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堡!垒鱼簧瘟盘盍垫!!生!旦筮!!鲞筮!塑g坠!』垦!些堂：』塑坠!翌垫!!：№!：≥!№：!

中国心血管病预防指南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前 言

近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

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从总体看，人民的健康水

平明显提高，人均寿命逐年延长。但研究表明，我国人群心

血管病(主要是冠心病、脑卒中和周围血管病)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逐年上升，发病年龄提前。这种上升趋势主要与下列

两项因素有关：(1)人群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水平上升；(2)人

口老龄化。由于心血管病的高致残率和死亡率，心血管病已

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如何应对和遏止我

国心血管病的上升势头是摆在政府和每一位医务工作者面

前的严峻挑战。

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研究证明，心血管病的致病(危险)

因素已十分明确，其中最重要的是高血压、血脂异常、糖代谢

异常、吸烟、肥胖、缺少运动和心理压力。最有效的心血管病

预防策略是“高危策略”(只针对高危的患者)和“人群策略”

(针对全人群)同时并举，两者不可偏废。此外，研究还表

明，危险因素常常出现(聚集)在同一个人身上，其致病作用

协同放大，加速了心血管病的进程。因此在心血管病防治中

必须有全局观点，在发现一种危险因素时，要主动寻找有无

其他危险因素。对于并存的危险因素必须关注，并予以积极

的干预，才能取得最佳的防治效果。

本指南概述心血管病主要危险因素及其致病作用、心血

管病发病危险的估算及心血管病预防的原则和方法，供各级

医护人员和防治人员参考使用。

我国人群心血管病流行及防治情况

一、冠心病

冠心病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心血管病，在这些国家人

群中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脑卒中。我国的情况则

相反，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冠心病。但近年的统计

资料显示⋯，我国人群冠心病发病和死亡呈明显上升趋势。

这种上升趋势与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冠心

病危险因素明显增长密切相关。因此，我国人群冠心病的负

担将会越来越大。1983--1992年我国16省市开展了为期

lO年的心血管病人群监测(中国MONICA方案)BJ，结果显

示，我国北方地区人群(25—64岁)冠心病事件(包括急性心

肌梗死、冠心病猝死和各种类型的冠心病死亡)的发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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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0／10万，南方地区为3—10／10万。死亡率北方地区

为20一70／10万，南方地区为2—6／10万。冠心病发病和死

亡的地区差异与危险因素水平显著相关。

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为高血压、血脂异常、吸烟、糖代

谢异常、超重和肥胖、缺少运动和心理压力等¨】。国内外资

料表明，高血压者心肌梗死的发病危险是血压正常者的2—

3倍H1；吸烟者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的风险增加3—4倍"1；血

脂异常[总胆同醇(1℃)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增

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下降]显著增加冠心病发

病危险№1；超重和肥胖者与正常体重者相比冠心病发病和死

亡的相对危险度为1．5—2．0；糖尿病患者与血糖正常者相

比，冠心病发病相对危险度为3．0—3．5。此外，冠心病患者

中75％一80％有不同程度糖代谢障碍"】。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测试技术的进步，冠心病的某些类

型(如急性心肌梗死)诊断的敏感性和精确性也上升，这会

导致人群疾病率估计的误差。例如近年国际上推荐使用一

项更敏感的血清心肌损伤标记物(肌钙蛋白)作为心肌梗死

必要诊断指标，就会使一部分按过去标准诊断为不稳定性心

绞痛的病例归为非Q波心肌梗死，导致疾病统计上的误差。

因此在应用资料时须注意。

二、脑卒中

中国城市居民脑血管病死亡位居第一或第二位，农村居

民为第二位。我国城市脑血管病的年发病率、死亡率和时点

患病率分别为219／10万、116／10万和7．2／1000；农村地区

相应率分别为185／10万、142／10万和3．9／1000【sJ。我国脑

血管病有如下流行特点：(1)北方地区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

高于南方地区，从北到南呈递减的趋势；(2)同一地区男性

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女性；(3)同一地区脑卒中事件发病率

和死亡率明显高于冠心病事件的相应率一J。

1991--2000年三个大城市lO年间脑卒中及其亚型的

发病率和变化趋势¨引：脑卒中及其亚型发病率有地域差异。

首次脑卒中年龄标化的发病率(每10万Ⅳ年)，北京为
135．0，上海为76．1，长沙为150．0。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发

病率以北京最高，而脑出血发病率以长沙最高。全部脑卒中

和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普遍高于西方国家。在过去10年

中，脑出血发病率在三个城市都呈下降趋势，而缺血性脑卒

中在北京和上海呈上升趋势。

中国多中心脑卒中亚型调查(16 031人。1996---2000

年)结果表明：蛛网膜下腔出血占1．8％，颅内出血17．1％一

39．4％(平均27．5％)，脑梗死45．5％一75．9％(平均

62．4％)，8．3％未确定型。脑梗死出血转化比例为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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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平均2．O％)。发病后28 d，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死

率33．3％，脑出血的病死率49．4％，脑梗死的病死率

16．9％，未明原因卒中的病死率为64．6％¨“。对国内300

例缺血性脑卒中依据急性卒中治疗低分子肝素试验

(TOAST)n21的分型标准进行亚型分析，结果显示：心原性

脑栓塞占12．3％，大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40．0％，小动脉脑

卒中31．3％，其他原因引发的缺血性脑卒中5．0％，原因不

明的缺血性脑卒中11．4％。

高血压是中国人群脑卒中发病的最重要危险因素。其

他危险因素包括脂代谢紊乱、糖尿病、吸烟等。中国10组人

群研究表明，血压水平与脑卒中发病危险呈对数线性关系，

基线收缩压每升高10 mm Hg(1 mm Hg=0．133 kVa)，脑卒

中发生相对危险增加49％(缺血性卒中增加47％，出血性脑卒

中增加54％)；舒张压每升高5 nm IIg，脑卒中危险增加46％。

高血压亚型及其对中老年人脑卒中风险的影响：5个城

市233 437人随访研究¨引中，高血压不同亚型的患病率为：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7．1％。收缩期和舒张期联合性高血压

18．4％，单纯舒张期高血压6．7％，恶性高血压3．9％。10年

随访期间有l 107人发生脑卒中，其中缺血性脑卒中614

人，出血性脑卒中451人，未分类,42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和单纯舒张期高血压都是脑卒中的独立预测因素。收缩期和

舒张期联合性高血压者患脑卒中的风险更高，对所有脑卒中

的危害比为2．96，对出血性脑卒中的危害比为4．05，对缺血

性脑卒中的危害比为2．33。高血压，尤其是收缩期和舒张

期联合性高血压，在35—59岁人群中引起出血性脑卒中的

作用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的研究显示，中国急性脑卒中患者

往往以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为主，特点为既好发又多

发。动脉狭窄(特别是颅内动脉狭窄)的存在及累及的数目

可预测患者的预后(卒中复发与死亡)Ⅲ1；而白种人则以颅

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更为常见。调查还发现多种危险因

素在个体的聚集会明显增加脑卒中的发病危险。

三、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心衰)是所有心脏疾病的终末阶段，而且是

并发其他疾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1。我国10省市

2000年15 518人调查显示¨6|：心衰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

随年龄增加有增高的趋势(表1)，北方高于南方(表2)及城

市高于农村(表3)。

表l我国15 518名成年人(35-74．岁)心衰患病率(％)

我国人群心衰的病因近年有明显的变化‘171。风湿性心

瓣膜病从34．4％(1980年)下降至18．6％(2000年)，而冠心

表2我国北方和南方地区成年人(35—74岁)的

心衰患病率(％)

表3我国城市和农村地区成年人(35—74岁)的

心衰患病率(％)

病从36．8％(19．80年)上升至45．6％(2000年)。高血压从

8．0％增至12．、-9％：因此冠心病已成为我国人群心衰的最

主要的病因，其次是风心病和高血压。另外，由于医疗技术

的进步，降低了急性心肌梗死的病死率，导致存活的心肌梗

死病例增多。这部分人容易发生心衰，这也是上述病因构成

变化的原因之一。

四、周围动脉疾病

周围动脉疾病是指冠状动脉和颅内动脉以外的其他动

脉的疾病。其中较常见的是主动脉瘤和下肢动脉硬化性疾

病，所积累的流行病学资料最多。以下重点介绍这两种病

变。

1．主动脉瘤：主动脉瘤是指主动脉一段或几段管腔病理

性扩大(较正常局部动脉持续性直径扩张至少达1．5倍，多

数原因是主动脉的动脉粥样硬化)，使该部位血管壁变薄变

脆，发生破裂的风险增大【墉J。一旦瘤体破裂，病死率高达

47％一90％。我国没有主动脉瘤的人群流行病资料。国外

资料显示¨蝴】，主动脉瘤发病率约5—10例／百万人口。男

女之比约为3：1。绝大多数患者年龄在40岁以上。最常见

的主动脉瘤是腹主动脉瘤，年发病率约50一100Ⅳ10万。
平均发病年龄男性69岁，女性76岁。55岁以上的男性和

70岁以上的女性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确诊为主动脉

瘤的患者大多有潜在的和广泛的主动脉中层病变。因此，即

使经过积极的外科治疗，这些潜在的病变仍可持续存在而导

致其他部位再形成新的动脉瘤的危险增加。因此对主动脉

瘤长期生存的患者需严密观察和严格的管理和治疗(内外

科)。同时要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特别是控制吸

烟、高血压和血脂异常。

2．下肢动脉硬化性疾病：下肢动脉硬化性疾病是指由

于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动脉闭塞，使下肢组织出现慢性或急性

缺血症状的疾病雌¨。目前下肢动脉硬化疾病的常用诊断方

法包括问卷(Rose问卷)，踝臂血压指数(ABI)及脉搏波传

导速度等无创的方法m矧。国外研究显示，半数以上的下

肢动脉硬化无临床症状，故常不被诊断。国外的研究由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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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群的年龄不同以及采用的诊断方法和标准不同，患病率

的变异较大，可比性较差。我国近年采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和

标准，包括间歇跛行问卷阳性和ABI<0．90为诊断标准进行

了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本病的患病率随着年龄增加

而上升，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表4)。

表4我国下肢动脉疾病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下肢动脉疾病的危险因素与其他部位动脉粥样硬化疾

病类似pj，主要包括阳性家族史、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

常、吸烟、纤维蛋白原和高敏c反应蛋白升高、高龄和缺少体

力活动。研究表明，吸烟对下肢动脉的致病危险高于对其他

部位动脉的致病危险。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相比，发生下肢动

脉疾病的危险增加2～6倍，发生间歇性跛行危险增加3—10

倍。

下肢动脉硬化疾病患者合并冠心病和脑血管病的风险

为无此病者的2～4倍。反过来，约1／3的男性和1／4的女

性确诊为冠心病和脑血管病的患者合并有下肢动脉硬化。

因此一旦怀疑或确诊患下肢动脉疾病者应同时检查有无其

他部位(特别是心脏和脑)动脉的病变和危险因素。一经发

现应积极治疗。

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及总体危险

一、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定义及分类

(一)定义及分类

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弗莱明翰研究提

出并定义。以后各家提出了不同的定义，看法也不尽一致。

目前比较认同的定义是：存在于机体的一种生理生化或社会

心理特征(因素)，由于它的存在使个体发生某病的危险(几

率)增加，减少或去除该因素后个体发生某病的危险就减少

或消失。这样的特征(因素)称为某病的危险因素。

心血管病有许多共同的危险因素瑚1。已知心血管病危

险因素有近300种，但最重要的有十几种H“。危险因素的

分类方法各家意见不一，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分类是分为

“传统的”和“新的”两大类；第二种是分为“可改变”和“不

可改变”两大类；第三种是分为“遗传”和“环境”两大类。这

三种分类方法各有优缺点。本指南综合这三种方法，将危险

因素归为三大类(表5)：(1)主要(传统)危险冈素(指研究

较早，已有较详实可靠的研究结果)；(2)潜在危险因素(指

较新的，目前仍存在争议或尚未被充分证实的因素)；(3)社

会经济^D理行为因素(较早就r解并研究过，但因研究方法

存在一定困难，可靠的研究结果不多，需进一步研究)。

表5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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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传统)危险因素 潜在危险因素 ，羹撇
1．年龄

2．家族史

3．男性

4．高血压

5．吸烟4

6．血清1℃升高

7．血清LDL-C升高

8．血清HDL-C降低

9．糖尿病

lO．肾功能受损

1．超重／肥胖 1．教育程度(偏低)

2．血清TG升高 2．经济收入

3·器{蠹窖鞠F抗C和IC糖．职业及其变动代谢异常( 、．T 3IFGIGT)
’职业扶转殳驯

4．血清Lp(a)升高4．不健康饮食

5．血管内皮功能受损 5．缺乏体力活动

6．凝血因子升高 6．过量饮酒

7·磐煞炎症(h暑cI咿7．精神紧张(压力)升高) “mwAⅢ、“／J，

8．氧化应激 8．某些精神疾病

9．血浆HCY升高

10．睡眠呼吸障碍

注：TC=总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甘油三酯，坤(a)=脂蛋白a，hsCRP=高

敏C反应蛋白。HCY=同型半胱氨酸，IFG=空腹血糖受损，IGT=糖

耐量受损；‘：吸烟是一种行为，但因研究较早，习惯上将它归为传统

危险因素

(--)关于“新”的危险因素阱】

近年来，由于研究的深入，“新”的危险因素(主要有c

反应蛋白，脂蛋白a，纤维蛋白原和同型半胱氨酸)或危险标

志的报告不断出现。在防治工作中如何看待和评价传统危

险因素和“新”危险因素是一个现实的问题。2003年美阚统

计2万余例致死和非致死的冠心病患者的资料，结果发现：

(1)85％以h病例曾至少暴露于一种传统危险因素；(2)早

发(男性55岁，女性65岁)冠心病患者中只有10％一15％

没有暴露过任何一种传统危险因素。另外，在复习了373篇

关于“新”危险因素的有关文献后，未能证实它们在传统危

险因素之外能明显增加对冠心病的预测效果。因此目前认

为，从疾病防治角度看，首要的目标仍然是已明确的传统危

险因素。

(三)心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特别是近年发表的前瞻性研究结果

显示：(1)人群中缺血性心血管病(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

的主要发病危险因素是血脂异常、高血压、吸烟和糖尿病；

(2)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发病危险因素是高血压和过量饮

酒；(3)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80％以上归因于高胆同醇、高

血压、吸烟和糖尿病等危险因素，20％归因于其他因素【331。

危险因素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大部分相互作

用是互补(协同)关系。因此多个危险因素并存使个体发病

危险成倍增加。图1勾画r常见的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此图可能将危险因素之间的联系过于简单化

(实际上的联系可能要复杂的多)，但对我们理解危险因素

的相互作用和致病机制有所帮助。

(四)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预防

目前认为，除了年龄，家族史和性别等遗传因素不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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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常见的可改变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及相互关系

变外，其他危险因素(尤其是行为因素)都是可改变的，因此

可以预防。研究还发现，“行为及生物学因素一疾病发生一

疾病持续或复发”形成一个病因链。阻断第一个环节是心血

管病一级预防的主要措施，同时阻断第二个环节是心血管病

二级预防的主要措施。从防病治病角度看这两个环节都很

重要，但根据预防为主的理念，第一环节更重要。近年来各

国有些学者还提出将预防的关口提前到阻止危险因素的发

生和建立(例如通过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做到一生不吸烟和

预防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发生)，可以从源头上预防

疾病的发生，这就是原始预防(primordial prevention)或“零”

级预防的理念。从理论上讲这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还有许

多问题尚待解决。

二、心血管病总体危险

心血管病是多个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心血管

病的危险不仅取决于某一个危险因素的严重程度，更取决于

个体同时具有的危险因素的数目和程度。我国流行病学研

究资料表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在我国人群中的聚集现象普

遍存在[34-35]。这些危险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常可使心血管

病的危险成倍增加(图2)。因此，心血管病防治实践中控制

单纯高血压者发病相对危险为3，单纯高胆固

醇者相对危险为4，单纯吸烟者相对危险为

1．6，三种因素同时存在时相对危险为16

圈2危险因素协同致心血管病作用(美国弗

莱明翰研究结果)

单个危险因素是不够的，而应综合控制心血管病的总体危

险，即一段时间内(通常为10年)某人发生某类心血管事件

的可能性mJ。

近年来，总体危险的概念已被国内外相关指南广泛采

用，并将降低高危者的心血管病总体危险作为心血管病防治

的目的。总体危险评估在心血管病防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体危险评估是检出高危个体、确定

干预目标人群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对心血管病进行早期预防

和早期干预。(2)总体危险评估有助于提高患者的预防意

识和依从性，有助于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也有

助于广大民众进行自我健康管理。(3)总体危险评估是对

患者进行危险分层，进而确定干预措施的重要依据。何时开

始生活方式干预或药物治疗以及治疗的目标均取决于患者

的总体危险水平。(4)总体危险评估有助于综合调整危险

因素控制的方案：如果患者某一个危险因素不能控制在理想

水平，可通过控制其他危险因素使患者的总体危险下降。

(5)总体危险评估有助于合理配置有限的医疗资源，最大程

度地以最低花费挽救最多的生命。

根据个体是否有并存的临床情况、靶器官损害和危险因

素可以对个体进行半定量的危险分层，而更准确的总体危险

评估则需根据前瞻性队列研究建立的危险预测模型估算。

目前美国和欧洲已建立了各自的心血管病总体危险预测模

型及评估工具m删，但这些评估工具主要来自对欧美白人

的研究结果，不宜直接应用于我国人群。本指南采用根据我
’

国两项大型队列研究的结果建立的中国人群心血管病总体

危险评估工具惮圳。

三、总体危险的评估方法

现在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分类变量(eat弹riea]
variable)得到的半定量分层方法。另一种是根据前瞻队列研究

结果，采用连续变量(contlnumm variable)得出的危险评估模型

来估算心血管发病或死亡危险(概率)。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一)半定量危险分层

根据血压水平、其他危险因素、靶器官损害和已患相关

疾病等指标将总体危险分为“很低危”、“低危”、“中危”、

“高危”和“很高危”5个层次mJ。这种分类方法和临床上估

计病情严重程度时采用的“轻、中、重、危”的概念十分相似。

图3列出了5个危险层次的定义，表6对危险因素、靶器官

损害和已患相关疾病等指标予以精确的定义，是图3的补

充。同时应用图3和表6就可以得到每一个体的总体危险

的半定量估算。这种估算虽不十分精确，但使用方便。通过

分层不但可了解个体的总体危险水平，也了解危险因素和靶

器官损害程度，使防治工作心中有数，有的放矢。需要说明

的是本分层法中将“高危”和“很高危”列为两个不同的层次

是为了强调对于“很高危”者，须采用多种二级预防干预并

举的措施。

(二)总体发病(死亡)危险定量估算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者在全国各省市共6万自然

人群中开展了为期近20年的心血管病发病、死亡和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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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1步：登录中国心血管病防治信息

网(网址：帆healthyheart—chin&com)o
第2步：从该网站首贞最左侧总栏目中选

择“危险评估”并点击，弹出“危险评估”页

面。将个人有关信息填人相应空格中后，

点击下面“确定”，此时会弹出“危险评估

结论与建议”页面。在该页面中可查到lO

年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绝对危险、此年龄

段平均危险和此年龄段最低危险。第3

圉3综合血压水平、危险因素、器官损害和疾病的危险分层 步：将该个体的绝对危险与所在年龄组的

素的前瞻队列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我国成人(35岁

以上)缺血性心血管病lO年发病危险评估方案及三种工具。

以下简要介绍三种工具的特点及使用方法。

1．评分表法(查表法)：按以下四步进行：第1步：根据

个体7个危险因素(年龄、性别、收缩压、体质指数、总胆固

醇、吸烟和糖尿病)的水平给予评分(从表7中查得)。第2

步：将所有评分相加(求和)，得出总分。第3步：根据总分，

在“绝对危险”栏中查到相应的10年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

绝对危险。第4步：将绝对危险与该个体所在年龄组的平均

危险和最低危险比较从而得出发病相对危险。

2．(网络)直接计算法(适用于能使用电脑和互联网

平均危险和最低危险比较从而得出发病相对危险。

3．发病危险：根据上：述评分方法编制成6维的发病危

险彩图(图4)。彩网由彩格构成，每一小彩格的颜色代表发

病危险水平，格中的数字为lO年发病绝对危险(概率)。根

据个体的7种危险因素水平用“对号入座”的方法很容易查

到该个体的10年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危险。此图的最大优

点是使用方便迅速，但使用时须注意：(1)年龄组“40”表示

年龄范围为“35～44岁”，“50”表示年龄范围为“45～54

岁”，以此类推。同一年龄组中年龄低者危险估计会偏高，年

龄高者危险估计会偏低。(2)由于平面坐标数目的限制，体

质指数(BMI)未包括在彩图中。因此须根据6项危险因素

查到发病危险后，再根据BMI水平判断一下。如是超重

表6有关危险因素、靶器官损害和相关心血管病的定义

危险因素 亚临床器官损害

·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 ·心电图左室肥厚(Sokolow-Lyon>38 mm；Comer>2440 mm／m8)

·脉压水平(老年患者) ·超声心动图左室肥厚(LVMI男9125 g／m2，女，>110 g／m2)

·年龄(男>55岁，女>65岁) ·颈动脉肇增厚(IMT>O．9 mm)或有斑块

·吸烟 ·颈-股脉搏波速度>12 m／s

·血脂异常 ·踝臂血压指数<0．9

1℃>5．18 mmol／L(200 me／m)或 ·血浆肌酐轻度升高

LDL-C>3．37 mmol／L(130 mg／m)或 男：115—133 panol／L(1．3—1．5 me／m)

HDL-C：男<1．04 mmol／L(40 mg／m)， 女：107—124 panol／L(1．2一1．4 me／m)

女<1．2 mmol／L(46 mg／d1)或 ·肾小球滤过率‘低(<60 ml·mill．1·1．73 m-2)或肌酐清除率6低

TG>1．7 mmoL／L(150 mg／0J) (<60 ml／min)

·空腹血糖5．6—6．9 mmoVL(102—125 mg／m) ·微量白蛋白尿：30—300 mg／24 h或白蛋白-肌酐比值男≥22 mg／g肌

·糖耐量试验异常 酐，女≥3l mg／g肌酐

·腹型肥胖(腰围男>90 cm，女>85 Cln)

·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男<55岁；女<65岁)

·缺少体力活动

糖尿病 确诊心m管病或肾脏疾病

·重复测量的空腹血糖≥7．0 mmol／L(126 me／d)，或重复测定的 ·脑血管病：缺血性卒中；脑出血；一过性脑缺血发作

餐后血糖≥11．1 mmol／L(200 m∥dI)，或随机血糖≥11．1 ·心脏病：心肌梗死，心绞痛；冠状动脉血管再通术；心力衰竭

mmoVL(200 me／m) ·肾脏疾病：糖尿病肾病；肾功能受损(血清肌酐男>133 pmol／L，女>

124 ttmol／L)；尿蛋白(>300 mg／24 h)

·周围血管疾病

·严重视网膜病变：出血或渗出，视乳头水肿

注：'MDRD公式计算；‘Cockroft C,ault公式计算(参见第四部分的“肾脏损害”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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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表7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病(ICVD)10年发病危险评估表

女性

第一步：评分

年龄(岁) 得分 收缩压(一Hg) 得分
35—39 0 <120 一2

40—44 l 120—129 O

45—49 2 130一139 1

50—-54 3 140—159 2

55—59 4 l∞一179 5

嘉毁蓄，每增加5岁 ≥180
81得分加分

’

体质指数(kg／m2) 得分 总胆固醇(mg／d1) 得分

<24 0 <200 0

24—27．9 l ≥200 l

≥28 2

吸烟 得分 糖尿病 得分

否0 否0

是 2 是 l

第二步：计算总得分(所有得分相加)

第三步：查绝对危险

总分 嘏差险IC(V％D) 总分
绝1对0危险IC(Y％D)

≤一l O．3 9 7．3

0 0．5 10 9．7

l O．6 1l 12．8

2 0．8 12 16．8

3 1．1 13 21．7

4 1．5 14 27．7

5 2．1 15 35．3

6 2．9 16 44．3

7 3．9 ≥17 ≥52．6

8 5．4

第四步：与参考标准比较，求得相对危险

10年ICVD绝对危险(％)参考标准

年龄(岁) 平均危险 最低危险‘

35—39 1．O 0．3

40—44 1．4 0．4

45—49 1．9 0．5

50—54 2．6 o．7

55—59 3．6 1．O

第·步：评分

年龄(岁) 得分 收缩压(一IIg) 得分

35—39 0 <120 —2

40—44 1 120一129 0

45—49 2 130一139 l

50～54 3 140—159 2

55—59 4 160—179 3

嘉毁薷，秽加5岁 ≥180 41得分加分
9 ’

体质指数(kg／m2) 得分 总胆固醇(mg／d1) 得分

<24 0 <200 0

24—27．9 I ≥2∞ 1

≥28 2

吸烟 得分 糖尿病 得分

否0 否0

是 1 是 2

第二步：计算总得分(所有得分相加)

第三步：查绝对危险

总分菇爵差险1C(V％D) 总分 绝1对0年危险IC(V％D)

一2 O．1 6 2．9

一l o．2 7 3．9

O o．2 8 5．4

l o．2 9 7．3

2 O．3 10 9．7

3 O．5 1l 12．8

4 1．5 12 16．8

5 2．1 ≥13 21．7

第四步：与参考标准比较，求得相对危险

lO年ICVD绝对危险(％)参考标准

年龄(岁) 平均危险 最低危险。

35—39 0．3 0．1

40—44 0．4 0．1

45—49 o．6 0．2

50—54 0．9 0．3

55—59 1．4 0．5

注：‘最低危险是根据收缩压<120mmlIg、体质指数<24 kg／m2、总胆固醇<140m∥dl、不吸烟且无糖尿病的同龄人所求得的危险

(BMI>24 kg／m2)则危险水平提高一个档次。如是肥胖

(BMI>28 kg／m2)则危险水平提高二个档次。

上述的总体危险定量估算方法为心血管病防治提供了

有力工具，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是

一种概率的估算，并非百分之百精确(如同天气预报和地震

预报)。但这种估算对制定防治策略有很大帮助。当然在使

用这些工具时还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作出全面判断，以能

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三)什么时候评估总体危险

有效地，不失时机地为患者评估总体危险是心血管病防

治的第一步。图5是关于什么时候进行总体危险评估和对

不同危险水平患者进行防治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重要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及其防治原则

一、高血压

高血压的发病危险因素主要是血压偏高(即所谓的“高

血压前期”)，高盐低钾膳食，超重和肥胖，体重增长过快和

过量饮酒。

血压升高又是脑卒中、心肌梗死、心衰、肾功能不全等严

重致死致残性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当3次非同日诊

室测量血压的平均水平收缩压≥140 him Hg及(或)舒张压

≥90 mm ttg时，即可诊断为高血压。高血压一经诊断应立

即进行全面的诊断评估和危险分层，在此基础七，根据血压

水平以及伴随疾病、靶器官损害以及其他危险因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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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4 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病lO年发病危险评估彩图

决定是否应立即进行降压治疗。

正确测量血压和选用何种血压值十分重要。过去血压

测量的惟一依据是在诊室里用水银柱血压计测量的结果。

近30年来由于电子血压计质量的改进和推广应用以及发明

了动态血压测量技术，家庭自测血压和动态血压成为一些特

殊类型高血压(如白大衣高血压和隐蔽性高血压)诊断的必

需工具。因此心血管病防治人员需要掌握有关家庭自测血

压和动态血压测量的方法、意义和诊断标准(参见《中国高

血压防治指南》Ⅲ1)。

高血压治疗的基本原则和有关问题概括如下：

1．血压水平在160／100 mm Hg以上的患者应立即开始

服用降压药物，同时进行生活方式干预。

2．血压水平在160／100 mm Hg以下，140／90 mm Hg以

上者，如伴有心血管疾病、靶器官损害以及危险因素而处于

高心血管病危险状态的患者，也应及早开始降压治疗，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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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活方式干预。

3．血压水平在160／100 mm Hg以下，

140／90 mill Hg以上者，不伴有心血管疾

病、靶器官损害以及危险因素的患者，可

以在密切监测下先进行强有力的非药物

治疗(生活方式干预)，主要包括限制钠盐

摄入(氯化钠<6 p'd)、减轻体重、减少饮

酒(酒精摄入量<30 r／d)、平衡膳食和加

强体育锻炼等。如非药物治疗效果不明

显，应立即开始药物治疗。

4．大量研究显示，药物降压治疗可有

效预防心脑血管并发症，控制高血压的疾

病进程。各种降压药物获益的根本原因

是血压下降本身，降压外的作用相对较

小。嚷嗪类利尿剂、B受体阻滞剂、钙离

子通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及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等5大类药物，

均可有效控制血压，显著降低心脑血管并

发症的发生。这5大类药物町单独或联

合使用，作为起始或维持治疗药物。

5．上述5大类药物由于作用机制不

同，对特定的患者，或特定的并发症，或特

定的联合治疗方案，这些药物之间有明显

的差异。因此，在降压达标的前提下，应

根据药物的副作用和降压外的有利作用

和患者有关情况(包括经济条件)，选择最

合适的药物。

6．应尽可能选择每天服用1次，能控

制24 h血压的长效药物。应尽可能实现

降压达标，将血压控制到140／90 mln
Hg

以下。糖尿病患者，或伴有心血管疾病或

明显靶器官损害的患者，应尽可能将血压

控制在130／80 min Hg以下。对于高心血

管病风险的患者，不仅要致力于降压达标，还必须注意降压

达标的过程。应在数周内(而非数天或数月内)将血压控制

到治疗目标，冠状动脉储备功能不良的老年患者应尽可能避

免将血压降低到120／70 mm Hg以下。老年人应当平稳降

压，并注意监测。

7．高血压患者发生一tL,肌梗死和脑卒中后继续降压治疗

(即使血压已不高)有预防复发的效果。但由于血管常有严

重的动脉粥样斑块和组织坏死以及心肌肥厚等会引起心脏

及脑的自动调节功能减低，因此降压一定要缓慢和小心。老

年患者尤其要结合颈动脉和其他周围血管的功能状况作出

综合判断。

8．通常，降压药物需长期甚至终身服用。在药物治疗血

压达标后不要突然减少用药量或停药，这会引起血压反跳及

其他症状(降压停药综合征)。因此降压治疗过程中换药、

减药、减剂量和停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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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对患者进行总体危险评估?
(I)患者自己要求评佶 (2)在就诊时发现： (3)病史和症状：

·息者是中年吸烟者 ·阳性CVD或高危家族史
·不吸烟者有一项以上其他危险 ·症状提示有CVD

善誊虢葛耪≮菰固醇隐蹴j嚣‰躲蓑撬戢辫港
惹‰篱黼￡嚣函溉矧有： I鞘MT．剥PWV,黼CT／铺WRI稿，。

已息
CVD 囊霎》 《受彝爹《差荛霉

防治对镱

非药物治疗(改变不良生括方式)
·不吸烟
·如BMI>24，不要再增重；如BMI>28。要减重：W'C>85 cm(女)或
>90 cm(男)要预骑体重再增加

·中等量运动30 minld(至少5 d／周)
·平衡膳食

一饮食多样化．热量不超标
一多吃水果、蔬菜、未去皮粮食制品，适当吃鱼、瘦肉、低脂乳制品
一用单不饱和／多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
一限盐
药物治疗

绝对危险>娟(特别是接近10％)者，或有靶器官损害。应开始药物治疗，
但老年人绝对危险在10％以下者一般不推荐立即药物治疗，应结合其他
情况综台判断。药物治疗总体方案如下(具体细节参见各章节有关
内容)：

·血压>140／90 mH舀药物降压治疗
·总胆固醇>5 mmol／L或LDL—c≥3 nmol／L。应降脂治疗(他汀类药物)
·有CVD者服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
·有糖尿病者药物控制血糖

10年绝对
危险<鼹

生活方式忠
告，保持低

危险状态

定期重新评
估总体危险

CVD：心血管病，LDb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甘油三

酯，坤(a)：脂蛋白(a)，BMI：体质指数，WC：腰围，ABI：踝臂血压指数，IMT：颈动脉中层

内膜厚度，PWV：脉搏波传导速度，CT：计算机断层，MRI：核磁共振

圈5心血管病总体危险评估和防治策略

有关降压治疗的更详细的原则和方法参考《中国高血

压防治指南》。

二、吸烟

吸烟是心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研究证明吸烟

与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相关并有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被

动吸烟也会增加患心血管病的危险。烟草燃烧时产生的烟

雾中有致心血管病作用的两种主要化学物质是尼古丁和一

氧化碳。戒烟的益处已得到广泛证实，且任何年龄戒烟均能

获益。临床研究证据提示，戒烟是冠心病最有力的干预方法

之一m4“，且在CVD患者中开展戒烟最有成效。帮助患者

戒烟应成为心血管病诊疗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

烟草危害的控制主要有三种措施：健康教育、立法和价

格政策(提高烟价)。教育青少年终生不吸烟是根本大计。

教育吸烟者戒烟也十分重要，但难度很大。需要指出的是戒

烟不但是一种生理矫正，更是一种行为心理的矫正。卫生工

作者由于其特殊的工作性质，劝说患者不吸烟十分有效。因

此医务工作者，尤其是从事心血管病预防和治疗的人员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做到：第一，自己不吸烟，以起到表率作

用。第二，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教育和帮助所有患者不吸

烟。第三，对总体心血管病危险高的患者进行诊治时应该把

不吸烟作为重点干预措施。第四，对患急

性心血管事件(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吸

烟者进行诊治时应抓住时机劝其戒烟，此

时的戒烟成功率更高。需要强调的是烟

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具有高复

发的特点，自行戒烟率低。必须将烟草依

赖作为一种慢性病对待，予以评估并反复

干预m圳。在我国戒烟成功者的复吸率

仍高还与社会环境和风气有关。因此对

戒烟成功者要不断进行随访和督促，使他

们不再重蹈覆辙。治疗烟草依赖，咨询指

导和药物治疗单独使用均有效，联合使用

咨询和药物治疗的综合措施效果更优。

图6为国际上通用的五步戒烟干预方案，

供参考。近30年来国际上开发了一些有

效的辅助戒烟药物，主要有尼古丁替代品

(有口香糖、贴片、吸入剂、鼻喷剂等多种

剂型)、安非他酮缓释片和伐尼克兰。可

单独用药，必要时也可考虑联合用药。戒

烟咨询与戒烟药物结合使用可以提高戒

烟成功率o”“。

三、血脂异常

(一)血脂异常的诊断

血脂是血浆中脂类物质(主要包括

TC、TG和类脂等)的总称。他们必须与特

殊的蛋白质(载脂蛋白)结合形成脂蛋白

才能被运送到组织进行代谢。与临床密切

相关的血脂是TC，TG，LDL-C和HDL．-C。

此四项指标是目前I临床上推荐的基本检测项目。血脂异常

通常指血浆中TC和TG升高，也称为高脂血症。但临床上

高脂血症也泛指包括低HDL-C血症在内的各种血脂异常。

血脂异常分类较为繁杂，归纳起来有四种懈J：(1)高胆固醇

血症(仅TC增高)；(2)高TG血症(仅TG增高)；(3)混合

型高脂血症(TC、TG均增高)；(4)低HDL-C血症(HDL-C降

低)。

大量临床和流行病研究证明血脂异常是缺血性心血管

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人群血清TC(或LDL．c)水平与缺血性

心血管病呈正相关，HDL—C水平与缺血性心血管病呈负相

关。TC(或LDL—C)水平与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危险的关系

是连续性的，并无明显的转折点。因此，诊断血脂异常症的

切点是人为规定的。根据我国近年大样本流行病调查和临

床研究资料，我国学者提出我国人群血脂水平分层标准"列

如下(表8)。

早期发现血脂异常并采取干预措施十分重要。由于血

脂异常一般没有症状，必须通过血液检验才能发现。故推荐

20岁以上的成年人至少每5年测量1次空腹血脂。已患缺

血性心血管病或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应每3—6个月测定1次

血脂。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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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询问)

第二步
(劝告)

第三步
(评估)

第匹步
(帮助)

第五步
(随访)

晖卜回一辫褫冁
甲
l以清晰、强烈和个性化的方式提出戒烟建议：
l·吸烟会增加患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危险．害己害人
I·戒烟是你能做的保护你的心血管健康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l你必须从现在开始戚烟

你现在愿意尝试戒烟吗?

是 否

帮助制定戒烟计划
·确定戒烟口期
·告诉家庭成员和朋友
·扔掉香烟和能引诱你吸烟的器具
·营造无烟环境，远离吸烟场所
·安捧随访‘

安捧随访。
·帮助解决有关问题
·如戒烟成功，则祝贺并加强信念
·如失败，应加强随访和家庭支持

提供
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
信息(小册子、敢页
等)

‘第一次随访最好在第l周内，并在第1个月内安排第2次随访。

以后每月随访1次(共4个月)，1年后作出评价。如果随访有

困难，则在每次量血压时予以戒烟咨询

圈6 5步戒烟干预方案

褒8我国人群血脂水平分层标准

注：TC=总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I-1DL-C=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rig=甘油三酯；括号内为m∥dl

(二)血脂异常治疗原则

1．饮食治疗和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是治疗的基础措施

(一线治疗)，适用于任何血脂异常患者，必须长期坚持。

2．药物调脂治疗应将降低LDL-C作为首要目标。

3．结合血脂水平和其他危险因素，综合评估心血管病

总体危险，以决定开始药物调脂治疗以及拟定达到的目标

值。根据临床研究证据我国学者提出我国人群血脂异常患

者开始调脂治疗的1℃和LDL·C值及其目标值(表9)。

4．他汀类降脂药是目前降脂治疗的主流药物。应根据

rI℃或LDL-C水平与目标值间的差距，按不同他汀的特点

(作用强度、安全性及药物相互作用)和患者的具体条件选

择合适的他汀类药物。如估计一种他汀的标准剂量不足以

达到治疗要求，可以选择他汀与其他降脂药联合治疗。需要

联合治疗的常见情况如LDL-C不能达标、混合性高脂血症

和合并严重高TG或低HDL-C血症等。其他降脂药有：贝特

类、烟酸、胆酸赘合剂、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普罗布考、n-3脂

肪酸。具体应用方法参见《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5．关于单纯性高rig和低HDL-C血症：单纯性TG升高

达l 1．29 retool／L(1000 mg／d1)以上时应首先进行降低Tc治

疗。TG在5．65一11．29 retool／L(500—1000 mg／d1)之间时

可考虑降TG治疗，但这方面证据不足。TG<5．65mmol／L

(500 mg／d1)时仍应以降低LDL-C为主要目标。单纯性低

HDL-C而无心血管风险时是否要用升高HDL-C的治疗目前

没有定论。

6．药物治疗开始后4～8周复查血脂及转氨酶(谷草转

氨酶、谷丙转氨酶)和肌酸激酶。如血脂能达到目标值，逐步

改为每6—12个月复查1次，如开始治疗3—6个月复查血

脂仍未达到目标值，则调整剂量或药物种类，或联合药物治

疗，再经4～8周后复查。达到目标值后延长为每6一12个

月复查1次。

四、糖尿病

糖尿病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参与及相互作用所

致的一种慢性、全身性、代谢性疾病，主要特征是由于胰岛素

分泌不足和(或)胰岛素作用障碍引起慢性高血糖，并伴有

脂肪、蛋白质以及水、电解质甚至酸碱代谢紊乱。糖尿病并

发症是糖尿病患者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微血管

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肾病、神经病变)和大血管并发症

(心、脑和周围血管病变)。与糖耐量正常者相比，糖尿病患

者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是糖耐量正常者的2～4倍。人群前

瞻研究资料显示，无糖尿病者首发心肌梗死存活的患者的8

表9血脂异常患者开始调脂治疗的TC和LDL-C值及其目标值[nunoVL(mg／d1)]

注：CHD：冠心病；ACS：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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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存活率与有糖尿病而无心肌梗死患者的8年存活率相似，

因此糖尿病又被称为冠心病的等危症m o。

糖尿病是遍及全球的主要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之一。

国际糖尿病联盟推测，到2025年全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

(其中成人53亿)，成人糖尿病(2型)患病率达6．3％，糖耐

量受损(IGT)为9．O％【55J。按此推算2025年全球将有3．33

亿糖尿病患者和4．72亿IGT患者。我国于2002年进行全

国营养调查的同时也进行了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惭1，在31

个省市调查了18岁以七的人群共52 416人，糖尿病(2型)

患病率为2．69％。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于2007--2008

年期间，调查了我国部分大城市t>20岁人群中糖尿病的患

病率博¨。结果显示，糖尿病平均患病率为9．7％，糖尿病前

期状态患病率为15．5％。

我国的糖尿病具备以下流行病学特点：(1)糖尿病患病

率与年龄增长和体重增加密切相关；(2)总体上说，我国的

糖尿病患病率城乡差别明显，城市高于农村，大城市高于小

城市。但糖尿病前期旱现农村高于城市的趋势，预示着未来

农村的糖尿病患病率会持续上升；(3)男女性别患病率差异

不大。

糖尿病可分为1型、2型、其他类型及妊娠糖尿病4

种口引。在我国，95％以上为2型糖尿病。糖尿病的诊断依

据是空腹和(或)餐后2 h血糖，部分患者需要进行口服葡萄

糖耐量试验来确诊。目前我国使用的糖尿病和其他类型高

血糖诊断标准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国际糖尿

病联盟(IDF)提出的(表10)。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患者有糖

尿病的临床表现，只要有一次血糖异常达到以下糖尿病诊断

标准，即町被确诊为糖尿病；如果患者无糖尿病临床表现，则

需要在不同时间重复检查血糖，有2次以上的血糖值达到以

下糖尿病诊断标准，方可被确诊。

表10 目前我国使用的糖尿病和其他类型高血糖诊断标准

诊断类型 血糖水平

正常血糖

糖尿病

糖耐量受损

空腹血糖受损

空腹血糖<6．1 mmol／L，餐后2 h血
糖<7．8 nunol／L

空腹血糖≥7．0 mmol／L及(或)餐后
2 h血糖≥11．1 mmol／L

空腹血糖<7．0 mmol／L及餐后2 h血
糖≥7．8 mmol／L，但<11．1 mmoi／L

空腹血糖6．1—6．9 fan．ilL及餐后
2 h血糖<7．8 nnnol／L

注：近年国际上更推荐用糖化血红蛋白(HbAIc)>6．5％诊断糖

尿病，但由于测定方法需要标准化以及价格较昂贵，故国内尚未正式

列入诊断标准

糖尿病的治疗是个体化的综合(生活方式改善加药物)

治疗，强调多种危险因素的控制和治疗的达标。饮食调整是

糖尿病患者的第一基本治疗，原则是控制总热卡，碳水化合

物的热量应占总热量的55％一65％；蛋白质不多于总热量

的15％；限制饮酒；尽可能使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在总

热量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少食多餐，这样更容易使血糖稳

定。运动是第二基本治疗，原则是适量、经常性和个体化。

具体方法参考本指南有关章节。

糖尿病的药物治疗原则概述如下：

1．对于绝大多数2型糖尿病患者，可首选二甲双胍。

2．体重偏瘦的或单用二甲双胍不能有效控制血糖者，可

以加用磺脲类或格列奈类降糖药。

3．餐后高血糖者，可以选用或加用a-糖苷酶抑制剂。

4．合并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的患者，可选用噻唑烷二

酮类物作为一线用药。

5．采用了2种以上足量降糖药而难以控制血糖者，可采

用白天口服降糖药，睡前注射中效或超长效胰岛素的治疗往

往能获得较为满意的效果。如这种治疗方法仍不能有效控

制高血糖，则可采用一日多次胰岛素注射的方法。

6．卒腹血糖超过9 mmol／L、餐后血糖超过15 mmol／L，

或糖化血红蛋白(HbAIc)超过9％的新发糖尿病患者，可以

考虑采用短期的胰岛素强化治疗以尽快控制好血糖和更好

地保留胰岛B细胞功能。目前对于初发糖尿病但合并严重

高血糖的患者，积极采用胰岛素治疗是有效经济的措施已无

异议。但具体适合胰岛素强化治疗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和

HbAle值尚无一致意见。

7．急性心血管事件患者应常规查血糖。如合并严重高血

糖(空腹血糖超过8 rmnoi／L、餐后血糖超过13 m,．ol／L)，应该

在加强血糖监测的基础上，尽可能应用胰岛素控制血糖。

8．药物治疗不当或过度治疗会引起低血糖，十分有害，

应高度关注和预防。

9．急性心脑血管事件时，患者可以合并应激性高血糖，

测定HbAlc有助于鉴别应激性高血糖与糖尿病。如患者血

糖高，HbAle正常，则支持应激性高血糖的诊断；如果HbAle

和血糖都明显高于正常值，则表明患者有未被发现的糖尿

病。无论应激性高血糖还是原来有糖尿病基础上的高血糖，

都应该得到积极有效的控制。

以往的研究证明，控制好血糖可有效地降低糖尿病微血

管并发症的发病率，但不能使大血管并发症明显下降。急性

心血管事件合并严重高血糖是预后不良的重要标志，应尽

快、安全、平稳地控制高血糖。降低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的

关键是多重危险因素的综合控制和达标，即控制好血糖的同

时，努力控制好血压和保持血脂、体重正常。吸烟的患者必

须戒烟。近年来公布的多中心研究证明，长期控制高血糖可

降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和全因死亡率。中国

糖尿病防治指南推荐HbAIe水平应控制在≤6．5％。对于

病程长、糖尿病并发症多、并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过于

积极的降糖治疗反而增加其死亡率。因此对于所有糖尿病

患者，都应设立个体化治疗的目标和进行糖尿病并发症的筛

查，以能安全有效地控制高血糖，防止和减缓糖尿病并发症

的发生和发展。

有关糖尿病防治的详细指导及胰岛素应用原则和注意

事项参见《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旧】。

五、不平衡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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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命活动必需的营养物质主要来源于食物。能满

足人体正常生理活动需要并不会导致疾病的膳食称之为平

衡膳食。营养成分和结构不合理并会导致疾病的膳食称为

不平衡膳食。引发心血管病的不平衡膳食因索主要有：(1)

饱和脂肪摄人比例过高；(2)总热量摄入过多；(3)胆同醇摄

入过多；(4)钠摄入过多和钾摄入过少；(5)蔬菜和水果摄入

过少。

膳食脂肪主要分为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

脂肪，它们是血液中脂肪酸的主要来源。膳食脂肪除可以提

供热量外，血液中的脂肪酸有调节血液胆固醇和各种脂蛋白

浓度的功能。研究证明饱和脂肪(多来源于动物性食物)与

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呈正相关，而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

肪(多来源于植物性食物)没有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相

反，它们有降低心血管病发病危险的作用旧矧。此外，食物

加工过程中(特别是油炸食品时)可形成反式脂肪酸，它可

使LDL-C水平上升，HDL-C水平下降，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

反式脂肪酸可增加心血管病发病危险旧J。

食物中的胆固醇过多会使血液中胆固醇水平上升，但决

定血液中胆固醇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机体的胆固醇代谢水

平Ⅲ1。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量仍很苇要。

总热茸摄入过多，能量代谢不平衡可导致超重和肥胖；

膳食高钠、低钾是高血压的蕈要危险因素旧粕J。水果和蔬

菜是维乍素、矿物质(包括钾)和膳食纤维的蕈要来源，食用

较多者，血压水平较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降低Ⅲ7稍J。

营养学研究表明合理膳食是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病多重

危险，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的重要措施之一。一般人群健康

(心脏)膳食的基本特征是：(1)总热量不超标；(2)脂肪所提

供的能量占总能龟的25％左右，其中饱和脂肪的供能比≤

10％；(3)盐摄入量<6 g／d，低一些更好；(4)足量的蔬菜和

水果；(5)有其他保护性的膳食因素。中国营养学会根据国

人的饮食习惯和特点，发布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渺o，提出

了合理膳食的10条建议也完全符合上述原则。这10条建

议包括：(1)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2)多吃新鲜蔬’

菜水果和薯类；(3)每天吃奶类、豆类或其制品；(4)常吃适

量的鱼、禽、蛋和瘦肉；(5)减少烹调用油量，吃清淡少盐膳

食；(6)食不过量，天天运动，保持健康体重；(7)三餐分配要

合理，零食要适当；(8)每天足量饮水，合理选择饮料；(9)如

饮酒应适量；(10)吃新鲜卫生的食物。

为了方便使用，中国营养学会还发布了新的“中国居民

平衡膳食宝塔”，推荐了具体食物摄入量的建议(图7)。在

营养素方面，提供热能的三大营养素即碳水化合物、脂肪和

蛋白质，其提供的热能应分别占总热能55％一65％、20％一

30％和11％一15％，其中饱和脂肪酸的供能比应≤10％。此

外胆固醇的摄入量应控制在300 mg／d以内。心血管病高危

人群应在保持营养平衡的基础上，针对个体情况采取有效的

膳食干预措施(表11)。

具体措施：

1．减少膳食总热量：调整重点为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

圈7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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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有针对性的膳食干预原则和措施

危险因素 干预原则和措施

攀少高鏊食物摄人，少盐<6 5／d；增加蔬菜、
水果的摄入

在平衡膳食基础上，适当控制总能量，减少脂
肪摄入量

血脂异常 选择瘦肉，每天不超过75 g；食用油不超过
20 g／d，不吃动物油、棕榈油和椰子油；小吃
糕点、甜食和油炸食物；鸡蛋<4个／周。使
饱和脂肪酸供能比≤7％，胆固醇<200 mg／d

入，增加低热量食物的比例，具体措施如下：(1)不吃或少吃

高脂肪食品(如肥肉、油炸食品或全脂奶制品)及高糖食品

(如糕点、糖果和含糖饮料等)；(2)减少食用油，控制在20

e,／d(约2汤匙)；(3)适当控制谷类摄人量，增加低能量密度

食物摄入比例，如蔬菜、水果。

2．限盐：食盐摄入总量<6 g／d，可采取如下措施：(1)减

少烹调用盐，最好使用有定鼍的盐勺加盐；(2)控制酱油、黄

酱等含盐高的调味品用量；(3)少食或不食咸菜、加工肉制

品及含盐高的零食。

3．若饮酒，男性酒精摄入量<25 g／d，女性<15 g／d。酒

精计算方法大致为：白酒中所含洒精的比例略低于酒的度

数，如39。白酒的酒精含最为32．5％；葡萄酒的酒精含量约

13％一15％；啤酒的酒精含量在4％左右。按此计算，男性

白酒(390)摄入量不应超过80 ml／d，葡萄酒不超过200 nil／

d，啤酒不超过600 ml／d。

4．补充膳食钙：最好的方法是增加含钙量较高奶类和

豆类食品。

5．补充食物纤维素、抗氧化维生素和钾：这可以通过增

加蔬菜、水果及粗粮摄入来达到。

6．降低膳食胆固醇摄入量：限制高胆固醇食物摄入，瘦

肉<75 g／d，蛋黄<4爪／周(如已患有高TC血症，则应不吃

或少吃蛋黄)，尽量避免吃动物内脏。

7．调整脂肪酸的比例，措施如下：(1)选择含不饱和脂

肪酸较多的植物油(如花生油、豆油、玉米油和橄榄油)作为

烹调油；(2)少用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动物脂肪，以及棕

胖综

雌

靴惴征

高

超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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榈油、椰子油和人造黄油等；增加富含‘l’-3多不饱和脂肪酸

的深海鱼类和淡水鱼类摄入量；(3)适量补充硬果类和豆类

食品。

六、超重和肥胖

身体脂肪(体脂)是指身体中的脂肪组织。适当比例的

体脂是人体生理活动所必需的，它有储能、保暖和缓冲的功

能。超重和肥胖是指体脂超比例增加。肥胖引起高血压和

心血管病增加的现象早已为医学界所知晓，但两者之间的因

果关系只是在弗莱明翰研究m’及以后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体脂，特别是腹部脂肪是重要的内分泌

器官，能够合成许多肽类和非肽类物质，这些物质在心血管

病发生过程中起着蕈要作用。肥胖引发心血管病主要表现

在两个层面：第一，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超重和肥胖与心血管

病的发病和死亡呈显著正相关；第二，生理学研究发现体内

脂肪过度积蓄引起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血

脂异常等多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水平增加n1。72】，这是肥胖

引发心血管病的主要原因。

近半个世纪来超重和肥胖在世界范围内呈广泛流行的

趋势，这与经济发展后带来的不健康生活方式(高脂肪、高热

量的饮食和缺少运动)密切相关，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肥胖已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我国这一流行趋势也日益明显。

2002年与1992年相比，我国人群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上升

了38．6％和80．6％【731。

衡量超重和肥胖最简便和常用的生理测量指标是BMI

[计算公式为：体重(kg)÷身高(m)2]和腰围。前者通常反

映全身肥胖程度，后者主要反映腹部脂肪蓄积(中心型肥

胖)的程度。两个指标都可以较好地预测心血管病的危险。

虽然近来的一些研究提示腰围在预测心血管病危险方面要

优于BMI，但前者的测量误差大于后者，因此BMI仍是简便、

实用、更为精确的测量指标。同时应用两个指标预测价值更

好。

成年人正常BMI为18．5—23．9 kg／m2，BMI在24—

27．9 kg／m2为超重，提示需要控制体重；BMI≥28 kg／m2为

肥胖，应开始减重。成年人正常腰围<90／85 cm(男／女)，如

腰围，>90／85 cm(男／女)，同样提示需控制体重，如腰围≥

95／90 cm(男／女)，也应开始减重¨“。

减重可明显降低超重肥胖患者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水平，

使罹患心血管病的危险降低。控制能量的摄入和增加体力

活动是降低体莺的有效措施。在饮食方面，除要减少总热量

的摄入外，还要遵循平衡膳食的原则，控制高能量食物的摄

人，包括高脂肪食物、含糖饮料及酒类等以及适当控制主食

量。另外，减慢进食速度也有减少进食量的效果。在运动方

面，规律的、中等强度身体锻炼是控制体重的有效方法。此

外，超重肥胖患者还应有意识地增加日常生活中的体力活动

量。减重的速度因人而异，通常以每周减重0．5—1．0 kg

为宜。

对于非药物措施减重效果不理想的肥胖患者，可选择减

肥药物作为控制体重的辅助措施。减肥药物因有一定的副

作用，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七、缺乏体力活动

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缺乏体力活动是心血管病的确定

危险因素m州。约1／3缺血性心脏病死亡与缺乏体力活动

有关。适度的体力活动有明确的保护心血管的效应，反映在

三个层面上：(1)直接保护作用，主要是维护血管内皮功能

和抗氧化；(2)间接保护作用，主要是增加心脑血流量、改善

微循环、降低升高的血压、降低血糖和胰岛素抵抗，减轻血脂

异常(降低LDL-C和TG水平，增加HDL-C水平)、减少体重

和体内脂肪等；(3)经常参加体力活动可提高机体对突然缺

血缺氧(一般由高强度运动引起)的耐受能力。

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尤

其是中青年)普遍缺乏体力活动；其中经常参加锻炼的人仅

占15．1％，偶尔锻炼者占6．5％，从不锻炼者占78．4％【7“。

缺少体力活动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公众心血管健康的重要问

题。

为了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病，本指南就我国人群参加体力

活动建议如下：

1．对所有年龄组的人：每周至少5 d，每天30一45 min

的体力活动。其中：(1)在校学生应每天进行体育锻炼；(2)

办公室工作人员每天抽出时间锻炼；(3)冠状动脉疾病患者

需在有人监督时或在家人陪伴下进行锻炼；(4)老年人也应

保持日常定时的、适当的体力活动。

2．提倡有氧锻炼活动：对于中、老年人应特别提倡有氧

锻炼活动。有氧代谢运动是大群肌肉参与，需克服的阻力较

小，比较有节奏的重复性运动。有氧代谢的能量利用效率最

高，产生的废代谢物质最少。典型的有氧运动有步行、慢跑、

骑车、游泳、做健美操、跳舞和非比赛性划船等等。应选择适

合自己兴趣的运动形式以能长期坚持。典型的体力活动计

划包括三个阶段：(1)5—10 min的轻度热身活动；(2)20一

30 rain的耐力活动或有氧运动；(3)放松阶段，约5 min，逐

渐减少用力，使心脑血管系统的反应和身体产热功能逐渐稳

定下来。

3．增加体力活动量应循序渐进：体力活动应根据个人

的身体状况而定。增加活动量一定要循序渐进。对于一些

近期活动较少的人、心脑血管病患者或发病危险较高的人以

及年龄超过40岁者，初期耐力训练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应适

当减少。适应一周后再根据耐力情况适当增加运动量。

4．运动强度要适当：每次运动持续时间、强度和锻炼次

数决定运动量的大小。研究证明，低至中等量的运动保护心

血管的作用最强。过强的运动对心血管无保护作用，甚至有

害。常用的运动强度有两种：(1)低运动量，每周4—5次，每

次耐力训练持续20一30 rain；(2)中等运动量，每周3次以

上，每次耐力训练持续40～60 min。

运动强度可以主观判定，但精确性较差。常用的较为可

靠简便的方法是通过检测脉搏率来判定。在起始阶段，达到

各年龄段每分钟最大脉搏率的60％就达到了训练目的。在

适应后，对于心血管病发病危险较小的人，可以把目标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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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最大脉率的75％(表12)。判断运动量是否合适一般

是通过主观感觉和心率恢复正常所需的时间来判断。在锻

炼时轻微的呼吸急促应在休息后约4 min内明显减轻，心率

恢复到正常或接近正常，否则应考虑运动量过大。心血管病

患者或高危者锻炼时的目标脉率应适当降低。

表12有氧锻炼的脉搏率‘

注：‘：适用于无心血管病者或者低危者；心血管病患者或高危者

要适当降低标准

5．注意运动时出现的不良反应：体力活动不当可能会

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如心慌、胸痛、头晕、持续咳嗽或晕厥等，

应引起注意。对于一些心血管病高危者，年龄大于40岁且

很少活动的人，应在参加较大运动量锻炼之前作心电图运动

试验，以防出现意外。若活动时出现以下症状，应立即停止

运动，必要时及时就医：(1)心跳比平时明显加快，有心律不

齐、心悸、心率先快而后突然变慢；(2)运动中或运动后即刻

出现胸痛、咽喉部疼痛或沉莺感或其他疑似心绞痛症状；

(3)眩晕或头痛、意识混乱、出冷汗或晕厥；(4)严重气短、一

过性失明或失语；(5)一侧肢体突然明显无力、身体的某一

部位突然疼痛或麻木等。

八、肾脏损害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s，CKD)是指肾脏损害

或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低于60 IIIl·

min一·1．73 m。持续至少3个月m1。肾脏损害是指肾脏

病理学检查异常或肾损害的实验室指标(如血、尿或影像

学)异常。目前评估肾功能的主要实验室指标为：(1)估测

肾小球滤过率(eGFR，采用MDRD公式计算)；(2)肌酐清除

率(采用Cockmft—Gauh公式计算)；(3)蛋白尿(微量至大

量)。国外人群CKD患病率约为10％一16％。我国城市人

群(成人)约为10％一12％。2002年美国肾脏病基金会专家

组提出了新的CKD定义及分期标准如下(表13)。

大量研究证明CKD不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

常见病，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旧驯。CKD

患者肾功能损害的程度与CVD的发病危险呈正相关

(表14)。

eGFR和蛋白尿是预测CVD的2个重要的独立危险因

素。一项前瞻研究(45—64岁，平均随访6．2年)表明，在校

正其他CVD危险因素后，eGFR每降低10 ml·rain～·

1．73m～，CVD的发病危险增加5％，血清肌酐每增加0．1

mg／dl，CVD的发病危险增加4％。eGFR是预测CVD发生

以及CV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伴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其他

危险因素的高危人群中eGFR同样是CVD发病和CVD事件

·15·

表13 2002年美国专家组对CKD分期方法的建议

注：‘：测定采用肾脏病膳食校正(modifi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MDRD)公式

表14 CKD不同分期与心血管病发病危险

CKD分期 CVD发病危险(OR值)

l

2

3

4

5

6(终末期肾病)

取决于蛋白尿的程度

1．5

2_4

4一lO

10—50

20一1000

注：OR值为CKD患者与肾功能正常者相比

以及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蛋白尿也是CKD患者各种CVD

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这种关系在糖尿病伴CKD患

者中更为明确)。eGFR受损和蛋白尿同时存在对CVD发病

和死亡预测更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CKD加重CVD，反过

来CVD又加重CKD，两者间形成恶性循环，大大加速了疾病

的进程。

CKD的防治原则：

1．预防和治疗原发病因(高血压、糖尿病、肾动脉粥样硬

化、肾结石和药物中毒等)。

2．有外科(和介入治疗)指征者应及时进行手术治疗。

3．无外科／介入指征者应进行恰当的内科治疗，其中最

重要的是严格控制高血压和糖尿病。进入CKD3期后，限制

饮食中蛋白质的摄入量，并适当补充复方Ot酮酸或必需氨基

酸。选择药物时除了要考虑药效外还要注意药物对肾功能

有无损害。

4．终末期肾脏疾病治疗的主要手段是肾透析和肾移植，

虽然不能根治疾病，但能起到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命的效

果。

附：肾小球滤过率和肌酐清除率的计算公式

简化MDRD公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适用于白种

人)‘幻】

估算肾小球滤过率(ml·min～·1．73 m。2)=186×血

肌酐一·154×年龄。0’203(男性)

估算肾小球滤过率(ml·min～·1．73 m。)=186×血

肌酐。1‘1M×年龄吨奶x0．742(女性)

改良MDRD公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适用于中国

人)‘H】

估算肾小球滤过率(ml-min～·1．73 m以)=186×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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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1·m X年龄m埘X1．233(男性)

估算肾小球滤过率(ml·min～·1．73 m。2)=186×血

肌酐。1·154 X年龄吨拼x0．915(女性)

Cockcrofi．Gault公式估算肌酐清除率。驯

肌酐清除率(ml／min)=(140一年龄×体重)／72×血肌

酐(男性)

肌酐清除率(ml／min)“(140一年龄×体重)／72 X血

肌酐]×o．85(女性)

九、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是以糖代谢异常(糖尿病或糖调节受损)、

高血压、血脂异常、中心型肥胖等多种主要疾病或危险因素

在个体聚集为特征的一组临床征候群，其基本的病理生理基

础是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的本质和危害性是：与代谢有

关的多种疾病或致病因素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体，它们互相协

同作用，产生比单一病因作用强得多的致病(主要是心血管

病)作用，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正式提出代谢综合

征的概念Ⅲo(“工作定义”)。目前最常用的代谢综合征诊

断的定义有：(1)WHO定义(1998年)；(2)美国胆固醇教育

计划定义‘蚓(2002年)；(3)国际糖尿病联盟定义‘圳(2005

年)；(4)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定义(2004年)。这些

定义大同小异，不同点是入选诊断的条件多少和诊断的切

点。所有以上定义主要是应用于研究，特别是流行病研究

中。各项标准各有优缺点(目前还不能做出哪种标准较好的

评价)，在研究工作中应根据研究目的和检测设备、经费等条

件决定采用何种标准。

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定义、诊断标准、预测疾病的价值和

临床应用等方面现在还有很多争论。在临床和预防实践中，

不必拘泥于“标准”，即根据是否符合诊断标准才做出是否

进行治疗的决定。从早期预防角度看，高血压、血糖和血脂

异常及超蕈／肥胖等已十分明确的危险因素中任一项不正常

就应高度警惕并采取相应措施，异常项目越多，措施应越严

格。

代谢综合征的治疗：目前还没有针对“综合征”的特殊

措施，治疗仍是针对各个组分和疾病状态的组合，如降糖、降

压和调脂治疗。肥胖是代谢综合征的中心环节和胰岛素抵

抗的基础，因此，对于肥胖或超重患者，控制或减轻体重至关

重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利于代谢综合征的防治是不争的

事实。

代谢综合征还不能作为一个诊断名词应用于临床诊断，

但作为一种多重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在一个个体从而明显

增加该个体发生心血管事件危险性的现象，已经得到了较为

广泛的认可。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是预防代谢综合征的主旋

律这一点已取得广泛共识。

十、炎症因子

动脉粥样硬化(AS)形成机制学说的主流一直是“脂质

学说”。但是近30年来病理生理学研究，特别是分子生物学

研究结果认为AS更为本质的原因是炎症及其相伴随的免

疫反应。这是基于以下的事实：第一，临床和流行病研究提

示微生物感染和其他原因引起的炎症与AS密切相关。第

二，尸检研究在动脉粥样斑块中检测到疱疹病毒和肺炎衣原

体等一些微生物(但尚未证明它们的直接致病作用)。第

三，对比研究发现，AS的基本细胞反应与许多慢性炎症-纤

维增生性疾病(如肝硬化、类风湿关节炎、肾小球硬化、肺纤

维化和慢性胰腺炎等)十分相似。第四，与炎症密切相关的

巨噬细胞的前身．单核细胞存在于As的每一个阶段。相应

地，巨噬细胞分泌的炎症因子(如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

调节分子、金属蛋白酶和水解酶等)也存在于AS的各个阶

段。第五，AS的早期病变．脂质条纹是一个典型的炎症过

程。第六，AS斑块破裂与纤维帽肩部的巨噬细胞聚集密切

相关。

基于以上结果，以美国病理学家Ross【鹤1为代表的一组

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AS的“炎症学说”，认为，“事

实上，动脉粥样硬化病灶代表了一系列高度特异的细胞和分

子反应，综合起来可以描述为一种炎症疾病”。

基于“炎症学说”，近年有的学者提出通过测定相关的

炎症指标来预测心血管急性事件¨引。在众多与AS相关的

炎症因子中选择了高敏感度c反应蛋白(hs-CRP)旧J。该

指标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与心血管事件相关性较好。目前

建议hs-CRP<1．0 mg／L为低危，hs-CRP>3．0 mg／L为高

危，介于两者之间为中危。

关于炎症是否是AS的根本原因目前还有许多争论。

证明炎症与AS之间因果关系的循证证据也很不足。虽然

已有一些研究一¨观察到在LDL—C正常者中降低hs-CRP可

以降低心血管病危险，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hs-CRP是心

血管病的原因还是一种生物标志物。因此目前hs．CRP只能

视为心血管病的候选(潜在)危险因素。不提倡在人群中用

测定hs—CRP来筛查心血管病高危者怫1，也不主张用hs-CRP

作为评价心血管病病程进展的指标旧J。

十一、凝血因子

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血液中促进血栓形成的促凝

血标志物(如纤维蛋白原、凝血因子Ⅶ和Ⅷ、血小板高聚性和

D．二聚体等)水平升高和促纤溶能力下降与动脉血栓事件

密切相关Ⅲ】。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纤维蛋白原和其他重

要的促血栓形成因子是心血管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惮J。但由

于方法学的困难，至今还不能确定这些因素对心血管病发病

的独立和特异的作用，也不能证明降低这些指标可以降低心

血管事件。

另外，将促血栓形成因素加入到危险评估模型中并不能

提高心血管发病危险的预测能力。尽管人群研究结果还不

足以证明促血栓形成因素与心血管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

个体体内一旦发生血栓形成后会引发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因

果关系已是确定无疑，这也是心血管病溶栓、抗栓和抗凝治

疗的根本依据。

血栓形成是局部血凝块形成的过程。血栓顺血流堵塞

其他部位血管的过程称为栓塞。导致栓塞的血凝块称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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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栓塞发生后栓塞以远的血管供应的组织发生缺血和坏

死，引起严重后果。血栓栓塞常发生的部位是动脉和静脉。

动脉血栓主要累及冠状动脉，脑动脉和外周动脉，导致急性

心血管事件。静脉血栓(尤其是下肢深静脉血栓)会导致肺

栓塞。

研究证明降低凝血活性和抗纤溶活性可以有效地预防

血栓形成和使已形成的血栓溶解惮j。血液中最霞要的凝血

物质是凝血酶和血小板。抑制或破坏凝血酶和血小板的凝

血功能(止血、凝血和释放各种凝血因子)就可以达到预防

血栓形成和溶栓的效果，这是心血管病抗栓抗凝治疗的理论

基础。

抗栓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物、抗凝药物和溶栓药物三大

类。目前临床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有阿司匹林、ADP受体拮

抗剂如氯吡格雷、西洛他唑和血小板糖蛋白Ⅱb／nl a受体拮

抗剂等；抗凝药物有肝素、低分子肝素、水蛭素、华法林等；溶

栓药物有尿激酶、链激酶和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PA)

等‘971。

临床关于血栓栓塞的治疗和防治原则简述如下：

1．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各国指南推荐的抗栓药物仅

有阿司匹林。一般推荐在lO年心脑血管病风险>10％的人

群应用小剂量阿司匹林预防，不推荐在所有中老年人群均应

用‘％1。

我国规范使用阿司匹林专家共识惮1推荐如下：(1)患有

高血压但血压控制在150／90 mnl Hg以下，同时有下列情况

之一者，可应用阿司匹林(75～100 mg／d)进行一级预防：①

年龄在50岁以上，②具有靶器官损害，包括血浆肌酐中度增

高，③糖尿病¨叫。(2)患有2型糖尿病，40岁以上，同时有

心血管危险因素，如：①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②吸烟，③高

血压，④超重与肥胖，尤其腹璎肥胖，⑤白蛋白尿，⑥血脂异

常者，应使用小剂量阿司匹林进行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级预

防¨01】。(3)10年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10％的人群或合并

下述三项及以上危险因素者：①血脂紊乱，②吸烟，③肥胖，

④／>50岁，⑤早发CVD疾病家族史(男<55岁、女<65岁

发病史)。

2009年美国预防工作组建议¨叫认为：(1)男性45—59

岁组10年心血管风险≥4％、60—69岁组≥9％以及70～79

岁组≥12％时，阿司匹林降低心肌梗死的价值将超过胃肠道

出血的风险；(2)女性55—59岁组10年心血管风险≥3％，

60—69岁组≥8％以及70—79岁组≥11％，阿司匹林降低

脑卒中的价值将超过出血的风险。

目前国内外对采用阿司匹林抗栓进行心血管病一级预

防的利弊还有很多争论怫j，需有更多大规模前瞻研究的结

果才能作出可靠的推荐。

2．心血管病二级预防：抗栓治疗在心血管病二级预防

的获益已无异议【l珏拼]，因此一旦确诊患有心血管病即应开

始抗栓治疗，这已是临床治疗的常规。过去最常用的方案是

口服阿司匹林，近年来有不少临床试验证明与单用阿司匹林

相比，联合应用抗栓药物(如阿司匹林十氯吡格雷或其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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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药)可明显增加获益。但在临床实践中还需根据患者具体

情况决定抗栓治疗方案。进行抗栓治疗者应严密观察有无

出血倾向和其他副作用¨吲，一旦发生应立即采取相应措

施。如服用阿司匹林应首先筛查有无发生消化道副作用的

高危因素，如：(1)消化道疾病病史(消化道溃疡或溃疡并发

症史)；(2)年龄大于65岁；(3)同时服用皮质类固醇者；(4)

同时服用其他抗凝药或非类固醇抗炎药者；(5)存在其他严

重疾病等。有高危因素的患者应当采取预防措施，如筛查与

治疗幽门螺杆菌(Hp)感染；预防性应用质子泵抑制剂

(PPI)；合理联合应用抗栓药物等。

3．急性心血管栓塞事件应尽快开通闭塞的血管并维持

血管开通。主要的方法是溶栓和介入治疗(血管成型术或支

架置入术)。急性心血管栓塞事件治疗好转后应长期或终生

抗栓治疗。

抗栓药物的详细临床使用方法可参考有关临床指南。

十二、与遗传有关的冈素

遗传信息分为3类：家族史信息、表型信息和基因璎信

息。这三类信息有助于确定发生心血管病的危险人群，以进

行早期预防和干预。

1．家族史：家族史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H061。

具有早发冠心病(CHD)家族史(男性一级亲属发病时<55

岁或女性一级亲属发病时<65岁)的个体发生CHD是无家

族史的1．5—1．7倍。而且与患CHD的家庭成员亲缘关系

越近，家庭中患CHD的成员比例越高，患CHD家庭成员患

病时间越早，个体患CHD的危险性也越高。

基于家族史的重要性，应该对冠心病和脑卒中等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的亲属进行详细的危险因素筛查和危险评估，并

提供生活方式建议和针对危险因素的治疗方案。

2．基因型和表型：人体外部可观察到的结构、物理化学

和生理特征(性状)称为表型。表型是由基因决定和控制

的。人体23对染色体上约有25 000个基因。正常的基因型

携带遗传信息，指导合成蛋白质和其他生命物质，生成细胞、

组织、器官和各种生化物质并完成正常的生理功能，即机体

具有正常的表型(健康状态)。反之，异常的基因型可能导

致机体出现不正常的表型(疾病状态)。探索和确定与疾病

状态有关的遗传因素不仅有助于阐明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

和发病机制，而且将对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的筛查预测和预

警，早期诊断和个体化防治以及新的药物开发具有重要意

义。

3．遗传信息在心血管病防治中的应用主要有四个方

面。

1)通过心血管病的关联研究寻找新的致病基因而阐明

遗传致病机制。例如我国学者发现PONl【啪]、CRP【僻】、

VKORCl[嘲1和Renalase⋯01等基因的遗传变异是我国人群

冠心病或高血压发生的遗传危险因素。在欧美人群中应用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定位了，包括冠心病、脑卒中和血脂等一系

列相关表型的易感区域和位点。如9p21等近13个易感区

域与冠心病密切相关¨“o；ATP281、sH283和CYPl7A1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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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因与血压水平或高血压相关¨H1；APOB等30余个基因

与血脂水平相关；ZFHX3和PITX2基因与心房颤动发生

相关。

2)通过检测个体是否携带疾病危险的基因型来预测和

评估个体未来发生疾病的风险和制定干预措施，达到个体化

防治的目的。在经典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中加入遗传标记

开展心血管病风险预测是一个具有潜在临床应用的发展

领域。

3)不同基因型的患者对药物疗效的反应不同，因此可以

根据基因型的差异来指导用药。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华法林

抗凝治疗¨”1。该药通过细胞色素酶(CYP2C9)代谢。该酶

的两种遗传变异体(·2和掌3)有减低CYP2C9活力的作

用，因此具有·2和宰3等位基因的个体华法林的代谢慢，达

到最佳剂量所需的用药量小。

4)基因治疗。方法是将具有治疗价值的基因装配在能

使其在人体细胞表达的特定载体中，导入人体细胞后表达相

应的蛋白质，实现其生物(治疗)效应。目前研究的最多的

领域有：(1)联合干细胞治疗心肌梗死；(2)促血管新生；(3)

抑制血栓形成；(4)防止再狭窄；(5)治疗血脂异常从而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遗传因素与心血管病关系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

在防治工作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三、社会心理因素

心理压力引起心理应激，即人体对环境中心理和生理因

素的刺激作出的反应，如血压升高、心律加快，激素分泌增加

等。少量的可控制的心理应激对人体无害，是人类适应环境

和生存所必需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心理反应，尤其是负性

的心理反应会增加心血管病患病危险(是心血管病的危险

因素)。引起心理压力增加的原因主要有抑郁症、焦虑症、A

型性格(一种以敌意、好胜和妒忌心理及时间紧迫感为特征

的性格)、社会孤立和缺乏社会支持¨144埒J。

心理应激增加心血管病危险的主要机制是：(1)引起神

经内分泌功能失调；(2)诱发血压升高和心律失常；(3)引起

血小板反应性升高等，这些都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

成的因素。另外，长期负性情绪或过度的情绪波动会诱发冠

状动脉收缩，粥样斑块破裂，从而引发心脑血管急性事件。

对已有心血管病的患者，心理应激会使病情恶化和容易再次

引发心脑血管急性事件(复发)¨”J。

预防和缓解心理压力是心血管病防治的重要方面。社

会进步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心理压力，因此构建和谐社会

十分重要。这包括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培养个人健康的社

会心理状态。纠正和治疗病态心理是心血管病防治的一项

重要工作。病态心理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观察和询问(本人

及亲朋好友、同事等)以及各种心理测试量表，由医学心理专

业及心理咨询工作人员完成。必要的生理生化检验对诊断

有一定帮助。预防和缓解心理压力的主要方法为：(1)避免

负性情绪；(2)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正视现实生活；(3)有

困难主动寻求帮助；(4)处理好家庭和同事间的关系；(5)寻

找适合自己的心理调适方法；(6)增强承受心理压力的抵抗

力，培养应对心理压力的能力；(7)心理咨询是减轻精神压

力的科学方法；(8)避免和干预心理危机(一种严重的病态

心理)，一旦发生必须及时求医。

临床医生应掌握一般的心理干预指导方法，如病情复杂

应及时转专业机构诊治。

十四、关于潜在危险因素

近年来随着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研究的深入，开展了许多

关于潜在危险因素的研究，其中最为活跃的有两个领域：氧

化应激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以下予以简述。

1．氧化应激：现已证实，机体内氧化和抗氧化失衡导致

活性氧的增加(称为氧化应激)与心血管病危险呈正相关。

其主要致病机制是活性氧通过信号通路介导心肌细胞肥大

和凋亡以及通过灭活一氧化氮导致内皮功能紊乱。现已开

展了一系列探讨氧化应激是否是心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以及采用抗氧化干预来降低心血管病危险的研究，但尚未得

出可靠和明确的结论。这主要是由于研究方法学的困难：

(1)目前还没有简便、可行和可靠的活性氧检测方法；(2)没

有疗效确切的抗氧化制剂。

目前临床和人群研究中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推荐通过

测定氧化应激水平筛查心血管病高危者以及使用抗氧化物

预防心血管病。过去关于某些抗氧化物质(维生素C、维生

素E和胡萝b素等)降低心血管病危险的研究尚未得出明

确的结论，但多数研究已证实异黄酮和植物甾醇有明显的抗

氧化作用，这也是食用蔬菜和水果预防心血管病的理论基

础。总之，目前氧化应激只能视为是一种潜在危险因素，它

与心血管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机制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病理生理研究发现血液中高

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增高会导致心血管系统损伤。其

主要机制是：引起氧化应激、损伤内皮、降低一氧化氮和促进

LDL氧化。小规模流行病和人群干预研究观察到在HCY水

平较高的人群中采用补充叶酸和维生素B等降低HCY的物

质可以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危险。但有些研究得到阴性甚

至相反的结果。因此要证实HCY与心血管病之间的因果关

系尚需进行更多的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目前HCY

仍被视为是一种潜在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待更深入的研

究。

指南的推广应用及防治效果的评价

指南的推广应用及防治(干预)效果的评估包括两个方

面：第一，干预是否真正产生了效果(内在真实性)；第二，观

察到的效果的可推广性(外在真实性)。最有效和客观的干

预效果评估方法是实验性研究，其特征是随机将干预对象分

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在推广应用及防治措施实施前后对两组

进行对比分析，以能得出应用及防治的“净”效果。干预效

果可以从个体、人群、社区、卫生体制和政策环境等五个方面

进行观察。主要的评估指标如下：

1．干预的对象对于心血管病防治指南相关内容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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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度和为改变危险因素所采取的行动(即“知、信、行”)。

常用的统计指标为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2．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观念的变化，包括药物使

用，食物消费和其他生活方式的变化。

3．指南的推广应用后。医务人员对心血管病防治的知

识、态度和防治技能的变化。

4．干预或防治对象危险因素水平变化及控制满意度，主

要包括：(1)血压；(2)血脂(重点是TC、LDL-C和TG)；(3)

血糖；(4)微最蛋白尿；(5)BMI和腰围；(6)颈动脉内膜中层

厚度；(7)动脉功能检测：脉搏波传导速度。动脉结构检测：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多排螺旋CT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踝

臂血压比值等。

5．社区疾病负担，主要包括：(1)临床心血管病事件(心

肌梗死、脑血管病、心力衰竭、终末期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

和患病率；(2)疾病致残率；(3)心血管事件治疗率及治疗水

平；(4)心血管事件生存率；(5)生活质量；(6)期望寿命；

(7)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是1992年世界银行和WHO提

出的测量疾病负担的综合指标，一个DALY就是损失的一个

健康生命年)。

6．心血管病事件发病绝对危险和总体危险水平(参见本

指南第三部分)。

7．个体、人群和社区对干预措施的耐受性和顺从性以及

不良反应。

8．社会、环境、公共卫生政策和防治组织结构的改变。

9．推广应用及防治效果的成本-效益分析。

从时间上看，推广应用及防治效果大致可分为“近期”

和“中远期”。根据干预的目的、人员和设备条件，尽可能多

地采用客观的、准确度较高的评估指标，并采用合理的统计

方法以得出可靠的结论。需要强调的是原始资料的质量(真

实性和准确性)最为重要。具体分析和统计方法Ⅱ丁参考有关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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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高血压年会会议纪要

．学术动态．

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高血压学组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承办的2010年中国高血压学术年会于2010年10月30—31目在美丽的江城武汉顺利召开。本次会议聚集了国内心血管、

内分泌及肾病领域的近500余名临床医师，共同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一积极防治高血压及其相关疾病，从高血压的基础研

究、临床诊疗、并发症处理、社区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和深入探讨。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高血压学组组长林曙光教授强调指出：我国现阶段高血压防治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提高高血

压患者的知晓率、治疗率以及降压达标率，本次学术年会正是围绕这些目标进行讨论和交流。

大会3天的议程共安排了学术交流31场次，其中基础研究报告会9场，临床学术报告会19场，病例讨论会3场，会议的

热点话题包括高血压发病机制的基础研究、高血压药物治疗的选择、高血压靶器官损伤治疗、高血压社区防治及管理等。

高血压领域基础及临床原创性研究硕果累累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唐朝枢教授详细介绍了内源性

气体信号分子H2S与血压调节和高血压发病之间关系。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邹云增教授报告了该实验室关于心肌细胞膜受

体介导高血压心肌损伤的新机制和新功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廖玉华教授报告了高血压相关自身抗

体介导了心血管损伤以及重构的相关性。第三军医大学祝之明教授介绍了富有特色的辣椒素研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霍

勇教授作了高血压和高同型半胱氨酸共病进一步加剧卒中风险，中国高血压人群50％一70％为高血压和高同型半胱氨酸共

病，联合降压及降同型半胱氨酸的治疗方案，将成为我国脑卒中防治的重要措施。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惠汝太教授作了难

治性高血压临床研究和转化医学在高血压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专题、广东省人民医院陈鲁豫教授作了利尿剂降压作用的新观

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孙跃民教授介绍了成人高血压患者亚临床靶器官损害的流行病学特征及与醛固酮的关系。西安

交大附属一医院的牟建军教授阐述了盐与高血压发病机制。河南省人民医院王浩教授和福建省人民医院林金秀教授进行了

病例讨论。此外，还交流了我国十一五支撑项目CHIEF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上述演讲均赢得了与会代表的极大赞誉。还有

许多其他高血压临床研究报告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以上高血压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都具有原创和深入的特点，表

明我国高血压研究水平正在不断提高，逐渐与国际接轨。

本次会议在高血压防治方面也安排了相关议程，广东省人民医院林曙光教授及北京阜外医院的王文教授就高血压综合

防治、诊疗策略、高血压最新指南等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和精彩的点评。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上海高血压病研究所的朱鼎良

教授作了关于“高血压病人的规范化社区管理”的主题报告，为基层医师进行高血压的规范诊治及管理起到了示范作用。

本次高血压年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心内科主任汪道文教授在本次会议的闭幕

式上总结时指出，2010年中国高血压年会的特色是：基础与临床研究并重，原创性研究报告与临床诊疗指南解读并举，使出席

会议的各位代表获得了大量的新信息，学习了许多新知识。廖玉华教授主持了闭幕式。

(周宁唐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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