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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型糖尿病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马骏王建华王正伦刘新民

【摘要】

目的研究胰岛索抵抗等因素与２型糖尿病的关系。方法

对根据ｗＨＯ诊断标准确

诊的１０２例２型糖尿病病人进行ｌ：ｌ配比病例对照研究．采用条件｜ｏ币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处理资料。
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胰岛素抵抗与２型糖尿病发病有关，０Ｒ值为ｌ ５３０（９５％口：ｌ
ｌ

２３４～

８９６），用可能起混杂作用的多重因素翊整后，这种关系依然存在。结论胰岛紊羝抗是２型糖屎病

病因，并且其作用相对独立。

【关键词】２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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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由于血糖失控高出正常水平所造

年以上，本人能提供调查资料者。全部病人按１９８５

成的全身性进行性疾病，并发症多，且严重。我国虽

年ｗＨＯ糖尿病研究组再次修订的糖尿病诊断标

属世界上糖尿病低患病率国家，但糖尿病病例数已

准，并做胰岛素释放试验分型确诊为２型糖尿病。

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据初步统计，在世界

２对照选择：对照选自相同医院普通外科、内

范围内成人糖尿病１９９５年约４％，以人口改变为基

科、妇科的无内分泌系统疾病的同期住院病人，在天

础估计２０２５年将上升到５．４％，届时我国糖尿病患

津市居住２０年及以上，本人能提供调查资料者。有

者数约为３ ８００万…，其中２型糖尿病患者占９５％

肝、肾疾患者除外。

左右Ｂｊ。因此，为探讨我国现今２型糖尿病发病危
险因素的特点，了解、掌握主要致病因素．为积极有

病例、对照按同性别、同民族、同一居住区，年龄
相差±３岁而且在同一５岁年龄组做ｌ：１配比。

效开展糖尿病的预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我们进行
ｒ本项研究。

３研究方法：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由经
过专门培训的调查员对病例、对照进行询问调查。

对象与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流行病学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检
查。实验室检查项目有：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血

Ｉ．病例选择：病例选自天津医科大学第一、二教

脂等。血糖采用葡萄塘氧化酶法测定，胰岛素浓度

学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病人。患者在天津市居住２０

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血清总胆固醇及甘油三酯采
用酶法测定。计算空腹胰岛素与空腹血糖乘积之倒

作者单位：３０００７０天津医科人学公共卫生节院卫生统计学教研
室（马轻）．流行病学教研室（王建华、王正伦、刘新民）

数，以此作为胰岛素敏感性参数¨Ｊ，研究胰岛素抵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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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统计分析方法：对ｌ：１配比的病例对照研究

表２各变量与２型糖尿病关系的单囡素条件ｌｔ）ｇｉｓｔｌｃ分析

资料应用条件ｌ。ｇｉｓｔｉｅ回归分析。按模型要求对变
量进行规格化和数量化，首先对有关变量进行单因
素分析，然后对某些可能起混杂作用的变量作混杂
调整，进行多因素分析。全部工作采用Ｓ１ＨＴＡ
Ｏ统计分析软件包完成。主要研究因素及赋值方

３

法见表１。
表１
变
高血压史

主要研究固索及赋值方法

量

赋

值

无＝１有＝２

肥辟史

五＝ｌ有＝２

吸烟史

从再＝】偶尔＝２每周吸＝３每甘骚＝４

饮酒史

从不＝１偶尔＝２每周饮＝３每日饮＝４

碳杏釜复警（曲２０（】～＝ｌ ３００～＝２ ４００一３≥５００＝４
２
油日自摄人
蔓鬻｛窑舅耋：５植物袖＋动物油２
内娄摄＾

不吃＝ｌ偶尔吃＝２经常吃＝３

蛋类摄＾

不吃＝１偶尔吃＝２经常吃＝３

蔬菜摄入

很少吃＝１

２５０ ｇ／ｄ＝２

５００ ｇ／ｄ＝３

２５０９／ｄ＝２

５。ｏ ｇ／ｄ＝３

水果摄人

很少吃＝Ｉ

饮食口味

威＝Ｉ适中＝２漱＝３

结

果

ｌ单因素ｌ啦础ｃ回归分析：将经济状况、高血
压史、肥胖等变量逐一引入条件Ｉ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Ｐ＜ｎ ｔ巧

表３

２型糖尿病发病多因素相互调整条件
ｌｏ西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

量

ｏＲ值

Ｂ

个人收人

１

家庭＾均收人

０．０３４

高血压史

３ ８５８

３ ０９９

１３ｌ

１１１

０ ７６９～１２ ４８９
０

１ ０３５

０

９鹋

４７

３７４

０

０２７。１

１９

２９８

０

０７６

肥胖史

２ ９６０

单因素分析表明个人收入、家庭人均收入、高血压

腰臀比

３

９９９

５４ ５２２

史、肥胖史与２型糖尿病的发病有统计学意义；随碳

腰股比

０

９７１

２ ６４３

碳水化台物

０ ９８２

油脂类

３ ６６２

水化合物、油脂日摄人量增加，２型糖尿病发病的危

９５％吖

Ｐ值
Ｏ

２

６７０

３８．９３６

Ｏ

１

９（）～５ ６２５

５“～４３５ ２３３
７”～５０７ ８５２

Ｏ ００７‘３ ０２４～９８３
０

０【）９

１２９

Ｏ ７５２～９ ２８８

Ｏ １２３

０ ７６７～９ ３０７

Ｏ ０２６’１．５４８～９７９

１２４

险性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参数、总胆固醇、甘油三
酯、腰臀比、腰股比与２型糖尿病发病有统计学意
义。而其他因素在本研究中未发现统计学意义（表

表４

胰岛索敏感性参数与２型糖尿病发病
多因素条件ｌｏ画吼ｊｃ回归分析

２）。
２．多因素１诹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把在单因素分析中
有统计学意义的个人收入、家庭人均收入、高血压
史、肥胖史及其与之有关的饮食因素，与肥胖有关的
体形指标一并代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进行多因素综
合分析。调整后发现高血压史、腰臀比、油脂类日摄
入量与２型糖尿病发病有统计学意义（表３）。０Ｒ
值分别为４７．３７４（９５％ｃ，：１．５６４～４３５．２３３）、

讨

论

５４．５２２（９５％Ｃ，：３．０２４～９８３．００９）、３８．９３６（９５％

ａ：Ｉ．５４８～９７９．１２４），其他因素的作用无统计学意

１９８８年Ｒｅａｖｅｎ提出了Ｘ综合征的观点：糖尿
病、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之间存在着

义。

用若干相关因素同时引入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对胰岛素敏感性参数进行调整，其对２型糖尿病
的作用依然存在（表４）。

密切的联系，提示这些相关疾病间存在着一个遗传

性或获得性的共同缺陷——胰岛素抵抗及其导致的
代偿性胰岛素分泌增高（ＨＩＳ）。近年来国外应用胰
岛素钳夹技术（ｉｎｓｕｌｊｎ ｃｌａＩＴｌ口）测定人的胰岛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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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研究胰岛素抵抗，但其价格贵，检查费时，不适

与国内外报道相一致［…。提示人们腰围与臀围之

合进行大量流行病学研究。李光伟等【３ ｏ提出新的

比值越大，２型糖尿病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胰岛素敏感性指标（空腹胰岛素与空腹血糖乘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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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ｎ Ｒ目ｏｏｄ

Ｅｐｌｄａｌｌｌｏ｝。１９８５，２２

８３３

（９５％Ｃ』：１．９９６～１１．７０３），经多重调整后仍具有统

ｙｗ“Ｊ…ｐ

ｐ。ｐｕｌ砒ｂ耻ｓＩｘ【ｅｅｎ

ｄＩａ｝Ｊｅｔ㈨ｎ

６０７

９闫石燕，李爱红，张云霞洛阳市成人ＮⅡ）ｎＭ危险因豪研究中
国慢性病预防与挣制，１９５）９．７ ２０．２２

归因于上半身肥胖。本次研究发现腰臀比与２型糖

（收稿ｎ期：２００ｌ＿０２．２０）

尿病发病有关，０尺值为２１．９９６（９５％口：５．４６１～

（本文编辑：段江娟）

８８．５９３），经多因素调整后作用仍然存在。这一结果

·短篇报道－
乌兰察布盟地区肠道致病菌菌型分布调查
苏秀英

舟ｓｌ

Ｂ

肠道致病菌菌型分布随时间、地域在不断变化，及时掌

０

０７％；其他菌属未检出：榆出的志贺氏菌与沙门氏菌相比

握本地区流行志势ｘ｝控制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对

差异有非常娃著性（，＝４２ ７２，Ｐ＜Ｏ，叭），由此可见，本地区

乌兰察布盟（乌盟）地区正常人群肠道致病菌携带情况进行

肠道致病菌分布以志贺氏菌占主导地位。

调查井做血清学分型，其结果报告如下。

在检出的４３株志贺氏菌中，鲍氏志贺氏菌ｌ～６型３６

ｌ对象与方法：（１）词查对象为鸟盟地区食品及公共场

株，１２～１５型６株，其他志贺氏菌仅ｌ株，由此可见，本地区

所从业人员、（２）调查方法：采用肛拭法。（３）实验室检查：

志贺氏菌苗型分布以ｌ～６型占优势地位，榆出率为

按辎平扳选菌、克氏双糖铁培养基穿刺发酵、特异性因子血

８３

清凝集分型三步进行。

有ｌ株福氏志贺氏菌检出．所占比例甚微。

７２％．１２～１５型次之．检出率为１３ ９５％，其他志贺氏菌仅

２．结果与讨论：在接受检查的２ ６６９人当中，检出志贺氏

我们在对乌盟地区正常人群肠道致病菌分布坷查中发

８０％；检出沙门氏菌２株，检出率为

现，近年来鲍氏志贺氏菌作为本地区流行主导茁散布＿ｒ泛，

茁４８株，检出率为ｌ

提示我们应注意观察其动态，最大限度控制其传播范围。
作者单位：０１２０（）０泉宁，内蒙古鸟兰察布盟卫生防疫站椅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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