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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晨峰与颈动脉硬化的关系 

林振丹 。薛 冰 。王 蕊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血压晨峰(morning blood pressure surge，MBPS)与颈动脉硬化的关系。方法：对 65岁以上患者 115例，动态 

血压监测仪记录24 h血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并观察斑块发生情况。结 

果：MPBS组与非 MBPS组相比，双侧颈总动脉(CCA)、颈内动脉(ICA)、颈动脉分叉处(BIF)的 TMT均明显增加(P<0．01)； 

斑块总检出率也增高(P<0．05)。结论：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晨峰是颈动脉硬化的重要危险因素，积极干预有助于减少心脑 

血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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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ning blood pressure surge(MBPS)in elderly hypertensives and 

carotid atherosclerosis．M ethods：One hundred and fifteen aged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were performed 24 h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with monitors．Duppler ultrasonograph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intima—media thickness(IMT)of carotid and 

development of plaque．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nonsurge group，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carotid 

bifurcation in MBPS group increased markedly(P<0．01)；the detection rate of total plaques in MBPS group were also high(P< 

0．05)．Condusions：Morning blood pressure surge in elderly hypertensives wa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carotid atherosclemsis， 

cardiovascular incidents would be reduced by intervene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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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状态下，血压在一天中是波动的，存在昼夜 

节律。血压的变化在清晨最为显著，此时，人体由睡 

眠状态转为清醒并开始活动，血压从相对较低的水 

平迅速上升，这种现象称为“血压晨峰”(morning 

blood pressure surge，MBPS)。国外血压晨峰的定义 

采用血压的上升幅度或上升速度，以收缩压作为计 

算标准：起床后 2 h内平均收缩压减去睡眠时最低 

平均收缩压之间的差值 J。近来研究 发现颈动 

脉内中膜增厚和斑块有无是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可 

靠指标之一。颈动脉超声检测可以作为观察全身性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一个窗口。本文以颈动脉内膜 

中层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和颈动脉粥 

样斑块的检出率为指标，观察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 

晨峰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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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2008年在我院就诊的老年 

高血压患者115例，男79例，女36例；年龄65—80 

岁。常规检查血脂、空腹血糖、肾功能及颈动脉超声 

等。高血压病诊断符合 2004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南的诊断标准 J。排除：(1)继发性高血压；(2)严 

重的心、脑、肝、肾功能疾患如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 

竭、严重的心脏瓣膜病、脑梗死、脑出血、肝肾功能不 

全等；(3)糖尿病；(4)严重的高脂血症；(5)白大衣 

高血压。 

1．2 血压监测 所有受试者均用无创性携带式袖 

带法血压仪进行动态血压监测，时间为白昼6：O0～ 

22：00，每 30 min自动充气测量血压 1次，夜间 

22：00至次 日6：O0，每 60 min自动充气测量血压 

1次；监测期间患者可从事正常 日常活动。每例患 

者24 h的有效监测次数均 >80％。依据研究结果 

采用清晨与睡眠血压的差来计算血压晨峰值。清晨 
一 睡眠血压 =清晨平均收缩压(6：00—10：00)一夜 

间最低收缩压 J。根据清晨与睡眠血压差值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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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患者晨峰变异 >14 mmHg者分为 MBPS组 69 

例，非 MBPS组46例。 

1．3 颈动脉超声检查 采用美国GELogiq700型彩 

色多普勒显像仪，探头频率5—10 MHz，由B超室专 

职医师使用同一台仪器操作，评价 IMT选择双侧颈 

总动脉 (CCA)、颈内动脉 (ICA)、颈动脉分叉处 

(BIF)三个指标 ，测量从管壁内膜表面经中层到中 

层外膜相移行处的距离，该距离为各自血管的 IMT， 

结果取左右两侧平均数 ，以IMT~>1．0 mm作为中膜 

增厚 的指标，以动 脉 内膜 性 突出管腔，厚 度 ≥ 

1．3 mm为斑块形成指标 j，并记录斑块的数量。 

491 

双侧颈动脉系统发现 1个斑块为单发斑块，2个及 

其以上为多发斑块。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或 )检验和 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2组患者年龄、体重指数(BMI)、 

甘油三酯 (TG)、总胆 固醇 (TC)、低密度脂蛋 白 

(LDC—C)、高密度脂蛋白(HDL—C)、肌酐(Cr)及空 

腹血糖(FPG)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s) 

△示 tI值 

2．2 2组 患者 IMT检查结果 比较 MPBS组 的 

CCA．IMT、ICA—IMT和 BIF．IMT指标均高于非 MBPS 

组(P<0．05一P<0．01)(见表2)。 

表 2 2组患者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比较 (IMT)( ±s。mm) 

2．3 2组患者斑块检 出率比较 晨峰组斑块总检 

出率高于非晨峰组(P<0．05)(见表3)。 

表 3 2组斑块检出率比较 

分组 n 无斑块 单发斑块 多发斑块 总检出率(％) P 

MBPS 69 6 33 3O 91．30 

非MPBS 46 10 26 10 78．26 7．53<0．05 

合计 115 16 59 40 86．08 

3 讨论 

随着动态血压监测的普及，对于血压的昼夜节 

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研究发现，部分高血压患者 

中存在 MBPS的现象。MBPS可能是由于对觉醒的 

反应而产生了较高的交感神经活性，而年龄脉僵硬 

度增加、中枢压力反射功能减弱等易引起交感神经 

兴奋，均是引起 MBPS的可能原因 J。近来许多研 

究 发现，大多数的心脑血管事件 (心肌梗死、心 

肌缺血、心脏性猝死、卒中等)容易发生在凌晨，并 

与凌晨血压增高密切相关。颈动脉 IMT作为观察 

和评价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窗 口，可了解高血压患 

者靶器官损害程度，从而间接了解动脉血管尤其是 

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程度 J。其检测方法简便易 

行，无创伤，重复性好。在高血压作用下，颈动脉处 

于高应力状态，使其内皮细胞功能失调，内膜受损， 

血小板黏附、聚集形成附壁血栓，进一步形成粥样硬 

化斑块。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IMT>1．0 mm预示着 

心血管病和(或)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增加。 

本研究结果显示 2组患者在年龄、BMI、TG、 

TC、LDC-C、HDL—C、Cr及 FPG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从 CCA、ICA、BIF三处测量 IMT，结果证明血压 

晨峰组患者较无血压晨峰患者三处的 IMT和斑块 

负荷均显著严重，2组血压晨峰组患者斑块检出率 

比无血压晨峰患者要高，显示 MBPS组动脉粥样硬 

化程度更为严重。本研究显示，老年高血压患者凌 

晨血压增高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有一定关系，提示在 

今后的降压治疗中，不仅需注意控制24 h平均血压 

的水平，还应关注凌晨血压上升的幅度，并通过调整 

服药时间对血压 的晨峰现象进行干预。了解凌 

晨血压增高患者的动态血压特点 ，对制定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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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组织中 CD44v6及 nm23的表达 

与淋巴、肝转移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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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 CIM4v6、nm23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肝脏、淋巴结转移的关系。方法：随机抽取 2005～2008年结 

直肠癌手术标本 159例，均经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分析 CD44v6、nm23与肿瘤分化及淋巴、肝转移等情况的关系。结果：结直肠 

癌组织中 CD44v6、nm23的表达与淋巴、肝转移有一定的联系(P<0．05一P<0．01)。结论：CD44v6、nm23可以有效地预测结 

直肠癌转移，特别是肝转移发生的潜能，从而判断结直肠癌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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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CD44v6 and nm23 protein exp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with lymph and liver metast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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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role of CD44v6 and nm23 in predicting colorectal metastases，especially the liver nletastase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fifty-nine cases of colorectal cancer received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dete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2005 

to 2008 randomly selected．The association of CD44v6 and nm23 with tumor differentiation，as well as lymph and liver metastasis was 

studied．Results：The expression of CD44v6 and nin23 in colorectal cancer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lymph nodes and liver metastases 

(P<0．05 to P<0．01)Conclusions：CD44v6 and nm23 can efficiently predict the colorectal metastases，especially the incidence of 

liver metastases，which may help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Key words]colorectal neoplasms；CD44v6；nm23；liver metastases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 ，其 

转移、复发是结直肠癌致死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结 

直肠癌转移潜能的有效估计极为重要。肿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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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细胞内单基因或多基因发生改变决定的，抑癌基 

因的失活和癌基因的激活是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 

的主要原因，并且肿瘤的转移与肿瘤转移相关基因 

及肿瘤转移抑制基因的异常表达有关，其中肿瘤组 

织分化抗原变异体 CD44v6的高表达，肿瘤转移抑 

制基因nm23的低表达与结直肠癌转移，特别是肝 

血压的策略是极为重要的，对减少及延缓心脑血管 

事件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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