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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山东省２０ １ １年≥１ ８岁高血压患者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状况分析
王卉呈鹿子龙郭晓雷蔡小宁

【摘要】

目的

张吉玉

毕振强

李镒冲

楚洁

张啸飞

了解山东省≥１８岁高血压患者高血压知晓、治疗与控制状况。方法２０１１

年采用四阶段不等概率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山东省内抽取１８～６９岁１５ ３５０人为调查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及体格检查获得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和健康状况，体格检查包括测量血压和身高、体
重等指标。率的统计分析根据抽样设计采用加权的ＳＵＲＶＥＹＦＲＥＱ方法进行分析和处理。结果
共发现３７７６例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患者人群知晓率为３４．５％（男性为３１．１％，女性为３８．５％），高血
压治疗率为２７．５％（男性为２４．１％，女性为３１．７％），仅有１４．９％（男性１３．７％，女性１６．４％）的高血压
患者血压得到控制（＜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结论山东省≥１８岁高血压患者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
率水平较低，尤其是农村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强高血压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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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

２亿人口，而山东省高血压患者超过２０００万。与此

生问题。根据２００２年全国膳食与营养调查结果，我

同时，我国居民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却处

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达１８．８％，其中山东省高血

于较低水平，分别为３０．２％、２４．７％和６．１％，而山东省

压患病率为２５．１％，据此估算，全国高血压患者超过

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２４．５％、
１９．６％和５．７％，亦分别低于全国水平ｎ，２Ｉ。为深入探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１１．００２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王卉呈、蔡小宁、李镒冲、张啸飞）；山东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鹿子龙、郭晓雷、张吉玉、毕振强、楚洁）；浙江大学附属第

索高血压防治策略，控制山东省高血压流行态势，
２０ １

１年卫生部和山东省联合开展减盐防控高血压项

目，在基线调查同时收集并分析高血压患者人群的

二医院临床流行病和生物统计中心（张啸飞）

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情况，为干预与评估提供科

通信作者：张啸飞，Ｅｍａｉｌ：ｘｆｚｈａｎ９６３＠１６３．ｃｏｍ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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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而采用相应的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并对率
对象与方法

加权处理。由于样本为复杂抽样设计，为保证样本

１．研究对象：选取在山东省居住半年以上的

的代表性，对数据进行了复杂加权，加权分为抽样加

１８～６９岁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四阶段分层

权和人口学调整两部分，人口学调整采用山东省

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地理分布特征，将全省

２００９年统计局１％抽样调查人口资料。所有调查问

１４０个县（市、区）分为鲁东、鲁中南和鲁西北３类地
区，每类地区按照城乡分层，共抽取２０个县（市、区）

卷和血压测量资料经由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双录入，采
用ＳＡＳ ９．１２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所有率的统计

作为调查点，其中城市点８个，农村点１２个。按照各

分析与可信区间描述均采用ＳＵＲＶＥＹＦＲＥＱ分析模

调查点人口比例，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

块进行处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ｓｉｚｅ，ＰＰＳ），每个调查点随

机抽取２个街道（城市点）或３个乡镇（农村点），每个

街道／乡镇随机抽取３个居委会／村委会，每个居委会／
村委会随机调查１００人，调查总样本量为１５

６００

结

果

１．一般情况：１５ ３５０名调查对象中高血压患者

３７７６例，男性２０７９例（５５．３％），女性１６９７例

人。实际完成调查１５ ３５０人，调查完成率为９８．４％，

（４４．７％）；高血压患病率为２３．４％（９５％ＣＩ：２０．９％一

共发现高血压患者３７７６例。本次调查经山东省疾

２６．０％），其中城市患病率为２０．８％（９５％Ｃ／：１６．０％～

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调查对象均

２５．６％），农村患病率为２４．６％（９５％Ｃ／：２１．３％～

填写知情同意书。

２７．８％）；高血压患者平均年龄（４９．９±１２．７）岁，其中

２．研究方法：采用统一编制的问卷，由经过培训

１８—４４岁１２７２例（３４．９％），４５～５９岁１３８ｌ例

且具有流行病学或临床工作经验的医务人员进行问

（４３．７％），≥６０岁１１２３例（２１．５％）。患者以农村人口

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出生Ｅｔ期、性别、民族、

为主，其中农村２６９０例（７３．５％），城市１０８６例

受教育程度等）、高血压相关信息（高血压知晓、药物

（２６．５％）；文化程度主要为初中及小学（５９．７％），其

治疗情况），并测量调查对象身高、体重及血压（采用

次为未上学者（２２．８％）、高中（１３．９％），而大专及以

经过校正的“欧姆龙ＨＥＭ一７０７１”电子血压计测量，

上文化程度者仅占３．５％。

连续测３次，每次间隔时间至少１ ｍｉｎ，取后２次测量
均值作为个体血压值）。

３４．５％（９５％ＣＩ：２９．８％。３９．２％），其中男性为３１．５％，

３．相关定义：①高血压：在未用抗高血压药的情
况下，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

２．高血压知晓率：３７７６例高血压患者知晓率为

Ｈｇ和（或）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或

既往有高血压史，目前正在用抗高血压药。②高血

低于女性（３８．１％）；城市人群知晓率为４２．９％，高于
农村（３１．４％），但随年龄增加，高血压知晓率均有所
上升，城市和农村人群趋于相同（表１、２）。

压知晓率：高血压患者在调查前已知自己患有高血

３．高血压治疗率：３７７６例高血压患者治疗率为

压的比例。③高血压治疗率：高血压患者在调查前

２７．５％（９５％ＣＩ：２３．６％～３１．４％）。其中男性为２４．１％，

已服用降压药物的比例。④高血压控制率：总控制

女性为３１．７％；城市治疗率为３５．６％，高于农村

率为在所有高血压患者中，调查时测量血压均值到

（２４．６％），但随着患者年龄增加，治疗率均有所上升，

达标准（ＳＢＰ＜１４０

城市和农村地区趋于相同（表３、４）。

ｍｎｑ

Ｈｇ和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的比

例；已接受降压药物治疗的患者血压控制率为在服

４．高血压控制率：３７７６例高血压患者血压总控

药的高血压患者中，调查时测量血压均值到达标准

制率为１４．９％（９５％Ｃ／：１３．ｏ％～１６．８％）。其中男性

（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 Ｈｇ和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的比例。

（１３．７％）低于女性（１６．４％）；城市地区（１７．７％）高于

４．统计学分析：根据四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农村（１３．９％）。接受降压药物治疗的患者其控制率

表１山东省高血压患者性别和年龄别高血压知晓率（％）

注：率及９５％ＣＩ均为复杂加权计算后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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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山东省城乡高血压患者性别和年龄别

（２５．１％）相比，≥１８岁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略有下降

高血压知晓率（％）

（２３．４％），但考虑到山东省常住人口数量逐年增加，
２０１１年比２００２年增加近７００万人，由此推算近１０年
间全省范围内高血压患者总数不降反增。全国慢性
病监测数据也证实，高血压患者总人数也在逐年增
加，而由此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负担日益加重，已成
为严重威胁我国人群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３］。
本研究山东省成年人高血压知晓率（３４．５％），稍
高于２０１０年广州市的调查结果（３１．６％）［４１，比２００２
年山东省高血压知晓率（２４．５％）有所提高，但明显低
于美国成年人调查结果（７１．８％）Ｂ１。本次调查还显

女性
１８～

９０

２３

３０．４（１７．０～４３．８）

３４９

６０

１９．８（１０．９～２８．８）

示，２０１１年山东省成年人高血压治疗率（２７．５％）和

４５～

１８８

８１

４１．５（２８．８～５４．２１

４５４

１６４

３７．６（２９．９～４５．３、

控制率（１４．９％）均比２００２年（分别为１９．６％和５．７％）

６０～

１７６ １０７

６２．５（５１．５～７３．５１

４４０

２２３

５０．８（４２．２～５９．４１

盐

！丝！！！丝：！鱼！：ｉ：ｉ！：垄

！！塑丝！！！：！垡！：ｉ二塑：；２

有所提高，但仍远低于美国成年人高血压治疗率
（６１．４％）和控制率（３５．１％）ｂ１，因此山东省高血压防

注：同表１

为３２．３％（９５％ＣＩ：２７．７％～３６．８％），其中男性为

治状况仍处于较低水平。全省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高

３２．９％，女性为３１．７％；城市地区为３４．３％，农村地区

血压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知晓率低，必

为３１．２％，但随着患者年龄增加，高血压控制率均有

然导致治疗率和控制率难以提高。同样显示全省高

所上升，城市和农村地区趋于相同（表５—８）。

血压患者中已开始治疗者不足三分之一，而在这部
分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血压控制水平达标者也仅仅达

讨

论

到三分之一（３２．３％）。高血压患病低知晓率是一个

本次调查显示，与山东省２００２年高血压患病率

较为突出问题，应引起充分重视。

表３山东省高血压患者性别和年龄别治疗率（％）

全盐

！！！！

！！三

丝：！！！垒：！二！！：１２

１１１１

１１１

１ １：！！！！：！二！！：尘

！！！！

！！！！

！！：墼！：！二！！：尘

注：同表１

表４

山东省城乡高血压患者性别和年龄别治疗率（％）

注：同表１

表５

山东省城乡高血压患牵袢踢０和年龄别血压总控制率（％）

注：同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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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山东省高血压患者性别和年龄别血压总控制率（％）

注：同表１

表８山东省已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城乡地区、

机制是否有效，治疗率和控制率则主要反映了地区

性别和年龄别血压控制率（％）

的医疗水平及卫生服务的可及性№’８｜。综上所述，本
次山东省基线调查结果提示，农村地区仍缺乏方便
可及的卫生服务供给。因此在开展全社会高血压防

治中，尤其要重视农村地区的特殊性，有必要开展针
对性的调研，以开发适于农村地区人群高血压防治
的工具和健康教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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