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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儿童心血管结构和功能早期改变的
病例对照研究
刘琴

董虹孛 孟玲慧

【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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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原发性高血压及血压正常儿童的心血管结构和功能情况，分析原发性高

血压儿童心血管结构及功能的早期改变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经过非同日 3 个时点电子血压

计筛查的 213 名 6～18 岁原发性高血压儿童（病例组）检测心脏结构和血管功能，并采用性别、年龄
成组匹配，以 197 名血压正常儿童为对照组进行病例对照分析。结果 （1）病例组左心室舒张末
期内径（LVEDd）、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心室质量（LVM）、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均高于对
照组（均 P＜0.05），但两组间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相对室壁厚度（RWT）、踝-臂脉搏波传
导速度（baPWV）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不同年龄及肥胖程度儿童中，病例组
LVEDd、LVESd、LVM、LVMI 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5），但两组间 cIMT、RWT 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而 baPWV 在低年龄儿童中，病例组检测值低于对照组（P＜0.05）。
（3）多元线性
回归发现，高血压是 LVMI 的主要影响因素，而 RWT 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年龄和 BMI。结论

无临

床症状的低龄高血压儿童已发生左心室重构，
但尚未发现血管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关键词】 原发性高血压；儿童；心室结构；左心室质量；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血管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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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已成为全球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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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cm，测量 2 次取均值。

主要原因，且近年来患病率急剧上升并呈低龄化趋

（2）血 压 测 量 ：采 用 示 波 法 ，以 欧 姆 龙 HEM-

势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成年人原发性高血压可

7012 电子血压计（已通过美国医疗器械促进协会准

源于儿童时期。近些年由于儿童肥胖的蔓延，儿童

确性评价标准验证［7］）测量血压（根据被测者上臂围

高血压也随之逐年增加，已成为日益突出的公共卫

选择适宜尺寸袖带）。即被测者休息 10 min 后，测量

生问题 。儿童高血压起病隐匿，大多无明显的临

坐位右上臂肱动脉血压，连续测量 3 次，每两次测量

床症状。然而不同研究显示，即便血压轻度升高，

间隔 1～2 min，松开袖带并令其抬高右上臂 5～6 s，

其伴随的心脏、血管、肾脏等重要靶器官损害已不

取后两次读数的均值作为受试者的 SBP 和 DBP。

罕见［3］，是成年人心血管事件的主要危险因素［4］。因

首次血压检测达到高血压数值的儿童于 2 周后再测

此，对高血压儿童靶器官的评估一方面可了解儿童

量第二次，如仍为高血压数值者于 2 周后再行第三

心血管疾病的进展，另一方面若能及早发现并干预，

次测量，并同时采用听诊法验证示波法结果。

［1］

［2］

这些危害常可以被逆转 。既往高血压儿童的靶器

（3）左心室超声检测：使用美国索诺声 M-Turbo

官研究多局限于血压升高较严重、合并其他疾病的

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2.5～

临床病例，鲜有对人群中无症状高血压儿童靶器官

4.0 MHz），按照美国超声心动图协会 2010 年儿科心

损害发生情况的报道。为此本研究以人群为基础筛

脏 测 量 指 南［8］，分 别 测 量 左 心 室 舒 张 末 期 内 径

查原发性高血压儿童，通过对高血压与血压正常儿

（LVEDd）、室 间 隔 厚 度（IVST）、左 室 后 壁 厚 度

童心血管结构和功能的比较，分析人群中无症状原

（LVPWT）以及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连续

发性高血压儿童的心血管结构和功能早期异常的发

测量 3 个心动周期，取均值，并利用公式计算获得左

生情况，为儿童原发性高血压的防治提供依据。

心室质量（LVM）、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及相对

［5］

［9］
室壁厚度（RWT）
。

对象与方法

（4）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测量：使用美

1. 调查对象：2013 年采用整群抽样法筛查北京

国索诺声 M-Turbo 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市区 3 所学校 7 211 名 6～18 岁儿童血压，经非同日 3

（探头频率：5～10 MHz），测量右侧 cIMT。即受检

次筛查（每次相隔 2 周）最终确诊为原发性高血压儿

者仰卧位，于舒张末期冻结图像，取颈总动脉窦部近

童共 329 人（男生 220 人，占 66.87%，平均年龄 12.76

端 1～1.5 cm 处，使用软件辅助测量前壁及后壁的内

岁±3.09 岁），再将最终经知情同意参加本次心血管

膜中层厚度。具体方法为：沿动脉长轴，测量 5 mm

评 估 的 213 人（男 生 150 人 ，占 70.42% ，平 均 年 龄

长度范围的 cIMT 均值，分别测量前壁和后壁 cIMT，

12.00 岁±3.09 岁）作为病例组。参与和未参与评估

计算平均 cIMT（［前壁＋后壁］/2）用于分析。

的 儿 童 相 比 ，其 血 压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均 P＞

（5）脉 搏 波 传 导 速 度 的 检 测（PWV）：使 用 欧

0.05）。从参加同期血压筛查的一所学校血压正常

姆 龙 科 林 - 全 自 动 动 脉 硬 化 检 测 仪 VP-1000

儿童中，筛选出与病例组年龄、性别匹配的 197 人

（BP203ROE- Ⅱ），测 量 受 试 者 心 率 及 左 右 侧

（男生 137 人，平均年龄 11.82 岁±3.08 岁）作为对照

baPWV。测量时受试者安静平卧，四肢均缚示波血

组。所有研究对象均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身
高、体重、WC）、血生化检测（FPG、血脂四项）、左心

压袖带，连接心电图及心音图传感器。
（6）血生化指标检测：利用日立 7060C 全自动生

室及颈动脉超声、踝-臂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

化仪，采用己糖激酶法检测 FPG、酶法检测 TG、TC，

检测，且均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心肌病、瓣膜性心脏

直接法检测 HDL-C、LDL-C。

病等，并均无高血压临床症状。本研究方案通过首

3. 质量控制：所有检测者均经过培训并考核合

都儿科研究所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的监

格，心脏及颈动脉的超声检测仪器一致，且由同一名

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儿科专业超声医师独立完成，baPWV 检测也由同一

2. 调查方法：

人员独立完成。

（1）问卷调查：包括人口学特征、出生及喂养信

4. 诊断标准：

息、个人及家族疾病史、家庭收入等；按照标准方法

（1）高血压：依据《中国儿童青少年血压评价标

测量身高和体重 ，并计算 BMI（kg/m ）；WC 测量取

准》 ，将经过非同日连续 3 次时点测量的 SBP 和/

脐上缘 1 cm 水平，于自然呼气末测量，读数准确至

或 DBP 值大于等于同年龄、同性别 P95 者诊断为高

［6］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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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病例组 baPWV 检测值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

血压。
（2）肥胖：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推荐的诊断

计学意义（P＞0.05）；低年龄儿童（6～12 岁）中，病例

标准，即以修正后儿童青少年年龄、性别 BMI 值的

组检测值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儿童中 cIMT

P95 作为肥胖诊断切点 。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3。

［11］

（3）血脂异常：采用 2009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

表 1 两组儿童基本特征

血脂异常防治专家共识》 中推荐的＞2 岁儿童青
［12］

少 年 血 脂 异 常 标 准 ，即 TC≥5.18 mmol/L，TG≥

对照组
(n＝197)

特 征

病例组
(n＝213)

t/χ2 值

P值

男性

137(69.54)

150(70.42)

0.04

0.846

年龄(x±s，
岁)

11.82±3.08

12.00±3.09

0.61

0.539

BMI-za

0.17±0.91

1.25±1.27

-9.96 ＜0.001

WC-za

0.45±0.99

1.96±1.30

-7.99 ＜0.001

SBP(x±s，
mmHg)

108±10

131±10

23.04 ＜0.001

DBP(x±s，
mmHg)

61±6

73±7

17.71 ＜0.001

LVMI＞34.02 g/m2.7；②男女性 RWT＞0.36；凡符合

FPG(x±s，
mmol/L)

5.74±0.42

5.99±0.79

3.97 ＜0.001

其中一项者即诊断为 LVH。左心室构型按 LVMI 和

TC(x±s，
mmol/L)
TG(mmol/L) b

4.19±0.69
0.84
(0.63～1.10)
HDL-C(x±s，
mmol/L) 1.50±0.30

4.11±0.73
0.78
(0.53～1.14)
1.30±0.30

1.70 mmol/L，LDL-C≥3.37 mmol/L，HDL-C≤
1.04 mmol/L，凡符合其中任意一项即为血脂异常。
（4）左心室构型改变：儿童左心室肥厚（LVH）的
诊 断 界 值［13］为 ① 男 性 LVMI＞37.08 g/m2.7，女 性

RWT 分为 4 类：①正常构型 LVMI 和 RWT 均正常；
②向心性重构 LVMI 正常，RWT 增大；③离心性肥
厚 LVMI 增大，RWT 正常；④向心性肥厚 LVMI 和
RWT 均增大。
（5）颈动脉粥样硬化：诊断采用《心血管疾病防

1.09
2.01

0.276
0.045

6.63 ＜0.001

LDL-C(x±s，mmol/L) 2.26±0.56
2.44±0.66
2.96
0.003
注：a 根据 2004 年 BCAMS 调查数据计算标化后的 BMI 和 WC，
公式分别为：BMI-z＝（BMI－μ）/ σ，WC-z＝（WC－μ）/ σ；b 为偏态分
布，
用四分位数间距 P50（P25～P75）描述，
对数转换后，
进行统计学分析

治指南和共识 2008》［14］中推荐的 cIMT 参考值。即

表2

两组儿童心血管结构和功能指标比较

3～9 岁≥0.45 mm；10～18 岁≥0.55 mm；男女标准

指标(x±s)

对照组

病例组

t值

P值

相同。

LVEDd(cm)

4.32±0.48

4.66±0.58

6.56

＜0.001

LVESd(cm)

2.66±0.39

2.93±0.46

6.20

＜0.001

IVST(cm)

0.57±0.09

0.63±0.13

4.91

＜0.001

LVPWT(cm)

0.63±0.09

0.69±0.14

5.05

＜0.001

LVM(g)

76.44±26.91

99.22±44.97

6.22

＜0.001

LVMI(g/m2.7)

22.42±4.6

26.62±7.21

7.04

＜0.001

（6）动脉硬度增加：儿童青少年 baPWV 值大于
等于同年龄、同性别 P95 者定义为动脉硬度增加

。

［15］

5. 统 计 学 分 析 ：采 用 EpiData 软 件 双 录 入 ，
SAS 9.2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
2

（%）或率（%）描述，组间比较用χ 检验；服从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对数转换后进行分析。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心血管结构和功能各项指标的
影响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RWT

0.28±0.03

0.28±0.04

0.94

0.35

cIMT(mm)

0.47±0.05

0.47±0.05

-1.14

0.25

baPWV(cm/s) 1 041±186

1 018±157

1.36

0.17

（3）不同体重水平儿童比较：非肥胖儿童中，病
例组 LVEDd、LVESd、LVM、LVMI 值均高于对照组，
且有 IVST、LVPWT 增厚（均 P＜0.05）；肥胖儿童中
亦发现相似规律，但 IVST 及 LVPWT 在两组儿童中

1. 基本特征：除 TC 外，病例组 BMI-z、WC-z、血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然而，不论何种

压、血糖、血脂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体重水平，RWT、cIMT、baPWV 组间比较的差异均

P＜0.05），见表 1。

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4。

2. 心血管结构和功能：
（1）两 组 间 比 较 ：两 组 儿 童 LVEDd、LVESd、

3. 心血管结构和功能异常率：病例组发生 LVH
共 15 例（7.04%）。 其 中 LVMI 增 加 的 检 出 率 为

LVM、LVMI 均增大，且 IVST 及 LVPWT 增厚（均 P＜

5.77%，RWT 增加的检出率为 4.33%。据此左心室构

0.05），但 RWT、cIMT、baPWV 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

型改变中，向心性肥厚 6 例（40%），离心性肥厚 6 例

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2。
（2）不同年龄儿童比较：两组中不同年龄儿童相

（40%），向心性重构 3 例（20%）；而对照组仅发现 1
例向心性肥厚，LVH、LVMI 及 RWT 增加的检出率均

比，LVEDd、LVESd、LVM、LVMI 值均增大，且 IVST

显著低于病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及 LVPWT 增厚（均 P＜0.05），RWT 组间比较的差异

动脉僵硬及颈动脉粥样硬化患病率两组间的差异无

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年龄儿童（13～18 岁）

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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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高血压的青少年中 LVH 患病率高

不同年龄两组儿童中心血管结构和功能指标比较
低龄儿童

指标
(x±s)

对照组(n＝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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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正 常 儿 童 ［16-17］，与 本 文 结 果 一

高龄儿童

病例组(n＝110)

对照组(n＝92)

病例组(n＝98)

LVEDd(cm)

4.05±0.33

4.35±0.52a

4.62±0.44

5.01±0.43a

LVESd(cm)

2.50±0.33

2.75±0.43a

2.85±0.37

3.12±0.42a

IVST(cm)

0.53±0.84

0.56±0.10a

0.63±0.06

0.70±0.12a

记物［18］。本研究 cIMT、baPWV 两

LVPWT(cm)

0.58±0.08

0.62±0.11a

0.69±0.08

0.77±0.13a

组间的比较未见差异。而国外有研
究显示，与正常血压儿童相比，高血

a

高血压相关的心血管损害的外围标

LVM(g)

61.24±18.67

76.31±29.13

93.79±24.29

124.93±45.81a

LVMI(g/m2.7)

22.92±4.72

25.18±5.98a

21.85±4.41

28.25±8.11a

RWT

0.27±0.03

0.27±0.04

0.29±0.03

0.29±0.04

cIMT(mm)

0.47±0.05

0.47±0.05

0.46±0.05

0.48±0.05

baPWV(cm/s) 1 018.8±185.31

967.66±137.27b 1 066.39±184.71

压 儿 童 cIMT 相 对 增 厚 ［19-20］ ，且
baPWV 也较为偏高［21-22］。造成结果

1 072.34±159.65

注：P＜0.01； P＜0.05
a

b

表4
指标
(x±s)

致。再次佐证了 LVH 可作为儿童

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调查人群
来源不同。国外相关研究的人群大
多来自医院的高血压病例，平均年

两组儿童不同体重水平的心血管结构和功能指标比较
非肥胖

龄＞15 岁，大于本研究人群年龄，

肥 胖

对照组(n＝132)

病例组(n＝70)

对照组(n＝65)

病例组(n＝143)

LVEDd(cm)

4.19±0.42

4.43±0.48a

4.58±0.49

4.78±0.59b

LVESd(cm)

2.56±0.34

2.77±0.39a

2.87±0.41

3.01±0.47b

IVST(cm)

0.55±0.08

0.59±0.09a

0.61±0.10

0.65±0.14

管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而本研究以

b

因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影响时间更
长，且更严重，也易发现高血压对血

0.61±0.08

0.65±0.10

0.67±0.10

0.71±0.15

人群为基础，病例组儿童多为轻度

LVM(g)

69.04±21.73

83.35±26.84b

91.46±30.14

107.27±49.98b

LVMI(g/m2.7)

21.53±4.27

23.24±3.95b

24.22±4.75

28.34±7.86a

血压升高，平均年龄为 12 岁，故高

RWT

0.28±0.02

0.28±0.03

0.28±0.04

0.28±0.05

cIMT(mm)

0.47±0.05

0.47±0.05

0.47±0.05

0.48±0.05

相对较轻，作用时间相对较短。此

1 064±163

989±169

995±150

外不同研究中对儿童高血压的定义

LVPWT(cm)

baPWV(cm/s)

1 068±189

血压对血管结构与功能的影响程度

注：a P＜0.01；b P＜0.05

表5

及测量方法有差异，也可能造成结
果不一致。

两组儿童心血管结构和功能异常率比较

心血管结构和功能异常

对照组

病例组

χ2 值

P值

左心室肥厚 a
1(0.51) 15(7.04)
11.650
＜0.001
LVMI 增加 a
1(0.51) 12(5.77)
9.016
0.003
RWT 增加 a
1(0.51)
9(4.33)
6.129
0.013
LVMI 和 RWT 均增加
1(0.51)
6(2.82)
3.244
0.072
动脉硬度增加
53(27.32) 41(19.34)
3.626
0.057
颈动脉粥样硬化
40(20.30) 43(20.67)
0.008
0.927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异常率（%）；a 使用确切概
率 Fisher 检验

4. 心血管结构和功能影响因素：经简单线性回
归筛选变量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高血压仅为 LVMI 的主要影响因素，未见对其他心
血管结构功能指标产生影响。此外，性别、BMI-z 也
是 LVMI 的影响因素。RWT 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年
龄、BMI-z；而性别是 cIMT 的主要影响因素；年龄和
BMI-z 为 baPWV 的影响因素（表 6）。
讨

论

本研究显示，高血压对心血管结构的早期影响

表 6 心血管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LVMI

β

s

＾
β

t值

P值

95%CI

a

性别

-2.581 0.574 -0.185 -4.494 0.000 -3.710～-1.452

BMI-z

2.489 0.239

0.474 10.427 0.000

2.020～2.958

高血压

1.582 0.583

0.123

2.712 0.007

0.435～2.729

年龄

0.003 0.001

0.168

6.430 0.000

0.002～0.005

BMI-z

0.005 0.001

0.167

3.573 0.014

0.002～0.008

RWTb

cIMTc
性别

-0.021 0.005 -0.187 -3.811 0.000 -0.031～-0.010

baPWVd
年龄

10.327 2.712

0.196

4.029 0.000

5.595～16.258

BMI-z -23.554 6.745 -0.168 -3.492 0.001 -36.813～-10.295
注：a 自变量为性别、BMI-z、高血压、血脂异常；b 自变量为年龄、
BMI-z、血脂异常；c 自变量为年龄、BMI-z；d 自变量为性别、血糖

目前儿童心血管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因素尚不明
确。研究表明成年人血压升高、
肥胖及血脂异常是心
血管结构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23-24］。研究也证实，
儿

主要表现为左心室改变（LVMI、RWT 增加及出现

童肥胖是影响心血管结构和功能的危险因素［25-26］。

LVH），无论年龄段高低、是否肥胖，高血压儿童（病

本研究进一步按体重状态分层，显示无论是否肥胖，

例组）各项心脏结构指标均高于正常血压（对照）组，

高血压儿童 LVMI 均高于血压正常儿童。提示儿童

并出现以 LVMI 增加为主的 LVH。有研究表明，患

高血压可以独立于肥胖对左心室重构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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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升高及肥胖均可使心脏后负荷增加，从而诱导
心肌组织纤维化［27-28］。有研究发现高血压、肥胖、胰
岛素抵抗、体力活动不足等在心室重构的发病机制
中可能发挥一定作用［23］。本研究结果显示调整年
龄、性别后，高血压为 LVMI 的影响因素，与上述研
究结论基本一致。高血压可引起主动脉及中央动脉
顺应性降低，僵硬度增加。血压升高进一步加重，则
使得血管的结构发生改变，造成血管壁平滑肌细胞
增生，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影响动脉弹性及功能的
因素包括血压、年龄、性别、肥胖、血脂等因素［15，29］。
本 研 究 显 示 ，年 龄 、性 别 、BMI-z、血 脂 异 常 为
ba-PWV 的影响因素，而性别为 cIMT 的影响因素。
但尚未显示高血压对 ba-PWV 及 cIMT 的影响，可能
是由人群筛选获得的高血压儿童其血压升高程度较
轻，病程较短，
尚未发生血管结构及功能的改变。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由于儿童生长发育
的特殊性，目前尚无针对国内不同年龄、性别儿童心
血管结构功能异常的诊断标准。本研究有关心血管
结构功能的指标为借用国外标准，鉴于人种特异性，
可能出现高或低估心血管结构异常率，从而影响结
论 。 综 上 所 述 ，HTN 组 的 LVEDd、LVESd、IVST、
LVPWT、
LVMI 等心脏结构指标均不同程度的高于正
常血压儿童，说明即便在无症状 HTN 儿童中已存在
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早期改变。因而，
对于学校健康体
检时筛查出的高血压儿童，
应建议其到医院进行心血
管结构及功能的评估，特别是心脏超声检测，以便尽
早干预治疗，
防止因高血压所致的心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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