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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采用 Ｍｅｔａ 分析的方法分析近 １０ 年中国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ꎬ为预防大学生高血压及开展相关健康

教育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ꎬＥｍｂａｓｅꎬ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ꎬ中文检索词为大学生、
医学生、高血压等ꎬ英文检索词为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ꎬ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ꎬ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ꎬＣｈｉｎｅｓｅ 等ꎮ 采用主题词＋
关键词方式进行检索ꎬ收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期间发表的有关中国大学生高血压的论文ꎮ 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和

质量评价均由 ２ 名研究者独立完成ꎬ后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软件进行分析ꎮ 通过亚组分析探索异质性的来源ꎬ敏感性分析探索

单个研究对合并效应量的影响ꎮ 结果　 共纳入 ２３ 篇文献ꎬ包括 １００ ５６９ 名中国大学生ꎬ高血压患病率介于 ０.８４％ ~ １０.５９％
之间ꎮ 所纳入文献间的异质性较大( Ｉ２ ＝ ９７.３％ꎬＰ<０.０１)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的总体患病率为 ３.６２％(９５％ＣＩ＝ ２.９２％ ~
４.３６％)ꎮ 亚组分析结果提示ꎬ男性、超重、吸烟和饮酒的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较高ꎮ 结论　 中国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相对

较低ꎬ但仍应关注超重、吸烟、饮酒等危险因素对高血压的影响ꎮ
【关键词】 　 学生ꎻ高血压ꎻ患病率ꎻＭｅｔ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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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中国人群中最为常见的慢性病ꎬ同时也

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首要危险因素[１] ꎮ ２００２ 年全国

调查数据显示ꎬ我国 １８ 岁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１８.８％ꎬ知晓率为 ２４.７％[２] ꎮ 长期以来ꎬ我国高血压防

治及研究工作的焦点一直集中在中老年群体ꎬ近几年

也有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相关的研究ꎬ对大学生群体

的关注也日渐增多ꎮ 受各种因素的限制ꎬ如研究地

区、研究设计及样本量的差异ꎬ各个研究对大学生高

血压患病率的报道不尽相同ꎮ 本研究收集了近 １０ 年

来国内外发表的有关大学生高血压的文章并进行 Ｍｅ￣
ｔａ 分析ꎬ 旨在揭示我国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的流行

趋势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检索策略 　 通过计算机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ꎬＥｍｂａｓｅꎬ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中国知网ꎬ万方ꎬ维普等数据库ꎬ中文

检索词为大学生、医学生、高血压等ꎬ英文检索词为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ꎬ 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ꎬＣｈｉｎｅｓｅ 等ꎮ 采用主题词＋关键词方式进

行检索ꎬ同时对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ꎬ以期

０２２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３９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８



扩大文献的纳入量ꎮ 检索时限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ꎮ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１)研究类型为

横断面研究ꎻ(２)研究对象为 １８ 岁以上大学生ꎻ(３)参

考«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２０１０» [１] ꎬ高血压定义为收缩

压≥１４０ ｍｍＨｇ 和(或)舒张压≥９０ 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 ＝
０.１３３ ｋＰａ)ꎻ体质量指数(ＢＭＩ)为 １８.５ ~ <２４.０ ｋｇ / ｍ２

定义为正常ꎬ２４.０ ~ <２８.０ ｋｇ / ｍ２ 为超重ꎬ≥２８.０ ｋｇ / ｍ２

定义为肥胖ꎻ(４) 文中清楚提供了血压的测量方法ꎻ
(５)原始数据完整ꎬ文中可提取出高血压患病率数据ꎻ
(６)同一数据来源文献仅取样本量较大的文献ꎮ 排除

标准:(１)原发性高血压合并其他疾病的文献ꎻ(２)质

量差ꎬ无法得到原始数据ꎻ(３)综述、摘要、病例报道等

类型的文献ꎮ
１.３　 资料提取及质量评价　 由 ２ 位研究者依据纳入

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整理文献后进行资料的提取ꎬ后
进行交叉核对ꎬ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通过第 ３ 位研究

者裁决ꎮ 质量控制采用的量表为美国医疗保健研究

与质量局 ( ＡＨＲＱ) 关于横断面研究质量评价的清

单[３] ꎬ共 １１ 个条目ꎮ 评价者需要对每个问题回答

“是”“否”或“不清楚”ꎬ共计 １１ 分ꎬ>８ 分可认为文献

质量较高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采用双反正弦转换法对率进行转换并合并计算ꎮ 异

质性检验采用 Ｑ 检验ꎬＰ<０.１ 则可认为研究间存在异

质性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ꎻ若不存在异质性ꎬ则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ꎮ 采用亚组分析的方式探索异质性来源ꎮ
通过 Ｅｇｇｅｒ 检验和漏斗图判断是否存在发表偏倚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　 共检索到 ２０９ 篇有关大学生高

血压的文献ꎬ最终纳入 ２３ 篇文献ꎬ其中中文文献 ２２
篇ꎬ英文文献 １ 篇ꎮ 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１ꎮ

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２.２　 纳入文献概述　 ２３ 篇文献共有 １００ ５６９ 名研究

对象ꎬ其中男生 ４３ ３５６ 名ꎬ女生 ４９ ２３９ 名ꎬ此外还有 ２
篇文献共 ７ ９７４ 名研究对象未见性别分类ꎮ ２３ 篇文献

只有 ２ 篇质量评分在 ８ 分以上ꎬ其余文献质量评分均

较低ꎮ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见表 １ꎮ

表 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第一作者与年份 研究地区 抽样方法 应答率 / ％ 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 ％ 质量评分

季振慧 ２００８[４] 河北 分层随机 １００.００ ６ ２８０ ２１０ ３.３４ ７
次天青 ２００９[５] 山东 方便抽样 １００.００ ５ ６５６ １５５ ２.７４ ７
许小洋 ２０１０[６] 广州 方便抽样 ９２.６５ ８３３ ７ ０.８４ ４
康雪敏 ２０１０[７] 河北 方便抽样 １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５２ ３８８ ３.１９ ４
刘春梅 ２０１０[８] 北京 普查 １００.００ ３ ２６９ ８５ ２.６０ ４
秦春梅 ２０１０[９] 河北 分层整群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９ ３７ ４.６８ ６
王谷仙 ２０１０[１０] 云南 普查 １００.００ １ ７５６ ５１ ２.９０ ６
贺连平 ２０１１[１１] 安徽 整群随机 １００.００ ７ ８９５ １８１ ２.２９ ７
刘卫 ２０１１[１２] 山东 分层整群 ９９.６０ ３ ２００ １３３ ４.１６ ６
杜利勇 ２０１１[１３] 河北 方便抽样 １００.００ １２ ４０６ ６３７ ５.１３ ７
王新嫣 ２０１１[１４] 西安 分层随机 １００.００ ５ ４２１ １７９ ３.３０ ６
李国辉 ２０１２[１５] 云南 普查 １００.００ １ ７６０ １３２ ７.５０ ４
汪敏 ２０１２[１６] 贵州 普查 １００.００ ４ ８４５ ５４ １.１１ ４
李素景 ２０１３[１７] 北京 普查 １００.００ １ ６４９ ５９ ３.５８ ７
符赵鑫 ２０１４[１８] 安徽 整群随机 １００.００ ５ ８３６ １１２ １.９０ ８
刘萍 ２０１４[１９] 广东 整群随机 １００.００ ６ ２１４ ３１８ ５.１２ ７
周建芝 ２０１４[２０] 河北 普查 １００.００ ３ ５６０ １５２ ４.２７ ７
崔芳囡 ２０１６[２１] 北京 普查 １００.００ ２ ７４４ ４７ １.７１ ６
丁婕 ２０１６[２２] 江苏 普查 １００.００ ４ ６６０ １３６ ２.９２ ７
罗艳红 ２０１６[２３] 湖南 整群随机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１ ２０ ２.８９ ５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２４] 山东 分层整群 １００.００ ５ ８３８ ４２０ ７.１９ ８
闫丰元 ２０１７[２５] 甘肃 普查 １００.００ １ ３２０ ６７ ５.０８ ６
刘剑萍 ２０１７[２６] 湖南 多阶段分层 １００.００ １ ７９５ １８２ １０.５９ ７

２.３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２.３.１　 高血压患病率　 ２３ 个研究的中国大学生高血

压患病率分布在 ０.８４％ ~ １０.５９％之间ꎮ 异质性检验结

果显示ꎬＩ２ ＝ ９７.３％ (Ｐ<０.０１)ꎬ提示有较大的异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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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的合并转换后患病率为 ０.３８％
(９５％ＣＩ ＝ ０. ３７％ ~ ０. ３９％)ꎬ 实际高血压患病率为

３.６２％(９５％ＣＩ ＝ ２.９２％ ~ ４.３６％)ꎮ 见图 ２ꎮ
２.３.２　 亚组分析　 亚组分析结果显示ꎬ男大学生高血

压患病率高于女大学生ꎬ超重、吸烟、饮酒的大学生高

血压患病率高于正常体重、不吸烟、不饮酒大学生ꎮ

见表 ２ꎮ
２.４　 敏感性分析　 对纳入的 ２３ 个研究逐个排除进行

敏感性分析ꎮ 图 ３ 显示此次 Ｍｅｔａ 分析的结果稳定性

较好ꎮ
２.５　 发表偏倚　 漏斗图及 Ｅｇｇｅｒ 检验(Ｐ ＝ ０.５５)均显

示无明显发表偏倚存在ꎮ

表 ２　 不同亚组中国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 Ｍｅｔａ 分析

亚组 分类 研究数量 患病率(患病率 ９５％ＣＩ) / ％ Ｉ２ / ％ Ｑ 检验 Ｐ 值 Ｅｇｇｅｒ 检验 Ｐ 值
性别 男 ２１ ５.３３(４.３４~ ６.３８) ９５.５ <０.０１ ０.１４

女 ２１ １.４９(１.０１~ ２.０５) ９５.５ <０.０１ ０.７９
样本量 <２ ０００ ８ ４.３６(２.５９~ ６.６１) ９６.２ <０.０１ ０.２７

２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４ ３.１９(２.８９~ ３.４９) ９３.９ <０.０１ ０.１９
>４ ０００ １１ ３.３１(２.４４~ ４.３０) ９８.１ <０.０１ ０.３３

超重 是 ９ １０.７７(９.０１~ １２.６４) ８０.４ <０.０１ ０.２３
否 ９ ２.５８(１.５１~ ３.９５) ９７.９ <０.０１ ０.９７

吸烟 是 ４ ８.５９(４.５９ ~ １３.６５) ９３.２ <０.０１ ０.７９
否 ４ ２.７８(２.２２~ ３.４２) ８３.５ <０.０１ ０.２２

饮酒 是 ４ １６.１８(５.７４~ ３０.５８) ９６.１ <０.０１ ０.４７
否 ４ ２.９３(２.６１~ ３.２６) ４２.９ ０.１５ ０.０８

质量评分 <４ ４ ３.２１(１.６５~ ５.２２) ９６.９ <０.０１ ０.８３
≥４ １８ ３.８９(３.１４~ ４.７４) ９７.０ <０.０１ ０.４２

图 ２　 中国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３　 讨论

本次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中国大学生高血压患病

率为 ３.６２％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５.２％) [２７] ꎮ 但刘剑

萍等[２６]在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ꎬ湘南地区大学生

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１０.５９％ꎬ因此目前大学生高血压患

病现状仍需保持紧密的关注ꎮ
　 　 亚组分析结果显示ꎬ男性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女

性ꎬ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２８] ꎬ除了男女生生活方式有

所差别外ꎬ可能与雌激素的调节作用有关[２９] ꎻ超重的

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高于正常体重大学生ꎬ与季振慧

等[４]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提示高血压健康教育要多侧重

膳食方面的干预ꎬ如控制能量摄入、改善饮食结构、加

图 ３　 中国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的敏感性分析

强有氧锻炼等ꎮ 大学生群体中吸烟、饮酒者的高血压

患病率高于非吸烟、饮酒者ꎮ 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证

明ꎬ吸烟和饮酒均为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３０－３２] ꎮ 郭

帅军等[３３]的研究结果显示ꎬ高校学生吸烟率和饮酒率

分别为 １９.６％和 ４２.２％ꎮ 提示应针对吸烟饮酒者要加

强心理教育ꎬ鼓励其参与有益身心健康的户外活动ꎬ
必要时采用药物戒烟戒酒ꎬ 共同构建良好的社会

环境ꎮ
本研究虽然纳入了 ２３ 篇文献ꎬ样本量也较大ꎬ但

仍存在如下局限性:(１)纳入的研究间异质性偏高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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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亚组分析并未完全解释异质性的来源ꎬ因而对结果

的解释要谨慎ꎻ(２)不同研究所包含的研究因素不尽

相同ꎬ包含吸烟、饮酒、家族史等因素的研究较少ꎬ且
有些文献并未提供年龄和性别等基本信息ꎬ可能会影

响结果的可靠性ꎻ(３)由于大学生人群流动性较大ꎬ并
未对地区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ꎬ可能忽略了异质性的

来源ꎮ
综上所述ꎬ中国大学生的高血压患病率较低ꎬ但

仍应着重关注超重、吸烟、饮酒等危险因素对高血压

的影响ꎬ对大学生特别是高血压高危人群进行针对性

的健康教育ꎬ宣传高血压防治知识ꎬ建立健康的生活

方式ꎬ包括有规律的锻炼、合理的膳食结构、定期进行

健康体检等ꎬ对预防和控制大学生高血压发生、发展ꎬ
提高大学生群体的整体健康水平和健康意识具有重

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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