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42 •

论著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7月第12卷第7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July,2020,Vol.12,No.7
•

青年高尿酸血症患者危险因素分析及预防干预
王玉红1，王莉娜1，孙明1，冯牡丹1，张玉真1，武云涛2
【摘要】目的 分析青年高尿酸血症（HUA）患者相关危险因素，研究探讨其综合预防干预措施。方
法 随机选取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解放军总院第七医学中心急诊科符合研究标准的青年人群969例。
根据血尿酸检验结果分为高尿酸组301例[男性血尿酸（SUA）＞420 μmol/L，女性SUA＞360 μmol/L]与正
常对照组668例（男性SUA≤420 μmol/L，女性SUA≤360 μmol/L）。结果 符合高尿酸血症者男性85.4%，
女性14.6%，男性明显高于女性。高尿酸组患高血压病，高血糖，高血脂等各类代谢性疾病186例，检出率
61.8%，超体质指数（BMI） 104例，检出率34.6%。正常组患各类代谢性疾病150例，检出率22.5%，超BMI
6例，检出率0.01%。BMI、收缩压、肌酐、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两组检
查结果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舒张压、空腹血糖、尿素氮两组数值比较差异不显
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青年人群HUA的发生与男性不良的生活习惯及不健康的饮食结构造
或超体质指数（肥胖）密切相关。医院及健康管理机构需针对青年人的特点和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预防
干预措施，防止HUA、痛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青年；高尿酸血症；危险因素；预防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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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for young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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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young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and study

their comprehensive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969 young peopl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e seventh medical center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8.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blood uric acid test, 301 people were divided into high uric acid group (male SUA
＞420 μmol/L, female SUA＞360 μmol/L) and 668 people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male SUA≤420 μmol/L,
female SUA≤360 μmol/L). Results Among hyperuricemia patients, 85.4% were males and 14.6% were femal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male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In the high uric acid group, there
were 186 people with various metabolic diseases such as hypertension, hyperglycemia, and hyperlipidemia,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61.8%, and 104 people with a excess body mass index,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34.6%. In the
normal group, 150 people suffered from various metabolic diseases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22.5%, and 6 people with
a excess body mass index had a detection rate of 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body mass index,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creatinine, total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s,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P＜0.05). 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urea nitroge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occurrence of hyperuricemia in young peopl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or lifestyle habits of men, unhealthy diet
structure or excess body mass index (obesity). Hospitals and health management agencies need to formulate effective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young people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hyperuricemia, gout,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hyperglycemia and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Key words] Young people; Hyperuricemia; Risk factor;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

高尿酸血症（HUA）是体内嘌呤代谢异常而
引起的代谢性相关疾病，因尿酸生成过多，或排
泄障碍使血尿酸升高。HUA的发生与体质指数
（BMI）、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密切相关，
进而影响肾脏的功能。发病率逐年上升，呈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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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年轻化趋势，严重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因
HUA大多无明显临床症状，极易被忽视。本文对
青年人群的血尿酸水平及BMI、血压、血脂、血
糖、肾功能等指标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导致HUA
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为制定相应的预防干预对
策提供参考依据。减少或避免高尿酸血症、痛
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及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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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随机选取2018年1月~2018
年12月于解放军总院第七医学中心急诊科符合
研究标准的青年人群969例，其中男性670例，
女性299例，年龄18~44（36±7.82）岁。纳入
标准：符合高尿酸血症诊断标准，男性血尿酸
（SUN）浓度＞420 μmol/L，女性血尿酸浓度＞
360 μmol/L；年龄18~44岁之间的青年人。排除
标准：合并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主要器官
疾病；合并炎症，免疫系统疾病及肿瘤疾病等；
口服抑制尿酸代谢食物药物。根据血尿酸检验结
果分为高尿酸组（男性SUA＞420 μmol/L，女性
SUA＞360 μmol/L）与正常对照组（男性SUA≤
420 μmol/L，女性SUA≤360 μmol/L）。
1.2 方法
1.2.1 检查项目 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BP）；
体质指数（BMI）=体重/身高2。血生化指标检查
SUA、空腹血糖（FPG）、尿素氮（BUN）、肌酐
（Cr）、血脂四项：总胆固醇（CHO）、三酰甘
油（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
白（LDL）。受试者禁食8~12 h后，抽取静脉血
2 ml，3000 r/min离心10 min，析出血清，运用日
立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
1.2.2 判断标准 SUA 、FPG、BUN、Cr判断标
准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范》，正常值参
考范围：SUA 155~428 μmol/L，男性SUA＞420
μmol/L，女性SUA＞360 μmol/L可判断为HUA；
FPG 3.6~6.1 mmol/L，FPG＞7.0 mmol/L为高血
糖；BUN 2.5~7.2 mmol/L，Cr 45~120 μmol/L。
BMI按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预防与控制
指南》，测量身高以m为单位，测量体重以kg为
单位，BMI≥28 kg/m2为超BMI。
血压判断标准，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南》，收缩压（SBP）89~139 mmHg，舒张压
（DBP）60~89 mmHg（1 mmHg=0.133kPa），BP
平均值高于140/90 mmHg判断为高血压。
血脂判断标准，根据《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
指南》，正常值参考范围：CHO 2.80~5.18 mmol/L，
TG 0.51~1.70 mmol/L，HDL 1.04~2.00 mmol/L，LDL
2.00~3.37 mmol/L。CHO＞5.18 mmol/L，TG＞1.70
mmol/L， HDL＜1.04 mmol/L， LDL＞3.37 mmol/L，
符合上述一项即为血脂异常。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2.0统计学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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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BMI、SUA、合并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
血症等代谢综合征比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均＜0.05，表1）。
2.2 高尿酸组与正常组检查结果分析 高尿酸组
与正常对照组血液生化检测比较：BMI、SBP、
Cr、TG、CHO 、HDL、LDL、FPG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DBP、FPG、BUN
两组比较差异不显著（P均＞0.05，表2）。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对比
组别

正常组

高尿酸组

P值

男（n，%）
年龄（岁）
SUA（μmol/L）
代谢综合征（n，%）
超BMI（n，%）

（n=668）
413（61.8）
38.11±10.97
317.62±59.77
150（22.5）
6（0.01）

（n=301）
257（85.4）
34.45±9.71
481.37±72.8
186（61.8）
104（34.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 SUA：血尿酸；BMI：体质指数
表2 高尿酸组与正常对照组检查结果分析（ x ±s）
组别
BMI（kg/m2）
FPG（mmol/L）
BUN（mmol/L）
Cr（mmol/L）
CHO（mmol/L）
TG（mmol/L）
HDL（mmol/L）
LDL（mmol/L）
SBP（mmHg）
DBP（mmHg）

正常组（n=668）
23.76±3.57
4.97±1.34
5.03±1.32
67.39±17.28
4.59±0.85
1.54±1.19
1.27±0.28
2.82±0.75
123.92±14.76
79.13±10.37

高尿酸组（n=301）
26.83±4.32
4.9±1.1
5.05±1.2
75.06±13.29
4.84±1
2.44±2.46
1.15±0.23
3±0.89
129.18±15.44
79.28±11.33

P值
＜0.001
0.414
0.79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842

注：BMI：体质指数；FPG：空腹血糖；BUN：尿素氮；Cr：肌
酐，CHO：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HDL：高密度脂蛋白；
LDL：低密度脂蛋白；SBP：收缩压；DBP：舒张压

3 讨论
尿酸是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体内内源性和
外源性嘌呤核苷酸在黄嘌呤氧化酶的作用下，氧
化生成尿酸，随尿液或粪便排出体外[1]。HUA是
指生产的尿酸过多排泄减少，细胞外液的尿酸盐
呈超饱和状态。人在正常嘌呤饮食状态下，两次
检测空腹SUA均高于正常值上限为HUA[2]。
HUA为临床常见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约占普通人群的10%[3]。 HUA是多种疾病的生化
基础，与BMI、性别、年龄、生活方式、饮食结
构关系密切 [4]。可引起痛风性关节炎、慢性关节
炎、高尿酸肾病、肾功能障碍以及高血压、高血
脂等心脑血管疾病 [5]。给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不便。因此，探讨研究HUA
的发病原因，找出相关的致病因素，控制或降低
HUA，避免多种疾病的发生尤为重要。
HUA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本研究中，
HUA检出率31.1%，其中男性HUA检出率85.4%，
明显高于女性14.6%，究其原因可能与男性比之
女性的饮食习惯较随意及不节制有关。青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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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家庭中，都肩负着承上启下
的栋梁作用，工作性质较一般女性辛苦、劳累，
压力大。工作之余喜欢吃海鲜、肉类，火锅、抽
烟、饮酒等[6]。另外，男性雄性激素能够促进肾脏
对尿酸的吸收，绝经后女性可能因雌激素水平降
低，肾脏对尿酸的清除作用减弱，HUA患病率与
男性相当[7]。男性舒张压升高、肌酐升高、血脂升
高及超BMI者，发生HUA的风险也相应增高[8]。
超BMI或肥胖是HUA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
本研究显示HUA患者中，超BMI 104例，检出率
34.6%，而正常对照组超BMI仅0.01%。有证据表
明HUA与肥胖和血脂异常有关。肥胖可致使雄
激素水平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下降，或酮体
生成增加，抑制尿酸排泄。肥胖人群摄入的热量
过多，给嘌呤合成提供了足够的能量，使尿酸合
成增加 [9]。其次，排泄减少，当机体劳累、饥饿
时，脂肪动员提供能量，脂肪分解产生的酮体阻
碍尿酸的排泄，使尿酸水平升高[10]。
过去认为HUA患者多为中老年男性和绝经后
期女性。最新统计资料表明，患病年龄主要集
中在30~70岁年龄段，而30岁则是患病高峰 [11]，
说明HUA的发生已呈年轻化趋势，被列为第二
大代谢性疾病[12]，本研究显示，HUA组发病率年
龄为（34.45±9.71）岁，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的
（38.11±10.97）岁，表明青年人生活方式及饮
食结构的改变，长期进食高嘌呤如海鲜、肉类等
食物及超BMI或肥胖是HUA发病率上升的主要原
因[13]。 除与青年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合理的
饮食结构有关外，也与年轻人对HUA的危害及相
关知识了解甚少不无关系。本研究发现，青年人
群中的大部分人缺乏对HUA相关知识的了解，认
识不到此病对健康的危害，心存侥幸心理。
有研究表明HUA常伴有高血压、高血糖、高
血脂及肾脏功能的异常[14]。本研究也发现，青年
HUA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及肌酐升高者
189例，占62.8%。充分说明长期大量摄入高脂
肪、高蛋白食品可导致体内尿酸过多，影响了肾
小球的滤过功能，使尿酸排泄受阻，引起血脂异
常及HUA[15]。长期HUA也可能破坏胰岛β细胞而
引发糖尿病[16]。有证据表明，血压级别越高，尿
酸水平越高，血压值与血尿酸值成正相关[17]。尿
酸在肾脏的排泄取决于其在肾小球的分泌及分泌
后的重吸收，可直接使肾小球入球小动脉发生微
血管病变，导致慢性肾脏病。而血液肌酐升高可
引起肾小球滤过障碍及肾小管疾病，促使HUA的
发生[17]。
资料显示，超BMI或肥胖人群高血压、高血
脂、高血糖的发病率明显高于BMI正常人群[18]。

超BMI或肥胖者常存在胰岛素抵抗，使血清胰岛
素水平增高，引起糖代谢紊乱。也会使血液中甘
油三酯等清除障碍，造成血脂代谢异常。
饮食不规律，缺乏合理膳食和营养搭配，导
致脂肪或胆固醇在体内积累，工作压力大、熬
夜、抽烟、喝酒是引起“三高”的主要原因。吸
烟可使交感神经兴奋，心跳加快，周围血管收
缩，使血压升高，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19]。
目前年轻人普遍缺乏运动或运动量不足，电脑前
久坐，手机不离手成为目前青年人的生活常态。
预防干预措施：医院与健康管理机构应对来
此就诊的HUA人群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掌握他们
的相关资料，包括一般情况、生活方式、饮食习
惯、家族史及疾病史、服用药物状况、保健意识
等，并进行健康和疾病风险评估。
健康教育：医院相关部门科室应定期对所管
辖区域的人员，进行宣传讲解超BMI及HUA等
代谢性疾病的危害性与防治知识。提高人们认
识疾病、预防疾病的主观能动性。明确告知吸
烟、饮酒、熬夜、久坐等不良嗜好与代谢性疾
病的关系。
合理饮食：根据HUA患者的年龄、性别、
BMI制定科学、合理的膳食方案，指导人们实施
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食用高热量食物。提倡低
脂、低糖、低盐、清淡、富含维生素、高蛋白饮
食[20]。一日三餐定时定量，禁止暴饮暴食。多食
用谷类及新鲜水果蔬菜。戒烟、限酒。
适量运动：分析HUA人群的工作性质，为超
BMI者或HUA者制定简洁易懂、个性化、量化的
运动方案，动员其每天进行适宜个人身体状况的
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健身
操等。每次不少于30 min，每周3~5次[21]，运动强
度以自己不感到心慌气短为宜。
心理干预：通过心理测试了解HUA患者的身
心健康状况，帮助其舒缓各种心理压力，保持积
极、健康、阳光、开朗的良好心态[22]。
药物管理：指导患有HUA、痛风、高血压、
高血脂、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中青年人群合理
用药，提醒其不要自行停药或随意减少、增加药
量，以免影响治疗效果[23]。
定期随访：利用短信或电话的形式对HUA患
者进行追访，实时了解健康干预效果，必要时医
院对所管辖区域的HUA患者可采取开展健康讲座
的形式，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根据具体情况随时
调整预防干预方案。
综上所述，对HUA患者实施科学、合理的健
康干预，可有效减少HUA的患病风险及代谢性疾
病并发症的发生。可提高患者的医嘱遵从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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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不良的饮食结构，养成运动健身强体的健康习
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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