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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血清瘦素与脂联素水平及其相关
危险因素研究
鲍蓓徐琳江朝强靳雅丽刘斌ＴｈｏｍａｓＧＮ林大庆
【摘要】

目的探讨相对健康的中老年人血清瘦素与脂联素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的相关性。方法从“广州生物库队列研究”中收集１５１５名相对健康的５０岁及以Ｅ的中老年人
个人资料及病史、体格检查并测定血清卒腹血糖、血脂、瘦索和脂联素的水平。结果（１）广州市
１５１５名的Ｉ｜ｉＬ清瘦素水平（互±ｓ）男女性分别为（３．９０±２．３６）ｎｇ／ｍｌ和（１２．１７±２．０１）ｎｇ／ｍｌ；脂联素水
平男女性分别为（５．３３±２．７８）ｍｇ／Ｌ和（７．１８±２．５８）ｍｇ／Ｌ。（２）男女性血清瘦素和脂联素水平均随年
龄增长而升高；在调整ＢＭＩ后，男件瘦素水平仍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升高（趋势检验Ｐ＜０．００１），而
女性其脂联素水平也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升高（趋势检验Ｐ＜０．０５）。（３）在调整年龄后，男女性血清
瘦素和脂联素水平均与吸烟状态尤明显相关（Ｐ＝０．０９—０．７６）。（４）血清瘦素水平，男女性均随腰
围、ＢＭＩ、ＳＢＰ、ＬＤＬ．Ｃ和ＴＧ增加而显著升高（Ｐ＝０．０４，＜０．００１），同时还随男性的ＤＢＰ和空腹血

糖升高及ＨＤＬ．Ｃ降低而显著升高（Ｐ＝０．０３—０．０２）。（５）ｍ清脂联素水平男女性均随腹围以及ＴＧ
升高而下降（Ｐ＝０．００３，＜Ｏ．００１），而男性帆清脂联素水平还随ＢＭＩ与空腹血糖升高及ＨＤＬ．Ｃ水
平下降而下降（Ｐ＝Ｏ．０５，＜０．００１），女性则随ＳＢＰ和ＴＣ上升而下降（Ｐ＝０．０５—０．００６）。结论广

州市相对健康的中老年人血清瘦素和脂联索水平男性比女性低；男性瘦素水平和女性脂联素水平
同年龄增加呈显著相关。血清瘦素升高和脂联素下降与传统心脑血管危险因素上升有关。
【关键词】瘦素；脂联素；中老年人；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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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临床病例研究显示血清瘦素和脂联素水平

２．研究内容：“广州生物库队列研究”包括一份

与传统心脑血管危险因素，如高血糖、高血压、高血

涉及１３个方面共８００多项问题的问卷，含个人背景

脂和肥胖关系密切ｆ１剖。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无关

信息、职业、教育、生活习惯、个人及家族史、家庭收

于大样本健康人群血清瘦素和脂联素正常参考水

入及饮食营养状况哺ｏ；体格检查包括血压、身高、坐

平，也无基于健康人群的大样本流行病学研究资

高、体重、腰围与臀围测定及内科检查，含短期记忆

料。本研究针对广州市５０岁及以上相对健康的中

测试等。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尿、空腹血糖、胰岛素、

老年人群，研究其血清中瘦素和脂联素的水平，进一

血脂、白蛋白、Ｃ．反应蛋白、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ｌｃ）

步探讨其与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以及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同时还测定瘦素、白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广州生物库队列研究”是由２００３
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招募３万名５０岁及以上的有

介素一６（ＩＬ一６）、脂联素和纤溶酶抑制物一１（ＰＡＩ一１）
等；特殊医学检查包括心电图、ｘ线胸部平片、经颅
多普勒、颈动脉多普勒及周围Ｉｌｎ管硬化等项目，随机
抽查４６０名受检者进行心脏彩色多普勒检查。

广州市户籍居民作为研究队列ｂ加１；用一份标准化问

３．体力活动及吸烟状况：体力活动是应用国际

卷，收集其个人背景资料，并做体检及血、尿常规、尿

体力活动问卷（ＩＰＡＱ），根据其活动强度和代谢当量

中柯铁咛（ｃｏｔｉｎｉｎｅ）含量、生化、心电图、胸部ｘ线片

（ＭＥＴ）分为活跃、充分（中等）和不足三级ｎ１，其中体

和肺功能等检查；收集７．２ ｍｌ血液样本将其分离为

力活动活跃是指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３ ｄ，且每周

白细胞和血浆，存放于条码管储存在生物库内。生

总量≥１５００ ＭＥＴ／ｍｉｎ，或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

物库建立气态的液态氮系统，使样本处于一１９６℃的

７

恒定气态环境中，长期储存活的淋巴细胞，以后可经

等）是指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３ ｄ，且每天时间≥

复苏、转染、扩增等步骤使其永生化，用于进行基冈

２０

ｍｉｎ，或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５ ｄ，每天时间≥

和环境因素的研究。广州生物库队列旨在追踪重大

３０

ｒａｉｎ；或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５ ｄ，每周总量≥

疾病的发病及死亡，并同时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

６００

历程对慢性重大疾病的影响模式。

或活跃的强度。吸烟状况按照目前吸烟状态分为从

根据２００５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香港研究资

ｄ，每周总量≥３０００ ＭＥＴ／ｍｉｎ；体力活动充分（中

ＭＥＴ／ｍｉｎ；体力活动不足是指未达到上述充分

不吸烟、以前吸烟和现在吸烟。

助局资助的“穗港华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

４．空腹血清瘦素和脂联素测定方法：用ＥＬＩＳＡ

病的基因与环境危险因素研究”的中标项目要求，

法测定血清瘦素和脂联素（试剂盒均由ＢｉｏＶｅｎｄｏｒ公

１９９６名研究对象年龄＞ｔ５０岁的广州市居民是从“广

司提供）。使用试剂盒配套标准品，检测过程严格按

州生物库队列研究”中第三阶段（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至

照试剂盒说明要求操作；酶标仪比色。以直接法测

２００７年９月）收集的１０ ０２７名研究对象随机选出，其

定血清脂类，试剂盒由浙江温州伊利康生物公司提

中１５１５名受检者同时测定了血清瘦素和脂联素水

供，采用美国ＡＡｌｔｏ校准品及室内质控物，日本岛津

平被纳入本研究项目，其中男性７４９人，平均年龄

ＣＬ一８０００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６１．９±６．９）岁，女性７６６人，平均年龄（５６．０±５．２）

５．统计学分析：问卷及检查结果采用电子系统

岁。研究实施前报广州市医学伦理学会进行伦理审

直接传送到医院信息科中心的机房服务器，专人负

查并通过。所有受检者在阅读及签署知情同意书后

责加密保存，资料库在清库核对后进行分析，运用

进行问卷调查及体检。

ＳＴＡＴＡ／ＳＥ

８．２统计软件进行成组ｔ检验及方差分析

璺兰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Ｆｅｌ，ｎＪａＩ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ＡＮＯＶＡ）。对其中呈偏态分布的数据做自然对数

吸烟状态在男女性中均无明显的相关；而血清瘦素

变换后符合正态分布再参与统计运算，然后经反对

水平在男女性中均随中央型和全身型肥胖、ＳＢＰ、

数转换还原。Ｐ＜Ｏ．０５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ＬＤＬ—Ｃ以及ＴＧ升高而明显上升，同时还随男性的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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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Ｐ和空腹血糖水平升高及ＨＤＬ．Ｃ降低而显著升
高。至于血清中脂联素水平则只呈现其随男女性的

１．一般情况：表１显示，男女性比例相近（５０．６％

腰围增大而升高，其余各指标均呈现性别差异：女性

傩．４９．４％）。男性平均年龄、手工劳动者比例、教育程

血中脂联素水平随ＴＧ和ＴＣ升高显著降低；而男性

度和个人收入均高于女性；女性体力活动活跃者较男

则随全身型肥胖（ＢＭＩ≥２５）、空腹血糖和ＴＧ升高及

性多。男性吸烟率远高于女性（３５．６％似．０．９％）。

ＨＤＬ．Ｃ降低而显著下降。

表１

１５１５名受检者一般情况
表２

１５１５人中各年龄组男女性血清瘦素

塑目置鐾耋盔垩ｌ至圭１２

５０—

１３０ ３．４９±２．３６

４．４５±２．９１

４１４ １１．３６±２．０ｌ

６．９０±２．７４

５５—

１９７ ３．５６±２Ａｌ

５．Ｏｌ±３．２２

２０６ １２．９４±１．９３

６．２５±３．８１

６０一

１８９ ４．０６±２．２４

５．１６±３．２５

８７

６５—

１４０ ４．２２±２．３４

５．１７±２．７５

３８ １３．２０±２．Ｏｌ

≥７０

合计

９３

４．６ｌ±２．３５“‘６．９６±２．６１“。

７４９ ３．９０±２．３６

５．３３±２．７８

１３．７４±２．０３ ７．１１±２．８６
６．５０±２．１２

２１ １３．３３±２．１６ １３．７３±２．６６４“
７６６ １２．１７±２．０ｌ

７．１８±２．５８

注：各年龄组问比较：４方差分析Ｐ＜０．０１；５调整ＢＭＩ后趋势枪验
Ｐ＜０．００１；‘方差分析Ｐ＜０．０５；。调整ＢＭＩ后趋势检验Ｐ＝０．０７；。调
整ＢＭＩ后趋势检验Ｐ＜Ｏ．０５

讨

论

本研究共收集广州市１５１５名５０岁及以上相对
健康中老年人，通过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瘦素和脂联素
水平，同时测定身高、体重、腰围、血压，以及血清脂
肪谱和空腹血糖，研究中老年人群中男女性各年龄
组中瘦素和脂联素的一般水平以及这两者与肥胖、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男女性之间
比较‘Ｐ＜Ｏ．００１，‘Ｐ＜Ｏ．０１

血压、血脂与血糖的关系。
在本研究人群中，女性血清瘦素水平随年龄变

２．血清瘦素和脂联素水平性别及年龄分布：表

化不显著，但在男性中则随年龄的增加而明显升高

２显示，血清瘦素和脂联素水平５０岁以上男性分别

（ＪＰ＜０．０１），在调整ＢＭＩ后结果差异仍有统计学意

为（３．９０±２．３６）ｎｇ／ｍｌ和（５．３３±２．７８）ｍｅ，Ｘ；女性分

义（Ｐ＜０．００１）。据Ｂｌｕｍ等报道，在青少年中，女性

别为（１２．１７±２．０１）ｎｇ／ｍｌ和（７．１８±２．５８）ｍｅ／ｔ，；男性

的血清瘦素水平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男性则相

均显著低于女性。在各年龄组中，男女性瘦素和脂

反。进入成年后，瘦素随年龄变化差异不显著。但

联素水平随年龄增加而升高，未调整ＢＭＩ前，在男

有研究显示在１５～６８岁的个体，扣除体脂因素后瘦

性中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女性

素与年龄呈负相关，尤其在６０岁后瘦素浓度可下降

中仅脂联素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调

５３％ｔ引。而本研究结果显示，５０岁及以上的中老年

整了ＢＭＩ后，男性血清瘦素水平随年龄增加显著升

人血中瘦素水平明显随年龄增加而升高，其原因有

高（趋势检验Ｐ＜０．００１），而脂联素水平差异没有达

待进一步探讨。同时也发现瘦素水平的性别差异十

到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７）；女性血清脂联素水平随年

分明显，男性明显低于女性（Ｐ＜０．００１）；与以往研究

龄增加显著升高（趋势检验Ｐ＜０．０５）。见表２。

结果相符［劓。这可能是因为血清瘦素水平与身体构

３．瘦素和脂联素水平与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的

成和体脂分布有关，在体格特征相同的情况下，成年

关系：表３显示，调整年龄后，瘦素和脂联素水平与

女性体脂含量高于男性，因此可推测女性具有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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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ｍｒｙ２０１０，＂Ｃ０１．３１，Ｎｏ．２

表３调整年龄后１５１５人瘦素和脂联素水平

不论是男女性，血清脂联素水平也表现随年龄增加

皇：坠堕篁丛痘丝隍困室坌堑ｌ三圭１ ２

而升高。在调整了ＢＭＩ之后，女性血清脂联素水平

因素

瘦素（ｎｇ／ｍ１）
女性

男性

脂联素（ｍ∥Ｌ）
女性

男性

与年龄仍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王鸿燕等…
的研究结果不符¨“，但与Ｄａｉｍｏｎ等怛１的研究结果基

吸烟

从不吸烟

１５．９±０．４６ ５．７４±０．３２

１０．９０４－０．４７ ７．０３±０．５１

本一致。或许与国内既往的研究对象样本较少有

以往或现在吸烟

１６．９±３．０６ ５．０８±０．２６

７．６６±３．１２ ７．９３±０．４１

关。与此同时，发现血清脂联素水平的性别差异也

Ｐ值

０．７６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１５

ＢＭｌ（ｋｇ／ｍ２）

琼等【９１的研究结果相符。其原因可能是ｆｆ【Ｌ清脂联素

＜２５

１２．４±０．４８ ４．１２±０．２３

１１．３４－０．５５

８．６７±０。４０

≥２５

２２．６±０．６３ ７．６４±０．３２

１０．０±０．７２

５．８０±０．５３

Ｏ．１３

＜Ｏ．ｏｏｌ

Ｐ值

＜Ｏ．ｏｏｌ

＜０．００ｌ

十分明显，男性明屁低于女性（Ｐ＜Ｏ．００１）；这与顾玉
水平与身体构成和体脂分布有关，在体格特征相同
的情况下，成年女性体脂含量高于男性，因此可推测
女性具有更高的血清脂联素水平。本研究还表明，

腰围（ｃｍ）
女性＜８０，男性＜９０

１３．８±０．５２ ４．７２±０．２１

１１．７０±０．５５ ８．０５±Ｏ．３６

调整年龄后，在全身型肥胖或中央型肥胖者女性的

女性ｆ＞８０，男性ｔ＞９０

２０．３＋０．７０ ８．９３＋０．４８

９．２５±０．７４ ５．４８±０．８０

脂联素水平几乎为男性的２倍；脂联素水平的降低

＜０．００１

Ｐ值

＜Ｏ．００１

Ｏ．００５

０．００３

ＳＢＰ（ｍｍ Ｈ曲
＜１４０

１５．４±０．５３ ５．０４±０．３４

≥１４０

１７．５±０．８０

６．１５±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００９

Ｐ值
ＤＢＨｍｌＴｌ

１１．４０±０．５５ ７．９０±０．３８
９．５３±０．８２ ７．０４±０．５９
０．０５

０．２０

在女性中与中央型肥胖显著相关（Ｐ＝Ｏ．００５），而与
全身型肥胖关系不明显（Ｐ＝０．１３），提示血清脂联素
水平与女性体脂分布有关。
本研究发现，血清瘦素和脂联素水平与ＳＢＰ关
系相对ＤＢＰ更加密切。在高血压患者中，血清瘦素

ｒｉｇ）

＜９０

１５．９±０．４６ ５．１８±０．２２

≥９０

１７．１±１．５３

６．５９±０．５７

Ｐ值

０．４３

０．０２

１０。９０±０．４７ ７．７１±０。３５
９．８５±１．５７ ７．２５±０．９２
Ｏ．５０

Ｏ．６３

的水平比Ｉ缸压正常者增高，而脂联素则呈相反趋
势。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２’ｂ】。有报道高瘦素水
平能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血压升高和心率加快，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Ｉ．）
＜７．Ｏ

１６．１±０．４７ ５．２４±０．２１

１０．９０±０．４８ ７．８２±０．３４

或者通过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对血压进

≥７．Ｏ

１４．９±１．９０ ６．９２－１－０．７５

８．９５＿－－４－１．９７ ５．３３±１．２２

行调节¨引，或许可部分地解释了瘦素水平与血压呈

Ｐ值

０．５８

０．０３

０．３２

Ｏ．０５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０４

１５．９４－０．４６ ５．１９±０．２２

＜１．０４

１７．９±２．５７ ６．６０±０．５９

Ｐ值

０．４４

０．０２

１０．９０±０．４７ ７．９２±０．３５
６．２４±２．６ｌ

５．５６＿－４－０．９６

０．０７

０．０２

＜３．６４

１５．４±０．５５ ５．０６±０．２３

１１．５０±０．５７ ７．６４±０．３７

≥３．６４

１６．９±０．６４ ６．２４±０．３９

９．９５±０．６６ ７．７２±０．６４

０．０４

０．００８

Ｏ．０６

０．９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１．７

１４．６±０．５４ ４．４３±０．２６

１２．３０±０．５５ ８．９５±０．４３

≥１．７

１８．４士０．６７ ６．５４±０．３０

８．５０±０．６９ ５．９９±０．４８

ＪＰ值

＜０．００ｌ

＜Ｏ．００ｌ

＜Ｏ．００１

＜Ｏ．００ｌ

ＴＣ（ｍｍｏｌ／Ｌ）

与国内林泽鹏等ｎ５１的报道相符。国外的报道也指
出，血清脂联素水平在高血压患者中与ＳＢＰ、ＤＢＰ、
明，在５０岁或以上的中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较高，
血清脂联素水平与ＳＢＰ关系相对ＤＢＰ更为密切，尤
其是女性。
以往的研究表明，瘦素和脂联素与糖尿病患者
的糖代谢和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有关ｎ引，瘦素和脂联
素基因可能是２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７｜，血中瘦素
水平升高和脂联素的下降叮能与胰岛素抵抗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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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女性ＳＢＰ升高的患者中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平均动脉压等均呈显著负相关…。本研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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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的现象。而脂联素水平则随血压升高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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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０１８，１９］。本研究显示，在排除年龄干扰后，男性空
腹ＩＩＩＬ糖上升与瘦素水平升高及脂联素水平降低有相
关性，但在女性并不明显。此外，本研究显示血清脂

血清瘦素水平。本研究结果还表明，调整年龄后，在

类对瘦素和脂联素均存在一定关系，这吲到外的研

全身型肥胖或巾央型肥胖者女性瘦素水平几乎为男

究结果相符ｌｚｏ，ｚｔ Ｊ，尤其是ＴＧ，与瘦素和脂联素水平

性的３倍，不过血清瘦素水平与肥胖类型无明显差

均有显著相关（Ｐ＜Ｏ．００１）。瘦素和脂联素作为脂肪

异，这一结果与Ｍｏｉｌｅｒ等¨们的研究相符，提示瘦素与

细胞分泌的激素蛋白，一起参与调解人体代谢，并与

人体脂肪总鼍相关，而并非局部的脂肪含量。

肥胖、高血糖、血脂和高血压等的发病密切相关。其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５０岁及以上中老年人中，

机制仍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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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ｅｓｅ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ｎｓａｌ

ＭｃｄＡｓｓｏｃ，２００６，５６（９）：３９１—３９４．

［２１］ＯｇａｗａＴ。ＨｉｒｏｓｅＨ，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Ｙ，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ｃＢｖｅｅｎ

顾玉琼，陈名道，唐会凤．中阚人血清瘦素水平与肥胖度的关

翻玎啪ｓｏｌｕｂｌｅ

系．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１９９９，１５（１）：１５一１８．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ｌｉｐｉ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ａｄ

［１０］ＭｏｉｌｅｒＮ，Ｏ’ＢｒｉｅｎＰ，Ｎａｉｒ
ｂｃｔｗｅｏｒｌ
Ｃｌｉｎ

ｆａ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Ｓ．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印ｔ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ｉｍ 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Ｊ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ｉｏｐｔｉｎ

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２００４，５３（７）：８７９—８８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８—１１）

Ｅｎｄｅ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１９９８。８３（３）：９３１－９３４．

［１１］ｇｙａｎＡＳ，ＢｅｒｍａｎＤＭ，ＮｉｃｋｌａｓＢＪ，ｅｔ ａ１．Ｐｌａｓｍａ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ｌｅｐｔｉｎ

ｌｏｐｔ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