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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描述苏州地区儿童和青少年血压偏高和血压偏高前期患病情况ꎬ为学校开展高血压有关健康教育提

供参考ꎮ 方法　 根据苏州市 ２０１７ 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ꎬ将年龄在 ６ ~ １７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共 ７１４ ９７７ 名纳入研究ꎮ
结果　 儿童青少年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值分别为 １０８.２５ 和 ６９.５７ ｍｍＨｇꎮ 血压偏高检出率为 ２３.４５％ꎬ且男生(２６.３０％)高于

女生(２０.１１％)ꎬ城市儿童青少年(２５.３１％)高于乡村群体(２１.５３％)ꎬ超重和肥胖群体(３３.１０％)的检出率高于正常体重群

体(１９.９０％)ꎬ青少年(２４.３０％)的检出率高于儿童(２３.２４％)ꎮ 血压偏高前期的检出率为 １９.１２％ꎬ且男生(１８.９３％)的检出

率低于女生(１９.３４％)ꎬ超重和肥胖群体的检出率(２２.３７％)高于正常体重群体(１７.９２％)ꎬ青少年的检出率(２１.０５％)高于

儿童(１８.６３％)ꎬ但城市和乡村群体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苏州市有很高比例的儿童青少年血压偏高ꎬ并且

存在性别、年龄和城乡差异ꎻ超重和肥胖群体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正常体重群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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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ꎬ目前我国正面临着非传染性

疾病日益增加的负担[１] ꎮ 城市化推动非传染性疾病

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的卫生系统构成重大挑战ꎬ心血管

疾病已成为中国主要的死亡原因[１] ꎮ 降低我国高血

压(ＨＢＰ)检出率ꎬ提高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ꎬ是中

国慢性病防控的重点[２] ꎮ 从儿童青少年期到成年期

存在明显的血压轨迹现象ꎬ即有很大比例的儿童青少

年期血压偏高ꎬ到成年期仍然保持偏高状态[３] ꎮ 因

此ꎬ早期识别和治疗高血压ꎬ会大幅降低成年期心血

管疾病风险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ꎬ苏

州市在 ２０１６ 年江苏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排名第 １ꎮ

此外ꎬ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ꎬ近年来苏州也出现了大

规模的城乡迁移现象ꎮ 苏州的数据对于了解中国发
达地区儿童青少年的高血压检出率有很大的帮助ꎮ
本文首先利用 ２０１６ 年发表在«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杂志的儿童
青少年国际血压参考值描述苏州市儿童青少年血压
偏高前期和血压偏高的流行情况[４] ꎬ并分层分析其性
别、年龄、城乡和不同体重组间的差异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苏州市教育局、卫生局 ２００９ 年出台
的«苏州市中小学免费体检实施办法»ꎬ中小学生每年
进行 １ 次健康检查ꎮ 由于初三和高三毕业班学生健康
检查项目和要求不同ꎬ本次体检对象的纳入标准为苏
州大市范围内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初中一年级和二

年级、高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ꎬ不包括特殊学校学
生ꎮ 排除信息不完整者ꎬ共 ７１４ ９７７ 名学生被纳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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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ꎮ 其中男生占 ５３.９６％ꎬ女生占 ４６.０４％ꎻ儿童(６ ~ １２
岁)占 ７９.７１％ꎬ青少年(１３ ~ １７ 岁)占 ２０.２９％ꎮ 研究

对象来自于苏州市区、姑苏区、吴中区、相城区、高新

区、工业园区、吴江区、常熟市、张家港市、昆山市和太

仓市ꎮ
１.２　 检测方法　 按照分年龄和性别的国际体质量指

数标准[５]判断受试者的超重和肥胖状态ꎮ 高血压前

期和高血压根据文献[６]确定ꎮ 所有的体格测量均由

经过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ꎬ体检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２ 月ꎮ 在休息至少 ５ ｍｉｎ 后ꎬ受试者采取坐立姿

势ꎬ收缩压和舒张压用水银式血压计测量 １ 次ꎮ 脱鞋

后ꎬ受试者着轻便衣服接受身高和体重的测量ꎮ 根据

国际血压参考值[６－７] ꎬ使用以下百分位数值定义血压

偏高前期( ＳＢＰ / ＤＢＰ ≥Ｐ９０ 和<Ｐ９５ 或 ＳＢＰ / ＤＢＰ ≥１２０ /
８０ ｍｍＨｇ)ꎬ血压偏高(ＳＢＰ / ＤＢＰ≥Ｐ９５)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 软件ꎬ通过 χ２ 检验评

价城乡、性别和年龄差异对血压偏高前期和血压偏高

的影响ꎮ Ｐ<０.０５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儿童青少年收缩压的平均值为 １０８.２５ ｍｍＨｇꎬ舒

张压的平均值为 ６９.５７ ｍｍＨｇꎻ肥胖率为 ７.６３％ꎬ超重

率为 ２６. ９０％ꎮ 血压偏高前期的检出率为 １９. １２％
(１９.０３％ ~ １９.２１％)ꎬ男生(１８.９３％) 的检出率低于女

生(１９.３４％) ( χ２ ＝ １８. ８５ꎬＰ < ０. ０１)ꎬ超重和肥胖群体

(２２.３７％)的检出率高于正常体重群体(１７.９２％)(χ２ ＝
１ ８７８.５８ꎬＰ<０.０１)ꎬ青少年(２１.０５％)的检出率高于儿

童(１８.６３％)(χ２ ＝ ４４０.３６ꎬＰ<０.０１)ꎬ城市(１９.１０％) 和

乡村(１９.１３％)群体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儿童 青 少 年 血 压 偏 高 的 检 出 率 为 ２３. ４５％

(２３.３５％ ~ ２３.５５％)ꎬ且男生(２６.３０％) 的检出率高于

女生(２０.１１％)(χ２ ＝ ３ ８４２.５２ꎬＰ<０.０１)ꎬ城市儿童青少

年(２５.３１％) 的检出率高于乡村群体(２１.５３％) ( χ２ ＝
１ ４０５.８４ꎬＰ<０.０１)ꎬ超重和肥胖群体(３３.１０％)的检出

率高于正常体重群体( １９. ９０％) ( χ２ ＝ １４ ７５１. ５２ꎬＰ <
０.０１)ꎬ青少年(２４.３０％)的检出率高于儿童(２３.２４％)
(χ２ ＝ ７２.４９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儿童和青少年血压偏高前期和血压偏高检出率 / ％

指标
年龄

/ 岁
城乡

城市 乡村

体重

正常体重 超重和肥胖

性别

男生 女生
总体

血压偏高前期 ６~ １７ １９.１０(１８.９８~ １９.２３) １９.１３(１９.００~ １９.２６) １７.９２(１７.８２~ １８.０３) ２２.３７(２２.１８~ ２２.５６) １８.９３(１８.８１~ １９.０６) １９.３４(１９.２０~ １９.４７) １９.１２(１９.０３~ １９.２１)
６~ １２ １８.６０(１８.４６~ １８.７５) １８.６５(１８.５１~ １８.８０) １７.４２(１７.３１~ １７.５４) ２１.７４(２１.５４~ ２１.９５) １８.２５(１８.１２~ １８.３９) １９.０７(１８.９２~ １９.２２) １８.６３(１８.５３~ １８.７３)

１３~ １７ ２１.１０(２０.８１~ ２１.４０) ２１.００(２０.７１~ ２１.３０) １９.７７(１９.５４~ ２０.００) ２５.３４(２４.８８~ ２５.８１) ２１.７３(２１.４３~ ２２.０２) ２０.３３(２０.０３~ ２０.６３) ２１.０５(２０.８４~ ２１.２６)
血压偏高 ６~ １７ ２５.３１(２５.１７~ ２５.４５) ２１.５３(２１.３９~ ２１.６６) １９.９０(１９.７９~ ２０.００) ３３.１０(３２.８９~ ３３.３１) ２６.３０(２６.１６~ ２６.４４) ２０.１１(１９.９８~ ２０.２５) ２３.４５(２３.３５~ ２３.５５)

６~ １２ ２４.８９(２４.７３~ ２５.０４) ２１.５２(２１.３６~ ２１.６７) １９.７７(１９.６５~ １９.９０) ３２.１９(３１.９６~ ３２.４２) ２５.７１(２５.５６~ ２５.８７) ２０.２７(２０.１２~ ２０.４３) ２３.２４(２３.１３~ ２３.３５)
１３~ １７ ２６.９９(２６.６７~ ２７.３１) ２１.５７(２１.２７~ ２１.８８) ２０.３６(２０.１２~ ２０.６０) ３７.４５(３６.９３~ ３７.９７) ２８.７１(２８.３８~ ２９.０３) １９.５２(１９.２３~ １９.８２) ２４.３０(２４.０８~ ２４.５２)

　 注:()内数字为 ９５％ＣＩꎮ

３　 讨论
有报道显示ꎬ 山东省男童血压偏高检出率为

２６.２２％ꎬ女童为 ２０.２７％[８] ꎻ安徽省血压偏高的检出率
城市男童为 １９.８％ꎬ城市女童为 １２.４％ꎬ农村男童为
１３.１％ꎬ农村女童为 ９.６％[９] ꎮ 在一项基于全国的调查
中ꎬ男童血压偏高的比例为 １６.６％ꎬ女童为 １３.７％[１０] ꎮ
然而ꎬ类似结果很难直接进行比较ꎬ因为不同的研究
所采用的参照值不尽相同ꎮ

本文发现的城乡差异与安徽省的研究结果相
似[９] ꎮ 可能原因:(１)城市地区儿童和青少年超重肥
胖的检出率高于农村地区[１１] ꎬ主要应该考虑到城乡和
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对高血压前期和高血压检出率
的影响ꎬ因为血压偏高与青少年肥胖有很大关系[１２] ꎮ
(２)城市空气污染是令人担忧的问题ꎬ肥胖可能会放
大中国儿童长期接触空气污染与高血压之间的联
系[１３] ꎮ (３)其他因素如钠摄入量、久坐活动、社会决
定因素和基因也可能与之有关[７ꎬ１２ꎬ１４－１５] ꎮ 此外ꎬ基于
城乡和体重情况的分层分析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
相似[１６－１８] ꎮ

此项研究的优点在于尽可能纳入所有苏州地区
的儿童和青少年ꎬ减少选择偏倚ꎬ且采用最新的针对
儿童和青少年的血压参考标准[４] ꎬ允许对国家和地区

之间儿童和青少年的血压偏高检出率进行国际比较ꎮ
本研究中血压水平只进行 １ 次测量ꎬ但是收缩压和舒

张压的平均水平与全国的一项横断面分析结果很接

近ꎬ且全国此次横断面调查针对血压水平测量了 ３
次[１９] ꎮ 此外ꎬ第 ４ 版的美国儿童和青少年高血压诊

断、评估和治疗指南中也使用第 １ 次的血压测量

值[７] ꎮ 还应考虑到ꎬ虽然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是中国

发达地区的代表ꎬ但较不发达地区的流行数据可能有

所不同ꎬ还需要得到证实ꎮ
综上所述ꎬ中国有很高比例的儿童和青少年血压

偏高ꎬ并且在检出率方面存在性别、年龄、城乡和肥胖

程度差异ꎮ 通过减肥、定期体育锻炼、限制久坐活动、
改变饮食习惯、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等措施来进行预

防和控制ꎬ是中国的公共政策重点ꎮ

志谢　 感谢苏州市以及各县级市和区教育局、卫生与健康委员

会对本项目的支持ꎻ感谢参与此项目的各社区卫生中心服务人

员的付出ꎻ感谢各学校和参与者的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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