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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３５－－一７４岁体检人群中代谢综合征
五种诊断标准的对比研究
孙凤陶秋山詹思延

【摘要】

目的

比较国际糖尿病联盟（ＩＤＦ）、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年人治疗方案第三次

报告（ＮＣＥＰ—ＡＴＰⅢ）、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ＣＤＳ）和台湾健康局
（ＴＡＩＷＡＮ）建议的代谢综合征（ＭＳ）诊断标准在台湾人群中应用的差异。方法

选择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首次参加美兆健康体检的３５～７４岁人群２８ ４０８人，分别应用五种标准计算该人群ＭＳ的患病率，分析
不同标准时ＭＳ异常组分及危险因素聚集的检出情况，比较五种标准在台湾体检人群中应用的一致
性和差异。结果

（１）五种标准标化患病率范围为１０．６％（ＣＤＳ）～２３．６％（ＡＨＡ），其中男性１３。４％

（ＣＤＳ）～２７．６％（ＡＨＡ），女性８．０％（ＣＤＳ）－２０．５％（ＩＤＦ）。（２）五种ＭＳ组分（ＩＤＦ标准判断）异常率
为２２．５％（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３９．７％（高空腹血糖），其中聚集≥３个危险组分者占２２．３％；五
个标准下判断为非ＭＳ者中有三个及以上危险因素聚集的比例分别为：０％（ＡＨＡ）、６．７％
（ＴＡＩＷＡＮ）、６．９％（ＡＴＰⅢ）、８．９％（ＩＤＦ）、１４．９％（ＣＤＳ）。（３）满足≥３个危险组分的人中，具有５项、
４项和３项ＭＳ组分组合的比例分别为８．０％、２９．５％和６２．５％；ＭＳ危险组分最常见组合为“肥胖＋
高血压＋高血糖”。（４）ＡＴＰⅢ、ＡＨＡ与ＴＡＩＷＡＮ三个标准诊断的一致性较好，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８１～
０．９８；ＣＤＳ、ＩＤＦ与其他标准的一致性均不高，Ｋａｐｐａ值在０．３５－０．６２之间。结论五种ＭＳ诊断标准
在台湾体检人群中获得的患病率和危险组分聚集情况差异较大，标准的选用要充分考虑这种差异可
能造成的偏倚，并需要通过队列研究对不同ＭＳ诊断标准的实际应用价值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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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代谢综合征

ｔ０

ｔｈｅ

为研究对象，排除有任何一项诊断ＭＳ的指标有缺

（ＭＳ）的发生率急剧升高…，由此引发的健康和社会

失的个体，最终能同时做出五种ＭＳ诊断的２８

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分

例（男性１３ ７１１例，女性１４ ６９７例）受检者纳入研究

别采用国际糖尿病联盟（ＩＤＦ）、美国国家胆固醇教

样本。

４０８

育计划成年人治疗方案第三次报告（ＮＣＥＰ—

２．方法：糖尿病及心脑血管病患者一般情况由

ＡＴＰｌｌＩ）、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中华医学会糖尿病

受检者自填问卷获得；采用全自动测量仪

学分会（ＣＤＳ）和台湾健康局（ＴＡｌｗＡＮ）的ＭＳ诊断

（ＫＮ一５０００Ａ，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Ｊａｐａｎ）测量所有受检者身

标准，对台湾体检人群的ＭＳ及其各组成成分患病

高、体重；腰围（ｗＣ）取腋中线肋骨下缘与髂嵴连线

情况进行分析，了解台湾地区一般体检人群ＭＳ流

中点水平；血压测量用自动水银血压计（ＣＨ．５０００，

行病学情况，同时比较五个便于操作又均含有中国

Ｃｉｔｉｚｅｎ，Ｊａｐａｎ）测量右手位２次，取平均值，ＢＰ≥

人肥胖指标的ＭＳ标准对该人群诊断的一致性，为

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及临床干预提供依

并计算体重指数［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２］；采集

据。此外，本研究通过大样本的台湾地区人群的体

空腹８ ｈ以上受检者的血清标本，通过日本

检数据来探讨目前常用的几种ＭＳ诊断标准的筛检

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１０００型全自动生物化学分析仪集中测

一致性，亦为今后修订或制订ＭＳ诊断标准提供必

定空腹血糖（ＦＰＧ）、总胆固醇（ＴＣ）、ＴＧ、高密度脂

要的循证依据。

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等。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为高血压。

３．ＭＳ诊断标准：五个ＭＳ的诊断标准中，本研

对象与方法

究应用的ＡＴＰｍ和ＡＨＡ标准在美国ＮＣＥＰ．ＡＴＰⅢ

１．研究对象：本研究数据来自台湾美兆自动化

和Ａ｝Ｌ刚ＮＢＬＩ基础上将肥胖指标调整为适合亚洲

健康体检机构（美兆健检）。美兆健检是一家实行会

人的标准，即腹部肥胖的ＷＣ指标以９０／８０ ｃｍ替代

员制的专业健检机构，在台湾多个城市设有定点健

（表１）‘６｜。

检中心。美兆健检的资料主要包括：受检者自填健

４．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互±ｓ表示，计数资

康问卷资料、体检与实验检查资料以及一部分高危

料以率和构成比表示。分别以我国第五次人Ｅｌ普查

人群的随访资料等。自１９９４年起会员资料实施全

数据和台湾（２００４年）统计年鉴（ＷＷＷ．ｃｅｐｄ．ｇｏｖ．

面电子化管理，从１９９６年来平均每年约有８万人

ｔｗ．）为标准计算标化患病率。五种ＭＳ诊断标准之

次的健检资料旧。５１。本研究选取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３５～

间两两一致性的分析：计算其中两种诊断标准均判

７４岁第一次来美兆健检中心行健康检查的会员作

断为ＭＳ的个体数和非ＭＳ的个体数，分别计算两

裹１

五种ＭＳ诊断标准对比

·９２７·

两一致率并计算Ｋａｐｐａ值：Ｋａｐｐａ＝（Ｐａ—Ｐｅ）／（１一

ＩＤＦ标准判断各危险组分定义的总人群中，ＭＳ五

Ｐｅ）（其中Ｐａ为观察一致率，Ｐｅ为期望一致率）。

种组分异常率最高的为低ＦＰＧ异常（３９．７％），最

结

低的为低ＨＤＬ－Ｃ（２２．５％）；其中聚集≥３个危险组

果

分的人占２２．３％。ＭＳ五种组分（中心性肥胖、高
１．研究人群一般特征和生化指标：研究纳入的

ＴＧ、低ＨＤＬ．Ｃ、ＢＰ异常、ＦＰＧ异常）检出率最高的

对象平均年龄（４８．０±１０．１）岁，男女分别为（４７．４±

依次为１００％（ＩＤＦ）、７８．８％（ＣＤＳ）、５８．４％（ＡＴＰ

１０．１）岁和（４８．６±９．９）岁。３５～、４５～、５５～和６５～

Ⅲ）、８５．１％（ＣＤＳ）和８４．６％（ＣＤＳ）。在各标准判断

７４岁四个年龄段构成：男性分别为４９．５％、２４．５％、

的非ＭＳ人群中，均以ＣＤＳ标准各组分异常比例最

１８．４％和７．６％，女性分别为４０．８％、２９．９％、２１．８％

高，以ＡＨＡ（除中心性肥胖以ＩＤＦ低至３．１％外）异

和７．５％，全人群分别为４５．０％、２７．３％、２０．２％和

常比例最低。此外，应用ＩＤＦ、ＣＤＳ、ＡＴＰ ｌｌＩ和

７．５％。年龄结构与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

ＴＡＩＷＡＮ判断为非ＭＳ的人中还分别有８．９％、

为３９．０％、３０．５％、１８．１％和１２．４％）和台湾（２００４

１４．９％、６．９％、６．７％的人有≥３个危险因素聚集，

年）统计年鉴（分别为３８．２９％、３２．１６％、１６．８３％和

其中ＡＨＡ标准下非ＭＳ的人中无≥３个危险因素

１２．７２％）人口资料相比，均显示年轻化。

聚集者。

２．五种标准诊断ＭＳ患病率的比较：应用ＣＤＳ、

４．ＭＳ各组分常见组合及比例：在≥３个危险

ＩＤＦ、ＡＴＰＩｌｌ、ＡＨＡ和ＴＡＩＷＡＮ五种标准计算台湾

因素的人群中，具有５项、４项和３项ＭＳ组分组

３５－－７４岁人群男女性和全人群ＭＳ粗患病率范围

合的比例分别为８．０％、２９．５％和６２．５％。在＜３个

分另９为１２．５％～２６．６％、７．３％～１９．２％和９．８％～

危险因素的人群中，具有２项、１项和０项ＭＳ组

２２．３％，其中ＡＨＡ诊断台湾人群ＭＳ的患病率最

分组合的比例分别为２７．５％、３５．１％和３７．４％。在

高，ＣＤＳ标准最低，ＩＤＦ标准在女性检出率高于其他

各种组合中，男性、女性和全人群分别以“高血

标准。表２显示以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台湾（２００４

压＋高ＴＧ＋高血糖”、“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和

年）统计年鉴人口为标准计算的五种标准ＭＳ标化

“肥胖＋高血压＋高血糖”组合形式比例最高。危险

率非常接近，其中前者男女性和全人群ＭＳ标化患

因素数＜３个的人群五种组分两两组合中，无论男

病率范围分别为１３．４％～２７．６％、８．０％～２０．５％和

女均以“高血压＋高血糖”组合比例最高；仅具有１

１０．６％－－２３．６％。此外，以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

个危险因素的人群中，以高血糖比例最高达

据标化后，至少满足一种标准的ＭＳ患病率为

１１．７％。

３１．０％，五种均符合的标化患病率为７．４％。从各年

５．五种标准在台湾人群中应用的一致性比较：

龄组看，各标准无论男女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而增

从表４中可见，五个标准两两一致率范围为

加，女性４５岁以上者增加尤为明显。同时五种标准

８２．４％～９９．３％，表中Ｋａｐｐａ值已排序，男女排序

均显示，男性总的患病率高于女性，从各年龄组看男

与总人群一致。ＡＴＰⅢ与ＴＡＩＷＡＮ的诊断一致率

女在６５岁以后出现交叉，６５～７４岁老年女性患病

最高９９．３％，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９８（男性为０．９７，女性为

率明显高于男性。

０．９８）；ＣＤＳ、ＩＤＦ与其他标准的一致性均不高，

３．五种标准ＭＳ组分聚集情况：表３显示应用

Ｋａｐｐａ值在０．３５～０．６２之间。

诊断标准ｉ考竽墨笔摹擎鹫ｉ专？兰‰摹警鹫１备
裹２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群五种标准诊断ＭＳ的患病率（％）

翠

翠４

翠ｏ

ＣＤＳ

８．４

１５．０

１７．３

１９．３

１２．５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

７．３

１２．８

２３．４

７．３

８．０

８．０

９．８

１０．６

１０．６

ＩＤＦ

１９．２

２５．６

２９．０

３２．６

２３．６

２４．６

２４．６

７．８

１９．９

３０．３

４６．３

１９．２

２０．５

２０．５

２１．４

２２．５

２２．６

Ａ１１ＰⅢ

１４．６

２１．０

２６．１

２８．９

１９．４

２０．４

２０．４

４．１

１３．９

２４．３

３７．９

１４．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６．６

１７．６

１７．６

ＡＨＡ

２１．２

２９．４

３３．７

３５．３

２６．６

２７．６

２７．７

６．２

１８．６

３１．１

４７．２

１８．４

１９．７

１９．７

２２．３

２３．６

２３．６

ＴＡＩＷＡＮ

１５．９

２１．９

２６．８

２９．２

２０．４

２１．３

２１．３

４．３

１４．４

２４．８

３８．５

１４．４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７．３

１８．３

１８．３

５．３

９．５

１１．０

１４．１

８．１

８．７

８．７

１．０

５．７

９．７

１８．２

５．６

６．２

６．２

６．８

７．４

７．４

２８．４

３８．８

４２．０

４３．９

３４．６

３５．９

９．８

２５．６

４０．２

５８．６ ２４．８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９．５

３１．０

３１．０

均符合五种标准
至少符合一种标准

３５．９

注：“６分别为以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台湾（２００４年）统计年鉴人Ｉ：１为标准计算的标化率（％）

·９２８·

衰３

裹４

五种诊断标准对ＭＳ危险因素聚集的检出率（％）

五种ＭＳ诊断标准的两两一致率（％）比较

ＴＡＩＷＡＮ结果（男女患病率分别为２４．５％和
１９．９％）相比，本研究男女患病率均略低于其报道的
结果。
通过比较五种标准对ＭＳ危险组分聚集的情况
发现，ＡｌＩＡ标准检出聚集≥３个危险因素的比例在
五种标准当中最高（１００％），而且非ＭＳ中无一例≥
３个危险因素聚集者，与之相比，其余４个标准判断
的非ＭＳ人群中仍然有６．７％～１４．９％的人聚集≥３
个危险因素，这与ＡＨＡ标准各组分判断条件（与其
他四个标准相比）最宽泛有关，故检出率最高。进一
步分析发现ＡＨＡ与ＩＤＦ标准不同之处只是ＩＤＦ把

讨

论

ＷＣ作为必要条件，而ＡＨＡ各组分同等重要，意味
着ＩＤＦ强调的是以肥胖为中心的病理机制，而ＡＨＡ

自１９９９年ＷＨＯ公布ＭＳ的工作定义后，国际

标准假设的病理机制则从肥胖扩展到包括糖脂代谢

上一些主要学术团体相继公布多种不同的工作定

紊乱等组成的群ｎ ６｜，因此，ＡＨＡ标准能包含更多的

义，提出众多的定义一方面给予ＭＳ研究提供了必

心血管危险因素的聚集对象。ＣＤＳ标准ＭＳ患病率

要的前提条件，但是也给采用不同标准的研究结果

及检出≥３个危险组分聚集最低，考虑主要原因是

之间的横向或纵向比较带来一定的障碍。本研究引

肥胖判断标准不同，ＣＤＳ采用ＢＭＩ判定肥胖，有研

用的五个诊断标准均采用适合中国人群的ＷＣ或

究显示中国人具有总体脂不高但易于发生内脏脂肪

ＢＭＩ判定肥胖，均使用肥胖、高血压、血脂及血糖作

聚集的独特形态特征＂Ｊ，且有学者认为ＷＣ比ＢＭＩ

为诊断要素，在临床上简单易行且适合于大规模人

更能反映肥胖ｎ引。其次，ＣＤＳ标准中高血压、高血

群调查。

糖和血脂紊乱的分界点采用目前临床上疾病诊断的

本研究分别应用ＣＤＳ、ＩＤＦ、ＡＴＰ ＨＩ、ＡＨＡ和
ＴＡＩＷＡＮ五种标准计算台湾地区３５～７４岁人群各

分界点，与其他标准相比各组分切点值制定亦比较
严格。

年龄段ＭＳ患病率，均显示ＡＨＡ最高，其中的ＩＤＦ

应用ＩＤＦ定义的５个组分组合中，４项和３项

标准标化患病率（２２．５％）略低于顾东风掣１３１报道

常见组合形式为“肥胖＋高血压十高ＴＧ＋高血糖”

的我国３５～７４岁城市人群结果（２３．５％），但男女标

和“肥胖＋高血压＋高血糖”，且男女常见组合形式

化率与之相比，台湾地区男性（２４．６％）明显高于大

不同，４项的共同点是“肥胖＋高血压＋高血糖”，３

陆（１０．０％），女性（２０．５％）则略低于大陆（２３．３％）。

项共同点是高血压，结果与有关报道存在差异Ｈ副。

五种标准中至少满足一种标准诊断为ＭＳ的总的标

在＜２项危险组分人群中，仍有１１．７％的人为高血

化患病率为３１．０％，其中五种标准均符合的比例为

糖。这反映了台湾地区人群ＭＳ聚集的形式，并提

７．４％，均高于李岩等¨＂报告的我国１１省３５～６４岁

示针对性防治的重点。

人群三个标准一致的结果，且其男低女高的情况与

对五种标准之间两两一致性的分析结果显示：

本文相反，但各年龄组患病率均在４５岁以上者明显

ＣＤＳ标准与另几种标准的一致性均不高，考虑主要

增加的趋势与本文一致。与Ｃｈｉｅｎ等ｎ副报道的

原因仍是ＣＤＳ对肥胖、ＢＰ异常及ＦＰＧ异常的判定

生堡煎盈塞堂銎查！鲤！生！旦箜！！鲞蔓！塑笾璺』坠塑型趔：墅巴翌堕！鲤璺：型：兰２：№：！
与其他标准差异较大。而ＡＨＡ和ＴＡＩＷＡＮ的一
致性最好，比较发现两者最大不同是对肥胖的判定，

Ｌｉｍｉｔ，２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ｔｙ

［７］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代谢综合征研究协作组．中华医学会

√吼～单用ＷＣ，ＴＡＩＷＡＮ标准为ＷＣ或者ＢＭＩ，表

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建议．中华糖尿病杂志。２００４，

明台湾人群中ｗＣ≥９０／８０ ｃｍ的人基本上ＢＭＩ也

［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ＤＦ∞哪姗ｓｕ５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１２：１５６．１６１．

都≥２７，提示两指标可相互替代，任一指标异常均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ａｒｔ

利于早期发现并诊断ＭＳ，对于ＭＳ的发生可起到

ｆｏｒ

早期预防的作用。

ｗｗｗ．ｉｄｆ．ｏｒＳ／ｗｅｂｄａｔａ］ｄｏｃｓ／ＭｅｔＳ—ｄｅｆ—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０６．ｐｄｆ．２００５．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台湾地区五种ＭＳ标准
患病率和危险因素聚集情况差异较大，且男高女低，
常见组合形式亦与其他研究不同，表明运用不同标
准时需要注意分析各标准的主要异同点，才能在目
的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预防。但是此研究的对象为
自愿接受健康检查的中老年人群，代表性有局限；此

ｉｎ

ｔｌｓｅ

［９】Ｔａｎ ＣＥ，Ｍａ Ｓ，Ｗａｉ Ｄ，ｅｔ ａ１．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ｄｕｌ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缺乏质量控制，文中未能分析纳入与排除糖尿病及
心脑血管病患者对结果的影响。因此上述人群患病
率和危险因素聚集情况的差别，其原因尚待未来更
多严格科研设计的大型研究证据来解释。当前研究
仅为不同标准比较提供基础资料，对于何种标准更
适合台湾地区人群，需要以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
死亡作为结局指标，设计前瞻性队列研究来证实。

ｐａ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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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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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

ｔｒｈｔｍｅｎｔ

ｄｄｉｎｉｒ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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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Ｋｏ ＧＴ。Ｃｏｃｋｒａｍ ｃｓ，Ｃｈ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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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Ｈｉ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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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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