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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新生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现状及其与高尿酸血症的关系ꎬ为高校高血压早期预防和控制

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对江汉大学 ４ ３３３ 名入学新生进行血压及血尿酸测定ꎬ比较不同性

别大学新生正常高值血压及高血压患病率ꎬ分析高尿酸血症与血压的关系ꎮ 结果　 大学新生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患病率

分别为 ３２.４０％和 ３.２１％ꎬ男生患病率(４９.７３％ꎬ５.６２％)均明显高于女生(１７.１４％ꎬ１.０９％)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

为 ５２２.９９５ꎬ７１.４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高尿酸血症组正常高值血压及高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血尿酸正常组(Ｐ 值均<０.０１)ꎻ正
常血压组、正常高值血压组及高血压组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分别为 ３.１２％ꎬ１４.６７％和 ４６.７６％ 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结论　 高尿酸血症与血压偏高的发生密切相关ꎬ监测和控制血尿酸水平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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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一种临床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ꎬ不
但可引起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损害ꎬ而且高血压所

致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已成为我国居民死亡的首位

原因[１] ꎮ 高血压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ꎬ在血压升高

的早期就已存在靶器官损害的改变[２] ꎮ 大量临床及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ꎬ高尿酸血症是多种心血管疾病发

病和死亡的重要影响因素[３] ꎮ 随着人民物质条件的

丰富及饮食结构的改变ꎬ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患者呈

现年轻化并有上升趋势[４] ꎮ 目前研究发现ꎬ高尿酸血

症与中老年高血压相关联[５] ꎮ 笔者通过对 ４ ３３３ 名大

学新生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及高尿酸血症患病率的

调查分析ꎬ剖析大学生群体高尿酸血症与血压升高的

内在联系ꎬ为高校高血压早期预防和控制提供科学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ꎬ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在江

汉大学医院进行入学健康体检的 ４ ３３３ 名江汉大学新

生为对象ꎬ其中男生 ２ ０２９ 名ꎬ女生 ２ ３０４ 名ꎬ年龄 １８ ~
２２ 岁ꎬ平均(１９.１２±２.１７)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血压测量　 测量前安静休息 １５ ｍｉｎ 以上ꎬ取坐

位ꎬ用汞柱血压计测量右上臂肱动脉血压ꎬ重复测量 ３
次ꎬ２ 次间隔时间 ２ ｍｉｎ 以上ꎬ取平均值ꎮ 按“中国高

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 [６] 标准分类:正常血压指收缩

压<１２０ ｍｍＨｇ 和舒张压<８０ ｍｍＨｇꎻ正常高值血压指

１２０ ｍｍＨｇ≤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Ｈｇ 或 ８０ ｍｍＨｇ≤舒张压

<９０ ｍｍＨｇꎻ高血压指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Ｈｇ 或舒张压≥
９０ ｍｍＨｇꎮ
１.２.２　 血尿酸测定　 禁食 １２ ｈ 后ꎬ于 ８:００—９:３０ 采

集肘静脉血 ３ ｍＬꎬ采用迈瑞 ＢＳ￣３８０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以尿酸酶－过氧化物酶法测定血尿酸水平ꎬ以男性>
４２０ μｍｏｌ / Ｌꎬ女性>３５０ μｍｏｌ / Ｌ 为高尿酸血症的诊断
标准[７]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ꎬ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新生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及高尿酸血

症患病率比较　 ４ ３３３ 例受检者中正常高值血压患者

１ ４０４ 人(３２.４０％)ꎬ其中男生患病率为 ４９.７３％ꎬ女生

为 １７.１４％ꎻ高血压患病率为 ３.２１％ꎬ男生为 ５.６２％ꎬ女
生为 １.０９％ꎻ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 ８.２６％ꎬ男、女生患

病率分别为 １４.４９％和 ２.７８％ꎮ 男生各项患病率均高

于女生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１ )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新生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及高尿酸血症检出率比较

性别 人数 正常高值血压 高血压 高尿酸血症
男 ２ ０２９ １ ００９(４９.７３) １１４(５.６２) ２９４(１４.４９)
女 ２ ３０４ ３９５(１７.１４) ２５(１.０９) ６４(２.７８)
合计 ４ ３３３ １ ４０４(３２.４０) １３９(３.２１) ３５８(８.２６)
χ２ 值 ５２２.９９５ ７１.４１２ １９５.２５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不同血尿酸组血压状况比较　 高尿酸血症组正

常高值血压及高血压检出率分别为 ５７. ５４％ ( ２０６ /
３５８)ꎬ１８.１６(６５ / ３５８)ꎬ血尿酸正常组分别为 ３０. １４％
(１ １９８ / ３ ９７５)ꎬ１.８６％(７４ / ３ ９７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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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２.５９９ꎬ２８０.８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不同血压组新生高尿酸血症患病率比较　 正常

血压组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 ３.１２％(８７ / ２ ７９０)ꎬ正常

高值血压组为 １４. ６７％ ( ２０６ / １ ４０４ )ꎬ 高血压组为

４６.７６％(６５ / １３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４５.３５０ꎬＰ
<０.０１)ꎮ

３　 讨论
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ꎬ近年来发

病率逐年增长ꎬ高血压导致的心血管疾病是目前我国

居民病死和致残的重要病因[８] ꎬ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

造成了极大威胁ꎮ 为加强高血压的一级预防ꎬ将心血

管疾病防治重点前移到对危险因素的干预上ꎬ２００３ 年

美国 ＪＮＣ－７ 报告[９]中首次将 １２０ ｍｍＨｇ≤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Ｈｇ 或 ８０ ｍｍＨｇ≤舒张压<９０ ｍｍＨｇ 命名为“高血

压前期”ꎮ 临床研究显示ꎬ血压介于 １２０ ~ １２９ / ８０ ~ ８４
ｍｍＨｇ 和 １３０ ~ １３９ / ８５ ~ ８９ ｍｍＨｇ 之间的人群中ꎬ１０ 年

后发展为高血压患者的概率分别为 ４５％ 和 ６４％ꎬ发生

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比较低水平血压人群增加 １. ８
倍[１０] ꎮ 由此可见ꎬ高血压前期人群是发展为临床高血

压患者的主要来源ꎮ 我国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ꎬ在
２００５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时ꎬ将血压按水平高

低划分为高血压、正常高值和正常血压 ３ 类ꎬ并将该标

准延用至今ꎮ 本调查发现ꎬ４ ３３３ 名大学新生中正常

高值血压患病率 ３２.４０％ꎬ高血压患病率为 ３.２１％ꎬ其
中高血压患病率高于符赵鑫等[１１]的报道结果ꎬ但低于

周建芝等[１２]的结果(４.２７％)ꎻ而正常高值血压检出结

果远高于国内同龄人群调查结果[１３－１４] ꎬ表明当前高校

高血压防治的任务艰巨ꎬ应加强对大学生正常高值血

压群体的关注ꎬ做好此人群的健康宣教及血压的监测

工作ꎮ 此外ꎬ本调查还发现ꎬ无论正常高值血压还是

高血压患病率ꎬ男生均高于女生ꎬ与相关报道一致[１５] ꎮ
高尿酸血症是由于体内血尿酸浓度升高而引起

的慢性代谢性疾病ꎬ近年来ꎬ高尿酸血症与血压的关

系备受关注ꎬ有研究发现ꎬ血尿酸水平每升高 ５９. ５
μｍｏｌ / Ｌꎬ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则增加 ２３％[１６] ꎮ 血清尿

酸水平升高可能通过下调一氧化氮表达和激活肾素－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等作用而导致血管收缩ꎬ同
时尿酸微晶沉积于血管壁ꎬ造成血管壁内皮损伤ꎬ弹
性下降ꎬ外周阻力增加ꎬ促进血压上升ꎻ血压升高又可

致局部组织缺血缺氧ꎬ乳酸生成增加而抑制尿酸的排

泄ꎬ加速近曲小管对尿酸重吸收ꎬ使血尿酸水平增

高[１７－１８] ꎮ 本研究发现ꎬ高尿酸血症组正常高值血压及

高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血尿酸正常组ꎻ血压水平越高

高尿酸血症发生率越高ꎬ正常血压组、正常高值血压

组及高血压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提示大学新生

高尿酸血症与血压升高关系密切ꎬ高尿酸血症可能参

与高血压的形成ꎬ同时血压升高又促进血尿酸升高而

增加高尿酸血症风险[１９] ꎮ
综上所述ꎬ大学新生高血压患病率处于一般水

平ꎬ但正常高值血压人群比例较高ꎬ正常高值血压患

者中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虽未达到高血压患者的水平ꎬ
但与血压正常者相比已有明显增高ꎮ 因此ꎬ应重视在

校大学生高危人群的血压及血尿酸水平监测ꎬ及早发

现正常高值血压及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者ꎬ通过

有效的干预降低高血压发病率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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