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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高血压患者静息心率与颈动脉结构
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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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青年高血压患者静息心率与颈动脉结构的关系。方法选择２００９年１

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６６３例年龄在１８。４５（３８．ｏｌ－４－５．７８）岁的
青年原发性高血压住院患者。按每分钟静息心率水平分为３组：Ａ组（＜７０次，ｎ＝１６３）．Ｂ组（７０
次≤心率＜８０次，ａ＝２６８），Ｃ组（≥８０次，ｎ＝２３２）。超声检查双侧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和动脉内
径，观察颈动脉血管壁斑块发生情况；对比各组颈动脉结构相关参数，进行方差分析和双变量相
关分析。结果（１）３组患者人院时ＳＢＰ、ＤＢＰ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Ａ组ＤＢＰ高
于Ｂ组（Ｐ＜ｏ．０５），Ｃ组ＳＢＰ和ＤＢＰ高于Ｂ组（Ｐ＜０．０１）；（２）３组患者颈动脉结构比较，右侧颈动脉
内径Ａ组高于Ｃ组（Ｐ＜０．０５），左侧颈动脉内径Ａ组高于Ｂ组（Ｐ＜Ｏ．０５），左侧颈动脉内径Ａ组高于
Ｃ组（Ｐ＜０．０５）；（３）静息心率与人院ＳＢＰ、ＤＢＰ在０．０ｌ水平（双侧）上显著正相关（ｒ值分别为
０．１１２、０．１１８），而与左颈动脉内径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负相关（ｒ＝一Ｏ．８９），与右侧颈动脉内径
呈负相关，但相关性不甚密切（ｒ＝一０．０７５，Ｐ＝０．０６８）。结论青年高血压患者静息心率增快可出
现血压增高、颈动脉内径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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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我国人群脑卒中及冠心病发病及死亡

息心率。

的主要危险因素…。“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将

（３）颈动脉结构超声检查：采用美国ＨＰ５５００型

心率作为观察心脏损害的一项指标。静息心率是指
在清醒安静状态下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目前对
静息心率与高血压患者靶器官损害的研究对象多为

彩色超声仪测量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ＣＡＩＭＴ）。

老年人或不分年龄段人群乜“１，而对静息心率与青年
高血压患者靶器官损害的研究较少。鉴于静息心率

中外膜分界线，两线之间的距离即为颈动脉内膜中
层厚度；分别测量两侧颈总动脉内径（ＣＡＤＩＡ），选

对血压的影响，有必要对青年高血压患者靶器官损

颈总动脉远端、颈总动脉分叉处、颈内动脉近端各３

害进行研究。颈动脉超声检测可作为观察全身性动

个点的最大颈总动脉内径值，取其均值作为一侧颈

脉粥样硬化病变的一个窗口［７］，为此本研究探讨青
年高血压患者静息心率与颈动脉结构的关系。

总动脉内径值，观察颈动脉血管壁斑块发生情况，
ＣＡＩＭＴ＞１．３ ｉｎｎｌ为斑块形成。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来自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新
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６６３例青年原发

ＣＡＩＭＴ定义为颈动脉管腔内膜界面与中层外膜界

面之间的距离，内线为内膜与管腔的分界线，外线为

（４）生化指标和体格检查：检测患者ＦＰＧ、ＴＣ、
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ＳＣｒ、尿素氮（ＢＵＮ）、ｕＡ及尿微
量白蛋白（ＭＵＡ）和２４小时尿微量白蛋白（２４

ｈ

性高血压住院患者。根据２０００年ＷＨＯ关于年龄划

ＭＵＡ）；测量身高、体重，并计算ＢＭＩ（ｋｇ／ｃｍ２）。
３．分组：按每分钟静息心率水平分为３组［３］。即

分的最新标准，＜４５岁者为青年哺］，人组患者年龄

静息心率＜７０次为Ａ组；７０次≤心率＜８０次为Ｂ

１８～４５（３８．０ｌ±５．７８）岁。男性４５１例，女性２１２例。

所有患者均为初诊未服降压药或影响心率药物。

组；心率≥８０次为ｃ组。分别比较各组间测量的不
同参数。

按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的高血压诊断标

４．统计学分析：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

准…，即非同日３次测量血压，ＳＢＰ＞一１４０ ｍｍＨｇ和／或

件。计量资料参数均以均数（五）±标准差（ｓ）表示，

ＤＢＰ≥９０

ｍｍＨｇ为高血压（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排
除标准：明确诊断的继发性高血压（肾性高血压、原

并采用方差齐性检验，如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多
个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多组均数问比较采用

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嗜铬细胞瘤等）、外周大血管畸

完全随机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形、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心肌炎、原发的心肌病变

口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Ｚ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两变量间相互依存关系采用双变量相
关分析。

（包括肥厚性心肌病及扩张性心肌病）、慢性心功能
衰竭（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Ⅲ到
Ⅳ级）、瓣膜性心脏病、严重的心律失常（如病理性窦
性心率过缓、心房纤颤、Ⅱ～Ⅲ度房室传导阻滞、频

结

果

发的室性早搏等）、糖尿病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

１．一般情况：３组间年龄、ＢＭＩ、ＦＰＧ、ＴＣ、ＴＧ、

状腺功能减退症、肾脏疾病（血肌酐＞１７８ ｐｍｏｌ／Ｌ）或
正在进行血液透析、肿瘤或严重感染患者等。

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ＢＵＮ、ＳＣｒ、ＵＡ、ＭＵＡ、２４ ｈ ＭＵＡ。卷

２．研究方法：
（１）测量血压：按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２０１０”标准…，受试者坐位安静休息５ ｍｉｎ后测量（选

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ＭＵＡ、２４

ｈ

ＭＵＡ方差齐Ｊ｜生检

验不符合正态分布（Ｐ＜Ｏ．０５），行多个独立样本比较
的秩和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组间入院时
ＳＢＰ、ＤＢＰ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
中Ａ、Ｂ两组入院时ＳＢ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

择定期校准的台式水银血压计，使用气囊长２２～２６
ｃｍ、宽１２ ｃｍ规格袖带，上臂置于心脏水平，测量坐

组人院时ＤＢＰ高于Ｂ组（Ｐ＜０．０５），Ｃ组ＳＢＰ和ＤＢＰ

位时血压），以Ｋｏｒｏｔｏｋｏｆｆ第１音和第Ｖ音确定ＳＢＰ

高于Ｂ组（Ｐ＜０．０１）。见表１。

和ＤＢＰ水平，至少间隔１～２ ｍｉｎ测量两次，若两次

２．不同静息心率组与颈动脉结构的关系：组问

测量结果差别较大（＞５ ｍｍＨｇ），应再次测量，取平

分析表明，３组患者颈动脉结构各项参数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到随静息心率增快，患者出

均值。
（２）测量静息心率¨］：受试者安静平卧休息
ｍｉｎ，用三导心电图仪记录标准１２导联心电图。选
择Ⅱ导联１０个心动周期，用平均Ｒ．Ｒ问期计算出静
５

现双侧ＣＡＤＩＡ均值减低和ＣＡＩＭＴ均值增加的趋势
（表２）。组间多重比较显示，右侧ＣＡＤＩＡ均值Ａ组
高于Ｃ组（Ｐ＜ｏ．０５），左侧ＣＡＤＩＡ均值Ａ组高于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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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以及包括高血压在内一系列严重的

表１入组高血压患者按静息心率分组的一般情况比较（孑±。）
因素

Ａ组

年龄（岁）

３８．８３±５．１０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６．８７±３．９３

Ｃ组

Ｂ－ｅ／１
３８．００４－５．９６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３７．４４＿＋５．９６

Ｊ—Ｏ

［一２

心血管事件具有独立预测价值ｎ“。
本研究显示３组患者人院时ＳＢＰ、

２６．８５±３．８４

２７．２７±４．０２

Ｏ

３

人院时ＳＢＰ（ｍｍＨｇ）１４４．５３±１９．１０

１４０．９９±１８．８４

１４８．３４±２３．５２ａ

Ｏ

Ｏ

入院时ＤＢＰ（ｍｍＨｇ）９６．００＋１３．１１。

９３．１６＋１２．７０

９８．０８±１５．６６６

Ｏ

０

０．０１），其中Ａ组ＤＢＰ高于Ｂ组（Ｐ＜
０．０５），Ｃ组ＳＢＰ和ＤＢＰ高于Ｂ组（Ｐ＜

ＤＢＰ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４．９５±０．６２

４．９１±Ｏ．８５

５．０８±１．４５

Ｏ

Ｏ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２．２１±１．８１

２．１ｌ±１．６０

２ ３６±２．０６

０

２

０．０１）。静息心率与人院时ＳＢＰ、ＤＢＰ在

ＴＣ（ｍｍｏｌ／Ｌ）４．３６±０．９９

４．３２±０．９ｌ

４．５０±０．９６。

０

３

１．０２±０．４５

１．１０±０．７９

１．０４±０．３８

Ｏ

ｌ

２．６６±０．７８

２．６２±０．７３

２．７５±０．７９

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正相关（ｒ值分
别为０．１１２、０．１１８，Ｐ值分别为０．００５、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Ｏ

２

３５６．４４１±９９．０５１

Ｏ

７

ＭＵＡ（ｍｇ／Ｌ）

１３．７８４±１３．８７１

１３．３４４±１２．２２５

１６．４６７±１６．４５３

０

０

ｏ．００３），显示静息心率增快可使血压增
加的趋势，尤其当静息心率≥８０次时血

２４ ｈ

２０．５３９±１５．７４４

２４．１９８±３２．７９２

２７．１２８±２９．５５５

Ｏ

２

压增加明显。结论与国内研究相似Ｈ１。

５．１４３±１．３６８

５．０５８±１．４５５

５．３１１±１．５７６

Ｏ

９

７５．２６２±１９．３３９

７８．１１８±２４．１０５

Ｏ

值一ｍ伽㈣咖渤抛啷姗ｍ新９啪ｍ∽ｍ

但本文Ｂ组血压水平最低，其可能的原

７４．１４３±１８．６３７

３３９．８８３±１００．４６５ ３４０．９７３±１０４．２６６

ＵＡ（ｐｍｏｌ／Ｌ）

ＭＵＡ（ｍｇ／Ｌ）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ＳＣｒ（“ｍｏｌ／Ｌ）

注：与Ｂ组比较，４Ｐ＜Ｏ．０５．６ Ｐ＜Ｏ．０ｌ

因：①静息心率过快或过慢对血压均可
能有不利影响；②纳入的研究对象为初

组和ｃ组（Ｐ＜０．０５）；３组间双侧ＣＡＩＭＴ均值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２）。颈动脉斑块斑块形成Ａ组
５０例（３０．７％）、Ｂ组６８例（２５．４％）、ｃ组７７例

诊年轻病例，病程相对较短，病情也较轻；③受混淆
因素影响，如与Ｂ组相比，Ａ组患者虽然心率较慢，
但其他多项生化指标均值均高于Ｂ组，ＨＤＬ．Ｃ均值

（３３．２％），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ＳＬ（ｚ２＝３．８２６，

低于Ｂ组。

Ｐ＝０．１４８）。

本研究还显示双侧ＣＡＤＩＡ均值有随静息心率
增快而减少的趋势，而ＣＡＩＭＴ均值有随静息心率增

表２不同静息心率组与颈动脉结构的比较（互±ｓ）
颈动脉结构

Ａ组

Ｂ组

Ｃ组Ｐ值

右ＣＡＤＩＡ（ｃｍ）Ｏ．６７３±０．０６３

０．６５９±Ｏ．０６５

左ＣＡＤＩＡ（ｃｍ）０．６６８±０．０７０

０．６５９±０．０６５。０．６５８±０．０６８４

０．０５２

右ＣＡＩＭＴ（ｃｍｌ

Ｏ．０７７±０．０２１

０．０７９±０．０４７

０．０８１±０．０４５

０．６９８

左ＣＡＩＭＴ（ｃｍ）０．０７８±Ｏ．０２３

０．０７９±０．０５０

Ｏ．０８ １±０．０４８

Ｏ．７８７

Ｏ．６５８±Ｏ．０６８“０．０８６

注：与Ａ组比较，４Ｐ＜０．０５

快而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多重比较显示，Ａ组左侧
ＣＡＤＩＡ均值高于Ｂ组和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尸＜ｏ．０５）；Ａ组右侧ＣＡＤＩＡ均值高于ｃ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静息心率与左侧
ＣＡＤＩＡ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负相关（ｒ＝一０．８９，
Ｐ＝０．０３０），与右侧ＣＡＤＩＡ呈负相关，但不密切

３．静息心率与统计参数的相关性：静息心率增
快可使血压值增高趋势，静息心率与患者人院时

（ｒ一一Ｏ．０７５，Ｐ＝０．０６８）。本文结论与一些研究有差
异，如刘平等¨１研究２０６例原发性高血压老年患者，

ＳＢＰ、ＤＢＰ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正相关（ｒ值分

发现静息心率与患者ＣＡＩＭＴ和ＣＡＤＩＡ正相关，其

别为０．１１２、０．１１８，Ｐ值分别为０．００５、０．００３），而与左
ＣＡＤＩＡ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负相关（ｒ＝一０．８９，

ｒ值分别为ｏ．３１２和０．２８９，Ｐ值均＜０．０１，两指标随静
息心率增快其数值有增加趋势。其他研究也显示随

Ｐ＝０．０３０），与右ＣＡＤＩＡ呈负相关，但不甚密切

静息心率增快其双侧ＣＡＤＩＡ有增加趋势ｎ６。１…。而
本研究表明，青年高血压患者ＣＡＤＩＡ随静息心率增

（ｒ一一０．０７５．Ｐ＝０．０６８）。
讨

快有减少的趋势。结论的差异可能为：本研究患者
年龄较轻，上述研究的患者多为老年人（６０～８８

论

心率是影响血压的一个主要因素，而静息心率
增快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陋。…。心率加快是交
感神经过度激活的一个可靠指标ｎ ０’”１。研究发现静

岁），而年龄增加可能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

息心率增加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在纠正动脉

常范围。

粥样硬化其他危险因素后，该危险仍独立存在ｎ
２００７年欧洲高血压指南中将高血压患者颈动脉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青年高血压患者随静息
心率增快其血压有增加的趋势，双侧ＣＡＤＩＡ有减少

构改变作为高血压靶器官损伤一项指标¨４１；２０１３

的趋势，提示临床中如发现青年高血压患者静息心
率过快，应引起高度注意。

３。。

ＥＳＣ／ＥＳＨ高血压指南提出静息心率对心血管病的

之一ｎ引；本文纳入的研究对象为初诊病例，病程相对
较短，颈动脉硬化程度较轻，其ＣＡＤＩＡ均值多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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