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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力活动问卷中体力活动强度
对中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的影响
江朝强徐琳林大庆张维森刘斌林洁明
【摘要】

Ｔｈ伽ａｓ

岳晓军靳雅丽ＧＮｅｉｌ

目的采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ＩＰＡＱ）评价广州市中老年人体力活动状况对糖尿病患病

率的影响。方法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９月从“广州牛物库队列研究”第ｉ期招募研究对象中随机
选出１９９６名年龄≥５０岁的广州市居民，进行包括详细的生活方式、疾病史等调查，以及身高、体重、腰
围、臀围和空腹ＩＩＩＬ糖及葡萄糖耐量等指标的测量和检测。采用ＩＰＡＱ调查并评价受检者体力活动状
况。结果共１９３２名（９６．８％）受试者接受ＩＰＡＱ体力活动调查，其中体力活动活跃（６０．ｏ％）、充分（中
等，２９．８％）和不足者（１０．２％）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９．１％、１２．０％和１４．２％。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在调整了年龄、性别、肥胖等多种潜在混杂因素之后，相对体力活动不足组，体力活动充分和活跃组患
糖尿病的０刚直分别为Ｏ．７５（９５％Ｃ，：０．４６—１．２６）和０．６０（９５％ｃ，：Ｏ．３８一Ｏ．９７），趋势分析尸＝０．０３。结论
经常性的适度体力活动有助予降低中老年人糖尿病患病风险。

【关键词】糖尿病；患病率；国际体力活动问卷；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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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中老年人缺乏体力

我报告体力活动的问卷用于大型的流行病研究¨１，

活动可增加全死因的危险㈠２。，以及心血管疾病死

但由于问卷设计不同，所提供的多种资料结果很难

亡的风险＾“。香港的老年人队列研究亦有相同结

比较。本研究应用ｗＨＯ、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

果…。老年队列的研究还表明，习惯性体力活动与

心及其合作者提供的国际体力活动问卷

减少跌倒和骨折的危险有关¨１。目前已有许多自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ＩＰＡＱ）的英文胺９’１０ｊ，翻译成为中文，在进行可靠性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蚰．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５１８００ｌ／ｃ０３０１０７０２０２）；
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项日（Ｎ．ＨＫｕ７２０，０５）

研究之后Ｈ１。，研究体力活动对广州中老年人糖尿病
患病率的影响。

作者单位：５１０６２０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江朝强、徐琳、张维森、

刘斌、林洁明、岳晓军、靳雅丽）；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林大庆、
Ｇ Ｎｅｉｌ

对象与方法

Ｔｈｏｍ鹊）

通信作者：林大庆，Ｅｍａｉｌ：ｈｒＩＩｌｒｌｔｈ＠ｈｋｕｃｃ．ｈｋｕ．ｈｋ

１．研究对象：根据２００５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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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ｗＨＯ标准）。

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基因与环境危险因素研究”的

５．统计学分析：问卷及检查结果采用电子系统

中标项目要求，１９９６名年龄≥５０岁的广州市居民是

直接传送到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信息科中心的机

从“广州生物库队列研究”中第三阶段收集的１０

０２７

房服务器，专人负责加密保存，资料库在清库核对后

名研究对象随机选出ｎ２·１３Ｊ。其中男性９９２人，平均年

进行分析，运用ＳＴＡＴＡ ８．２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龄（６２．１±６．９）岁（５０～９６．２岁）；女性１００４人，平均

（ＡＮＯＶＡ）、多因素ｌｏ西ｓｔｉｃ回归统计分析。

年龄（５６．６±５．７）岁（５０一８１．７岁）。本研究实施前报

结

广州市医学伦理学会进行伦理审查，批准后在预实

果

从表ｌ可见，研究对象性别比例相似，男性年龄

验（ｐｉｌｏｔ ｓｎＪｄｙ）的基础上正式实施。

２．研究内容：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所有受检者的

明显高于女性，女性体力活动强度略高于男性，可能

资料包括个人背景信息、职业、教育、生活习惯、个人

与女性年龄低于男性有关，但不论男性或女性，其体

及家族史、家庭收入及饮食营养状况；体格检查包括

力活动不足者占比例相同。ＢＭＩ无差异，但女性腹

血压、身高、坐高、体重、腹闱与臀围测定及内科检

围明显低于男性。

查，含短期记忆测试等；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尿常规，

表ｌ受检者一般特征分析

空腹生化含血糖（ＦＰＧ）、胰岛素、血脂、白蛋白、Ｃ．反
应蛋白、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ｌｃ）以及葡萄糖耐量试
验（２ｈ．ＯＧＴＴ）等；特殊医学检查包括心电图、ｘ线胸
部平片、经颅多普勒、颈动脉多普勒及脉搏波传导速
度与踝臂指数测定等项目，随机抽查４６０名受检者
３．体力活动判定方法：体力活动测量应用
ＷＨＯ提供的ＩＰＡＱ，根据其活动强度和代谢能量
（ＭＥＴ）分为活跃、充分（中等）和不足三级“４｜，其中
体力活动活跃是指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３ ｄ，且每
周总量≥１５００ ＭＥＴ．ｍｉｎ．，或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
ｄ，周总量≥３０００ ＭＥＴ．ｍｉｎ－；体力活动充分（中等）

是指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３ ｄ，且每天活动时间≥
２０

女性（ｎ＝９７３）男性（ｎ＝９５９）合计（ｎ＝１９３２）

年龄（岁）

５６．６±５．７

６２．１±６．８

５９．３±６．９

受教育程度
小学或以下

２

中学

６

２３５（２４．５０ｒ

５２８（２７．２９）

５６ｌ（５８．５０）

１１６ｌ（６０．１２）

够∞∞ Ｏ∞偈 ２舛＂∞

１６３（１７．００）

２４３（１２．５８）

手工劳动者

２０９（２１．６１）

２７ｌ（２８．７ｌｙ

４８０（２５．１２）

非手工劳动者

４００（４１．３７）

３３ｌ（３５．０６）

７３ｌ（３８．２５）

其他

３５８（３７．０２）

３４２（３６．２３）

７００（３６．６３）

大专或以上

仉Ｌ

）

职业

进行心脏彩色多普勒检查。

７

特征

ｍｉｎ，或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５ ｄ，每天活动

时间≥３０ ｍｉｎ；或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５ ｄ，每周

鄹ＰＡＱ体力活动
不足

１００（１０．２８）

充分

２３４（２４．０５）

３４２（３５．６６）

５７６（２９．８０）

活跃

６３９（６５．６７）

５２０（５４．２２）

１１５９（６０．００）

９７（１０．１１ｙ

１９７（１０．２０）

个人经济收＾Ｃ元／锕
＜１０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００～１５ Ｏｏｏ

５

＞１５ ０００

毖鲐埔ｓ｝耶那 ８

４２９（２１．５０）

跏锄狮

血压（蚴Ｈ酚

嚣一

８８４（４４．３０）

缈柳聊

５７８（２９．㈣

总量≥６００ ＭＥＴ．ｍｉｎ．；至于体力活动不足是指未达

ＳＢＰ

１２４．１０±２０．６

１３０．４０±２０．４Ｉ

１２７．２０±２０．８

到上述充分或活跃的强度。

ＤＢＰ

７２．４０±ｌ ｏ．６

７５．７０±１０．ｙ

７４．ＯＯ±ｌｏ．８

ＨＤＬ—Ｃ（舢ｏｌ几）

１．７２±Ｏ．４

１．４５±Ｏ．中

１．５８±Ｏ．４

ＴＧ（姗ｏＩ／Ｉ。）

１．７ｌ±１．１

１．９３±１．６‘

１．８ｌ±１．４

（ＨＫ Ｍｅｔｈｏｄ），双试剂带样本空白。测定试剂由上

ＢＭＩ（ｋ∥ｍ２）

２３．７３±３．０４

２３．６７±２．９６４

２３．７０±３．０

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ＫＨＢ）提供，试剂盒

腹围（ｃｍｌ

７５．９０±８．２

８１．２０±８．９ｄ

７８．５０±８．９

ＦＰＧ（姗ｏｌ／Ｌ）

５．５５±１．５

５．６２±１．４

５．５８±１．４

２ｈ－０Ｇｒｒｆｍｍｏｌ／Ｌ）

７．８６±３．１

７．８３±３．１

７．８４±３．１

４．糖尿病诊断：ＦＰＧ的测定是采用己糖激酶法

校准品、质控物来自美国ＡＡｌｔｏ，采用日本岛津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ＣＬ一８０００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校准（正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其他为ｉ±ｓ；

常参考值为３．８９～６．１１ Ｉｎｍｏ儿）。２ｈ．ＯＧＴＴ测定是

男女之间比较‘尸＜０．ｏｏｌ，６尸＜Ｏ川；职业状况及个人收入分别缺失

在抽取ＦＰＧ血样本之后，嘱受检者将已准备好的

２１例和４ｌ例

ｇ葡萄糖溶于３００ ｍｌ的混合温开水溶液一次服

从表２可见，不论是ＦＰＧ，还是２ｈ．ＯＧＴＴ血糖均

下，２ ｈ后抽静脉血２ ｍｌ，不抗凝，用测定ＦＰＧ的方法

随体力活动的强度增大而下降，糖尿病患病率也随

测定血中葡萄糖的含量。凡受检者自己报告既往

体力活动的强度增大而下降。糖尿病患病率及男女

已经医院医师诊断为糖尿病患者（不管有治疗或无

性别、年龄分布见图１。

１００

治疗）或本次检查ＦＰＧ≥７．Ｏ

ｍｍｏ儿，或２ｈ．ＯＧＴＴ血

糖≥１１．１锄ｏｌ／Ｌ者，被诊断为糖尿病患者（参照

从表３可见，体力活动强度对糖尿病患病率有
明显的保护作用。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４６４·

表２

受检者一般特征及某些生理生化指标

讨

按体力活动强度分布
ＩＰ：ＡＱ体力活动分级

特征
人数（％）

不足
均

５７６（２９．８）

性别（男。％）
年龄（岁）

铅

充分

Ⅲ写ｉ触眈２吲

活跃
１１

Ｐ值

５９．４

４４．９
５９．Ｏ±６．妒

受教育程度（％）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ＩＤＦ）估计¨引，目前全球
糖尿病患者为２．４６亿人，其中９５％以上为２型糖尿

５９（６０．Ｏ）

６０．１±７．２．

论

＜Ｏ．００ｌ

病，４６％患者年龄在４０—５９岁之间。美国２００７年的

０．０７

资料显示ｎ引，按年龄组估计糖尿病的患病率２０～３９

Ｏ．１９

岁为２．６％，４０—５９岁为１０．８％，而６０岁或以上者为

小学或以下

８

２７．１

２８．１

中学

ｏ

５８．２

６０．３

丝眠垃 ２

１４．７

１１．６

手工劳动者

５

２７．Ｏ

２４．４

查，其患病率为７．４％，比１０年前增加了７５％。可见

非手工劳动者

３

３８．１

３７．８

丝“强 ２

糖尿病正在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

３４．９

３７．７

大专或以上

２３．８％。我国２００７年糖尿病患者达３９８０万，是世界
糖尿病患者的第二大国¨７√引。广州市的一项调查
显示ｎ引，２００７年度广州市６５０５名居民进行糖尿病调

职业（％）

其他

研究已经表明，糖尿病，尤其是２型糖尿病是可

血压（ｍｍ Ｈｇ）
１２６．４０±２０．２

Ｏ．３６

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进行预防和获得控制的。我国

７３．２０±ｌＯ．４

７４．４０±ｌＯ．７

７３．９０±ｌＯ．７

Ｏ．９０

大庆市一项糖尿病２０年随访研究显示【ｌ引，通过饮

ＴＧ（ｍｍｏｌ／Ｌ１

１．８０±１．４

１．８７±１．５

１．７８±１．３

０．５０

食、运动的干预，可使糖尿病前期人群的糖尿病发病

ＨＬＤ．Ｃ（ｍｍｏｌ／Ｌ１

１．６ｌ±０．４３

１．５２±Ｏ．３７。

１．６２±Ｏ．４妒

Ｏ．０４

ＳＢＰ

１２７．６０±２０．９ １２８．７０±２１．２

ＤＢＰ

率减少４３％，使糖尿病发病推迟３．６年，明显减少心

ＢＭＩ（ｋ∥ｍ１

２３．７０±３．１

２３．８０±３．１

２３．６０±２．９

０．０６

腹围（ｃｍ）

７７．８０±９．８

７９．２０±８．７

７８．１０±８．≯

Ｏ．０７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本研究在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

ＦＰＧ（舢ｏＩ／Ｌ１

５．６９±１．６０

５．６ｌ±Ｉ．５０

５．５３±１．２７

Ｏ．０９

一金及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穗港华人动脉粥样硬

２ｈ．ＯＧｌＴ（ｍｍｏｌ／Ｉ。）

８．３９±３．６１

７．８８±２．Ｓ６

７．７５±３．１６

０．０５

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基因与环境危险因素研究”项

Ｏ．０３

糖尿病
有

８５．８

８８．Ｏ

９０．９

无

１４．２

１２．Ｏ

９．１

注：４体力活动不足组和充分组之间比较Ｊｐ＜０．０５；６体力活动充分

目时，将ＩＰＡＱ翻译成中文，在经过可靠性试验结果
之后…】，运用ＩＰＡＱ中文翻译版对广州市有代表性的

１９９６名年龄≥５０岁的居民，评估其体力活动强度水
平并分为活跃、充分（中等）和不足三个等级，研究体

组和活跃组之间比较Ｐ＜Ｏ．０５

力活动与糖尿病患病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广州市
６
４

５０岁以上居民体力活动活跃者占５９．９％（１１５９／

２

１９３２），充分者２９．８％（５７６／１９３２），体力活动不足者

Ｏ

１０．２％（１９７／１９３２）。糖尿病患病率男女分别为５０—

８

＾零ｖ瓣肇硝

５９岁组１０．１９％和８．３２％，６０～６９岁组１２．５７％和

６

１１．１１％，７０岁或以上组１３．４０％和１５．００％，可见广州

４

２

市５０～５９岁的中老年人男性患糖尿病高于女性，而

Ｏ

６０～

年龄（岁）

６０岁以后则女性明显高于男性。按体力活动分为
活跃、充分（中等）和不足ｉ个等级分组，糖尿病患病

图ｌ男性和女性糖尿病患病率在各年龄组中的分布

率则分别为９．１％、１２．０％和１４．２％，可见糖尿病患病

表３不同强度的ＩＰＡＱ体力活动对糖尿病患病率的影响

率随体力活动的下降而增加。同时发现，无论是餐

项目丽Ｊ裂塑訾Ｐ值

前血糖水平，还是２ｈ—ＯＧＴＴ后血糖水平，也随体力
活动强度的增加而有下降趋势（表２）。在调整年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血压、血脂、腰围以及ＢＭＩ之
后，显示体力活动确实对糖尿病的患病率有明显保
护作用，相对体力活动不足组，活跃组患糖尿病的危
险下降约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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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空间流行病学》现已出版
作为流行病学的一个新分支——空间流行病学在近ｌＯ年中发展较快．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应用于疾病预防控
制与公共卫生等研究领域。由周晓农研究员主编的《空间流行病学》（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一０３一０２１９８０—０）一书于２００９年１月正式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为理论篇、方法篇及应用篇共１４章５９．９万字，并配以丰富的图表加以说明。理论篇共计２章，包
括总论、基本概念与理论，主要涉及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史与研究范畴、数据的特征与类型、空间流行病学研究的尺度和维
度、空间流行病学的研究类型、空间流行病学的偏倚与混杂、空间流行病学数据的表达与可视化。方法篇包括空间流行病学

基本方法与步骤、数据管理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信息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空间统计技术等６章，其中以各类空间技术
平台的基本概念与作用为重点，介绍空间数据的结构、分析方法步骤、表达方式等技术与知识，并举例介绍各类空间数据的
获取与管理以及国内外多种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应用篇包括传染病预防控制中的应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的
应用、环境卫生研究中的应用、伤害研究中的应用、卫生资源研究与服务中的应用等５章，以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的应
用范畴为主线，配以丰富的图表举例描述各领域应用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的特点与方法。
该书以介绍近年空间流行病学的最新发展为主线，从理论、技术与实践３个层次分别对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趋势作了

全面阐述，从而使本书为更多的读者服务。该书内容翔实，由浅至深，循序渐进，可读性强。该书为前沿专著，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不但可作为高级教学用书，还可成为专业参考书，能使学生和学者较快地掌握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使研究人员能更
好地深化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与技术，使公共卫生工作者能更好地应用空间流行病学方法，同样也可成为卫生管理人员的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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