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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讨论．
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中华内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我国心血管疾病从１９９０年起持续为居民首位死亡原

国２０２０”战略，均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

因，２００８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显示…，心血

疗方针。以此为契机，为提高中国医生对心血管疾病一级预

管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占伞国总死亡人数的４０．２７％，尤

防的重视，合理规范应用一级预防治疗措施，使我国尽快实

其３５～５４岁青壮年死亡人数增加最为迅猛。１９９８年ＷＨＯ

现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达下降拐点的目标，由中国医师协会心

全球健康报告显示，如果不加以控制，到２０３０年我国冠心病

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和《中华内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共同发

患病率将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３．７倍。因此控制心血管疾病蔓延

起，心血管科、神经科、内分泌科、外周血管科以及肾内科专

成为我国２１世纪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中之重。

家共同讨论，最终形成本共识。

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指疾病尚未发生或疾病处于亚临

一、我国心血管疾病和心血管危险因素流行病学现状

床阶段时采取预防措施，控制或减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我国心血管疾病流行趋势不容乐观。根据２００６年和

预防心血管事件，减少群体发病率。在致残致死的心血管疾

２００８年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我国心血管

病中，７５％以上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口Ｊ。研究证实，动脉

病死亡率２００６年为１８３．７／１０万，２００８年为２４１．０／１０万，分

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早期病变在儿童

别占当年死亡构成比的３４．８％和４０．３％，心血管疾病死亡

时期就已经存在”４１，不及时控制就可能在中老年期发生动

率始终居我国居民死因首位，且呈不断上升趋势。｛２００７年

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在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中，尤以冠心病

中国心血管病年报》公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新发卒中

和卒中为重，常在首次发病就有致死、致残的风险。多数动

２００万人，死亡１００多万人，现患卒中７００万人；每年新发心

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患者的预后取决于是否发生心脑血管事

肌梗死５０万人，现患心肌梗死２００万人；下肢动脉硬化症患

件。所以，有效控制致病因素，将延缓或阻止动脉粥样硬化

病率为２．１％～２２．５％。每年全国心血管病死亡人数达３００

病变发展成临床心血管疾病”１ Ｊ，减少心脑血管事件，降低致

万人，每死亡３人就有１人是死于心血管疾病。每年用于心

残率和死亡率，改善人群健康水平。

血管病的直接医疗费用已达１３００亿元，与１９９３年统计数据

美国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冠心病死亡率持续升高，１９６８

比较医疗费用增加了约６倍一１。

年冠心病死亡率高达３３６．５／１０万；此后政府重视预防，主抓

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的高发

控制胆固醇、降压和戒烟；到２０００年冠心病死亡率下降了

病率、高致残率和高病死率主要是由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流

５０％，其中危险因素控制的贡献率最大，全人群胆固醇水平

行。在我国不同地区１４组人群（共１７ ３３０人）进行的前瞻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性队列研究，平均随访６．４年，显示我国人群缺血性心血管

ｋａａ），吸烟鼍下降１１．７％，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

病（冠心病、缺血性卒中）发病危险８０％与高血压、吸烟、高

下降０．３４ ｍｍｏｌ／Ｌ，收缩压下降５．１

ｍｌｎ

Ｈｇ（１

２４％、２０％和１２％。二级预防和康复的贡献率为１１％，三级

胆固醇血症和糖尿病有关，其中３４．９％归因于高血压，

预防为９％，血运重建仅为５％１８１。西欧各国近３０年来因加

３１．９％归因于吸烟，１１．４％归因于高胆固醇血症，３％归因于

强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冠心病死亡率平均下降了２０％

糖尿病。２００４年全球５２个国家（包括中国）参与的

－４０％。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提示，一级预防对降低冠心病

Ｉｎｔｅｒｈｅａｒｔ研究发现，８种已知的可控的心血管危险因素预测

发病率和死亡率至关重要。

个体未来发生心肌梗死危险的把握度为９０％，包括：高胆固

美国心脏病学院／美国心脏协会（ＡＣＣ／ＡＨＡ）１９９７年制
定了第一个《心血管疾病及卒中一级预防指南》，并于２００２

醇血症、吸烟、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缺乏运动、饮食缺
少蔬菜水果和精神紧张¨０｜。

年进行了更新，此后相继发布了大量一级预防循证医学证

我国人群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不利。２００２年公布的

据，２００６年ＡＣＣ／美国卒中学会（ＡＣＣ／ＡＳＡ）联合发布了《卒

《中国城乡居民健康营养调查》表明，我国高血压患者１．６

中一级预防指南》，２００６年ＷＨＯ公布《心血管疾病预防指

亿人，吸烟者３．５亿人，被动吸烟者５．４亿人，血脂异常患者

南》，２００７年欧洲心脏病学会（ＥＳＣ）更新了《心血管疾病预

１．６亿人，糖尿病患者４０００万人，肥胖患者６０００万人，超重

防指南》。我国卫生部２００９年出台的新医改方案和“健康中

者２亿人。目前每年新增高血压或血脂异常人数１０００万
人，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ｌＯ年间，我国居民超重和肥胖患病人数增
加了１亿，大城市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上升４０％。在我国居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５７８－１４２６．２０１０．０２．０３１
通信作者：胡大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１０００４４
ｄａｙｌ．ｈｕ＠ｍｅｄｍａｆｌ．ｔｏｍ．ｃｎ

万方数据

Ｅｍａｉｌ：

民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增加的同
时，控制率却极低，２００２年调查资料显示，全国血压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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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６．１％；２００６年第二次中国临床血脂控制状况多中心协

分会组织相关ｌ临床和流行病学专家共同制定了“心血管疾

作研究表明，治疗患者血脂控制率仅为５０％，高危、极高危

病相对危险评估量表”（图１），强调与同龄健康个体比较，未

人群仅为４９％和３８％；２００６年糖尿病调查表明，糖尿病患者

来１０年心血管疾病相对危险增加的倍数。健康个体未来

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Ｉｃ）达标（＜６．５％）仅占２５％。吸烟者

１０年冠心病平均危险见表１，相对危险量表使用方法见

中只有２６％的人希望戒烟，戒烟成功率仅为１１．５％，超过

图１。
根据不同危险分层决定控制目标和干预力度，不但有益

７０％的吸烟者没有意识到吸烟对心血管健康的危害。在我

于降低高危患者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同时避免了低危患者的

国，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控制任重而道远。
二、心血管病危险评估方法

医疗风险和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２００２年ＡＨＡ心血管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是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

疾病一级预防指南建议：４０岁以上个体应至少每５年进行

２０世纪末以来，国际上各种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均强调了

一次危险评估。
建议：

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整体危险评估和危险分层治疗策略
的重要性。

·危险因素评估：４０岁以上个体应至少每５年进行１

目前全球有多个心血管疾病危险初筛工具，包括

次危险评估。有２个以上危险因素［年龄（男＞４５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估模型、欧洲ＳＣＯＲＥ危险评估模型、

岁，女＞５５岁）、早发冠心病家族史、高胆固醇或低

ＷＨ０／ＩＳＨ风险预测图、中国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危险评估模

ＨＤＩ．一ｃ血症、吸烟、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的个体，应
每年进行１次危险评估¨引。

型等。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ｔｉｍ危险评估模型应用最广泛，但该模型高估
了我国人群的心血管风险１１“。国家“十五”攻关“冠心病、

·危险评估推荐使用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病综合危险评

卒中综合危险度评估及干预方案的研究”课题组¨２１建立了

估模型，所有４０岁以上个体应该了解其发生心血管

国人缺血性心血管发病危险的评估方法和简易评估工具

疾病的绝对风险。对绝对风险低的个体推荐使用“心

（表１），危险因索包括年龄、性别、血压、总胆固醇水平、超莺

血管疾病相对危险评估量表”，了解其心血管疾病的
相对危险程度。

与肥胖、糖尿病和吸烟。该量表适用于３５～５９岁人群，预测

三、动脉功能无创检测在一级预防中的应用

该人群未来ｌＯ年心肌梗死、卒中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
年龄／６０岁人群为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使用该量表常低

加强筛查和早期诊断动脉硬化病变是提高心血管疾病

估其未来１０年心血管疾病危险，对该人群应更积极干预危

防治水平的关键环节。近年大量证据显示，早在动脉管腔出

险因素。

现明显狭窄或闭塞性病变之前，动脉血管壁即已经发生功能

上述危险评分工具汁算的是个体未来１０年发生心血管

及（或）结构改变。早期筛查并积极干预大动脉功能异常有

事件绝对风险，由于年龄是预测心血管事件最重要的因素，

助于延缓甚至避免管腔病变的发生。目前公认的无创动脉

对于年轻个体来说，尽管未来１０年心血管事件绝对风险低，

功能检测方法主要为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ＰＷＶ）；动脉结

但相对于同龄人，可能患病风险增加了数倍，因此２００８年中

构检测方法主要有颈总动脉内巾膜厚度（Ｃ－ＩＭＴ）和踝肱指

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和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

数（ＡＢＩ）。

表１－１缺血性心血管疾病（ＩＣＶＤ）１０年发病危险度评估表（男）ｍ１
第三步；

绝对危险
１０年ＩＣＶＤ

总分

体重指数

得分

（ｋｇ／’ｍ２）
＜２４
２４～
≥２８

万方数据

躲慧

得分

＜５．２０

０

≥５．２０

１

ｏ
１
２

１０年ＩＣＶＤ绝对危险参考标准

危险（％）

≤一１

Ｏ．３

Ｏ

Ｏ．５

１

０．６

２

ｏ．８

３

１．１

４

１．５

６

２．１

６

２．９

７

３．９

８

５．４

９

７．３

１０

９．７

１１

１２．８

年龄（岁）

平均危险

最低危险

１２

１６．８

３５～３９

１．０

０．３

１３

２Ｌ ７

４０￣４４

１．４

０．４

１４

２７．７

４５～４９

１．９

０．５

１５

３５．３

５０～５４

２．６

０．７

１６

４４．３

５５￣６９

３．６

１．０

≥１７

≥５２．６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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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缺血性心血管疾病（ＩＣＶＤ）１０年发病危险度评估表（女）ｍ３
第三步；

绝对危险
１０年ＩＣＶＤ

总分

体重指数

得分

（ｋｇ／ｍ２）
＜２４

总（ｎ胆ａｎｏ固ｌ／醇Ｌ）

得分

Ｏ

２４～

１

≥２８

２

＜５．２０

Ｏ

≥５．２０

１

１０年ＩＣＶＤ绝对危险参考标准

危险（％）

－２

０．１

一１

０．２

０

０．２

１

０．３

２

０．５

３

０．８

４

１．２

５

１．８

６

２．８

７

４．４

８

６．８

年龄（岁）

平均危险

最低危险

９

１０．３

３５—３９

０．３

０．１

１０

１５．６

４０＂４４

０．４

０．１

ｌｌ

２３．０

４５—４９

０．６

０．２

１２

３２．７

５０—５４

０．９

Ｏ．３

≥１３

≥４３．１

５５＾．５９

１．４

０．６

注：ｌ ＩＴ∥ｄｌ总胆固醇＝Ｏ．０２６ ｍｍｏｌ／Ｌ总胆固醇
图１心血管疾病相对危险评估量表

１．ＡＢＩ：是指胫后动脉或足背动脉的收缩压与肱动脉收

的诊断，作为心血管系统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与心血管疾

缩压的比值，＜０．９０为异常。注意除外主动脉缩窄、多发性

病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率密切相关。ＡＢＩ应成为所有动脉

动脉炎、主动脉夹层等继发疾病引起的ＡＢＩ异常。通常认为

粥样硬化疾病高危人群的常规筛查项目之一。

ＡＢＩ在０．４１～０．９０时提示血流量轻到中度减少；ＡＢＩ值≤

２．Ｃ．ＩＭＴ：是采用高频Ｂ型超声探头测定的颈动脉腔一内

０．４０时常提示血流严重减少。ＡＢＩ异常增高（＞１．３）时，可

膜界面与中膜－夕ｈ膜界面之间的距离。一般取颈总动脉分又

能提示下肢动脉僵硬度增加。与下肢动脉造影相比，ＡＢＩ诊

处近端远侧壁Ｉ．０～Ｉ．５ ｃｍ处测量。根据２００３年欧洲高血

断下肢动脉疾病具有很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阳性

压治疗指南，Ｃ．ＩＭＴ≥０．９ ｍｍ确定为内中膜增厚。在测量

预测值为９０％，阴性预测值为９９％，总的准确率９８％。随着

Ｃ．ＩＭＴ之前，应先检测颈动脉粥样斑块形成情况，选择没有

对ＡＢＩ研究的不断深入，该指标不仅仅限于对下肢动脉疾病

斑块处测量Ｃ．ＩＭ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Ｃ－ＩＭＴ和颈动脉

万方数据

生堡凼型塞盍垫！Ｑ生兰旦筮塑鲞筮！翅￡坠也！坠塑翌丛生：竖坠坐盟垫！Ｑ：坠！！兰！：塑！：至

·１７７·

硬化斑块是心脑血管事件危险性的独立预测指标。Ｃ—ＩＭＴ

已知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发病率。目前所有心血管疾病预防

每增加０．１ ｍｍ，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增加１１％。该

和治疗指南均建议合理饮食的目标是：低盐、富含水果和蔬

指标可用于评估整体心血管危险水平。

菜、低脂（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低于总热量的７％，胆固醇摄入

３．冈ｗ：是反映动脉僵硬度的早期敏感指标，是动脉硬
化性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目前多采用测定颈动脉·
股动脉ＰｗＶ（ｃａｒｏｔｉｄ－ｆｅｍｏｒａｌ
脉ＰＷＶ（ｂｒａｃｈｉｃａｌ．ａｎｋｌｅ

ａｒｔｅｒｙ

＜３００

ｍｅ／ｄ）。

２．戒烟：吸烟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原则上也

ＰｗＶ，ｃｆＰＷＶ）和肱－踝动

是惟一能够完全控制的致病因素。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和前

ＰＷＶ，ｂａＰＷＶ）。健康成人一

瞻性临床研究结果证实，吸烟与心血管疾病有因果关系。戒

般ｃｆＰＷ－Ｖ＜９００ ｍｍ／ｓ，ｂａＰＷＶ＜１４００ ｍｍ／ｓ。ｃｆＰＷＶ增大提

烟治疗所花费用远远低于药物治疗的费用，或者不花费用，

示主动脉硬度增高，ｂａＰＷＶ增大提示大动脉和外周动脉的

因此戒烟是避免心血管病死亡最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施¨“。

ａｒｔｅｒｙ

硬度增加。
建议：

Ｉｎｔｅｒｈｅａｒｔ研究不仅明确了吸烟是心肌梗死第二大危险
因素，同时发现吸烟是年轻人发生心肌梗死的最重要危险因

·年龄＜４５岁的糖尿病患者伴有一项其他动脉粥样硬

素，与老年人相比，年轻吸烟者心肌梗死危险可进一步增加

化的危险因素或年龄Ｉ＞４５岁的糖尿病患者，至少每

４倍。我国现有３．５亿吸烟者，有近一半的人口遭受被动吸

年测定１次ＡＢＩ。
·年龄＞５０岁有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吸烟或有２项
以上其他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者（早发冠心

烟的危害¨“，更让人忧心的是，开始吸烟年龄较１９８４年提
前了４～５年，而且１５一１９岁青少年和女性吸烟人数在增
加。控烟形式不容乐观，任重道远。

病家族史、肥胖、持续精神紧张、缺乏运动），或年龄＞

烟草依赖是一种成瘾性疾病，戒断很困难，无戒烟干预

６５岁者，应用ＡＢＩ、ＰｗＶ和Ｃ－ＩＭＴ评估其动脉结构和

的吸烟者每年戒烟率平均只有３％。一系列研究显示，行为

功能，正常时至少每５年复查１次。

治疗、心理社会支持以及戒烟药物治疗可提高戒烟率¨““１。

四、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主要措施

ＷＨＯ推荐的一类戒烟药物包括：尼古丁替代治疗、盐酸安非

我国是卫生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有效利

他酮和伐尼克兰。医生的行为干预对戒烟有明确作用，３

用有限的卫生资源解决问题。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来说，

ｍｉｎ以内的戒烟咨询使戒烟成功的几率增加１．３倍，３～１０

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危险因素、合理使用循证药

ｍｉｎ的咨询增加１．６倍，＞１０ ｍｉｎ的咨询增加２．３倍。应用

物，才能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

戒烟药物可使戒烟成功的几率提高２～４倍，因此美国２００８

近年来，由于研究的深入，“新”的危险因素（主要有Ｃ
反应蛋白、载脂蛋白ａ、纤维蛋白原、同型半胱氨酸、尿酸）不

年更新的戒烟指南中建议医生应当给所有想戒烟的患者使
用有效的戒烟药物，除非有禁忌证和特殊人群。

断出现。２００３年美国统计２万余例致死和非致死性冠心病

医生在劝导吸烟者戒烟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吸烟的医生

患者的资料，结果发现：（１）８５％以上病例曾至少暴露于一

说服力明显下降，甚至起反作用。欧美发达国家均是先有医

种传统危险因素；（２）早发（男性５５岁，女性６５岁）冠心病

生吸烟率的下降，随之全人群吸烟率Ｆ降。因此，促使医生

患者中只有１０％～１５％没有暴露过任何一种传统危险因

戒烟是降低人群吸烟率的重要措施。２００９年我国卫生部出

素。另外，在复习了３７３篇关于“新”危险因素的有关文献

台（２０１ １年起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伞面禁烟决定》，将工作人

后，未能证实它们在传统危险因素之外增加对冠心病的预测

员戒烟、不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吸烟、宣传烟草危害知识、

效果。

劝阻吸烟和提供戒烟服务等指标纳入《医院管理评价指

目前公认的传统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家族

南》、《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本职责》以及其他医疗卫生

史、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缺乏运

机构管理规定。规定军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建立首诊询

动、饮食缺少蔬菜水果、精神紧张。除年龄、性别、家族史和

问吸烟史制度，并将其纳入病历考核标准，为吸烟病人提供

种族不可改变，其他８种传统危险因素均是可以改变的，换

戒烟指导等。

言之，是可以预防的。目前认为，从疾病防治角度看，首要目
标仍然是已明确的传统危险因素。

３．规律运动：规律的体育锻炼有益于延长寿命，降低心
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危险。体育锻炼的保护作用主要通过

（一）生活方式干预

降低血压、控制血糖和体重以及改善心血管功能实现。美国

不健康生活方式包括膳食不平衡（饮食缺少蔬菜水果、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国家健康学院公布的运动建议中

肉类和油脂量过高、食盐摄入过多、大量饮酒）、缺乏运动、吸

推荐：每周至少５ ｄ、每天进行３０ ｍｉｎ以上中等强度的有氧

烟和精神紧张，不仅是超重及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

运动（包括快步走、慢跑、游泳、爬山、各种球类运动等）。

醇血症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还可以直接导致血管内皮

４．控制体重：控制肥胖症是减少慢性病发病率和病死率

功能损伤、炎症和氧化应激加强、促进血栓形成等。因此，生

的一个关键因素。Ｃａｌｌｅ等¨引对１００万例健康人随访１６年，

活方式干预是一级预防中所有预防措施的基石。

亚组分析显示，超重使心血管病死亡增加１．５倍，肥胖使心

１．平衡膳食：多项研究证实，饮食中降低盐摄人，减少饱

血管病死亡增加２～３倍。一项荟萃分析探讨ＢＭＩ和死亡风

和脂肪，增加蔬菜水果、海鱼和谷类纤维素摄人，可显著降低

险的关系，纳入全球５７个研究，共９０万例研究对象，平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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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８年，校正年龄、性别、吸烟和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发现
ＢＭＩ在２２．５～２５。０ ｋｇ／ｍ２病死率最低，ＢＭＩ＞２５．０

ｋｇ／ｍ２

（１）每次诊室询问吸烟情况并记录在病历中，劝导每
个吸烟者戒烟，评估戒烟意愿的程度，拟定戒烟

后，每增加５ ｋｇ／ｍ２，总病死率增加３０％【卸］。我国超重和肥

计划，给予戒烟方法指导、心理支持和（或）戒烟

胖人数逐年增加，尤其是青少年，因此控制超重和肥胖是我

药物治疗，定期随访。

国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的重要内容，控制肥胖的源头是改变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２）对所有吸烟者加强戒烟教育和行为指导，建议应
用戒烟药物辅助戒烟，减少戒断症状。

５．心理平衡：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情绪应激与冠状动脉
病变的发生、发展以及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我国一项“初

（３）避免被动吸烟。
·重视对就诊患者心理障碍的筛查

发急性心肌梗夕匕研究”显示，心理压力水平和６个月内负性

注重对患者的症状和病情给予合理的解释，对焦虑和

生活事件对急性心肌梗死的人群归因危险度分别为

抑郁症状明显者应给予对症药物治疗，或转诊至心理

３６．０３％和１４．８３％，仅次于吸烟，排在第二位旧“。Ｉｎｔｅｒｈｅａｒｔ

疾病专科门诊。

研究显示，心理社会因素可预测２８．８％的急性心肌梗死风

（二）血脂异常干预

险。心内科门诊调查显示，到心内科就诊的患者中有心理障

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和大规模前瞻性临床研究资料证实，

碍的比例高达４０．４％［２２ ３。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中应重视

血浆胆同醇水平与发生冠心病风险之间呈线性相关。经典

心理问题的干预。常见的心理障碍包括：焦虑、抑郁、惊恐发

研究包括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８ｔｌｎ研究、多重危险因素干预试验

作、躯体化感觉障碍、疑病症、睡眠障碍和强迫思维等。非神

（ＭＲＦＩＴ）、“七国队列研究”以及Ｉｎｔｅｒｈｅａｒｔ研究等。亚太地

经科医师町使用焦虑、抑郁筛查量表进行筛查，目前推荐应

区队列研究发现，胆固醇水平与缺血性卒中相关，血胆同醇

用的焦虑、抑郁筛查量表包括贝克（Ｂｅｃｋ）焦虑抑郁量表、汉

每增加１ ｍｍｏｌ／Ｌ，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２５％Ｌ２３Ｊ。我国流行

密尔顿（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焦虑抑郁量表或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病学研究资料表明，血脂异常是我国冠心病发病的重要危险

（ＨＡＤ）。相关量表都可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搜索到。

因素，人群归因危险度为１１．４％；血清总胆固醇水平增高不

仅增加冠心病发病危险，也增加缺血性卒中发病危险１２４’。

建议：
·合理膳食

降脂治疗在冠心病、卒中一级预防中的重要作用有充分

（１）每天摄入蔬菜３００～５００ ｇ，水果２００～４００ ｇ，谷类
２５０—４００

ｇ，胆同醇＜３００ ｍｇ／ｄ（一个鸡蛋黄），食

用油＜２５ ｇ，每日饮水量至少１２００

ｍｌ。

（２）不建议任何人出于预防心脏病的考虑开始饮酒

的循证医学证据，如西苏格兰冠心病预防研究（ＷＯＳＣＯＰＳ）、

空军／得克萨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预防研究（ＡＦＣＡＰＳ／
ＴｅｘＣＡＰＳ）、日本成人高胆固醇处理一级预防研究（ＭＥＧＡ）、
央格鲁一斯堪的纳维亚人心脏事件试验（ＡＳＣＯＴ）。在不同人

或频繁饮酒。建议成年男性饮用酒精量≤２５ ｒ／ｄ

群，包括血胆固醇水平明显升高或无明显升高的心血管病高

（相当于啤酒７５０ ｍｌ，或葡萄酒２５０ ｍｌ，或高度白

危人群，多个大规模临床研究一致显示，应用他汀类药物降

酒５０ ｇ，或３８度白酒７５ ｇ）。成年女性饮用酒精

脂治疗可显著降低各种心血管事件约３０％，降低卒中约

量≤１５ ｇ／ｄ（相当于啤酒４５０ ｍｌ，或葡萄酒

３０％，且心血管事件绝对危险的下降与胆固醇下降的绝对值

ｍｌ，或３８度白酒５０ ｇ）。孕妇ＪＬ童和青少年

密切相关。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控制血脂水平

１５０

禁忌饮酒。酒精量（ｇ）＝饮酒量（ＩＩｌｌ）×酒精含
量（％）×０．８（酒精比重）。

可使我国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危险减少约１０％哺１。
《２００ｒ７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强调降脂治疗中心

（３）减少钠盐摄人，每天食盐控制在５ ｇ以内；增加钾

血管危险评估的重要性，不同的危险分层，降脂治疗的措施

盐摄入，每天钾盐≥４．７ ｇ（含钾多的食物有坚果、

和血脂目标值不同。用于血脂异常危险评估的心血管危险

豆类、瘦肉及桃、香蕉、苹果、西瓜、橘子等水果以

因素包括：（１）高血压，（２）吸烟，（３）低ＨＤＬ—Ｃ血症，（４）肥

及海带、木耳、蘑菇、紫菜等）。

胖（ＢＭＩｔ＞２８ ｋｓ／ｍ２），（５）早发缺血性心血管病家族史（一级

·规律运动

男性亲属发病＜５５岁，一级女性亲属发病＜６５岁），（６）年

（１）每天坚持至少３０ ｍｉｎ以上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推荐每天进行累计相当于快走６０００步以上的身

龄（男性Ｉ＞４５岁，女性Ｉ＞５５岁）。
建议：

·一般人群健康体检应包括血脂检测。４０岁以下血脂

体活动。
（２）每周进行至少２次抗阻训练（如负重训练），每次
每种运动重复１０一１５次。

正常人群，每２—５年检测１次血脂；４０岁以上人群至
少每年进行１次血脂检测。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每６

个月检测１次血脂。

·控制体重
超重和肥胖者在６～１２个月内减轻体重５％～１０％，

·所有血脂异常患者首先进行强化生活方式干预。

使ＢＭＩ维持在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ｍ２。腰围控制在男≤

·ＬＤＬ．Ｃ是降脂治疗的首要目标，首选他汀类药物。在

９０

ｃｌｎ、女≤８５

·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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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ｏ

ＬＤＬ．Ｃ达标时，非ＨＤＩ．．Ｃ达标是降脂治疗的次级目
标（即ＬＤＬ－Ｃ的目标值加０．７８ ｍｍｏＬ／Ｌ）。当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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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ｏＩ／Ｌ（５００ ｍｓ／ｍ）时，应首先积极降低ＴＧ，使

ＴＧ＜１．７０

ｍｍｏｌ／Ｉ．（１５０ ｍｇ／ｄ１），首选贝特类药物。

·根据危险分层决定血脂达标值

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首要危险因素，其独立致病的相对危险为
３．４，人群归因危险度为３５％［２７Ｊ。（ｚｏｏｓ ＥＳＣ缺血性卒中／
短暂脑缺血发作（ＴＩＡ）指南》中建议卒中一级预防最佳血压

（１）低危：指无高血压且其他危险因素＜３个。治疗
目标值为：ＴＣ＜６．２２ ｒｅｔｏｏｌ／Ｌ（２４０ ｍＳ／ｃＵ），ＬＤＬ－Ｃ
＜４．１４

·１７９·

ｍｍｏｌ／Ｌ（１６０ ｍｓ／ｄ１）。

水平为１２０／８０

ｒａｉｎ Ｈｇ。

据（（２００２年全国居民营养调查和健康状况调查》估算，
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有２．０亿，无论北方或南方，无论城市

（２）中危：指高血压或其他危险因素Ｉ＞３个。治疗目

或农村，血压控制率均低于１０％。２００８年卫生部统计资料

标值为：ＴＣ＜５．１８ ｍｍｏｌ／Ｌ（２００ ｍＳ／ｏｎ），ＬＤＬ－Ｃ＜

显示，我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群卒中死亡人数大约是心肌梗

３．３７

ｍｍｏｌ／Ｌ（１３０ ｍｇ／ｄ１）。

死死亡人数的３～５倍。鉴于血压水平尤其是收缩压水平与

（３）高危：指糖尿病或合并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治
疗目标值为：ＴＣ＜４．１４ ｍｍｏｌ／Ｌ（１６０ ｍｇ／ｄ１），
Ｉ，ＤＩ，Ｃ＜２．６０

ｍｍｏｌ／Ｌ（１００ ｍｇ／ｄ１）。

·开始药物治疗前及治疗后４～８周复查血脂和肝功

卒中呈明确的正相关关系，降低我国卒中发病率和病死率，
亟需加强高血压知识普及和提高血压控制率。
（２００５年中国高血压治疗指南》强调高血压治疗中总体
心血管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建议根据血压水平、危险因素数

能、肌酸激酶。如血脂达标且肝功能、肌酸激酶正常，

目、靶器官损害以及并存的临床疾病，评估未来ｌＯ年发生心

以后每６～１２个月复查１次上述指标。如肝脏转氨酶

脑血管事件危险的程度，根据危险分层决定降压治疗的策

≥正常值３倍或肌酸激酶≥正常值１０倍，停用降脂

略。根据血压、年龄（男＞４５岁，女＞５５岁）、吸烟、血脂异

药物，并监测相关指标至正常。

常、糖耐量异常、腹型肥胖、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男＜５５

（三）血糖监测与控制

岁，女＜６５岁）等心血管危险因素，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

糖尿病的发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诊断糖尿病之前，

危、高危和极高危状态。

常经历很长一段糖代谢异常时期。２００７年上海糖尿病调查
显示，每年糖尿病发病率为４．９％，而糖调节受损发生率高

建议：
·１８岁以上健康成人至少每２年监测血压１次，３５岁

达１１．７％。大量研究证明，心血管损害早在糖调节受损阶

以上成人至少每１年监测血压１次，心血管门诊患者

段［糖耐鼍异常（ＩＧＴ）或空腹血糖受损（ＩＦＧ）］就已经发生。

应常规接受血压测量。高血压患者调整治疗期间每

因此对血糖的干预应该提前到糖尿病诊断之前。

糖耐量异常患者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可以预
防糖尿病的发生。瑞典ＭａｌｍｏｌＧＴ研究和中国大庆ＩＧＴ研究
分别证明生活方式干预町使糖尿病发病危险降低５０％和

日监测血压至少２次，血压平稳后每周监测血压２
次。鼓励家庭自测血压。
·高血压诊断、治疗中应综合考虑总心血管风险的评
估。

３０％一５０％。预防２型糖尿病研究（ＳＴＯＰ—ＮＩＤＤＭ）和糖尿

·根据《，２００５中国高血压治疗指南》结合（２００７ ＥＳＣ／欧

病预防计划（ＤＰＰ）为两项ＩＧＴ干预研究，证明阿卡波糖和二

洲高血压学会（ＥＳＨ）欧洲高血压治疗指南》，建议：

甲双胍呵延缓或预防糖耐量异常进展为糖尿病。

（１）对于没有其他危险的初发高血压患者，均首先进

建议：

行强化生活方式干预。１级高血压［收缩压

·健康人４０岁开始每年检查１次空腹血糖。

（ｓｓＰ）１４０—１５９

·年龄＜４５岁者，有如下危险因素：肥胖（ＢＭＩ≥２８

ｉｎｔｏ

Ｈｇ或舒张压（ＤＢＰ）９０～９９

Ｈｇ］干预数月后若血压未得到控制，则开始

ｋｇ／ｍ２）；２型糖尿病者的一级亲属；有巨大ＪＬ（出生体

药物治疗；２级高血压（ＳＢＰ

重３４ ｋｇ）生产史或妊娠糖尿病史；有高血压（血压≥

ＤＢＰ １００～１０９

１４０／９０咖Ｈｇ）、ＨＤＬ—Ｃ≤０．９１

到控制，则开始药物治疗；３级高血压（ＳＢＰ≥１８０

ＴＧ一＞２．７５

ｍｍｏｌ／Ｌ（３５ ｍｇ／ｄ１）及

ｍｍｏｌ／Ｌ（２５０ ｍＳ／ｃＵ）；有糖调节受损史应进

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Ｉ－Ｉ＇）筛查；如果筛查结果
正常，３年后重复检查。

ｍｍ

ｎｌｌｎ

１６０～１７９ ｍｍ

Ｈｇ或

Ｈｇ）干预数周后，若血压未得

Ｈｇ或ＤＢＰ３１１０

ｍｍ

ＨＳ）立即药物治疗。

（２）对于有１～２个危险因素的初发高血压患者，ＳＢＰ
在１２０～１３９

ｌｌｌｌｎ

Ｈｇ或ＤＢＰ在８０—８９

ｍｉｌｌ

Ｈｇ之

·年龄３４５岁者，特别伴超重（ＢＭｌ３２４ ｋｓ／ｍ２）者定期

间时改变生活方式，１级和２级高血压首先生活

进行ＯＧＩＴ检测。若筛查结果正常，３年后重复检查。

方式干预，数周后若血压未得到控制，则开始药

·积极干预ＩＧＴ，首先进行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包括平
衡膳食，适当体育锻炼。３—６个月无效可口服二甲

双胍或阿卡波糖。每半年进行１次ＯＧＴｒ评估。

ｉｌｌｎｌ

ｍｍ

物治疗；３级高血压立即药物治疗。
（３）有３个以上危险因素、代谢综合征、有靶器官损
害或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正常血压改变生活方

（四）血压监测与控制

式，正常高值血压及１～３级高血压建议改变生

大量流行病学资料和临床研究证实，收缩压从１１５

活方式同时药物治疗。

Ｈｇ开始和心血管风险之间呈连续的正线性关系，且为

独立危险因素Ⅲ１。我国研究资料显示，高血压是我国人群

万方数据

（４）长期高血压患者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根据血
压水平给予降压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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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Ｈｇ以

系列研究显示，阿司匹林导致出血风险增加主要来自胃

下，糖尿病、卒中、心肌梗死以及肾功能不全和蛋

肠道出血。其高危因素包括高龄（＞６０岁）、有消化道溃疡

白尿患者至少降至１３０／８０

或出血史、正在使用非甾体消炎药（ＮＳＡＩＤ）、使用皮质激素

（５）所有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在１４０／９０

ＩＩＩｌｌｌ

ｍｍ

Ｈｇ以下。

（五）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事件一级预防

或联合使用抗凝药物。《中华内科杂志》编辑委员会组织国

阿司匹林在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的地位目前存在争

内心内科与消化科专家，参考ＡＣＣ、ＡＨＡ联合美国胃肠学会

议。６项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包括英国医师研究（ＢＤＴ）、

（ＡＣＧ）共同发布的《减少抗血小板药物和ＮＳＡＩＤ导致胃肠

美围医师研究（ＰＨＳ）、血栓形成预防试验（ＴＰｒｒ）、高血压最

道并发症的专家建议》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达成ｒ《抗血

佳治疗研究（ＨＯＴ）、一级预防研究（ＰＰＰ）和妇女健康研究

小板药物消化道损伤的预防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ｍｌ，建议

（ＷＨＳ）］［２ｓ－３３］荟萃分析结果表明，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病一

谨慎权衡抗血小板治疗的获益和出血风险，胃肠道出血高危

级预防使主要心血管病事件减少１５％，心肌梗死相对风险

患者如需服用阿司匹林，建｝义联合应用质子泵抑制剂或Ｈ：

降低３０％，出血并发症的相对危险增加６９％，主要来自于胃

受体拮抗剂，根除幽¨螺杆菌。

肠道出血和颅外出血危险增加，出血性卒中风险有所增加。
阿司匹林的效益存在性别差异。男性主要获益是降低心肌

梗死危险，女性主要获益是降低缺ｍ陛卒中危险。该研究提
示，未来１０年心血管事件风险＞８％的个体服用阿司匹林获

建议：
·所有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前均应仔细权衡获益－出血风
险比。
·建议服用阿司匹林７５—１００ ｍｇ／ｄ作为以下人群的心
血管疾病一级预防措施：

益大于风险㈣ｏ。
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１）糖尿病患者４０岁以上，或３０岁以上伴有１项其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Ｔ）对６项阿司匹林一级预防试验重新进行

他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如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

２００９年抗血栓治疗试验协作组（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汇总分析【３引，此次分析采用了个体加权汇总分析的方法，结
果显示，对于未来１０年严重心血管事件风险＜６％的个体，
阿司匹林使每年心血管事件风险从０．５７％降至０．５１％（降
低１２％），脑出血发生率从０．０３％升至０．０４％，胃肠道和颅

高血压、吸烟、血脂异常或白蛋白尿。
（２）高血压且血压控制到１５０／９０

ｔｏｎｉ

Ｈｇ以下，同时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①年龄＞５０岁；②有靶器官
损害；③糖尿病。

外出血发生率从０．７％增加至１．Ｏ％。阿司匹林对男性和女

（３）未来１０年心脑血管事件危险＞１０％的患者。

性的心血管预防作用并无差异性。老年、男性、糖尿病、高血

（４）合并下述３项及以上危险因素的患者：①血脂异

压患者既为血栓高危人群，同时也是出血高危人群。该研究

常；②吸烟；③肥胖；④＞５０岁；⑤早发心血管病

提示，使用阿司匹林进行心血管病一级预防应根据获益一出
血风险比，对于未来１０年严重心血管事件风险＜６％的个
体，应用阿司匹林进行心血管病一级预防风险大于获益。

家族史。
·３０岁以下人群缺乏用阿司匹林进行一级预防的证
据，故不推荐使用。

ＡＨＡ发布的《心血管疾病和脑卒中一级预防指南》认

·８０岁以上老人获益增加，但胃肠道出血风险也明显

为，高危患者，特别是１０年冠心病事件危险性≥１０％的患

增高，应仔细权衡获益．风险比并与患者充分沟通后

者，应使用阿司匹林７５—１６０ ｍｇ／ｄ。２００７年版欧洲高血压

决定是否使用阿司匹林。

指南提出，高危和极高危的高血压患者在血压有效控制后可

·胃肠道出血高危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建议联合应用质

使用阿司匹林７５～１００，ｎｇ／ｄ。２００８年版美国糖尿病学会建

子泵抑制剂或Ｈ：受体拮抗剂。溃疡病活动期或幽门

议，对于心血管病危险增高的１型或２型糖尿病患者（年龄

螺杆菌阳性者，治愈溃疡病且根除幽门螺杆菌后应用

＞４０岁或伴有其他危险因素如心血管病家族史、高血压、吸

阿司匹林。

烟、血脂异常或白蛋白尿），应采用阿司匹林进行一级预防

·对阿司匹林过敏且不能耐受或有禁忌证者（除外胃

（７５～１６２ ｍｅ，／ｄ）。（２００８美国胸科医师学会的抗栓和溶栓

肠道疾病），如有应用阿司匹林进行心血管病一级预

治疗指南》推荐阿司匹林用于１０年心血管病事件危险＞

防的指征，建议氯吡格雷７５ ｍｓ／ｄ口服替代。

１０％的中、高危患者，剂量７５～１００ ｍｒ／ｄ。美国预防署特别

五、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的特殊人群

工作组（ＵＳＰＳＴＦ）在２００９年更新阿司匹林对心血管病一级

（一）糖尿病

预防的推荐，同样强调使用阿司匹林的获益和风险评估，提

１９９９年ＡＨＡ《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指南》明确提出：

出阿司匹林获益的性别和年龄差异，推荐男性在４５—５９岁、

“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２００２年，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

６０～６９岁和７０～７９岁，当未来１０年心血管病风险分别≥

划成人治疗指南Ⅲ（ＮＣＥＰ．ＡＴＰ ＩＩＩ）中明确提出“糖尿病是冠

４％、≥９％和≥１２％时，建议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肌梗死；女

心病的等危症”。荟萃分析显示，ＨｂＡｌｃ水平＞５％的个体，

性在５５—５９岁、６０～６９岁和７０～７９岁，当未来１０年心血管

ＨｂＡｌｃ水平每升高１％，心血管病发病危险增加２１％。英国

病风险分别≥３％、≥８％和≥１１％时，建议服用阿司匹林预

前瞻性糖尿病研究（ＵＫＰＤＳ）、糖尿病控制与并发症研究

防卒中。不推荐５５岁以下妇女常规用阿司匹林预防卒中或

（ＤＣＣＴ）以及ＤＣＣＴ．糖尿病干预和并发症流行病学研究

４５岁以下男性常规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肌梗死。

（ＤＣＣＴ．ＥＤＩＣ）证实，随着ＨｂＡｌｃ的降低，微血管并发症显著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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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心血管疾病风险有降低趋势。但退伍军人糖尿病对照

于颈动脉狭窄自然病程的研究，最长随访时间为１０～１５年，

研究（ＶＡＤＴ）、控制糖尿病患者心血管危险行动（ＡＣＣＯＲＤ）

显示颈动脉５０％一９９％狭窄且无症状患者，每年卒中风险

研究显示，与标准治疗组（ＨｂＡｌｃ＜７．５％）比较，强化降糖

为１．Ｏ％一３．４％。其中男性、颈动脉狭窄超过７５％且病变

（ＨｂＡｌｃ＜６％）增加了心血管事件的风险。目前认为降糖治

不断进展或合并心脏病史，为未来发生脑缺血事件（ｒＩ＇ＩＡ或

疗有个底线，即不低于６％。严格控制血糖是否使心血管获

卒中）的高危因素‘”驯。

益，有待长期随访研究证实。

目前有两项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评估颈动脉内膜

糖尿病多重危险因素综合干预获益大于单纯控制血糖。

剥脱术对于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的益处。无症状颈动脉

Ｓｔｅｎｏ－２研究发现，２型糖尿病患者接受多种危险因素综合强

粥样硬化研究（ＡＣＡＳ）随访５年，医学研究委员会无症状颈

化治疗（调脂、降压、降糖及抗血小板），与单纯控制血糖相

动脉狭窄手术治疗研究（ＡＣＳＴ）随访７年，两个研究得到的

比，全因死亡绝对风险下降２０％，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风险

一致结论是，颈动脉狭窄手术治疗的获益与手术风险密切相

下降１３％。糖尿病治疗和血管保护行动：百普乐与达美康

关，当围手术期并发症超过３．１％时获益程度降低，提示该

缓释片对照评估研究（ＡＤＶＡＮＣＥ）提示，糖尿病患者控制血

治疗对手术技巧要求很高。颈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临床已

糖同时严格控制血压，把血压降到１３０／８０

Ｈｇ以下，比单

应用多年，目前的临床研究有限，不能证明该方法优于颈动

独控制血糖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病死亡Ｉ８％。联合阿伐他汀

脉内膜剥脱术。对手术治疗颈动脉严重狭窄是否获益尚不

治疗糖尿病研究（ＣＡＲＤＳ）发现，糖尿病患者强化降脂治疗，

能确定。

ｎｌｌｎ

将ＬＤＬ·Ｃ降到２．６０ ｍｍｏｌ／Ｌ（１００ ｍｓ／ｃＵ）甚至＜２．０８

ｍｍｏｌ／Ｌ

（８０ ｍｓ／ｏｎ）以下，可以使其主要心血管事件降低３７％，卒中
风险降低４８％。

建议：
·应用ＡＢＩ筛查下肢动脉病变，应用颈动脉超声检查筛
查颈动脉斑块。

有两项经典研究显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改变生活方式：平衡膳食、戒烟、控制体重、坚持运动。

（ＡＣＥＩ）、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ＡＲＢ）在改善糖尿病患者

·如无禁忌证，所有颈动脉狭窄患者推荐应用小剂量阿

心血管疾病预后方面有独特作用。心脏预后预防评估研究

司匹林。

（ＨＯＰＥ）糖尿病亚组应用ＡＣＥＩ进一步降低高危糖尿病患者

·如无禁忌证，所有颈动脉狭窄患者推荐应用他汀类调

心血管病死亡２５％、降低心肌梗死２０％，降低卒中３３％。氯

脂药物。目标值：ＴＣ＜４．１４ ｍｍｏｌ／Ｌ（１６０ ｍ∥ｄ１），

沙坦干预降低高血压患者的终点事件（ＬＩＦＥ）研究糖尿病亚

ＬＤＬ—Ｃ＜２．６０

ｒｅｔｏｏｌ／Ｌ（１００ ｍｓ／ａ］）。

组应用ＡＲＢ，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病死亡、卒中及心肌梗死复

·控制血压＜１４０／９０

合终点事件２４％。

·控制血糖，使ＨｂＡＩｃ≤６．５％。

建议：

ｍｉｌｌ Ｈｇ。

·无症状颈动脉狭窄超过７５％且病变不断进展，如手

·所有糖尿病患者在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联合

术风险＜３％，可预防性颈动脉内膜剥脱。不能耐受

应用降糖药物和（或）胰岛素。控制空腹血糖４．４～

手术治疗的无症状患者，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可能优于

ｍｍｏｌ／Ｌ（８０～１１０叫ｄ１），非空腹４．４—８．０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手术治疗前仔细评估获益和手

６．１

ｒｅｔｏｏｌ／Ｌ（８０—１４４ ｍｓ／ｃＵ），ＨｂＡｌ ｃ≤６．５％。
·合并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到１３０／８０

ｍｍ

术风险。
Ｈｇ以下，首

·应用他汀类药物强化降脂治疗，使ＴＣ＜４．１４

（三）肾功能损害和肾脏疾病

慢性肾脏病（ＣＫＤ）与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二者互为因

选ＡＣＥＩ或ＡＲＢ。
ｍｍｏｌ／Ｌ

果。２００６ ＷＨＯ（心血管疾病预防指南》将肾衰竭或肾功能

（１６０ ｍｓ／ｄ１），ＬＤＬ－Ｃ＜２．６０ ｍｍｏｌ／Ｌ（１００ ｍｓ／ｄｒ）；如

受损定义为心血管疾病的高危状态，无需进行危险分层来制

ｒｅｔｏｏｌ／Ｌ（５００ ｍｇ／ｄ１），首选贝特类药物，使

定治疗决策。对我国５个省、市、自治区１２３９例ＣＫＤ患者

ＴＧ＞５。６５

ＴＧ＜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

·治疗初每３个月检测１次ＨｂＡＩｃ，达到治疗目标后每
６个月检测１次ＨｂＡｌｃ。

。

·１８１·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ＣＫＤ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即
使轻度ＣＫＤ，心血管疾病患病危险已明显增加ⅢＪ。随着肾
功能损害程度加重，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逐渐增加，预后不良

·鼓励血糖自我监测：每周２—４次。

加剧Ｈ“。

（二）无症状外周动脉狭窄

３０—３００删ｈ（２０—２００

无症状下肢动脉狭窄是指下肢没有急性或慢性缺血症

微量白蛋白尿（ＭＡ）定义为尿自蛋白滤过率（ＵＡＥＲ）在
ｐｇｃ＇ｍｉｎ），或尿白蛋白肌酐比

状，但静息ＡＢＩ＜０．９０，或运动后ＡＢＩ下降２０％。无症状下

（Ａｌｂ／Ｃｒ，ＵＡＣＲ）男性２．５—３０ ｍｇ／ｍｍｏｌ，女性３．５—３０

肢动脉狭窄与心血管病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率增加密切相

ｍｓ／ｍｍｏｌ。研究发现，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或是普通人群，

关，７０％的患者最终死于冠心病和卒中。血脂异常、高血压、

ＭＡ都是心肾靶器官损害的标记物，是心血管事件发生及死

吸烟、糖尿病以及肥胖是其高危因素。早期发现、早期干预

亡的独立预测因素㈨…。

无症状下肢动脉狭窄有利于降低总心血管病风险。
无症状颈动脉狭窄与卒中关系目前不确定。一系列关

万方数据

对ＣＫＤ高危人群，尤其是糖尿病或高血压患者应重视

ｂｌＡ的早期筛查。（２００８美国糖尿病学会糖尿病治疗指南》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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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于１型糖尿病病史＞５年、２型糖尿病一经确诊时即

占５０％，心血管疾病占女性所有死亡原因的４０．８３％，是女

应检测ＭＡ，之后仍需每年复查，以期尽早发现糖尿病肾病。

性死于各种恶性肿瘤人数的２倍，是死于乳腺癌人数的１０

２００７ＥＳＣ／ＥＳＨ高血压治疗指南建议ＭＡ应作为高血压患者

倍。２００２年全国膳食和营养调查显示，超重和肥胖患病率

的常规检查。

城市女性２８．５％，农村女性２１．６％；血脂异常患病率１６％；

大量临床研究证实，对ＭＡ进行积极干预可以逆转或延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病率在４５～５９岁人群分别为３０％和

缓肾病进展，降低心血管并发症及相关病死率。血糖和血压

４．６％；≥６０岁人群分别为５０％和７．１％，患病率随年龄增加

控制是糖尿病肾病防治的基础治疗措施。ＡＣＥＩ和ＡＲＢ是

而增加的趋势比男性更加明显；女性吸烟率增加的速度明显

目前有大量循证医学证据证实有效防治糖尿病肾病的干预

高于男性，目前已有近２０００万中国女性吸烟。

措施。《２００９年美国糖尿病学会糖尿病治疗指南》和

女性冠心病发病年龄一般较男性晚ｌＯ年，较男性更容

｛２００７ＥＳＣ／ＥＳＨ欧洲高血压治疗指南》相关建议如下：１型糖

易发生心力衰竭，病死率相对高于男性。目前研究提示，女

尿病伴不同程度蛋白尿者，不论有无高血压，首选ＡＣＥＩ治

性冠心病患者预后差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女性胸痛症状不典

疗延缓肾病进展；２型糖尿病伴高血压患者伴ＭＡ，ＡＣＥＩ／

型，发生心肌梗死后常被误诊，女性对冠心病认识不足，患病

ＡＲＢ均可延缓进展至大量蛋白尿；２型糖尿病伴高血压、大

后就诊时间晚，导致治疗不及时，对存在的心血管病危险因

量蛋白尿、肾功能不全者，应用ＡＲＢ可延缓肾病的进展；如

素缺乏重视，很少给予干预所致。对女性心血管疾病和危险

果一类药物不能耐受，可选择另一类替代。

因素的重视和干预力度亟待加强。

建议：

此外，中青年女性常出现类似“心脏病”症状，如胸闷、

·２型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一经确诊即应检测ＭＡ，如非

胸痛、心悸、气短和轻度心电图ＳＴ．Ｔ改变等。临床实践证

同日２次检查结果阳性可确定诊断，每年复查１次

明，这部分女性若无危险因素，发生冠心病的可能性很低，花

ＭＡ和血肌酐。

很大成本做有创的冠状动脉造影或“排冠状动脉ＣＴ检查

·有ＭＡ的糖尿病患者应（１）强化生活方式干预；（２）
严格控制血糖、血脂、血压：ＨｂＡＩｃ＜６．５％，血压＜
１３０／８０

ｆｎｌｎ

Ｈｇ，血ＴＣ＜４．１４ ｍｍｏｌ／ｌ。（１６０ ｍｇ／ｃ１）。

·除禁忌证，有ＭＡ或轻中度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首选

ＡＣＥＩ或ＡＲＢ治疗。

不但浪费卫生资源，还可明显增加年轻女性发生癌症的风
险。对这部分女性应注意避免过度检查和治疗。
２００７年《女性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指南》指出，女性有１
个主要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即视为有危险，包括吸烟、食欲
不振、无体力活动、肥胖、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男性亲属＜

（四）高龄（＞８０岁）老年人

５５岁，女性亲属＜６５岁）、高血压、血脂异常、冠状动脉钙化、

在大规模临床试验中专为＞８０岁高龄老年人设计的临

代谢综合征、踏车试验运动耐量下降，这部分人群按

床试验不多。有限的临床研究，如高危老年人服普伐他汀的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Ｉｌｌ评分标准可能是冠心病低危，但实际是未来心血

前瞻性研究（ＰＲＯＳＰＥＲ）、高龄老人高血压试验（ＨＹＶＥＴ）等

管事件的中危或高危患者，应制定积极预防性治疗决策。

证实，即使高龄老人，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同样可以有效降

建议：

低心血管事件风险。由于高龄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肝肾功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能减退及药代动力学改变，且常患有多种慢性疾病，需要服

·对低危女性，有不典型症状或心电图轻度ｓＴ—Ｔ改变，

用多种药物，易于发生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反应。对高龄老

要避免过度检查和治疗，注意识别有“心脏病”症状

人危险因素进行干预时，给药方案应个体化，剂量不宜太大，

对危险因素的于预达标即可。
建议：

·＞５５岁女性血压控制在１５０／９０

·改变生活方式，但须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个体化饮食方
案。
·控制血压≤１５０／９０

女性的抑郁或焦虑症状，若有指征，转诊或进行治疗。
·主要危险因素的干预，同前述。
ｉｎｔｏ

Ｈｇ以下，如预防

心肌梗死和卒中的获益大于出血风险，建议服用阿司
匹林７５—１００ ｍｇ／ｄ。不建议＜５５岁的健康女性常规

ｌｌｌｎｌ

服用阿司匹林。

Ｈｇ。

·控制血脂：根据心血管病的危险分层和个体特点确定

降脂治疗的目标值，强调胆固醇达标（达标值见“血
脂异常干预”节），他汀类药物剂量遵循个体化治疗
原则，注意监测肝功能和肌酶。
·血糖控制水平可适当放宽：空腹血糖≤７．０

·不推荐使用激素替代治疗或选择性的雌激素受体调
节剂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
·不推荐抗氧化维生素（如维生素Ｅ、ｃ和Ｂ一胡萝卜素）
用于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

ｍｍｏＬ／Ｌ。

餐后２ ｈ血糖≤１１．０ ｍｍｏｌ／Ｌ，ＨｂＡｌｃ≤６．５％。注意
监测低血糖现象。
（五）女性

·不推荐叶酸或与维生素Ｂ６、Ｂ，：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一
级预防。
（六）儿童和青少年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个慢性、进行性的发生、发展过程，动

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女性健康的最大杀手。２００６年卫生

脉粥样硬化早期病变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存在旧…。目前，年

部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因心血管病死亡患者中男女比例约各

龄小于３０岁的心肌梗死患者已不罕见。一系列解剖研究显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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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ｍ４”，血压、血脂水平和肥胖与儿童期的动脉粥样硬化程
度直接相关。

肥胖是儿童发生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代谢综合
征等疾病的重要病理基础ｍ渤］。儿童期肥胖是成年后肥

胖、胰岛素抵抗和血脂异常的强预测因子阪圳，直接导致学

·１８３·

（２）教育青少年从不沾染第一口烟草开始，拒绝吸
烟。
（３）坚持体育锻炼：鼓励每天体育活动至少ｌ ｈ，尽量
减少看电视时间。
·控制体重‘５４】

龄阶段和成年早期心血管疾病的流行。所以关注心血管健

超重儿童控制体重增加的速度，肥胖儿童每月减轻体

康应从预防儿童超重和肥胖开始。在我国，儿童肥胖问题变

重１－２ ｌ【ｇ（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标准见

得日益严重。２０００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显示，与

表２㈣）。

１９８５年相比，男女学生的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增加了４～６
倍，尤以大城市更为突出。在肥胖儿童人群增加的同时，儿
童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人数显著增加。《中国心血管病

表２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ＢＭｌ
分类标准（ｋｇ／ｍ２）‘别

报告２００７）显示，１９９５年与１９９１年比较，城市男女儿童收缩
压偏高检出率上升了４２．５％和４５．５％，农村男女儿童上升
了２３．７％和３１．０％；首都“七五”儿童高血压队列研究１８年
随访发现，基线血压高的儿童中，４２．９％个体发展为成年高
血压。２００７年北京儿童调查显示，肥胖儿童血脂异常（血
ＴＣ水平Ｉ＞５．２０ ｍｍｏｌ／Ｌ或ＴＧ≥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达３０％。我
国尚缺乏儿童糖尿病的流行病学资料，从临床工作中发现，
２０岁以下人群２型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增加。与此同时，作
为心血管病重要危险因素之一的吸烟，在我国青少年中开始
流行。３次全国吸烟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吸烟率逐年
上升，目前青少年吸烟人数高达５０００万人。
儿童肥胖是多因素作用导致的疾病，尽管遗传因素导致
个体对肥胖易感，但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不良的生活
行为习惯。高脂肪、高热卡食物、过多饮用含糖饮料、喜好零
食、低纤维膳食、西方快餐文化的蔓延，是造成儿童肥胖的主

·监测、控制血压＂＂
（１）建议３岁以上儿童，尤其有高血压家族史或肥胖
儿童，至少每年测量血压１次。

要原因之一。儿童肥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运动过少，由于电

（２）（２００９欧洲青少年和儿童高血压治疗建议》定义

视、电脑、游戏机的普及，儿童坐在屏幕前的时间大大延长，

儿童高血压：正常血压低于其所在年龄性别的第

加上繁重的课业负担，静坐时间也大大增加，导致体力活动

９０百分位值，正常高值血压在第９０～９５百分位

相对减少。研究显示，每天热卡摄入量比消耗量多出

值之间或血压超过１２０／８０

１％～２％即可导致肥胖。所以，预防和控制儿童超重和肥胖

准，１级高血压≥第９５百分位值加５

的重要方法是均衡膳食，加强体育活动。

ｍｍ

高血压≥第９９百分位值加５

Ｈｇ但未达上述标

ｍｉｌｌ

ｎｌｌｎ

Ｈｇ，２级

Ｈｇ。由于血压

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为了追求升学率，学生

在不同地域、种族、年龄、性别和身高的儿童有差

体育课、体育活动的时间得不到保证，超重和肥胖学生的比

异，该标准仅供我国借鉴。我国儿童高血压诊断

例迅速的增加，引起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视，于２００７年国家

标准正在制定中。

出台《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同时，教育部出台了一系

（３）高血压患儿以饮食治疗和运动治疗为主，减轻体

列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措施。要求学生每天参加１ ｈ体育

重。观察半年，血压未达标时，建议专科门诊应

活动。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将达到标准作为“学生

用药物治疗。

评选三好生”和毕业的基本条件之一。以此促进学生认真上
好体育课，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建议：
·改变生活方式ｍ’

·监测、控制血糖懈’

（１）儿童血糖正常值：空腹＜５．６ ｍｍｏｌ／Ｌ（１００
ｍｇ／，１１），餐后血糖＜７．８ ｍｍｏｌ／Ｌ（１２６ ｍｇ／ｄ１）。

（２）有高危因素（肥胖、糖尿病家族史、血脂异常和高

（１）均衡膳食：脂肪摄入占总热量的２５％一３５％（其

血压，女孩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儿童或青少年，

中饱和脂肪摄入＜总热量的７％，反式脂肪＜总

应每半年至１年进行身高、体重、血压、血脂、血

热量ｌ％），胆固醇摄入＜３００ ｍｇ／ｄ（相当于一个

糖的检查。

鸡蛋黄）。避免过量摄人含糖食物和软饮料。多

（３）糖尿病患儿以饮食治疗和运动治疗为主，观察

食用蔬菜、水果和谷类食物。每日摄入盐量

２—３个月，血糖仍未达标时，建议专科门诊应用

＜６ 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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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糖药物或胰岛素。

·１８４·

（４）糖尿病患儿控制ＨｂＡＩｃ＜７％。
·监测、控制血脂Ⅲ１

（１）儿童血脂正常值：ＴＣ＜５．２０ ｍｍｏｌ／Ｌ（２００ ｎｇ／ｄ１），
ＴＧ＜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１５０ ｒａｇ／ｄ１）。

（２）改善饮食习惯，坚持体育锻炼，控制体重。
（３）ＴＧ＞１．７０ ｒｅｔｏｏｌ／Ｌ（１５０ ｍｇ／ｄ１）且伴肥胖或ＴＧ＞
７．９３

ｍｍｏＬ／Ｌ（７００ ｍｅ，／ｄ１）时，给予饮食控制和加

强体育活动，如仍未达标给予口服贝特类药物。
ＴＧ＞１１．３３

ｍｍｏＬ／Ｌ（１０００ ｍｇ／ｄ１）时，生活方式改

变同时给予贝特类药物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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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预防的有效施行需要医务工作者很好理解一级预
防的内涵，需要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在疾病的早期阶段，使用干预手段降低总的心血管病风险，
让更多的患者意识到一级预防的好处，从而积极参与和坚
持，这应该是今后临床实践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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