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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高血压患者心功能、外周血管阻力与血清Hcy、
血脂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杨爽1，白莎1，王恒2，郝春艳3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高血压患者心功能和外周血管阻力的变化，并分析老年高血压患者心功
能、外周血管阻力与同型半胱氨酸（Hcy）、血脂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7年10月~2019年3月于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就诊的年龄≥60岁的高血压患者126例为高血压组，并选取同期来院体
检年龄≥60岁的健康体检者107名为对照组。分别测定两组血清Hcy、血脂水平，用无创血流动力学检测
仪记录心功能、外周血管阻力参数。比较两组Hcy、血脂水平、心功能及外周血管阻力参数变化，分析
心功能、外周血管阻力参数与Hcy、血脂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高血压组同型半胱氨酸（Hcy）、总胆固
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于对照组（P＜0.05），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HDL-C）低于对照组（P＜0.05）；高血压组的外周血管阻力参数每搏外周阻力（SSVR）、系
统阻力（SVR）均高于对照组（P＜0.05）；心功能参数心输出量（CO）、每搏量（SV）、左室每搏做
功（LSW）、左室射血时间（LVET）均低于对照组（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高血压组心
输出量（CO）与Hcy、TC、LDL-C呈负相关，每搏量（SV）与Hcy呈负相关，左室每搏做功（LSW）与
Hcy、LDL-C呈负相关，左室射血时间（LVET）与Hcy呈负相关，外周血管阻力指标SSVR、SVR与Hcy、
TC、TG、LDL-C呈正相关，SVR与HDL-C呈负相关。结论 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功能，包括心排量和心
肌收缩力均显著减低，外周血管阻力显著增加，并且这种血流动力学的紊乱与Hcy、血脂水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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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cardiac function and peripheral vascular resistance in

elderly patiants with hypertention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homocysteine (Hcy) and lipid levels. Methods 126
hypertensive patients aged ≥60 years in the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October 2017 to March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hypertension group, and 107 healthy patients aged ≥60
year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Serum Hcy and lipid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measured, and parameters of cardiac function and peripheral vascular resistance were recorded by non-invasive
hemodynamic detector. The changes of Hcy, lipid profile, cardiac function and peripheral vascular resistance
parameter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diac function and peripheral vascular
resistance parameters and Hcy and lipid profile was analyzed. Results Hcy,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 (TG)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in the hypertens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ile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Peripheral vascular resistance (SSVR) and systemic resistance (SVR) in the hypertensiv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cardiac function parameters (CO), SV, LSW and LVET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ypertension group CO
and Hcy in cardiac outpu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C, LDL-C, stroke volume SV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cy, left ventricular stroke work LSW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cy, LDL-C,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time (LVE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cy, peripheral vascular resistance index SSVR, SVR and Hcy, TC,
TG, LDL-C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VR and HDL-C. Conclu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ardiac function, including cardiac displacement and myocardial contractility,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peripheral vascular resistanc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Moreover, such hemo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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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 was associated with Hcy and lipid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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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
心脏泵血功能增强、全身血管阻力升高是高血压
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年轻、怀孕、甲亢等受试者
可能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亢进，即心输出量增加
和心肌收缩力增强。相反，全身血管阻力的增加
常表现为心输出量和心肌收缩力正常或减少，这
是老年高血压患者的特征 [1]。高同型半胱氨酸血
症（HHcy）及高脂血症是公认的心血管疾病的
独立危险因素，通过增加氧化应激、导致内皮功
能障碍、促进血管平滑肌增生等机制可引起血管
血流动力学紊乱。阻抗心电图（ICG）是一种独
特的、高精度的非侵入性工具，用于评估血流动
力学参数。使用ICG测量高血压患者的各种血流
动力学指标，可更完整地描述病情，有力地识别
高危人群，并且更有效地进行针对性药物管理。
本研究旨在探索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功能、外周
血管阻力参数的变化并分析心功能、外周血管阻
力参数与同型半胱氨酸（Hcy）、血脂之间的联
系，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综合管理提供更好的临
床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7年10月~2019年3月于山
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就诊的年龄≥60
岁的高血压患者126例为高血压组，其中，男性
59例，女性67例，年龄（75.56±9.18）岁，血压
（149.40±15.44）/（76.20±11.73）mmHg。另
选取年龄≥60岁的同期健康体检者107名为对照
组，其中，男性49例，女性58例，年龄（73.76
±8.68）岁，血压（119.74±11.12）/（69.29±
9.32）mmHg。纳入标准：参照2011年中国高血
压防治指南（2010年修订本全文）的诊断标准[收
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
患者临床资料完整；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除外肾性疾病、嗜铬细胞瘤、原
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等引起的继发性高血压；除外
心力衰竭、肝肾功能不全、瓣膜性心脏病、心房
颤动、先天性心脏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肿瘤等
疾病。该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入
选对象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 记录受试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体重/身高2、
吸烟史、酗酒史以及患高血压病史年限等。
1.2.2 Hcy、血脂水平检测 所有受试者均在检
测前禁食、禁水12 h以上，次日清晨空腹无菌

采集静脉血，分别检测同型半胱氨酸（Hcy）、
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LDL-C）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水平。
1.2.3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 心功能、外周血管
阻力参数由深圳市千帆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
CSM3000无创血流动力检测系统进行采集。所
有受试者在监测前保持静息状态15 min，取平
卧位，用磨砂片将患者双侧颈部及胸部进行擦
拭，在受试者的双侧颈根部平耳垂处对称贴2
个电极片，同时在双侧腋中线平剑突处贴2个
电极片，发出和接收高频70 kHz、低幅2.5 mA
的交流电信号，由仪器接收传导电流，描绘出
心阻抗图并于安静状态下连续测量两组患者心
输出量（CO）、每搏量（SV）、每搏外周阻力
（SSVR）、系统阻力（SVR）、左室每搏做功
（LSW）及左室射血时间（LVET）等参数。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0.0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行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非正态分布计
量资料采取自然对数转换，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构成比）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
性分析来分析高血压组患者心功能、外周血管阻
力参数与Hcy、血脂水平的相关性，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资料的比较 两组间性别、年龄、
体质指数、吸烟、酗酒史等资料相比，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表1。高血压组Hcy、
TC、TG、LDL-C高于对照组（P均＜0.05），
HDL-C低于对照组（P＜0.05），表2。
2.2 两组间心功能、外周血管阻力参数的比较 高
血压组外周血管阻力参数SVR、SSVR高于对照组
（P＜0.05），心输出量参数CO、SV及心肌收缩力
参数LSW、LVET低于对照组（P＜0.05），表3。
2.3 心功能、外周血管阻力参数与Hcy、血脂
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年龄（岁）
男性（n，%）
BMI（kg/m2）
吸烟史（n，%）
酗酒史（n，%）

高血压组（n=126）
75.56±9.18
59（46.8）
25.28±2.59
30（23.8）
13（10.3）

注：BMI：体质指数

对照组（n=107）
73.76±8.68
49（45.8）
25.35±2.90
27（25.2）
20（18.6）

P值
0.13
0.11
0.85
0.9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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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Hcy、血脂水平比较
组别
高血压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126
107

Hcy（μmol/L）
21.27±8.88
16.61±9.11
3.947
＜0.001

TC（mmol/L）
4.96±1.03
4.13±1.32
-3.409
＜0.001

TG（mmol/L）
1.73±1.43
1.26±0.65
3.239
＜0.001

HDL-C（mmol/L）
1.01±0.27
1.14±0.29
-3.363
＜0.001

LDL-C（mmol/L）
2.50±0.81
2.02±0.99
4.026
＜0.001

注：Hcy：同型半胱氨酸；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表3 两组间心功能、外周血管阻力参数的比较
组别
高血压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CO（L/min）
126 4.24±0.97
107 5.65±0.82
-11.795
＜0.001

SV（ml/b）
62.05±17.95
83.13±17.14
-9.121
＜0.001

SSVR（dyne·s/cm5/b）
343.63±113.94
247.49±63.24
8.114
＜0.001

SVR（dyne·s/cm5）
1708.68±433.87
1074.77±160.79
15.216
＜0.001

LSW（g·m/b）
73.02±21.47
85.06±18.86
-4.507
＜0.001

LVET（ms）
299.51±57.17
318.82±51.01
-2.724
0.007

注：CO：心输出量；SV：每搏量；SSVR：每搏外周阻力；SVR：系统阻力；LSW：左室每搏做功；LVET：左室射血时间

示，高血压组CO与Hcy、TC、LDL-C呈负相关
（r=-0.403、-0.159、-0.273，P＜0.05），SV
与Hcy呈负相关（r=-0.425，P＜0.001），LSW
与Hcy、LDL-C呈负相关（r=-0.310，-0.145，
P＜0.05），LVET与Hcy呈负相关（r=-0.264，
P＜0.001），SSVR与Hcy、TC、TG、LDL-C
呈正相关（r=0.421、0.418、0.482、0.169，P
＜0.05），SVR与Hcy、TC、TG、LDL-C呈正相
关（r=0.507、0.287、0.387、0.139，P＜0.05），
SVR与HDL-C呈负相关（r=-0.147，P＜0.05），
表4。
3 讨论
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患病和死亡的最常见危
险因素，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2]，中国高血压总体
患病率为27.9%，且呈现升高趋势，人群高血压
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其中≥60岁的高血
压人群占总人群的3/5。事实上，最常见的高血
压患者是老年收缩期高血压患者，老年高血压患
者的血压控制是临床治疗的重点、难点。然而，
尽管我国高血压的控制率近年有明显的提高，但
总体水平仍低，高血压的防治仍然是一个十分艰
巨的任务。
阻抗心电图（ICG）是一种低成本、准确、
无创的检测心脏血流动力学的方法，可以评估
心排量、心肌收缩力、前负荷、后负荷等血流
动力学参数。相关研究发现 [3]，比起有创的热稀
释法、肺动脉导管等，ICG被证明是准确和可重
复的。老年高血压患者以收缩期高血压为临床

特点，以动脉硬化为病理特点，其血流动力学通
常表现为外周循环阻力升高，心排量及心肌收缩
力减低 [4]，本研究通过比较老年高血压人群与老
年健康人群的心功能、外周血管阻力相关血流动
力学参数后发现，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外周血管阻
力指标SVR、SSVR高于健康对照组，心排量指
标CO、SV及心肌收缩力指标LSW、LVET低于健
康对照组，符合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特
点，与Zhao等 [1]研究结果相似。从血流动力学角
度来看，表现为外周循环阻力升高的老年高血压
患者更适合选用钙离子受体拮抗剂、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抑制剂这类扩张血管的药物治疗。
Hcy及血脂异常与高血压具有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高血压人群中，HHcy和高脂血症的患病
率分别是75%和56%，远高于普通人群。一项
Meta分析显示，Hcy水平升高与高血压患病风险
增加有关（OR=2.56，95%CI：1.81~3.64）[5]。此
外，郑建勇等 [6]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的血脂明
显高于血压正常者，且TC、TG、LDL-C与血压
水平呈正相关（P＜0.05）。日本的一项前瞻性
研究发现[7]，与TC、LDL-C水平正常的受试者相
比，TC、LDL-C水平升高的受试者患高血压的
风险显著增加（OR=1.28，95%CI：1.06~1.56；
OR=1.27，95%CI：1.05~1.53）。在本研究中，
高血压组患者的Hcy、TC、TG、LDL-C显著
高于健康对照组，HDL-C低于健康对照组（P
＜0.05），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符。
本研究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老

表4 心功能、外周血管阻力参数与Hcy、血脂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指标
Hcy
TC
TG
HDL-C
LDL-C

r值
-0.403
-0.159
-0.102
0.096
-0.273

CO
P值
＜0.001
0.015
0.120
0.145
＜0.001

r值
-0.425
0.007
-0.014
-0.007
0.001

SV
P值
＜0.001
0.921
0.833
0.911
0.972

r值
-0.310
-0.003
0.041
-0.064
-0.145

LSW
P值
＜0.001
0.967
0.531
0.331
0.027

r值
-0.264
0.001
-0.003
-0.067
-0.017

LVET
P值
＜0.001
0.988
0.967
0.310
0.797

r值
0.421
0.418
0.482
-0.088
0.169

SSVR
P值
＜0.001
＜0.001
＜0.001
0.178
0.003

r值
0.507
0.287
0.387
-0.147
0.139

SVR
P值
＜0.001
＜0.001
＜0.001
0.024
0.034

注：Hcy：同型半胱氨酸；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CO：心输出
量；SV：每搏量；SSVR：每搏外周阻力；SVR：系统阻力；LSW：左室每搏做功；LVET：左室射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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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血压患者的心功能和外周血管阻力参数与
Hcy水平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提示，高Hcy水平与
高血压的血流动力学紊乱有密切联系。在本研究
中，外周血管阻力指标SSVR、SVR与Hcy水平呈
正相关，其中，系统阻力（SVR）与Hcy水平相
关性最显著，相关系数为0.507。在老年高血压
患者中，系统阻力SVR主要是体现外周动脉的顺
应性，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动脉顺应性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降低，而Hcy通过增加氧化应激、损伤血
管内皮、促进血管平滑肌增生等机制促进动脉顺
应性的改变，加剧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动脉硬化，
最终导致SVR的增加。本研究还发现，心排量指
标CO、SV及心肌收缩力指标LSW、LVET与Hcy
水平呈负相关，结合相关研究发现，Hcy可通过
增加心肌细胞凋亡、促进心肌细胞纤维化、诱导
心室重塑、直接心脏毒性作用等作用机制 [8-11]对
心肌细胞造成损害，再加上老年人群的心脏舒缩
功能退化，共同促进老年高血压患者心功能的减
弱，解释了老年高血压患者心排量的减少和心肌
收缩力的降低与Hcy水平的相关性。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车高血压患者
的心功能、外周血管阻力参数与血脂TC、TG、
LDL-C、HDL-C水平具有相关性，心输出量CO
与TC、LDL-C呈负相关，左室每搏做功LSW与
LDL-C呈负相关，外周血管阻力指标SSVR、SVR
与TC、TG、LDL-C呈正相关，SVR与HDL-C呈负
相关。由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外周血管阻力
的升高与TC、TG、LDL-C有关，心输出量的减
少、心肌收缩力的减低与TC、LDL-C有关。血脂
异常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研究，目前发
现血脂异常与高血压相关的主要机制有 [7]：①血
脂异常可损害内皮功能，破坏一氧化氮的产生，
影响血压的调节；②血脂异常可降低压力反射敏
感性：压力反射通过负反馈调节血压；压力感受
器位于血管中，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抵消血压
的变化；③血脂异常可降低大弹性动脉的扩张能
力，这种下降会减少windkessel效应，windkessel效
应的减少反过来会增加血压，尤其是收缩压[12]；
④缺乏运动和高脂肪饮食会导致肥胖和血脂异
常。在肥胖个体中，脂肪组织过度分泌脂肪细胞
因子，如瘦素，可诱导胰岛素抵抗，激活交感神
经系统和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此外，由脂肪
细胞产生的生物活性衍生物，如白介素-1、白介
素-6、肿瘤坏死因子-α、C-反应蛋白和血管生
成因子等，可促进血管损伤、内皮功能障碍及高
血压[13]。在本研究中，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功能
和外周血管阻力参数与血脂异常具有相关性，结

合以上血脂异常与高血压相关的机制，说明血脂
异常可促进高血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紊乱，从而
影响老年高血压患者的降压治疗效果。
目前，Hcy、血脂异常与高血压的关系已逐
渐明确，但其对高血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心
功能和外周血管阻力的影响目前还未有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功能和外周
血管阻力参数与Hcy、血脂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发现高脂血症及HHcy可能加重老年高血压患者
的血流动力学紊乱，早期干预老年高血压患者的
HHcy及高脂血症或许能协助改善老年高血压患
者的血流动力学异常及长期预后，为临床上的治
疗提供指导。本研究下一步拟应用血流动力学检
测来指导降压药物的选择和剂量调整，以及干预
HHcy或血脂异常对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效果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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