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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粤西大学生心血管病流行特征ꎬ为防治青年学生心血管病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随机抽取粤西

３ 所高校ꎬ整群抽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级全体在校学生共 ４５ １６０ 名ꎬ使用卫生部统一制定的学生健康检查用表ꎬ按照初筛、复
查、确诊 ３ 段式程序和心血管分类及诊断标准进行心血管病调查ꎮ 初筛由全科或内科主治及以上医师担任ꎬ复查和确诊由

三甲医院心内科医师担任ꎮ 结果　 ４５ １６０ 名受检学生中ꎬ检出心血管病 ５５３ 例ꎬ患病率为 １.２２％ꎮ 其中男生为 １.５５％ꎬ女生

为 １.０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４.８３０ꎬＰ<０.０５)ꎮ 城乡学生患病率分别为 １.０５％ꎬ１.３１％ꎬ农村高于城镇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５.３７３ꎬＰ<０.０５)ꎮ 在心血管病分类统计中ꎬ器质性心脏病 １６０ 例ꎬ患病率为 ０.３５％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４６９ꎬ
Ｐ>０.０５)ꎮ 心律失常 １９２ 例ꎬ患病率为 ０.４３％ꎬ男、女生分别为 ０.３１％ꎬ０.５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９.５０３ꎬＰ<０.０５)ꎮ 高血

压 ２０１ 例ꎬ患病率为 ０.４５％ꎬ男、女生分别为 ０.９３％ꎬ０.１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５１.９６９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心血

管病常见且对健康危害较大ꎬ农村是心血管病预防重点ꎮ 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应加强青少年心血管病筛查、健康管理和干

预ꎬ引导学生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ꎮ
【关键词】 　 心血管疾病ꎻ患病率ꎻ学生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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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仍处于上升阶段ꎬ
心血管病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 ４０％以上ꎬ为我国居

民的首位死因[１] ꎮ 心血管病防控形势严峻ꎮ 目前心

血管发病有年轻化趋势ꎬ许多成人心血管病常始于儿

童和青年时期ꎬ而心血管病对青少年健康的危害已引

起医学界广泛关注[２] ꎮ 为了解粤西青年学生心血管

病流行病学特点ꎬ促进青年学生心血管病早防早治ꎬ
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对粤西 ３ 所高

校在校学生进行了心血管病调查ꎬ现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抽取粤西某 ３ 所本专科院校ꎬ整群抽

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级全体在校学生共 ４５ １６０ 名为调查对

象ꎮ 其中男生 １７ ３４２ 名( ３８. ４１％)ꎬ女生 ２７ ８１８ 名

(６１.５９％)ꎻ城镇学生 １４ ９８６ 名(３３.１８％)ꎬ农村学生

３０ １７４ 名(６６.８２％)ꎮ 平均年龄(１９.５１±１.２６)岁ꎮ
１.２　 方法　 按初筛、复查、确诊 ３ 段式程序进行调查ꎮ
初筛均由体检经验丰富的全科或内科主治及以上医

师担任ꎮ 使用卫生部统一制定的学生健康检查用表

进行筛查ꎮ 包括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

址、疾病既往史、手术史)由学生如实填写ꎻ筛查内容

包括身高、体重、血压、内科检查(心血管系统、呼吸系

统、肝脾等)、外科检查(头颈部、甲状腺、胸腹部、四
肢、脊柱等)、Ｘ 线检查等ꎮ

４０４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第 ３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３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列为复查对象:(１)既往有心

脏病史或多次晕厥病史[３] ꎮ (２)瓣膜区闻及舒张期杂

音ꎻ多瓣膜杂音ꎻ闻及大于等于Ⅲ级收缩期杂音ꎻ触及

震颤的杂音[４] ꎮ (３)心率≤５０ 或≥１００ 次 / ｍｉｎꎮ (４)
心律不齐和早搏[３] ꎮ (５) Ｘ 线提示心影增大ꎮ (６)疑

似马凡综合征ꎮ (７)身体发育不良ꎬ有口唇、甲床发绀

者ꎮ (８)既往有高血压史者ꎻ非同日测量血压 ３ 次ꎬ收
缩压≥１４０ ｍｍＨｇ 和(或)舒张压≥９０ ｍｍＨｇ[４] ꎮ 复查

和确诊由三甲医院心内科医师担任ꎮ 分别对复查对

象有针对性的进行心脏听诊、血压检测、２４ ｈ 动态心

电图或 ２４ ｈ 动态血压监测、超声心动图、心肌酶谱、抗
“Ｏ”、血沉、甲状腺功能 ５ 项等多项检查ꎬ进行综合分

析确诊ꎮ
１.３　 心血管疾病分类及诊断标准　 心血管疾病分三

大类进行调查ꎬ即器质性心脏病、心律失常和高血

压病ꎮ
１.３.１　 器质性心脏病　 (１)房间隔缺损:心脏听诊时

胸骨左缘第 ２ 肋间第二心音增强并有固定分裂ꎬ可伴

Ⅱ~ Ⅲ级收缩期杂音ꎻ心电图显示右室肥大ꎻ超声心动

图显示房间隔回声失落ꎬ心房水平可见分流[５] ꎮ (２)
室间隔缺损:心脏听诊时胸骨左缘第 ３ꎬ４ 肋间有响亮

而粗糙的全收缩期杂音或伴收缩期震颤ꎬ心电图提示

左室或双室肥大ꎬ超声心动图显示缺损部位和心室水

平的分流[５] ꎮ (３)二尖瓣脱垂:心脏听诊时发现二尖

瓣听诊区收缩中晚期喀喇音和收缩晚期杂音[６] ꎬ超声

心动图显示二尖瓣单个瓣叶或两个瓣叶的局部或全

部瓣体脱垂达到瓣环以上至少 ２ ｍｍꎬ伴或不伴瓣叶组

织的增厚[７] ꎮ (４)病毒性心肌炎:３ 周内发生过上呼

吸道感染或(和) 急性肠炎等病毒感染ꎬ患者出现乏

力、胸闷、头昏、晕厥或心脏扩大、心力衰竭或阿－斯综

合征等ꎬ心电图显示心律失常ꎬ心肌酶升高或 ＭＲＩ 显

示局灶性心肌水肿[８－９] ꎮ 其他器质性心脏病参照«内

科学» [５]制订的诊断标准ꎮ
１.３.２　 心律失常　 (１)频发房性或室性早搏:心脏听

诊时闻及心律不齐或早搏ꎬ２４ ｈ 动态心电图提示早搏

次数>７２０ 次[１０] ꎮ (２)窦性心动过速:心脏听诊时心率

≥１００ 次 / ｍｉｎꎬ进行心电图、心得安试验或食道调搏ꎬ
心率≥１００ 次 / ｍｉｎ[４] ꎮ (３) 预激综合征:心电图显示

ＰＲ 间期<０.１２ ｓꎬ ＱＲＳ 间期>０.１２ ｓꎬＱＲＳ 起始部有 ｄｅｌ￣
ｔａ 波[８] ꎮ (４) 短 Ｐ － Ｒ 间期综合征:表现 Ｐ － Ｒ 间期

<０.１１ ｓꎬＱＲＳ 波群正常ꎬ部分有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

速发作史[１１] ꎮ 其他心律失常参照«内科学» [５] 制订的

诊断标准ꎮ
１.３.３　 高血压病　 在未服抗高血压药物情况下收缩

压≥１４０ ｍｍＨｇ 和(或)舒张压≥９０ ｍｍＨｇꎻ既往有高

血压史ꎻ２４ ｈ 动态血压监测ꎬ全天>１３０ / ８０ ｍｍＨｇ 或夜

间>１２５ / ７５ ｍｍＨｇ[５] 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处理ꎮ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心血管病分类及患病率　 受检的 ４５ １６０ 名学生

中ꎬ心血管病 ５５３ 例ꎬ总患病率为 １.２２％ꎮ 其中器质性

心脏病 １６０ 例ꎬ患病率为 ０.３５％ꎻ心律失常 １９２ 例ꎬ患
病率为 ０.４３％ꎻ高血压 ２０１ 例ꎬ患病率为 ０.４５％ꎮ 器质

性心脏病构成比中ꎬ房间隔缺损 ２１ 例(７ 例体检前已

手术)ꎬ占 １３.１３％ꎻ室间隔缺损 ３７ 例(１６ 例体检前已

手术)ꎬ占 ２３.１３％ꎻ二尖瓣脱垂并关闭不全 ３３ 例(７ 例

中度ꎬ３ 例重度有 ２ 例体检前检出)ꎬ占 ２０.６３％ꎻ房、室
增大和多瓣膜关闭不全 ２８ 例ꎬ占 １７.５％ꎻ病毒性心肌

炎 １８ 例ꎬ占 １１.２５％ꎻ风湿性心脏病 ７ 例(３ 例体检前

已手术)ꎬ占 ４.３８％ꎻ动脉导管未闭 ４ 例ꎬ法洛四联症 ２
例(体检前已手术)ꎬ肺动脉瓣狭窄 ４ 例ꎬ马凡综合征 ２
例ꎬ肥厚性心肌病 １ 例、扩张性心肌病 １ 例ꎬ主动脉瓣

狭窄 ２ 例ꎬ共占 １０.００％ꎮ
心律失常构成中ꎬ预激综合征 １３ 例ꎬ占 ６.７７％ꎻ短

Ｐ－Ｒ 间期综合征 １６ 例ꎬ占 ８.３３％ꎻⅢ°房室传导阻滞植

入永久起搏器 １ 例、 Ⅱ° 房室传导阻滞 ８ 例ꎬ 共占

４.１７％ꎻ频发房性早搏和频发室性早搏 １３１ 例ꎬ 占

６８.２３％ꎻ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室上速、房颤和阵发

性窦性心动过速共 ２４ 例ꎬ占 １２.５％ꎮ 高血压病构成

中ꎬ高血压 １ 级 １５２ 例ꎬ占 ７５.６２％ꎻ高血压 ２ 级 ４５ 例ꎬ
高血压 ３ 级 ４ 例ꎬ共占 ２４.３８％ꎮ
２.２　 不同性别心血管病患病率比较　 心血管病男生

２６９ 例ꎬ女生 ２８４ 例ꎬ患病率分别为 １.５５％ꎬ１.０２％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４.８３０ꎬＰ<０.０５)ꎮ

其中器质性心脏病男生 ５４ 例ꎬ女生 １０６ 例ꎬ患病

率分别为 ０. ３１％ꎬ ０. ３８％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４６９ꎬＰ>０.０５)ꎮ 心律失常男生 ５３ 例ꎬ女生 １３９ 例ꎬ患
病率分别为 ０.３１％ꎬ０.５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５０３ꎬＰ<０.０５)ꎮ 高血压男生 １６２ 例ꎬ女生 ３９ 例ꎬ患病

率分别为 ０.９３％ꎬ０.１４％ꎻ男生高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１５１.９６９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城镇与农村学生心血管病患病率比较　 城镇学

生心血管病 １５８ 例、 农村 ３９５ 例ꎬ 患病率分别为

１.０５％ꎬ１.３１％ꎻ农村高于城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３７３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次研究对粤西 ４５ １６０ 名大学生调查发现ꎬ学生

的心血管病患病率为 １.２２％ꎮ 其中器质性心脏病患病

率为 ０.３５％ꎬ与丁小强等[１２] 调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青少年人群先天性心脏病患病率(０.３１６％)基本一

致ꎬ提示青少年器质性心脏病与海拔高度以及地域差

别关系不大ꎮ 在器质性心脏病构成中ꎬ房间隔缺损和

室间隔缺损占 ３６.２６％ꎬ是危害青年学生的常见疾病ꎬ
但只有不到 ４０％在体检前发现而治疗ꎮ 二尖瓣脱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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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关闭不全占 ２０.６３％ꎬ３３ 例中只有 ２ 例在体检前确

诊ꎮ 虽然 ７０％为轻度ꎬ临床预后较好ꎬ也存在 ３０％的

中度以上患者进展恶化和发生多种并发症ꎮ 风湿性

心脏病、病毒性心肌炎、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瓣狭

窄、马凡综合征、主动脉瓣狭窄、肥厚性心肌病、扩张

性心肌病约 ６０％是首次发现ꎬ对青年学生身体危害较

大的疾病ꎮ 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应加强儿童青少年心

血管病筛查和健康管理ꎮ
本次研究表明ꎬ粤西大学生心律失常患病率为

０.４３％ꎬ其中女生患病率为 ０.５０％ꎬ高于男生ꎮ 粤西大

学生心律失常患病率低于付丽英等[１３] 研究的华北大

学生ꎮ 但心律失常构成比中ꎬ粤西大学生频发房性早

搏和室性早搏占心律失常 ６８.２３％ꎬ高于付丽英等研究

的 ８.２％ꎮ 说明南北大学生心律失常患病结构存在较

大差异ꎮ 有文献报道[１４] ꎬ不管是动物实验研究还是人

类的临床现象的观察和统计ꎬ均发现心理行为因素可

引起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ꎬ其中以室性心律失常多

见ꎮ 剧烈的心理刺激和长期持久的心理紧张成为应

激源作用于人体ꎬ产生应激反应ꎮ 首先ꎬ通过丘脑—
垂体—肾上腺系统作用于靶器官ꎬ使交感神经系统功

能亢进ꎬ交感神经张力骤升ꎬ儿茶酚胺释放增多ꎬ心肌

纤维自律性异常增加ꎬ引起心律失常[１５] ꎮ 粤西女学生

学习勤奋刻苦ꎬ睡眠少ꎬ情绪容易紧张可能是引起女

生心律失常患病率高的主要原因ꎮ 某些研究已经确

认ꎬ日常锻炼能改变室颤易感性ꎬ并认为是降低交感

紧张、升高迷走紧张性的结果[１４] ꎮ 学校可引导学生通

过日常体育锻炼、规律作息、认知疗法、生物反馈疗法

和社会支持等预防和治疗青年学生特别是女学生频

发室性早搏和房性早搏ꎮ
粤西大学生心律失常构成比中ꎬ预激综合征、Ⅱ°

以上房室传导阻滞、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室上速、
房颤和阵发性心动过速占 ２４.０％ꎮ 这些心律失常部分

存在心脏基础疾病ꎬ部分存在异常传导通路ꎮ 预激综

合征约 ４０％ ~ ８０％会伴发其他心律失常ꎬ如室上速、房
颤ꎬ甚至引起猝死[１６] ꎮ 对于存在心脏基础病的心律失

常、预激综合征伴有其他心律失常或有猝死家族史者

应积极干预治疗ꎮ
本次调查粤西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为 ０.４５％ꎬ低

于上海、天津、重庆市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 １.９６％ ~
２.６％[１７－１８] ꎮ 高血压患病与遗传家族史、年龄、生活方

式、饮食习惯、体质量指数、心理等多因素相关ꎬ粤西

地区饮食清淡、少盐少油ꎬ可能是粤西大学生高血压

患病率低于其他城市的原因ꎮ 高血压是脑卒中和冠

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ꎬ青少年时期体质量指数、生活

习惯、精神心理情况等与中老年高血压病存在很大关

联性ꎬ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在青少年时期养成ꎬ因此高

校保健工作应加强心血管病特别是高血压的一级预

防与干预ꎮ
粤西农村学生心血管病患病率高于城镇学生ꎬ与

谢文杰等[１９]研究的无论分层分析还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均提示ꎬ农村是青少年高血压检出率偏高的独立因

素一致ꎮ 可能与城市居民更为关注健康ꎬ家长及青少

年更为注重健康生活方式有关ꎬ也可能与农村收入偏

低ꎬ膳食均衡性较城市差有关[１９] ꎮ 说明农村是心血管

病预防的重要区域ꎮ 应提高全社会心血管病知识普

及率特别是农村优生优育观念和心血管病知识宣传ꎬ
提升农村和基层医务人员心血管病普查意识和普查

技能ꎬ做到心血管病早防早治ꎬ共同促进青年学生健

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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