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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该课题组于 2005 年在北京市房山区启动了常见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家系队

列研究项目。研究目的为系统探讨脑卒中、糖尿病、高血压等常见心血管代谢

性疾病的环境行为危险因素、遗传易感性及其复杂交互作用，构建疾病风险预

测模型，评价干预措施效果与健康管理模式。 

研究现场房山区位于北京市西南，该区既有城镇化特色的居住中心，也有

代表中国北方特色农村居住区域。当地居民具有代表北方城镇地区、农村地区

特色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房山区处于我国卒中高发带，是心血管代谢性疾

病高发地区。 

研究项目以家系为单位收集流行病学资料、医学检查与生化资料、生物样

本资料等，并对研究相关资料进行全面电子化管理，对生物样品进行标准化运

输、储存与测量。在完成基线资料收集后，进行疾病监测与定期人群随访，目

前收集三千余个家系，队列人群近万人，中位随访时间超过六年。 



该项目利用家系队列研究优势，从宏观生态到微观分子、从行为因素到遗

传特征，从人群到个体等多个层次和维度探讨了常见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发病

机制。研究分析了大气、土壤等宏观暴露与常见心血管代谢性疾病危险因素之

间存在关联，并进一步揭示了宏观环境暴露与遗传因素的交互作用模式和可能

的致病机制；基于与疾病发病机制有关的通路、既往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提示阳

性位点、表观遗传 DNA甲基化位点等，共新发现或证实 20余个与缺血性脑卒中

或糖尿病有关的基因位点和基因甲基化位点，这些位点大部分位于炎症通路和

脂代谢通路相关基因上，并对这些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基因的多效性等进行

了较深入的探讨；研究了各种行为、膳食因素、特殊肥胖类型与常见慢病、动

脉硬化等的关联以及复杂的交互与中介作用；采用无监督机器学习方法探索并

开发了适用于家系样本的高维基因-基因交互作用检验方法；采用多水平模型与

时间序列等分析方法构建并评价了适用于我国北方农村地区的常见心血管代谢

性疾病的风险预测模型；采用精准预防与干预的策略对各类人群进行了干预与

效果评价。 

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8个面上项目和 3个青年基金以

及 2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累计发表相关中英文论文 200余篇，出版

多部相关专著，培养硕士博士近百人。研究成果推动了当地心血管代谢性疾病

管理更加规范、科学、有效发展，已被 2019 年《中国心血管病风险评估和管理

指南》作为证据引用。研究项目同时获得国际关注，得到国际同行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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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华夏医学科技奖项目公示证明 

 

我单位作为第 1完成单位申报的 2022年度华夏医学科技奖 

“  常见心血管代谢性疾病家系队列的建立与应用 ”项目已于 

2022年 4 月 18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本单位进行了公

示，公示期内未收到对申报项目的异议。 

 

附件：华夏医学科技奖项目公示证明材料 

（网站公示截图，公示栏公示照片等,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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