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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新生血压水平及其与静息心率(ＲＨＲ)的相关性ꎬ为制定大学生高血压及心血管病早期预防

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对江汉大学 ４ ６５３ 名大学新生进行血压、静息心率测量ꎬ分析

高血压前期检出率及其与 ＲＨＲ 的关系ꎮ 结果　 ＲＨＲ１(ＲＨＲ<６０ 次 / ｍｉｎ)ꎬＲＨＲ２(ＲＨＲ<６０~ １００ 次 / ｍｉｎ)ꎬＲＨＲ３(ＲＨＲ>１００
次 / ｍｉｎ)构成比大学男生分别为 ２.２８％ꎬ９６.３５％和 １.３８％ꎬ大学女生分别为 ２.２８％ꎬ９６.３５％和 １.３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２９ꎬＰ<０.０１)ꎻ大学新生高血压前期检出率为 ４０.０４％ꎬ男生检出率(５９.４６％)高于女生(２３.２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１０.８５ꎬＰ<０.０１)ꎻ男、女生收缩压、舒张压均值和高血压前期检出率均随 ＲＨＲ 增加呈上升趋势ꎬＲＨＲ１ 组、ＲＨＲ２ 组、
ＲＨＲ３ 组男生高血压前期检出率分别为 ３７.３１％ꎬ６０.０３％和 ７０.００％ꎬ女生分别为 ５.１３％ꎬ２３.３９％和 ３５.２９％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９４ꎬ９.５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相关性分析显示ꎬ男生收缩压、舒张压均与 ＲＨＲ 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３ꎬ
０.３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女生 ＲＨＲ 与舒张压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２ꎬ０.１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男生、ＲＨＲ 加快是大学生高血压前

期的危险因素(ＯＲ 值分别为 ５.７０ꎬ３.４３)ꎮ 结论　 大学新生高血压前期的检出率较高ꎬ血压与 ＲＨＲ 呈正相关ꎬ男生和 ＲＨＲ
加快是高血压前期的危险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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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由于遗传因素与多种环境因素相互作

用的一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ꎮ 目前我国成人高血压

患病率为 ２５.２％ꎬ高血压前期检出率为 ３３.６％ꎬ每年新

增高血压患者约 １ ０００ 万ꎬ主要来源于高血压前期人

群[１] ꎮ 高血压前期指收缩压(ＳＢＰ)在 １２０ ~ １３９ ｍｍＨｇ
和(或)舒张压(ＤＢＰ)在 ８０ ~ ８９ 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 ＝ ４.１８
ｋｐａ)ꎬ此标准来自于美国高血压预防、诊断、评价与治

疗委员会第七次会议[２] 及 ２０１０ 年我国高血压病防治

指南[３] ꎮ 近年来高血压发病率及其引起的心血管不

良事件呈增长趋势ꎬ且年轻化ꎬ对高血压进展的预防

已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ꎮ 静息心率( ＲＨＲ)
是心脏活动的主要生理指标之一ꎬ且与血压水平密切

相关ꎬ可预测未来高血压发病率[４] ꎮ ＲＨＲ 加快使未来

心血管相关事件的风险性增加ꎬ可能是高血压、心肌

梗死等心血管病发病率及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５] ꎮ
笔者通过对 ４ ６５３ 名大学新生血压水平与 ＲＨＲ 的回

顾性分析ꎬ探讨大学生群体高血压前期与 ＲＨＲ 的内

在联系ꎬ为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提供科学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ꎬ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在江

汉大学医院进行入学体检的 ４ ６５３ 名新生大学生为研

１８３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第 ３９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９



究对象ꎬ其中男生 ２ １５７ 名ꎬ女生 ２ ４９６ 名ꎻ年龄 １５ ~ ２６
岁ꎬ平均(１８.３４±１.２３)岁ꎮ 排除患有心律失常、影响心

律失常疾病及使用影响心率药物的学生ꎮ
１.２　 方法　 参照 ２０１７ 年中国基层高血压防治指南推

荐的血压测定方法ꎬ受检者在安静环境中休息 ５ ｍｉｎ
后ꎬ取坐位双腿不交叉ꎬ右手放置与左心房等高ꎬ用欧

姆龙 ＨＥＭ－９０６ 型上臂式全自动血压计测量右侧肱动

脉脉搏、收缩压、舒张压ꎬ至少测量 ２ 次ꎬ间隔时间不少

于 ２ ｍｉｎꎬ取 ２ 次读数的平均值ꎬ血压读数精确 １ ｍｍ￣
Ｈｇꎬ静息心率读数精确至 １ 次 / ｍｉｎꎮ 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Ｈｇ
和(或) ＤＢＰ ≥９０ ｍｍＨｇ 为高血压ꎻＳＢＰ 在 １２０ ~ １３９
ｍｍＨｇ 和(或)ＤＢＰ 在 ８０ ~ ８９ ｍｍＨｇ 为高血压前期(正
常高值血压)ꎻＳＢＰ<１２０ ｍｍＨｇ 和 ＤＢＰ<８０ ｍｍＨｇ 理想

血压(正常血压) [６] ꎮ 按 ＲＨＲ 正常范围分为 ＲＨＲ１ 组

( ＲＨＲ < ６０ 次 / ｍｉｎ )ꎬ ＲＨＲ２ 组 ( ６０ ~ １００ 次 / ｍｉｎ )ꎬ
ＲＨＲ３ 组(ＲＨＲ>１００ 次 / ｍｉｎ)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及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进行统计分析ꎬ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ꎬ２ 组之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ꎬ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ꎻ计数资料用百分率或构

成比表示ꎬ不同组间心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ꎻ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 ＲＨＲ 与血压水平之间相关性ꎬ非
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前期的影响因素ꎬ
以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大学新生 ＲＨＲ 比较 　 大学新生 ＲＨＲ
均值为(８０.３６ ± ９.３２)ꎬ男生为(７９.５５ ± ９.９８)ꎬ女生为

(８１.０７±８.６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５.５６ꎬＰ<０.０１)ꎻ
大学男生 ＲＨＲ１ꎬＲＨＲ２ꎬＲＨＲ３ 构成比分别为 ３. １１％
(６７ / ２ １５７)ꎬ ９５. ５０％ ( ２ ０５９ / ２ １５７) 和 １. ３９％ ( ３０ /
２ １５７)ꎬ 女 生 分 别 为 １. ５６％ ( ３９ / ２ ４９６ )ꎬ ９７. ０８％
(２ ４２４ / ２ ４９６)和 １.３６％(３４ / ２ ４９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７.２９ꎬＰ<０.０５) ꎮ
２.２　 不同性别大学新生血压状况比较 　 大学新生

ＳＢＰꎬＤＢＰ 均值为(１１８.００ ± １２.３２) (６９.８６ ± ８.９０) ｍｍ￣
Ｈｇꎬ男生 ＳＢＰꎬＤＢＰ [( １２３. ９１ ± １１. ３２) ( ７１. ５３ ± ９. ２８)
ｍｍＨｇ]均值高于女生[(１１２.９１±１０.７８) (６８.４１±８.３０)
ｍｍＨｇ]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ｔ 值分别为 ３３. ９１ꎬ
１２.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大学新生高血压前期检出率为

４０.０４％(１ ８６３ / ４ ６５３)ꎬ其中男、女生高血压前期检出

率分 别 为 ５９. ４６％ ( １ ２８２ / ２ １５７ )ꎬ ２３. ２７％ ( ５８１ /
２ ４９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１０.８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不同 ＲＨＲ 组间大学新生 ＳＢＰꎬＤＢＰ 及高血压前

期检出率比较　 随着 ＲＨＲ 的增加ꎬ男女生 ＳＢＰꎬＤＢＰ
均值均呈上升趋势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１)ꎬ两两比较ꎬＲＨＲ 各分组间 ＳＢＰꎬＤＢＰ 均值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 ꎮ 见表 １ꎮ 男生 ＲＨＲ
各分组高血压前期检出率分别为 ３７. ３１％ ( ２５ / ６７)ꎬ
６０.０３％(１ ２３６ / ２ ０５９)ꎬ７０.００％ (２１ / ３０)ꎬ女生检出率

分别为 ５. １３％ (２ / ３９)ꎬ２３. ３９％ (５６７ / ２ ４２４)ꎬ３５. ２９％
(１２ / ３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 ９４ꎬ
９.５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各 ＲＨＲ 组间大学

新生 ＳＢＰꎬＤＢＰ 均值比较(ｘ±ｓꎬｍｍＨｇ)

性别 ＲＨＲ 分组 人数 统计值 ＳＢＰ ＤＢＰ
男　 ＲＨＲ１ ６７ １１７.９５±１０.１８ ６４.３９±８.５３

ＲＨＲ２ ２ ０５９ １２３.９２±１１.２２ ７１.６１±９.１２
ＲＨＲ３ ３０ １３６.１４±１０.６８ ８２.０７±９.５２

Ｆ 值 ２７.４５ ４０.７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女　 ＲＨＲ１ ３９ １０５.３７±８.３６ ６３.４５±７.０５
ＲＨＲ２ ２ ４２４ １１２.９１±１０.６７ ６８.３９±８.２４
ＲＨＲ３ ３４ １２６.６６±１３.４１ ７９.８２±８.５８

Ｆ 值 １８.６５ ２３.０８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注:１ ｍｍＨｇ ＝ ４.１８ ｋＰａꎮ

２.４　 相关性分析　 按照性别分层后ꎬ分别对 ＲＨＲ 与

ＳＢＰꎬＤＢＰ 的相关性进行分析ꎬ男生 ＳＢＰꎬ ＤＢＰ 均与

ＲＨＲ 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３ꎬ０.３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
女生 ＲＨＲ 与 ＳＢＰꎬＤＢＰ 亦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３ꎬ
０.１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５　 高血压前期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为高血压前

期作为因变量(０ ＝理想血压ꎬ１ ＝高血压前期)ꎬ以性别

( 女 ＝ ０ꎬ男 ＝ １)、 ＲＨＲ 分组 ( ＲＨＲ２ ＝ ０ꎬ ＲＨＲ１ ＝ １ꎬ
ＲＨＲ３ ＝ ２) 作为自变量ꎬ进行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ꎮ 结果显示ꎬ随着 ＲＨＲ 增加ꎬ高血压前期的患病风

险呈递增趋势ꎬ男性(ＯＲ ＝ ５.７０ꎬ９５％ＣＩ ＝ ５.００ ~ ６.５０)、
ＲＨＲ１(ＯＲ ＝ ０.３２ꎬ９５％ＣＩ ＝ ０.２０ ~ ０.５０)、ＲＨＲ３( ＯＲ ＝
３.４３ꎬ９５％ＣＩ ＝ ２.０２ ~ ５.８１)是高血压前期的危险因素ꎮ

３　 讨论

ＲＨＲ 的改变直接反应出交感神经张力的变化和

心脏的功能状态ꎬ加快表明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ꎬ迷
走神经张力减弱ꎬ不仅与冠心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

多种疾病相关ꎬ还易引起心血管疾病及不良事件[７] ꎮ
ＲＨＲ 加快时心脏耗氧量增加ꎬ应激性增强ꎬ传导性加

速ꎬ引起血管功能改变并促进心肌细胞凋亡ꎬ使心肌

广泛纤维化ꎬ导致恶性心律失常和猝死ꎬ使人类寿命

缩短[８] ꎮ
本研究显示ꎬ 大学新生 ＲＨＲ 均值为 ( ８０. ３７ ±

９.３２)ꎬ男、女生分别为(７９.５５±９.９８)(８１.０７±８.６６)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高于郭勤等[９] ２０１３ 体检职工的

ＲＨＲ 均值ꎬ可能是青年人基础代谢旺盛及刚进入大学

比较兴奋的原因ꎮ 大学新生 ＲＨＲ３( >１００ 次 / ｍｉｎ)构

成比为 １.３８％ꎮ 有调查显示ꎬ不管是否有心血管疾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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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过速都可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死亡率风

险[１０] ꎬ应对于心动过速的人群探明原因并进行干预ꎮ
高血压前期是潜在的高血压危险人群ꎬ比理想血

压更易发展为临床高血压和心血管系统疾病ꎮ 开滦

队列研究结果显示ꎬ基线为正常血压人群和高血压前

期人群 ４ 年后进展为高血压的比例分别为 ４６％ 和

６５％[１１] ꎮ Ｍａｒｃｏ 等[１２]的研究也显示ꎬ在高血压前期人

群中ꎬ基线收缩压每升高 １０ ｍｍＨｇꎬ患高血压的风险

就会增加 ６０％ꎮ 高血压前期患者已出现血管内皮功

能受损、炎症反应等现象ꎬ这些因素长期存在使心脏、
大脑、肾脏等多重要器官的结构与功能改变ꎬ导致高

血压及心血管疾病的提前发生ꎮ 本调查发现ꎬ大学新

生中高血压前期检出率为 ４０.０４％ꎬ其中男、女生检出

率分别为 ５９.４６％ꎬ２３.２７％ꎬ男生高于女生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随着 ＲＨＲ 的增加男女生 ＳＢＰꎬＤＢＰ 均值

不断升高ꎬ高血压前期的检出率呈上升趋势ꎬ不管是

男生还是女生 ＲＨＲ 与 ＳＢＰꎬＤＢＰ 均呈正相关ꎬ男生高

血压前期检出率达到 ５９.４６％ꎬ远高于国内同龄人群检

出率[１３] ꎮ 由于高血压前期人群在整个大学生中占的

比例很大ꎬ高血压前期向高血压进展呈跳跃式ꎬ高校

保健工作者应尽早对高血压前期的大学生进行监测

及预防ꎬ延缓高血压进展ꎬ避免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

发生ꎮ 血压与性别有一定关系ꎬ可能与雌激素的作用

有关ꎬ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具有保护作用ꎬ通过阻滞

心肌钙离子通道ꎬ刺激人体内皮细胞快速释放一氧化

氮(ＮＯ)ꎬ上调 β 肾上腺素受体表达ꎬ达到舒张血管的

作用[１４] ꎮ 本调查显示ꎬ随着 ＲＨＲ 增加ꎬ高血压前期的

患病风险呈递增趋势ꎬ男生和 ＲＨＲ 加快是高血压前

期的危险因素ꎮ 程庆林等[１５]研究发现ꎬ高水平静息心

率的青少年高血压前期发生的风险性增大ꎮ Ｌｉｕ 等[１６]

研究显示ꎬＲＨＲ 加快与血压升高呈正相关ꎬＲＨＲ 每分

钟增加 １ 次ꎬＳＢＰ 升高 ０.２７ ｍｍＨｇꎬＤＢＰ 升高 ０.０９ ｍｍ￣
Ｈｇꎮ 男生是高血压前期的危险因素ꎬ男生存在众多不

良的生活行为习惯ꎬ如熬夜、吸烟、长时间静坐ꎬ精神

压力较大ꎬ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ꎬ刺激肾上腺素释放

儿茶酚胺进而使血压升高ꎬ且以舒张压升高为主ꎮ 有

研究发现ꎬ交感神经激活重新上调内皮细胞功能[１７] ꎬ
致使一氧化氮释放减少ꎬ内皮收缩因子内皮素 １ 增多ꎬ
导致血压上升ꎮ ＲＨＲ 加快血流对血管壁产生高频率、
不稳定的剪切力ꎬ血管内皮细胞受损ꎬ刺激血管壁氧

化应激和炎症反应ꎬ从而促进粥样斑块的形成发展和

血压升高[１８] ꎮ 血管病变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ꎬ病
理变化始于青年时期ꎻ临床表现出现于中老年期ꎮ

ＲＨＲ 与血压水平密切相关ꎬ男生和 ＲＨＲ 加快是

高血压前期的危险因素ꎮ 控制 ＲＨＲ 升高成为高血压

前期防治一项新的干预靶点ꎬ应尽早进行干预正确引

导ꎬ指导高水平 ＲＨＲ 患者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ꎬ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行为ꎬ有计划渐进性进行体育锻

炼ꎬ增加有氧运动ꎬ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耐力ꎬ降低血

压和心率ꎬ从而预防高血压及心血管事件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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