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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代谢综合征与心血管病预防
赵冬；刘静
代谢综合征（ＭＳ）近年来在国内外心血管病防

集，形成心血管病终末期疾病的高发群体。而医疗

治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国家“十一五”

资源的绝对缺乏和人群中较低的医疗保障覆盖率，

科技规划也将此项研究列为心血管病防治的重点项

使得以通过治疗已形成的危险因素的策略，难以真

目。其主要原因是ＭＳ的研究结果为动脉粥样硬化

正减缓或逆转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上升趋势，且不

性疾病的更早期预防提供理论基础。

能遏制人群中多重危险因素人群的不断扩大形成的

心脑血管疾病是目前我国国民死亡的首位原

恶性循环。国家在“十一五”重大疾病防治规划明确

因，占总死亡４０％。根据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中心

提出了防线前移的方向，这代表预防策略重点将从

“中国心血管病２００５年度报告”¨Ｊ：我国每年心脑血

治疗控制已形成的危险因素前移至预防和遏制危险

管病的医疗费用达１１００亿元人民币。同时，我国近

因素的产生，特别是多重危险因素的形成。这也是

期进行的关于心脑血管发病死亡趋势的预测研究结

ＷＨＯ提倡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慢

果显示，如果目前不能有效遏制心脑血管病危险因

病预防策略。

素的上升趋势，这种上升趋势将与社会人口快速老

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以ＭＳ为代表的心

龄化共同作用，在未来５—１０年时间内心脑血管疾

血管病多重危险因素的聚集现象不是偶然发生

病死亡人数将大幅度增加幢ｏ。２００３年美国哥伦比

的。４’５｜。肥胖、高血压、血脂和糖代谢异常等心血管

亚大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５个发展中国家心血管病

病危险因素（近年加入凝血系统异常和炎症状态）的

对未来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报告，即《和时间赛跑》

共生共存，实际来源于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即多重

中发人深省的指出，这些发展中国家仅有２０年的窗

危险因素的发生、发展有共同的根基，其中中心性肥

口期来逆转目前的心血管病上升趋势，否则，不断增

胖导致的胰岛素抵抗是目前证据最多的学说。而针

加的终末期心血管病的巨大负担将极大地遏制这些

对其共同病理生理基础的早期干预可以遏制或减少

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极大的危害劳动力人口的健康。

多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形成，达到“一石多鸟”的

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是否

预防效果。这是ＭＳ的概念在心血管病防治领域被

有能力担负预防心血管病”，而是“是否有能力担负

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虽然对ＭＳ研究的一些关键

不预防心血管病”∞１。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在心血

学术问题还存在许多争议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但其

管病预防上进行了诸多研究，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

在心血管病早期防治中的价值已得到较多的共识。

但重点仍是以单个危险因素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

目前国内外大量的ＭＳ流行病学研究为进一步

制率为防治目标，即把心血管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线

认识其危害程度，探索与心血管病早期预防的关系

设在已形成的危险因素的治疗和控制上。因此导致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已发表的有关ＭＳ发病率的研

这些危险因素产生的上游因素（不良生活方式、肥胖

究主要有：美国的ＩＲＡＳ（Ｔｈｅ

等）未得到控制，人群中具有危险因素的相对频率和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Ｓｔｕｄｖ）、Ｓａ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Ｈｅａｒｔ

绝对人数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负担，其中

西哥城糖尿病研究、法国的ＤＥＳＩＲ队列研究和我国

超过１／３的人具有以ＭＳ为特征的多重危险因素聚

台湾的金门队列研究‘６。１…。这些研究阐明了Ｍ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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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发病趋势，并分析了肥
胖、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肝功能异常和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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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等因素在Ｍｓ发病中的作用。这些研究获得的

１０２３·

·

综上所述，Ｍｓ是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非偶然

ＭＳ累计发病率最高的来自我国台湾研究队列，达·

聚集现象，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和通路，它的存

２４％。中国国内学者已发表在国外ＳＣＩ收录杂志以

在可明显的增加心血管病和糖尿病的发生危险。早

ＭＳ为主题的文章有数篇，包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期阻断ＭＳ多成分的共同病理基础，可以遏制ＭＳ

北京安贞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２００６年６月发表在

多重危险因素的发生发展，使心血管病预防从预防

Ｃａｒｅ上的我国多省市ＭＳ的研究结果ｕ１。，

事件前移到预防危险因素的产生。提示我国在如何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

有效预防ＭＳ的发生上应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２００５年在Ｌａｎｃｅｔ上发表的
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研究的结果儿２｜，但目前尚无ＭＳ在国人中
有关发病率的研究报道。而发病率的研究对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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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Ｈａｎｌｅｙ ｐＵ，Ｆｅｓｔａ Ａ，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ｏ ＲＢ，ｅ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泌的细胞因子或激素在发生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越

１７３０—１７３７．

抗素（ｒｅｓｉｓｔｉｎ）、脂肪源性的肿瘤坏死因子一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ＮＦ—ａ）、白介素６（ＩＬ一６）、白介素１８（ＩＬ一１８）、内脏

病发病之间的关系ｎ６。１引。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ｎｄｏｃ“ｎｏｌ

ｖｉｅｗ．

ＰａｌａｎｉａｐｐａＩｌ Ｌ，Ｆｏｒｔｍａｎｎ ＳＰ，Ｃａｒｎｅｔｈｏｎ ＬＲ，ｅｔ ａ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ｖ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４．２７：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５｜。

脂肪因子谱，研究其动态发展变化与ＭＳ及心血管

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Ｋｉｎｍｅ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６．３５：７—１１．

未包括的危险因素，如高胆固醇血症和吸烟，用以强

脂肪素（ｖｉｓｆａｔｉｎ）、视黄醇结合蛋白４（ＲＢＰ一４）等组成

ｃａ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时，国际上提出心血管病代谢危险因素

来越关注。如瘦素（１ｅｐｔｉｎ）、脂联素（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抵

ｏｆ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２．２５：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动脉粥样硬化性因子与该病发生发展的关系。同

ＭＳ发病的共同土壤。近年来，随着大量参与胰岛

Ｇｒｕｎｄｖ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ｖｎｄｒｏｍｅ
９

重点研究ＭＳ所具有的多种代谢异常的基础和这些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Ｈｅａｒｔ Ｓｔｕｄｙ．ｏｂｅ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１０：９２３—９３０．

目前国内外对ＭＳ的研究更加关注一些新的致

国外著名的队列研究（包括美国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ｔｉｍ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０４．

ｈｙｐｅｒｉｎｓｕｌｉｎｅｍｉａ

３０％～５２％［１３＇１ ４｜。

的一体化作用ｕ

ａｇａｉｎｓｔ

７８８．７９３．

ＭＳ对总死亡的归因危险为６％～７％；心血管病的

调ＭＳ和其他危险因素在增加心血管病发生危险上

ｒａｃ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２００４，３３：４６７—４８１
６

７

（ｃａｒｄｉ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的概念，用以涵盖ＭＳ

Ａ

ｔｈｅ ｄｅｖｅ王ｏｐｉＩ培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ｅｔａｂ０１ｉｃ ｓｖｎｄｒｏｍｅ：ａ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和总死亡危险的结论。其中Ｆｏｒｄ Ｅ．的研究列出

归因危险为１２％～１７％，而糖尿病的归因危险达

ｉｎ

２００６．２９：１６８９．１６９２．

Ｃａｒｅ上发表的对１５个大型研究结果的荟萃分析结
果。这两个大型荟萃分析都得出ＭＳ增加心血管病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ｌ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００４．５３：１７７３．１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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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ｈｙｒｏｓ ＶＧ，Ｍｉｋｈａｉｌｉｄｉｓ ＤＰ，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 ＡＡ．Ｔａｒｇｅｔｊｎｇ ｖａ８ｃｕｌａｒ
ｒ诘ｋ ｉｎ Ｄａｎ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ｂｏｈｃ ｓｖｎｄｒｃ衄ｅ ｂｕ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２００５．５４：１０６５—１０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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