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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力衰竭患者发生
颈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分析
宋婷婷1，刘丽1，付志强2，贾红丹1，李敏1
【摘要】目的 研究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力衰竭（心衰）患者发生颈动脉硬化的危险因
素。方法 选取2015年1月至2019年1月于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心内科门诊就诊以及住院治疗的H型高血压
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200例作为观察对象。将所有患者按照是否发生颈动脉硬化分为硬化组（89
例）与非硬化组（111例）。分别比较两组基本资料，各项生化指标水平，并做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结果 硬化组年龄≥60岁、病程≥5年、吸烟、血糖控制效果差、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人数占比相比
非硬化组较高（均P＜0.05）。硬化组与非硬化组在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水平方面对比，前者更高，而硬化组与非硬化组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
平方面对比，前者更低（P均＜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可得：年龄、病程、吸烟、血糖控制
效果差、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TG、TC、LDL-C均是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发生颈动脉
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而HDL-C为保护性因素（P均＜0.05）。结论 随着年龄、病程的不断延长，血糖
控制效果差、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TG、TC、LDL-C水平逐渐升高，HDL-C水平的逐渐降低，均可能
会增加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发生颈动脉硬化的风险。临床工作中应针对上述因素予以
相关干预，继而达到降低颈动脉硬化发生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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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isk factors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CAS) in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by 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 (HFpEF). Methods The patients
(n=200) were chosen as observation objects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Qinhuangdao City from Jan. 2015 to Jan. 2019.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whether or not they
had CAS, into CAS group (n=89) and non-CAS group (n=111). The basic data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were
compared and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in 2 groups. Results The percentages of
patients aged≥60, and with disease course≥5 y, smoking history, poor blood sugar controlling and sleep apnea
syndrome (SAS) were higher in CAS group than those in non-CAS group (all P<0.05). The levels of triglyceride
(TG),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LDL-C) were higher, and level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HDL-C) was lower in CAS group than those in non-CAS group (all P<0.05). The results
of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disease course, smoking, poor blood sugar controlling,
SAS, TG, TC and LDL-C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CAS, and HDL-C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of CAS in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by HFpEF (all P<0.05). Conclusion The increases of age and
disease course, poor blood sugar controlling, SAS, gradually increases of TG, TC and LDL-C and gradually decrease
of HDL-C all can promote the risk of CAS in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by HFpEF.
[Key words] H-type hypertension; 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Risk factors

据目前资料数据显示，我国H型高血压的发
病率具有逐年增加的发展趋势，且此种疾病主要
在中老年群体中多发[1,2]。由于H型高血压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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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存在，对血管内皮损伤较大，部分患者较
易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力衰竭（心衰），而此种
合并症可能与机体内的动脉粥样型硬化有关 [3]。
然而，迄今为止，临床上关于H型高血压合并射
血保留心衰与颈动脉硬化相关性的研究较为少
见。鉴于此，本文通过研究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
分数保留心衰患者发生颈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
目的在于为临床有效治疗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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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衰，并为防治该类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提供新
的靶点与思路，现作以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5年1月~2019年1月于秦皇
岛市第一医院心内科门诊就诊以及住院治疗的H
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200例作为
观察对象。纳入标准 [4]：①所有患者均为原发性
高血压，且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15 μmol/L；
②存在心力衰竭症状及体征，且具有相关结构性
心脏病存在证据，但经心脏超声检测结果显示左
室射血分数≥50%；③年龄均≥18周岁。排除标
准：①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减低的心力衰竭、高
血压合并严重感染性疾病以及各种继发性高血压
者；②冠状动脉狭窄在50%以上；③入院前3个
月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高血压合并慢性肾功能
障碍、肥厚性性疾病、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以及高
血压合并心脏瓣膜病者；④无法正常交流沟通或
存在精神疾病者；⑤正参与其他研究者。其中男
性患者114例，女性患者86例，年龄（33~78）
岁，平均年龄（60.23±10.73）岁。所有患者均
已知情同意，且医院伦理委员会予以批准。
1.2 研究方法
1.2.1 颈动脉IMT测量 使用仪器涵盖logic e9超声
诊断仪，7.5 MHz~10.0 MHz探头，通过仪器内血
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测定。要求患者取仰卧
位，尽量伸展颈部，保证头部偏向检查对侧，选
择胸锁乳突肌前缘或后缘作为探头放置部位，自
锁骨上窝颈动脉开始顺着血管走形完成纵向扫
描，分别观察颈总动脉、颈内动脉与颈外动脉。
随后垂直转动探头角度，自上而下进行横向扫
描。二维图像分析是否存在斑块形成。并将所
有患者按照是否发生颈动脉硬化分为硬化组（89
例）与非硬化组（111例）。
1.2.2 基本资料采集 通过我院自制的患者基本资
料调查问卷对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统计、记录。
主要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吸烟、饮酒、病程、
血糖控制效果、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其中血
糖控制效果差主要是指患者的血糖≥1个月未控
制在正常水平。
1.2.3 生化指标检测 主要指标涵盖总胆固
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空腹血糖（FBG），采用7060型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血糖控制效果判定标
准如下：FBG＜5.6 mmol/L，任意时间内血浆葡萄
糖水平＜11.1 mmol/L，糖化血红蛋白水平＜6.5%
即为血糖控制效果好；反之，即较差。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主要是通过多导睡眠仪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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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比较硬化组与非硬化组基本资料、
各项生化指标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以SPSS 20.0软件完成数据的分
析，计数数据通过例数（百分数）表示，行χ 2
检验。计量数据通过（ x ±s）表示，行t检验。H
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发生颈动脉
硬化与各项因素的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基本资料对比 硬化组年龄≥60岁、病
程≥5年、吸烟、血糖控制效果差、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人数占比相比非硬化组较高（P均
＜0.05）（表1）。
2.2 两组各项生化指标水平对比 硬化组与非硬
化组在TG、TC、LDL-C水平方面对比，前者更
高，而硬化组与非硬化组在HDL-C水平方面对
比，前者更低（P均＜0.05）（表2）。
表1 两组基本资料对比
组别

硬化组

非硬化组

χ2值 P值

年龄≥60岁（n，%）
男性（n，%）
病程≥5年（n，%）
吸烟（n，%）
饮酒（n，%）
血糖控制效果差（n，%）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n，%）

（n=89）
61（68.54）
49（55.06）
57（64.04）
40（44.94）
30（33.71）
65（61.80）
41（46.07）

（n=111）
52（46.85）
65（58.56）
49（44.14）
26（23.42）
41（36.94）
40（36.04）
26（23.42）

9.457
0.247
7.853
10.347
0.225
13.146
11.369

0.002
0.619
0.005
0.001
0.635
0.000
0.001

表2 两组各项生化指标水平对比（ x ±s）
组别

硬化组

非硬化组

t值

P值

TG（mmol/L）
TC（mmol/L）
LDL-C（mmol/L）
HDL-C（mmol/L）
FBG（mmol/L）

（n=89）
3.20±0.44
5.33±0.36
3.12±0.43
1.08±0.12
7.00±0.74

（n=111）
2.56±0.46
4.73±0.50
2.24±0.50
1.44±0.13
6.98±0.72

9.969
9.513
13.154
20.136
0.193

0.000
0.000
0.000
0.000
0.847

注：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FBG：空腹血糖

2.3 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发
生颈动脉硬化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年
龄、病程、吸烟、血糖控制效果、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TG、TC、LDL-C、HDL-C作为自变
量，颈动脉硬化为因变量。其中上述各项自变
量赋值情况如下：年龄≥60岁=0，＜60岁=1；
病程≥5年=0，＜5年=1；吸烟=0，无吸烟=1；
血糖控制效果差=0，血糖控制效果好=1；有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0，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TG≥3.20 mmol/L=0，＜3.20 mmol/L=1；TC
≥5.33 mmol/L=0，＜5.33 mmol/L=1；LDL-C≥
3.12 mmol/L=0，＜3.12 mmol/L=1；HDL-C＜1.08
mmol/L=0，≥1.08 mmol/L=1。经多因素Logistic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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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可得：年龄、病程、吸烟、血糖控制效果
差、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TG、TC、LDL-C均
是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发生颈
动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而HDL-C为保护性因
素（P均＜0.05）（表3）。
表3 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发生颈动脉硬化的多因
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年龄
病程
吸烟
血糖控制效果差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TG
TC
LDL-C
HDL-C
常数项

回归系数
4.107
4.207
6.073
4.275
5.074
5.117
4.083
2.877
-1.835
-5.330

标准误
2.275
3.197
4.084
2.854
3.105
3.124
2.573
3.942
2.874
2.214

P值
0.000
0.000
0.023
0.004
0.000
0.001
0.004
0.000
0.000
0.002

OR值
1.302
1.307
2.207
1.853
1.742
1.328
2.493
3.084
0.431
0.001

95%CI
1.005~8.074
1.326~7.192
1.204~7.202
1.625~6.110
1.549~5.392
1.047~9.041
2.135~8.923
2.193~4.095
0.232~0.554
-

注：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 讨论
H型高血压主要是合并高Hcy血症的一类高血
压，其中Hcy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对血管内皮细胞
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从而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生及稳定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5-7]。相关研
究报道显示，血浆Hcy的升高和高血压在引发心
脑血管事件方面具有协同作用，H型高血压患者
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相比单纯高血压患者高出数
倍乃至十数倍[8-10]。
研究结果显示，硬化组年龄≥60岁、病程≥
5年、吸烟血糖控制效果差、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人数占比相比非硬化组较高，这与安芳等[11-13]
的研究报道相符，说明了年龄的不断增长、病程
的延长以及吸烟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颈动
脉硬化的概率。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随着年龄的
不断增长，血管形态结构以及生理功能均会发生
一定程度的变化，且血流速度逐渐降低，从而导
致血管内膜下脂质的沉积，进一步促进了动脉硬
化的发生。病程的延长反映了患者处于疾病状态
下的时间越久，机体受疾病影响的程度越严重，
继而可能促进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烟
草中所含有的尼古丁、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等
会引起血脂构成的改变，影响之类代谢，进一步
促进了胆固醇的沉着，同时促进脂质的过氧化，
在动脉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推进作用
[14-16]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往往和肥胖以及糖脂
代谢紊乱等因素并存，可共同增加心血管损害
的风险。此外，硬化组与非硬化组在TG、TC、
LDL-C水平方面对比，前者更高，而硬化组与非
硬化组在HDL-C水平方面对比，前者更低，这
与既往研究高度一致[17,18]，表明了血脂紊乱可能

参与了颈动脉硬化的发生、进展过程。其中主要
原因可能在于：TG水平的升高可有效反映极低
密度脂蛋白残粒的增加，而上述残粒具有直接导
致动脉硬化的作用；TC水平的升高会导致血粘
度增加，促进血液中小分子以及小颗粒沉积在血
管壁上，从而对内皮细胞造成损害；LDL-C可经
由血管内皮进入血管鼻内，并于内皮下被修饰成
为氧化型LDL-C，从而被巨噬细胞吞噬后形成泡
沫细胞，进一步促进了动脉硬化；HDL-C具有转
运泡沫细胞中的胆固醇的作用，属于人体内抗动
脉硬化脂蛋白之一[19,20]。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可得：年龄、病程、吸烟、血糖控制效果差、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TG、TC、LDL-C均是H型
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发生颈动脉硬
化的独立危险因素，而HDL-C为保护性因素。
这充分证明了上述结果，表明了上述因素均可能
在颈动脉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值得临床重点关注。因此，本次研究的
启迪作用在于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应重点关注年龄
较大，病程较长，吸烟，血脂及血糖水平异常以
及伴有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H型高血压合并
射血分数保留心衰患者，此类人群发生颈动脉硬
化的风险较高，对合并这些因素的患者因尽可能
地采取各类措施，比如要求其戒烟、改变饮食结
构，调整作息习惯，以及积极服药治疗等，尽可
能地排除可造成不良预后的有关因素，从而对患
者的身体健康产生更加积极的干预效果。需要指
出的是，本次研究也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
如样本量还可继续扩大，开展与其他医疗机构的
协同性的纵向或横向研究，通过得出更具代表性
的数据结论，从而更加精准地服务于临床干预措
施的制定。
综上所述，H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
衰患者颈动脉硬化的发生可能与年龄、病程的不
断增加，吸烟，血糖控制效果差、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TG、TC、LDL-C水平的提高，HDL-C
水平的降低升高有关，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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