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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人群脉搏波传导速度特征及其
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关系的分析
程幼夫刘玉萍
【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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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欣吴亚平

张丽

分析健康体检人群脉搏波传导速度特征，及其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相关

性。方法选择四川省人民医院１３ ８４１名健康体检人员，询问疾病史，测量身高、体重、ＢＭＩ、血压

等，检测ＦＰＧ、血脂、ＵＡ等生化指标，应用动脉硬化仪检测踝臂脉搏波传导速度（ｂａＰｗｖ）。结果
健康体检男女性人群ｂａＰｗＶ值均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升高，＜６０岁男性ｂａＰｗｖ值明显高于女性。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ＳＢＰ、ＢＭＩ、ＦＰＧ、ｕＡ和ＴＧ水平均为ｂａＰＷＶ的影响因素，其中年龄、
ＳＢＰ对ｂａＰＷＶ的影响最大，标准化回归系数＞０．４２。结论健康体检人群的ｂａＰＷＶ值随性别、
年龄呈不同的分布特征。应加强对老年人群，尤其是老年女性的ｂａＰＷＶ监测，早期预防高危人群
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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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臂脉搏波传导速度（ｂａＰｗｖ）测量是目前公认

中心大样本动脉硬化筛查，分析当地健康体检人群

的简单无创、重复性好的动脉僵硬度测定方法。国内

ｂａＰＷＶ的特征，及其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关系，

外多项研究显示，ｂａＰＷＶ是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血管

为早期干预和监测动脉硬化的发生提供依据。

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作为无症状个体心血管疾
病危险的生物标记，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的流行病学
调查ｎ］。本研究旨在通过四川省人民医院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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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６０１１７２成都，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健康管
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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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ＩⅡｔＪｑ省人民医
院体检中心１ ５ ０４１名健康体检人员。经询问病史排
除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血脂异常、脑梗
死和肾脏、肝脏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等），最终１３ ８４１名
体检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８ １４７人，女性５ ６９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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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２０～８９岁，平均年龄（４５．９５±１１．９８）岁。

表１

量，并计算ＢＭＩ（ｋｇ／ｍ２）；根据ＷＨＯ推荐方法，取腋中
髂骨上缘与第１２肋骨下缘中点连线测量ＷＣ；采用校
正后的汞式血压仪，在受检者安静状况下连续测量
其坐位（右上臂与心脏处同一水平）血压３次，每次间
隔３０ ｓ，取其均值；采集受检者晨起空腹静脉血１５～
２０

ｍｌ，离心后取上层血清用于相关生化指标（Ｆｒｏ、

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ＵＡ）。采用日本欧姆龙公

８４１名受检者体检、生化指标

和ｂａＰＷＶ值（五±ｓ）的性别分布

２．研究方法：由经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询问记
录疾病史；采用校正的身高、体重仪测量身高、体质

１３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２

变量

男性（ｎ＝８ １４７）女性（ｎ＝５ ６９４）

１２１．８９±１５．６７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７７．３４＋１０．６３
ＤＢＰ（ｍｍｎｇ）
ＷＣ（ｃｍ）。８５．３２±８．７０
２４．４５±３．１１
］３Ｍ］（ｋｇ／ｍ２）
４．８２＋Ｏ．９０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ｔ值Ｐ值

１１３．２８＋１５．６３—３１．８６＜０．００１
７０．３３±１０．１６—３９．１６＜Ｏ．００１
７４．６４±８．５１

－６７．４９＜０．００１

２２．５３±３．０２

—３５．４０＜Ｏ．００１

４．６９＿＋Ｏ．９０

—８．６５＜０．００１

１±１．９７

１．５７＋１．２１

—２７．２０＜０．００１

２．７２＋０．６８

２．４５±０．６８

—２３．０４＜０．００１

１．２９＿＋０．３２

１．５２＋０．３４

２．３

３９１．６３＋８０．１６
ＵＡ（Ｉ＿ｔｍｏｌ／Ｌ）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４．９９＋１．１６

４０．６４＜０．００１

２８１．４８＋６１．６６—９１．２７＜０．００１
４．７９＋０．７７

—１２．０２＜０．００１

司生产的全自动动脉硬化仪（型号：ＢＰ一２０３ＲＰＥ ｌＩ），

１ ｉ！ｉ：丝圭垄！：ｊｉ！：垫：！！圭：！ｉ：ｉ！＝：！：ｉｉ Ｓ！：Ｑ！！
注：。实测男性为７ １８７人，女性为５ ６９４人

由经专门培训的技师测量受检者ｂａＰＷＶ。受检者静

性：Ｆ＝１ ２１３．８４，Ｐ＜０．００ｌ；女性：Ｆ＝１ ５３５．０４，Ｐ＜

息＞５ ｍｉｎ，取仰卧位，双手手心向上置于体两侧，四

Ｏ．００１），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升高（表２）。＜６０岁男性

肢分别各束缚一条示波血压袖带，左右小臂内侧各放

ｂａＰＷＶ均值均高于女性（Ｐ值均＜０．００１），＞６０岁女

置一个ＥＣＧ传感器，胸骨左缘第四肋问放置一个

性的ｂａＰＷＶ均值高于男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ＣＧ传感器。仪器设置为重复测量２次，取第２次数
据为最后结果。取左、右两侧ｂａＰｗＶ的均值计算。

坠鲨∑型ｉ！型１２

３．ｂａＰＷＶ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年
龄、ＳＢＰ、ＤＢＰ、ＢＭＩ、ＷＣ、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

３．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ＦＰＧ、ＵＡ分别与ｂａＰＷＶ进行相关性分析，表明年龄、

据整理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ｉ±Ｓ表示，两组间比

血压与ｂａＰＷＶ值的相关性最强，ｒ＝Ｏ．４３６～０．６２４，女

较采用￡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

性各指标与ｂａＰＷＶ的相关系数大于男性，男性血ＵＡ

用ＬＳＤ法；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检

水平与ｂａＰＷＶ无显著相关性（表３）。根据散点图曲

验。相关分析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法计算相关系

线拟合结果，将年龄的二次方（ａｇｄ）与ｂａＰＷＶ值建立

数。多重线性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回归方

二次关系回归方程，其中女性为ｂａＰＷＶ＝１

程，检验水准ｃｔ＝Ｏ．０５，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２７８．８１—

１５．５４×ａｇｅ＋０．３３×ａｇｄ（Ｒ２＝Ｏ．５１，Ｐ＜Ｏ．００１）；男性为
ｂａＰＷＶ＝１ ３８３．４—１１．５４×ａｇｅ＋０．２４×ａｇｅ２（Ｒ２＝Ｏ．３６，

果

Ｐ＜Ｏ．００１）。由于ＳＢＰ和ＤＢＰ、ＴＣ和ＬＤＬ—Ｃ、ＴＧ和

１．相关检测指标性别间比较：１３ ８４１名受检者

ＨＤＬ—Ｃ、ＢＭＩ和ＷＣ之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ｒ值分别

的年龄、血压、ＢＭＩ、ＷＣ、ｂａＰＷＶ及生化指标结果见

为０．７１、０．８８、０．４６、０．８３，Ｐ值均＜０．００１），在多元线性

表１。经统计学检验，性别在年龄、血压、ＷＣ、ＢＭＩ、

回归方程中仅纳入了年龄、ＳＢＰ、ＢＭＩ、ＴＧ、ＦＰＧ、ＵＡ

血脂、ＵＡ、ＦＰＧ及ｂａＰＷＶ指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等指标作为自变量，其结果见表４。

（Ｐ值均＜０．０５）。
２．ｂａＰＷＶ的性别、年龄比较：按年龄划分为６个

讨

论

组（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岁），各年龄组

研究证实以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硬化为典型特

ｂａＰＷＶ值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年龄增加而

征的动脉血管结构与功能病变是各种心血管事件发

上升（趋势检验Ｆ＝８ ０１８．８，Ｐ＜Ｏ．００１），组间两两比

生基础。动脉僵硬度的改变早于结构改变，对动脉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０１）。男女性

僵硬度的早期检测和重点监测及干预，可有效预防

ｂａＰＷＶ值在各年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

和延缓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ｎ’２１。ＢａＰＷＶ作

表２

１３

８４１名不同年龄组受检者ｂａＰＷＶ值（孑±ｓ）的性别分布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２月第３５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表３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２

ｂａＰＷＶ值与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的相关性

变量，≠一Ｐ值

，值女陛Ｐ值

变量，≠一Ｐ值，≠。睾值

ＴＧ等均是男女性人群ｂａＰｗＶ值的危险因子。国内
外多项研究表明，年龄和ＳＢＰ是影响ｂａＰｗＶ的独立

年龄０．４８５＜Ｏ．ｏｏｌ ０．６２４＜０．００１

ＴＧ

０．０５５＜０．００ｌ

０．３５３＜０．００１

危险因素。本研究中男女性年龄和ＳＢＰ的标准化偏

ＳＢＰ

０．４９５＜０．００１

０．５９０＜０．００１

Ｕ）Ｌ七０．１０２＜０．００１

０．３０２＜０．００ｌ

回归系数均远远高于ＴＧ、ＦＰＧ、ｕＡ等危险因素，表

ＤＢＰ

０．４３６＜０．００１

０．５０９＜０．００１

｝Ⅱ）Ｉ￡０．０４５＜０．００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１

ＢＭｌ ０．０５２＜０．００１ ０．２７８＜０．００１

ＦＦＩＧ

Ｏ．２１１＜０．００１

０．２４８＜０．ｏｏｌ

ＷＣ

０．１１０＜０．００１

０．２９１＜０．００１

ＵＡ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８＜０．ｏｏｌ

ＴＣ

０．１３２＜０．００１

０．２９６＜０．００ｌ

表４

０．９２５

男女性ｂａＰＷＶ值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明年龄和血压在ｂａＰＷＶ中起关键作用。本研究中
ＢＭＩ与ｂａＰＷＶ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国外
Ｔｏｍｉｙａｍａ等阳］、国内康秀芬等¨叫的研究结果相似。
单因素分析中男性的ｕＡ与ｂａＰｗＶ值无显著相关
性，但在控制混杂因素后，ｕＡ作为一个独立危险因
素进入回归方程。
研究显示本组健康体检人群的ｂａＰｗＶ值随性
别、年龄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对老年人群，特别是
老年女性尤应加强监测和定期随访，可早期预防高
危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本研究属横断面
研究，虽分析了ｂａＰｗＶ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关

为目前检测动脉僵硬度的无创新手段，在健康体检

系，但无法证明其预测心脑血管事件的价值，还有待

和健康筛查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口·４Ｉ。

前瞻｜生研究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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