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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围适宜切割点分析在山东省中西部地区
农村居民糖尿病筛检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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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顺

探讨利用腰围筛检糖尿病的价值及最佳腰围切割点。方法

按多阶段随机抽样

原则，对１６ ３４１人测量身高、体重、腰围及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在６．１～７．０ ｎｎｎｏｌ／Ｌ间复做口服葡萄糖
耐量试验；糖尿病诊断采用ＷＨＯ １９９９年糖尿病诊断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ｏｅ）曲线计算曲
线下面积（ＡＵＣ）和不同切割点下筛检糖尿病的灵敏度、特异度及约登指数，以约登指数最大的点为最
佳切割点。结果

山东省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男、女性糖尿病患病率随腰围增加而升高（趋势检验

ｘ２＝７２．０１、１２２．６５，Ｐ＜０．０１），特别是男性腰围≥８５ ｅｍ、女性腰围≥８０ ｃｍ，糖尿病患病率升高明显。
男、女性ＡｕＣ分别为０．６３９和０．６５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７．２２、１１．０７，Ｐ＜０．０１）。男女性间
ＡＵＣ大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７０，Ｐ＞０．０５）。男性腰围以８５ ｃｎｌ、女性以８０ ｃｍ为切割点时筛检
糖尿病的约登指数最大，分别为２４．９０％和２４．３９％；男性筛检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５８．０４％和
６６．８６％，女性筛检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６７．０８％和５７．３１％。结论腰围对糖尿病具有较好的筛
检价值，男性腰围８５ ｅｍ、女性腰围８０ ｃｎｌ可作为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居民筛检糖尿病和确定高危人群的
切割点。
【关键词】腰围切割点；糖尿病；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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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糖尿病（ＤＭ）患者由于体内代谢的
改变，导致许多体表测量参数发生变化，其中主要是

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介于二者之间的糖调节受损患者本

次分析未予以考虑。

身体脂肪的向心性分布，故腰围的变化逐渐成为

３．质量控制：调查前对工作人员统一培训，所用

ＤＭ重要体表特征之一…。如何确定合适的腰围切

检查仪器统一校验后使用。每天随机抽取３０名调

割点进行ＤＭ筛检成为公共卫生和临床流行病学

查对象进行体格复检。血糖测定每５０个样品做一

的研究课题之一。目前，国内外对腰围的切点研究

套质控系列。采用双录入方法，并对关键变量设置

较多，但由于人种差异等诸多因素，不同人群得出的

逻辑核对。

切点只能适用于当地人群，不可通用。《中国成年人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５．０和ＳＡＳ ９．Ｏ软件

超重与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中提出将男性腰围≥

进行统计分析，对由于复杂抽样引起个体信息不等

ｃｍ、女性腰围≥８０ ｃｍ为中心性肥胖的界值点旧１。

概率进行加权处理。分析的主要方法是趋势ｘ２检

为评价该界值在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糖尿病

验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ＯＣ）曲线，计算ＲＯＣ曲

筛检的准确性和可行性，本研究利用２００７年卢森

线下面积（ＡＵＣ）及不同切割点下筛检ＤＭ的灵敏

堡．ＷＨＯ一山东省农村卫生人员培训与慢病控制项

度、特异度及约登指数，以约登指数最大的点为最佳

目现场基线调查数据对筛检ＤＭ适宜腰围切点进

切割点。

８５

行了分析。

结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选择：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

果

１．一般情况：本次实际调查４０个村，体检
１６

３８８人，血糖检测１６ ３４１人，占９９．７１％；平均年龄

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在山东省西部和

为（５１．９２±１３．６２）岁，男性为（５３．４１±１３．５６）岁，女

中部抽取８个县（市、区），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各随

性为（５０．８１±１３．５７）岁，男、女性比为０．７５：１（６９９２／

机抽取２个农村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２个村，每

９３４９）。按ＤＭ诊断标准，诊断的ＤＭ患者和正常

村按户主名册进行系统抽样，被抽取家庭内所有２５

人数及腰围值、血糖值见表１。

岁以上常住人口均为调查对象。每个村计划调查

２．ＤＭ患病率与腰围变化的关系ｇ随腰围的增

３００户（约６００人），不足３００户时，按同样方法从临

加，男、女性ＤＭ患病率均呈上升趋势（趋势ｘ２值分

近村补足。

别为７２．０１和１２２．６５，Ｐ＜０．００１）。特别是男性腰围≥

２．方法、标准与分组：每名调查对象进行体格检

８５

ｏｎ３、女性腰围≥８０ ｃｒｎ，ＤＭ的患病率有明显升高，

查，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血压和空腹血糖。血压测

而在此点以下，患病率升高相对不明显；男性腰围

量使用标准汞式血压计，被测者安静休息５ ｍｉｎ后测

８５锄～组ＤＭ患病率是８０

量，连续两次，间隔３０ Ｓ，取其平均值。

８０

ｃＩｌｌ～组的１．６５倍，女性

ｃｌＴｌ～组ＤＭ患病率是７５ ｃｒｎ～组的１．４６倍（表２）。

血糖测量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空腹血糖

３．ＲＯＣ曲线分析：以每个腰围测量值作切割

（ＦＰＧ）值＞７．０ ｍｍｏｌ／Ｌ，或已诊断ＤＭ者做ＦＰＧ复

点，分别计算不同切割点下筛检ＤＭ的灵敏度、特

检。ＦＰＧ值在６．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者，次日复做口服

异度、假阳性率、假阴性率和约登指数。以假阳性率

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采用ＷＨＯ １９９９年颁布

为横坐标，以灵敏度为纵坐标，绘制出ＲＯＣ曲线（图

的ＤＭ分型与指南中的标准ｂ】，将研究对象主要分

１、２）。男、女性ＡＵＣ分别为０．６３９和０．６５５，差异均

为：①正常人组，即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②ＤＭ患者

有统计学意义（ｔ值分别为７．２２和１１．０７，Ｐ＜

组，即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或ＦＰＧ介于６．１～

０．００１），见表３；女性ＡＵＣ虽大于男性，但两者面积

７．０

大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７０，Ｐ＞０．０５）。

ｍｍｏｌ／Ｌ间且复做ＯＧＴＴ试验，２ ｈ后ＦＰＧ≥
表ｌ

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地区ＤＭ和正常人血糖及腰围值（９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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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地区人群腰围与ＤＭ患病率的关系

腰围——男
患病例薮百萌ｉｉｉ瓦）—丽ｉｉ一—了ｊｒ＿ｊ萌丙两聂ｉ西西ｉｉＦ—菇瓦石一—灭聂—百甬孬霸亓面爵军石孬——；；ｉ函
性

（锄）

女

性

合

计

人数

＜７０

５２４

１４

２．６７

１．２９～４．０５

１５３４

３１

２．０２

１．３２～２．７３

２０５８

４５

２．１９

１．５５～２．８２

７０～

１１０５

３５

３．１７

２．１３～４．２０

１６３４

４２

２．５７

１．８０－－３．３４

２７３９

７７

２．８１

２．１９～３．４３

７５～

１３５７

３４

２．５１

１．１７～３．３４

１６４４

５９

３．５９

２．６９～４．４９

３００１

９３

３．１０

２．４８～３．７２

８０～

１１７２

３７

３．１６

２．１６～４．１６

１４８７

７８

５．２５

４．１１－－６．３８

２６５９

１１５

４．３２

３．５５～５．１０

１１０５

８６

７．７８

６．２０～９．３６

２０２７

１３４

６．６１

５．５２～７．６９

１２６９

１０７

８．４３

６．９０～９．９６

８５～

９２２

４８

５．２１

３．７７—６．６４

９０～

６３１

６０

９．５１

７．２２一１１．８０

６３８

４７

７．３７

５．３４～９．３９

９５～

３６８

３７

１０．０５

６．９８～１３．１３

３０５

３０

９．８４

６．４９～１３．１８

６７３

６７

９．９６

７．６９～１２．２２

ｌ∞一

２４７

２４

９．７２

５．９４～１３．２５

２２１

２８

１２．６７

８．２８～１７．０６

４６８

５２

１１．１１

８．２１～１３．８７

６６．８６％，女性的灵敏度为６７．０８％，特异度为
５７．３１％。

衷４

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地区人群腰围不同切割点下
筛检ＤＭ的试验评价指标（％）

假阳性率（％）

圈１

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地区男性腰围
筛检ＤＭ的ＲＯＣ曲线

讨

论

腰围是ＤＭ危险因素之一，同时与ＤＭ其他危
险因素高度相关，与ＤＭ的生物标志物相关性尤其
显著Ｈ１，是ＤＭ的重要危险因素和筛检指标。
Ｂｅｒｂｅｒ等ｂ１研究认为，墨西哥人筛检ＤＭ的最适宜
腰围切点男性为９０ Ｅ１ＴＩ，女性为８５

ｃｍ。

Ｃｈａｍｕｋｕｔｔａｎ等№ｏ研究认为男性腰围＞８５ ｃｍ、女性
腰围＞８０ ｃｍ为印度人的最佳腰围切割点。日本的
假阳性率（％）
里２

研究显示，对多种代谢疾病有筛检意义的日本人适

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地区女性腰围

宜腰围切点为男性腰围≥８２ ｃｍ，女性≥７３ ｃｍ一１。

筛检ＤＭ的ＲＯＣ曲线
表３

对于华人，因为居住地及其生活习性不同，研究

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地区男性和女性筛检
ＤＭ的ＲＯＣＡＵＣ

性别

ＡＵＣ

男性０．６３９
女性０．６５５

如Ｐ值

结果各异。２００５年美国糖尿病联盟（ＩＤＦ）推荐华人
的中心性肥胖警示标准为男性腰围≥９０ ｃｍ，女性≥

９５％ｃＪ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６０４～０．６７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６２７－－０．６８２

８０

ｃｍ旧１。Ｗｉｌｄｍａｎ等∽１则认为腰围≥８０ ｃｍ是中国

人的最佳切点，并且男、女无性别差异。贾伟平

等¨训对上海人群研究认为，估计腹型肥胖的腰围切
不同切割点下筛检ＤＭ的灵敏度、特异度、约

点为９０ ｃｍ，男、女无性别差异。广东省ＤＭ流行病

登指数见表４。从表４中可以看出，男性腰围以

学调查协作组根据对广东省人群的调查数据¨¨，翟

ｃｍ为切割点，女性腰围以８０ ｃｍ切割点，约登指

屹等¨副利用２００２年全国营养学调查数据，卫生部

数最大，分别为２４．９０％和２４．３９％。以此点进行

疾病控制司利用２００２年“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汇

ＤＭ筛检试验，男性的灵敏度为５８．０４％，特异度为

总数据制订的《中国成年人超重与肥胖症预防控制

８５

·８６８·

指南》均认为：男性腰围＞８５ ｃｍ，女性腰围＞

其结果还有待于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进一步予以证

ｃｍ，患ＤＭ的风险增加，可作为筛检ＤＭ或诊断

实。而且年龄增长与腰围增加也呈密切正相关，不

８０

中心性肥胖的界值点旧１。
ＲＯＣ曲线是进行诊断、筛检实验的评价和确定
切割点的一种常用方法。本研究结果显示利用腰围

同年龄组人群筛检ＤＭ的切割点是否相同也应进
一步进行研究。
（感谢山东省卫生厅和有关单位对本次调查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筛检ＤＭ的ＡＵＣ在男性和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
证明利用腰围筛检ＤＭ具有较高筛检价值。虽然

女性ＡＵＣ大于男性，但两者无统计学意义，说明
男、女性用腰围筛检ＤＭ的价值基本相同，但这还
需在大样本的调查中进一步论证。在诊断实验中，
一般认为ＡＵＣ在０．５～０．７表示诊断准确度较
低¨３｜，但这是基于临床上特异性诊断实验提出的。
本研究显示腰围筛检ＤＭ的男、女性ＡＵＣ均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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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研究虽然现场研究的样本量较大，但糖尿病患

（本文编辑：尹廉）

者不足千例，且局限于对现况研究资料的分析，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