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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高血压人群胰岛素抵抗相关因素。方法：选自社区高血压203例，进行病史收集、体检及血糖、胰岛素(FIN) 

及血脂测定，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设定背景人群的上 1／4位点(3．71)为切割点，分析不同因素对胰岛素抵抗的 

影响。结栗：病史特点中有无高血压家族史与HOMA—IR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与 HOMA．IR呈负相关关系 

(P<0．01)；病程与HOMA-IR无相关关系(P>0．05)。代谢因素中肥胖、高甘油三酯、高血糖与HOMA—IR呈正相关关系(P< 

0．05)。生活方式中动物性食品摄入量及低运动量与HOMA—IR呈正相关关系(P<0．05)。以FIN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发现， 

体重指数、年龄及收缩压为其影响因素。结论：高血压人群中，各种不同的因素对胰岛素抵抗产生影响。有不良生活习惯及代 

谢综合征的个体具有显著的胰岛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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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sulin resistance related factors among hypertensive population．Methods：Two hundred and 

three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community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The medical history，physical examination data，the levels of 

fasting plasma glucose，fasting insulin(FIN)，triglyeeride(TG)an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of the patients were tested； 

setting the background population of 1／4 point(3．71)as the cutting point，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insulin resistance index 

(HOMA·IR)was analyzed after the HOMA—IR was calculated．Results：The family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and the course of disease had 

no correlation to HOMA·IR(P>0．05)，but the age of patients had negatively correlation to HOMA-IR(P<0．01)．Among the 

metabolism factors，obesity，high TG and ucose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HOMA—IR(P<0．05)．About the life styles，the intakes of 

animal~Mstuff and low amounts of exercise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HOMA—IR(P<o．05)．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BMI，age and 

systolic pressure were the influence factors，when the FIN was set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Conclusions：Among the hypertensive 

population，different risk factors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IR．Significant insulin resistance was usually related to individuals with bad life 

style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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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原发 

性高血压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其发病机制复杂，越 

来越多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是高血压发病的重要环节之一。伴 IR的高血 

压个体约占高血压人群的32％一58％，高血压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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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R有多种因素参与 。本研究旨在探讨临界高 

血压及 1、2级高血压人群中伴发 IR的状况，分析各 

种不同因素对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的影响， 

特别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所带来不同程度的IR。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08年在上海市卢湾区五里 

桥社区进行高血压随访的正常值及 1、2级高血压患 

者203例，除外继发性高血压或伴有严重血管并发 

症者。其中男 78例，女 125例；年龄 30～84岁。 

1．2 方法 由社区医生负责进行全面的病史收集， 

包括高血压病程(以年计)、家族史(指直系亲属有 

或无高血压史)、吸烟史(有或无)、近 5年的饮食习 

惯，根据 WHO推荐的饮食结构，脂肪供能比30％的 

上限，并结合我国城市居民饮食的现状，本研究中把 

三餐中荤菜所 占比例≤30％定为以素为主，31％ ～ 

50％定为荤素均衡，>50％定为以荤为主(分为以 

素为主、荤素均衡和以荤为主三类)；运动情况评估 

(中等强度运动每周 <3 h为少，每周3～7 h为中， 

每周>7 h为多)。人体测量由专人完成，受检者空 

腹 12 h晨起，脱鞋，着轻便衣服，分别测量身高、体 

重 、腰围(WC)，即腋中线肋弓下缘与髂脊上缘中点 

的周径，计算体重指数(BMI)。血压测定由专人完 

成，被测者安静休息5 rain，坐位，用汞柱式血压计测 

量，取 2次读数的平均值，如果 2次测定的读数相差 

>5 mmHg，则再测 1次，取3次读数的平均值。隔 

夜空腹 12 h以上，抽取静脉血。用已糖激酶法测定 

空腹血糖(FPG)，用 Et立 7060型全自动生化仪测定 

甘油三酯(TG)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用 

时间分辨荧光法(新波)测定空腹胰岛素(FIN)。 

1．3 IR的评估 根据 WHO定义，IR判断取背景 

人群高胰岛素正葡萄糖钳夹试验中葡萄糖利用率 

(精确葡萄糖敏感指数)在最低的4分位数点以下。 

由于 HOMA—IR[(稳态模式评估法 的胰岛素抵抗 

指数=空腹血糖(mmo]／L)X空腹胰岛素(mIU／L)／ 

22．5)] 与精确胰岛素敏感指数有很好的相关性 

(r=一0．77，P<0．001) J，因此本研究取背景人群 

HOMA．IR的上1／4位点(3．71)作为判断IR的切割 

点，把 HOMA—Ilt>13．71的个体判定为有 IR。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直线相关和等级 

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J Bengbu Med Coll，May 2011，Vo1．36，No．5 

2 结果 

2．1 病史特点 入选人群高血压(或血压正常高 

值)病程时问 1个月至 40年，其长短与 HOMA—IR 

无相关性(P>0．05)。125例女性中有 IR 37例 

(29．60％)；78例男性中有 IR l4例(17．95％)，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3．67，P>0．05)。从年龄特 

征来看，年龄与 HOMA—Ill呈明显负相关关系(r： 

一 0．30，P<0．O1)，年龄越大，IR反而越小。有高血 

压家族史 147例，其 中有 IR 42例(28．57％)；无高 

血压家族史 56例，其中有 IR 9例(16．07％)，2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37，P>0．05)。 

2．2 实验室检查指标 与代谢紊乱有关的体检测 

值及实验室指标与 IR密切相关。在本次观察的高 

血压人群中，BMI为 26．06±3．78，与正常人群相比 

属于偏高，其 BMI越高，HOMA—IR也越高(r=0．38， 

P<0．05)。腹围：女(86．61±10．23)(31TI，男(89．62 

±8．O2)em，总体腹围与 HOMA．IR呈正相关关系 

(P<0．O1)。FPG、FIN、TG与 HOMA．IR均成正相 

关关系(r ：0．38，r2=0．88，r3=0．16，P<0．05)。 

HDL—C与 HOMA—IR无相关关系(r：一0．06，P> 

0．05)。从代谢综合征 (MS)的诊断角度来看，按 

2007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规定的符 

合 MS的5项组成部分：(1)腹部肥胖，男腰围 >90 

em，女腰围>85 em；(2)TG≥1．7 mmol／L；(3)HDL— 

C<1．04 mmol／L；(4)血压≥130／85 mmHg；(5)FPG 

i>6．1 mmol／L或 有糖尿 病史。结果 含 1项为 

8．87％，含2项为 24．12％，含 3项为 33．33％，含 4 

项为40．58％，含5项为37．54％(其中符合3项及 

以上者可诊断为MS)。随代谢紊乱的组成成分增 

加，HOMA．IR也相应升高，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 

16．37，／'s=0．40，P<0．05)。 

2．3 生活方式 询问近5年来的生活习惯，发现与 

IR密切相关。3类饮食的发生率分别为 7．57％、 

29．66％和57．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94， 

P<0．O1)。中等强度运动少、中、多3组中IR发生 

率分别为 36．43％、6．67％和0％，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4．34，P<0．O1)，与 HOMA-IR负相关，运 

动量越多者，越不易发生 IR。另外，从吸烟统计状 

况看，有否吸烟史对 HOMA-IR影响不大( =0．08，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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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响 IR的多因素分析 在去除糖尿病及糖耐 

量异常的患者后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基础胰岛素的 

含量直接决定了 HOMA—IR，较 FPG更为稳定。因 

此 ，以 FIN为应变量，年龄、血压、病程、FPG、TG、 

HDL—C、BMI及腹围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 

BMI、年龄及收缩压是基础胰岛素的影响因素(见表 

1)。 

表 1 以FIN为应变量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注：R 为修正后的决定系数 

3 讨论 

近年来关于 IR的研究发现，MS与 IR的发生及 

程度密切相关，其中包括肥胖(特别是总体脂量)、 

TG、HDL-C L6]
、血糖、血压。本研究所得出的代谢紊 

乱各因素对 IR的影响与以往国内临床研究 结果 
一 致。 

本研究对高血压患者的病史特点与生活方式进 

行了较详细的资料收集，发现高血压病程长短与 

HOMA—IR无关。从病因的角度分析，可能是由于原 

发性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并不单一，IR只是促进高血 

压发生的因素之一，因此从总体病程来看，尚无可靠 

证据支持IR与高血压的发生相关。从本组60岁上 

下的高血 压病 患者年 龄特 征来看，年龄越 大， 

HOMA—IR越小。国内有些报道 得出了相反的结 

论。而张峰等 对上海社区的流行病调查中发现， 

各年龄亚组的 HOMA—IR行方差分析及调整性别、 

BMI、TG的协方差分析显示，随年龄的增长 HOMA． 

IR逐渐下降(P <0．05)，本文与其结论是相符的， 

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胰岛 B细胞减少，功 

能减退，胰岛素分泌能力相应减弱，机体对葡萄糖刺 

激的应激能力下降，导致葡萄糖耐量逐渐减低。国 

外也有文献 报道，中年以后胰岛素分泌水平随年 

龄增长逐渐降低。 

分析本组研究对象近 5年来的生活习惯，发现 

更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减少IR的发生。以素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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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主的人群IR的发生率仅为7．57％。在运动评 

价方面，每周保持3 h以上中等强度的运动与仅做 

家务而不锻炼的人群相比，发生 IR的可能性就大大 

降低。可以推断，由于饮食结构与运动量的不同，体 

重与体脂的结果也会不同，可能是其最终影响 

HOMA-IR的原因，在多因素回归分析中也发现， 

BMI是影响基础胰岛素的主要因素，应该从生活方 

式的根本人手，改善 IR。另外 ，本组资料显示，吸烟 

与 HOMA—IR无关，这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综上分析，在高血压人群中，有一些是导致 IR 

的原因，另有一些是 IR所造成的结果，对于有一定 

病程的高血压患者，已经互为因果，很难区分了。因 

此对已经出现 IR的高血压者，不管是从生活方式的 

指导、用药的选择还是并发症的预防等各方面，都应 

注重制定个体化的优化治疗方案，以延缓动脉硬化 

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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