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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三种适合中国人群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
在江苏省社区人群中应用的比较
周慧

胡晓抒

【摘要】

郭志荣

目的

史祖民

武呜

张均

孙国祥

周正元

姚才良

比较ＩＤＦ（２００５）、ＡＴＰⅢ（２００５）和ｃＤｓ（２００４）三个既便于操作又有中国人肥胖

指标的代谢综合征（ＭＳ）诊断标准在江苏省社区人群中应用的异同。方法采用“江苏省多代谢异常

和ＭＳ综合防治研究”资料，对具有ＭＳ组分测量值的社区人群（５８８８人），分别采用ＩＤＦ（２００５）、
ＡＴＰⅢ（２００５）和ＣＤｓ（２００４）诊断Ｍｓ，并比较Ｍｓ的患病率及诊断的一致性。结果

ＩＤＦ（２００５）、

ＡＴＰⅢ（２００５）和ＣＤＳ（２００４）诊断出的ＭＳ患病率分别为１７．４８％、２１．９５％和９．５９％。ＡＴＰⅢ（２００５）
与ＣＤＳ（２００４）、ＩＤＦ（２００５）与ＣＤＳ（２００４）和ＩＤＦ（２００５）与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分别同时诊断８５．１１％、
８７．３５％和９５．１４％的个体为ＭＳ或非ＭＳ者。ＩＤＦ（２００５）与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诊断ＭＳ相比，仍有
４．５％仅被ＡＴＰⅢ（２００５）诊断为ＭＳ。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诊断出的ＭＳ是ＩＤＦ标准的１．２６倍。女性与
男性高腰围（男≥９０ ｃｍ，女≥８０ ｃｍ）、Ｍｓ
１．９９和１．５４。结论

ＩＤＦ（２００５）和Ｍｓ

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患病率比值分别为２．１７、

ＩＤＦ（２００５）与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的诊断一致性高于ＩＤＦ（２００５）、ＡＴＰⅢ（２００５）与

ｃＤｓ（２００４）的一致性，但前两者之间仍存在不一致。ＩＤＦ（２００５）和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对中国人群腰围
的取值可能不恰当。
【关键词】代谢综合征；腰围；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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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代谢综合征（ＭＳ）诊断标准中，世界卫

号），取坐位至少休息５ ｍｉｎ以上测量右上臂收缩压

生组织（ｗＨＯ）和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

（ＳＢＰ）与舒张压（ＤＢＰ），取３次测定（间隔３０ ｓ）平均

疗指南Ⅲ（ＡＴＰⅢ）所定义的标准应用较广泛ｕ’２

ｏ。

值。③实验室检测：对象空腹８ ｈ以上采取静脉双份

２００５年４月国际糖尿病联盟（ＩＤＦ）为了统一自

血清测定空腹血糖（ＦＰＧ）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总

１９９８年来提出的各种ＭＳ标准，发表了一个适用于

胆固醇（ＴＣ）采用ＣＨＯＤ—ＰＡＰ法、甘油三酯（ＴＧ）采

全球的新标准旧。。该标准放弃了ＷＨＯ定义中比较

用ＧＰＯ—ＰＡＰ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采用

难操作的糖钳夹法测定胰岛素抵抗和微量白蛋白尿

磷钨酸沉淀法、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采用

测定，采用了ＡＴＰⅢ定义中的五个组分，但在腰围

过氧化氢酶清除法。所有对象都完成了以上指标的

（ＷＣ）、血糖的取值与ＡＴＰⅢ有所不同。２００５年末，

检测。

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分析研究了美洲人群的ＭＳ

二、调查方法

流行现状及病理机制，对ＡＴＰⅢ的ＭＳ标准进行了

１．ＭＳ的诊断：

修订Ｈ ｏ。在这期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１）ＩＤＦ（２００５）标准∞。：以中心性肥胖（ｗＣ男

（ＣＤＳ）２００４年也提出了关于中国人ＭＳ诊断建

性≥９０ ｃｍ，女性≥８０ ｃｍ）为基本条件，合并以下４

议¨ｏ。但便于应用又有以中国人肥胖指标的ＭＳ诊

项指标中任意２项：①ＴＧ水平升高：＞１５０ ｍｇ／ｄ１

断标准进行ＭＳ比较的文献未见报道。本研究以

（１．７ ｍｍｏｌ／Ｌ），或已接受相应治疗；②ＨＤＬ—Ｃ水平

“江苏省多代谢异常和ＭＳ综合防治研究”基线资料

降低：男性＜４０ ｍｇ／ｄｌ（１．０３

为基础，运用以上三种ＭＳ标准，了解ＭＳ流行病学

５０

情况，比较三个标准对江苏省社区人群ＭＳ诊断的

压升高：ＳＢＰ≥１３０ ｍｍ Ｈｇ或ＤＢＰ≥８５ ｍｍ

一致性，探讨适合于江苏省社区人群的ＭＳ标准。

（１ ｍｍ

资料与方法

ｍｇ／ｄｌ（１．２９ ｍｍｏｌ／Ｌ），或已接受相应治疗；③血

Ｈｇ＝０．１３３

Ｈｇ

ｋＰａ），或已接受相应治疗或此前

已诊断为高血压；④空腹血糖升高：ＦＰＧ≥
１００

一、调查资料

ｍｍｏｌ／Ｌ），女性＜

ｍｇ／ｄｌ（５．６ ｍｍｏｌ／Ｌ），或已接受相应治疗或此前

已诊断为２型糖尿病。

１．调查对象：研究资料来自“江苏省多代谢异常

（２）ＡＴＰⅢ标准¨ｏ：ＡＴＰⅢ（２００１）标准旧１，符合

和ＭＳ综合防治研究”的队列，采用多级分层整群抽

下列３项以上改变者：①腹型肥胖：ｗＣ＞１０２ ｃｍ

样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包括城市点南京市建邺区、

（男性）、ｗＣ＞８８ ｃｍ（女性）；②高ＴＧ血症：ＴＧ＞

徐州市九里区、苏州市沧浪区各一个社区和农村点

１５０

ｍｇ／ｄｌ；③血ＨＤＬ—Ｃ降低：ＨＤＬ—Ｃ＜４０ ｍｇ／ｄ１（男

常熟市、金坛市、江阴市、太仓市、海门市、句容市、睢

性）、ＨＤＬ—Ｃ＜５０ ｍｇ／ｄｌ（女性）；④高血压：＞１３０／８５

宁县、泗洪县、赣榆县各一个自然村。这些社区人口

ｍｍ Ｈｇ；⑤高血糖：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

按性别、年龄（３５～７４岁，１０岁为一年龄组）分层，调

２００５年，ＡＨＡ对ＡＴＰⅢ（２００１）ＭＳ诊断标准修

查样本量为６４００人，有效调查人数为５８８８人，应答

订为符合下列３项以上改变者Ｈ Ｊ：①腹型肥胖：

率为９２％。

ＷＣ＞１０２ ｃｍ（男性）、ｗＣ＞８８ ｃｍ（女性），而对于亚

２．调查内容：按统一设计调查表，对各调查点的

裔美洲人，采用ＷＣ＞９０ ｃｍ（男性）、ＷＣ＞８０ ｃｍ（女

预防和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并考核合格后

性）；②高ＴＧ血症：ＴＧ＞１５０ ｍｇ／ｄ１；③血ＨＤＬ—ｃ降

进行调查。流行病学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

低：ＨＤＬ—Ｃ＜４０ ｍｇ／ｄ“男性）、ＨＤＬ—Ｃ＜５０ ｍｇ／ｄ１（女

征、血压、血脂、血糖、吸烟、饮酒、体力活动状况以及

性）；④高血压：＞１３０／８５ ｍｍ Ｈｇ；⑤高血糖：ＦＰＧ≥

相关疾病情况（包括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和糖尿

１００

ｍｇ／ｄｌ（５．６ ｍｍｏｌ／Ｌ）。

病病史及其家族史、个人用药、诊断治疗史等）。所

（３）ＣＤＳ标准”］：符合下列３项以上改变者：①

有研究对象填写调查问卷，并参加人体测量和采血

超重或肥胖：ＢＭＩ≥２５．０ ｋｇ／ｍ２；②高ＴＧ血症：

（用于检测和建立血清库）。①人体测量：包括身高

ＴＧ＞１５０

（ＨＴ）、体重（ｗＴ）、ＷＣ、臀围，按照体重（ｋｇ）／身高

３５

（ｍ）２计算体重指数（ＢＭＩ）。②高血压测量：血压测

糖：ＦＰＧ≥６．１ ｍｍ０１／Ｌ和（或）２ ｈＰＧ≥７．８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ｄｌ和（或）血ＨＤＬ—Ｃ降低：ＨＤＬ—Ｃ＜

ｍｇ／ｄｌ（男性）、ＨＤＬ—Ｃ＜３９ ｍｇ／ｄｌ（女性）；③高血

量采用汞柱式标准袖带血压计，根据调查对象的上

和（或）确诊为糖尿病并治疗者；④高血压：ＳＢＰ／

臂围选择适当袖带（成人小号、成人号、大号、特大

ＤＢＰ＞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和（或）已确诊为高血压。

·１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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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相关危险因素的标准：①高血压：ＳＢＰ≥

［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化患病率为２１．９５％，女性显著高

ｍｍ：Ｈｇ或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或者正在服用降压

于男性（２６．３５％砂ｓ．１７．１２％，Ｐ＜０．０１）。ＭＳ

药。②现时吸烟者：在生期间≥１００支烟且现在还

（ＣＤＳ）标化患病率为９．５９％，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

在吸烟。③曾吸烟者：在生期间≥１００支烟但目前

意义（９．７５％口５．９．７１％，Ｐ＞０．０５）。

１４０

已戒烟。④在生期问吸烟＜１００支烟的参加者被归
为从未吸烟者。⑤高胆固醇血症：血胆固醇浓度≥
２００

ｍｇ／ｄ域现在服用降脂药。⑥糖尿病：血糖浓

度≥１２６ ｍｇ／ｄｌ或现在服用降糖药。

高ＷＣ（男≥９０ ｃｍ，女≥８０ ｃｍ）患病率为３１．７９％，

超重肥胖∞ｓ（勘Ⅲ≥２５

ｋｄ矗）３１．０７％，高ＴＧ血症

（畛１．７删Ｌ）２９．６９％，低Ｉ似．一Ｃ血症（ＨＤＩ．一Ｃ：
男＜１．０３酬Ｌ，女＜１．２９删Ｌ）２８．９８％，血压升

三、统计学分析

高（Ⅸ，≥１３０／８５ ｎ】Ｉｎ｝ｋ）３９．７５％，高血压（ＢＰ≥１４０／９０

所有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及相关监测数据均

ｍｍ№）２５．０５％，高血糖ＩＤＦ（Ｈ，Ｇ≥５．６僦ｌ／Ｌ）

３．０软件输入计算机。数据经整理后

２１．４０％，高血糖∞Ｓ（ＦＰＧ≥６．１删Ｌ）１１．３ｌ％。性

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相应的统计学分析与处理。

别间比较可见：女性高ＷＣ、高ＴＧ血症、低ｍＩ，Ｃ血

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标化疾病患病

症、高血糖断、高血糖∞Ｓ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

率。计量资料采用Ｆ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ｘ２检验、

而男性血压升高、高血压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Ｐ＜

趋势分析。

０．０１）。女性与男性高ｗＣ（男≥９０ ｃｍ，女≥８０ ｃｍ）、超

使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结

重或肥胖∞Ｓ、ＭＳ口）Ｆ（２００５）、ＭＳ阎曙Ⅲ（２００５）和

果

ＭＳ

１．三种标准诊断ＭＳ和各组分患病情况：ＭＳ
［ＩＤＦ（２００５）］标化患病率为１７．４８％，女性显著高于
男性（２２．８６％

秽ｓ．

１１．４９％，Ｐ＜０．０１）。ＭＳ
表１

ａ］Ｓ患病率比值分别为２．１７、１．１１、１．９９、１．５４和

１．０１（表１）。
２．ＩＤＦ（２００５）、ＡＴＰⅢ（２００５）与ＣＤＳ（２００４）一
致性比较：见表２。

ＩＤＦ、ＡＴＰⅢ、ＣＤＳ三种标准不同性别ＭＳ及组成成分患病率比较

项
目
中心性肥胖（ＷＣ男≥９０ ｃｍ，女≥８０ ｃｍ）

调查人数

男

女
合计
超重或肥胖ｃＤＳ（ＢＭＩ≥２５ ｃｍ）
男
女
合计
高血糖ＩＤＦ／ＡＴＰⅢ（ＦＰＧ≥５．６ ｍｍｏｌ／Ｌ）
男
女
合计
高血糖ｃＤｓ（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
男
女
合计
血压升高一ＩＤＦ／ＡＴＰⅢ（ＢＰ≥１３０／８５ ｍｍ Ｈｇ）
男
女
合计
高血压ＣＤｓ（ＢＰ≥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
男
女
合计

患病例数

患病率（粗率％）标化后患病率（％）女／男８

２６７６

４９９

１８．６５

１９．４６

３２１２

１４３８

４４．７７

４２．２４

５８８８

１９３７

３２．９０

３１．７９

２６７６

７４９

２７．９９

２９．４５

３２１２

１０８９

３３．９０

３２．６９

５８８８

１８３８

３１．２１

３１．０７

２６７６

５８４

２１．８２

１９．３１

３２１２

８２３

２５．６２

２３．２０

２３．９０

２１

５８８８

１４０７

２．１７＋

１．１１’

１．２０＋

４０

２６７６

２９４

１０．９９

３２１２

４６８

１４．５７

１２．９５

９．４２

５８８８

７６２

１２．９４

１ｌ

２６７６

１２６２

４７．１６

４３．７０

３２１２

１３０５

４０．６３

３６．８７

５８８８

２５６７

４３．６０

３９．７５

１．３７”

３１

２６７６

８２６

３０．８６

２８．００

３２１２

８４０

２６．１５

２２．８７

５８８８

１６６６

２８．２９

２５

２６７６

２９７

１１．１０

１１．４９

３２１２

８２６

２５．７２

２２．８６

１９．０７

１７．４８

０．８４”

０．８２“

０５

ＭＳ—ＩＤＦ

男
女
合计
ＭＳ
ＡＴＰⅢ
男
女
合计
ＭＳ

５８８８

１１２３

２６７６

４５８

１７．１２

１７．１２

３２１２

９５１

２９．６１

２６．３５

５８８８

１４０９

２３．９３

２１．９５

２６７６

２６７

９．９８

９．７１

３２１２

３７ｌ

１１．５５

９．７５

５８８８

６３８

１０．８４

９．５９

１．９９’

１．５４’

ｃＤＳ

男
女
合计
＊性别间比较Ｐ＜Ｏ．０１；＃为女性与男性患病率比值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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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５～７４岁患者使用ＩＤＦ、ＡＴＰⅢ和ＣＤＳ标准诊断ＭＳ患病率（％）的一致性比较

（１）ＩＤＦ（２００５）与ＡＴＰⅢ（２００５）：调查人群中

ｗＣ在ＭＳ中的重要性，ＩＤＦ（２００５）强调中心性肥胖

９５．１４％的个体能被两种标准同时诊断为ＭＳ或非

（高ＷＣ）为必要条件，而ＡＴＰⅢ（２００５）认为仅仅是

ＭＳ者，一致性检验的Ｋａ声抛值为０．８５７（Ｐ＜

组分之一。然而，ＣＤＳ（２００４）标准与上述两个标准

０．０１），视为有高度联系。其中两标准判断男性为

的区别比较大，超重或肥胖没有选用ＷＣ，而选用了

Ｍｓ的一致性为高度联系（Ｋｎｐ抛值为０．７５４），而女

ＢＭＩ，另外，空腹血糖和血压升高的截断值都与上述

性为最强联系（Ｋ口ｐ抛值为０．９０３）。

两标准不同。本研究选择这三种适合中国人群的

、

（２）』６胛Ⅲ（２００５）与ＣＤＳ（２００４）：调查人群中

ＭＳ标准，对江苏省社区人群的分析表明：由三种标

８５．１１％的个体能被两种标准同时诊断为ＭＳ或非

准诊断ＭＳ和多代谢异常集聚的程度有一定差异，

ＭＳ者，一致性检验的‰声抛值为０．４９６（Ｐ＜

尽管ＩＤＦ（２００５）与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对诊断ＭＳ的

０，０１），视为有中度联系。

一致性较好，但仍然存在不一致。ＣＤＳ（２００４）标准

（３）ＩＤＦ（２００５）与ＣＤＳ（２００４）：调查人群中

与其他两个定义诊断ＭＳ的一致性相对较低，其原

８７．３５％的个体能被两种标准同时诊断为ＭＳ或非

因在于空腹血糖和血压升高的截断值都高于另外两

ＭＳ者，一致性检验的Ｋ以声抛值为０．４９６（Ｐ＜

标准，且对于肥胖的指标选择的是ＢＭＩ而非ＷＣ。

０．０１），视为有中度联系。

三种标准共同诊断出８３．８０％ＭＳ或非ＭＳ者。

３．ＩＤＦ（２００５）、ＡＴＰⅢ（２００５）诊断ＭＳ的一致

ＩＤＦ（２００５）和ＡＴＰⅢ（２００５）选择了５个相同的组

性分析：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诊断出的ＭＳ是ＩＤＦ标

分，中心性肥胖的指标均选择了ＷＣ。这两个标准

准的１．２６倍（表１）。在ＩＤＦ或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条

共同诊断出９５．１４％的ＭＳ与非ＭＳ者，但仍然有不

件下，诊断为ＭＳ共１４０９例，其中１１２３例

一致。主要差异在于ｗＣ在ＭＳ病理机制中的地位

（１９．０７％）由两种标准共同诊断，一致率７９．７０％；另

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１９８８年，Ｒｅａｖｅｎ提出胰

有２８６例（４．８６％）仅符合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而不

岛素抵抗和代偿性高胰岛素血症患者易患高血压、

符合ＩＤＦ诊断条件（表２）。不一致的原因为无高

高脂血症和糖尿病，并将其作为心血管疾病的根本

ＷＣ，但有其他代谢异常（高ＴＧ血症、低ＨＤＬ—Ｃ血

原因¨ｏ。虽然，当时肥胖没有被包括在胰岛素抵抗

症、高血压、高血糖四项）中三项及以上。此种组合

综合征中哺］，但始终认为肥胖与胰岛素抵抗（高胰岛

不符合ＩＤＦ标准中心性肥胖这个必要条件。

素血症）存在着关联。ＩＤＦ标准把ｗＣ作为必要条

讨

论

件，意味着ＭＳ是以中心性肥胖为中心的病理机制；
而ＡＴＰⅢ标准只不过把ＷＣ作为五个组分之一，这

ＩＤＦ（２００５）、ＡＴＰⅢ（２００５）与ＣＤＳ（２００４）三种

样假设的ＭＳ病理机制则从单一的胰岛素抵抗扩展

ＭＳ标准的共同点为简单、易行且都适合人群研究。

到包括肥胖和脂肪组织代谢紊乱等组成的群＂］。我

ＩＤＦ（２００５）与ＡＴＰⅢ（２００５）标准选取了５个相同的

们发现若用ＡＴＰⅢ（２００５）修订标准，ＭＳ患病率由

组分（高ＷＣ、高ＴＧ血症、血ＨＤＬ—Ｃ降低、高血压、

１７．４８％（ＩＤＦ标准）增加为２１．９５％，这４．５％表现为

高血糖），其中指标的截断值取值也一致，不同的是

无中心性肥胖，但有其他代谢异常（高ＴＧ血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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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ＤＬ—Ｃ血症、高血压、高血糖四项）中三项及以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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