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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7 日是第 64 个世界卫生日，宣传主题是：防控高血压，

预防心脑血管病。这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把高血压的防控作为世

界卫生日主题，强调了防控高血压、降低脑卒中和心血管病风险是一

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凸显了该工作的重要性。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了高血压防治咨询、义诊和主题

宣传活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李斌主任、马晓伟同志，世界

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博士，北京市林克庆副市长，北京市卫生局

方来英局长，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胡盛寿院长、李

惠君书记等出席了活动。

2013 年世界卫生日  主题宣传活动报道
——将心血管疾病防控的主战场由医院向社区转移

·2013 年世界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报道	 	 	 01

·高血压患教指南定稿会成功举办	 	 	 04

·我国卒中流行新趋势	 	 	 	 07

·林曙光：提高人群的心血管健康是终极目标	 	 09

·张宇清：从 FEVER 研究看高血压防治策略转型的必要性	 11

·王文：我国高血压防治的变迁与迈进	 	 	 12

·陈伟伟：职场成高血压防治死角	 	 	 13

短讯

·我国每年因糖尿病死亡者已超百万	 	 	 	 14

·世界卫生组织更新膳食指南：成人每天吃盐不应超过 5	克	 	 15

·我国因摄盐过多死亡人数列全球前三	 	 	 	 16

·糖尿病确诊 30 年前心血管风险已升高		 	 	 16

·含糖饮料和功能饮料是隐形杀手	 	 	 	 17

·糖尿病患者收缩压控制目标改为＜ 140	mmHg	 	 	 18

·肚子大但体重正常者风险最高	 	 	 	 19

目
录



National Cente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2013  第一期

2

N
C

C
D

现场咨询和义诊活动在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李斌主任与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义

诊医生和患者进行了亲切交谈，她肯定了社区在高血压防治中的

重要作用，鼓励社区群众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掌握基本的高血

压防治知识，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她同时强调政府高度重视高

血压防治工作，使更多的百姓受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

病医院和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为患者测量血压和

义务咨询。

中国工程院院士、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首席专家高润霖教授主

持了世界卫生日宣传活动的主题会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马晓伟同志在主题宣传活动上指出，积极预防和控制高血压，

是遏制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核心策略，也是干预成本效益最

为显著的防控措施。随着相关政策和措施的不断完善，我国高血

压防控工作进展显著，加强了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综合防治体

系建设，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并将 35 岁以上高血压患者的

健康管理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抓紧落实。“十二五”

期间，将进一步完善覆盖全国的慢性病防治服务网络和综合防治

工作机制，针对高血压等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提供高质量的早期

干预，控制危险因素，以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患者管理为主要

手段，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防治作用，促进预防、干预、治

疗的有机结合。同时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唤起民众和全社会对

高血压的防控意识，营造科学健康知识传播环境，扩大高血压防

控知识的宣传规模和效果，提高高血压防控整体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博士表示，高血压是可以预防的。

预防高血压可以挽救生命。控制高血压以及其他风险因素，是预

防心脏病及脑卒中的主要途径。这对于卫生系统和经济发展，尤

其是对于患者本人及其家庭，都有着重要意义。据介绍，我国高

血压患者已超过 2 亿，高血压与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病密切相关，目前每年因心脑血管病死亡约占总死亡原因的

41%，居各类死因的首位。我国高血压患者数量多，人群高血压

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还处于较低水平，基层提供高血压防控

的能力还不足，仍需发挥政府部门、专业机构、新闻媒体、社会

各界以及每个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全面推进我国高血压防控工作。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教授指出，高

血压是慢性病防治的主要“抓手”和切入点。强调心血管疾病防

控的主战场要由医院向社区转移。基层是高血压防治的主战场，

基层医生是主力军。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开展的全国高血压社区规

范化管理已取得了阶段性结果。目前，国家防控高血压的策略明

确，技术成熟，全国试点和区域防控工作成效显著，目前的关键

是采取切实行动，在全国层面开展社区高血压规范化管理与综合

高润霖教授

马晓伟教授

胡盛寿教授

蓝睿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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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生教授

胡大一教授

王文、吴兆苏、王海燕、潘长玉四位教授联合启动了高血压患者蛋

白尿筛查管理调查项目。

防控，维护国民的心血管健康。

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介绍了 WHO 最近举行的高血压会议

精神，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病发病的元凶；治疗高血压的证据最强；

效费比最佳。90% 的高血压在基层，非政府组织要参加到高血压防治队

伍中。加强对公众的健康教育，知晓自己的血压。加强高血压患者自

我管理和合理治疗；健康是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结果。

来自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国合司、疾控局、妇社司、农卫

司的领导出席了会议。

吴兆苏、胡大一、王文教授主持了新闻媒体沟通会，吴兆苏教授介绍了

我国高血压的流行状况及危害。王文教授介绍了世界卫生日主题内容并

分析了我国高血压防治的实际效果。胡大一教授指出要特别关注妇女和

儿童的健康。三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专题研讨会中，陈伟伟教授介绍了功能社区职业人群的高血压管理经

验；王文教授介绍高血压患者蛋白尿筛查管理调查；吴兆苏、王海燕、

潘长玉、王文四位教授联合启动了该项目。

FOCUS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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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健康知识的缺乏、伪科学的泛滥和公众

教育的缺失，使患者对高血压的危害和长

期规范化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导致高血压的

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低。开展科学、规范化

的患者健康教育刻不容缓，制定权威的操作性强

的国家级高血压患者教育指南势在必行。为此，

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健康教育中

心的支持下，中国高血压联盟、国家心血管病中

心、中华心血管病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

业委员会联合发起制定《中国高血压患者教育指

南》（下称《指南》）。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

会、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中国营养学会临

床营养分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为

合作单位。拜耳公司给予了大力协助。

经过基线调研、《指南》制定启动会、书稿撰写、

数轮研讨及意见征集、高端专家会、多次修改稿，

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了《指南》专家

定稿会和患者分册、媒体宣传分册意见征集会。

国际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吴良有处长，中国

高血压联盟、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王文教授、朱曼

路教授，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朱鼎良教授、郭冀

高血压患教指南定稿会成功举办
患者教育：新医疗模式下医生的责任和对医生的要求

刘力生教授和朱鼎良教授主持会议

刘力生：高血压赢得了一个机遇，自从 2011 年联合国的慢病

峰会开了以后，把高血压放在首要位置，它是一个危险因素，

又是主要的疾病，把高血压作为一个切入点是最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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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教授，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祝善珠教授，中华医

学会老年医学分会李小鹰教授，中华预防医学会常务副会长蔡纪

明教授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王临虹主任和慢病处施小

明处长，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传播部宋军主任，中华心血管病

分会陈鲁原教授、北京体育大学王正珍教授，安贞医院老年病科

洪昭光教授，四川省人民医院周晓芳教授、浙江医院心血管防治

中心唐新华教授、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李南方教授、安贞医院人

群防治室姚崇华教授等及指南编写组的专家共 40 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刘力生教授、王文教授、朱鼎良教授主持。刘力生教授介绍

了目前国际上高血压防控的形式，提到今年在日内瓦召开的 WHO

世界卫生日，主题就是高血压。现在高血压赢得了一个机遇，自

从 2011 年联合国的慢病峰会以后，就把高血压放在慢病的首要位

置，它是一个危险因素，又是主要的疾病，把高血压作为一个切

入点防治慢性病是最有效的措施。同时提出，提倡患者的自我管理。

吴良有处长讲话指出，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卫生服务网络、防治工

作体制，针对高血压这一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强化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防治作用，提供高质量的早期干预，促进预防、干预和

治疗的有机结合。在高血压防控方面，高血压联盟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之前编发过《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还有基层版，

对地方开展社区的高血压管理起到很好的作用。现在编制的《患

者教育指南》也将对基层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为广大基层的医务

工作者和公共卫生人员，也包括媒体传播工作者提供一本很好的

工具书。希望在下一步宣传、推广、培训过程中能够发挥这本指

南的效应，从而提高高血压防控整体水平。

王文教授代表指南工作组介绍了《指南》的制定过程和要点，目

吴良有：高血压患教指南的编制和发行

为广大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和公共卫生人

员，也包括媒体传播工作者提供一本很

好的工具书。

洪昭光：很多人以为写给医生指南都是

高精尖，学术水平高。写给患者下里把

人，非常容易。其实正好相反，写高精

尖文献上都有，很简单。写给百姓不容

易，不但要有科学性，还得实用性、趣

味性。

FOCUS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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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血压治疗依从性差，需要教育患者，提高认识。有些碎片

化教育很难见到效果。制定《指南》，衍生出患者科普分册和

媒体宣传分册，同时征求大家的意见。隋辉和杨进刚在分会场

分别介绍了患者科普分册和媒体宣传分册的内容要点。参会专

家积极发言，就指南和两个分册的内容、形式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孔灵芝副局长看过全文，发来意见，建议进一步精简内容，

突出患者教育的重点。调查问卷结果表明 85% 的与会专家认

为指南经过小的修改后可以发表。

朱鼎良、王文教授对大会进行了总结，指出改善生活方式和提

高患者用药依从性这两点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归纳具体的修改

意见是：加强患者自我管理内容，强调家庭血压测量；增加患

者长期随访管理的内容；细化生活方式改善的方法；有的医院

门诊医生工作太忙，可针对患者的主要问题进行一分钟健康教

育活动；简化药物治疗的内容，强调遵医嘱用药等等。

会后工作组会整合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认真修稿，对指南

进行完善，力求指南科学、实用，真正惠及患者。今后的工作

包括：指南要征求基层医务人员的意见，患者分册要征求高血

压患者代表的意见，媒体分册要征求媒体工作者代表的意见。

计划在 2013 年 9 月 13-15 日第 15 届高血压及相关疾病学术研

讨会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和推广会。

朱鼎良：高血压教育现状大家都在做，

但是总的来说缺乏一个老百姓可信度高

的国家级的指导文件。实际上很多学会

也在做，企业也在做，医疗机构也在做，

但是种种原因，老百姓对这个教育的可

信度差一点，所以我们有必要做一个国

家级的教育指南，可能会对高血压患者

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

到会专家正在讨论媒体分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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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陇德院士在 2013 年中国脑卒中大会上报告，在全国基于“六普”人口数据

对脑卒中患者进行年龄、性别和城乡标化后，中国脑卒中的患病率为 1.82%，

以此估算全国 40 岁以上的人群有 1036 万例罹患过脑卒中。

他还指出，我国脑卒中的流行主要存在三个特点：农村高于城市；<65 岁患

脑卒中者超过一半；我国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或与西方国家不同。

项目也观察到，脑卒中发病与教育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小学文化水平或以

下的人患病率最高，达 2.26%，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患病率最低（1.47%），中

学文化水平居中（1.79%），这与其他疾病呈现了相似的特征。中华医学会糖

尿病学分会组织的调查也发现，教育水平低是糖尿病的易患因素。

患病率有城乡差别

调查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农村的患病率均高于城市。农村男性卒中的

患病率为 2.29%，城市为 1.73%；农村女性卒中的患病率为 1.83%，城市为 1.39%。

对这一问题，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常务副主任尹岭教授认为，主

要原因是农村在心脑血管病的防治方面比城市落后，“农村整体医疗水平较低，

一方面是老百姓的理念跟不上，另一方面则是医生的水平较低，包括疾病的

防治理念和手段。”比如，农村地区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控制水平差，由于

经费的问题，农民也很少查血脂。

王陇德院士则认为，农村患病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教育水平低，教育水平不但

与农村居民高血压和糖尿病知晓率低有关，也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农

我国卒中流行新趋势

5 月 2-4 日，全国脑卒中筛

查与防治领域的专家同道

们齐聚北京，召开了 2013

年中国脑卒中大会。会上

王陇德院士公布了我国脑

卒中患病情况的新数据。

他介绍，全国 40 岁以

上的人群有 1036 万例

罹患过脑卒中。我国

脑卒中的流行主要存

在三个特点：农村高

于城市；<65 岁患脑卒

中者超过一半；我国

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或

与西方国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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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脑卒中患者伴随危险因素分布情况（按检出率高低排序）

社区样本：2011 国家项目 6 省市 40 岁

以上 80 万人群中筛查出的 16862 例脑

卒中患者 ；医院 1：2010 年上半年 41

家基地医院登记上报的 23272 例脑卒中

住院病例；医院 2：2012 年各基地医院

登记上报的 28002 例脑卒中住院病例；

HDL：高密度脂蛋白；LDL：低密度脂

蛋白；TG：甘油三酯；TC：胆固醇；

HCY：同型半胱氨酸

村居民有很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如食盐过多，这与农

村的生活条件有关系；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饮食没有节制；最

重要的则是劳动强度减弱，体力活动下降。因为决定慢病的因

素中，生活习惯和行为慢病的影响占到了 60%，而遗传因素则

仅占 15% 左右。”

中青年脑卒中发病率超过 50%

在报告中，项目组分析了一个社区上报和 2 个医院上报的 3 个

脑卒中患者样本，总例数超过 7 万多的患者，发现小于 65 岁

的患者比例已经占到了 50% 以上。

这一结果也与王拥军教授牵头的中国国家卒中注册研究（China 

National Stroke Registry，CNSR） 结 果 是 一 致 的， 在 一 项

CNSR 公布的一项入选 21,902 病例的研究中，平均年龄为

63.8 岁，证实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人群发生了脑卒中。

“我国脑卒中发病的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脑卒中这种疾病对

劳动力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 50 岁左右的人患了卒中，

这个家怎么办？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高度警示。”

王陇德院士表示。

我国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与西方国家不同

该报告还分析了我国卒中患者的伴随高危因素，第一位是高血

压，其次是吸烟，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血症则

排在第三位。

“这与国外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可能与我国居民的运动

和锻炼太少有一定关系。”王陇德院士表示。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水平通过运动锻炼可以提高，发达国家经常参加运动锻炼

的人的比例可以达到 50% 以上，而我国居民 88% 体力活动不足。

排在第四位的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中国的高同型半胱氨酸

血症患病情况比较严重。中国高血压患者中约 75% 伴有同型

半胱氨酸（HCY）升高，在全球是排在首位的，高同型半胱

氨酸血症可以明显增加高血压患者的卒中风险。糖尿病和其他

血脂异常排在后面，包括高甘油三酯血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血症和高胆固醇血症，这与国外的情况又有

所不同，国外是高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是中风、

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无论男女，还是三个病例样本，都能看到伴发危险因素的趋

势，普遍性非常强。”王陇德院士认为，“这为以后政府制定

相关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王陇德院士还说，我国虽然肥胖流行率没有欧美国家高，但是

高血压流行率仍比较高；高血压发病的盐敏感问题非常突出；

对于动脉硬化，一些研究提示西方人的颅外动脉硬化问题比较

突出，而我国颅内动脉硬化问题严重。“目前我国慢性病防控

工作所参考的数据很多是国外的，直接引用国外的研究成果和

结论，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项目促卒中防治水平提高

该项目还一些其他成果，比如，在高危人群的干预方面，与

2010 年相比，2012 年“指导生活调理”人数增加了 11.8 倍，“指

导调整药物使用”人数增加了 16.1 倍。在该项目推广颈动脉

内膜剥脱术方面，近三年开展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手术，2012

年比 2010 年节省费用 2764 万元。

“这个工程的推进，各个基地医院业务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

因为卒中的筛查和防控必须是多学科密切合作，而且多学科密

切合作不仅能给病人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而且，这项工作可

以说是探索了医政、疾控、基层卫生等等几个方面的横向协作

和上下的纵向联络。”王陇德院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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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健康转型阶段的中国，

如何积极应对疾病流行模式变迁和有效攻克慢病堡垒？

林曙光教授：去年 9 月 18 日，世界心脏联盟主席 Sidney C. 

Smith 教授领衔撰写的“挽救可预防的心血管死亡”声明指出：

“如果不采取行动，在未来 25 年内，心血管病负担所造成的

花费将使全世界损失 47 万亿美元，包括中、低收入国家每年

将损失 5 千亿美元，80% 的心血管死亡都在这些国家发生。

发展中国家 CVD 患者死亡年龄较低，正值 40~60 岁青中年群

体最为严重，这必将对国家发展、社会和谐造成不利影响。

这正是中国的真实写照。”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2001 年发布了《中国心血管病预

防指南》，认为最有效的心血管病预防策略是“高危策略”( 只

针对高危的患者 ) 和“人群策略”( 针对全人群 ) 同时并举，

两者不可偏废。

减少心脏病的行动可分为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医生干预的

是已患心血管病的高危患者和心血管病高危患者。如果我们

不进行人群干预，预防整个社会发生危险因素的流行，仅仅

干预高危人群，医生只能是越来越忙，越来越累。一级预防

远远不够，提高整个人群的心血管健康是终极目标，使整个

社会远离危险因素的“流行”才是根本，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肯定是“越早越好”。

心血管病的预防的关键是创建健康的生活环境，例如限盐、

禁烟和健康饮食和足够的体力活动等。以往认为，动脉粥样

硬化性疾病起始于青少年时期，经过数十年才出现临床症状。

而去年 5 月欧洲心脏病学会公布的心血管疾病预防新指南指

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应该从孕期就开始，且一直持续到生

命终结的全过程，危险因素的“烙印”甚至可以来自胚胎时期。

WHO 曾 指 出， 健 康 60% 取 决 于 生 活 方 式， 遗 传 因 素 占

15%，环境因素占 17%，医疗占 8%。我不是特别同意这一观

点，健康确实绝大部分取决于生活方式，但更取决于社会环

             提高人群的心血管健康是终极目标
             林曙光教授专访

一级预防远远不够，提高整个人

群的心血管健康是终极目标，使

整个社会远离危险因素的“流行”

才是根本，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肯

定是‘越早越好’。	

心血管病的预防的关键是创建健康的生活环境，例如限盐、禁烟

和健康饮食和足够的体力活动等

INTERVIEW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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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变化。环境因素显然不是仅占 17% 的比重，有

些生活方式因素除非在知晓的情况下，并有足够的

意志，自己是根本不能维持健康生活方式的。比如，

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技术一方面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

同时也是是一场生活方式的变革，我相信据大多数

医生都没有意识到，这场革命究竟为人类的健康带

来了什么。

根据《柳叶刀》杂志 2012 年 7 月发布的几项研究报告，

全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20 多亿）的成年人，每天

的活动量不足，全球每年约有 530 万人因体力活动

不足死亡。而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大约也是 500 万。

可以说，体力活动不足等同于吸烟。

高血压和心血管病的流行根本原因是环境的巨变。

以前人类与大自然的恶劣环境作斗争，现在则成为

了唯一坐着的生物；加工食品大行其道；高盐摄入；

肥胖流行。只有改变环境，改变社会环境，才能有

效防治高血压和心血管病，主要是让人人享有健康

的生活环境。

记者：您曾提出，医生要“从疾病治疗到疾病管理”，这句话该怎么

理解？

林曙光教授：治疗疾病是远远不够的。疾病管理必须包含人群的风险

识别、循证医学诊疗、病人自我管理、过程与结果的预测和管理等。

疾病管理通过改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详细的管理计划，以

循证医学方法为基础，对于疾病相关服务提出各种针对性的建议、策

略来改善病情或预防病情加重，并在临床和经济结果评价的基础上，

力争达到不断改善目标人群健康的目的。制定支持医生和病人交流的

合作模式。对病人进行医疗知识教育，帮助病人改变生活方式。对医

疗过程和结果进行持续评估。疾病管理将填补医疗服务当中的空白和

不足，通过加强医患的沟通，提高患者的医疗知识，改变患者的生活

方式来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病的蔓延。

胡大一教授近些年提出的在中国应大力开展的心脏康复结合二级预防

的服务模式，就是一种疾病管理模式，也包括患者疾病自我管理能力

培训，生活方式改变指导、循证用药，生活质量评估与改善和恢复力

所能及的工作等。

疾病管理为医疗服务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一方面，可提供服务来填补

现有医疗体制的空白，从而提高医疗质量；另一方面，强调通过教育

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来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发展，虽然

在短期内增加了投入，但是却降低了长期的治疗慢性病的费用。

疾病管理不以单个病例或其单次就诊事件为中心，而关注个体或

群体连续性的健康状况与生活质量。

在欧美国家，疾病管理目前是一项医疗服务，我国可以进行积极的探

索。确实，医生每天都要面对大量患者，每位患者诊疗时间只有几分

钟。一方面要望闻问切写病历开处方，另一方面又要应对患者的各种

问题，实难两全。但如果患者不能充分了解自身病症，不能获得足够

的知识，依顺性等问题也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我国的医疗服务一方

面积极探索疾病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医生不仅要治疗疾病，也要努

力管理心血管患者，强调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有效减少疾病危险因

素，减少用药，控制医疗保健成本，节约社会卫生资源。

我认为，作为一名医生，在心血

管病防治方面，尤其需要转化视

角，不能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

的是管理疾病。

一级预防远远不够，提高整个人群的心血管健康是终极

目标，使整个社会远离危险因素的“流行”才是根本，

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肯定是“越早越好”。

下转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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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宇清：从 FEVER 研究看高血压防治策略转型的必要性

FEVER 研究是一项的随机、双盲、安慰

剂对照研究，共入选中国受试者 9711 例。

所有患者均合并一项或以上的心血管危

险因素或心血管病史。其结果显示，与小

剂量氢氯噻嗪 + 安慰剂治疗（普通降压

治疗）相比，小剂量氢氯噻嗪联合小剂

量非洛地平治疗（强化降压治疗）显著

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25%~35%），两组

受试者的平均收缩压分别降至 142 mmHg

和 138 mmHg。

此后进行的一项 FEVER 研究亚组分析根

据性别、收缩压水平、年龄、吸烟状态、

血浆总胆固醇水平、是否合并左室肥厚、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和糖尿病，有无心血

管病史将 FEVER 研究中的受试者进行分

组。研究主要终点为首次脑卒中发生的时

间，次要终点为首次心血管事件、心脏事

件、全因死亡、心血管病死亡发生的时间。

研究 结果显示，强化降压组和普通降压

组受试者的平均收缩压分别 <140 mmHg

和 >140 mmHg。在强化降压治疗组中，

对于低危患者（无合并症），脑卒中事

件风险显著下降 39%。此外，心血管事件

和全因死亡风险均显著降低（29%~47%，

P=0.02 或 <0.001）。平均随访 40 个月间，

在每 100 例无合并症、老年或Ⅰ级高血压

患者中，平均收缩压下降 4mmHg 即能依

次防止 1.6、1.1 和 3.8 例脑卒中事件，以

及 2.1、1.6 和 5.2 例心血管事件发生。相

反，对于那些高危患者（合并心血管疾

病或糖尿病），虽然强化降压仍显示获益，

但获益程度远低于低危人群，脑卒中仅

降低 16%。

FEVER 研究第一次在国际上证明收缩压

降低至 138mmHg 比更高的血压控制患

者明显获益。这项研究的主要结果直接

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上一系列高

血压防治指南策略的制定。

同时，与国际上近期完成的一系列抗高血

压治疗研究一致，FEVER 研究显示低危

的患者的治疗获益更大，而高危患获益较

小，提示着高血压治疗中的“天花板效应”，

即对于处于心血管事件链末端的那些高危

患者的降压治疗获益相对较小，特别强调

高血压的治疗应及早开始。

在高血压防治策略中我们既往一直重视的

是高危人群，即对那些有并发症的患者进

行包括控制血压在内的全面的危险因素综

合干预，这些患者往往是目前医院高血压

病房或中心管理的人群，对于相对低危的

患者重视程度和干预力度都非常有限，导

致这些患者病情进展，进入到高危状态。

而未能有效地早期积极干预高血压患者也

直接导致我国高血压主要并发症即脑卒中

和心肌梗死等的发病率持高不下，社会和

个人的经济负担持续加重。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加强对于高血

压早期低危患者的检出和干预策略显得

尤为重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更需重

视“低危”患者的潜在的靶器官损害检

出、积极有效干预和全面危险因素管理。

其中的重点内容主要涉及需要非常专业

化的操作。因此也非常需要整合现有医

疗资源，强化疾病管理体系，加强高血

压专科队伍建设，由目前仅重视高危人

群的策略，转变到重视潜在高危人群的

策略，进而有效提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的防控水平。现阶段，可借鉴发达国家

经验，适应转化医学的时代要求，以大

医院为骨干，与社区相结合，建立新型

的高血压中心，即高血压的研究、治疗、

预防及研究的综合体，涉及到社区、门诊、

病房患者的管理，同时包括临床、基础

和流行病学研究。以高血压为切入点，

全面进行心血管危险因素干预，从而降

低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负担。

2010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南指出，高血压是一种“心

血管综合征”。特别强调应

根据心血管总体风险，决定

治疗措施，应关注对多种心

血管危险因素的综合干预。

这其中的重要理念即提示高

血压治疗的重点已经开始发

生转移。而提出此理念的重

要理论基础与包括我国的

FEVER 研究在内的一系列

大规模抗高血压临床试验的

结果有重要关系。

张宇清教授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VIEWPOINT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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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伟：职场成高血压防治死角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控制高血压

是心血管病防治的切入点。新医改已

经将高血压纳入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范畴。

客观分析高血压防治形势，是高血压防治

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科学预测和准确

评估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知晓率、治疗

率及控制率，对政府科学决策和制定恰当

的策略及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高血压三率不理想

1959、1981、1991 和 2002 年全国四次高血

压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

持续增加。2012 年 15 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

患病率为 24%，高血压现患 2.6 亿。

2009 年新医改推出以来，高血压防治由专

家的防治项目转变为政府主导的社区高血

压管理，这是里程碑式的转变。在政府主

导下，我国高血压管理纳入社区公共卫生

服务包中 , 在短短 2 年半时间，全国已管

理高血压患者 6613 万人，占高血压总人数

的 1/4。

我国人群高血压知晓率不高是导致治疗率

和控制率低的主要原因。1991、2002、2012

年我国人群高血压知晓率分别为 26%，30%

和 35%（推算），平均每年增加 0.5 个百分点。

人群治疗率分别为 12%、24% 和 30%，平均

每年增加 0.9 个百分点。控制率分别 2%、6%

和 10%，平均每年增加 0.4 个百分点。

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处于稳定期或下降期，

即高血压新增加的人数变化不太大或减少

的情况下，或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全面的防

控政策或科学的策略；大多数高血压患

者知晓自己患高血压且愿意配合医生治

疗 ; 广大基层医生高血压的防治技能明显

提高及合理使用防治方案的前提下，我

国高血压的治疗率及控制率才可能有较

大幅度的提高。

改善高血压三率的措施

首先，对成年人每 2 年要测量 1 次血压，将

隐藏在正常人群中的高血压患者检测出来，

让患者知晓自己的高血压。当前，我国高血

压治疗率提高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知晓率不

高。即不知道自己患高血压，无法涉及治疗

率。其次，对检出来的全部高血压患者进行

基本管理，对具备基本条件的尽可能进行规

范化管理。好钢用到刀刃上，尤其要加强对

心血管高危患者的随访管理，每 1 ～ 2 个月

至少随访 1 次。因为高危患者发生脑卒中或

心肌梗死的危险性比一般高血压患者要高出

1 倍。第三，合理治疗高血压是提高血压控

制率的关键。高血压治疗包括非药物和药

物治疗。

总之， 要客观分析我国高血压的流行趋势，

分析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

当前高血压的防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开展

人群血压的测量，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

逐步将全部高血压患者管理起来，应用适

宜技术干预治疗，包括非药物和药物治疗，

提高高血压治疗率；合理使用降压药，稳步

提高血压控制率。降压治疗要达标，一般

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目标是小于 140/90 mm 

Hg。坚持数年或更长时间，有望减少高血

压患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死亡率。

               王文：
　　　　我国高血压防治
　　　　的变迁与迈进

我国高血压治疗率

提高缓慢的主要原

因是知晓率不高。

即不知道自己患高

血压，无法涉及治

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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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一族，是社会的生力军，家庭的

顶梁柱。可现代社会，很多上班族

的身体却频繁响起健康警报。

35 岁的刘先生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平

时工作繁忙，应酬也不少，基本上连轴

转，很少有锻炼身体、放松休息的机会。

去年底，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一直自认

为身体不错的他却被查出高血压，血压达

到 170/120 毫米汞柱。

“近几年，年轻人高血压发病率一直逐年

增高，上升很明显。”卫生部心血管病防

治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教授陈伟伟表示担忧。

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加入高血压队伍，这一曾是老年人专属的

疾病已经开始“年轻化”。

陈伟伟他们对北京市 73 家单位，近 3 万名 18 岁—65 岁的职

业人群进行了健康调研，结果发现，在平均年龄 40 岁左右的

上班族中，高血压患病率为 28.7%，远高于 18.8% 的全国平均

水平。如今的中青年人普遍工作、生活节奏紧张，精神压力大，

无法得到及时排解。加上多数上班族饭局、应酬不断，吸烟

喝酒是常事。还有一部分人，生活饮食极不规律，熬夜、运

动量不足、饮食中盐含量过高等，种种因

素为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埋下了祸根。

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年轻人仗着平时身强体

壮，很少去医院看病，对自己是否患高血压

并不知晓。即便出现不适，多数人也以为是

工作太累，很少想到去检查治疗。即使有人

看过医生配了药，通常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吃个一两天，血压降下来了就擅自停药。

这种“不愿查、不愿治、不愿用药”的现状，

使职场成为心血管病的一个治疗死角，高血

压心脏病、心肌梗死、高血压肾病、脑卒中

等并发症也纷纷找上门来。

“年轻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不完全相同，有

些人甚至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定期体检非常有必要，”陈

伟伟强调。如果经常头晕、头痛、心悸，或者体力活动后感

觉身体透支、胸闷气短等，就应该引起重视。

陈教授提醒，压力越大越要劳逸结合，保持心情开朗；多利用

散步、做家务等机会锻炼身体；同时注意低盐低脂饮食、戒烟

限酒等。此外，利用体检、看病等机会测量血压非常重要，能

尽早发现问题。对知识水平普遍较高的现代职场人来说，只要

积极开展家庭自测血压，及时发现和控制血压并不是难事。

             陈伟伟：职场成高血压防治死角

陈伟伟教授

记者：怎样做好全民健康理念的转化工作？

林曙光教授：第一，心血管疾病预防要汇集国内外的专家共

同探索中国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发展的趋势，由

此调整我们未来疾病防治的策略，将防治战线“下移”到基

层社区，这也是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关于提升基层社区

心血管疾病防治工作的有力响应。

第二，从源头上探讨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有针对性

的控制疾病的发生。我国心血管流行病学在不同疾病上存有

一定差别，针对我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的趋势去探索疾病不同

发生的机制，将有助于从源头去遏制疾病的发生或恶化。

第三，强调基层医生的培训。我们将传递给基层医生心血

管病防治的一些策略和成熟经验，以提升社区心血管防治

的水平。

第四，创新临床诊疗技术，提升解决关键问题的治疗水平。

把新技术、新方法通过会议把新技术传递给代表，提高各地

的医疗水平的平衡。

第五，通过临床实践拓展和推广临床治疗的标准。制定的各

种治疗的临床路径、治疗标准，通过会议将技术或经验推广

到全国，提升全国诊治心血管疾病的整体水平和综合能力。

上接第 10 版

VIEWPOINT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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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betes Res Clin Pract. 2013 年 3 月 18

日在线版

来源

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糖尿病地图小组近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1 年，全球因糖尿病死亡的人数将近

460 万，占总死亡人数的 8.2%。

该报告还表明，除了非洲（6.1%），20~79 岁年龄组

中 10% 以上的死亡病例归因于糖尿病，其中西太平

洋地区的比例最高，占 15.3%。中国、印度、俄罗斯

和美国的糖尿病死亡人数位列全球前四位，分别有

113.2 万例、98.3 万例、21.7 万例和 18 万例，中国的

糖尿病死亡人数约占全球的 1/4。报告显示，女性中

糖尿病死亡人数多于男性。

作者指出，与某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逐渐下降的趋势不同，全球糖尿病患病率逐渐升高。

与 2010 年数据相比，2011 年全球糖尿病死亡人数增

长 15.9%，这主要与西太平洋地区的糖尿病患病率升

高有关，该地区的糖尿病死亡人数增长了 59%，这与

中国迅速增加的糖尿病患者关联紧密。

我国每年因糖尿病死亡者

已超百万
中国

印度

美国

巴西

俄罗斯

墨西哥

印尼

埃及

日本

巴基斯坦

百万

图　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前十位的国家

图　糖尿病地图小组公布的因糖尿病死亡的人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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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膳食指南，正式建议

将成年人食盐最高摄入量由 6 g/d 下调至 5 g/d（相当于钠

摄入量 2 g/d），钾最低摄入量为 3.51 g/d（90 mmol/d）。

2 岁以上儿童膳食中钠和钾的摄入量应根据其能量需求适

当下调。

WHO 指出，血钠水平升高或血钾水平降低者罹患高血压、

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高于普通人群。然而，大多数人钠

摄入量过多，而钾摄入量不足。目前，很多加工食品含钠

量很高，包括面包（每 100 g 含钠 250 mg）、加工肉类（每

100 g 熏肉含钠 1.5 g）、零食（饼干、奶酪泡芙和爆米花等，

每 100 g 含钠 1.5 g）、调味品（每 100 g 酱油含钠 7 g，每

100 g 肉汤或复合型调味品含钠 20 g）。

证据表明，减少膳食中钠摄入量可显著降低血压，从而间

接降低脑卒中和心脏病风险。一项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与钠摄入量 >2 g/d 者相比，钠摄入量 <2 g/d 者的收缩压

降低 3.47 mm Hg，舒张压降低 1.81 mm Hg。WHO 指出，

血压升高是全球死亡的重要原因，约 13% 的死亡归因于高 WHO 官方网站来源

5 克

世界卫生组织更新膳食指南

成人每天吃盐不应超过

血压。因此，即便血压仅降低数 mm Hg，从公共卫生的角

度来看，获益巨大。

钾对血压的影响与钠恰好相反，因此降低血压、预防心脑血

管疾病的另一膳食举措是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WHO 在

指南中指出，研究结果显示，成年人每日钾摄入量为 90~120 

mmol 时，血钾对血压的影响最大，收缩压和舒张压可分别

降低 7.16 mm Hg 和 4.01 mm Hg。富含钾的食物包括：扁

豆和豌豆（每 100 g 含钾 1.3 g）、坚果（每 100 g 含钾 600 

mg）、蔬菜（例如菠菜、白菜和香菜，每 100 g 含钾 550 

mg）和水果（例如香蕉、木瓜和枣，每 100 g 含 300 mg）。

然而，加工后上述食物中的含钾量会明显减少。

NEWS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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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ingham 心脏研究的最新分析结果表明，糖尿病患者在确

诊 30 年前，心血管病（CVD）危险因素（ 包括高血压、高

LDL-C 血症、低 HDL-C 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和肥胖）负

担即已加重。研究者认为，糖尿病高危个体一生都需要 CVD 

危险因素筛查和干预。

研究入选 Framingham 心脏研究后代队列中 525 例无 CVD 的

糖尿病患者及 1049 例对照受试者，评估糖尿病确诊时及 10 年、

20 年和 30 年前两组受试者中 CVD 危险因素合并情况。

结果显示，与无糖尿病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在确诊 30 年前

的 高 血 压（OR=2.2）、 高 LDL-C 血 症（OR=1.5）、 低

HDL-C 血症（OR=2.1）、高甘油三酯血症（OR=1.7）和肥

胖（OR=3.3）负担即已明显加重。即便在进一步校正体质指

数后，高血压（OR=1.9）和低 HDL-C 血症（OR=1.7）的负

担仍显著升高。

美国流行病学和预防 / 营养、运动

和代谢 2013 年科学会议（摘要号

017 和 028）

来源

两项在美国流行病学和预防 / 营养、运动和代谢 2013 年科学会议上公布的研究提示，

2010 年，全球大多数成年人的钠摄入量是指南推荐最大量的 2 倍之多，230 万人因摄入

过多食盐死于心血管疾病。我国食盐相关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比例最高位

列前三，达 20%。

两项研究均来自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第一项研究覆盖全球 187 个国家，结果表明，

2010 年全球成年人日均钠摄入量为 3950 mg，是世界卫生组织（2000 mg）和美国心脏学会

（1500 mg）推荐最大摄入量的 2 倍左右。第二项研究涉及 66 个国家，结果显示，2010 年，

因食盐摄入过多导致全球 230 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其中 42.1% 死于冠心病，41.0% 死于脑

卒中，16.9% 死于其他心血管疾病。在中低收入国家，4/5 的死亡为食盐相关心血管疾病死亡；

在女性中，四成死亡为食盐相关心血管疾病死亡；在 69 岁以下人群中，食盐相关心血管疾

病死亡占所有死亡病例的 1/3。受高盐摄入量的影响，死亡率最高的前三个国家为乌克兰、

俄罗斯和埃及，依次为 2109 例 / 百万人、1803 例 / 百万人和 836 例 / 百万人；食盐相关心

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为菲律宾、缅甸和中国，均高达 20%。

研究者指出， 仅 6 个国家的钠摄入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119 个国家的成年人日均钠摄

入量超过 3000 mg。在中亚地区，日均钠摄入量高达 5500 mg，亚太地区高收入国家日均钠摄

入量也高达 5000 mg，东亚地区日均钠摄入量为 4800 mg。因此，限盐运动势在必行，是世界

各国的首要任务。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者得出的最佳钠摄入量为 1000mg/d，即食盐摄入量

为 2.5 g/d。

我国因摄盐过多死亡人数列全球前三
每日最佳摄盐量 2.5 克

·链接·

在本次大会上公布的另一

项研究表明，美国近 75%

的婴幼儿包装食品和咸味

小吃中含钠量较高，含钠

量高定义为一份食品含钠

量 高 于 210 mg（ 摘 要 号

P253）。在该研究中，有

的幼儿食品中含钠量甚至

高达630 mg/份。专家指出，

幼儿长期摄入高盐食品可

致血压升高，长期健康隐

患较大。

Diabetes Care.2013;36:1590来源

糖尿病确诊 30 年前心血管风险已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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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达 318 例；日本是含糖饮料人

均摄入量最低的国家之一，因摄入

过多含糖饮料死亡的人数最少，每

百万成年人死亡 10 例。2010 年，含

糖饮料导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3.8 万人死于糖尿病，导致东欧和欧

亚中部地区 1.1 万人死于心血管疾

病，导致美国 2.5 万人死亡。

美 国 心 脏 学 会 发 言 人 Rachel K 

Johnson 指出，已有证据确定了含糖

饮料与体重过度增加之间的关系，

新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体重过度增长

增加慢性疾病死亡风险。美国心脏

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周含糖饮料摄

入量不应超过 36 盎司。2012 年，美

国心脏学会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在联

合声明中指出，非营养性人工甜味

剂有助于减少日常添加糖的摄入量。

摄入 250~750 ml 红牛可致收缩压升高

3.5 mm Hg，QT 间期延长 10 ms。

美 国 太 平 洋 大 学 Sachin Shah 报 告 的 一 项 小 型

Meta 分析表明，经常摄入功能饮料（例如红牛）可

致收缩压升高和 QT 间期延长。

该 Meta 分析纳入 7 项相关观察性研究，其中 3 项研究

包括 93 例有 QT/QTc 数据的受试者，6 项研

究涉及血压数据，所有研究评估了功能饮料

对心率的影响。受试者大多为健康年轻人，在

摄入 1~3 罐功能饮料（以红牛为主，还有 Full 

Throttle 和 Meltdown RTD）前后接受血压和心

电图检测。研究者指出，一罐 8.4 盎司的红牛含

有 80 mg 咖啡因，而 1 罐 12 盎司的可乐和一杯咖

啡中含有的咖啡因分别为 35 mg 和 100 mg。

研究者发现，受试者摄入功能饮料后，收缩压平均升

高 3.5 mm Hg。“若每日都摄入功能饮料，收缩压会明

显升高”，研究者指出，功能饮料对不经常喝咖啡者的

血压影响更大。此外， 功能饮料致受试者 QT 间期延长

10 ms，但对舒张压和心率无显著影响。

Shah 和美国心脏学会发言人 Gordon F Tomaselli 均指

出，功能饮料在老年或潜在心血管疾病人群中的心脏

不良反应风险可能更大。

含糖饮料和

功能饮料是

隐形杀手
全球每年 18 万例死亡与
含糖饮料有关，功能饮料
可致血压升高和 QT 间期
延长

在美国流行病学和预防 / 营养、运动和代谢

2013 年科学会议上，饮料可谓是“摊上大事儿

了”：含糖饮料致全球每年 18 万人死亡；功能

饮料又升高血压和延长 QT 间期。不得不感叹，

饮料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2010 年， 含糖饮料致全球 18 万人死亡，包括

13.2 万例糖尿病死亡、4.4 万例心血管疾病死亡

和 6000 例癌症死亡。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Gitanjali Singh 报

告的一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摄入大量含

糖饮料可促使体重增加，从而增加与体质指数

（BMI）相关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死

亡风险。Singh 指出，2010 年，含糖软饮料、果

汁和运动饮料导致全球 18 万人死亡，包括 13.2 

万例糖尿病死亡、4.4 万例心血管疾病死亡和

美国流行病学和预防 / 营养、
运动和代谢 2013 年科学会议

来源

6000 例癌症死亡。

Singh 表示，含糖饮料导致的死亡人数相当惊人，

其中 3/4 是与 BMI 相关的糖尿病死亡病例。也

就是说，限制摄入含糖饮料是预防糖尿病死亡

的重要途径。研究者指出，含糖饮料是慢性疾

病可预防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该研究是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搜

集了 114 个国家的饮食调查数据，这代表了全球

60% 以上的人口。根据大型前瞻

性队列研究数据，研究者评估了

含糖饮料摄入量对BMI 的影响，

并进一步评估 BMI 增加对心血

管疾病、糖尿病和肥胖相关癌症

（包括乳腺癌、子宫癌、食管癌、

膀胱癌、结直肠癌、肾癌和胰腺

癌）的影响。研究者再利用世界卫

生组织数据，计算出各年龄段人群

中 BMI 相关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和癌症死亡人数。

结果显示，各国的含糖饮料平均摄入量

存在很大差异，中国老年女性摄入量最低

（8 盎司 /d，1 盎司 =29.57 ml），古巴年

轻男性摄入量最高（40 盎司 /d）。在低中

收入国家中，78% 的死亡与摄入过多含糖

饮料有关。墨西哥是全球含糖饮料人均摄

入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与含糖饮料相关

的死亡人数最多，每百万成年人中死亡

NEWS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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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糖尿病年会（ADA）发布新的临床实践指南，建议将

伴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的收缩压控制目标放宽为 <140 mmHg。此

外，新指南强调，接受胰岛素强化治疗的患者应加强自我血糖监测。

新指南主要的变化之一，是将糖尿病患者的收缩压控制目标

从 130 mmHg 放宽至 140 mmHg，舒张压控制目标仍为 80 

mmHg。专家组的这一建议来源于一项 Meta 分析。该 Meta

分析表明，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与标准降压策略相比，强

化降压策略尽管可小幅降低卒中风险，但对死亡和心肌梗死

风险无明显影响，反而增加低血压和其他不良事件风险。专

家指出，之前的降压目标（<130 mmHg）并不是来自随机对

照研究，而是根据观察性研究所得。指南指出，较低的血压

控制目标（例如 130 mmHg）可能适合于相对年轻的糖尿病

患者。专家强调，放宽糖尿病患者的降压目标并不意味着血

压控制不重要。

新 指 南 另 一 主 要

更 新 点 在 于 强 调

自 我 血 糖 监 测 的

个 体 化。 既 往 指

南 建 议， 每 日 多

次 应 用 胰 岛 素 或

接 受 胰 岛 素 泵 治

疗 的 糖 尿 病 患 者

进行自我血糖监测的次数应≥ 3 次 /d。新指南建议，接受胰岛

素强化治疗的患者至少应在三餐前检测血糖；餐后、睡前、运

动或开车前、怀疑低血糖以及检验降糖效果时也可随机检测血

糖。对于应用基础胰岛素或非胰岛素降糖方案的 2 型糖尿病患

者，自我血糖监测仍十分重要。在新指南中，专家还建议糖尿

病患者接种乙肝疫苗。

美国更新糖尿病治疗指南

糖尿病患者收缩压控制目标改为＜ 140	mmHg

Diabetes Care.2013,36:S1来源

hypertension. 2013;61:578来源

既往研究表明，短期环境污染暴露可导致血压升高

及高血压发生风险增加。来自我国东北的一项最新研究

再次证实，长期空气污染暴露可促使男性血压升高。

该研究纳入东北 3 省 11 个地区 24,845 受试者，以该

区域 3 年平均空气质量为基准，涵盖了 PM10、SO2、NO2

和 O3 四个常见的空气质量指标，评估空气污染与血压之

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浓度 PM10 浓度每升高 19μg/m3，高

血压发生风险增加 1.12 倍；SO2 浓度每增加 20μg/m3，高

血压风险升高 1.11 倍，而 O3 浓度每增加 22μg/m3，高血

压风险升高 1.13 倍。人群分析表明，以上污染物指标若按

上述幅度升高，平均收缩压将升高 0.73~0.87 mmHg，平均

舒张压将升高 0.31~0.37 mmHg。研究者发现，仅男性中存

在空气污染物水平与血压之间的关联。

长期空气污染可促使我国男性血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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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五种类型的冠心病患者，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第

5 型患者的死亡风险最高。实则不然，第 2 型患者—体质

指数（BMI）正常但是“大肚腩”的患者其死亡风险最高，

是第 5 型患者的 1.27 倍。美国 Mayo 医院的 Thais Coutinho

博士等发现了这一现象。

Coutinho 等对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共纳入了 3 个

国家 5 项研究中的 15,547 例冠心病患者，平均年龄 66 岁，

55% 为男性。根据腰围或腰臀比对患者死亡风险进行评

估。排除了 BMI<18.5 kg/m2 的患者。在平均 4.7 年随访

中共有 4,699 例死亡。正常体重但腹型肥胖的患者远期

生存率最低。

研究者强调，我们需要更加注意脂肪的分布而非脂

肪总量。腹型肥胖提示有更多的内脏脂肪，而内脏脂肪

与高血压、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相关。脂肪堆积在臀部、

腿部者可能更健康，其因冠心病死亡的风险降低。因此，

医生在评估冠心病患者的死亡风险时不应只关注 BMI，

而应当同时关注 BMI 和腹型肥胖。

“看起来不胖，只是肚子胖了”，此型肥胖是我国患

者肥胖的常见类型，Coutinho 等的研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对此应引起医生和患者的重视。

JACC. 2013;61:553来源

争鸣：肚子大但体重正常者风险最高

图 1 人的不同体型

体重、腰围均正常  体重正常、腰粗 超重、腰围正常 肥胖、腰围正常 肥胖、腰围大

中国国家糖尿病和代谢紊乱研究组近期公布的数据表明，在我

国成年人中，腹型肥胖、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依次为 27.1%、

31.4% 和 12.2%。与腰围（WC）和体质指数（BMI）相比， 两

指标联合应用能更好地评估心脏代谢疾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

该研究于 2007-2008 年入选我国具有代表性的 46 024 例年龄≥ 

20 岁的受试者。根据中国指南制定联合委员会和中国肥胖工作

组标准，我国成年人中分别有 27.1%、31.4% 和 12.2% 为腹型肥

胖、超重和肥胖者（表 1）。校正潜在混淆因素后，我国成年

人的 WC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发生糖尿病或糖尿病 + 血脂代谢

异常的风险分别是 BMI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时的 1.7 倍和 2.2 倍；

然而，与 WC 相比，BMI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对高血压或高血压

+ 血脂代谢异常的影响更大，分别增加 2.3 倍和 1.7 倍。研究显

示，WC 与 BMI 指标联合应用对心脏代谢疾病风险的评估价值

明显高于最高数值WC 和BMI，对糖尿病（校正OR依次为2.19、

1.88 和 1.12）、高血压（校正 OR 依次为 5.70、1.51 和 1.69）

和血脂代谢异常（校正 OR 依次为 3.73、2.16 和 1.33）来说均

如此。WC 和 BMI 联用更容易辨别 WC 和 BMI 数值较低者的

心血管疾病风险。

我国近三成成年人腹型肥胖

PLoS One.2013,8:e57319来源

人群 腹型肥胖 超重 肥胖　 

全体 27.1% 31.4% 12.2%

男性 29.0% 33.7% 13.7%

女性 25.2% 29.2% 10.7%

糖尿病患者 45.4% 41.0% 24.3%

高血压患者  44.4% 39.4% 26.0%

城市居民 30.0% 34.4% 13.2%

农村居民 24.7% 28.9% 11.3%

表 1	我国成年人中腹型肥胖、超重和肥胖者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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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 Laura Rasmussen-Torvik 等公布的社区

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提示，遵循美国心脏学会（AHA）提出的 7 

项心血管健康指标有助于降低癌症发生率。研究者认为，AHA 应加

力度号召肿瘤领域专家协助践行 AHA 2020 目标，以减轻慢病负担。

2010 年，AHA 战略规划工作小组目标和标准委员会公布美国促进心

血管健康和减少疾病 2020 战略目标： 到 2020 年，全民心血管健康

改善 20%，心血管疾病和脑卒中死亡率降低 20%。为了达到这一目

标，AHA 同时提出理想心血管健康策略， 包括 7 项指标： 不吸烟

或戒烟 >12 个月、体质指数 <25 kg/m2、每周至少 75 min 强烈运动、

健康膳食达到 4~5 项、非治疗状态下总胆固醇 <200 mg/dl、血压

<120/80 mmHg、空腹血糖水平<100 mg/dl（Circulation.2010,121:586）。

在该研究中，13 253 例基线年龄为 45~64 岁的受试者接受长达 17~19 

年随访， 随访期间共确诊 2880 例癌症病例，其中肺癌 418 例，结

直肠癌 322 例，前列腺癌 613 例，乳腺癌 526 例。大多数受试者达

到 2~3 项健康指标，全部达标者仅 0.1%。

分析结果显示，基线心血管健康指标达标项数与癌症发生率呈明显

的等级负相关关系，即健康指标达标项数越多，癌症发生率越低。

与 7 项心血管健康指标均未达标者相比，基线达到 3 个或 6~7 个心

血管健康指标的受试者患癌风险分别降低 25% 和 51%（表 1）。

众所周知，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最主要的共同危险因素，吸烟

与肺癌关系密切。然而，将戒烟标准剔除后，与健康指标均不达标

者相比，达到 3 个或 5~6 个标准的受试者罹患癌症的风险仍能分别

降低 2% 和 25%。就单个癌症来说，达到心血管健康指标项数较多者

罹患肺癌、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风险均呈下降趋势。

Circulation.2013;127:1270来源

保持心脏健康亦有助防癌
达到 3 个或 6~7 个心血管健康指标者患癌风险
分别降低 1/4 和 1/2

研究者观点

尽管某些理想心血管健康

指标并非是预防癌症的最

佳策略，例如戒烟仅要求

12 个月以上以及保持相对

较低的体重。然而，该研

究表明，遵循理想心血管

健康标准不仅有助于降低

心血管和死亡风险，还能

降低癌症发生风险。同样，

近期美国癌症学会发表的

一项报告也表明，遵循美

国癌症学会指南也能降低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

达标项数 受试者所占比例 癌症发生率 HR
0 个 2.8% 17.3/ 千人年 参考组
1 个 15.7% 14.3/ 千人年 0.79
2 个 25.9% 14.3/ 千人年 0.79
3 个 26.3% 13.4/ 千人年 0.74
4 个 17.8% 12.3/ 千人年 0.67
5 个  8.8% 11.3/ 千人年 0.61
6~7 个 2.7% 9.0/ 千人年 0.49

表 1	心血管健康指标达标项数与癌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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