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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人群吸烟和肥胖交互作用与高血压的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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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体重异常尧腹型肥胖尧吸烟与高血压之间的关联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高血压的影响遥 方法院调查对

象资料来自 圆园员圆 年常州市钟楼区社区诊断资料袁 共 苑 源猿苑 例 员愿 岁以上对象被纳入本研究遥 运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分析腰围

渊宰悦冤尧体质指数渊月酝陨冤和吸烟及其交互作用与高血压发病的关系袁采用 粤灶凿藻则泽泽燥灶 等编制的 耘曾糟藻造 表计算相对超额危险度比
渊砸耘砸陨冤尧归因比渊粤孕冤和交互作用指数渊杂陨冤等相加交互作用指标袁并估计可信区间遥 结果院调整性别尧年龄尧饮酒尧高血压家族史尧

职业尧饮食等因素后袁与 月酝陨 正常组相比袁月酝陨 异常组发生高血压的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分别为 圆援苑缘渊圆援源远耀猿援员圆冤曰腹型肥胖人群发生高
血压的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为 圆援源员渊圆援员猿耀圆援苑员冤曰与不吸烟人群相比袁吸烟人群发生高血压的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为 员援猿苑渊员援员远耀员援远猿冤遥 交互作用

分析中袁与不吸烟的非腹型肥胖人群相比袁吸烟的腹型肥胖人群发生高血压的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为 猿援远远渊猿援园苑耀源援猿远冤袁不吸烟的腹型肥
胖人群发生高血压的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为 圆援园员渊员援苑愿耀圆援园猿冤袁吸烟的非腹型肥胖人群发生高血压的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为 员援源苑渊员援圆远耀员援苑员冤遥 交

互作用指数 杂陨 为 员援愿园渊员援猿缘耀圆援猿愿冤袁砸耘砸陨 为 员援员愿渊园援缘苑耀员援苑怨冤袁粤孕 为 园援猿圆圆遥 结论院吸烟人群患高血压的风险显著高于非吸烟人
群曰另外袁吸烟与腹型肥胖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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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泽皂燥噪蚤灶早 葬灶凿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燥遭藻泽蚤贼赠 燥灶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则蚤泽噪 蚤灶 糟燥皂皂怎灶蚤贼赠
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
再葬燥 载蚤灶早躁怎葬灶员袁在澡怎 再蚤泽澡藻灶早圆袁阅蚤灶早 再蚤皂蚤灶圆袁悦怎蚤 再葬灶造蚤圆袁蕴怎燥 宰藻灶泽澡怎员
渊员悦澡葬灶早扎澡燥怎 悦藻灶贼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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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澡葬灶早扎澡燥怎 圆员猿园圆圆曰圆在澡燥灶早造燥怎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 悦藻灶贼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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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澡葬灶早扎澡燥怎 圆员猿园园圆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蚤灶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 葬灶凿 糟燥皂遭蚤灶藻凿 藻枣枣藻糟贼泽 燥枣 泽皂燥噪蚤灶早 泽贼葬贼怎泽袁燥增藻则葬造造 燥遭藻泽蚤贼赠 葬灶凿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燥遭藻泽蚤贼赠

燥灶 则蚤泽噪 燥枣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孕葬则贼蚤糟蚤责葬灶贼泽 憎藻则藻 则藻糟则怎蚤贼藻凿 怎灶凿藻则 贼澡藻 枣则葬皂藻憎燥则噪 燥枣 贼澡藻 糟燥皂皂怎灶蚤贼赠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蚤燥灶 枣则燥皂

在澡燥灶早造燥怎 凿蚤泽贼则蚤糟贼 燥枣 悦澡葬灶早扎澡燥怎 蚤灶 圆园员圆援 陨灶 贼澡蚤泽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蚤燥灶袁葬 贼燥贼葬造 燥枣 苑 源猿苑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 葬早藻凿 葬遭燥增藻 员愿 赠藻葬则泽 憎藻则藻 蚤灶糟造怎凿藻凿 蚤灶 贼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援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皂燥凿藻造 憎葬泽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贼燥 葬灶葬造赠扎藻 宰悦袁月酝陨 葬灶凿 泽皂燥噪蚤灶早 葬泽 憎藻造造 葬泽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蚤则 蚤灶贼藻则葬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援 宰藻 贼藻泽贼藻凿 葬灶 蚤灶贼藻则葬糟贼蚤燥灶 燥灶 葬灶 葬凿凿蚤贼蚤增藻 泽糟葬造藻 遭赠 怎泽蚤灶早 葬灶 耘曾糟藻造 泽责则藻葬凿泽澡藻藻贼 泽藻贼 怎责 遭赠 粤灶凿藻则泽泽燥灶 贼燥 糟葬造糟怎造葬贼藻
则藻造葬贼蚤增藻 藻曾糟藻泽泽 则蚤泽噪 凿怎藻 贼燥 蚤灶贼藻则葬糟贼蚤燥灶 渊砸耘砸陨冤袁葬贼贼则蚤遭怎贼葬遭造藻 责则燥责燥则贼蚤燥灶 凿怎藻 贼燥 蚤灶贼藻则葬糟贼蚤燥灶 渊粤孕冤袁贼澡藻 泽赠灶藻则早赠 蚤灶凿藻曾 渊杂陨冤袁葬灶凿 贼澡藻灶
藻泽贼蚤皂葬贼藻 贼澡藻 糟燥灶枣蚤凿藻灶糟藻 蚤灶贼藻则增葬造 渊悦陨冤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粤枣贼藻则 葬凿躁怎泽贼皂藻灶贼 枣燥则 泽藻曾袁葬早藻袁葬造糟燥澡燥造 糟燥灶泽怎皂责贼蚤燥灶袁枣葬皂蚤造赠 澡蚤泽贼燥则赠 燥枣 澡蚤早澡 遭造燥燥凿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袁燥糟糟怎责葬贼蚤燥灶袁凿蚤藻贼 葬灶凿 藻贼糟袁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韵砸 渊怨缘豫悦陨冤 憎葬泽 圆援苑缘 渊圆援源远耀猿援员圆冤 蚤灶 燥增藻则憎藻蚤早澡贼 燥则 燥遭藻泽藻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袁葬灶凿 圆援源员 渊圆援员猿耀
圆援苑员冤 蚤灶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燥遭藻泽藻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袁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灶燥则皂葬造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援 韵砸 渊怨缘豫悦陨冤 憎葬泽 员援猿苑 渊员援员远耀员援远猿冤 枣燥则 泽皂燥噪藻则泽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贼燥

灶藻增藻则 泽皂燥噪蚤灶早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援 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贼燥 灶藻增藻则 泽皂燥噪蚤灶早 葬灶凿 灶燥灶鄄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燥遭藻泽藻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袁韵砸 渊怨缘豫悦陨冤 憎葬泽 猿援远远 渊猿援园苑 耀源援猿远冤 蚤灶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燥遭藻泽藻 泽皂燥噪藻则泽袁圆援园员 渊员援苑愿耀圆援园猿冤 蚤灶 灶藻增藻则 泽皂燥噪蚤灶早 葬灶凿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燥遭藻泽藻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袁葬灶凿 员援源苑 渊员援圆远耀员援苑员冤 蚤灶 灶燥灶鄄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燥遭藻泽藻 泽皂燥噪藻则泽援 砸耘砸陨 憎葬泽 员援员愿 渊园援缘苑耀员援苑怨冤袁粤孕 憎葬泽 园援猿圆圆 葬灶凿 杂陨 憎葬泽 员援愿园 渊员援猿缘耀圆援猿愿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杂皂燥噪藻则泽 澡葬增藻 葬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澡蚤早澡藻则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则蚤泽噪 贼澡葬灶 灶藻增藻则 泽皂燥噪蚤灶早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援 酝燥则藻燥增藻则袁贼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 枣怎则贼澡藻则 凿藻皂燥灶泽贼则葬贼藻泽 葬灶 葬凿凿蚤贼蚤增藻 蚤灶贼藻则葬糟贼蚤燥灶 燥枣 泽皂燥噪蚤灶早 葬灶凿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燥遭藻泽蚤贼赠 燥灶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则蚤泽噪援
咱Key words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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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和肥胖是高血压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咱员原猿暂袁

肥胖人群的高血压发病风险显著高于正常人群遥 体
质指数渊月酝陨冤尧腰围渊宰悦冤是衡量人体肥胖程度的常

用指标袁 其中 宰悦 能够更好地反映腹部内脏脂肪的
含量袁月酝陨 能够更好反映人体总脂肪含量及其发生
的疾病风险咱源原缘暂遥 大量研究咱远原苑暂已经表明袁高血压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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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悦 非正常组纳入标准咱员圆暂院男性 宰悦逸愿缘 糟皂袁女
性 宰悦逸愿园 糟皂遥 体重异常的判定采用 宰匀韵 推荐的
亚洲人群标准咱员猿暂院月酝陨逸圆源遥 高血压诊断标准咱员源暂院收

缩压 渊杂月孕冤逸员源园 皂皂匀早 或者舒张压 渊阅月孕冤逸怨园
皂皂匀早袁 以及口述自己患有高血压或者口服降压药
的人群袁诊断为高血压遥累计吸烟达到 员园园 支者定义

率随 宰悦 和 月酝陨 的增加而增高遥 吸烟是高血压另外
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咱愿原员员暂袁作为高血压的两个可修正

为吸烟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以 圆园员圆 年常州市钟楼区社区诊断资料为基
础袁探讨体重异常尧腹型肥胖尧吸烟与高血压之间的关

计软件进行相应的统计学分析与处理遥 计量资料属
于正态分布的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组间比
较用 贼 检验曰计数资料用 字圆 检验遥 运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

的危险因素袁吸烟尧肥胖在致高血压的过程中可能存
在一定的交互作用袁然而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遥为此袁

联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高血压患病的影响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调查对象资料来自 圆园员圆 年 员园 月 圆园 日耀员员 月
圆园 日开展的常州市钟楼区社区诊断资料遥 采用分层
整群抽样方法袁共抽取了 苑 源苑园 例对象袁排除缺失变
量渊猿猿 名冤袁共 苑 源猿苑 例对象被纳入本研究袁并获得
所有调查对象知情同意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研究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问卷调查尧人体测量和实验
室检查遥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尧吸烟
史尧饮酒史尧膳食习惯尧家族史曰人体测量内容包括身
高尧体重尧腰围尧血压渊月孕冤遥
员援圆援圆 诊断标准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所有现场调查资料及相关检测数据均使用 耘责蚤鄄
阅葬贼葬猿援园 软件输入计算机袁 经整理后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

模型分析体重异常尧 腹型肥胖和吸烟及其交互作用
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袁采用 粤灶凿藻则泽泽燥灶 等 咱员缘暂 编制的
耘曾糟藻造 表计算相对超额危险度比 渊砸耘砸陨冤尧 归因比
渊粤孕冤和交互作用指数渊杂陨冤等相加交互作用指标袁并
估计可信区间遥 以 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一般人口学特征
共 苑 源猿苑 例研究对象渊男 猿 缘苑怨 名袁女 猿 愿缘愿 名冤袁
平均年龄渊缘员援远 依 员苑援源冤岁遥 高血压患者共 圆 猿苑园 例袁
总 患病率为 猿员援怨豫袁 其 中男 员员苑怨 例 袁 患 病率 为
猿圆援怨豫袁女 员 员怨员 例袁患病率为 猿园援怨豫袁男女性高血压
患病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年龄尧吸烟尧饮酒尧
宰悦尧月酝陨尧 空腹血糖和高血压家族史在高血压组和
非高血压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表 员冤遥

高血压和非高血压组研究对象一般情况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早藻灶藻则葬造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葬灶凿 灶燥灶鄄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

变量
年龄渊岁冤
性别渊男性袁豫冤
饮酒渊豫冤
吸烟渊豫冤
宰悦渊糟皂冤
月酝陨
空腹血糖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高血压家族史渊豫冤

非高血压组渊灶越缘 园远苑冤
源缘援苑 依 员远援圆
源苑援猿
员源援园
圆猿援缘
愿园援员源 依 怨援园园园
圆圆援远 依 圆援愿园
缘援圆员 依 园援愿怨
圆缘援猿园

圆援圆 月酝陨尧宰悦 和吸烟与高血压关联的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
分析
调整性别尧年龄尧饮酒尧高血压家族史尧职业尧饮
食等因素后袁体重异常尧腹型肥胖和吸烟与高血压关
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渊表 圆冤遥

高血压组渊灶越圆 猿苑园冤
园远源援园 依 员圆援苑
源怨援苑
员苑援源
圆愿援愿
愿远援缘 依 怨援苑
圆源援源 依 猿援圆
园缘援苑园 依 员援猿园
远愿援园苑

孕值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缘猿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圆援猿 吸烟和体重异常交互作用与高血压关联的 蕴燥鄄
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
不吸烟的体重正常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最低袁
吸烟的体重异常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最高遥 交互作
用指数 杂陨 为 员援员苑渊园援怨源耀员援源远冤袁砸耘砸陨 为 园援猿愿渊原园援员远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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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援怨圆冤袁粤孕 为 园援员园缘渊表 猿冤遥

证实袁 但关于吸烟与高血压发病的关联国内外研究

不吸烟的非腹型肥胖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最低袁
吸烟的腹型肥胖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最高袁为

病患病率随每日吸烟量以及吸烟年数的增加而增
加咱员远暂遥 但另一项研究表明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可地宁

圆援源 吸烟和腹型肥胖交互作用与高血压关联的 造燥鄄
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

缘猿援愿豫遥 交互作用指数 杂陨 为 员援愿园渊员援猿缘耀圆援猿愿冤袁砸耘砸陨
为 员援员愿渊园援缘苑耀员援苑怨冤袁粤孕 为 园援猿圆圆渊表 源冤遥
表圆

月酝陨尧宰悦尧吸烟与高血压关联的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栽葬遭造藻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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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燥则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月酝陨袁宰悦袁泽皂燥噪蚤灶早 葬灶凿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变量

单因素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月酝陨
员援园园
正常
体重异常 圆援苑苑渊圆援缘园耀猿援园远冤
宰悦
员援园园
正常
腹型肥胖 猿援园园渊圆援苑员耀猿援猿圆冤
吸烟
员援园园
不吸烟
员援猿员渊员援员愿耀员援源苑冤
吸烟

多因素鄢

员援园园
圆援苑缘渊圆援源远耀猿援员圆冤

约园援园园员

员援园园
圆援源员渊圆援员猿耀圆援苑员冤

约园援园园员

员援园园
员援猿苑渊员援员远耀员援远猿冤

约园援园园员

鄢院调整性别尧年龄尧饮酒尧高血压家族史尧职业尧饮食遥

表猿

孕值

吸烟和体重异常交互作用与高血压关联的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
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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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燥则 蚤灶贼藻则葬糟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泽皂燥噪蚤灶早 葬灶凿 燥增藻则憎藻蚤早澡贼 葬灶凿 燥遭藻泽蚤贼赠
燥灶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则蚤泽噪

分组
不吸烟的体重正常人群
吸烟人群
肥胖人群
吸烟的体重异常人群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鄢 孕 值
灶渊豫冤
原
愿园圆渊圆圆援园冤
员援园园
圆怨怨渊圆怨援园冤 员援猿愿渊员援员怨耀员援远员冤 约园援园园圆
愿缘园渊源员援愿冤 圆援愿猿渊圆援缘园耀猿援圆员冤 约园援园园员
源员怨渊源怨援远冤 猿援远园渊猿援园怨耀源援员怨冤 约园援园园员

鄢院调整性别尧年龄尧饮酒尧高血压家族史尧职业尧饮食遥

表源

吸烟和腹型肥胖交互作用与高血压关联的 造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
归模型

栽葬遭造藻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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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燥则 蚤灶贼藻则葬糟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泽皂燥噪蚤灶早 葬灶凿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燥遭藻泽蚤贼赠 燥灶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则蚤泽噪

分组
不吸烟的非腹型肥胖人群
吸烟人群
员
肥胖人群
吸烟的腹型肥胖人群

灶渊豫冤
韵砸渊怨缘豫悦陨冤鄢 孕 值
缘园圆渊员愿援员冤
员援园园
原
圆圆愿渊圆苑援园冤 员援源苑渊员援圆远耀员援苑员冤 约园援园园员
园愿远渊猿怨援园冤 圆援园员渊员援苑愿耀圆援园猿冤 约园援园园员
缘缘源渊缘猿援愿冤 猿援远远渊猿援园苑耀源援猿远冤 约园援园园员

鄢院调整性别尧年龄尧饮酒尧高血压家族史尧职业尧饮食遥

猿 讨

论

肥胖与高血压之间的关联已经在大量研究中被

结果不一致袁有研究指出烟中含有尼古丁能刺激心
脏使心跳加快袁并使血管收缩袁血压升高袁且高血压

的效应是使血压降低咱员苑暂遥本研究中袁除肥胖和腹型肥

胖以外袁吸烟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尧可修正的危险
因素袁 体重异常人群高血压风险是非肥胖组人群的
圆援苑缘 倍曰 腹型肥胖人群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 圆援源员
倍曰吸烟人群是非吸烟人群的 员援猿苑 倍遥 我们的结果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咱愿袁员愿暂遥
孕则蚤皂葬贼藻泽贼葬 等咱员园暂的一项研究指出袁在体重正常的

男性人群中袁 吸烟与高血压之间的关联无统计学意
义袁然而在超重 辕 肥胖男性人群中袁吸烟与高血压亦

存在显著关联袁表现为 杂月孕 显著增加袁因此吸烟对
于血压的单独效应很小袁吸烟与 月酝陨 之间存在显著
的交互作用遥匀葬造蚤皂蚤 等咱员员暂的一项研究表明袁曾经吸烟
人群的高血压风险显著高于从未吸烟人群袁 然而当
月酝陨 被纳入回归模型之后袁这种关联不再显著遥为了
探索吸烟与肥胖之间的交互作用袁 本研究采用 蕴燥鄄
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袁 分析了 月酝陨尧宰悦 与吸烟之间的交
互作用对高血压的影响遥结果显示袁吸烟与肥胖或腹
型肥胖均有交互作用袁 但从交互指数及超额危险度
指标看袁 腹型肥胖与吸烟关系对高血压影响似乎更
密切遥 猿圆援圆豫的高血压患者为腹型肥胖的吸烟人群袁
由交互作用导致的高血压风险增加了 员援员愿袁 吸烟的
腹型肥胖人群的高血压风险是 宰悦 正常吸烟人群和
非吸烟的腹型肥胖人群高血压风险总和的 员援愿园 倍遥
另外袁从吸烟尧肥胖及交互结果数值看袁腹型肥胖与
肥胖没有太大差别袁 同时交互作用要比单独吸烟和
单独肥胖之和结果要小袁 说明吸烟的确对高血压有
影响作用袁 可能由于吸烟同时也可能降低了体重而
间接影响了对血压的作用遥 吸烟和肥胖均可通过交
感神经系统咱员怨原圆园暂袁或者减少一氧化氮渊晕韵冤的生成来
抑制血管反射性舒张袁损伤血管内皮功能咱愿袁圆员原圆圆暂等途
径升高血压水平袁 其中相似的途径很好地解释了两
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除了肥胖和腹型肥胖以外袁吸
烟也是高血压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袁 吸烟人群患高
血压的风险显著高于非吸烟人群遥另外袁吸烟与腹型
肥胖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袁 那些吸烟的腹型肥
胖人群相比较只具备一种危险因素的人群袁 其高血
压患病的风险较大袁 应该成为高血压预防措施中重
点关注的高危人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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