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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南京市成年人体重指数、腰围、腰臀比、腰高比
与高血糖关系的随访研究
洪忻李解权梁亚琼王志勇

徐斐

目的探讨南京市成年人ＢＭＩ、腰围（ｗｃ）、腰臀比（ｗｒｍ）和腰高比（ＷＨｔＲ）与高血糖

【摘要】

发病危险的关系。方法２００４年７月对南京市３个城区和１个郊县的３５岁以上居民开展横断面调查，
对无高ＩＩＩＬ糖的人群于２００７年７月进行随访。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ＯＣ）
评估基线４个肥胖指标对高血糖发生的预测作用。结果基线调查时无高血糖者共３７２７名，３年后共
随访３０３１名，随访率为８１．３％。高血糖３年累计发病率为６．７％；男女性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６．３％铅．７．Ｏ％）。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ＢＭＩ、ＷＣ、ＷＨＲ、ＷＨｔＲ平均增加一个单位，随访时空腹血糖
值分别增加０．０ １

５

ｍｍｏｌ／Ｌ、０．０２３ ｍｍｏｌ／Ｌ、１．９２３ ｍｍｏｌ／Ｌ、２．３８２ ｍｍｏｌ／Ｌ。随着基线肥胖程度的增加，高

血糖的发病危险增加。ＷＨｔＲ，＞０．５者发生高『ｆ『Ｌ糖的风险，男性（ＯＲ＝１．９９８，９５％Ｃ１：１．２３１～３．２１２）和
女性（ＯＲ＝－－１．８３２，９５％ＣＩ：１．１５７—２．９０２）均高于其他肥胖指标。４个肥胖指标中，ＲＯＣ曲线下面积
ＷＨｔＲ最大。结论ＢＭＩ、ＷＣ、ＷＨＲ和ＷＨｔＲ值的上升均能增加高血糖发病的风险；而ＷＨｔＲ会成为
预测高血糖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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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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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提高，体力活动的减少，膳食结构的不合理，
导致肥胖人数呈现上升趋势。肥胖与许多慢性病密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发展规划资助项目（ＢＳ２００２３１３）；南京市重点

切相关，已被证实肥胖是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

医学发展计划资助项目（ＺＫＸ０３１０）

一［卜５｜。为进一步探讨肥胖与高血糖发病之间的因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３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制科
通信作者：徐斐，Ｅｍａｉｌ：ｆ＿＿ｘｕｆｅｉ＠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果关联，本文通过３年随访研究，探讨南京地区３５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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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成年人ＢＭＩ、腰围（ＷＣ）、腰围／臀围比值
（ＷＨＲ）和腰围／身高比值（ｗＨｔＲ）与高血糖发病危

５．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双轨录入
数据，数据由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定量

险的关系，并评估４个肥胖指标对高血糖发生的预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孑±ｓ）表示，采用ｔ检验；采用

测作用。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４个肥胖指标值与ＦＰＧ的线性变
对象与方法

化趋势；计数资料用￡检验，应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模型评价基线调查时不同ＢＭＩ、ＷＣ、ＷＨＲ、ＷＨｔＲ

１．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

分组罹患高血糖风险，相对风险（伽）及９５％可信区

法，于２００４年７—１０月对南京市３个城区和１个乡村

间（口）评价危险度大小；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中年满３５周岁，并在当地居住满５年的常住居民进

（ＲＯＣ）及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评价４个肥胖指

行横断面调查。共调查居民４２９３人，剔除已确诊的

标预测高血糖的水平，并计算４个肥胖指标不同切

高血糖患者５６６例，非高血糖３７２７人作为研究的基

点对于预测高血糖的灵敏度、特异度和ＲＯＣ曲线距

线样本，于２００７年７—１０月进行评估性随访调查。

离；公式为：

２．研究方法：基线（２００４年）和随访（２００７年）两
轮调查均采用自行编制的“南京市慢病防制社区居

ＲＯＣ曲线距离＝ｖ／万＝丽蔼洒万Ｆ可丁＝ｌ享ｊ琵手严

民健康相关调查表”，由经过专门培训的调查员询

其最短距离对应的切点作为高血糖患病的最佳预测

问。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主要慢性

切点。

病史、家族史、吸炯和饮酒情况、饮食情况、体力活动

结

情况、体格检查、血糖检测等。人体测鼍指标：身高

果

（ｃｍ）、体重（埏）、腰闱（ｃｍ）、臀闱（ｃｍ）等；计算ＢＭＩ

１．基线特征：３年后共完成随访者３０３１人，其中

（ｋｇ／ｍ２），ＷＨＲ，ＷＨｔＲ。测量身高、体重时脱鞋、帽，

男性１３８４人（４５．７％），女性１６４７人（５４．３％）；随访率

穿单衣单裤；测量腰围时，取立位，两侧取肋弓下缘

为８１．３％。平均年龄为（５２．２８±１２．３１）岁；职业分

与髂骨嵴之中点水平，腹侧取剑突与脐之巾点用皮

布：蓝领人员１７５２人（５７．８％）、服务行业１１２人

尺测量水平周径；测量臀围时，经耻骨联合，两侧经

（３．７％）、白领人员１１６７人（３８．５％）。教育程度：初巾

大转子，后经臀部最突出部分的水平周径。空腹血

及以下为１３３８人（４４．１％）、高中为１４９３人（４９．３％）、

糖（ＦＰＧ）测定：空腹１２ ｈ取调查者末梢血标本，采用

大专及以上为２００人（６．６％）。失访人数为６９６人

“强生稳步（Ｓｕｒｅｓｔｅｐ）”血糖仪测定。
３．分类标准：职业分为体力劳动者（包括农民、
工厂工人、林业人员、渔民等体力活动中度以上者）、

（１８．７％），失访原因主要为搬迁、去世及拒访。失访
对象与随访对象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类型
和ＦＰＧ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Ｏ．０５）。

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饮食业及家政家务人员等）、脑

２．体格特征的变化：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总随访人

力劳动者（包括办公室人员、医教科研人员及离退休

群身高和ＷＨＲ无明显变化；而体重、ＢＭＩ、ＷＣ、ＨＣ、

人员等）３类；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

ＷＨｔＲ和ＦＰＧ值均屁著增加。按性别分层，男性体

及以上３类；按照１９９９年ＷＨＯ和国际糖尿病联盟的

重、女性身高、男女性ＷＨＲ ３年变化差异无统计学

标准，诊断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１１０ ｍｇ／ｄ１）为高血糖；

意义；男性身高明显降低，其余变量在男女之间均显

按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标准，２４≤ＢＭＩ＜２８为超

著增加（表１）。

重，ＢＭＩ≥２８为肥胖哺１；男性８５ ｃｍ≤ＷＣ＜９５ ｃｍ为

３．基线ＢＭＩ、ＷＣ、ＷＨＲ、ＷＨｔＲ值与３年后随访

轻度腹部肥胖，ＷＣ≥９５ ｃｍ为重度腹部肥胖，女性
８０ ｃｉｌｌ≤ＷＣ＜９０ ｃｍ为轻度腹部肥胖，ＷＣ≥９０ ｃｍ

ＦＰＧ值的相关分析：各偏相关系数（ｒ）均调整了年

为重度腹部肥胖ｎ１；男性ＷＨＲ＞；，０．９０、女性ＷＨＲ＞；，

酒及基线ＦＰＧ值。由表２叮见，在相同调整因素作

０．８５为腹型肥胖㈨；按ＷＨｔＲ＞，０．５或＜０．５分为两组引。

用下，ｒ的强弱依次为ＷＨｔＲ＞ＷＣ＞ＷＨＲ＞ＢＭＩ，

４．质量控制：两次调查均抽调有一定经验、工作

ＷＨｔＲ较其他３个指标与ＦＰＧ的关联更为紧密。按

认真负责的专业人员，经培训合格后参与调查工作；

性别分层，男性基线时ＷＣ、ＷＨｔＲ值与随访ＦＰＧ的ｒ

各种测量仪器经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每天测量前

值较高；女性则是ＷＨＲ、ＷＨｔＲ与ＦＰＧ的ｒ值较高。

均校正。血糖测定由专人负责，并使用统一试剂和
标准。

龄、地区、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体力活动、吸烟、饮

４．基线ＢＭＩ、ＷＣ、ＷＨＲ、ＷＨｔＲ值与３年后随访
ＦＰＧ值的线性关系：结果显示，经多元线性回归分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表１南京市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３０１３名随访人群体格特征变化（孑ｑ－ｓ）

注：“Ｐ＜０．０５

表２基线凋查时肥胖指标与随访Ｈ，ｊ‘ＦＰＯ的相天性

表３基线调查时肥胖指标值与随访时ＦＰＧ值的线性关系

注ａＰ＜０．０５；６Ｐ＜０．０１

析，ＢＭＩ、ＷＣ、ＷＨＲ、ＷＨｔＲ值平均每增加１个单位，
３年后随访ＦＰＧ值分别增加０．０１５
ｍｍｏｌ／Ｌ、１．９２３ ｍｍｏｌ／Ｌ、２．３８２

ｍｍｏｌ／Ｌ、０．０２３

ｍｍｏｌ／Ｌ。按男女性别

分层分析，结果与总人群相似（表３）。
５．基线不同ＢＭＩ、ＷＣ、ＷＨＲ和ＷＨｔＲ分组人群
罹患高血糖的风险：３０３１名研究对象３年后随访到
新发生的高血糖患者共计２０３例，累计发病率为
６．７％，男女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６．３％佻．
７．０％，）Ｃ２＝０．６９０，Ｐ＝０．４０６）。无论男性和女性，随
着基线肥胖程度的增加，高血糖发病率均呈现增高
的趋势（表４）。经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男性ＢＭＩ肥胖组和超重组与不超重组相比，高血糖

注：４多因素线性同归，调整的因素为年龄、地区、教育程度、职
业类型、体力活动、吸烟、饮酒及基线ＦＰＧ值

的发病率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女性ＢＭＩ肥

不肥胖组的３．１９４倍；女性轻度和重度腹部肥胖组发

胖组与不超重组相比，患高血糖的危险增加了１．７８９

生高血糖的风险分别是对照组的１．７６９倍和１．９９６

倍。男性重度腹部肥胖组患高血糖的风险较高，是

倍。ＷＨＲ分层，男女腹型肥胖者罹患高血糖的风

尘堡亟堑塞堂堡查！壁！！堡！旦箜！壁堂笙！塑

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出曼

表４基线调查时不同肥胖指标分组人群罹患高血糖的风险

注：４多闪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渊整的因素为年龄、地Ⅸ、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体力活动、吸烟、饮酒因素

险分别增旭１．７２１倍和１．７７７倍。ＷＨｔＲ，＞ｏ．５者发生

高血糖的风险无论男性（ＯＲ＝１．９９８）和女性（锨＝
１．８３２），均高于其他３个肥胖指标。
６．ＲＯＣ曲线分析：按性别分层，４个肥胖指标的
高血糖ＲＯＣ曲线下面积男女性均以ＷＨｔＲ最大，分
别为０．６４９（９５％Ｃ／：０．５８５～０．７１２）、０．６３３（９５％凹：

０．５９３～０．６７４）；均以ＢＭＩ最小，分别为０．５５３（９５％ＣＩ：
０．４９０～Ｏ．６１６）、Ｏ．５７０（９５％ＣＩ：０．５２８—０．６１１）。男女

性腰围分别为０．６３ｌ（９５％Ｃ／：０．５６６～０．６９６）、０．６２１

１一特异性

（９５％ＣＩ：０．５８０～０．６６２）；ＷＨＲ分别为０．６３６（９５％６＇／：
０．５７６～０．６９６）、０．６２０（９５％（２／：０．５８０～０．６５９）；见图ｌ。

ＢＭＩ的高血糖ＲＯＣ曲线最佳切点男女性均为
２３（敏感性为６２．９％，特异性为５０．８％）；ＷＨｔＲ最佳
切点均为０．５（敏感性为６９．Ｏ％，特异性为６０．９％）；
ＷＣ最佳切点值男女分别为８５ ｅｒａ（敏感性为５８．６％，
特异性为６１．４％）、８１ ｃｍ（敏感性为６４．７％，特异性为
５４．５％）；ＷＨＲ最佳切点值男女性分别为０．９０（敏感
性为６０．９％，特异性为５８．６％）、０．８５（敏感性为
６８．１％，特异性为５１．９％）。４个肥胖指标的最佳切点

图ｌ男性和女性４个肥胖指标预测高血糖的ＲＯＣ曲线

值与全国标准基本相符㈣３。
讨

论

的高血糖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ＷＨｔＲ最大，提示ＷＨｔＲ
可能是最重要的肥胖预测因素。ＢＭＩ、ＷＣ、ＷＨＲ与

对南京地区３５岁以上人群的３年随访研究表

高血糖、糖尿病的关系在国内外众多横向和纵向研

明，高血糖的３年累计发病率为６．７％；男女性发病率

究中均得到证实ｎ。１ ２｜。表明反映身体总体脂肪指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６．３％傩．７．０％）；无论男性还是

的ＢＭＩ和反映腹部脂肪含量指标的ＷＣ和ＷＨＲ对

女性，基线调查时随着肥胖程度的增加，均可在随访

血糖代谢均有影响。研究证实，在同等程度的肥胖

时ＦＰＧ和高血糖发病风险增加，表明４个肥胖指标

中，腹部肥胖比全身肥胖的危害更大。·这是因为脂

对高血糖症的发生有一定预测作用；４个肥胖指标

肪沉积在内脏比脂肪沉积在皮下组织发生各种疾病

生竺亟堑堑堂塑查！螋！堡！旦笙！旦鲞笙！塑望堕翌！墅！璺竺型：坚！堡！！塑！：塑！：！Ｑ！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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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要大；而ＷＣ较ＷＨＲ能更好的反映腹部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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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果优于ＷＣ；对Ｔ２ＤＭ患者胰岛素缺乏及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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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抵抗的判断有辅助参考价值。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相
比，随访人群和随访年限不足，需在以后的研究中进
一步扩大样本量和延长随访时间，使研究结果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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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吴红艳，陈璐璐，郑娟，等．腰围身高比值与２型糖尿病心血管

可比性和说服力。此外，本次研究未从遗传、膳食方

病危险因素的关系．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０８，１６：２８０—２８２．

面考虑对高血糖症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可以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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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一步探讨高血糖症发生的影响凶素。

ａ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