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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应用多水平模型分析浙江省成年居民血压水平的区域聚集性和危险因素。

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方法抽取浙江省６０个街道／乡镇共１７ ４３７名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使
用２水平模型分别分析ＳＢＰ和ＤＢＰ。结果男性ＳＢＰ为（１２５，１４±１７．９０）ｍｍＨｇ、ＤＢＰ（８０．０２±
１０．０７）ｍｍＨｇ，女性ＳＢＰ为（１２３．３６±２０．２０）ｍｍＨｇ、ＤＢＰ（７７．４２ ４－１０．０９）ｍｍＨｇ；城市人群ＳＢＰ为
（１２６．２９４－１９．４６）ｍｍＨｇ、ＤＢＰ（７９．６４±１０．２０）ｍｍＨｇ，农村人群ＳＢＰ为（１２２．８２±１８．８６）ｍｍＨｇ、ＤＢＰ
（７７．９９±１０．０８）ｍｍＨ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ＳＢＰ和ＤＢＰ与年龄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４４和０．２１（Ｐ＜０．００１）；在ＳＢＰ和ＤＢＰ的变异中，环境因素分别占５．２４％和４．９６％；个体水
平的年龄、性别、高血压家族史、服用降压药、体育锻炼、吸烟、饮酒、ＢＭｌ、ＷＣ、ＦＰＧ、ＴＧ和ＴＣ对
ＳＢＰ和ＤＢＰ均有影响（Ｐ＜０．０５），家庭经济收入对ＳＢＰ有影响（Ｊｐ＜０．０５），文化程度、限盐摄人、职
业强度只寸ＤＢＰ有影响（Ｐ＜０．０５）；ＦＰＧ和ＴＣ水平与ＳＢＰ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ＴＣ水平与ＤＢＰ之间
的数量关系在街道／乡镇间存在变化（Ｐ＜０．０５）。结论浙江省成年居民血压分布具有地区聚集
件，高血压的预防既需要考虑年龄、ＢＭＩ、ＦＰＧ、ＴＧ和ＴＣ等个体因素，还应考虑地区因素以及不同
地区人群对危险因素的敏感性，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区域的预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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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的发病受多种危险因素的共同作用。
与其他地区相比，同一地区的居民在社会经济地
位、行为和饮食习惯等方面更为相似，因此血压的

３，并根据模型的拟合优度选择最优模型。
结

果

分布呈现出区域聚集现象，导致高血压患病率也具

１。一般特征：１９ １１３名调查对象中完成问卷调

有地区差异。为此本研究运用多水平模型定量评

查、体格检查和静脉采血全部项目者共１７ ４３７人，

价环境因素在血压水平变异中的作用强度，探讨浙

应答率为９１．２３％。其中男性８ １６８人（４６．８５％），平均

江省成年居民血压的聚集性和在不同水平上的影

年龄（５０．１３±１５．２２）岁；女性９ ２６８人（５３．１５％），平均

响因素，以期为制定高血压的个体和群体预防措施

年龄（４８．５８±１４．９７）岁；城市居民６ ９１２人（３９．６４％），

提供科学依据。

平均年龄（５０．９０±１５．０５）岁；农村居民１０ ５２５人
对象与方法

（６０．３６％），平均年龄（４８．２６±１５．０４）岁。平均血压：
男性ＳＢＰ（１２５．１４±１７．９０）ｍｍＨｇ、ＤＢＰ（８０．０２±

１．调查对象：全省抽中的样本家庭户中年龄≥
１８周岁在调查当地居住＞６个月的常住人口。

１０．０７）ｍｍＨｇ，女性ＳＢＰ（１２３．３６＋２０．２０）ｍｍＨｇ、ＤＢＰ
（７７．４２±１０．０９）ｍｍＨｇ；城市人群ＳＢＰ（１２６，２９±

２．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首先

１９．４６）ｍｍＨｇ、ＤＢＰ（７９．６４±１０．２０）ｍｍＨｇ，农村人群

按经济发展水平及类型将浙江省９０个县（市、区）分

ＳＢＰ（１２２．８２±１８．８６）ｍｍＨｇ、ＤＢＰ（７７，９９±１０．０８）

成２类城市和３类农村共５类地区。利用系统抽样

ｍｍＨｇ。在不考虑环境因素对血压影响的情况下，男

方法，第一阶段从５类地区中：兮别抽取３个县（市、

性血压高于女性，城市人群高于农村人群（Ｐ＜ｏ．００ １），

区）；第二阶段从上述１５个县（市、区）中分别抽取４

ＳＢＰ和ＤＢＰ水平与年龄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ｒ）分别为

个街道／乡镇；第三阶段从各街道／乡镇中分别抽取３

０．４４和０．２１（Ｐ＜０．００１），因此随年龄增加ＳＢＰ和ＤＢＰ

个村／居委会；第四阶段采用整群抽样，在每个村／居

水平均呈递增趋势，以ＳＢＰ更为明显（表１）。

委会中抽取４０个家庭进行调查。

２．血压水平区域聚集性：对数据中的连续型变

３．调查内容：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进行问卷调

量进行中心化，并分别以ＳＢＰ和ＤＢＰ为凶变量拟合

查、医学体检和实验室检测。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

空模型，若数据存在层次结构则分别将水平１和水

般情况、行为和生活方式等；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

平２的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若数据不存在

重、ＷＣ和血压，并计算ＢＭＩ。血压（ＳＢＰ、ＤＢＰ）由经

层次结构则采用常规多元回归分析…。空模型拟合

统一培训的人员使用标准水银血压计测量，调查对

结果显示，不论是ＳＢＰ还是ＤＢＰ，水平２（街道／乡镇）

象静坐５ ｍｉｎ后测量２次，取读数均值作为实际值，

的残差方差（ｄ；）估计值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如２次测量误差＞１０ ｍｍ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Ｏ．００１），提示资料存在水平２七的随机效应，具有明显

则需进行第３次测量，取３次读数的平均值。被调查

层次结构，认为血压水平存在地区聚集现象（表２）。

者空腹至少１０ ｈ后，采集肘静脉血４ ｍｌ，使用

ＳＢＰ和ＤＢＰ的组内相关系数（，ｃＣ）分别为５．２４％和

Ｐｒ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ＴＧ、ＴＣ、

４．９６％，说明在ＳＢＰ和ＤＢＰ的变异中，环境因素分别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Ｘ４

ＨＤＬ．Ｃ和ＦＰＧ。本研究通过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所有调查对象均在调查

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占５．２４％和４．９６％，适合做多水平模型分析。
３．血压的影响因素：按照上述建模过程分别将
ＳＢＰ和ＤＢＰ作为反应变量建立模型１～３（表３）。与

４．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录

空模型拟合结果（表２）相比，“街道／乡镇”和“个体”

入，应用ＳＡＳ ９．１软件统计分析。对于血压值在不同

水平随机效应的方差估计值均减少，而模型拟合优

人口学特征的比较采用方差分忻，血压的区域聚集性

度指标也降低，进一步表明纳人的变量可以解释血

和影响因素使用２水平模型分别分析ＳＢＰ和ＤＢＰ，且

压的变异，根据模型的拟合优度对于ＳＢＰ和ＤＢＰ均

定义“个体”为水平ｌ单位，“街道／乡镇”为水平２单

选择模型３作为最优模型。在固定效应中，“个体”

位。研究中首先拟合空模型（模型中除截距和随机误

水平的年龄、性别、高血压家族史、服用降压药、体育

差外无其他变量），再将水平１的解释变量作为固定

锻炼、吸烟、饮酒、ＢＭＩ、ＷＣ、ＦＰＧ、ＴＧ和ＴＣ因素对

效应与血压值建立模型１，然后将４项实验室检测指

ＳＢＰ和ＤＢＰ均有影ｎ庵Ｊ（Ｐ＜０．０５），家庭收入对ＳＢＰ有

标（ＦＰＧ、ＴＧ、ＴＣ和ＨＤＬ—Ｃ）加入随机效应建立模型

影响（Ｐ＜０．０５），文化程度、限盐摄入和职业强度对

２，最后将水平２的解释变量加Ｉ入固定效应建立模型

ＤＢＰ有影响（Ｐ＜０．０５）。此外，ＦＰＧ和ＴＣ水平对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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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ＢＰ的影响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中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 ３

表１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及血压水平Ｇ＋ｓ）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Ｃ
水平又寸ＤＢＰ的影响在同定效应和随机

效应中的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并且在加入这些随机效应后模
型的拟合优度得到提高，因此ＦＰＧ和
ＴＣ水平与ＳＢＰ间的数量关系在“街道／
乡镇”之间存在变化，ＴＣ水平与ＤＢＰ

间的关系在“街道／乡镇”之间也存在变
化，即随机系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固定效应中，水平２的解释变量“城
乡”对于ＤＢＰ和ＳＢＰ均尚未显示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讨

论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研

究血压影响因素获得的资料通常具有
明显的层次结构特点，即同一层内的
个体存在一定相近或相似的特征，此

外，由于各层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环境，
层问变异性较大，很难满足方差齐性
的要求。如将来自不同区域的研究对

象直接合并后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或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则不能将环境因素

的作用单独分离出来，往往会高估危
险因素的作用强度，增加了Ｉ类错

注：文化程度缺失９）ｋ；婚姻状况缺失５人

误。多水平模型能够将残差项分解到

表２研究对象血压空模型拟合结果

与其数据层次结构相应的水平上，所
以对危险因素的估计更为准确乜“。
本研究发现在ＳＢＰ和ＤＢＰ的变
异中，环境因素分别占５．２４％和

４．９６％。杨永利等ｂ１通过拟合２水平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发现我国成年人高

血压的患病情况受当地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

压，而血脂异常也与高血压存在相关关系，这可能由

Ｍｅｒｌｏ等隧１将ＳＢＰ作为连续性变量，结果表明人群因

于糖尿病、高血脂症和高血压之间具有共同的危险

素在ＳＢＰ变异中占７％。８％，由于其抽样人群来自

因素，也可能是这三种疾病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

多个国家和地区，环境的影响作用也就更大。

促进的机制。由于肥胖也是糖尿病和高ｍ脂症已知

本研究运用多水平模型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个

危险因素，所以合理膳食、积极锻炼、控制体重、保持

体因素中年龄、性别和高血压家族史对血压的影

合适的体型既能够控制血糖和血脂水平又能够降低

响｜７。９】。ＢＭＩ和ＷＣ是血压值升高的危险因素，提示

血压值。研究中发现饮酒与血压值正相关，而吸烟与

肥胖特别是向心性肥胖患高血压的风险更高，而体育

血压值呈负相关，这与一些文献报道相反，但也有研

锻炼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压值。ＦＰＧ、ＴＧ和ＴＣ

究认为吸烟与血压无关或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吸

指标与ＳＢＰ、ＤＢＰ间的正性关联同文献报道ｂ·…］。

烟难以精确测量，还应考虑到吸烟量、吸烟年限、烟草

Ａｗｏｋｅ等¨¨报道６６％的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

的种类和戒烟情况等更为详细的信息。此外人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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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２４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３

表３浙江省成年居民ＳＢＰ、ＤＢＰ影ｐｌａｎ素的２水平模型ｐ（ｓ；）值分析

注：“Ｐ＜０．０５

杨珉，李晓松．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常用多水平统计模型［ＭＩ．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收入高的家庭ＳＢＰ水平较低，文化程度高和限盐摄人

可降低ＤＢＰ，而职业强度高可导致ＤＢＰ升高，这与其

【３』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ＬＭ，Ｄｕｋｅｓ ＫＡ，Ｌｏｓｉｎ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他研究结果相似”１“３。ＦＰＧ和ＴＣ水平与ＳＢＰ问的数

量关系在“街道膨镇”间存在变化，ＴＣ水平与ＤＢＰ间
的关系也在“街道侈镇”间存在变化，即这些指标与血
压的关系在“街道／乡镇”间具有异质性。不同街ｊ苴／乡

ｔＯ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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