＡ．ＥＣＧ患病率

３．影响ＭＡ—ＥＣＧ的相关危险因素：本研究男性
人群调整年龄、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紊乱、中心性肥
胖、代谢综合征因素后，冠心病患者有ＭＡ—ＥＣＧ的

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加（Ｐ＜Ｏ．０１），中、老年组

概率是无冠心病者的２．３～２．４倍。进一步分析发

老年人群有较高的ＭＡ—ＥＣＧ患病率，超过１／６的老

现，男性冠心病患者ＳＴ－Ｔ改变和Ｑ波出现占

年人群存在ＭＡ—ＥＣＧ。除增龄外，冠心病、高血压是

ＭＡ．ＥＣＧ的６３．６％。而ＳＴ－Ｔ改变和Ｑ波是冠心病患

该人群出现ＭＡ—ＥＣＧ的独立危险因素。女性绝经

者ＭＡ．ＥＣＧ的常见表现，心肌细胞受损后，多引起

后人群中，高血压仍是影响ＭＡ—ＥＣＧ的主要因素。

ＭＡ．ＥＣＧ患病率为青年组的５～８倍。上海地区中、

以Ｒ波为主的导联ＳＴ段降低和Ｔ波倒置，当进一步
心肌坏死时，可出现Ｑ波ｎ ３Ｉ。但心冠脉循环具有储
备能力ｎ“，即使在剧烈运动的情况下，心肌供血仍可
建立有效的侧支循环，则无症状ｎ“。如狭窄甚至闭
塞的冠状动脉不能满足供血需求时，便出现心电图
改变。本研究冠心病患者的ＭＡ．ＥＣＧ检出率为
２３．９％，但有研究表明静息状态下冠心病的心电图
检出率约为３０％ｎ６。。Ｓｈｉｒａｉｓｈｉ等ｎ７１研究显示，冠心
病患者心肌血流异常分布对ＳＴ段压低改变有重要
影响。

本研究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女性人群
中ＭＡ．ＥＣＧ的主要影响因素除年龄、绝经外，主要
为高血压。女性绝经后由于雌激素水平下降，可导
致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心电图改变主要表现为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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