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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举办了《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

治指南（2016 年修订版）》新闻发布会。

会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高润霖院士和国家

心血管病中心防治资讯部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陈伟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 年修订版）》
在京正式发布

伟教授主持，陆国平、叶平、赵冬和李建军四位指南主要执笔

专家以及 40 余家媒体出席了发布会。

高润霖介绍说，最新流行病学表明，我国国民血脂异常的普遍

暴露状态，这对我国血脂异常防治工作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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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经导管心血管治疗学术会议（TCT）上，TCT 主席

Martin B. Leon 教授和 Gregg W. Stone 教授把 TCT 最高荣誉

奖——终身成就奖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高润霖院士。

高润霖院士表示，获得 TCT 终身成就奖感到十分荣幸。但他

特别强调，这一奖项应该属于他的整个研究团队，属于中国整

个心血管学科，属于中国。 

 （卢芳）

高润霖院士荣获 TCT 终身成就奖
他表示这个奖属于中国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5 年初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

与慢性病调查报告》显示，2012 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

40.40%，比较 2002 年的患病率水平出现大幅度增加，其中高

胆固醇血症患病率 4.9%，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病率 13.1%，低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的患病率 33.9%。

鉴于此，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以及中华

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组成的血脂指南修订联合委员会，经过广

泛征集意见和反复讨论，制定了这份新指南（修订版），这也

是对 2007 年旧版指南的更新。

高润霖介绍说，新修订的指南，依据国人长期队列研究流行

病学数据和临床循证研究进展，对人群的心血管病危险分层

做了重要更新，对缺血性心血管病极高危人群提出更严格的

控制目标。

指南强调要根据个体心血管发病危险决定治疗措施；强调治疗

性生活方式改变作为血脂异常患者的基础治疗措施；强调高胆

固醇血症患者和高危以上人群长期药物调脂治疗的重要性。指

南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提出通过定时血脂检测，

早期发现高胆固醇患者；从生活方式干预、控制危险因素和规

范诊疗入手，努力提高人群血脂异常防治的知晓率、治疗率和

控制率水平。

高润霖指出，该指南不仅适用于临床诊疗和卫生保健等专业人

员，对患者及关注健康的公众都有指导意义。希望各级卫生行

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团体及新闻媒体等积极宣传、推

广和贯彻新指南，为全面推动我国血脂异常防治工作，造福于

国民心血管健康而共同努力。 （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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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tion. September 28, 2016.来源

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宣传司和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举

办的委管出版物主题宣传项目 2016 年总结会上，《中国循环

杂志》两篇文章荣获 2016 年度国家卫生计生委主题宣传激励

项目“最佳宣传作品”。

 

这两篇文章分别是《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5 概要》和《中国

冠状动脉血运重建适宜性标准的建议（试行）》。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5 概要》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全

国心血管病各个领域的多位专家，通过组织多次的研讨，历

时一年编纂而成。全面准确反映了我国 2015 年心血管病危险

因素流行趋势。

《中国冠状动脉血运重建适宜性标准的建议（试行）》一文是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全国专家，经过多轮讨论，借鉴了美国

适宜标准的制订方法，使用 RAND 专家小组评价法，有代表性

的聘请国内 6 位介入医生、6 位外科医生、12 位有代表性的心

血管科医生、其他治疗心血管病患者的医生和卫生评价研究人

员，结合国情制定中国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适宜性标准的建议。

 

这一标准是我国第一步关于规范性使用介入治疗技术的标准，也

是我国第一部严格根据 RAND 方法制订的标准。 （杨进刚）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循环杂志》两文获 2016 年度
国家卫计委主题宣传激励项目“最佳宣传作品”

9 月 28 日，Circulation 杂志在线发表了阜外医院顾东风团队的

一项研究。该研究推出了一个新的针对国人的预测工具，以评

估未来 10 年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的风险，主要

包括冠心病和脑中风。

与以往模型不同，新模型不仅纳入了年龄、收缩压、是否用药

降压、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吸烟和

糖尿病之外等其他模型有的指标，还根据国人的实际情况，考

虑了南方和北方、城市和农村、腰围和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

以及年龄与各危险因素的交互作用。

 

比如，一名 60 岁的男士，收缩压 130 mmHg，总胆固醇 210 

mg/dL，HDL-C 55 mg/dL，腰围 80 cm，不吸烟，但有糖尿病，

居住在北方的城市，之前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话，计算

其 10 年发生或死于心脑血管病的风险为 11%。

 

研究者建议，如果 10 年心脑血管病发病风险超过 10%，应被

视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而发病风险在 5%~10% 可视为中危人

群、小于 5% 为低危人群。对于高危人群，应在医生指导下进

行降压、调脂、降糖等药物治疗。其他类别的人群，也应加强

自我监测，并采取戒烟、控制体重和纠正危险因素等方式。 

作者指出，心脑血管疾病危害巨大：我国 2013 年有 372 万人

死于这两种疾病，仅住院费用就达到了 700 亿人民币。而了解

国人风险水平和风险因素能够有助于制订个体化的预防策略。

 

与之前的预测模型不同，腰围、南方和北方、城市和农村、心

血管疾病家族史四个新变量进入了模型。作者认为，要特别重

视腹型肥胖的问题，以及针对城乡差别和地域差别进行心脑血

管病的预防。

 

作者介绍，10 年前刘静等和武阳丰等分别建立了我国冠心病

和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预测模型，但由于居民收入大幅增加、

老龄化、西方生活方式和寿命延长，我国心脑血管疾病预测需

要新的数学模型。研究还发现根据西方人群制订的预测公式不

适用于中国居民。

 

该研究对 1998 年 ~2001 年入选的 2.1 万人进行了 12.3 年的跟

踪，其中新发心脑血管病 1048 人。建立模型后，又分别在包

括 14123 名和 70838 名的两个独立人群进行了验证。

 （杨进刚 卢芳）

Circulation 发表顾东风团队 10 年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评估工具 ：

新模型纳入腰围、南北方和城乡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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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是第 19 个全国高血压日。当日，全国高血压日主

题活动暨中国高血压防治历程回顾图片展在京举办。

 

我国高血压领域领军人刘力生教授对我国高血压防治历程进

行了回顾。她指出，我国高血压防治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群

控制率由 1 位数提升为 2 位数，卒中死亡率显著下降。这对

于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不俗的成绩。

 

她强调，健康中国 2030 提出，应把公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要全方位、全周期的保障人民健康。因此，控制

好血压，是响应健康中国的重要保障。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王文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我们要将高

血压患者筛查出来，提高公众高血压知晓率。血压正常的居

民需每两年测量一次血压。高危人群需每 3~6 个月测量一次

血压。并改善生活方式，预防高血压的发生。对于高血压患

者未达标者应每天需测量血压，早晚各一次。血压达标者每

周测量 1~2 次。从而改善治疗依从性，提高达标率。

 

会议上，北京市东城区在活动现场也充分展示了近十年来在

慢病综合防治方面的工作成果。

 

本次活动除北京外，河北、河南、江苏、山东、安徽、浙江

等省市也同步开展“知晓您的血压”主题活动。我国健康教

育专家洪昭光教授在北京主会场向分会场公众进行视频同步

健康教育讲座。

各地与会专家分别为现场居民提供了健康咨询。此次高血压

日主题活动，全国各地共有近六千人参加现场活动，万余人

通过网络视频直播观看健康教育讲座。

 

刘力生提出，高血压的治疗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

说患者的顺从性、配合性。如果患者不配合，任何医疗行为，

都解决不了问题。由此可见，“知晓您的血压”对公众而言

的重要性。

 

她表示，慢病控制不好，一切 GDP 等于零。四种常见慢病中，

心血管病是领头羊，而是心血管病中，最要害的是高血压。

高血压是心血管病防控的切入点，易于检查，且治疗方法成

熟，易控制，可减少卒中等并发症的发生。

 

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 年）》数据显示，

2012 年全国年龄≥ 18 岁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25.2%，其中

41.0% 接受了药物治疗，血压达标的患者占 13.8%，较 2002 

年有明显提高。

 

需要强调的是，近十年来高血压患病的增加不应被简单的视

为高血压防治工作的欠缺。相反，一方面，近年来生活水平

的提升使人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正是

由于医疗卫生的普及和医务人员的不懈的努力，更多的高血

压病患者在疾病初期就被筛查出来。因此，近年来高血压的

三率较十年前的显著提高恰恰证明了我国高血压防控工作取

得的成就。

2016 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活动暨中国高血压防治历程回顾图片展在京举办

知晓您的血压：五年不变的主题

国家卫计委疾控局慢病处处长吴良有，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书记黄春，东城区卫计委主任林杉，副主任刘清华，东城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王联君等参加活动并讲话。刘力生、洪昭光、吴兆苏、王文、陈伟伟、华琦、孙宁玲、王文志、王增武、李建

平等教授以及本次活动的支持单位华润双鹤药业相关领导和五百多位公众出席了 2016 年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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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王文教授已经从事中国高血压防控工作数

十年了。近日在《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发布后，作为中国高血压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北京高血压防

治协会会长，他在看到全文后表示，纲要中对高血压防控的政

策很受鼓舞。

他介绍说，虽然纲要中提及高血压防控的仅有寥寥数十字——“基

本实现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管理干预全覆盖”，但与既往由 15

部委联合发布的慢病防治规划比起来，健康纲要由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联合发布，这么高的级别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此次发布的纲

要由政府“挂帅”，把健康指标直接作为了各级管理部门的考核

指标。“这将会让工作推动比原来力度更大。”他表示。

王文还用具体数据向记者展示了近年来中国高血压防控的巨大

进步。

硬指标和最新数据展示不俗成绩

患病率高，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低曾是高血压防控的痛点，

但经过坚持不懈的呼吁和努力，我国高血压防控取得了不俗成

绩。《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 年）》相关数

据显示，2012 年 18 岁以上的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25.2%，换

算下来是 2.7 亿高血压患者。与 2002 年相比，知晓率从 30%

提升到 46%，治疗率从 25% 提升到 41%，控制率从 6.1% 提升

到 14%。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开展了的“十二五”重大科研课题，从全

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随机取样 50 万人，全面覆盖发达城市与偏

王文：高血压防控是社会系统工程

远农村地区。2015 年数据的初步分析提示，高血压患病率为

27%，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 51%、45% 和 17%。这

个可以说是目前高血压防控的最新数据。王文透露研究成果将

于明年总结发表。

除了“三率”水平的改善能够说明高血压防控的进步，王文说，

脑卒中的年龄标化死亡率也是评价高血压防控效果的一个硬指

标。疾控中心去年发布的 1990-2013 年疾病死亡率数据提示，

脑血管病的年龄标化死亡率下降了 21%，其中脑出血标化死亡

率下降了 38% 。脑出血是与高血压疾病密切相关的并发症，

这说明高血压防控真的取得了效果，因为血压下降是预防脑出

血事件的关键。

三大计划打造高血压防线

未来如何防控？王文认为提高人群的知晓率是高血压防控的关

键。世界高血压日的主题连续五年都是“知晓你的血压”。怎

样知晓？正常人群建议每两年量一次血压，查出隐藏的高血压。

高血压患者要定期测量血压，科学用药治疗，提高治疗率和控

制率。

提高控制率主要还依靠指南的推广指导规范化的治疗。2010

年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去年启动修订，已经举行了

20 场专题会议讨论有争议的问题。中国高血压联盟和国家心

血管中心主持指南修订，计划明年下半年修订完成。这是继

2005 年和 2010 年后的第三次修订。

指南制定后的推广也很重要。1999 年在刘力生教授带领下制

定第一版指南后，高血压联盟就开展了“高血压世纪行”的推

广活动。2010 年指南推广活动改名为“火炬计划”。“火炬

计划”主要面对二级和三级医院，推广循证医学证据和相对完

整的理论，以理论指导为主。

2009 年在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孔灵芝局长的支持下，联盟开始

推广简易版本的基层指南，名为“燎原计划”。基层指南主要

针对城市社区和农村乡级卫生院医生开展宣教。从 2009-2013

年共有 10 万名基层医生参与。为了更利于在基层推广，2014

年基层版指南又进行了修订即《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

除了学术讲座宣教，还采取社区医生高血压防治知识大赛、病

例讨论等多种形式推广。

除了对医务人员进行分层推广指导，高血压联盟、国家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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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委员会四

个机构还在 2013 年制定了《中国高血压患者教育指南》。其

中面向患者的指南推广称为“春雨计划”，推广也是通过医疗

体系。上级医院对当地骨干进行培训；骨干回去培训基层医生；

基层医生在日常门诊和一月一次的患者教育中宣讲给患者。

共建共享防治高血压

王文一直主张，高血压防治是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专家、媒

体、企业都是高血压防治中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政府主导，

专家培训，媒体宣传教育，企业支持，最后落实到基层。

王文非常赞同纲要提及的“建立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综合和

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重大疾病防控

机制”。在国家级慢性病防治体系层面，“三驾马车”疾控

中心、国家心血管中心和国家癌症中心要形成合力。国家心

血管中心负责心血管相关指南的制定、修订和学术层面的指

导。

而在疾控中心与医疗机构的分工上，疾控中心侧重于公

共性的健康教育，比如饮食限盐、控烟等健康生活方式

的教育和病前预防。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是诊断治疗和管

理患者。

在医疗机构内部，分级诊疗后大部分高血压患者会在基层看病，

因此慢病防治的主战场在基层，培训好基层医生是关键。二、

三级医院要承担好培训基层医生的任务，并且去指导基层的实

践工作。

王文说成立于 1989 年的高血压联盟主要任务是指南制定推广

和人群防治。作为高血压慢病防控的重要社会力量，任重道远。

2018 年国际高血压学会科学大会将首次在北京召开，高血压

联盟将继续引领高血压科学研究和防治工作。 

 （况扶华）

心在线网站来源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1、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 16 万亿。

2、人均预期寿命提高 3 岁，达到 79 岁，目前 76.34 岁。

3、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 5.3 亿人，目前水平 3.6 亿。

4、重大慢病过早死亡率比 2015 年降低 30%，2013 年重大慢

性病过早死亡率为 19.1%。

5、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达到 25% 左右。2015 年

为 29.3%。

6、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提高 15%。

7、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3.0，2015 年为 2.2。

8、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0%，2015 年为 10%。

9、15 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每千常住人口注册

护士数达到 4.7 人。

10、到 2030 年，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纲要中的关键数据包括了人口寿命、医疗服务的情况，也提到

了运动和吸烟，但在慢病方面的阐述是：推动癌症、脑卒中、

冠心病等慢性病的机会性筛查。基本实现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管理干预全覆盖，逐步将符合条件的癌症、脑卒中等重大慢

性病早诊早治适宜技术纳入诊疗常规。到 2030 年，实现全人

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提高

15%。

但没有提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管理目标，比如高血压、高脂

血症和心肌梗死等情况，估计也是由于老龄化和城市化，这些

疾病的患病率正在日渐升高。管理起来难度较大？

 

该报告中的关键词如下：

 

1、健康优先：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促进健康

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

2、改革创新：发挥科技创新和信息化的引领支撑作用。

3、科学发展：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西医并重，推动

健康服务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转变到质量效益提升的

绿色集约式发展。

4、公平公正。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推动健康领域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 （杨进刚）

十大数字解读“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总规模将达 1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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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24 日，2016 年中国高血压年会暨第 18 届国际高血

压及相关疾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国内外高血压及

相关领域的专家代表 300 余人和医师代表 2000 余人齐聚美

丽的羊城，一起为防控高血压出谋划策，并分享学术领域相

关进展。

 

王继光：未来高血压控制强调“全面达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继光教授指出，目前要在

整个人群水平上将高血压防治工作做得更好，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尽可能在每个高血压患者血压开始升高时就做出诊断，

这就需要对每例患者进行血压监测，而最好的方式是家庭血

压监测。如果每个人都养成习惯，从幼时起就每年测量一次

血压，那么就可以在血压升高的一年内做出高血压诊断，这

样可以大幅提高知晓率，从而有效提高治疗率，对控制率自

然也会有影响。

 

第二，若患者已经服用了降压药物，但未能实现降压达标，

那么无论医生还是患者，观念都很可能需要进一步更新，要

使用足够多种类、足够大剂量的降压药物，最终将血压降至

目标水平。

 

他强调，如果能够做到定期测量血压，能够做到认真服药，则

绝大部分高血压患者都能够将血压控制到目标水平。同时，高

血压除了作为一种心血管危险因素外，还是一种临床表现，应

该注意将其背后的疾病找出来并有效管理治疗。总之，未来高

血压控制强调“全面达标”，即血压能够长期、平稳维持在标

准范围内。

陈鲁原：高血压管理如何深入到广泛的基层面临挑战

广东省人民医院陈鲁原教授指出，目前我国高血压社区管理已

经有所成效，知晓率和治疗率也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相差甚远。

 

此外，虽然当前高血压防控中比较重视预防和患者教育，比如

启动高血压指南修订，利用“世界高血压日”、“中国高血压

日”等健康日进行宣传，但种宣教需要政府、新闻媒体、企业、

学术团体、医院和医生共同配合进行，而当前却联动性不够有

力，医生也难以兼顾本职工作和社会活动，这使得高血压的科

学普及面远远不够，很难深入到广泛的基层。

 

另外，近期中国的大规模随机对照降压临床试验与注册研究，

以及盐与高血压、代谢、肥胖与高血压等研究为我国高血压防

治指南的修订提供了国人循证证据。但在血压测量方法的研究、

诊室外血压评价高而实际应用差的问题、血压测量工具的选择，

以及对高血压影响因素深入的研究等，尚有挑战。

 

曾正陪：血醛固酮与肾素活性比值筛查原醛症有一定局限性 

北京协和医院曾正陪教授介绍，近些年来随着诊断技术的提高，

特别是将血浆醛固酮与肾素活性比值（ARR）作为原醛症筛

查指标后，相当一部分血钾正常的原醛症患者得以发现并确诊。

 

但 ARR 作为原醛症筛查试验有一定假阳性，必须选择一种或

几种确诊试验来避免原醛症被过度诊断。原醛症的定位诊断，

首选肾上腺 CT，需手术时应鉴别是否为单侧病变时行 AVS。

对于原醛症的治疗，醛固酮瘤及单侧肾上腺增生首选腹腔镜手

术切除，药物首选螺内酯，依普利酮为选择性用药。

2016 年中国高血压年会在广州召开

多方共参与 提高血压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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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t Neurology,

 28 October 2016.

来源

高平进：三成高危人群并存肾动脉狭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高平进教授指出，肾血管性

高血压是指肾缺血引起的高血压，而肾动脉狭窄并非均引起高

血压。肾动脉狭窄的常见原因为肾动脉纤维肌性结构不良、大

动脉炎和肾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年龄、性别和种族差异。肾动

脉粥样硬化性狭窄（ARAS）是肾动脉狭窄的重要原因，其次

是肾动脉纤维肌性发育不良（FMD）；过去，大动脉炎是我

国年轻人肾动脉狭窄的主要原因，但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粥样硬化性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势必增加。

 

其中，年龄≥ 65 岁的人群中 ARAS 总发生率约为 6.8%，男

性高于女性；ARAS 在高危人群中的发生率较高，约 30%。

ARAS 患者心血管事件及死亡明显增高。目前没有资料证实介

入治疗的优势，但观察性研究获益仍提示继续开展临床研究的

必要性。

 

FMD 虽然是一种罕见疾病，但与肾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不同

的是，单纯球囊扩张术可以使绝大多数患者获益。欧美正进

行大规模人群的注册研究，目前中国尚无相关的研究，但随

着认识及筛查手段的提高，FMD 的检出率正在增高，因此亟

需在国内进行相关的临床研究，尽快建立肾动脉 FMD 的诊

疗规范。

北京安贞医院吴兆苏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朱
鼎良教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峻教授获得 2016 
年中国高血压突出贡献奖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赵静教

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蕾蔓医学

院刘仁玉教授遵循中国人的特点，提

出了既可方便记忆，又能迅速识别脑

卒中患者的“120”三步法。

 

其中“1”代表“1 看脸是否对称”，“2”

代表“2 查是否存在一侧手臂无力”，

“0”代表“聆（0）听讲话是否清晰”。

 

120 也是以大家熟知的医疗急救电话

号码，更方便记忆。如果怀疑中风，

可拨打急救电话 120。

 

美国 2007 年提出用“FAST”识别中

风 的 症 状。 但 FAST 是 英 文，F 代 表

Face，表示在微笑时是否两边面部是

否对称；A 表示 Arm，表示在双手平

举，是否有一边上肢支撑不起；S 表

示 Speech，表示是否说话困难、言语

含糊不清或不能理解他人的话语？

T 则 表 示 Telephone 和 Time， 如

果上述三项有一项存在，请您立

即拨打急救电话，并记住症状出

现的时间。

 

其实，120 和 FAST 说的都是一回

事儿，都是面部对称、肢体无礼

和言语不清，但英文对于老百姓

的记忆较难。而 120 既是电话号

码，又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更容

易记忆。

 

脑卒中是我国第一大死亡原因，

而尽早到达医院溶栓是治疗急性

缺血性卒中最有效的方法，只有

尽早识别中风患者，才有可能实

施溶栓治疗。 （杨进刚）

识别脑卒中“120”三步法
1 看脸是否对称，2 查手臂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讲话是否清晰，若有就打 120

识别脑卒中“120”三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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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此次会议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是，临床医学研究在医学科技创

新中的地位将进一步突出。

 

配合会议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部、食药监总局、中

医药管理局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等 5 部门日前也出台

《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意

见》），提出“全面加强临床医学研究”。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会上说，要发挥医疗卫生机构和技

术人员医学创新的主体作用。“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处于

创新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结合点，是连接患者、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企业的枢纽，在科技创新的三个重要环节都发挥不

可替代的作用”。

 

“离开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就会失去源头

活水”，李斌说，医疗卫生机构及其技术人员是科技创新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等享受国家各项科技创新的激励政策。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说，“我国现阶段临床医学

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许多临床诊疗方案都是运用国外的。”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代涛参与起

草了这一《意见》。他指出，基础医学研究有不少项目专门支

持，例如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但临床医学

研究方面缺少自己的研究专项。

 

事实上，改变目前中国临床医学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需要解决

的问题还不少：一方面当前公立医院诊疗服务量太大，导致医

生顾不上科研；与此同时，受制于目前临床医生的职称评价体

系，临床医生要晋升，还不得不发表论文。即使是愿意投身临

床医学研究的医生也缺少专门的国家项目支持，需要从其他科

研计划中找，这就导致了医生都投身于基础研究，对临床医学

研究的积极性受限。

 

对此，《意见》明确提到，将加大稳定支持临床研究投入的力

度。积极争取设立专门面向临床研究的科研计划和项目，探索

设立自主创新的临床研究项目。

 

此外，有关部门还将“建设一批临床医学研究的技术平台”。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会上称，疾病和临床资源是我国特

有的基础优势，我们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群，有最为丰富的

病例资源，并且还有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一旦将这些资源有

机整合，必将形成无可比拟的科技竞争新优势。

 

李斌还表示，“十三五”期间，国家卫生计生委将与科技部进

一步合作，争取建立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稳定支持机制。

据了解，下一步医疗卫生系统将制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奖励和

收益分配办法，下放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转

移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单位，突出对主要贡献人员的奖励。同时

还将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充分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表示，“今后对于临床医生

的评价，主要是看创新对病人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效果。”

 

李斌在会上提出，今后将着重加强三类科研人员的培养。首先

是临床或公共卫生研究型人才，“要重点进行科研方法培训，

提高其应用研究能力”。

 

其次是高级研究技术人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科研技师。

 

第三类则是基础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如专业化的大

数据分析和应用人才，生物统计人才等，“使各类人才在卫生

与健康科技创新活动中各显其能”，李斌说。

 

《意见》也专门提到，支持医疗卫生等机构建立健全内部成果

转移转化机制，设立专门部门，完善内部技术转移功能；引导

一批公益类科研院所转制为非营利性科技服务机构，鼓励社会

资本或企业参与科技服务机构建设。

国家五部委发文提出“全面加强临床医学研究”
李斌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处于创新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结合点”

南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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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体重者所伴有心脏
代谢性疾病（CMD）比例

图 2  随体质指数（BMI）增加罹患不同程度心脏
代谢性疾病（CMD）的可能性

近期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 海 第 六 医 院 贾 伟 平 教 授 所 在 团 队 在

JACC 上以 Letter 形式介绍的中国糖尿病

和代谢性疾病研究表明，在整个研究人群

中，八成人伴有程度不同的心脏代谢性疾

病。

 

轻中度心脏代谢性疾病包括以下 1 个或 2

个危险因素：中心型肥胖（男士腰围≥ 90 

cm，女士腰围≥ 85 cm）；甘油三酯水平

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血

压升高。重度心脏代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

前期、代谢综合征、2 型糖尿病或心血管

疾病。

 

研究还发现，在伴有不同程度心脏代谢性疾病者中，近六成体

重正常（图 1）。

而且研究还显示，体质指数（BMI）从正常体重界值 18.5 kg/m2

开始，随着 BMI 的增加，严重心脏代谢性疾病发生率上升明显，

当增加至 30 kg/m2 时，上升幅度开始减缓。当 BMI 达 35 kg/m2

时，罹患严重心脏代谢性疾病可能性高达 80%（图 2）。

上海第六医院贾伟平等在 JACC 称 ：

近八成国人有心脏相关的代谢问题，六成为体重正常者

[1] ACC. Sep 26, 2016.

[2] J Am Coll Cardiol, 2016, 68:1599-1600.

来源

近日，刊登在 Circulation 和 J Am Heart Assoc 上的两项研究均

提示，经常骑自行车的人患心血管疾病及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

风险较低。

 

Circulation 上的这项研究中，南丹麦大学学者对 45 000 例

50~65 岁受试者随访 20 年。研究发现，骑自行车可使心脏病

风险降低 11%~18%，使冠状动脉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26%。即

使在随访的前 5 年经常骑自行车，而随后的 15 年不骑自行车

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能够降低 25%。

 

研究者表示，在随访的 20 年内，2892 例心脏病发作患者中至

少有 7% 的心脏病可通过骑自行车避免。研究者强调，每周骑

自行车半小时即对心脏有保护作用。

 

瑞典隆德大学学者发表在 J Am Heart Assoc 的研究纳入 2 万余

例 40~60 岁的中老年受试者，研究者发现，基线时，与不经常

自行车的人相比，经常骑自行车的人更少合并肥胖、高血压、

高胆固醇血症、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研究者随访 10 年，骑

自行车使肥胖、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糖尿病风险分别降低

39%、11%、20% 和 18%。 

 （许菁）

Circulation 一项研究称 ：

骑自行车使心脏病风险降低 11%~18%

[1]Circulation, 2016, 134: 1409-1411.

[3] J Am Heart Assoc, 2016, 5: e004413.

来源

研究者认为，不论是超重或肥胖人群，还是正常体重人群，均

应该考虑做好防治心脏代谢性疾病工作。

 

该研究共纳入 45093 位 20 岁以上受试者。 （卢芳）

正常体重 超重 / 肥胖超重 / 肥胖

重度 CMD 重度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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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杨跃进教授牵头的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注册研究近

期公布了一项新的分析。该研究发现，对于中国 ST 段抬高的急

性心肌梗死（STEMI）患者，如果接受急诊介入治疗，从症状发

作到介入治疗的平均时间为 5.5 小时，明显长于其他国家的数据。

研究也发现，越晚开通冠状动脉，再灌注效果也就越差。

 

作者称，这是首个中国有关从症状发作至再灌注治疗的研究，

发现这一时间远远长于其他国家的数据，如，美国 2000 年是 3.9

小时，2013 年日本是 2.25 小时，韩国 2008 年是 4.6 小时。而且，

中国 68% 的患者在 3-12 小时之间得到治疗，而其他国家则是

3-6 小时间得到治疗。

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注册研究首次报告

中国患者从发病至急诊介入时间：平均 5.5 小时

Am J Cardiol. 2016 Aug 13.来源

中国循环杂志 , 2016, 31: 858-861.来源

常有类似“24 岁小伙突发心梗险丧命”的新闻见诸于纸端报头，

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发生心梗？

 

近期广州军区总医院向定成等就吸烟进行的研究表明，吸烟对

青年男性心梗相对致病风险较高，较之不吸烟者可增加 7 倍的

心梗风险。

 

这项研究共纳入 2026 例心梗患者，和 2026 例年龄、性别相匹

配非心梗对照者。

 

结果显示，心梗超过半数患者吸烟，吸烟率是对照组的 2 倍。

而≤ 45 岁心梗者 84.2% 的人在吸烟。

 

进一步分析发现，≤ 45 岁男性吸烟者心梗风险是不吸烟者

的 7 倍，在 45~59 岁男性中为 5 倍，≥ 60 岁男性中为 4 倍，

≥ 60 岁女性中为 5 倍。

 

这提示吸烟是心梗的主要危险因素，且吸烟与心梗发病年龄呈

负相关，也就是说年纪越轻，吸烟对其风险越高。 （卢芳）

广州军区总医院向定成等 ：

吸烟增加青年男性 7 倍心梗风险

图 1  中国 STEMI 患者从发病至接受再灌注治疗的时间分布

该研究入选了从发病到接受再灌注治疗 30 小时之内的 3877 例

患者，总死亡率 3.2%。在 6 小时内如果能开通血管的患者，

死亡率为 2.7%，6-12 小时为 3.4%，超过 12 小时则达到 4.09%。

但在校正混淆因素后，差异不再有统计学意义。

 

但如果以 ST 段回落 <50% 作为没有充分再灌注的指标，6 小时

内未有效再灌注的比例有 16.7%，6-12 小时为 19.2%，而超过 12

小时的患者则达到 24.3%。多因素校正后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研究也发现，至省级医院就诊的患者可能由于交通拥堵等问题，

从症状发作到接受再灌注治疗的时间反而较长。

作者指出，由于中国没有建立区域性的心肌梗死救治网络，存

在无序转运和较为严重的救治延迟现象，中国心肌梗死救治还

面临挑战。 （杨进刚）

图 2  不同级别医院从患者症状发作至再灌注治疗时间差异

省级医院 地级市医院 县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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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2016,50: 759-763.来源

筷子尖儿上的盐，谁也离不开，但国人口味普遍有点重。每日

多吃一点盐，危害有多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刘敏等利用 2013 年全球疾病

负担研究结果对中国人群进行分析表明，2013 年，由于吃得

太咸所致死亡人群达 117 万余人，占全部死亡的 12.6%，其中

男性多于女性，北方高于南方。

 

研究显示，我国 7.8％的肿瘤死亡、25.2％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

22.9％的慢性肾病的死亡均与高盐饮食有关（图 1）。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是目前应用最多的、最具代表性的

疾病经济负担评价和测量指标，指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

健康寿命年，包括因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LL）和疾病所

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YLD）两部分。

 

研究显示，因高盐饮食造成的 DALY 为 2275.9 万人年，标化

DALY 率为 1588.0/10 万，男性（2189.7/10 万）同样明显高于

女性（993.2/10 万）。

 

此外，研究表明，中国几乎所有调查省份的盐和钠摄入量均远

远超标，其中高盐饮食归因标化死亡率和标化 DALY 率最高

的 5 个省份均是新疆、青海、西藏、陕西和河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发现 ：

“口味重”让我国每年 117 万人死亡

近期，美国限盐干预试验——高血压干预研究（TOHP）发布

一项随访 25 年的数据：吃盐越多，死亡风险越高。

 

研究者采用 24 小时尿钠排泄量检测钠盐摄入量，通过分析

2974 例未进行限盐干预的受试者的数据发现钠盐摄入量与死

亡风险呈直接线性相关，并非之前的研究所发现的盐摄入量与

死亡风险呈“U”或“J”型曲线。

 

研究者强调，采用重复测量 24 小时尿钠排泄量评估钠盐摄入

量更为准确，用其他替代方法测量钠摄入量可能会导致一个虚

假的“J”型缺陷。

数据显示，钠摄入量 <2.3g、2.3~3.6g、3.6~4.8g、≥ 4.8g 时的

死亡危险比分别为 0.75、0.95、1.00 和 1.07。而且钠摄入量每

增加 1 g，则死亡风险增加 12%。钠 / 钾比值每增加一个单位，

死亡风险增加 13%。但本研究并未发现限盐能显著降低死亡风

险（HR=0.85，P=0.19）。但钠摄入量 >4.5g/d，则冠心病风

险增加。

 

研究纳入 TOHP Ⅰ的 744 例受试者和 TOHP Ⅱ的 2382 例受

试者，随访 23~26 年。 （许菁）

美国限盐干预试验 ：

吃盐量与死亡风险线性相关，而非“J”型曲线

 J Am Coll Cardiol, 2016, 68: 1609-1617.来源

研究者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居民饮食

方式已发生改变，目前高盐饮食与加工食品、外出就餐的普及

有很大的关系。

 

这项研究提示，我国高盐饮食引起的疾病负担较重，其中归因

高盐饮食死亡的比例高于全球。

 

研究者强调，我国高盐饮食的危害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

是男性人群，和北方省份，应当着重有针对性地在这些地区开

展减盐行动。 （卢芳）

30%

25%

20%

15%

10%

5%

0%
慢性病 肿瘤 心血管病 慢性肾病

图 1  各种疾病所致死亡归因于高盐饮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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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T 研究可以用“火”来形容，该研究发现强化降压（收

缩压降至 120 mmHg）与传统降压目标（140 mmHg）相比，

可使患者的死亡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分别降低 30% 与 25%。

 

其结果能否写入指南？近期在罗马举行一场激烈的辩论后，大

多数人却不同意其写入指南。挪威 Sverre Kjeldsen 的观点是，

研究结果很难解释，而且认为该研究者有不道德的做法。

 

用前所未有的方法量血压 

Kjeldsen 说，试验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量血压，使得与

以前的试验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在所有主要的近期高血压试

验中，受试者均在医务人员面前用自动血压计分别测量血压三

次。然而，在 SPRINT 研究中，医务人员在测量开始之前离

开房间。这种方法还没有被验证。

 

Kjeldsen 提出了多个证据，表明其会导致血压读数较低，比通

常低 10-20 mmHg。他说，在应用这种检查方法时，SPRINT

研究的收缩期血压目标为 120 mmHg 实际上更接近于其他试

验的 140 mmHg 的标准。

 

意大利 Giuseppe Mancia 也认为，关于无人看管的血压测量问

题“相当令人不安”，但是认为在高质量研究中观察到的和未

观察到的血压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更可能是 5 mmHg，而不

是 15mmHg。“无人看管的测量使得其很难与其他试验进行

比较，”他说。

 

不报告测量方法不道德 

Kjeldsen 还强烈批评 SPRINT 研究者没有在最初的 NEJM 论文

或其补充材料中报告这一重要事实。他说，不报告是不道德的。

失访人数多 

Kjeldsen 还指出，近 500 人在试验期间停止治疗，超过 250 人

失访，这影响了对试验结果的解释。

 

强化组获益或因为利尿剂多 

SPRINT 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强化治疗组的心力衰竭

减少。但 Kjeldsen 说，由于年龄和其他风险因素，SPRINT 人

群有极高的心力衰竭风险。他说，这可能是由于治疗组中利尿

剂比对照组更大更有效的使用。因此，可能由于标准治疗组中

由于利尿治疗较少，心力衰竭风险增加，造成了假象。

 

此外，强化治疗组中强化的利尿方案也可能导致不良事件显著

增加，包括低血压，晕厥，电解质失衡和急性肾损伤或急性肾

衰竭。

 

Kjeldsen 引用了一项研究计算出，每 1000 人用更积极的目标

治疗 3.2 年，平均 16 人将受益，22 人将受到严重伤害，962

人不会受益。“SPRINT 研究对指南或临床实践没有影响，”

他说。

 

Kjeldsen 还指出另一个道德问题。在 NEJM 发表试验前两个月，

研究者就公布了研究结果，这可能对大家造成误导。

 

William Cushman 是 SPRINT 的 研 究 者， 他 详 细 介 绍 了

SPRINT 的主要发现。总体而言，两组间严重不良事件没有显

著差异。但他也说，不像死亡，这些严重不良事件的报告可以

是很灵活的。 （杨进刚）

欧洲心脏病专家称 ：

SPRINT 研究结果不应写入指南且研究者做法不道德

Cardiobrief来源

Newkerala 网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最近称，饮用 65℃以上的热饮，可能增加罹患食道癌的风险。

 

报告指出，在中国、土耳其及南美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地区

的人们通常习惯饮用 65℃或 70℃以上的水、咖啡或茶，食管

癌风险也随之提升。65℃以上的饮料被列入了 2A 级，意思是

很可能致癌，高温油炸食品和高温油烟也是这一类。红肉也属

于这一归类中。

 

食道癌是全球第八位最常见的癌症，也是致死率较高的主要病

因。据统计，2012 年约有 40 万食道癌死亡案例，占全部癌症

死亡案例的 5%。 （杨进刚）

世卫组织：喝烫饮料（≥ 65℃）或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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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 2016, 14: 130-132.来源

近日，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公

布了 2015 年度中国心脏外科白皮书。

 

阜外领先，与安贞两家手术例数过万 

在报告的 729 家医院中，手术例数排名前十

的医院略有变化。其中阜外医院依旧遥遥领

先，和安贞医院两家心脏手术例数过万，武

汉亚心医院再次回归“探花”。此外，上海

中山医院入围十甲，河南省人民医院则跌出

前十。

 

心血管手术地区分布两极分化依旧明显 

在白皮书报告中，不论是地区排名，还是心脏

各类手术排名，北京还是“长”在榜首，各地

区有所变化。总体看来，人口密集、经济发展快速、医疗资源

丰富的地区技术优势突出。

 

其中，年心脏手术例数超过 1000 例的医院达到了 47 家，完成

全国心血管手术总量的 53.3%。

 

作者在文中数次强调，心脏外科各地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仍

较明显，两极分化依旧明显。

 

先心病手术连续下跌 3 年，大血管手术连涨 3 载，体外循

环下手术数继去年继续萎缩 

在 2015 年 729 家医院上报的总心脏手术例数为 212,795 例，较

2014 年总体增长了 1.46%；体外循环下手术例数为 158,920，

较 2014 年减少了 0.26%。

 

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减少了 4.8%，连续 3 年下跌；而大

血管手术数为 12,828 例，增加了 18.2%。

 

此外，冠脉搭桥较 2014 年增加了 4.04%，共 44262 例；瓣膜

手术与 2014 年持平。

 

作者指出，体外循环下手术略有下降，以及先心病手术量的数

年下降，或都与微创封堵及介入手术推广有关。

 

此外，我国产前检查的普及和水平提高也在遏制先天性心脏病

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不过“今年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有可能会

2015 年度中国心脏外科白皮书：
阜外医院心外手术超 1.3 万例，安贞医院 1.1 万多例，武汉亚心 5000 余例排名第三

使这一趋势出现调整，”作者预测。

 

体外生命支持呈两位数增长，前景广阔 

2015 年，接受包括体外膜肺氧合（ECMO）和主动脉内球囊

反博（IAMP）及心室辅助装置（VAD）在内的体外生命支持

病例数较 2014 年增长了 15.2%。

 

其中，ECMO 增长最为明显，较 2014 年增长了 16%，共 974 例。

 

作者认为，体外生命支持的增长与相关专业学术团队积极

培训推广有关，也表明我国在危重症人工心肺支持方面的

需求。

 

心肺移植：香港一枝独秀 

2015 年全国共开展了 11 例心肺联合移植，10 例就来自香港玛

丽医院，余下 1 例来自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肺移植全年仅 68 例，其中 13 例来自香港。319 例心脏移植来

自大陆 25 家医院和香港地区医院，数量较 2014 年减少了 39 例，

下降了为 10.9%。

 

作者指出，目前仍需改变国民的传统观念，不断扩大供体来源，

促进心肺移植的专业发展，满足临床的医疗需求。 

 （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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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 年心脏手术例数排名前十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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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各大省会城市等

74 个主要城市，约占国土面积 9%，每年贡献 63%GDP，但随

之经济的爆发，空气污染问题也紧跟而来。

 

近期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Fang D 等进行的研究表明，2013 年这

些城市的居民有 32% 的死亡与 PM2.5 污染相关。PM2.5 对人群

健康的危害堪比烟草，甚至猛于烟草。

 

研 究 显 示， 在 2013 年 这 74 个 城 市 共 死 亡 303 万 人， 其 中

PM2.5 污染相关死亡人数占 31.8%。

在因心血管疾病、肺癌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人群中，与 PM2.5

污 染 相 关 的 死 亡 人 群 分 别 占 35.3%、46.0% 和 15.7%。 在 与

PM2.5 污染相关的全因死亡人群中，心血管疾病、肺癌和呼吸

疾病分别占 47%、11% 和 6%（图 1）。

南京大学学者绘制中国 PM2.5 污染死亡地图 ：

74 个大城市 32% 死亡与 PM2.5 污染相关

Sci Total Environ, 2016, 569-570:1545-52.来源

图 1  2013 年 74 个大城市 PM2.5 污染相关的死亡比例

图 2  2013 年 74 个大城市 PM2.5 污染相关的死亡率

研究者强调，我国 PM2.5 对人群健康威胁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

吸烟。研究显示，2013 年，在这 74 个城市 PM2.5 污染相关全

因死亡率为 1.9‰，其中在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癌

的死亡率分别为 0.9‰、0.1‰和 0.2‰（图 2）。研究者进一步

分析发现，2013 年 PM2.5 污染相关死亡在京津冀地区最为惨重，

超过 30000 人的城市包括北京、保定、石家庄、天津和邯郸。

其次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

 

其中 PM2.5 污染相关的心血管死亡率最高的三个城市是石家庄、

济南和天津；PM2.5 污染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三

个城市是成都、合肥和长沙；PM2.5 污染相关的肺癌死亡率最

高的三个城市是成都、上海和济南。

 

再进一步分析不同城市之间 PM2.5 对居民死亡率的影响，结果

显示，死亡率和死因差异较大。并不是全部呈现随着 PM2.5 污

染程度的加深，死亡率升高。

研究者认为，这提示，人群死亡除了 PM2.5 污染外，还受到人

口结构、医疗条件等其他因素影响。但单就 PM2.5 污染对长期

死亡率的影响而言，暴露 - 反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若大气

PM2.5 浓度每增加 10 μg/m3，人群全因死亡率增加 5.37%，心

血管、呼吸和肺癌死亡率分别增加 5.91%、2.54% 和 8.93%。

 

研究人员还预测了达到不同 PM2.5 控制目标对人群的获益。他

们预测，如果能够按计划实现我国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的控制目标，即至 2017 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

三角洲等区域 PM2.5 浓度分别下降约 25%、20%、15%，或者达

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相关目标值，那么 PM2.5 相

关全因死亡率将比 2013 年分别下降 25%、64% 和 95%。

 

这项研究中所分析的 2013 年 PM2.5 污染相关数据、人口死亡

数据均来自官方相关公布，暴露 - 反应系数是研究者荟萃

2010-2015 年经筛选的 24 项流行病学研究所得。 （卢芳）

2013 年 PM2.5 相关死亡率

已上报死亡数（100%）

PM2.5 相
关 死 亡

（32%）
心血管病
（47%）

其他疾病
（36%）

呼吸系统疾病（6%）

肺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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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16 Sep 22.来源

AHA, September 20, 2016.来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周脉耕等在全国 10 万人中进

行的调查显示，2010 年中国有烟民 3.18 亿，耗费卷烟 1.74 万

亿支，若按目前国内国际上通用的一支香烟长 84 mm 计算，

吸掉的香烟可绕 3600 圈。

 

在中国男性中，吸烟之流行依旧居高不下。10 万人中，男士

有 62.4% 一度吸烟，其中有 54% 当前依旧吸烟，8.4% 之前吸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与 1996 年一样，男士开始吸烟的平均年

龄都在 20 岁，但通过对不同年代出生人群进行分析发现，开

始吸烟的人群变得愈加年轻，30 后多在 24 岁左右开始吸烟，

而 70 后则多不到 20 岁就喷烟吐雾。而且，比起老一辈抽水烟、

卷烟叶等传统吸法，加工后的卷烟危害更大，而 70 后吸烟者

则多从小小年纪就从吸卷烟开始。

 

女士中有 3.4% 吸烟者，其中 60 多岁人群中吸烟最为流行达

6.5%，而 30 多岁人群最低为 2.1%。但与男士一样，不同年代

出生人群开始吸烟年龄渐趋低龄化，30 后老太太最初开始吸

烟差不多 31 岁左右，而 70 后则不到 23 岁就开始手夹卷烟了。

 

此外，调查还显示，当前吸烟者每日所吸烟卷数量增加，平均

每日 17.2 支，也就是差不多一天一包烟。

就城乡区别而言，乡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对烟草更为钟爱，尤其

是 40~59 岁的中年人，或者相对接受教育程度较低者。

 

就地域而言，70%以上的吸烟男士集中在云南、贵州、青海、湖南、

海南、江苏、北京、甘肃等地；而在女士，东三省、内蒙古自

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吸烟流行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倍。

 

相比吸烟人数之庞大，想戒烟的人少之又少，尽管从 1996 年

的 4.2% 的戒烟率上升到 11%，但依旧不尽人意。

 

总之，研究者认为，有效的烟草控制手段和健康教育在中国是

非常紧迫的。此外，各种卷烟在中国的售价全球最便宜，必然

不利于推广禁烟。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比较担心 70 后以及之

后的几代人。这几代人吸烟者多，且年龄较轻就开始吸烟，吸

的还是卷烟。他们将成为卷烟全面冲击健康的几代。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分析 2010 年中国慢性病和危险因素

监测相关数据得出以上结论。其中共包括 31 个省市自治区 10

万≥ 18 岁成人。 

 （卢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全国烟草调查结果 ：

中国一年吸掉香烟 1.74 万亿支，可绕地球 3600 圈

很多人即使戒了几十年的烟，但之前吸烟所致的癌症、慢性阻

塞性肺病以及脑卒中等风险依然长久存在。近期 Circulation 子

刊一项研究结果提示，这都是吸烟对人体基因“做怪”的缘故。

 

DNA 甲基化是调节基因表达的一种重要机制。之前有研究在

分析 DNA 甲基化位点和冠心病、肺癌等发生相关的基因间联

系时提示，DNA 甲基化或在其中伴有重要角色。

 

而 Circulation 子刊上这项 Meta 分析通过对 16000 人血样本进

行研究显示，吸烟相关 DNA 甲基化位点与人体 7000 多个基

因相关，或者说涉及人体已知基因的 1/3。虽然大多数吸烟相

关的 DNA 甲基化在戒烟后 5 年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有些可持

续 30 多年之久。研究者认为，这些 30 多年“顽固不化”的

DNA 甲基化位点或对吸烟远期危害发挥了重要作用。挖掘这

些位点相关生物标志物，或可更好评估患者吸烟史以及探索新

型治疗手段。

 

关于吸烟影响基因的研究，这也并不是第一项了，不过都挺让

人惊骇，之前就有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就显示，吸 15 支烟，

就会让一个人的基因改变。 （卢芳）

Circulation 子刊：吸烟影响 7000 多个基因，戒烟
后某些基因影响可持续 3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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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全球 17 个国家 141601 名受试者的 PURE 研究最新发现，

与没有达到指南推荐的最低体力活动量的人相比，那些达到指

南推荐的体力运动量的人的 5 年的心肌梗死 / 死亡发生率降低

28%~50%。

 

指南推荐，每周 5 天，一天 30 分钟的适度体力活动或者每周

3 天，每天做 20 分钟的剧烈运动。在这项研究中，体力活动

包括乘公交车上下班、做家务、娱乐或职业相关活动。

 

研究者表示，我们应该鼓励人们保持适度的体力活动以降低全

球的心血管病负担。临床医生也需要为患者开运动处方，鼓励

病人做适当的运动。

 

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即使中度的体力活动也可以带来的显

著的心血管获益，而且活动量愈多，获益愈多。

 

研究者发现，在全球，1/3 的成年人没有达到指南推荐的最低

水平的体力活动。

在 5 年的随访中，仅仅乘公交车上下班、做家务、娱乐等这

些适度的体力活动可以使死亡风险降低 28%， 心血管病风

险降低 36%，心肌梗死风险降低 29%，心衰风险降低 20%。

那些体力活动量超过上述水平者的死亡风险降低 40%，心血

管病风险降低 50%，心肌梗死风险降低 42%，心衰风险降低

40%。

 

研究者强调，即使调整了年龄、性别、吸烟、糖尿病、 高血

压和 CVD 病史后，规律适度的体力活动仍是有益的。即使满

足指南推荐的最基本的体力活动量也是大有好处的。

“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快步走可以说是成本最低但可满足指南推

荐标准的活动方式了，采取如此低成本的办法就可减少全球心

血管疾病负担。” 

 （许菁）

健康时报来源

World Congress of Cardiology & Cardiovascular 

Health 2016

来源

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评估数

据列出“全球最健康国家和地区”排行，发表于《柳叶刀》杂

志。中国名列第 92 位。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评估数据列出“全球最健康国家和地区”排行，榜单评估项包

括超重、自杀、酗酒、吸烟、艾滋病、饮用水、空气污染、战

争、发育不良、疟疾等。

 

在 188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名列第 92 位，评分是 60 分，满

分为 100 分。榜单前三名分别是冰岛、新加坡和瑞典 ; 中非共

和国、索马里和南苏丹垫底。

 

对中国的排名产生负面影响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高死亡率（100

分中的 39 分），大量受感肝炎人群（40 分），卫生水平较低（38

分），以及 PM2.5 空气污染指数（25 分）。对中国的排名产

生正面影响的是几乎不存在疟疾（94 分），高水平的产科（97

分），低程度的被忽视热带病传播（89 分），以及最低程度

的家庭性暴力（96 分）。

 

制定该排名的标准包括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交通事故中的死

亡率、儿童的超重情况、酒精与烟草的消费水平、艾滋病、肺

结核、患病率、乙肝的患病率、自杀率。此外，专家也将暴力

行为和战争中的死亡率作为考虑因素。

 

每项标准的统计时间范围从 1990 年到 2015 年。在排名中靠近

中国的是卡塔尔（61 分）、越南（59 分）。排名首位的是冰岛（85

分）。最后一名中非共和国（20 分），那里的卫生条件极为恶劣，

战争与疟疾的死亡率极高。

 

美国的排名并没有预期那么高，仅列第 28 名。研究人员

认为，这主要源于艾滋病引起的死亡率、酒精和儿童肥

胖症。排名不如预期的还有利比亚和叙利亚，主要源于

战乱。 （许菁）

PURE 研究最新分析 ：

乘公交上下班、做家务等体力活动可降 28% 死亡风险

《柳叶刀》公布全球居民健康排名，中国排名第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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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来源

新华网来源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等在京启动“中国

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的子项目“乐享健康生活”，倡导公

众树立“5125”健康生活理念，关注身心健康。

 

“乐享健康生活”项目倡导谐音为“我要爱我”的“5125”健

康生活理念，即：每天给自己留５分钟发呆时间；每天运动１

小时、掌握１项运动技巧和加入１个运动社群；按照新版《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 12 种以上食物，每周摄

入 25 种以上食物，做到膳食多样化。

 

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希望通过这一项目倡导情

绪管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公众实现“身”“心”两方面

的健康，形成快乐、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由于生活工作压力大，不少人群出现失眠、易怒、暴饮暴食、

注意力记忆力下降等问题。长期的不良情绪状态可能带来心血

管疾病、胃肠道疾病等健康隐患，对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交产

生不良影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介绍，运动使

人体产生多巴胺等化学物质，让人产生愉悦感和幸福感；而多

样化的膳食同样对健康和良好的情绪状态有促进作用。

 

“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疾病预防控制局、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办公

室联合发起的健康知识传播项目。

 

该项目自 2005 年推出，每年选定威胁大众健康的慢性疾病或

危险因素作为主题，进行针对大众的系列健康传播活动。

 （杨进刚）

卫计委推出“5125（我要爱我）" 健康生活理念 ：

每天发呆５分钟、运动 1 小时、吃≥ 12 种食物，
每周吃≥ 25 种食物

北京市 2015 年度体检统计资料报告近日发布。数据显示，视

力不良、慢病、血脂异常分别成为影响青少年、中年人和老年

人健康的“心头病”。

 

报告显示，北京青少年视力不良检出率逐年上升，近视眼发病

率呈低龄化趋势。该报告所称视力不良是指任何一眼裸眼视力

低于 5.0。2015 年北京市青少年健康的高招、中招体检数据显

示，视力不良问题特别突出，其中高三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达

89.28％，初三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达 81.95％。

 

 报告指出，尿酸、脂肪肝等慢病风险因素年轻化趋势尤为明显，

如 30~39 岁男性尿酸检出率达 21.88％，40~49 岁的男性脂肪

肝检出率达 32.84％，都居各年龄段之首。这些因素直接导致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血管病等老年病在年轻人中的发

病率逐年升高，脑卒中、猝死的年龄段更比过去提前了 10 岁

左右。

专家提示，年轻不是保险柜，定期体检、早期发现慢病风险并

积极干预才能有效防控慢病。

 

 而 60 岁以上老年人异常体征检出率以血脂异常、超重、脂肪

肝为主要分布特征。专家建议加强对老年人慢性风险可控因素

的干预，特别是应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人群，按照高危、中

危、低危进行分层管理，争取控制血压、血脂、血糖达到目标值。

对此，老年人应积极控烟戒烟，平衡膳食，适度运动，保持心

情舒畅。

 

这是北京市第六次发布体检统计资料报告，本次报告所用数据

从北京市 2015 年度 473 万体检人次中采集。该报告对市民开

展健康管理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许菁）

北京体检报告 ： 

九成高三学生视力不良、三成 40~50 岁男士脂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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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

了一篇通讯文章。

 

文章指出，无论是德国人，美国人

还是日本人，长假过后，人会发胖。

 

具体体重增加的数值是，德国人增

加 0.8 公斤、美国 0.6 公斤，日本

则增加 0.5 公斤。如果按斤来算，

分别增加了 3.2 斤、2.4 斤和 2 斤。

看来，过节胖三斤，有了科学数据

的支持。

 

研究人员采用了无线传输数据的数

字秤，对来自德、美、日三国总共近 3000 人进行了长达一年

的跟踪记录。

 

此外，在德、美、日三国的其他节日，体重也出现了增长，如

日本在四月末到五月初的“黄金周”、德国的复活节和美国的

感恩节，平均体重均上升近 0.2%。

 

肉长起来容易，消下去则难。过节后，虽然体重有所下降，但

仅仅减少节日增幅的一半，完全恢复正常则需到下一个夏天。

 

这种“假日肥胖”与“吃得多，动的少”是分不开的。

明天我们就到了国庆长假，但一过节，人们往往吃得多，动的

少，还喝酒，还比较累，这些都很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严重

者还会导致猝死的发生。

 

现在这种“节假日心脏病”越来越多，体重增长一些，毕竟没

什么危害，但如果让心脏病发作，就得不偿失了。总之，过节

也不能纵欲过度，尤其是有心血管病者。 

 （杨进刚）

Correspondence

n engl j med 375;12 nejm.org September 22, 2016 1201

weight gain in those countries? The use of wire-
less scales to measure weight patterns could alle-
viate some of the limitations possibly seen in 
traditional studies, such as demand characteris-
tics,1,2 and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regarding 
holiday weight gain.

Using data obtained from wireless scales 
(WS50, Withings), we recorded or interpolated 
the daily weight change of 2924 participants 
from three countries and extracted data for the 
12-month period from August 1, 2012, to July 31, 
2013.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1781 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mean age, 42.2 years; mean 
body-mass index [BMI; the weight in kilograms 
divided by the square of the height in meters], 
27.7), of whom 34% were women and 24% were 
obese (BMI ≥30.0); from 760 residents of Ger-
many (mean age, 42.9 years; mean BMI, 26.6), of 
whom 34% were women and 19% were obese; 
and 383 residents of Japan (mean age, 41.6 years; 
mean BMI, 24.7), of whom 26% were women 
and 11% were obese. Additional details regard-
ing the methods are provided in the Supplemen-
tary Appendix, available with the full text of this 
letter at NEJM.org.

The daily weight of each person was normal-
ized by first subtracting their starting weight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and dividing by their 

average weight over the year. The resulting weight-
change curve was smoothed over a 7-day run-
ning-average window, subtracted by a linear 
trend, and averaged over all the participants in 
each country. We used a two-sided, paired Stu-
dent’s t-test to assess whether the maximum 
weight at no more than 10 days after the start of 
the holiday differed from the weight that was 
measured 10 days before the holiday.

In all three countries, the participants’ weight 
rose within 10 days after Christmas Day, as com-
pared with 10 days before Christmas Day (weight 
increases of 0.4% in the United States, P<0.001; 
0.6% in Germany, P<0.001; and 0.5% in Japan, 
P = 0.005). Significant weight gain was also ob-
served around other major holidays in each 
country: participants’ weight increased by 0.3% 
in Japan during Golden Week (P<0.001), 0.2% in 
Germany during the Easter holiday (P<0.001), 
and 0.2%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Thanks-
giving holiday (P<0.001). Overall, from the min-
imum annual weight (Fig. 1), weight increased 
by 0.7% (0.6 kg) in the participa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1.0% (0.8 kg) in those from 
Germany during the Christmas–New Year holiday 
season and 0.7% (0.5 kg) in participants from 
Japan during Golden Week.

In these three prosperous countries, weight 

Figure 1. Yearly Holiday Weight Gain.

Owing to the subtraction of the annual linear trend for each participant, the starting‑weight values are not at the 
zero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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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杂志：过节胖三斤，恢复体重需半年

一项来自瑞典的研究显示，青春期超重或肥胖会增加中年时心

衰风险。而心衰被称为心脏病“最后的战场”。

 

这项研究共分析了 1610437 例青年男性，平均年龄 18.6 岁，

平均随访 23 年。随访期间，共有 5392 人因发生心衰而首次入

院，确诊心衰平均年龄为 46.6 岁。

 

研究者将这 161 万余人根据体重分为正常体重组（BMI 18.5-

25 kg/m2）、超重组（BMI 25-30 kg/m2）和肥胖组（BMI>30 

kg/m2），其中 79.6% 的人体重正常，10% 超重，2.3% 的人肥胖。

 

结果发现，定义体重的体重指数（BMI）每增加一个单位，心

衰风险就升高 16%。其中，与 BMI 在 18.5~20 kg/m2 的体重正

常者相比，BMI 在 30~35 kg/m2 的肥胖者发生心衰的风险为 6.47

倍；体重＞ 35 kg/m2 者发生心衰风险更高为 9.21 倍。

 

此外，研究还显示，BMI 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校正后的瓣膜

病相关心衰风险就增加 6%，冠心病、糖尿病或高血压等相关

心衰风险增加 20%。

 

研究者指出，这项研究强调了青少年维持健康体重的重要性，

尤其应该从小就注意控制体重。 （卢芳）

少时肥胖成“罪”：中年心衰风险高

Eur Heart J. 2016 Jun 16.来源

N  Engl J Med. 2016, 375:1200-1202.来源

图 1   德、美、日三国人群的体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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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 2016 年 AHA 高血压年会上报告的一项随访 5 年的

研究为慢性肾病患者传来福音：长期多食水果蔬菜，有助于改

善血压，并削减近半降压药费用。

 

慢性肾病患者往往由于不能完全排除体内酸性代谢产物，

而伴有不同程度代谢性酸中毒。代谢性酸中毒是介导慢性

肾病进展的因素之一，而蔬菜水果却有缓解代谢性酸中毒

的功用。

不过这项研究发现的是果蔬缓解代谢性酸中毒之外的惊喜。

该研究随访 5 年结果显示，在所有受试者均服用降压药的基础

上，比起应用碳酸氢钠或不纠正代谢性酸中毒治疗，水果蔬

菜组血压明显降低为 125 mmHg，而其他两组平均血压为 135 

mmHg 和 134 mmHg。

 

并且基于血压的降低，水果蔬菜组的降压药也减量了，进而平

均 5 年较之应用碳酸氢钠或不纠正代谢性酸中毒治疗组的患者

降低了一半的降压药费用。

 

这项研究共纳入 108 位慢性肾病患者，多食水果蔬菜组、应用

碳酸氢钠组和不进行任何纠正代谢性酸中毒治疗组分别为 36

人。所谓的多食水果蔬菜，是每日饮食中添加 3~4 份水果蔬菜。

 （卢芳）

近日，美国心脏协会（AHA）发布科学声明称，高血压特别

是中年期高血压，会增加大脑认知损害风险。

在这项声明中，撰写组回顾了大量相关研究并概括出当前高血

压对脑部疾病，如脑卒中、血管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等影

响的认识。

 

其中，血管性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是导致八成老年痴呆

发生的病因。血管性认知障碍涵盖了大脑血管性认知损害从轻

到重的整个发病过程。

 

全球有约 3000 万 ~4000 万痴呆患者，但由于老龄化进程、人

口变化以及治疗不足，预计在 2050 年罹患痴呆症的患者会增

加 3 倍。

 

而声明指出，高血压是血管性认知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也是

阿尔茨海默病潜在的危险因素。

“许多观察性研究提示，积极降压可降低高血压对大脑认知

的不良影响，特别是血管性认知障碍，但并未能证明其因果

关系。目前还需开展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证明其因果关

系，并明确是否通过降压，尤其对于中年人，能够降低其

未来大脑认知损害风险。”声明撰写委员会主席 Costantino 

Iadecola 说。 

 

Iadecola 介绍说，SPRINT-MIND 试验就是这样一个评估

降压与认识损害的研究，该研究或将在未来能够明确回答相

关问题。

 

就目前而言，Iadecola 建议，还是应该抓好高血压防治工作，

去进行个体化的保护心、肾、脑的降压治疗。

 （卢芳）

水果蔬菜是肾病患者的“良药”：

常吃可改善血压并削减近半降压药费用

AHA. September 14, 2016.来源

[1] AHA 官网

[2] Hypertension. October 10, 2016.

来源

AHA 发布声明称 ：

高血压是老年痴呆的重要危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