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4 ·

doi 10.3969/j.issn.1674-4500.2018.02.30

分子影像学杂志, 2018, 41 (2): 264−267

饮食习惯对高血压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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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 的 比 较 不 同 饮 食 习 惯 下 血 脂 与 血 尿 酸 改 变 对 原 发 性 高 血 压 患 者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的 影 响 。 方 法 选 取 2016年
1月~2017年6月无糖尿病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291例，其中珠海市患者164例图木舒克市患者127例。检测两地患者血液中
的尿酸（UA）、总胆固醇（TC）与甘油三酯（TG）水平，同时用颈动脉超声测定患者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作为评估动
脉粥样硬化的方法。结果 由于饮食习惯的差异，珠海患者并发高尿酸血症的比例较高，图木舒克患者并发高脂血症的比例
较高（P<0.05）。尿酸与总胆固醇是两地高血压患者的动脉粥样硬化的共同危险因素(P<0.05)。在海珠地区尿酸 (r=0.420)与
患者CIMT相关性更高，而图木舒克地区总胆固醇与患者CIMT相关性更高(r=0.286)。结论 珠海地区高尿酸血症与动脉粥样
硬化关系更密切需减少膳食中嘌呤的摄入；图木舒克地区高脂血症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更密切需减少膳食中油脂的摄入，
将可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有效的减缓高血压患者的动脉粥样硬化进程。
关键词：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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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blood lipids and uric acid (UA) on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CAS) in essential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iet habit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91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from
January 2016 to June 2017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164 patients from Zhuhai and 127 patients from Tumxuk. The serum levels
of UA,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total triglyceride (TG) were detected, and the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CIMT) were
observed as a method to evaluate CAS. Results Due to different diet habits, patients from Zhuhai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hyperuricemia, whereas patients from Tumxuk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hyperlipemia (P<0.05). UA and TC were risk factors
of CAS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P<0.05)from both districts. UA (r=0.420) and CIMT had a higher
correlativity in patients from Zhuhai, while TC (r=0.286) and CIMT had a higher correlativity in patients from Tumxuk.
Conclusion Since hyperuricemia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CAS for people from Zhuhai, the local people need to reduce the
purine intake; while in Tumxuk hyperlipemia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CAS, so the local people need reduce dietary fat intake.
In this way, essential hypertensive patients can be efficiently protected from CAS.
Keywords: hypertension; hyperlipemia; hyperuricemia;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动脉粥样硬化作为全身弥漫性的动脉管壁的病

估两地区高血压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状况，观察

理改变，多继发于长期高血压病程，可以同时累及全

血脂及尿酸的血清学差异，在此基础上探索导致两

身的重要动脉，如：冠状动脉和颈动脉等，并最终损

地区高血压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影响因素的差异

害心、脑 、肾等靶器官[1]。动脉粥样硬化在大多数心

性，为不同地区人民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提出针对性

脑血管病患者中早已隐匿多年，才会首次出现临床

的建议。

症状；其主要原因在于血管内膜中层的增厚是动脉
血管在较长的亚临床期内的仅有表现[2]，超声具有无

1 资料与方法

创检测颈动脉粥样硬化的优势。目前大多数的学者

1.1 一般资料
选取图木舒克市与海珠市2016年1月~2017年
6月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291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图木舒克市患者男性84例、女性43例，珠海市患者男
性95例、女性69例。入选标准：（1）原发性高血压病确
证者；（2）长期留居当地；（3）40~60岁。排除标准：（1）
合并糖尿病、心脏病、外周血管病等严重基础疾病患
者；（2）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认为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均是动脉粥样硬
化的重要致病因素，但是却少有研究比较不同地区
动脉粥样硬化致病因素的差异。图木舒克与珠海市
存在地域及膳食结构等差异，本项目拟通过超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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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诊断标准
高血压诊断按照卫生部2010年《高血压防治指
南 》 标 准 即 收 缩 压≥140 mmHg和 (或 )舒 张 压
≥90 mmHg[3]。采取空腹12 h后晨起后静脉血测定血
尿酸(UA)、总胆固醇(TC)和甘油三酯(TG)。按国内
惯 用 标 准 ， 高 尿 酸 血 症 诊 断 标 准 为 男 性 血UA
>416 μmol /L，女性血UA>357 μmol/L并排除继发疾
病者。高脂血症诊断标准为TC>5.72 mmol/L和/或
图1 颈动脉超声

TG>1.70 mmol/L。
颈动脉超声测定患者的颈动脉内膜中层的增厚

A: CIMT=0.8 mm正常的颈动脉超声; B: CIMT=1.1 mm增厚的颈动脉
超声.

（CIMT） 作 为 评 估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的 方 法 ， CIMT
<1.0 mm为正常，CIMT>1.0 mm为增厚[4]（图1）。颈动

2 结果

脉走行位置表浅，易于通过超声检测颈动脉粥样硬

2.1 两地患者基本情况

化的发生发展，可以此评估全身大中动脉粥样硬化

海珠地区患者平均年龄与图木舒克地区患者平

的发展趋势 。颈动脉超声检查使用美国Philips公司

均年龄、患者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生产的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为8～12 MHz。

海珠地区患者平均CIMT显著厚于图木舒克地区患

1.3 统计分析

者（P<0.05）。但是两地高血压患者CIMT增厚的比例

[2]

本研究数据统计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分析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海珠地区患者血

处理。计量数据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采用t检验,

UA水平高于图木舒克地区，并且海珠地区高尿酸血

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因素

症患者多于图木舒克地区（P<0.01）。与之相反，海珠

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与颈动

地区患者血液中TC和TG水平均较图木舒克地区患

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用双变量相关分析, P<0.05表示

者低，海珠地区高脂血症患者也较图木舒克地区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表1）。

2

表1 临床资料
指标

2

珠海组(n=164)

图木舒克组（n=127）

t/χ

P

50.81±5.62

49.67±6.07

1.660

0.098

95

84

2.040

0.153

1.09±0.19

1.01±0.22

3.162

0.002

104

72

1.353

0.245

386.30±73.88

339.59±96.36

4.528

0.000

79

31

17.187

0.000

TC(mmol/L, Mean±SD)

5.06±1.17

5.70±1.69

–3.658

0.000

TG(mmol/L, Mean±SD)

1.41±0.77

2.02±0.94

–5.972

0.000

57

78

20.457

0.000

年龄(岁，Mean±SD）
性别（男，n）
CIMT(mm, Mean±SD)
CIMT增厚(n)
UA(μmol/L, Mean±SD)
高UA血症(n)

高脂血症(n)
UA: 尿酸;TC: 总胆固醇; TG: 甘油三酯.

2.2 CIMT增厚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2.3 CIMT与多个变量的相关分析

以UA、TC、TG为自变量, 以颈动脉内膜有无增

数 据 显 示 ， 在 海 珠 地 区 患 者 血UA和 TC与

厚为因变量, 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颈动脉粥样

CIMT相关，在图木舒克地区患者血UA、TC和TG均

硬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海珠地区年龄、UA、

与CIMT具有相关性（P<0.05）。但是在海珠地区与患

TC、TG都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在图木舒

者CIMT相关性最高的指标是血UA (r=0.420)，而图

克地区年龄、UA、TC、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

木舒克地区与患者CIMT相关性最高的指标是血TC

（P<0.05，表2）。

(r=0.286，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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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IMT增厚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EXP(B)95%置信区间
分组

海珠组

图木舒克组

指标

β

S.E,

Wals

P

Exp (B)

UA

0.012

0.003

14.513

0.000

1.012

1.006

1.018

TC

0.410

0.194

4.484

0.034

1.507

1.031

2.203

TG

0.586

0.289

4.103

0.043

1.798

1.019

3.170

UA

0.006

0.002

5.737

0.017

1.006

1.001

1.011

TC

0.358

0.155

5.326

0.021

1.431

1.055

1.940

TG

0.477

0.247

3.744

0.053

1.612

0.994

2.613

下限

上限

UA: 尿酸;TC: 总胆固醇; TG: 甘油三酯.

表3 IMT与多个变量的相关分析
分组

海珠组

图木舒克组

易引发高尿酸血症[17]。本研究中，珠海地区的高血压

指标

r

P

患者高尿酸血症发生率高，图木舒克地区的高血压

UA

0.420

0.000

患者高脂血症发生率高，表明高尿酸与高脂饮食习

TC

0.295

0.000

惯对当地高血压居民的高尿酸血症和高脂血症的发

TG

0.143

0.067

生具有促进作用。

UA

0.196

0.027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海珠地区和图木舒克地区

TC

0.286

0.001

高尿酸血症和高脂血症都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

TG

0.254

0.004

因素；由于不同的饮食习惯，两地高血压患者的高尿

UA: 尿酸; TC: 总胆固醇; TG: 甘油三酯.

酸血症和高脂血症的发病率具有显著差异。并且在
海珠地区与高血压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性最高的
指标是血尿酸，而图木舒克地区与高血压患者动脉

3 讨论
近年来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的患病率明显的
增加，这种改变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改
变、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所导致[5]。高血压具有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的作用，并导致斑块病变程
度加剧，并最终损害心、脑、肾等靶器官[6]。除了高血
压之外，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主要还有年龄、性

粥样硬化相关性最高的指标是血脂。这些结果提示：
不合理膳食结构会导致血中尿酸或血脂的升高，在
高嘌呤饮食的珠海血尿酸升高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
更密切；在高脂饮食的图木舒克血脂升高与动脉粥
样硬化关系更密切。
目前的主流观点中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

别、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糖尿病等[7-9]。在众多的

症与动脉粥样硬化是各自之间都有相互促进的作

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因素中被公认的主要危险因素

用，并且往往以一组疾病的形式出现[18-19]。有研究认

是高脂血症，高脂血症能通过损害血管的舒张功能

为高尿酸血症可能通过抑制抑制催化血脂分解的

而加剧高血压[10]。另外随着尿酸的增加，动脉粥样硬

酶，使血脂分解减少，从而引起血脂症；而高血脂可

化发生率也表现为上升趋势[11]。有研究表明，即使在

以通过损害肾脏，使尿酸的排泄功能下降使得尿酸

年轻健康人群中，尿酸浓度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

水平升高[20]。有研究在浙江湖州地区的调查中发现

发生率及其严重程度直接相关[12]；并且高血压病合

这个邻海小镇中当地居民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性最高

并高尿酸血症患者的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明显

的因素是尿酸升高的水平[21]，这一结果与珠海地区

增高[2]。

的结果相似。而在另一研究中发现在新疆地区高脂

作为高血压患者动脉粥样硬化进程的促进因

血症是当地人民罹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危险因

素，高脂血症和高尿酸血症是与患者的饮食生活习

素[10, 16]，也支持图木舒克地区高血压患者动脉粥样硬

惯密切相关的可控条件[13-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

化相关性最高的指标是血脂的结论。虽然高血压、高

南的图木舒克市是少数民族地区，其膳食模式不甚

脂血症、高尿酸血症与动脉粥样硬化会以一组疾病

合理，具体表现为：肉类、动物脂肪、油脂类、乳类摄

的形式出现；但是众多研究结果依然支持在不同饮

入高；脂肪热量占总热量的44.25%，远超过中国居民

食文化差异的影响下，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危因素也

膳食指南建议范围 。位于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发达

在变化。

[16]

的珠海由于其地理位置，其膳食中海鲜类食物较多，

综上所述，血脂和血尿酸升高同为动脉粥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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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危险因素，由于不同地域的不同饮食习惯它们
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密切程度不同。因此，在海珠地区
控制血尿酸，减少膳食中嘌呤的摄入；在图木舒克地
区控制血脂，减少膳食中油脂的摄入，将可更加具有
针对性的减缓高血压患者的动脉粥样硬化进程，降
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提高民族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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