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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联合降压治疗预防H型高血压脑卒中复发效果的Meta分析
肖静1，万洋1，李嘉琪2，王时翠2，李勇3，熊海1,3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叶酸联合降压治疗预防伴H型高血压脑卒中复发的效果。方法 计算机检
索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数据库，搜集关于叶酸联合降压药
物预防H型高血压脑卒中复发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限均为从建库至2018年12月。由2名
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结果 共纳入7个RCT，共1262例H型高血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叶酸联合降压药物组的脑卒中
复发率（RR=0.35，95%CI：0.24~0.51，P＜0.00001），收缩压（MD=-6.42，95%CI：-7.79~-5.05，
P＜0.00001），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MD=-0.12，95%CI：-0.18~-0.06，P=0.0002） ，同型
半胱氨酸（MD=-6.28，95%CI：-6.99~-5.57，P＜0.00001）及维生素B12水平（MD=-12.68，
95%CI：-17.52~-7.83，P＜0.00001）显著低于单纯降压药物组，叶酸水平（MD=4.35，95%CI：
4.03~4.66，P＜0.00001）显著高于单纯降压药物组。结论 叶酸联合降压治疗预防H型高血压患者脑卒中
复发的效果优于单纯降压，由于纳入的研究数量及质量有限，本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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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folic acid combined with antihypertensive therapy in preventing stroke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Xiao Jing*, Wan Yang, Li Jiaqi, Wang Shicui, Li Yong, 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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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folic acid combined with anti-hypertension drugs in

prevention of stroke recrudescence among adul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Methods Al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about preventive effectiveness of folic acid plus anti-hypertensive on stroke recrudescence among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were searched from the databases of PubMed, Th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CNKI, Wanfang Data and VIP from inception to December 2018.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literature,
extracted data and assessed the risk of bias of included studies. Meta-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7 RCTs involving 1262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recurrence rate of stroke (RR=0.35, 95%CI: 0.24~0.51, P＜0.00001),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D=-6.42, 95%CI: -7.79~-5.05, P＜0.00001) , carotid-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MD=-0.12, 95%CI:
-0.18~-0.06, P=0.0002), the level of homocysteine (MD=-6.28, 95%CI: -6.99~-5.57, P＜0.00001) and vitamin
B12 (MD=-12.68, 95%CI: -17.52~-7.83, P＜0.00001)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folic acid in treatment group i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MD=4.53, 95%CI:
4.03~4.66, P＜0.00001). Conclusion Folic acid combined with anti-hypertensive is superior to hypertensive alone
in prevention of stroke recrudescence among adul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Due to limited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more high quality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verify the above conclusion.
[Key words] H-type hypertension; Stroke; Folic acid; Meta-analysis

脑卒中在我国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第
一大致残和死亡原因 [1]。脑卒中后存活患者常伴
有多个危险因素，成为疾病复发的高危人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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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脑卒中复发患者的残疾率、死亡率明显
高于初发患者 [2]。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缺血性脑
卒中年复发率高达17.7%[3]。
积极控制脑卒中可预防的危险因素，能降低
其发生或复发的风险。高血压是脑卒中最重要的
危险因素，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Hcy）可使脑
卒中的发病风险增加约2倍 [4]。高血压和HHcy在
脑卒中发病风险上具有显著的协同作用，Towfighi
等研究发现，在美国，高血压与HHcy共存的人群
与健康人群相比，脑卒中风险男性增加1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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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增加16.3倍[5]。中国人群高血压与HHcy共存
时，脑卒中风险增加12.7倍[6]。中国高血压人群约
有80.3%合并HHcy[7]，为强调其危害性及普遍性，
我国学者首次将伴有HHcy（Hcy≥10 μmol/L）的
原发性高血压定义为“H型”高血压[8]。
降压治疗可减少脑卒中复发风险 [4]，叶酸可
降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Hcy）的含量[9]，但目前
尚无足够证据支持降低Hcy可减少脑卒中复发风
险 [4]。对于伴H型高血压的脑卒中患者，在降压
的同时联用叶酸降低Hcy能否进一步减少脑卒中
复发风险还缺乏综合评价。本研究运用系统评价
的方法，对叶酸联合降压治疗预防脑卒中复发的
研究进行Meta分析，以供临床决策。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研究类型：随机对照试验（RCT），
发表形式不限，语种为英文或是中文。研究
对象：H型高血压伴脑卒中患者，符合以下条
件 ： ① 依 据 2 0 1 0 年 中 国 高 血 压 防 治 指 南 [11]，
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1
mmHg=0.133kPa），②血浆Hcy≥10 μmmol/L，③
脑卒中诊断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
脑卒中诊断标准[12]，④无其他合并症（急性冠脉综
合征、无症状性脑梗死、严重心脏器质性疾病、
肾脏疾病、严重肝脏胆道器质性疾病、糖尿病、
高脂血症、服用降压药物明显不耐受、近3个月服
用过叶酸或维生素B12（VitB12）的患者、精神疾
病、癫痫病史等）。干预措施：治疗组采用叶酸
联合降压治疗，对照组单用降压治疗。治疗组与
对照组除是否使用叶酸不同外，均给予脑卒中的
一般治疗。结局指标：主要结局指标：脑卒中复
发率；次要结局指标：血压，叶酸，Hcy，颈动脉
内膜中层厚度（CIMT），VitB12。
1.2 排除标准 ①无明确纳入和排除标准的研究；
②两组治疗措施除使用叶酸外还存在其他差异；
③报告数据不完整或明显有误的研究；④重复发
表的研究。
1.3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CNKI、WanFang Data 和VIP数据
库，搜索有关叶酸联合降压治疗预防伴H型高血压
脑卒中复发的文献，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2018年
12月。辅以文献追溯、手工检索的方法以获取更
多的相关文献。中文检索词包括H型高血压，高
血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脑卒中，叶酸等，
英文检索词包括H-type hypertension，hypertension，
hyperhomocystinemia，stroke，folic acid等。
1.4 文献筛选及资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
则相互讨论或与第三方协商解决，缺乏的资料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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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原文作者联系以获取更详尽的信息。资料
提取内容主要包括：①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
括研究题目、第一作者、发表杂志及时间等；②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包括各组的样本量，患者
的性别、年龄等；③干预措施的具体细节、持续
时间等；④偏倚风险评价的关键要素；⑤所关注
的结局指标和结果测量数据。
1.5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2名评价员按照
Cochrane手册针对RCT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13]评
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内容包括：①随机分配
方案的产生；②分配方案是否隐藏；③是否采用
盲法；④结果数据的完整性；⑤选择性报告结
果；⑥其他偏倚来源。
1.6 统计分析 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差（WMD）为效应指
标，计数资料采用相对危险度（RR）为效应指
标，各效应量均给出其点估计值和95%CI。纳入
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采用χ 2检验进行分析（检
验水准为α=0.1），同时结合I 2定量判断异质性
的大小，如异质性低（P≥0.10，I2≤50%），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如异质性高（P＜0.10或I 2 ＞
50%），则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来源，在排除明显
临床异质性的影响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分析。明显的临床异质性采用亚组分析或敏
感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处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和一般特征 初检出149篇文献，通
过阅读题目、摘要后初筛出42篇相关文献，再进
一步阅读全文后，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最终纳入
7项RCT[14-20]，文献的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1。7项
研究均在中国实施，均为随机对照研究，共1262
例患者，其中治疗组652例，对照组610例。各研
究的基本情况见表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

398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4月第12卷第4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April,2020,Vol.12,No.4
表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程文文2012[14]
胡玉婷 2012[15]
黄巍辉2014[16]
赵玉红2014[17]
刘政2015[18]
刘涓涓2015[19]
叶林繁2017[20]

例数（T/C）
127/123
50/46
73/72
100/100
109/95
151/132
42/42

性别（男/女，例）
136/114
52/44
82/63
110/94
225/58
44/40

干预措施
T
依那普利叶酸片10/0.8 mg
依那普利叶酸片10/0.8 mg
依那普利叶酸片10/0.4 mg
依那普利叶酸片10/0.8 mg
依那普利叶酸片5/0.4 mg~40/3.2 mg
降压药物+叶酸片5 mg
依那普利叶酸片10/0.8 mg

疗程 结局指标
C
依那普利片10 mg
依那普利片10 mg
依那普利片10 mg
依那普利片10 mg
依那普利片10 mg
降压药物
依那普利片10 mg

1年
1年
1年
1年
3年
14月
1年

①②③④⑤⑥
①
①③④⑤⑥
①⑤⑥
①③④⑤⑥
①②⑤
①②③④⑤

注：T：治疗组；C：对照组；-：未报道；①：脑卒中复发率；②：血压；③：叶酸；④：VitB12；⑤：Hcy；⑥：CIMT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 纳入的
文献中有1篇提及随机化方法并报道了失访和退
出情况；7篇文献均未提及盲法、说明是否进行
了充分的分配隐藏、是否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及
其它偏倚来源，偏倚风险评价结果见表2。
2.3 Meta分析结果
2.3.1 脑卒中复发率 7项研究[14-20]报道了脑卒中
复发率，各研究之间无统计学异质性（I 2 =0，
P=0.85），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
结果显示依那普利叶酸组的脑卒中复发率低于
依那普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35，
95%CI：0.24~0.51，P＜0.00001；图2）。
2.3.2 血压 3项研究[17,19,20]报道了治疗前后两组收
缩压（SBP）的变化，各研究之间无统计学异质
性（I2=27%，P=0.25），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分析。结果显示治疗组改善收缩压效果优
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6.42，
95%CI：-7.79~-5.05，P＜0.00001；图3）。
2.3.3 叶酸 4项研究 [14,16,18,20] 报道了叶酸浓度的
变 化 ， 各 研 究 之 间 无 统 计 学 异 质 性 （ I 2= 0 ，
P=0.6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结

果显示治疗组的叶酸水平高于对照组，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MD=4.35，95%CI：4.03~4.66，P
＜0.00001；图4）。
2.3.4 Hcy 6项研究 [14,16-20] 报道了Hcy浓度的变
化 ， 各 研 究 之 间 无 统 计 学 异 质 性 （ I 2= 3 0 % ，
P=0.21），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结
果显示治疗组的Hcy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MD=-6.28，95%CI：-6.99~-5.57，P
＜0.00001；图5）。
2.3.5 CIMT 5项研究 [14,16-18,20] 报道了CIMT的变
化 ， 各 研 究 之 间 有 统 计 学 异 质 性 （ I 2= 7 3 % ，
P=0.005），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
结果显示治疗组CIMT低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MD=-0.12，95%CI：-0.18～-0.06，
P=0.0002；图6）。
2.3.6 VitB12 4项研究[14,16,18,20]报道了VitB12浓度
的变化，各研究之间无统计学异质性（I2=0，
P=0.7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
析。结果显示对照组的VitB12水平著高于治
疗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12.68，
95%CI：-17.52~-7.83，P＜0.00001；图7）。

表2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程文文2012[14]
胡玉婷 2012[15]
黄巍辉2014[16]
赵玉红2014[17]
刘政2015[18]
刘涓涓2015[19]
叶林繁2017[20]

随机方法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分配隐藏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研究者和患者盲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测量者盲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结果数据的完整性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选择性报告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图4 治疗组与对照组叶酸比较的Meta分析
图2 治疗组与对照组脑卒中复发率比较的Meta分析

图3 治疗组与对照组改善SBP效果比较的Meta分析

图5 治疗组与对照组Hcy比较的Meta分析

其它偏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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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治疗组与对照组CIMT比较的Meta分析

图7 治疗组与对照组VitB12比较的Meta分析

2.4 发表偏倚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少于10篇，评估
发表偏倚使用的漏斗图效力较低，故不予评估发
表偏倚。
3 讨论
高血压与HHcy作为脑卒中复发的两个独立危
险因素，在导致心脑血管事件上存在显著的协同
性。Graham等[21]发现，H型高血压患者的心脑血
管事件发生率比单纯高血压患者高出近5倍，较
正常人高出25~30倍。本研究针对H型高血压患者
的特点，采用Meta分析方法，评价叶酸联合降压
治疗预防该类患者脑卒中复发的效果，共纳入7
篇随机对照试验，1262例H型高血压患者，通过
Meta分析显示，叶酸联合降压治疗后脑卒中的复
发风险显著降低。
本研究发现，治疗组的叶酸水平显著高于
对照组，而Hcy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在Hcy代
谢的再甲基化途径中，叶酸经转化成为5,10-亚
甲基四氢叶酸，再通过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MTHFR）作用形成5-甲基四氢叶酸，以VitB12
为辅助因子，使Hcy重甲基化，进而生成蛋氨
酸，降低Hcy[9]。Meta分析显示，未经强化补充叶
酸的人群中，强化补充叶酸（≥0.8 mg/d）后血浆
Hcy水平将降低23%[22]。研究发现，脑卒中的发病
风险与Hcy浓度成正相关，Hcy每升高5 mol/L，脑
卒中风险增加59%，而Hcy每降低3 mol/L，脑卒中
风险降低24%[23]。Hcy导致心脑血管病的机制包括
损害血管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反应、改变脂质代
谢及促进血栓形成等[24-27]。因此，叶酸联合降压
治疗降低脑卒中复发率可能与Hcy降低相关。
本研究结果提示叶酸联合降压治疗改善收缩
压的效果优于单纯降压。Hcy影响血压的机制还
不明确，可能通过损伤血管平滑肌和内皮细胞，
影响动脉血管舒张功能并破坏血管的完整性，
从而引起血压升高[28]。大样本研究NHANES Ⅲ发
现，Hcy每升高5 μmol/L，在男性患者中收缩压
和舒张压分别升高0.7和0.5 mmHg，在女性患者
中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升高1.2和0.7 mmHg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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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Rae的Meta分析提示每日至少补充0.5 mg叶
酸，至少持续6周，可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
胞，从而降低收缩压 [30] 。因此，补充叶酸降低
Hcy，减少Hcy对血管的损伤使血压降低，可降低
脑卒中复发率。
本研究结果提示治疗组CIMT水平显著低于对
照组。CIMT增厚可作为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标
志[31]。目前已有研究阐述了Hcy参与动脉粥样硬化
中的可能机制：Hcy可经代谢形成氧自由基，促使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氧化，引起血小板活化，释
放内皮生长因子，导致动脉平滑肌细胞增生，从
而导致血管壁增厚，动脉斑块形成；同时，Hcy
还可以诱导血管局部的炎症细胞释放各种炎症因
子，使血管局部功能损伤，进而发展为动脉粥样
硬化[32,33]。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可造成血管管腔狭窄
并继发远端血流量减少、甚至动脉闭塞，而斑块
溃疡、出血、破裂可直接导致血管栓塞，导致脑
卒中的发生[34]。一项Meta分析结果提示，CIMT每
增加0.1 mm，脑卒中风险增加1.15倍[35]。因此，治
疗组CIMT低于对照组可能与Hcy降低相关，进而
降低脑卒中的复发。
本研究结果中对照组的VitB12水平显著高于
治疗组。VitB12作为辅酶，参与了Hcy转化为蛋氨
酸的过程 [9]。叶酸对VitB12的作用尚不明确，有
研究发现叶酸可能使VitB12中的钴发生氧化[36]。
Salmi等 [37]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VitB12水平低于正常对照，而Moghaddasi等 [38]研
究发现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VitB12水平与正常
对照无显著差异。一项系统评价结果显示，补充
VitB12并未能显著降低脑卒中的风险[39]。而VitB12
水平升高还可能增加高龄老人死亡率和冠心病的
风险[40]。因此，VitB12与脑卒中的关系有待进一
步研究确定。
由此推测，对于H型高血压伴脑卒中的患
者，与单纯降压相比，叶酸联合降压治疗，降压
效果更好，同时降低Hcy水平，从而减轻HHcy导
致的危害，降低CIMT，因此降低脑卒中复发风
险的效果更好。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纳入的多数研究是比较
依那普利叶酸片与依那普利的效果，仅一项研究
比较了降压药物添加叶酸的疗效，但未说明是何
种降压药物；②未纳入非中英文文献，可能导致
发表偏倚，且纳入的研究均在中国开展，缺乏其
他人种的数据，由于中国并发高同型半胱氨酸的
高血压患者比例较高，故我国学者提出了H型高
血压的概念，开展了相关的研究；③纳入的研究
均未对分配隐藏及盲法进行报告，仅1个报告了
具体的随机方法，存在选择性偏倚、实施偏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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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偏倚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本篇Meta分析结果表明叶酸联合
降压治疗预防H型高血压患者脑卒中复发的效果
优于单纯降压治疗。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影
响，本研究结果尚需要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临
床研究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赵平,董碧莎. 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主要情况[D]. 第二届中国肿
瘤内科大会,2008.
刘军,赵冬,王薇,等. 北京地区1984~2000年35~74岁人群
复发性脑卒中事件发病变化趋势[J]. 中华流行病学杂
志,2007,28(5):437-40．
Wang Y,Xu J,Zhao X,et al. Association of hypertension with stroke
recurrence depends on ischemic stroke subtype[J]. Stroke,2013,44(5):
1232-7.
王拥军,刘鸣,蒲传强. 中国缺血性脑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二
级预防指南2014[J]. 中华神经科杂志,2015,48(4):258-73.
Towfighi A,Markovic D,Ovbiagele B. Pronounced association of
elevated serum homocysteine with stroke in subgroups of individuals:
a nationwide study[J]. J Neurol Sci,2010,298(1):153-7.
Li J,Jiang S,Zhang Y,et al. H-type hypertension and risk of stroke in
chinese adults: A prospective,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J]. J Transl
Int Med,2015,3(4):171-8.
Huo Y,Li J,Qin X,et al. Efficacy of folic acid therapy in primary
prevention of stroke among adults with hypertension in China: the
CSPPT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2015,313(13):1325-35.
胡大一,徐希平. 有效控制“H型”高血压——预防卒中的新思
路[J]. 中华内科杂志,2008,47(12):976-7.
程丝,冯娟,王宪.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治疗研究进展[J]. 生理科
学进展,2011,42(5):329-34.
霍勇,陈光亮,徐希平. 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的药理学与临床评
价[J]. 中国新药杂志,2010,19(18):1633-6.
刘力生.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J]. 中华高血压杂志,2011,
19(8):701-8.
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 脑血管疾病分类及诊断要点
(199)[J]. 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84.
Higgins JPT,Green S. Assessing risk of bias in included studies:
Cochrane Handbook for Systematic Reviews of Interventions
5.1.0[EB/OL].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2011. www.
cochranehandbook.org.
程文文,傅佳,赵焕,等. 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用于脑卒中二级
预防的临床研究[J].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2012,47(6):670-3.
胡玉婷,魏秀娥,朱本亮,等. H型高血压与复发性脑梗死的相关性
研究[J].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2,15(15):5-7.
黄巍辉,游咏. 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在脑卒中二级预防中的临
床分析[J]. 中外医疗,2014,33(24):116-7.
赵玉红,金雅琼,秦桂华,等. 三种方案治疗脑卒中再发300例临床
疗效分析[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4,35(2):160-2.
刘政. 依那普利叶酸片预防脑卒中伴H型高血压的效果研究[J].
现代医药卫生,2015,31(21):3309-11.
刘涓涓,李才明,罗秋云,等. 叶酸对合并H型高血压的脑梗死患者
的二级预防作用[J]. 泰山医学院学报,2015,36(3):244-6.
叶林繁,张晓丽,欧春明. 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在脑卒中二级预
防中的效果及对血压的影响[J]. 卫生职业教育,2017,35(7):137-9.
Graham IM,Daly LE,Refsum HM,et al. Plasma homocysteine as a risk
factor for vascular disease: the European Concerted Action Project[J].
JAMA,1997,277(22):1775-81.

[22] Trialists’Collaboration HL. Dose-dependent effects of folic acid
on blood concentrations of homocysteine: a meta-analysis of the
randomized trials[J]. Am J Clin Nutr,2005,82(4):806-12.
[23] Wald DS,Law M,Morris JK. Homocystein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vidence on causality from a meta-analysis[J].
BMJ,2002,325(7374):1202.
[24] Hansrani M,Stansby G. The use of all in vivo model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hyperhomocysteinaemia on vascular function[J]. J Surg
Res,2008,145(1):13-8.
[25] Murthy SN,Obregon DF,Chattergoon NN,et al. Rosiglitazone reduces
serum homocysteine levels, smooth muscle proliferation and initial
hyperplasia in Sprague-Dawley rats fed a high methioninediet[J].
Metabolism,2005,54(5):645-52.
[26] Vignini A,Nanetti L,Bacchetti T,et al. Modification induced
by homocysteine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on human aortic
endothelial cells: An in vitro study[J]. J Clin Endo crinol Metab,2004,
89(9):4558-61.
[27] Harpel PC,Zhang X,Borth W. Homocysteine and hemostasis:
Pathogenetic mechanisms predisposing to thrombosis[J]. J
Nutr,1996,126(4):1285-9.
[28] Skeete J,DiPette DJ.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ocysteine and
hypertension: New data add to the debate[J]. J Clin Hypertens (Green
wich),2017,19(11):1171-2.
[29] Lim U,Cassano PA. Homocysteine and blood pressure in the third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1988-1994[J]. Am
J Epidemiol,2002,156(12):1105-13.
[30] McRae MP. High-dose folic acid supplementation effects on
endothelial function and blood pressure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J]. J Chiropr
Med,2009,8(1):15-24.
[31] Grobbee DE,Bots ML.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as an indicator of generalized atherosclerosis[J]. J Intern
Med,1994,236(5):567-73.
[32] Y a n g F , T a n H , W a n g H . H y p e r h o m o c y s t e i n e m i a a n d
atherosclerosis[J]. Shengli Xue Bao,2005,57(2):103.
[33] Au-Yeung KKW,Woo CWH,Sung FL,et al. Hyperhomocysteinemia
activates nuclear factor-kappaB in endothelial cells via oxidative
stress[J]. Circ Res,2004,94(1):28-36.
[34] O'leary DH,Polak JF,Kronmal RA,et al. Carotid-Artery Intima and
Media Thickness as a Risk Factor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Stroke[J]. N Engl J Med,1999,340(22):1763.
[35] Lorenz MW,Markus HS,Bots ML,et al. Prediction of clinical
cardiovascular events with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J]. Circula
tion,2007,115(4):459-67.
[36] Paul L,Selhub J. Interaction between excess folate and low vitamin
B12 status[J]. Mol Aspects Med,2017,53:43-7.
[37] Salemi G,Gueli MC,D’Amelio M,et al. Blood levels of homocysteine,
cysteine, glutathione, folic acid, and vitamin B12 in the acute phase
of atherothrombotic stroke[J]. Neurol Sci,2009,30(4):361-4.
[38] Moghaddasi M,Mamarabadi M,Mirzadeh S,et al. Homocysteine,
vitamin B12 and folate levels in Irania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J]. Neurol Res,2010,32(9):953-6.
[39] Ji Y,Tan S,Xu Y,et al. Vitamin B supplementation, homocysteine
levels, and the risk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 meta-analysis[J].
Neurology,2013,81(15):1298-307.
[40] Zeitlin A,Frishman WH,Chang CJ. The association of vitamin
B12 and folate blood levels with mortality and cardiovascular
morbidity incidence in the old old: the bronx aging study[J]. Am J
Ther,1997,4(7-8):275.
本文编辑：翁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