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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中小学生血红蛋白与血压水平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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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广东省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ꎬ５１０１８０ꎻ２.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小学生血红蛋白与血压水平的相关性ꎬ为制定高血压防治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

样的方法ꎬ选取 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 １１ 区 １０１ 所中小学校的 ３４ ７５２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探讨血红蛋白与血压的相关性ꎮ 结果 　 男、女生贫血检出率分别为 ３.２％和 ９.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１１.８５ꎬＰ<
０.０１)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仅贫血组女生的血红蛋白与收缩压呈负相关( ｒ＝ －０.０６ꎬＰ<０.０１)ꎬ其余贫血组学生的血红蛋白与血

压均不存在相关关系(Ｐ 值均>０.０５)ꎻ非贫血组学生的血红蛋白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线性回归

分析显示ꎬ在总人群、男生、女生中ꎬ血红蛋白水平对收缩压和舒张压均起正向作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

示ꎬ与血红蛋白水平 Ｑ２ 组的同年级学生比较ꎬ血红蛋白水平 Ｑ４ 组的小学生、Ｑ３ 和 Ｑ４ 组的初中和高中学生高血压前期和

高血压的患病风险显著增加(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在非贫血人群中ꎬ血红蛋白与收缩压和舒张压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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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ꎬ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重要的危险因素[１] ꎮ 我国学龄

儿童高血压患病率近年呈上升趋势ꎬ如何遏制上升势

头亟待解决ꎮ 过去认为ꎬ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包括遗传

因素、胰岛素抵抗、肥胖、神经刺激、饮酒、精神紧张、
高盐摄入等[２－３] ꎮ 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血红

蛋白与血压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ꎬ血红蛋白含量增加

可能导致血压升高[４] ꎮ 目前对血红蛋白与血压相关

性的研究更多是针对老年人[５－７] ꎮ 本研究通过对广州

市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分析ꎬ进一步

探讨两者在中小学生群体中的相关关系ꎬ为儿童期高

血压防治和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学研究提供参考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选取 ２０１５ 年广州

８５０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第 ４０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７



市 １１ 区 １０１ 所中小学ꎮ 排除患有严重内分泌疾病ꎬ
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疾病及肿瘤等严重疾病的样

本后ꎬ总样本量为 ３４ ７５２ 人ꎬ其中小学生 ５ ８９４ 名ꎬ初
中生 １２ ０５２ 名ꎬ高中生 １６ ８０６ 名ꎻ男生 １７ ４１４ 名ꎬ女
生 １７ ３３８ 名ꎮ
１.２　 数据采集方法和判定标准 　 血压采用欧姆龙

ＨＥＭ－７０７１ 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测量ꎬ取坐位右上臂肱

动脉血压ꎬ测量 ２ 次记录平均值ꎮ 高血压:收缩压和

(或)舒张压≥同性别、同年龄、同身高百分位血压 Ｐ９５

者ꎻ高血压前期:收缩压和(或)舒张压≥同性别、同年

龄、同身高百分位血压 Ｐ９０且<Ｐ９５者
[８] ꎮ 因本次血压测

量仅为一个时点ꎬ故本研究中的高血压检出率指一个

时点的高血压检出率[９] ꎮ
血红蛋白检测采用十二烷基硫酸钠血红蛋白

(ＳＬＳ－Ｈｂ)测定法ꎮ 血红蛋白含量 ５ ~ １１ 岁男生和女

生<１１５ ｇ / Ｌꎻ１２ ~ １４ 岁男生和女生<１２０ ｇ / Ｌꎻ１５ 岁以

上女生<１２０ ｇ / Ｌꎬ１５ 岁以上男生< １３０ ｇ / Ｌ 判定为贫

血[１０] ꎮ 以同一年龄和性别人群中血红蛋白分布的

Ｐ２５ꎬＰ５０ꎬＰ７５将人群分为 ４ 组(Ｑ１ ~ Ｑ４)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ꎮ 血压与血红蛋白的相关分析采用线性

回归分析ꎬ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计算血红蛋白水平

升高导致血压异常风险的 ＯＲ 值及其 ９５％可信区间ꎬ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小学生贫血及高血压检出情况　 本次调查男、
女生的总贫血检出率分别为 ３.２％ꎬ９.６％ꎬ女生高于男

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１１.８５ꎬＰ<０.０１)ꎮ 男生高

血压前期和高血压检出率分别为 １３.２％和 ８.９％ꎬ女生

分别为 ９.７％和 １１.８％ꎮ
２.２　 血压与血红蛋白的相关性分析 　 控制年龄、性
别、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等因素ꎬ对血压与血红蛋白进行

偏相关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收缩压和舒张压与血红蛋白

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４ꎬ０.１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将调查人群分为正常组和贫血组ꎬ控制年龄因

素ꎬ对男女生的血红蛋白与血压进行相关分析ꎬ结果

显示ꎬ贫血组女生的血红蛋白值与收缩压呈负相关ꎬ
其余贫血组学生血红蛋白值与血压不存在相关关系

(Ｐ 值均>０.０５)ꎻ正常组学生的血红蛋白值与收缩压

和舒张压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血压与血红蛋白关系的线性回归分析　 将血红

蛋白水平与收缩压和舒张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血红

蛋白水平作为自变量纳入方程)ꎬ结果发现ꎬ在总人

群、男生、女生中ꎬ血红蛋白水平对收缩压和舒张压均

呈正向作用(总人群 β 值分别为 ０.３３ꎬ０.１１ꎻ男生 β 值

分别为 ０.１７ꎬ０.１１ꎻ女生 β 值分别为 ０.３８ꎬ０.０９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表 １　 中小学生血红蛋白与血压相关分析(ｎ ＝ ３４ ７５２ꎬｒ 值)

血红

蛋白

收缩压

男 女

舒张压

男 女
正常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１４∗∗

贫血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１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４　 血压与血红蛋白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按年级

(小学二年级、初一、高一)分组ꎬ以血压状况(正常、高
血压前期、高血压)为因变量ꎬ以血红蛋白四分位(Ｑ１
~ Ｑ４)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与血红蛋白水平 Ｑ２ 组比较ꎬ小学二年

级学生中ꎬ血红蛋白水平 Ｑ４ 组高血压前期 ( ＯＲ ＝
１.３０)和高血压(ＯＲ ＝ １.５９)的患病风险均增加ꎻ初中

一年级学生中ꎬ血红蛋白水平 Ｑ３ 和 Ｑ４ 组高血压前期

(ＯＲＱ３ ＝ １.２４ꎬＯＲＱ４ ＝ １.４４)和高血压(ＯＲＱ３ ＝ １.２５ꎬＯＲＱ４

＝ １.５２)的患病风险均增加ꎻ高中一年级学生中ꎬ血红

蛋白水平 Ｑ３ 和 Ｑ４ 组高血压前期(ＯＲＱ４ ＝ １.３７)和高

血压(ＯＲＱ３ ＝ １.２１ꎬＯＲＱ４ ＝ １.５７)的患病风险均增加(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小学生血压异常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年级
血红蛋

白水平

高血压前期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高血压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小学二年级 Ｑ１ ０.８７(０.６８~ １.１１) ０.２７ ０.９５(０.７４~ １.２３) ０.７１
(ｎ＝ ５ ８９４) Ｑ３ １.０８(０.８５~ １.３５) ０.５４ １.２２(０.９６~ １.５４) ０.１０

Ｑ４ １.３０(１.０４~ １.６２) ０.０２ １.５９(１.２８~ １.９９) <０.０１
初一 Ｑ１ １.０７(０.８８~ １.３１) ０.４８ １.０３(０.８２~ １.２９) ０.８０
(ｎ＝ １２ ０５２) Ｑ３ １.２４(１.０３~ １.５０) ０.０２ １.２５(１.０１~ １.５５) ０.０４

Ｑ４ １.４４(１.２１~ １.７２) <０.０１ １.５２(１.２４~ １.８６) <０.０１
高一 Ｑ１ ０.８９(０.７６~ １.０５) ０.１６ ０.９３(０.７８~ １.１１) ０.４１
(ｎ＝ １６ ８０６) Ｑ３ １.０７(０.９２~ １.２４) ０.４０ １.２１(１.０３~ １.４３) ０.０２

Ｑ４ １.３７(１.１９~ １.５８) <０.０１ １.５７(１.３４~ １.８３) <０.０１

　 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 ＢＭＩꎬ因变量以正常血压组为参照ꎮ

３　 讨论

近年来ꎬ原发性高血压在儿童青少年中越发常

见ꎮ 除了肥胖、高盐饮食、精神压力、遗传因素等被确

认为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外[２] ꎬ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血

红蛋白与血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１１－１３] ꎮ 近期ꎬ
有研究认为血红蛋白是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的独立

危险因素[５] 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在总人群、男生、女生中ꎬ血红

蛋白水平对收缩压和舒张压均起正向作用ꎬ与王爱珉

等[１１ꎬ１４]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研究显示ꎬ当血红蛋白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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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患高血压前期和高血压的风险均会增加ꎮ 有研究

发现ꎬ随着血红蛋白水平增加ꎬ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也会增加 ２.６３ ~ ４.３６ 倍[１５－１６] ꎬ与本次结果相符ꎮ
对于血红蛋白含量增加引起血压升高的机制ꎬ

Ｄａｖｉｓ 等[１７]认为是血红蛋白含量增高导致血液黏稠度

上升ꎬ引起血外周阻力升高而使血压升高ꎮ 也有其他

研究认为是由于游离血红蛋白与一氧化氮(ＮＯ)结合

引起的ꎬ因为(ＮＯ)是一种强血管扩张剂ꎬ能起到抗血

栓形成的作用ꎬ但血红蛋白与( ＮＯ) 的结合导致了其

失去活性ꎬ引起血管收缩ꎬ最终使血压升高[１８] ꎮ
血红蛋白与收缩压和舒张压之间均存在正相关ꎬ

且随血红蛋白含量增加上升的幅度均有一定的量化

规律ꎬ提示血红蛋白含量过高可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

素ꎮ 而血红蛋白与血压的这种相关性ꎬ可能仅局限于

某些因素ꎬ如贫血人群中血红蛋白与血压相关程度较

低ꎮ 建议进一步对血红蛋白与血压之间的因果关系

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探讨ꎮ
由于贫血是影响我国居民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健

康的重要营养问题ꎬ所以部分人群会以补充铁剂的方

式来预防贫血[１９－２０] ꎮ 但铁会导致血液循环中的红细

胞和血红蛋白增多ꎬ红细胞水平升高可能是脂肪肝的

危险因素[２１] ꎮ 有研究指出ꎬ稍低的血红蛋白水平对降

低女性动脉硬化的风险是一种保护因素[２２] ꎮ 因此ꎬ在
改善缺铁性贫血状况的同时ꎬ应加强对学生使用铁营

养补充剂的科学指导[２３] ꎬ宣传在非贫血的状态下ꎬ不
使用铁营养补充剂ꎬ防止因血红蛋白水平过高可能导

致血压异常等现象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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