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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15 岁及以上人群正常高值血压状况
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宓 1，刘国琴 2*，饶文博 2，刘志军 2，楚亚林 2，吴芳 2
【摘要】

目的

调查贵州省 15 岁及以上人群正常高值血压状况，分析正常血压发展为正常高值血压、正常高

值血压发展为高血压的影响因素，为加强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健康管理，降低新发高血压患者，促进社区高血压防治
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2014 年 9 月—2015 年 10 月选取贵州省 15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共

抽取 8 个区 / 县、16 个街道 / 乡镇、64 个居民委员会 / 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15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 48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8.68%。以访谈式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收集资料，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民族、

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情况等基本人口学特征以及吸烟、饮酒等行为生活方式，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质量、腰
围及血压的测量。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13 480 人中正常血压组 4 433 人（32.89%），

正常高值血压组 5 592 人（41.48%），高血压组 3 455 人（25.6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性别、年龄、

居住地、体质指数（BMI）、腰围是贵州省 15 岁以上人群正常血压发展为正常高值血压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

居住地、文化程度、饮酒情况、BMI、腰围是贵州省 15 岁以上人群正常高值血压发展为高血压的影响因素（P<0.05）。

结论

贵州省 15 岁及以上人群中正常高值血压所占比例较大，性别、年龄、居住地、BMI、腰围是影响正常血压发展

为正常高值血压的影响因素，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饮酒情况、BMI、腰围是影响正常高值血压发展为高血压的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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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high-normal blood pressure（HNBP） in populations aged 15 and

over in Guizhou Province，an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normal blood pressure to HNBP and from
HNBP to hypertension，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strengthening the health management for HNBP populations，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and facilitating the community-bas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ypertension.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September 2014 to October 2015.Using stratified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we selected 15 200 permanent

residents aged 15 and over from 64 neighborhood（village） committees of 16 subdistricts（townships/towns） subordinated
to 8 districts（counties） in Guizhou Province.We collected their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sex，age，residence，

ethnic group，
educational level，
marital status，
employment status，
prevalence of smoking and alcohol consumption）through personal
interview survey and obtained their data of height，weight，waist circumference and blood pressure by physical examination.

The survey achieved a response rate of 88.68%（13 480/15 200）．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normal blood pressure to HNBP and from HNBP to hypertension in these
people.Results

Of the 13 480 final participants，4 433（32.89%） were found with normal blood pressure，5 592（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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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NBP，and 3 455（25.63%） with hypertension.The analysis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revealed that

sex，age，residence，BMI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we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normal blood pressure to

HNBP（P<0.05）；age，residence，education level，prevalence of alcohol consumption，BMI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we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HNBP to hypertension（P<0.05）．Conclusion

HNBP is found in many of the

people aged 15 and over in Guizhou Province.Sex，age，residence，BMI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a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normal blood pressure to HNBP；age，residence，education level，prevalence of alcohol consumption，BMI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a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HNBP to hypertension.
【Key words】

Prehypertension；Hypertension；Data collection；Root cause analysis；Guizhou

高血压（hypertension）是一种以体循环动脉血压
增 高 为 主 要 特 征， 可 伴 有 心、 脑、 肾 等 多 器 官 功 能
或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1］。根据 2009 年《中国
高血压防治指南》建议的标准，收缩压≥ 140 mm Hg
（1 mm Hg=0.133 kPa）或舒张压≥ 90 mm Hg 即为高血压。
当收缩压为 120~139 mm Hg 或舒张压为 80~89 mm Hg 时，
为正常高值血压，此时血压高于正常水平但尚未达到高
血压水平［2］。随着对高血压认识的不断深入，正常高
值血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高血压可由正常血压或
正常高值血压进展而来。有研究通过 15 年的随访发现，
正常高值血压者中有 91.2% 进展为高血压，而这个比例
在正常血压水平人群中仅为 22.2%［3］，且由正常高值
血压进展到高血压的过程十分迅速。即使血压水平仍处
于正常高值血压范围，但脑血管疾病（CVD）风险仍然
随着血压水平的上升而升高。研究发现，与正常血压者
相比，正常高值血压者 10 年冠心病、脑卒中及总心血
管病事件的发病风险均有明显升高［4］；正常高值血压
人群较血压正常人群动脉硬度增加、顺应性降低，存在
早期动脉硬化亚临床病变［5］。因此，加强正常高值血
压人群管理，是降低新发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
键。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调查贵州省 15 岁及以上人群中
正常高值血压人群的分布及主要特征，为高血压社区防
治和管理提供政策和实践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
国重要心血管病患病率调查及关键技术研究》国家方
案，本次调查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5 岁及
以上常住人口中进行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
在每个省，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层（按照国家民政部城乡
划分方法将全国所有的县定义为农村，所有的区定义为
城市），每层采取容量大小比例概率法抽取 4 个区 / 县，
在被抽中的区 / 县中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
2 个街道 / 乡镇，在被抽取的街道 / 乡镇中采取简单随
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 3 个居民委员会 / 村民委员会，
在被抽中的居民委员会 / 村民委员会中按照年龄和性别
分层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相应数目的个体。贵州省
共抽取 8 个区 / 县、16 个街道 / 乡镇、64 个居民委员会

/ 村民委员会的 15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即户籍在贵州，
且在当地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上者）15 200 人进行调查，
城 市 和 农 村 各 7 600 人。2014 年 9 月 —2015 年 10 月
实施现场调查，共发放问卷 15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 48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8.68%。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包括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两部
分。前者采用全国统一的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进行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受试者的
性别、年龄、居住地、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
业情况等基本人口学特征以及吸烟、饮酒等行为生活方
式。吸烟判断标准为在调查前 30 d 内有吸烟史者为吸
烟〔吸香烟和 / 或烟叶（手卷烟等），吸两者之一或两
者均吸为有吸烟史者〕，进一步分为每天吸烟和偶尔吸
烟。饮酒判断标准为在调查前 30 d 接触过乙醇且每周
超过 2 次者即为饮酒者，以每天乙醇摄入量（g/d）为依据，
分为一般、危险和有害饮酒。一般饮酒：男≤ 40 g/d，
女≤ 20 g/d；危险饮酒：男 41~60 g/d，女 21~40 g/d；
有害饮酒：男≥ 61 g/d，女≥ 41 g/d。体格检查包括身
高、体质量、腰围及血压的测量，测量方法采用全国统
一方法［6］，体质量体脂测量仪型号为欧姆龙 V-BODYHBF 371，肥胖诊断标准以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 为 依 据，BMI<18.5 kg/m2 为 较 轻 体 质 量，18.5
kg/m2 ≤ BMI<24.0 kg/m2 为正常，24.0 kg/m2 ≤ BMI<28.0
kg/m2 为超重，BMI ≥ 28.0 kg/m2 为肥胖。以腰围为判
断 标 准， 男 性 ≥ 85 cm、 女 性 ≥ 80 cm 为 超 重， 男 性
≥ 95 cm、女性≥ 90 cm 为肥胖。血压测量采用欧姆龙
HEM-1300 电子血压计，在一定室温下，休息 5 min 后
进行测量，测量 3 次，每次间隔时间不少于 1 min，3 次
中每两次测量的收缩压或舒张压的差值超过 10 mm Hg，
排 除 干 扰 重 新 测 量， 取 3 次 测 量 的 平 均 值， 以《 中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 为诊断标准，分为正常血压
组、正常高值血压组和高血压组，正常血压：收缩压
<120 mm Hg 和舒张压 <80 mm Hg；正常高值血压：收
缩压 120~139 mm Hg 和 / 或舒张压 80~89 mm Hg；高血压：
收缩压≥ 140 mm Hg 和 / 或舒张压≥ 90 mm Hg。
1.3 质量控制 采用全国统一调查问卷和调查手册；
调查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真实完成问卷调查和体格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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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采集；调查员由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担任，统一
培训并合格，减少调查员偏移；数据当天核查、录入前
核查以及双人录入对比；调查时间避免炎热或寒冷季节；
调查仪器统一规格型号并矫正。随机抽取 2% 调查对象
进行汞柱血压计重复测量；调查现场配备专门质量监督
员进行质量控制。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人口学特征及体格检查指标 调查 13 480 人，
其中男 5 509 人（40.87%），女 7 971 人（59.13%）；
年龄 15~105 岁，平均年龄（46.9±18.8）岁，15~24 岁
1 866 人（13.84%），25~34 岁 1 517 人（11.25%），
35~44 岁 2 121 人（15.74%），45~54 岁 2 412 人（17.89%），
；
55~64 岁 2 298 人（17.05%），≥ 65 岁 3 266 人（24.23%）
城市 6 558 人（48.65%），农村 6 922 人（51.35%）；
汉族 8 922 人（66.19%），少数民族 4 558 人（33.81%）；
文 化 程 度： 文 盲 3 278 人（24.32%）， 小 学 3 400 人
（25.22%）， 初 中 3 522 人（26.13%）， 高 中 / 中 专
2 253 人（16.71%），大专及以上 1 027 人（占 7.62%）；
婚姻状况：未婚 2 116 人（15.70%），已婚 / 再婚 / 同居
9 734 人（72.21%），分居和离异 338 人（2.51%），丧
偶 1 292 人（9.58%）
；就业情况：在职 7 515 人（55.75%），
离 退 休 693 人（5.14%）， 学 生 1 530 人（11.35%），
失 业 或 无 业 3 742 人（27.76%）； 吸 烟 情 况： 不 吸 烟
10 248 人（76.02%），偶尔吸烟 234 人（1.74%），每
天吸烟 2 998 人（22.24%）；饮酒情况：不饮酒 11 068
人（82.11%）， 一 般 饮 酒 1 828 人（13.56%）， 危 险
饮 酒 136 人（1.01%）， 有 害 饮 酒 448 人（3.32%）；
BMI：过轻 975 人（7.23%），正常 7 646 人（56.72%），
超重 3 583 人（26.58%），肥胖 1 276 人（9.47%）；腰围：
正常 7 546 人（55.98%），超重 4 019 人（29.81%），
肥胖 1 915 人（14.21%）。
2.2 高 血 压 情 况 13 480 人 中 正 常 血 压 组 4 433 人
（32.89%），正常高值血压组 5 592 人（41.48%），高
血压组 3 455 人（25.63%）。3 组人群性别、年龄、居住地、
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情况、吸烟情况、饮
酒情况、BMI、腰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3 多因素分析 以正常血压或正常高值血压（赋值：
正常血压 =0，正常高值血压 =1）、正常高值血压或高
血压（赋值：正常高值血压 =0，高血压 =1）分别为因
变量，以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吸烟情况、
饮酒情况、BMI、腰围为自变量（赋值见表 2），代入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居

表 1 贵州省 15 岁及以上人群正常血压组、正常高值血压组及高血
压组调查指标比较〔n（%）〕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mong populations aged 15 and over
in Guizhou Province by blood pressure
项目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 65
居住地
城市
农村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 中专
大专及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 再
婚 / 同居
分居和离异
丧偶
就业情况
在职
离退休
学生
失业或无业
吸烟情况
不吸烟
偶尔吸烟
每天吸烟
饮酒情况
不饮酒
一般饮酒
危险饮酒
有害饮酒
BMI
过轻
正常
超重
肥胖
腰围
正常
超重
肥胖

正常血压组
（n=4 433）

正常高值血压
组（n=5 592）

高血压组
（n=3 455）

1 530（34.51） 2 531（45.26） 1 448（41.91）
2 903（65.49） 3 061（54.74） 2 007（58.09）
1 113（25.11）
829（18.70）
871（19.65）
709（15.99）
472（10.65）
439（9.90）

683（12.21）
70（2.02）
608（10.87）
80（2.32）
988（17.67） 262（7.58）
1 103（19.72） 600（17.37）
957（17.12） 869（25.15）
1 253（22.41） 1 574（45.56）

2 750（62.03） 2 618（46.82） 1 190（34.44）
1 683（37.97） 2 974（53.18） 2 265（65.56）
3 120（70.38） 3 638（65.06） 2 164（62.63）
1 313（29.62） 1 954（34.94） 1 291（37.37）
601（13.56）
861（19.42）
1 313（29.62）
1 123（25.33）
535（12.07）

1 258（22.50） 1 419（41.07）
1 493（26.70） 1 046（30.27）
1 560（27.89） 649（18.79）
865（15.47） 265（7.67）
416（7.44）
76（2.20）

1 217（27.45） 810（14.48）
89（2.58）
2 926（66.00） 4 168（74.54） 2 640（76.41）
115（2.59）
175（3.95）

145（2.59）
469（8.39）

78（2.26）
648（18.75）

2 320（52.33） 3 132（56.01） 2 063（59.71）
196（4.42）
298（5.33）
199（5.76）
909（20.51） 559（10.00）
62（1.79）
1 008（22.74） 1 603（28.66） 1 131（32.74）
3 627（81.82） 4 158（74.36） 2 463（71.29）
77（1.74）
123（2.20）
34（0.98）
729（16.44） 1 311（23.44） 958（27.73）
3 867（87.23） 4 583（81.96） 2 618（75.77）
456（10.29） 772（13.81） 600（17.37）
24（0.54）
51（0.91）
61（1.77）
86（1.94）
186（3.32）
176（5.09）
443（9.99）
356（6.37）
176（5.09）
2 936（66.23） 3 146（56.26） 1 564（45.27）
859（19.38） 1 562（27.93） 1 162（33.63）
195（4.40）
528（9.44） 553（16.01）
2 885（65.08） 3 097（55.38） 1 564（45.27）
1 192（26.89） 1 683（30.10） 1 144（33.11）
356（8.03） 812（14.52） 747（21.62）

注：BMI= 体质指数

χ2 值

P值

120.275

<0.01

2 723.815

<0.01

604.576

<0.01

57.525

<0.01

1 434.993

<0.01

1 270.398

<0.01

713.553

<0.01

73.730

<0.01

191.111

<0.01

656.521

<0.01

415.328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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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BMI、腰围是贵州省 15 岁以上人群正常血压发
展为正常高值血压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 3）；年
龄、居住地、文化程度、饮酒情况、BMI、腰围是贵州
省 15 岁以上人群正常高值血压发展为高血压的影响因
素（P<0.05，见表 4）。
3 讨论
3.1 正常高值血压人群所占比重较大，是高血压防控
重点人群 美国预防、检测、评估与治疗高血压联合委
员会第七次报告正式提出“高血压前期”［7］，《中国
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将其等同于“正常高值血压”［8］。
随着年龄增长，高血压患病人数增多。有研究发现我国
正常高值血压检出率在 38.9%~41.3%［9］。本调查正常
高值血压人群 5 592 人，占总调查对象的 41.48%，结
果提示正常高值血压人群所占比重较大，其中 76.91%
（4 301/5 592）的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年龄在 35 岁及以上。
正常高值血压人群更容易发展成为高血压，因此加强该
人群的预防控制是减少新发高血压的关键。我国将 35
岁及以上人群列为高血压防控重点人群，本研究结果进
一步支撑了该政策。但在高血压的社区管理中，目前由
于各种原因实际上依然仅是针对高血压患者的管理，对
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关注较少。从三级预防、社会医学和
卫生经济学角度，45 岁及以上的中年人群在家庭、工
作双重压力下，更应该列为高血压预防控制的重点人群。
3.2 关注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危险因素是贯彻三级预防
策略和降低高血压发生率的关键环节 我国在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实施过程中，将高血压纳入慢性病管理，但
对于正常高值血压人群的社区预防关注度不够，且该部
分人群自身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正常血压组、正常高值血压组和高血压组性别、
年龄、居住地、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情况、
吸烟情况、饮酒情况、BMI、腰围均有差异。同时本研
究发现年龄和肥胖是正常血压人群向正常高值血压人群
发展的影响因素，年龄、文化程度、饮酒、肥胖是正常
高值血压人群发展为高血压的影响因素，与其他研究结
果一致［10］。提示在过渡期或高血压前期，针对饮酒、
肥胖等采取有效措施阻断或延缓正常高值血压或高血压
的发生、发展，是降低高血压发生率、减轻高血压危害、
避免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有研究表明从正常高
值血压者进展为高血压的比例是正常血压水平人群的 4
倍［3］，相对于第一阶段（120~129 mm Hg）而言，第二
阶段（130~139 mm Hg）随着血压水平的逐渐升高心血
管疾病的病死率出现上升。为控制和延缓正常血压向正
常高值血压或正常高值血压向高血压的转化，应切实贯
彻三级预防策略。健康教育、改变行为生活方式等非药
物治疗是被公认的高血压一级预防控制策略，比如适当
运动和低脂低盐饮食可以有效降低正常高值血压者的血

表 2 贵州省 15 岁以上人群血压情况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自变量赋值表
Table 2 Assignment for the associated factors for the status of blood
pressure in populations aged 15 and over in Guizhou Province analyzed with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自变量
性别

赋值
男 =1，女 =2

年龄（岁） 15~24=1，25~34=2，35~44=3，
45~54=4，55~64=5，≥ 65=6
居住地 城市 =1，农村 =2
文化程度 文盲 =0，小学 =1，初中 =2，
高中 / 中专 =3，大学及以上 =4
吸烟情况 不吸烟 =0，偶尔吸烟 =1，每天吸烟 =2
饮酒情况 不饮酒 =0，一般饮酒 =1，危险饮酒 =2，有害饮酒 =3
BMI

过轻 =0，正常 =1，超重 =2，肥胖 =3

腰围

正常 =0，超重 =1，肥胖 =2

表 3 贵州省 15 岁以上人群正常血压发展为正常高值血压影响因素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ed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normal blood pressure to high-normal blood
pressure in populations aged 15 and over in Guizhou Province
自变量
常量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b

SE

-1.215 0.190

-0.574 0.055
0.272
0.66

0.016

0.050

文化程度 -0.009 0.024
吸烟情况 -0.045 0.057
饮酒情况 -0.056 0.042
BMI

腰围

0.314

0.226

0.036

0.039

注：- 为无此项数值

Wald
χ2 值

P值

40.715 <0.001

OR（95%CI）
-

110.536 <0.001 0.563（0.506，0.627）

289.234 <0.001 1.313（1.272，1.355）

174.336 <0.001 1.935（1.754，2.134）
0.143

0.706

0.991（0.945，1.039）

1.838

0.175

0.945（0.871，1.025）

0.629

0.428

0.956（0.855，1.069）

75.769 <0.001 1.369（1.276，1.469）

34.113 <0.001 1.253（1.162，1.352）

表 4 贵州省 15 岁以上人群正常高值血压发展为高血压影响因素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ed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high-normal blood pressure to hypertension in
populations aged 15 and over in Guizhou Province
自变量
常量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b

SE

饮酒情况
BMI
腰围

P值

-3.623 0.234 238.728 <0.001
0.013

0.068

0.402

0.055

0.470

0.020

文化程度 -0.145 0.027

吸烟情况

Wald
χ2 值

0.064

0.066

0.335

0.037

0.183

0.163

0.037

0.040

注：- 为无此项数值

0.036

0.850

OR（95%CI）
-

1.013（0.887，1.157）

573.83 <0.001 1.600（1.540，1.663）

54.306 <0.001 1.495（1.344，1.664）

28.057 <0.001 0.865（0.820，0.913）
0.955

0.329

1.066（0.938，1.213）

24.410 <0.001 1.201（1.117，1.292）

80.247 <0.001 1.398（1.299，1.504）
16.648 <0.001 1.177（1.088，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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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平［11］，对于避免正常高值血压的恶化和提高生活
质量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贵州省 15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
13 480 人， 其 中 正 常 血 压 组 4 433 人（32.89%）， 正
常高值血压组 5 592 人（41.48%），高血压组 3 455 人
（25.63%）。正常高值血压人群所占比重较大，提示
正常高值血压人群是高血压防控重点人群，76.91% 的
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年龄在 35 岁以上。性别、年龄、居
住地、BMI、腰围是贵州省 15 岁以上人群正常血压发
展为正常高值血压的影响因素；年龄、居住地、文化程
度、饮酒情况、BMI、腰围是贵州省 15 岁以上人群正
常高值血压发展为高血压的影响因素。临床预防作为临
床环境下的治疗和预防相结合，体现了早期预防的价值，
正常高值血压人群预防性用药受到关注。有研究发现在
正常高值血压阶段予以药物干预可以降低新发高血压，
但对心血管终点事件并无明显改善，提示正常高值血压
向高血压的转归是不可逆的过程［12］。也有研究认为正
常高值血压阶段合理的降压药物的使用将能够有效降低
CVD 的死亡风险［13］。目前在高血压的防治时均以血压
水平是否处于高血压水平作为是否用药控制的标准，对
正常高值血压人群是否采用药物治疗、高血压用药控制
时间节点是否应该提前以及血压的控制水平是否应该更
严格等多方面的问题是今后正常高值血压人群预防控制
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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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琴、饶文博进行研究的实施与可行性分析；李宓、
刘国琴、饶文博、刘志军、楚亚林、吴芳进行数据收集；
李宓、饶文博、楚亚林、吴芳进行数据整理；李宓、刘
国琴、饶文博进行统计学处理，撰写论文；李宓、刘国
琴进行结果的分析与解释；刘国琴进行论文的修订，对
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
本文无利益冲突。

［5］宫进亮，杨玉恒，张建军，等．正常高值血压对动脉硬化影响
的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7，44（2）：362-365.
GONG J L，YANG Y H，ZHANG J J，et al．Study of the impact of
high-normal blood pressure on early atherosclerosis［J］．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2017，44（2）：362-365.
［6］WANG Z，ZHANG L，CHEN Z，et al．Survey on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in China：background，aim，method and
design［J］．Int J Cardiol，2014，174（3）：721-723．DOI：
10.1016/j.ijcard.2014.03.117.

［7］CHOBANIAN A V，BAKRIS G L，BLACK H R，et al．
Seventh report of the joint national committee on prevention，
detection，evaluation，and treatment of high blood pressure［J］．
Hypertension，2003，41（6）：31-32．DOI：10.1161/01.
HYP.0000107251.49515.c2.
［8］中 国 高 血 压 防 治 指 南 修 订 委 员 会 . 中 国 高 血 压 防 治 指 南
2010［J］． 中 华 心 血 管 病 杂 志，2011，39（7）：579-616．

DOI：10.3760/cma.j.issn.0253-3758.2011.07.002.

Writing Group of 2010 Chines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2010 Chines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J］．Chinese Journal of Cardiology，2011，39（7）：
579-616．DOI：10.3760/cma.j.issn.0253-3758.2011.07.002.

［9］黄喆，吴寿岭，高竞生，等．正常高值血压人群血压进展及影
响 因 素［J］． 中 华 高 血 压 杂 志，2011，19（7）：630-635．
DOI：10.16439/j.cnki.1673 -7245.2011.07.011.
HUANG Z，WU S L，GAO J S，et al．Progress of blood pressure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 prehypertensives［J］．Chinese Journal
of Hypertension，2011，19（7）：630-635．DOI：10.16439/j.
cnki.1673-7245.2011.07.011.
［10］张晴晴，徐子淇，付颖利，等．长春市不同性别成年居民正常
高值血压检出率及影响因素［J］．中华高血压杂志，2015，23（8）
：

775-779．DOI：10.16439/j.cnki.1673-7245.2015.08.022.

ZHANG Q Q，XU Z Q，FU Y L，et al．The preval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normal blood pressure of adult resi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Changchun City［J］．Chinese Journal of
Hypertension，2015，23（8）：775-779．DOI：10.16439/j.
cnki.1673-7245.2015.08.022.
［11］王勇，何森，陈晓平 . 正常高值血压研究进展［J］．中华高

参考文献

血 压 杂 志，2012，20（12）：1125-1127．DOI：10.16439/j.

［1］陆再英，钟南山 . 内科学［M］．7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cnki.1673-7245.2012.12.009.

2007.

［2］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 .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3］HE S，CHEN X.Prehypertens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 special
blood pressure phase［J］．Hypertens Res，2012，35（5）：

WANG Y，HE S，CHEN X P.Research progress of high normal
blood pressure［J］．Chinese Journal of Hypertension，2012，20
（12）：1125-1127．DOI：10.16439/j.cnki.1673-7245.2012.
12.009.

［12］潘慧 . 中心动脉压对血压正常高值者药物治疗的评价作用［D］．

561-562．DOI：10.1038/hr.2012.31.

济南：济南大学，2011.

病危险的分析［J］．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06，8（11）：

patients with high normal blood pressure［D］．Jinan：Jinan

［4］赵冬，李翠芬，王薇，等．正常高值血压人群 10 年心血管病发
730-733．DOI：10.3969/j.issn.1009-0126.2006.11.004.

ZHAO D，LI C F，WANG W，et al．The 10-year cardiovascular

PAN H.Evaluation of central arterial pressure on drug therapy in
University，2011.
［13］EGAN B M，STEVENS-FABRY S.Prehypertension-prevalence，

risk in a Chinese cohort aged 35-64 years with high-normal blood

health risks，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J］．Nat Rev Cardiol，

Diseases，2006，8（11）：730-733．DOI：10.3969/j.issn.1009-

（收稿日期：2017-03-19；修回日期：2017-12-11）

pressure［J］．Chinese Journal of Geriatric Heart Brain and Vessel
0126.2006.11.004.

2015，12（5）：289-300．DOI：10.1038/nrcardio.2015.17.

（本文编辑：陈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