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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臀比对女性公务员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
临床预测力
袁兰所郝玉明

【摘要】

郑群牟丽娜

目的评估女性公务员腰臀比（ＷＨＲ）对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临床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４１５３名高等院校２００６年参加体检的女性公务员，按ＷＨＲ值定义分为４个组：＜０．８０、０．８０。＜
０．８４、０．８４～＜Ｏ．９０、≥０．９０。每个组以健康体检方案适应的规则统计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糖、
血脂紊乱。结果将ＷＨＲ一＞０，８４与ＷＨＲ＜０．８０组比较，显示血压升高（收缩压）、血脂紊乱（ＴＩＧ升高和
ＨＤＬ－Ｃ降低）、空腹血糖升高；这些变量的ＯＲ值升高与ＷＨＲ＜０．８０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使校
正吸烟、年龄、ＢＭＩ后仍保持这种趋势。０．８０≤ＷＨＲ＜０．８４组与ＷＨＲ＜０．８０组比较仅ＨＤＬ．Ｃ显示降
低。结论ＷＨＲ一＞０．８４是一个警戒线，超过界限，预示增加了发生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腰臀比；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临床预测力；女性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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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臀比（ＷＨＲ）是预测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预示着女性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在增加。另有研

增加常用的统计学指标…。无论是正常还是超重

究指出，当ＷＨＲ在０。８０～０．８５之间时即已有心血

的女性人群中，ＷＨＲ对于心血管病危险凶素（糖

管病危险因素增加以及发病率与死亡率升高¨］。

尿病、高血压病、高血脂）的临床预测力均优于

但无论总体肥胖还是向心性肥胖均受种族、年

ＢＭＩ ｈ。５】。美国心脏协会已经报道，ＷＨＲ＞０．８０

龄、职业生活背景影响＂’８ ３；美国心脏协会的指南
建议将ＷＨＲ降至０．８０以下未必适合于所有人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２

群。因此，应用ＷＨＲ在某个特定人群时，其效力

作者单位：０５３０００衡水，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心血管内科（袁兰所、

和界值必须具体验证，本研究目的在于验证在石

郑群、牟Ｈ日娜）；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郝玉明）

家庄市女性公务员中ＷＨＲ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通信作者：郝玉明。Ｅｍａｉｌ：Ｈａｏｙｕｍｉｎｇ＠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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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０．９０。计量资料统计采用均数±标准差（面±ｓ），
对象与方法

各组间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计数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１．对象：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６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

计量资料采用）ｃ ２检验。组内比较用Ｔｕｒｋｅｙ—ｐｏｓｔ

二医院参加体检的各高校女性公务员，拟入选４１５３

ｈｏｃ。ＯＲ值的测定以ｌ组为标准（ＷＨＲ＜０．８０存在

名体检者，年龄２ｌ～９ｌ岁。方案由河北医科大学第

心血管危险因素）。Ｍａ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ｓｚｅｌ检验来确定第

二医院按照基本检查人群控制标准的指标安排。

２～４组的ＯＲ值和９５％可信区间（ｃｔ）。多因素分析

２．内容与方法：研究对象在空腹一夜后测得基
本数据，同时采集吸烟、饮酒的信息；体重由身着统

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按“指南”规定年龄、吸烟和
ＢＭＩｔ＞２８认为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然后分别计

一体检服在天平体重计测得并同时测身高（实际身

算以校正年龄和吸烟、年龄和ＢＭＩ以及三者同时校

高＝测得身高一鞋跟高度）。腰围测量是通过双侧

正的ＯＲ值进一步比较４组中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

肋弓最下缘与髂嵴连线的中点的水平周径。臀围测

差异，由于在此前的研究中发现饮酒校正前后的ＯＲ

量以通过臀部最突出部分的水平周径。测量工具选

值变化无统计学意义，因此本研究的饮酒因素校正

择ＧＵＩＣＫ２卷尺。由２名研究者测量所有的人口统

亦从略。

计学指标，实际的腰围等于测得值乘以相关系数

结

Ｏ．９６，实际的臀围等于测得值乘以相关系数ｏ．９４，计

果

１．基本情况：共有３９１５名女性公务员符合入选

算ＢＭＩ（ｋｇ／ｍ２）。
血压由专业技术人员用自动血压计测得，受试者

标准，另外１３８名因资料不全被排除。受试者８０％

休息５ ｍｉｎ后测量坐位左上臂的血压先后２次，间隔

达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８５％是教师，年龄

５

ｍｉｎ。２次测量相差不超过２

０．１３３

ｍｍ Ｈｇ（１ ｌｒｌｍ Ｈｇ＝

ｋＰａ）。取２次的平均值作为血压记录值。

２１。８９岁，所有受试者均在我院体检中心门诊。本
实验只收集体检者一次的体检资料，不涉及隐私。

约１２～１４ ｈ的空腹后应用促凝剂和分离胶填充

２．统计学特征：

的负压吸引管（日本积水技术）采集血标本５ ｍｌ，在

（１）ＷＨＲ组间特征分析：ＷＨＲ ４个组平均年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生化实验室按方案规定测

龄、身高、体重、腰围和臀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定生化数据。总胆固醇（ＴＣ）的浓度用几步酶法测

（尸＜Ｏ．０１）。从表ｌ中看出上述各参数值随着组别的

定后在５００ ａｍ波长处读取。在血清用二氧化锰和

递增而增大，均以第４组最大，年龄、体重、腰围和臀

肝素法将ＬＤＬ．Ｃ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围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身高

（ＶＬＤＬ．Ｃ）沉淀后测上清悬浮液，ＶＬＤＬ．Ｃ用超速

值也随组别增高递增，但１、２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离心法沉淀测得，ＬＤＬ．Ｃ的计算用总ＴＣ减去

意义。以ＷＨＲ分组的４个组中ＢＭＩ随着组别的增

ＨＤＬ．Ｃ和ＶＬＤＬ．Ｃ。ＴＧ检测采用脂肪酶和丙三醇

高显示出递增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酶法。

０．４８２１）；而此点显示，即使ＢＭＩ相同，样本间仍可能

心血管病高危因素的鉴别标准：按照国际糖尿

有ＷＨＲ的差异；提示评估超重与肥胖时二者的侧重

病有关代谢综合征的标准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指南

不同，ＢＭＩ主要是表明机体的总体脂肪分布，而

的建议，本研究体检方案标准为：ＴＣ≥５．７２

ＷＨＲ则侧露反映腹型肥胖一向心性肥胖。

皿Ｌ广Ｃ＜１．２９
ＴＧ≥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

ｍｍｏｌ／Ｌ（女性）；ＬＤＬ—Ｃ≥３．１５

ｍｍｏｌ／Ｌ；

表２描述了ＷＨＲ４个组，吸烟、饮酒和ＢＭＩｉ＞２８

ｍｍｏｌ／Ｌ；空腹血糖（ＦＢＧ）≥６．１０

ｍｍｏｌ／Ｌ；

的分布百分比和Ｚ结果。吸烟和ＢＭＩ≥２８组内比较

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 Ｈｇ；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

上述指标若存在相应的异常史或已
经历相应的治疗，则记为异常。达到
或超过上述指标为存在心血管病的
危险因素。
３．统计学分析：统计分析采用
ＳＡＳ

８．０软件。按ＷＨＲ值定义将受

试者分为４个组：ｌ组＜０．８０，２组
０．８０一＜Ｏ．８４，３组０．８４一＜０．９０，４

表１

ＷＨＲ ４个组女性公务员各项指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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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ｏ．０１）。然后行配对ｆ

组别的增加均呈现上升的趋势（Ｐ＜Ｏ．０１），总ＴＣ的

检验，吸烟率和各组中ＢＭＩ＞，２８的百分率均随着组

ＯＲ值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６５５）。

别的增加而增加，以第４组的数值最大，而饮酒项组

表４校正年龄后女性公务员心Ｊｆ『Ｌ管病危险因素分析

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的
饮酒比率较低。
ＷＨＲ４个组女性公务员吸烟、饮洒和ＢＭＩ的＃分析

表２

（２）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分析：表３描述了心血

为了验证年龄校正后各组危险因素的ＯＲ值是

管病危险因素的变量值，ＷＨＲ ４个组中总ＴＣ的均

否仍然受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及其程度，亚组分析

数随组数的增加而增加，以第４组最高，差异有统计

又分别校正了吸烟、ＢＭＩ。校正年龄、ＢＭＩ的心血管

学意义（Ｐ＝Ｏ．０３５０），尽管各组问比较未见差异。各

病危险因素（表５）与未校正ＢＭＩ的表４比较，ＷＨＲ

组的总ＴＣ均数均未超过体检者的正常值（ＴＣ＜

４个组的ＨＤＬ．Ｃ的ＯＲ值呈现递增的趋势，但差异

５．７２

ｍｍｏｌ／Ｌ），但均超过了二级预防的标准（ＴＣ＞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１９）；提示，ＢＭＩ与ＨＤＬ—Ｃ下

５．２０

ｍｍｏｌ／Ｌ）；提示患者的血脂水平均已接近警戒

降密切相关，与ＴＧ的变化趋势相似。而校正了

线。ＨＤＬ。Ｃ均数随组数的增加而逐渐下降，以第１

ＢＭＩ后，总ＴＣ的ＯＲ值明显减小。ＷＨＲ各组中

组值最高，第４组值最低，４个组比较（Ｐ＜Ｏ．０００１）及

ＬＤＬ．Ｃ的ＯＲ值最大的是１组的１．２７倍，各组问数值

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各组均数值均

随着升高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但２、３组和１组的差

超过１．２９ ｍｍｏｌ／Ｌ，表明在整体人群中有着足够的保

异无统计学意义。３、４组的ＦＢＧ、ＳＢＰ、ＤＢＰ的ＯＲ值

护性脂蛋白浓度。ＬＤＬ．Ｃ、ＴＧ、ＳＢＰ、ＤＢＰ、ＦＢＧ值均

均大于１组，以４组最大，分别是１组的２．９５、３．８６、

随着组数的增高而上升，且总体比较和各组问比较差

３．４５倍；其ＯＲ值较ＢＭＩ前稍有下降。而所有上述变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第４组中ＴＧ最高，ＴＧ值均

量的变化趋势均没有改变。

数为１．７６ ｍｍｏｌ／Ｌ，超过标准的上限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

同组中ＦＢＧ也最高，均数为６．３８ ｍｍｏｌ／Ｌ，超过方案
的上限标准６．１０
表３

表５校正ＢＭＩ和年龄后女性公务员心Ｊ血管病危险斟素分析

ｍｍｏｌ／Ｌ。

ＷＨＲ ４个组女性公务员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特征

变量＿丽８０—０面８０焉８４案０ ８４笔矿９０丐石９０
＜Ｏ．

～＜０．

一＜Ｏ．

．

≥０．

Ｐ值

ＴＣ

５．２０±０．０５

５．２４±０．０５

５．２９±０．０３

５．４２±０．０６ ０．０３５０

ＨＤＬ－Ｃ

２．０５±０．０２

１．８８±０．０２

１．７７±０．０１

１．６４±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ＬＤＬ－Ｃ

２．７８±Ｏ．０４

２．８７±０．０４

２．９３±０．０３

３．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ＴＧ

１．０７±０．０４

１．３２±Ｏ．０５

１．５２±０．０３

１．７６±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ＦＢＧ

５．５５±Ｏ．０５

５．８２±Ｏ．０８

６．０１±０．０４

６．３８±Ｏ．０５ ０．０００１

表６显示，吸烟和年龄校正后ＷＨＲ各组的ＯＲ

ＳＢＰ

１１６．４４±１．５０

１２３．２６±１．９８

１３２．４５±１．３５ １３９．８０±１．０３ ０．０００１

值，与校正吸烟前比较，４个组的ＨＤＬ．Ｃ下降水平的

ＤＢＰ

７１．８８±０．５０

７４．７９±１．０４

８２．１８±０．３７ ０．０００１

ＯＲ值仍渐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吸烟是

表４校正了年龄因素，以ｌ组为标准（ＯＲ值＝

ＨＤＬ．Ｃ下降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第４组ＬＤＬ．Ｃ

１），２、３、４组血脂、血糖和血压的ＤＲ值和９５％Ｃ／

的ＯＲ值是第１组的１．２８倍，但２、３组较１组比差异

以第４组的ＨＤＬ—Ｃ最低，其下降的Ｄ尺值是１组的

则无统计学意义。第３组、４组的ＴＧ、ＦＢＧ、ＳＢＰ、

７．４５倍；在３、４组中ＬＤＬ．Ｃ和ＳＢＰ升高的ＯＲ值均

ＤＢＰ的ＯＲ值均大于ｌ组；以第４组最大，分别是１

明显＞１组，以第４组为最大，分别是第１组的１．５７

组的５．１６、３．８０、４．８７、３．９ｌ倍。但所有的上述变量均

倍和４．８０倍。ＴＧ、ＤＢＰ和ＦＢＧ均以第４组为最高，

保留了校正前的变化趋势，这说明校正吸烟和ＢＭＩ

分别是第１组的５．６３倍、４．１５倍和３．５６倍。而随着

降低了各个变量的统计学效力；从而证明二者也是

７８．４２±Ｏ．３８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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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也部分解释了校正这

尽管ＢＭＩ随着ＷＨＲ的升高而增高，但当校正了

两个变量之后为什么ＨＤＬ．Ｃ没有统计学意义。

ＢＭＩ之后，ＳＢＰ、ＤＢＰ、ＴＧ、ＬＤＬ—Ｃ和ＦＢＧ的ＯＲ值

表６校正吸烟和年龄后女性公务员心血管病危险冈素分析

变量丽而石蒜半筹篙争—荪广

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因此ＢＭＩ升高不能完全解释
或是预测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多寡；这项研究提
示，ＢＭＩ升高不是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增加的根源或
标志因素。那么能否忽略反映总体脂肪分布的指标
ＢＭＩ，只关注反映向心性脂肪分布的ＷＨＲ来预测心
血管病危险因素呢？显然也不能旧Ｊ。有研究者已做
的向心性脂肪分布与总体脂肪分布的比较提示，
ＷＨＲ也不能完全解释所有高的ＢＭＩ引起的危险因
素，如腰围和臀围¨０｜。二者反映肥胖的侧重不同，而

表７显示吸烟、年龄和ＢＭＩ校正后各ＷＨＲ分组
的ＯＲ值，以１组比较，３和４组ＴＧ／ＨＤＬ．Ｃ／ＦＢＧ／ＳＢＰ

ＷＨＲ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强于ＢＭＩｆｌｌ］。
校正年龄、吸烟进一步研究ＷＨＲ和心血管危险

的ＯＲ值均有统计学意义，以４组最大，分别是１组的

因素的相关性，年龄、吸烟亦均是心血管病的独立危

１．８４、０．２０、１．６３、１．０１倍。这一点也提示，ＷＨＲ值对

险因素ｎ２。…。当校正了年龄和吸烟因素后，在ＷＨＲ

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影响至少独立于吸烟、年龄和

分组的３、４组中ＴＧ、ＦＢＧ、ＳＢＰ、ＤＢＰ仍然明显高于

ＢＭＩ三因素之外，而第２组的ＬＤＬ—Ｃ ＯＲ值与１组比

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ＬＤＬ—Ｃ在３、４组中也高于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项指标均未显示有

ｌ组，保持了未校正年龄以及吸烟因素前的趋势。

统计学意义；但所有的上述变量均保留了校正前的

提示ＷＨＲ对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预测力独立于年

变化趋势。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吸烟、年龄和ＢＭＩ三

龄和吸烟之外。而其他研究表明，在量化吸烟（包／

因素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年）的数据分析中，吸烟是心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与心血管病的危险凶素增加独立相关。这项研

表７吸烟、年龄和ＢＭＩ均校正后女性公务员心血管病
危险Ｉ大ｌ素分析

与以前的研究趋势一致；局限性是吸烟未通过按包／

ＷＨＲ（ＯＲ值９５％Ｃ１）

变量——

究中校正吸烟前后比较似乎后者的ＯＲ值略有下降，
年进行量变的相关性处理，在女性中吸烟率也明显

＜０．８０

０．８０。＜０．８４

０．８４一＜Ｏ．９０

≥０．９０

ＴＣ

１．０

０．８３（０．７１—０．９７）

一

一

ＨＤＬ．Ｃ

１．０

０．４２（０．２９—０．６２）０．１９（０．１２—０．３０１ ０．２０（０．１２～０．３７）

ＬＤＬ．Ｃ

１．Ｏ

ＴＧ

１．０

—

１．８０（１．３８～２．３６）１．８４（１．３６—２．４８）

异仍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涉及血压、血脂和血糖的异

ＦＢＧ

１．０

—

１．１７（１．Ｏｌ一１．３７）１．６３（１．２７～２．１０）

常；从而认为ＷＨＲ对于心血管病的影响独立于至少

ＳＢＰ

１．０

一

ＤＢＰ

１．Ｏ

一

一

一

一

１．０１（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１（１．Ｏｌ～１．０２）
一

偏低于整体社会女性人群的平均水平。
当校正了年龄、吸烟和ＢＭＩ后发现，ＷＨＲ≥
Ｏ．８４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升高与＜ｏ．８０组比较差

上述三因素之外。

一

注：一：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后其ＷＨＲ末纳入其影响因素

有一个生理学证据，建议随着ＷＨＲ的增加有些
生理指标应该相应的上调ｎ“，特别是静息血压。在
ＷＨＲ高限的肥胖人群中，必须增加心输出量和循环

讨

论

血容量来满足更大体积机体的代谢需要；如果同健

从目前的研究看，ＷＨＲ≥０．８４与高血压、血脂

康标准体型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平均动脉压指数，

紊乱和糖尿病关系密切，都属于心血管病的危险因

那么较大ＷＨＲ人群增加心输出量对应的是产生更

素；而Ｏ．８０≤ＷＨＲ＜０．８４组仅ＨＤＬ．Ｃ一项指标有意

小的外周阻力；但当平均动脉压指数不变，肥胖人群

义下降，尽管ＨＤＬ．Ｃ下降与心血管病的发病也会产

与瘦小人群比较心输出量更大而外周阻力更低。而

生影响；但这项结果说明，ＷＨＲ≥０．８４是心血管病

在肥胖和ＷＨＲ高的人群中，在血压和其他有意义

危险因素增加的界值，而ＷＨＲ≥０．８０则预示增加了

的代谢紊乱出现临床意义之前，其数值比ＢＭＩ和

患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ＷＨＲ正常的人群要高一些；基于以上的解释，无论

有一个问题：ＷＨＲ≥０．８４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是否肥胖，将ＷＨＲ降至０．８０以下都是合适的。然

的升高是否与本组ＢＭＩ≥２８的人群比例高有关？

而，这项研究结果也提示，ＷＨＲ超过０．８４应是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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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

线，无论年龄、吸烟与ＢＭＩ校正与否；与本研究结果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一致。因此临床医生应建议这类患者降低ＷＨＲ，以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ｈｅ

减少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ＨＵＮＴ ２ ｓｔｕｄｙ．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７，７：２２０．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是对受试者一次的检
测，未能进一步分析病史、药物治疗史等背景资料，
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客观状况或疾病自然表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ｍ

务及社会职能等进行分层分析，或许健康意识的培
养和形成受上述诸凶素的影响，具体还不得而知。
有些研究认为腰围对于估测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要
优于ＷＨＲ，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用ＷＨＲ要好一
些。Ｐｅｒｒｙ等ｎ６１则表示用同样数目的人群样本，分别
用腰围和ＷＨＲ估测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其结果基
本相似。Ｔｓｅｎｇｎ７］贝０认为身体脂肪的百分比用ＷＨＲ
和ＢＭＩ两个指标均能更好地预测心血管病的危险
因素。

［１］Ｍｏｒｒｉｃｏｎｅ

Ｌ，Ｆｅｒｒａｒｉ

Ｍ，Ｅｕｒｉｎｉ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Ｐａｃ

［１ １］Ｈａｆｆｎｅｒ ＳＭ，Ｓｔｅｒｎ ＭＰ，Ｈａｚｕｄａ ＨＰ，ｅｔ ａ１．Ｄｏ ｕｐｐｅｒ－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ｂｏｄｙ—ｆ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ｌｉｐｉｄｓ，ａｎｄ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１９８７，３６

（１）：４３—５１．

［１２］Ｒｉｃｈｔｅｒ

Ｖ，Ｒａｓｓｏｕｌ
ｏｎ

ａ

Ｆ，Ｌｕｔｔｇｅ Ｆ，ｅｔ ａ１．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Ｂ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ｐｉｄ Ｓｔｕｄｙ

Ｌｅｉｐｚｉｇ（ＬＳＬ）．ＥｘｐＣｌｉｎＣａｒｄｏｌ，２００７，１２（１）：５１—５３．

Ｒ，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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