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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了解高血压患者中糖尿病的患病情况及其危险因素遥 方法院采用整群抽样方法袁抽取南京市建邺区尧徐州市沛
县尧南通市海安县尧淮安市涟水县的 员苑源 个村渊社区冤进行高血压患者筛查袁共筛查出高血压患者 员园 源猿员 例袁对高血压患者进行

问卷调查及体格测量袁应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高血压患者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遥结果院高血压人群中糖尿病患者的

比例为 怨援圆缘豫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显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高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保护因素袁韵砸 值为 园援苑员员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苑园耀
园援愿愿愿冤曰甘油三酯偏高尧总胆固醇偏高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尧年龄偏大尧文化程度较高尧高体质指数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
危险因素袁韵砸 值分别为 员援怨员苑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远远猿耀圆援圆园怨冤尧圆援缘源怨渊怨缘豫悦陨院圆援员源苑耀猿援圆园远冤尧员援猿苑园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园缘怨耀员援苑苑圆冤尧员援圆员员渊怨缘豫悦陨院
员援员园愿耀员援猿圆源冤尧员援员远圆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园缘源耀员援圆愿员冤尧员援圆远源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员缘猿耀员援猿愿远冤遥 结论院重视超重或肥胖尧甘油三酯偏高尧总胆固醇偏高尧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尧文化程度较高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的预防袁以降低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发病风险袁提高高血压患者
的生活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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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灶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贼燥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憎蚤贼澡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
蕴蚤怎 载蚤葬灶早造蚤灶员袁蕴俟 杂澡怎则燥灶早圆袁在澡葬灶早 云藻灶早赠怎灶圆袁载蚤葬灶早 匝怎葬灶赠燥灶早员袁圆鄢

渊员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孕怎遭造蚤糟 匀藻葬造贼澡袁杂燥怎贼澡藻葬泽贼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曰圆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悦澡则燥灶蚤糟 晕燥灶鄄蚤灶枣藻糟贼蚤燥怎泽 阅蚤泽藻葬泽藻袁
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蚤葬造 悦藻灶贼则藻 枣燥则 阅蚤泽藻葬泽藻 悦燥灶贼则燥造 葬灶凿 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 憎葬泽 葬蚤皂藻凿 贼燥 藻曾责造燥则藻 贼澡藻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贼燥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憎蚤贼澡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月葬泽藻凿 燥灶 造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贼澡则燥怎早澡 葬 泽怎则增藻赠 憎蚤贼澡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泽 葬灶凿 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皂藻葬泽怎则藻皂藻灶贼袁员园源猿员 糟葬泽藻泽 憎蚤贼澡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憎藻则藻

糟燥灶凿怎糟贼藻凿援 粤造造 贼澡藻泽藻 糟葬泽藻泽 憎藻则藻 泽糟则藻藻灶藻凿 枣则燥皂 员苑源 增蚤造造葬早藻泽 葬灶凿 糟造怎泽贼藻则 泽葬皂责造藻凿 蚤灶 允蚤葬灶赠藻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 蚤灶 晕葬灶躁蚤灶早袁孕藻蚤曾蚤葬灶 悦燥怎灶贼赠 蚤灶

载怎扎澡燥怎袁匀葬蚤葬灶 悦燥怎灶贼则赠 蚤灶 晕葬灶贼燥灶早 葬灶凿 蕴蚤葬灶泽澡怎蚤 悦燥怎灶贼赠 蚤灶 匀怎葬蚤葬灶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陨灶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糟葬泽藻泽袁贼澡藻 责则燥责燥则贼蚤燥灶 燥枣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蚤泽 葬遭燥怎贼
怨援圆缘豫援 粤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造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袁澡蚤早澡 造藻增藻造 燥枣 澡蚤早澡鄄凿藻灶泽蚤贼赠 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鄄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 渊 匀阅蕴鄄悦冤责则燥贼藻糟贼藻凿 贼澡藻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早葬蚤灶泽贼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袁憎蚤贼澡 燥凿凿泽 则葬贼蚤燥渊韵砸冤越园援苑员员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苑园耀园援愿愿愿冤曰葬泽 憎藻造造 葬泽 贼则蚤早造赠糟藻则蚤凿藻泽渊栽郧冤袁贼燥贼葬造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渊栽悦冤袁造燥憎

造藻增藻造 燥枣 匀阅蕴鄄悦袁葬早藻袁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袁澡蚤早澡 月酝陨 憎藻则藻 贼澡藻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蚤灶凿怎糟蚤灶早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憎蚤贼澡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袁憎蚤贼澡 韵砸 燥枣 员援怨员苑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远远猿耀
圆援圆园怨冤袁圆援缘源怨渊怨缘豫悦陨院圆援员源苑耀猿援圆园远冤袁员援猿苑园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园缘怨耀员援苑苑圆冤袁员援圆员员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员园愿耀员援猿圆源冤袁员援员远圆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园缘源耀员援圆愿员冤袁员援圆远源

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员缘猿耀员援猿愿远冤袁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陨贼 蚤泽 糟燥灶糟造怎凿藻凿 贼澡葬贼 燥增藻则憎藻蚤早澡贼 葬灶凿 燥遭藻泽蚤贼赠袁澡蚤早澡 造藻增藻造 燥枣 栽郧 葬灶凿 栽悦袁造燥憎 造藻增藻造 燥枣
匀阅蕴鄄悦 葬灶凿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造藻增藻造 葬则藻 贼澡藻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枣燥则 贼澡藻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糟葬泽藻泽 憎蚤贼澡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援 栽澡藻则藻枣燥则藻袁贼澡藻泽藻 枣葬糟贼燥则泽 皂怎泽贼 遭藻 责葬蚤凿 皂燥则藻
葬贼贼藻灶贼蚤燥灶 蚤灶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糟燥灶贼则燥造 葬灶凿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蚤灶 燥则凿藻则 贼燥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 贼澡藻 则蚤泽噪 燥枣 糟燥皂责造蚤糟葬贼藻凿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葬灶凿 贼燥 藻造藻增葬贼藻 贼澡藻 择怎葬造蚤贼赠 燥枣 造蚤枣藻
枣燥则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糟葬泽藻泽援
咱Key words暂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曰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曰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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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和糖尿病是我国常见的慢性病袁 是我国
咱基金项目暂

卫生部行业科研专项基金渊圆园园怨园圆园园员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择怎葬灶赠燥灶早曾蚤葬灶早岳赠葬鄄

鄢

澡燥燥援糟燥皂援糟灶

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袁人们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袁高血压与

糖尿病发病率都呈逐年增高的趋势咱员原圆暂遥 高血压与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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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琳等院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原 远怨 原

尿病并存使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升高咱猿暂遥 本研

员援圆援圆 质量控制

分布特点袁为制定糖尿病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遥

并经培训尧考核合格方能进行现场调查遥测量人员具

员

有医学背景并具有体格测量经验袁经过培训尧考核合

究旨在了解高血压患者并发糖尿病的相关危险因素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问卷调查人员具有公共卫生或临床医学背景袁

格后上岗遥 督导人员抽取 员园豫的问卷了解问卷完成

情况袁同时抽取几个问题进行二次调查袁问卷漏项尧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袁抽取南京市建邺区尧徐州市

沛县尧南通市海安县尧淮安市涟水县中 猿源 个乡渊镇冤

的 员苑源 个村渊社区冤袁进行高血压患者筛查遥 调查对
象入选标准为院明确诊断为高血压尧年龄 员愿耀苑缘 岁曰

缺项尧错误涂改尧逻辑错误率等不得超过 猿豫遥 问卷采
用双人双机录入袁进行逻辑校验后生成最终数据库遥
员援圆援猿 诊断标准

高血压诊断标准院根据 圆园园怨 年基层版叶中国高

剔除标准院继发性高血压尧急性心肌梗死渊约 猿 个月冤

血压防治指南曳 的推荐袁 在未用抗高血压药的情况

肢体活动明显障碍冤尧合并严重疾病渊预期寿命不足

张压逸怨园 皂皂匀早袁可诊断为高血压曰患者既往有高血

和脑卒中急性期渊约 猿 个月冤尧不易配合渊智力尧听力尧

员 年冤和个人不愿加入本项目遥 源 个项目点共筛查出
符合条件的高血压患者 员园 源猿员 例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下袁非同日 猿 次测量袁收缩压逸员源园 皂皂匀早 和渊或冤舒
压史袁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袁血压虽低于 员源园 辕

怨园 皂皂匀早袁也应诊断为高血压遥 糖尿病诊断标准院世

界卫生组织渊员怨怨怨冤推荐的糖尿病诊断和分型标准院

方法

调查内容
由经过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员以面对面的方式

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遥 调查项目包括一
般情况渊性别尧年龄尧文化程度尧职业尧婚姻状况等冤袁相
关疾病史袁家族史袁体格检查渊身高尧体重及腰围等冤遥

抽取清晨空腹血样 猿耀缘 皂造 于 耘阅栽粤 抗凝管中袁

猿 园园园 则 辕 皂蚤灶 离心 员园 皂蚤灶袁 取血浆 员 皂造 于离心管中

冷藏袁及时送实验室检测血糖尧血肌酐尧甘油三酯尧总
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袁要求采样至检测在
猿 澡 以内完成遥

空腹血糖浓度逸苑援园 皂皂燥造 辕 蕴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调查问卷用 耘责蚤凿葬贼葬猿援园 软件双人双机录入袁使

用 杂孕杂杂员愿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袁经统计描述患者一

般情况及糖尿病的患病情况后袁 采用卡方检验进行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袁 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孕 臆 园援园缘冤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袁将是否患有

高血压和糖 尿病作为 因变量袁 运 用 逐 步 回 归 法

渊杂贼藻责憎蚤泽藻冤筛选变量袁入选 琢越园援园缘袁剔除 琢越园援员园袁进
行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遥 各变量赋值详见表 员遥

表 员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各研究变量与赋值
栽葬遭造藻 员
变量
因变量
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
血肌酐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体质指数
年龄
文化程度

栽澡藻 增葬则蚤葬遭造藻泽 葬灶凿 葬泽泽蚤早灶皂藻灶贼 燥枣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憎蚤贼澡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赋值
园越单纯高血压袁员越高血压合并糖尿病
园越正常渊约 员援苑 皂皂燥造 辕 蕴冤袁员越偏高渊逸员援苑 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园越正常渊约 缘援员愿 皂皂燥造 辕 蕴冤袁员越偏高渊逸缘援员愿 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园越正常渊男性院缘怨耀员园源 滋皂燥造 辕 蕴曰女性院源缘耀愿源 滋皂燥造 辕 蕴冤袁员越偏高渊男性跃 员园源 滋皂燥造 辕 蕴曰女性跃愿源 滋皂燥造 辕 蕴冤
园越正常袁员越偏低渊约 员援园源 皂皂燥造 辕 蕴冤袁圆越偏高渊逸员援缘缘 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员越轻体重渊约 员愿援缘冤袁圆越健康体重渊员愿援缘耀圆源援园冤袁猿越超重体重渊圆源援园耀圆愿援园冤袁源越肥胖渊逸圆愿冤
员越圆员耀猿园 岁袁圆越猿员耀源园 岁袁猿越源员耀缘园 岁袁源越缘员耀远园 岁袁缘越远员耀苑园 岁袁远越苑园 岁以上
员越小学及以下袁圆越初中袁猿越中专及高中袁源越大学及以上

圆 结 果

圆援圆

圆援员 基本情况

所占比例为 怨援圆缘豫曰 其中男 猿怨远 例袁 所占比例为

龄渊缘怨援源 依 苑援愿园冤岁遥 其中男 源 源源员 例袁占 源圆援缘愿豫袁平

圆援猿

高血压患者 员园 源猿员 例袁年龄 圆员耀苑猿 岁袁平均年

均渊远园援员猿 依 苑援怨园冤岁曰女 缘 怨怨园 例袁占 缘苑援源圆豫袁平均
渊缘愿援怨猿 依 苑援苑园冤岁遥

高血压患者中糖尿病患病情况

高血压人群中糖尿病患者 怨远缘 例袁糖尿病患者

愿援怨圆豫曰女 缘远怨 例袁所占比例约 怨援缘园豫遥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中袁甘油三酯尧总胆固

醇尧血肌酐的异常率高于单纯高血压患者袁差异有

原 苑园 原

南

京

医

科 大

统计学意义遥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与单纯高血压
患者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尧体质指数尧年龄尧文化
程度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表 圆冤遥
圆援源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相关危险因素的多因

素分析
经逐步回归变量筛选后袁年龄尧文化程度尧体质指
数尧总胆固醇尧甘油三酯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终纳
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渊表 猿冤遥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

高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保护因素 渊韵砸越园援苑员员袁怨缘豫
表圆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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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陨越园援缘苑园耀园援愿愿愿冤曰 甘油三酯偏高 渊韵砸越员援怨员苑袁怨缘豫悦陨越
员援远远猿耀圆援圆园怨冤尧 总胆固醇偏高 渊韵砸 越圆援缘源怨袁怨缘豫悦陨 越
圆援员源苑 耀猿援园圆远冤尧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胆 固 醇 偏 低 渊韵砸 越
员援猿苑园袁怨缘豫悦陨越员援园缘怨耀员援苑苑圆冤尧年龄偏大渊韵砸越员援圆员员袁怨缘豫

悦陨越员援员园愿耀员援猿圆源冤尧 文化程度较高 渊韵砸越员援员远圆袁怨缘豫悦陨越
员援园缘源耀员援圆愿员冤尧 高体质指数渊韵砸越员援圆远源袁怨缘豫悦陨越员援员缘猿耀
员援猿愿远冤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袁总胆固醇偏
高的高血压患者其发生糖尿病的可能性是总胆固醇
正常的高血压患者的 圆援缘源怨 倍渊怨缘豫悦陨院圆援员源苑耀猿援园圆远冤遥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咱灶渊豫冤暂

栽葬遭造藻 圆 哉灶蚤增葬则蚤葬贼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憎蚤贼澡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变量

单纯高血压患者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

渊灶越怨 源远远冤
猿 愿缘园渊源园援远苑冤
园愿缘员渊愿援怨怨冤
园远远圆渊远援怨怨冤

渊灶越怨远缘冤
缘怨圆渊远员援猿缘冤
圆员缘渊圆圆援圆愿冤
园愿缘渊愿援愿员冤

苑 源圆员渊苑愿援源园冤
园源怨苑渊缘援圆缘冤
员 缘源愿渊员远援猿缘冤

苑愿怨渊愿员援苑远冤
园苑苑渊苑援怨愿冤
园园怨怨渊员园援圆远冤

圆 愿园怨渊圆怨援远苑冤
园员园缘渊员援员员冤
源 园圆园渊源圆援源苑冤
圆 缘猿圆渊圆远援远缘冤

园员愿远渊员怨援圆苑冤
园园员渊园援员园冤
园源猿源渊源源援怨苑冤
园猿源源渊猿缘援远缘冤

园园员员渊园援员圆冤
园员缘愿渊员援远苑冤
员 圆愿苑渊员猿援远园冤
猿 圆猿源渊猿源援员远冤
源 缘猿园渊源苑援愿远冤
园圆源远渊圆援远园冤

园渊园冤
园园源渊园援源员冤
园员园怨渊员员援猿园冤
园猿猿苑渊猿源援怨圆冤
园源怨缘渊缘员援猿园冤
园圆园渊圆援园苑冤

缘 苑愿愿渊远员援员缘冤
圆 愿缘猿渊猿园援员源冤
园苑源愿渊苑援怨园冤
园园苑苑渊园援愿员冤

园缘远园渊缘愿援园猿冤
园猿园园渊猿员援园怨冤
园怨源渊怨援苑源冤
园员员渊员援员源冤

甘油三酯偏高
总胆固醇偏高
血肌酐偏高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正常
偏低
偏高
体质指数
健康体重
轻体重
超重体重
肥胖
年龄
圆员耀猿园 岁
猿员耀源园 岁
源员耀缘园 岁
缘员耀远园 岁
远员耀苑园 岁
苑园 岁以上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中专及高中
大学及以上

孕值

字圆 值
员缘猿援员园缘
员远愿援缘苑圆
园园源援猿猿愿
猿猿援苑员园

约
约
约
约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猿苑
园援园园员

园远愿援员源远

约 园援园园员

园园圆援苑缘苑

约 园援园园远

圆援源圆愿

约 园援园员缘

表 猿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分析结果
栽葬遭造藻 猿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憎蚤贼澡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危险因素
甘油三酯偏高
总胆固醇偏高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 裕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高 裕
年龄偏大
文化程度较高
高体质指数

未校正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圆援猿员缘渊圆援园圆员耀圆援远缘圆冤
圆援怨园圆渊圆援源缘缘耀猿援源猿园冤
员援源缘苑渊员援员猿源耀员援愿猿苑冤
园援远圆苑渊园援源愿缘耀园援苑源苑冤
员援员圆远渊员援园猿缘耀员援圆圆源冤
员援员圆源渊员援园圆猿耀员援圆猿源冤
员援源猿缘渊员援猿员缘耀员援缘远苑冤

校正后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鄢
员援怨员苑渊员援远远猿耀圆援圆园怨冤
圆援缘源怨渊圆援员源苑耀猿援园圆远冤
员援猿苑园渊员援园缘怨耀员援苑苑圆冤
园援苑员员渊园援缘苑园耀园援愿愿愿冤
员援圆员员渊员援员园愿耀员援猿圆源冤
员援员远圆渊员援园缘源耀员援圆愿员冤
员援圆远源渊员援员缘猿耀员援猿愿远冤

院 以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正常为参照遥 鄢院纳入模型相互调整因素有年龄尧文化程度尧体质指数尧总胆固醇尧甘油三酯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遥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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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

讨

原 苑员 原

刘湘琳等院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较高尧职业紧张与糖尿病呈正相关咱员苑鄄员愿暂袁其膳食结构

论

及生活方式也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袁 因而文化

本次调查发现袁江苏省高血压人群中糖尿病患

者所占比例为 怨援圆缘豫遥 杨文英等 的调查显示中国
咱源暂

人群糖尿病的患病率为 怨援苑豫袁反而略高于本次调查

的结果袁其可能与调查方法和人群结构不同有关遥 邱
泓等 调查显示袁城镇居民糖尿病的患病率为 缘援苑远豫袁
咱缘暂

远低于本次调查遥 提示高血压有可能增加患糖尿病
的风险袁与杨文英的调查结论一致 遥 由此可见袁高
咱源暂

程度越高的高血压患者其发生糖尿病的风险也随之
增加遥
因此袁 高血压人群作为糖尿病患病的易感人群
应受到高度重视袁加大对高血压患者的健康宣教遥同
时为了有效控制高血压人群中糖尿病的发病率袁提
高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袁 应该继续以社区为平台
加大宣传力度袁鼓励人们在工作之余加强体育锻炼袁

血压患者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袁是糖尿病防治工作

倡导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遥

的主要对象遥

咱参考文献暂

高密度脂蛋白是一种抗动脉粥样硬化的血浆脂
蛋白袁可以清除血液和细胞中过多的胆固醇和低密
度脂蛋白遥 本次调查证实袁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越
低袁高血压患者患糖尿病的风险就越大袁反之则越

咱员暂

叶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曳渊基层版冤编撰委员会援中国高血

咱圆暂

阅葬灶葬藻蚤 郧袁云蚤灶怎糟葬灶藻 酝酝袁蕴怎 再袁藻贼 葬造援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袁则藻早蚤燥灶葬造袁
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泽怎则增藻赠泽 葬灶凿 藻责蚤凿藻皂蚤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泽贼怎凿蚤藻泽 憎蚤贼澡 猿苑园

血压患者发生糖尿病的危险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正 常 的 高 血 压 患 者 的 员援猿苑园 倍 渊怨缘豫 悦陨院员援园缘怨 耀
员援苑苑圆冤袁这与 酝蚤葬燥 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血脂异常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袁本调查证实
咱苑暂

血脂异常是高血压患者合并糖尿病的危险因素遥 其
中甘油三酯异常的高血压患者发生糖尿病的危险是
甘油三酯正常的高血压患者的 员援怨员苑 倍 渊怨缘豫悦陨院

员援远远猿耀圆援圆园怨冤袁此外袁总胆固醇异常的高血压患者发

生糖尿病的危险是总胆固醇正常的高血压患者的
圆援缘源怨 倍渊怨缘豫悦陨院圆援员猿苑耀猿援园圆远冤遥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年龄是高血压尧糖尿病的危

险因素咱源袁愿暂遥 从年龄分布来看袁年龄越大的高血压患

糟燥怎灶贼则赠鄄赠藻葬则泽 葬灶凿 圆援苑 皂蚤造造蚤燥灶 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灶贼泽咱允暂援 蕴葬灶糟藻贼袁
咱猿暂
咱源暂

外的研究发现咱员园原员员暂袁体质指数及腰围越大袁糖尿病的
患病风险越高遥 本次调查证实袁随着体质指数的升
高袁高血压患者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增加遥

也越强遥 一些研究结果认为文化程度是高血压患病
的保护因素袁文化程度从对于疾病的态度尧行为尧认
知水平尧健康教育的依从性等多方面影响个体的患
病风险咱员圆原员源暂遥 然而与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一样咱员缘原员远暂袁

本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高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
病的危险因素袁文化程度越高的高血压患者出现糖
尿病的风险越高遥 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因职
业及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要求袁文化程度高的个体
精神更容易处于紧张尧压抑尧焦虑状态袁而工作要求

齐国先袁李学渊援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降压策略咱允暂援 中
国实用内科杂志袁圆园园怨袁圆怨渊怨冤院苑怨缘原苑怨苑
再葬灶早 宰袁蕴怎 允袁宰藻灶早 允袁藻贼 葬造援 孕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葬鄄

皂燥灶早 皂藻灶 葬灶凿 憎燥皂藻灶 蚤灶 悦澡蚤灶葬咱允暂援 晕 耘灶早造 允 酝藻凿袁圆园员园袁
猿远圆渊员圆冤院员园怨园原员员园员

邱

咱远暂

酝蚤葬燥 阅酝袁再藻 孕袁载蚤葬燥 宰运袁藻贼 葬造援 陨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燥枣 造燥憎 澡蚤早澡鄄

泓袁张茂镕袁田

荣袁等援 昆明市居民糖尿病患病情

况及危险因素分析咱允暂援 中国公共卫生袁圆园园怨袁圆缘渊员圆冤院
员源猿怨原员源源园

凿藻灶泽蚤贼赠 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 燥灶 葬则贼藻则蚤葬造 泽贼蚤枣枣藻灶蚤灶早 葬灶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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