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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每周饮酒行为状况与高血压患病关系。方法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

性项目”苏州市吴中区基线调查数据，描述当地居民饮酒情况和高血压情况，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研究每周饮酒频率、饮酒量、开始饮酒年龄和饮酒相关不良状况与高血压患病的关系。结果
男、女性每周饮酒率分别为４０．７％和０．６％，男、女性每周酒精平均摄入量中位数分别为２５０．８ ｇ和
４７．２

ｇ，每周饮酒率和饮酒量性别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男、女性高血压患病率分

别为３９．７％和３６．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调整后显示，男性每周饮
酒频率≥３ ｄ，每周酒精摄人量≥１００ ｇ者患高血压风险较不饮酒者显著增加（Ｐ＜０．０１），开始每周

饮酒年龄＜２０岁和饮酒相关不良状况出现２种及以上者患高血压风险分别是不饮酒者的１．５０倍
和３．２７倍，但在女性中未发现此现象。结论男、女性每周饮酒率、饮酒量不同，男性随每周饮酒
频率增高，饮酒量增多，开始每周饮酒年龄提前以及饮酒相关不良状况出现种类增多，其高血压
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而女性饮酒与高血压患病关系则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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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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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是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所致…，而饮酒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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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均支持经

值。所有测量数值均在现场直接录入便携式计算机

常大量饮酒与高血压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且这种

的电子问卷中。

关系在横断面研究及前瞻性研究中均有存在心’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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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Ｐａ），需进行第三次测量，记录后两次测量

３．指标定义及分组方法：高血压指现场两次（或

我国对饮酒与高血压关系的研究，多把饮酒作为二

三次）测量血压，ＳＢＰ均值≥１４０

分类变量将研究对象分组或作为协变量引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以调整其他危险因素与高血压关系№＇７Ｉ。

均值＞／９０

本研究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Ｋａｄｏｏｒｉｅ

过去的一年内不分季节，每周至少饮酒一次；每月饮

Ｃｈｉｎａ，ＫＳＣＤＣ）项目中

酒指调查时过去的一年内不分季节，每月饮酒，但频

的基线数据ｎ‘１…，探讨成年人每周饮酒频率、饮酒

度不足每周一次；偶尔或季节性饮酒是指调查时过

量、开始饮酒年龄和饮酒后不良状况种类与高血压

去的一年内只在特殊场合或某几个月内饮酒；曾经

患病的关系。

饮酒是指以前曾经饮酒，但调查时过去的一年内未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对象与方法

ｍｍ

Ｈｇ和／或ＤＢＰ

Ｈｇ者，或者调查时自报已经被乡／区
级及以上医院诊断为高血压者。每周饮酒指调查时
ｎｕｎ

饮酒；不饮酒指从不饮酒。饮酒相关不良状况包括
因饮酒过量而无法做事；酒后感觉心情压抑，容易冲

１．调查对象：本研究资料来自ＫＳＣＤＣ项目中江

动或者无法控制自己；停饮后出现“浑身发抖”等症

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城市）项目点的基线调查数据。

状；有酒瘾而不能自控四种情况。平均每周饮酒量

样本入选标准：①年龄３５～７４岁（即１９３０—１９７０年

根据周饮酒频率，再将酒精含量及其摄人量统一折

出生）；②为该调查点内常住居民户口；③无严重肢
体残疾，并能正常交流；④自愿参加项目并签署知情

算成纯酒精量（ｅｇｗ）。每周饮酒ｌ～２ ｄ者按１．５ ｄ、
３～５ ｄ者按４ ｄ、每天或几乎每天按６．５ ｄ计。小

同意书；⑤个体疾病及死亡登记报告归属当地卫生

（２５０ ｍ１）、大（６４０ ｍ１）瓶啤酒酒精度均为４％，纯酒精

部门管理。为了保护参与者的积极性及人群依从

质量分别为８ ｇ（０．０４×２５０×０．８）和２０．４８ ｇ（Ｏ．０４×
６４０×０．８）；１两黄酒／米酒、葡萄酒／果酒、高度白酒和

性，实际调查中还接受了极少数年龄略超出预设范
围但自愿参加项目的对象。排除标准：①流动人口
或暂住居民；②驻扎在项目地区的部队及所属机关

低度白酒重量均设为５０ ｇ，其中１两黄酒／米酒（酒精
度１１．８％）纯酒精质量为５．９ ｇ（Ｏ．１１８×５０），１两葡萄

的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者）。自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吴中

酒／果酒（酒精度９．５％）纯酒精质量为４．７５ ｇ（Ｏ．９５×

区项目点开始基线调查，至２００８年１月共完成有效

５０），１两高度白酒（酒精度４１．８％）纯酒精质量为

调查５３ ２６０人。

２０．９

２．调查方法：基线调查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检

ｇ（Ｏ．４１８×５０），１两低度白酒（酒精度３０％）纯酒
精质量为１５ ｇ（０．３０×５０）。现在吸烟指一生累计吸

查、血样本采集和现场指标检测等。问卷调查采用

烟量＞１００支且每天或几乎每天吸烟；偶尔吸烟指

牛津大学项目组开发的专用电子问卷，包括人口学

一生累计吸烟量＞１００支，但非每天或几乎每天吸

信息、社会经济状况、既往疾病史以及吸烟、饮酒等
行为情况；体格检查指标包括身高、体重、腰围和血

烟；戒烟指调查时已停止吸烟至少满６个月，不足６
个月则按照过去吸烟情况归类为现在吸烟或偶尔吸

·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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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吴中区项目点调查人群饮酒情况的性别分布

ｋｇ／ｍ２为低体重，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ｍ２为体重正常，

２４．０—２７．９

ｋｇ／ｍ２为超重，≥２８ ｋｇ／ｍ２为肥胖ｎ“。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使用ｔ检
验或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比）表
示，组间比较使用Ｚ检验，多因素分析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模型，相关变量赋值见表１。
表１

３．每周饮酒者饮酒规律与饮酒种类分布：９２８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变量赋值

变量

名每周饮酒者中，有９８．５％通常在就餐时饮酒，其中

赋值

高血压

正常＝１，高血压＝２

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似然比ｚ２＝１６．６８，Ｐ＜０．０１）；有

年龄（岁）

３０—３９＝１，４０～４９＝２，５０～５９＝３．６０～

９８．６％在调查时最近１个月内从未出现早上饮酒的

６９＝４，７０～７９＝５

学历

未上学＝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大
专及以上＝５

家庭经济收入（元）

＜１０ ０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２，２０ ０００～＝３，≥
３５ ０００＝４

吸烟

从不吸＝１，偶尔吸＝２，以前吸现已戒＝３，
现在吸＝４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３．９＝２，２４．０～２７．９＝３．≥

情况，且性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似然比ｘ２＝
０．０３，Ｐ＝０．９８）；男性饮酒以低度白酒（３７．３％）和黄
酒／米酒（３６．２％）比例较高，女性则各种酒分布较均
匀（１４％～２０％），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似然比
Ｚ＝１５０．８４，Ｐ＜０．０１）。见表３。

２８．Ｏ＝４

表３吴中区项目点调查人群每周饮酒者饮酒规律
与饮酒种类分布

每周饮酒频率

从不饮＝ｌ，１．５

每周饮酒量（ｇ）

从不饮＝ｌ，＜１００＝２，１００一＝３，２００～＝

ｄ＝２，４ ｄ＝３，６．５ ｄ＝４

４，３００～＝５，４００～＝６，≥５００＝７

开始每周饮酒年龄（岁）

从不饮＝ｌ，≥４０＝２，３０～３９＝３，２０～２９＝
４，＜２０＝５

饮酒出现相关不良状况

从不饮＝１，饮酒但未出现＝２，出现１种＝
３，出现≥２种＝４

结

果

１．人口学基本特征：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
月吴中区项目点共完成有效基线调查５３ ２６０人，其
中男性２２ ３６０人，女性３０ ９００人，男女性别比为
０．７２：１；年龄分布以４０～４９岁和５０～５９岁组为主，
分别占总人群的２８．９％和３３．０％；学历主要集中分
布在初中及以下（９０．３％），＞７０％调查者家庭经济年
收入在２万元及以上，ＢＭＩ≥２４ ｋｇ／ｍ２者占总人群的
４８．５％，现在吸烟者占总人群的２８．９％。

４．血压：调查人群ＳＢＰ均值为（１３２．８±２０．３）

２．饮酒情况：调查人群中每周饮酒者、每月饮酒

ｍｉｌｌ

者、偶尔或者季节性饮酒者、曾经饮酒者和从不饮酒

Ｈｇ，ＤＢＰ均值为（７８．９±１０．３）ｍｍ Ｈｇ，高血压患
病率为３７．６％（２０ ０１５／５３ ２６０），其中既往诊断高血压

者的比例分别为１７．４％、２．１％、１９．５％、２．２％和

率为１３．４％（７１４３／５３ ２６０），新发高血压率为２４．２％

５８．８％，且饮酒情况在不同性别居民中的差异有统计

（１２

８７２／５３

学意义（ｆ＝２９ ５９７．７０，Ｐ＜０．０１）。在每周饮酒者中，
男性平均每周饮酒量的第２５百分位数（Ｐ：，）、Ｐ，。和
Ｐ，ｓ分别为１２５．４ ｇ、２５０．８ ｇ和３９０．０ ｇ，女性平均每周

ｍｍ

Ｈｇ，ＤＢＰ均值为（８０．３±１０．７）ｍｍ Ｈｇ，高血压患

２６０）。男性ＳＢＰ均值为（１３３．５±１９．１）

病率为３９．７％；女｜生ＳＢＰ均值为（１３２．２±２１．２）ｒａｍＨｇ，

ｇ，

ＤＢＰ均值为（７８．０±１０．０）ｒａｍ Ｈｇ，高血压患病率为
３６．１％。在调整年龄因素的影响后，ＳＢＰ和ＤＢＰ均

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一１６．８１，Ｐ＜０．０１）。

值及高血压患病率性别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２。

（Ｐ＜０．０１）。见表４。

饮酒量的Ｐ：，、Ｐ，。和Ｐ，，分别为２１．６

ｇ、４７．２

ｇ和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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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吴中区项目点不同性别、年龄人群平均血压（ｍｍ Ｈｇ）

鬻—ＳＢ—Ｐ可ＤＢＰ—ＳＢ—Ｐ可ＤＢＰ

表５每周饮酒行为与男性高血压患病关系

水平和高血压患病率（％）
男性

女性

翟

（岁）

翟

５．每周饮酒行为与高血压患病关系：选择每周
饮酒者和从不饮酒者共４０ ６０４人，考虑到既往诊断
高血压者的饮酒行为可能会因病发生改变，因此在
分析时排除既往诊断高血压者５４４３人，最终纳入分
析共３５ １６１人。以是否患高血压为因变量，分别在
未调整和调整高血压相关的影响因素（年龄、学历、
家庭年经济收入、吸烟和ＢＭＩ）情况下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周饮酒频率、每周饮酒量、
开始每周饮酒年龄和饮酒相关不良状况出现种类均
与男性高血压患病相关（Ｐ＜０．０１），而且每周饮酒频
率越高，每周饮酒量越多，开始每周饮酒的年龄越
早，饮酒相关不良状况出现种类越多，高血压患病风
险也越高。但在女性中则均未显示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５、６。

注：。调整年龄、学历、家庭年经济收入、吸烟和ＢＭＩ

考虑血压测量容易受环境、心理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而造成错分偏倚，故将现场血压测量的高血压
诊断切点提高至ＳＢＰ均值≥１５０
均值≥９５

ｒａｉｎ

表６每周饮酒行为与女性高血压患病关系
因素

ｍｌ／１

Ｈｇ和／或ＤＢＰ
Ｈｇｎ２【，对每周饮酒频率、每周饮酒量、

开始每周饮酒年龄和饮酒相关不良状况出现种类与
男性高血压患病关系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仍显示
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吴中区项目点３０～７９岁居民中
无论是每周饮酒者比例还是平均每周饮酒量，男性
均显著高于女性，而饮酒种类上性别间也存在差异，
男性多饮低度白酒，女性则饮葡萄酒比例稍高，这也
可能是影响男女性高血压患病率差异的因素之一，
但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马玉霞等ｎ引对成年居民饮酒行为与高血压患病
的影响研究未发现统计学意义，但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在男性中每周饮酒频率越高，其高血压患病风险
越大，而在女性中则未发现此种关系，这可能与女性
饮酒种类多为葡萄酒或黄酒／米酒且每次酒精摄入

注：４同表５

臀踹嚣游

·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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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少有关。既往大量研究结果均表明饮酒量和

调查采用面访问答的方式，饮酒相关数据可能存在

高血压呈剂量反应关系，但是反应的类型则各有
不同，有的结果显示饮酒量与高血压患病率呈线

低估情况，尤其是女性；其次，由于缺乏偶尔饮酒、季
节性饮酒、每月饮酒等人群饮酒相关信息，本研究仅

性关系ｎ…，有的结果则呈现Ｊ形曲线关系ｎ“。虽然

分析每周饮酒和从不饮酒人群饮酒相关行为与高血

本次研究饮酒量的计算方式与既往研究采用的标

压患病关系，尚无法知晓偶尔或季节性饮酒与高血

准有差异¨１｜，但结果仍显示男性中除平均每周饮

压的患病关系；此外本研究中由于女性每周饮酒者

酒量＜１００ ｇ组与从不饮酒组的高血压患病风险无

数量较少，尚不能明确女性饮酒与高血压患病关系，

差异外，其余各组随饮酒量的不断增加，高血压患

今后仍需进一步研究考证。
（感谢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管理委员会、牛津协作中心、

病风险呈直线上升，而女性饮酒量与高血压的剂量
反应关系则尚不明确，未发现“少量饮酒对女性高

国家项目办公室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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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查．职业与健康，２０１１，２７（６）：６２５—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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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９年碘缺乏病流行特点分析
蒋继勇

亚力坤

张玲马品江王忠

【关键词】碘缺乏病；流行特征

童尿碘中位数为２８７．８１¨ｇ／Ｌ，频数分布值均＞１００ ｕｇ／Ｌ。两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ｏｄ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Ⅺ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ｏｎ。２００５ ａｎｄ ２００９

年尿碘均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６．５，Ｐ＜０．０５）。２００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ｙｏｎ９１，ＹＡ Ｌｉ－ｋｕｎ２，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９１，ＭＡ Ｐｉｎ－ｊｉａｎ９１，

年检查１６８１名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为１４．８％，２００９年为２．６％；

矸礓ⅣＧ Ｚｈｏｎ９１．１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５年儿童甲状腺肿大流行特点为南疆地区病情重于北疆，

向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其中病情较重的地区依次为喀什、和田、阿克苏、吐鲁番、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Ｕｒｕｍｑｉ

２ Ｔａｘｋｏｒｇ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８３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ＪＩＪⅧＧＪｉ－ｙｏｎｇ．Ｅｍａｉｌ：ｊｊｙｌ９５６＠１６３．ｃｏ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ｏｄ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密、伊犁、阿勒泰、塔城、昌吉、乌鲁木齐、石河子；２００９年儿童
甲状腺肿大流行特点与２００５年基本相似，但甲状腺肿大率
（２．６％）已达到国家消除标准，尿碘与甲状腺肿大率呈正相关

新疆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严重的碘缺乏病病区“１。自
２００７年始在南疆和吐鲁番地区开始实施贫困人口免费发放

ｒ＝一０．７２７６（９５％ＣＩ：１４６．８—８８．６）。２００９年儿童尿碘水平与
２００５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１２．２５，Ｐ＜０．０１

ｏ

加碘食盐，为了解其防治效果以及碘缺乏病流行特点，以

３．讨论：２００５年新疆地区儿童尿碘频数分布＜１００斗ｇ／Ｌ

２００９年碘缺乏病防治监测资料，结合２００５年碘缺乏病病情

占３１．５％，２００９年由于提高了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儿童尿

的比较，分析新疆地区碘缺乏病防治状况与流行规律。

碘中位数达到２８０“ｇ／Ｌ。说明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对碘缺乏病重

１．资料与方法：２００９年分别对不同病区按ＰＰＳ法抽样调

病区贫困人口实施免费发放碘盐，改善了当地居民碘营养水

查４２个县（市）小学学生，对３年级（８～１０岁）学生用Ｂ超法检

平。２００５年８～１０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为１４．８％，儿童甲状

查甲状腺肿大率，并采集部分儿童尿样。同时调查学生家中是

腺肿大率与尿碘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ｒ＝一０．７２７６），即儿童

否使用加碘盐或其他补碘措施；每个点人户调查食盐加碘情

尿碘越低甲状腺肿大率就越高，要达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况。采用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１９９９直接滴定法检测食盐碘含量。按

尿碘应维持在２３８“ｇ／Ｌ。２００９年８～１０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

照地方性甲状腺肿诊断标准（ｗｓ ２７６—２００７）进行甲状腺Ｂ超

为２．６％，儿童尿碘值９５％ＣＩ为２３７．９¨班，儿童甲状腺肿大

检查。采用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测定方法（ｗＳ厂ｒ １０７—２００６）测

率已达到国家消除碘缺乏病标准。居民碘盐食用率从２００５

定尿碘。调查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软件进行统计，分别计

年的８７．１％提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９２．９％，尿碘也逐步提高到国家

算尿碘均值、中位数，进行尿碘均值与儿童甲状腺肿大率

消除碘缺乏病的标准，尿碘如维持在适当的水平之上，约３．

回归分析、甲状腺肿大率与尿碘的相关关系和尿碘均值及

５年就可以消除儿童甲状腺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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