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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２型糖尿病发生蛋白尿的危险因素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侯旭宏

冯凭

王建华

【摘要】

刘新民

目的探讨２型糖尿病（ＤＭ）患者发生蛋白尿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按年

龄、性别、种族、居住地匹配的两组２型ＤＭ患者，其中一组为非蛋白尿组（尿蛋白＜３００ ｍｄ２４

ｈ，ｎ＝

１０６），另一组为蛋白尿组（尿蛋白≥５００ ｍｄ２４ ｈ，起＝１０６）。资料处理使用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果职业、ＤＭ病程、血糖控制情况、高血压史、高血压病程、患ＤＭ后蔬菜摄入量均分别与蛋白尿
的发生有统计学关联。相应的比值比及９５％的可信区间分别为２．４２９（１．２９９～４．５４２）、
１．０７８（１．０２９～１．１３１）、２．３１６（１．３４ｌ～３．９９８）、１．８１０（１．０５９～３．０９２）、１．０４３（１．０１２～１．０７４）和０．５５１
（０．３３４～０．９０７）。但未发现ＤＭ家族史、高血压家族史、吸烟、其他饮食习惯与２型ＤＭ发生蛋白尿
有统计学联系。拟合多变量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应变量为发生蛋白尿，自变量包括ＤＭ病程、血糖控制
情况和高血压史。结论对于２型ＤＭ患者，体力劳动者发生蛋白尿的危险性较脑力劳动者大；糖尿
病病程长，血糖控制差，有高血压史均可独立增加其发生蛋白尿的危险性；而患ＤＭ后，日蔬菜摄入量
多则可减少发生蛋白尿的危险性。
【关键词】糖尿病，２型；蛋白尿；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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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ＤＭ）患病率正在增长，而２型ＤＭ患

者占全部ＤＭ患者的９０％以上。世界范围内，ＤＭ
发生终晚期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数量也在增加…２Ｉ。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基金资助项目（９６４０７）

与所有其他病因相比，ＤＭ导致的终晚期肾功能衰

作者单位：３０００７０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教研室

竭的发病率以更高的速率增长‘１’３‘５｜。因此，预防２

（侯旭宏、王建华、刘新民）；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内分泌科（冯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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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ＤＭ患者发生糖尿病肾病（ＤＮ）对于减少ＤＭ终

０．１３３

ｋＰａ），或舒张压≥９５ ｍｍ

Ｈｇ。

晚期肾衰的发病率有着重要的意义ｎ’３’６’引。本研究

（３）实验室检查：所有受检对象均接受清晨空腹

旨在探讨２型ＤＭ患者发生蛋白尿（肾病的一个重

静脉采血，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空腹血糖。所

要临床指标）的危险因素。

有受检患者于检测前一日上午７时至次日上午７时
留取２４ ｈ全部尿液，采用双缩尿法测定２４ ｈ尿中总

对象与方法

蛋白含量。
１．研究对象：１９９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８年１月天津

（４）统计学方法：使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０统计软件，采

医科大学总医院内分泌科的门诊及住院患者２１２

用分层Ｃｏｘ模型的拟合语句来拟合配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例，全部患者均经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及

型旧Ｊ。以尿蛋白为应变量。虚拟的生存时间：发生

胰岛素释放试验，按１９８５年ＷＨＯ的ＤＭ诊断标

尿蛋白组为１，未发生蛋白尿组为２。虚拟生存状态

准，确诊分型为２型ＤＭ，均无与ＤＭ相关的其他内

变量：病例取值为１，对照取值为０。分层变量即配

分泌疾病，并除外有肝脏疾病者。病例组为调查期

对的对子号。分别以职业（０，脑力劳动；１，体力劳

内连续两次以上尿蛋白定量均≥５００ ｍｇ／２４ ｈ的２

动）、ＤＭ确诊时的ＦＢＧ（有序分类变量）、ＤＭ病程

型ＤＭ患者（除外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肾及泌尿系疾

（数值变量）、血糖控制情况（０，血糖控制好；１，血糖

患的患者）。对照组为无ＤＮ史及其他肾脏疾患且

控制良好；２，血糖控制差）、高血压史（０，无高血压；

在调查期内连续两次尿蛋白定量均＜３００ ｍｇ／２４

ｈ，

１，患有高血压）、高血压病程（数值变量）、ＤＭ家族

将病例与对照按同性别、同民族、同一居住地、年龄

史（０，无ＤＭ家族史；１，有ＤＭ家族史）、高血压家

相差（≤±３）岁进行配对，共得到１０６对研究对象。

族史（０，无高血压家族史；１，有高血压家族史）、吸烟

２．调查内容与方法：

（０，不吸烟；１，吸烟）及饮食习惯（有序分类资料）分

（１）流行病学询问：①人口学资料，包括姓名、性

别为自变量，进行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单因素

别、年龄、居住地、职业等。其中职业分为脑力劳动

分析）。使用危险比来估计ＯＲ值及其９５％ａ。然

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包括技术员、教师、干部、会

后使用比例风险模型对一些混杂因素进行评估（多

计、律师、医生等；体力劳动包括工人、农民、服务业

因素分析）。最后使用向前逐步引入（变量淘汰采用

职工等。②ＤＭ现病史，包括确诊年龄、诊断时既往

似然比方法）法将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变量引入多变

平均空腹血糖值（ＦＢＧ）、病程、血糖控制情况等。用

量回归模型。

ＦＢＧ评估血糖控制情况，将ＦＢＧ＞１４０ ｍｇ／ｄｌ或７．８
ｍｍｏｌ／Ｌ判为血糖控制差，将ＦＢＧ
６．７～７．８

１２０～１４０

结

ｍｇ／ｄｌ或

ｍｍｏｌ／Ｌ判为血糖控制良好，将ＦＢＧ≤１２０

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特征的描述见表１。

ｍｇ／ｄｌ或６．７ ｍｍｏｌ／Ｌ判为血糖控制好。③ＤＮ现病

表１

史，包括确诊年龄、病程等。④既往史，包括高血压

病例组和对照组患者特征

变量

病例组

史（确诊年龄、病程），以及其他疾病史等。⑤家族史

男／女（ｎｈ）

４４／６２

只考察患者一级亲属的ＤＭ及高血压的患病情况。

年龄（岁，ｊ±ｓ）

⑥对ＤＭ患者患ＤＭ后的碳水化合物、水果、油脂、

盖三；蚤？

职业（脑力劳动／体力劳动，ｎｈ）

４０／６６

蛋白质、蔬菜的饮食习惯进行回顾调查，以上变量均

ＤＭ确诊时的ＦＢＧ（ｎ功口】／Ｌｚ±ｓ）

１３．２５±４ ０９

按有序分类变量进行资料收集，按等级顺序从低到

ＤＭ病程（年，至±５）

９．３４±７．２０

血糖控制（好／良好／差，ｎｈ）

高依次赋值０、１、２……等。其中患ＤＭ后平均每天

ＤＭ家族史（无／有，月肠）

蔬菜摄入量被分为三级：工级（＜０．２５ ｋｇ／ｄ）；Ⅱ级

高血压（无／有，ｎｈ）

（０．２５～０．５ ｋｇ／ｄ）和Ⅲ级（≥０．５ ｋｇ／ｄ）。吸烟者指

高血压病程（年，孟±ｓ）

每日吸烟１支及以上并持续一年以上者。
（２）体格检查：血压测量采用台式水银柱血压

计，在受试者安静状态下，取坐位测其右上臂血压。
高血压史指被调查者既往就诊或健康体检时被明确

诊断为高血压，或收缩压≥１６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高血压家族史（无／有，ｎｈ）
日均蔬菜摄入量（Ｉ／町Ⅲ，ｎｈ）
吸烟习惯（无／有，ｎｈ）
２４

ｈ尿蛋白定量（ｍｇ，孟±ｓ）８

对照组

＿二、

州∞ｏ

１／１８／８７
６０／４６
５４／５２

钙

７．９６±１１．０６

６３／４３
６／５２／４８
６３／４３
１１５２．６２±１３９７．９５

；

们一～郴一～ 咖啪～郴 蛳一

”

注：ｎ为频数；＊括号内数据为极差；＃Ｐ（单侧）＜Ｏ．０５

１．单因素分析：职业、确诊时的ＦＢＧ、ＤＭ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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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控制情况、高血压史、高血压病程、患ＤＭ后蔬

３、４。

菜摄入量与蛋白尿有统计学关联见表２；未发现ＤＭ

最后，由自变量ｘ。、ｘ：、Ｘ，构成的配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家族史、高血压家族史、吸烟及其他饮食习惯与２型

回归方程为：

ＤＭ蛋白尿的发生有统计学联系。

多＝ｏ．０５０ｘ１＋ｏ．７０３ｘ２＋ｏ．７５２ｘ３
说明对于２型ＤＭ患者来说，ＤＭ病程长、血糖控制

与蛋白尿发生有关的各因素的０Ｒ值及其９５％ａ

表２

变

量

ＯＲ值（ｊ±ｓ）

差，有高血压史均可独立增加其发生蛋白尿的危险。

Ｐ值０Ｒ值的９５％ａ

２．４２９±Ｏ．７７１

０．００５

ＤＭ确诊时的阳Ｇ（ｎｎｄ／Ｌ）＋１．３４１±Ｏ．１６７

职业

１．２９９～４．５４２

讨

论

Ｏ．０１９

１．０４９～１．７１６

ＤＭ确诊时的ＦＢ［×ｒｒＩｎｄ／Ｌ）８

１．０３８±Ｏ

０３０

Ｏ．２０９

０．９７９～１．１０１

血糖控制

２．３１６±０．２７９

０．００３

１．３４１～３．９９８

ＤＭ病程

１．０７８±Ｏ．０２４

０．００２

１．０２９～１．１３１

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是遗传素质（一级亲属的ＤＭ病

高血压

１．８１０±Ｏ．４９２

Ｏ．０３０

１．０５９～３．０９２

史、高血压史和心血管病史）、高血压、血糖控制情况

高血压病程

１．０４３±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１．０１２～１．０７４

ＤＭ家族史

１．２９２±０．２７２

０．３４７

０．７５８～２．２０１

高血压家族史

１．３４８±Ｏ．２７５

Ｏ．２７８

Ｏ．７８６～２．３１１

日均蔬菜摄人量

０．５５１±０．２５５

０．０１９

０．３３４～０．９０７

吸烟习惯

１．５３３±０．３３２

Ｏ．１９８

Ｏ．８００～２．９３９

研究表明，促使２型ＤＭ患者ＤＮ发生、发展的

和吸烟旧１。本次１：１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旨在广泛评
估影响我国２型ＤＭ患者发生蛋白尿的危险因素及
其特点。
本研究中发现与蛋白尿发生有统计学关联的因

＊单因素分析结果；＃以血糖控制作为混杂因素调整后的结果

素有７个。

２．多因素分析：使用可能的混杂因素，对各因素

１．职业：本研究发现体力劳动者发生蛋白尿的

与蛋白尿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当使用血糖控制情

危险是脑力劳动者的２．４２９（１．２９９～４．５４２）倍。有

况对ＤＭ确诊时的ＦＢＧ与发生蛋白尿之间的关系

关职业与合并ＤＮ关系的研究在我国少见报道。中

进行调整，ＤＭ确诊时的ＦＢＧ与发生蛋白尿之间的

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

统计学关联消失。但其他因素与发生蛋白尿之间的

教育、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上有一些明显的差别。

关系经多因素调整后仍存在（表２）。

与体力劳动者相比，这些差别会使脑力劳动者更早

３．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结合专业知识，采用分

地去发现自己是否患有ＤＭ，同时可能会更自觉地

层Ｃｏｘ模型的拟合语句来拟合配对ｌｏ西ｓｔｉｃ模型。

去控制其合并症的危险因素。Ｒａｃｈｍａｎｉ等ｕ ０。的随

使用向前逐步引入法（变量淘汰采用似然比方法），

机分组的前瞻性研究表明：有较多医学信息和更自

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Ｘ，（ＤＭ病程）、Ｘ：（血糖控

主的患者，更容易达到并维持ＤＭ合并症的一些主

制情况）、Ｘ，（高血压史）、Ｘ。（患ＤＭ后每天蔬菜摄

要危险因素的目标值；而严格控制ＤＭ合并症的危

入量）引人多变量回归模型，主要的分析结果见表

险因素可阻滞患者大、小血管合并症的发生。

表３

，

步骤氇榭
ｒ扎ｕ

模型系数的多项检验

前乓荔勰２［璺度、

全局卡方检验

前乓蕤黼２［璺度、

ｆ值

彤

ｆ值

玎

１

１３５．２８６

１０．９３２

１

０．００１

１１．６６１

１

Ｏ．００１

１１．６６１

１

０．００１

２

１２９．３４４

１６．０６３

２

０．０００

５．９４２

１

０．０１５

１７．６０３

２

０．０００

３

１２３．７８３

２０．９０５

３

０．０００

５．５６１

１

Ｏ．０１８

２３．１６４

３

Ｏ．０００

ａ

ａ

ｘ２值

彤

ｎ

注：ｄ厂为自由度；ａ为显著性水平．ｂｌｏｃｋ ｎｕｍｂｅｒ ０模型中不引进任何协变量时的负２倍对数似然比值：１４６．９４７；ｂｌｏｃｋ ｎｕｍｂｅｒ １，即表３模
型中引进协变量的方法为向前逐步引入（变量淘汰采用似然比方法）：第一步引入的变量：ｘ。（ＤＭ病程）；第二步引人的变量：ｘ３（高血压史）；
第三步引入的变量：ｘ２（血糖控制）

表４

引入回归方程的变量

步骤

进入变量

ｐ

３

Ｘ１

Ｏ．０５０

０．０２６

３．６２９

１

０．０５７

１．０５１

０．９９９～１．１０６

Ｘ２

Ｏ．７０３

Ｏ．３１８

４．９０８

１

Ｏ．０２７

２．０２１

１．０８４～３．７６５

Ｘ３

０．７５２

０．３０７

６．０２３

１

Ｏ．０１４

２．１２２

１．１６４～３．８６９

注：变量引人方程的标准：ｏ

Ｅ冲（Ｂ）＝Ｐ８（ＯＲ估计值）

如ｗ口蹦ｘ２值吐厂

ａ

Ｅ印（ｐ）Ｅ印（ｐ）９５％ｃ，

０５，变量剔除出方程的标准：ｏ．１０；ｐ：回归系数估计值；曲：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ｗｊ埘ｆ值：（∥曲）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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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血糖控制和ＤＭ病程：前瞻性研究指
出ｕ１’１２１，２型ＤＭ患者的ＦＢＧ与早期ＤＮ的发生、
发展有关联，且持续蛋白尿的发生与ＤＭ病程有
关¨１’１３ ｏ。强化血糖控制策略的观察和临床试验分

摄入量的增加而减少。可能的原因为蔬菜对２型
ＤＭ患者血糖及血压的积极作用怛１｜。
本研究未发现与蛋白尿的发生有统计学联系的
因素。’

析（ＵＫＰＤＳ ３５）表明Ｈ ４｜，在整个ＤＭ病程中，任何时

５．ＤＭ和高血压家族史：近来研究表明，遗传素

候对血糖控制的改善，都可能会减少ＤＭ合并症发

质（一级亲属的ＤＭ病史、高血压史和心血管病史）

生的危险，在血糖和发生ＤＭ合并症的危险性之间

是促使２型ＤＭ患者ＤＮ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危险

有一个直接联系。

因素阳，１７‘２

０’２２＇２

３ｌ。高血压是与环境和遗传有关的多

本研究匹配了年龄混杂因素后，单因素分析表

基因遗传病。Ｋｒｏｌｅｗｓｋｉ等研究显示，双亲均有高血

明随ＤＭ病程的延长，２型ＤＭ患者发生蛋白尿的

压的ＤＭ患者发生肾病的可能性比双亲均无高血

危险性增大；当用血糖控制情况等可能的混杂因素

压的ＤＭ患者大４倍ｕ３｜。近年来，“原发性高血压

进行调整后，这种关联依然存在。另外，对血糖控制

的遗传标志”作为ＮＩＤＤＭ患者易合并ＤＮ的遗传

与蛋白尿的单因素及可能的混杂因素调整分析；结

标志受到较多关注旧４。２ ６。。相关研究结果却不尽一

果均表明：血糖控制差可增加蛋白尿发生的危险。

致。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有样本量的大小、种族、性别

本研究中血糖控制、ＤＭ病程与蛋白尿发生之间关

和生活方式，以及性别与种族间的相互影响口７ ｏ。

系与上述研究结论相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在分析

研究发现，ＤＭ家族史可增加个体患２型ＤＭ

ＤＭ病程与发生蛋白尿的关系时，其病程是按等级

的危险阻８Ｉ，并提早发病年龄。关于这一现象的遗传

变量资料进行分析ｎ ５Ｊ；在本文中ＤＭ病程是按数值

和环境作用的机理有待进一步阐明。而发病年龄的

变量资料进行分析的，故两文中的数值有差别。

提前，可增加慢性合并症发生的危险。

３．高血压史和高血压病程：研究表明，高血压是
ＤＭ性微血管病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研究得出
高血压和２型ＤＭ肾脏损害之间有联系Ｈ

６‘１８

ｏ。

本研究未发现ＤＭ和高血压家族史与蛋白尿
的发生有统计学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
探讨。

ＵＫＰＤＳ研究结果发现［１ ９Ｉ，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６．吸烟：部分研究发现吸烟增加蛋白尿发生的

制剂或阻断剂治疗高血压，使患者的血压基本维持

危险心皿３ ２｜。本研究未发现吸烟与蛋白尿发生有关，

在１５０／８０ ｍｍ Ｈｇ以下，能减少ＤＭ的死亡和合并症

可能的原因是样本量少或存在种族差异。

的发生。

７．其他饮食情况：本次研究，对ＤＭ确诊后饮

本研究发现：高血压、高血压病程较长，均增加

食情况进行半定量回顾性调查。结果发现，患ＤＭ

蛋白尿发生的危险。相应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ａ分

后的碳水化合物、水果、油脂、蛋白质、饮茶习惯均与

别为１．８１０（１．０５９～３．０９２）和１．０４３（１．０１２～

ＮＩＤＤＭ合并ＤＮ无统计学关联。２１Ｉ。

１．０７４）。用可能的混杂因素分别对高血压史、高血

本研究的优点和局限性：优点之一是用年龄、性

压病程与２型ＤＭ发生蛋白尿的关系进行调整，结

别匹配的配对病例对照研究。另一优点是对研究对

果表明：有高血压史、高血压病程长均可增加２型

象进行两次尿蛋白定量，从而减少了暂时蛋白尿的

ＤＭ发生蛋白尿的危险。需要说明的是，分析高血

可能性，提高了诊断标准的特异性。局限性包括对

压病程与发生蛋白尿的关系时，文献［２０］是对高血

血糖控制情况及饮食习惯不能准确估计；有些危险

压病程按等级变量资料进行分析，而本文是按数值

因素的作用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中未能被探讨，

变量资料进行分析的，故两文中的数值不同。此外，

如血脂和ＢＭＩ；由于样本量少，有些危险因素的作

本研究未收集有关血压控制情况的资料，所以不能

用未得到肯定的结论。

排除血压控制情况对高血压病程与蛋白尿之间联系
的影响。

总之，本研究显示：体力劳动者发生蛋白尿的危
险高于脑力劳动者，这可能与病例对照研究难以避

４．患ＤＭ后蔬菜日平均摄人量：本次研究，对

免的选择性偏倚有一定关系；血糖控制差、ＤＭ病程

ＤＭ确诊后饮食情况进行了半定量回顾性调查。结

长、有高血压史和高血压病程长均可独立增加蛋白

果发现，患ＤＭ后蔬菜日平均摄入量与２型ＤＭ发

尿发生的危险性；患ＤＭ后，日蔬菜摄入量多则可

生蛋白尿有关联：蛋白尿发生的危险随着每天蔬菜

减少合并ＤＮ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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