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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代谢综合征对青春期子代影响的
家族聚集性分析
张慧颖孙玉叶
【摘要】

吕景娟杨柳夏薇孙彩虹王忆军

陈素芬

目的分析男性代谢综合征（ＭＳ）患者青春期子代和健康人青春期子代的ＭＳ各组

分及血清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等疾病表型的差异，探讨ＭＳ及其相关组分的家族聚集特征。
方法采用遗传流行病学１：３病例对照家系设计，确定２６例男性ＭＳ作为先证者（病例组）以及７８
名健康人作为对照组。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收集两组研究对象青春期子代的疾病表型信
息。测定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计算ＢＭＩ、腰臀比和腰嗣身高比。实验室检测窄腹血糖、血
脂四项及血清ｈｓ．ＣＲＰ含量。结果ＭＳ病例组青春期子代的肥胖指标（腰围、腰围身高比、腰臀比、
ＤＢＰ值）及ｈｓ．ＣＲＰ值均高于对照组的青春期子代（Ｐ＜Ｏ．０５）。病例组青春期子代的ＭＳ、中心性肥
胖率以及血脂异常率（低ＨＤＬ．ｃ）均高于对照组子代（Ｐ＜０．０５）。并且病例组子代患ＭＳ组分数量
显著高于对照组（ｒ＝０．２３１，Ｐ＜０．０５）。结论病例与对照组青春期子代的疾病表型存在差异；提示
ＭＳ的家族聚集性在青春期即已体现，主要表现在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和炎症表达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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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Ｍｓ）是多重心血管危险因素集聚

康男性的青春期子代ＭＳ疾病表型的差异来反映

于一体的临床征候群。近年来其发病率急剧升

ＭＳ及其相关组分的家族聚集特征，为探索男性ＭＳ

高；儿童也面临ＭＳ带来的威胁…。ＭＳ家系研究

患者对其青春期子代的影响提供依据。

提示ＭＳ及其组分有家族聚集性存在ｂ圳。本研究
基于ＭＳ的患病率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患病率高于
女性ｂ。Ｊ，拟通过比较男性ＭＳ患者青春期子代和健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病例组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在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并诊断为ＭＳ者。ＭＳ诊断

ＤＯＩ：１

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２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Ｄ２００６０４）
作者单位：１ ５００８１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通信作者：张慧颖，Ｅｍａｉｌ：ｚｈｙｓｘｊ＠ｙａｈｏｏ．ｔｏｍ．ｇｎ

指标：中心性肥胖、２型糖尿病及血脂异常。健康对
照组为健康体检排除其他疾病者。采用遗传流行病
学１：３病例对照家系设计，根据样本量计算公式抽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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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２６例男性ＭＳ患者作为先证者和７８名健康成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病例组和对照组子代中

年男性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研究对象青春期子代

男女性别的比例，病例组家系子代男性１７例、女性９

的疾病表型信息（子代均为独生子）。

例，对照组家系男性３３名、女性４５名，经检验差异无

２．研究内容：根据“２００５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两组家

康调研报告”规定的操作规范阳】，测量身高、体重、腰

系子代的年龄分别为（１４．６９±２．５）岁和（１５．５１±０．６）

围（ＷＣ）、臀围、ＳＢＰ和ＤＢＰ，各项目均由统一培训后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１．６３９，Ｐ＞０．０５）。两组

的－Ｔ作人员进行测定。并计算ＢＭＩ、腰臀比（ｗＨＲ）

子代在性别和年龄分布上具有均衡性。

和腰围身高比（ＷＨｔＲ）。计算公式：ＢＭＩ＝体重

２．ＭＳ表型特征：病例组和对照组子代的ＭＳ相

（ｋｇ）／身高（ｍ）２；ＷＨＲ＝腰围（伽）／臀围（ｅｒａ）；

关指标水平的ｔ检验比较结果见表ｌ。病例子代

ＷＨｔＲ＝腰围（ｃｍ）／身高（ｅｒｎ）。

ＷＣ、ＷＨｔＲ、ＷＨＲ、ＤＢＰ、ｈｓ—ＣＲＰ值均高于对照子

使用美国贝克曼ＣＸ５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

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血脂及血糖水平

量血清中空腹血糖（ＦＰＧ）、ＴＣ、ＴＧ、ＨＤＬ．Ｃ及

在两组子代中差异未见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ＬＤＬ．Ｃ含量。１１ｓ．ＣＲＰ则采用免疫放射比浊法，利用

说明病例组家系子代的ＭＳ疾病表型发生率高于对

Ｂｅｈｒｉｎｇ公司的ＢＮＰ型特种蛋白免疫分析仪及

Ｄａｄｅ

Ｄａｄｅ

照组，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和炎症表达明显。
表２显示，病例组子代ＭＳ、中心性肥胖、低

Ｂｅｈｒｉｎｇ配套试剂盒进行测定。
３．ＭＳ诊断标准¨剖：

ＨＤＬ．Ｃ的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成年人ＭＳ：中心性肥胖（男性ＷＣ≥９０

ｃｍ，

表１病例组和对照组子代Ｍｓ相关指标分析（互±ｓ）

女性ＷＣ≥８５ ｃｍ）合并以下四项指标中的任意两
项：①ＴＧ水平升高：＞１．７ ｍｍｏｌ／Ｌ或已接受相应治
疗。馐）ＨＤＬ．Ｃ水平降低：男性＜０．９ ｍｍｏｌ／Ｌ；女性＜
１．１

ｍｍｏｌ／Ｌ，或已接受相应治疗。③血压升高：

ＳＢＰ≥１３０ ｍｉｎ Ｈｇ或ＤＢＰ＞；，８５
０．１３３

ｌＩｌｌｌｌ

Ｈｇ（１

ｎ＇ｌｌ－ｎ

Ｈｇ＝

ｋＰａ），或已接受相应治疗或此前已诊断为高血

指标

病例组（ｎ＝２６）对照组（，Ｉ＝７８）ｔ值Ｐ值

ＷＣ（ｃｍ）

７８．１９±１５．１５

７】．４０±８．０１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ＷＨｔＲ

２２．４７±４．５４

２１．９０±３．６０

—２．１４
０．６４

Ｏ．０４ｌ‘
０．５２０

０．４７±０．０８

０．４３±０．０５

２．３４

０．０２７‘

ＷＨＲ

０．８４±１．３８

Ｏ．７５±Ｏ．０５

—３．００

０．００６’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１．２ｌ±０．５９

１．１ｌ±Ｏ．４８

Ｏ．８６

０．３９４

ＴＣ（ｍｍｏｌ／Ｌ）

３．７６±０．７２

３．８７±０．６１

０．７７

０．４４１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几１

１．４３±０．３８

１．５７±Ｏ．３４

１．７１

０．０８０

２．０８±Ｏ．５７

２．０３±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６４８

１１８．４７±１３．１ｌ

—Ｏ．５ｌ

０．６０９

压。④ＦＰＧ升高：ＦＰＧ≥５．６ ｍｍｏｌ／Ｌ或已接受相应

ＳＢＰ（ｎｕｎＨ鼬

１１６．８８±１４．７９

治疗或此前已诊断为２型糖尿病。

ＤＢＰ（ｍｍ Ｈｇ）

７６．２０±８．６８

６９．９０±１０．５９

２．７０

０．００８‘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１

４．５２±０．４８

４．６３±０．４４

１．０４

０．３０３

ｈｓ．ＣＲＰ４（ｍｇ／Ｌ）

１．４ｌ±１．５６

Ｏ．６４±１．６７

２．１９

０．０３５‘

（２）儿童ＭＳ¨¨：１０～１６岁组中心性肥胖（ＷＣ≥
９０百分点，或略低于成年人标准），合并以下五项中

注：４剔除ｈｓ．ＣＲＰ＞１０ｍｇ／Ｌ者两组各ｌ例；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的两项或以上：①ＴＧ≥１．７ ｍｍｏｌ／Ｌ；②ＨＤＬ．Ｃ＜

（Ｐ＜Ｏ．０５）。说明父亲患ＭＳ对子代ＭＳ发病有影

ｍｍｏｌ／Ｌ；③ＳＢＰ≥１３０舢Ｈｇ，或ＤＢＰ≥８５ ｔｕｒｎＨｇ；

响，可增加子代患中心性肥胖和脂代谢异常的风险。

④ＦＰＧ≥５．６ ｍｍｏｌ／Ｌ（日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推荐）；⑤

根据子代患ＭＳ组分的多少将其分为四个等

２型糖尿病。１６岁以上青少年则可以采用国际糖尿

级：不含有任何ＭＳ组分的子代赋值０，含有１个ＭＳ

Ｉ．０３

病联盟的成年人标准。

表２病例组和对照组子代的ＭＳ及各组分检出率ｆ检验

４．质量控制：现场调查对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
训，严格按照标准进行体格检查，各项目均由固定人
员进行测量。数据处理时剔除ｈｓ．ＣＲＰ＞１０ ｍｇｍ
者，因其提示可能存在急性感染。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使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ｔ检验、ｆ检验和秩相关
分析等。

指标

检出

检出率

人数

（％）

检出
人数

检出率

Ｐ值

（％）

ＭＳ。４

１５．３８

２

２．５６

０．０３３‘

中心性肥胖（ＷＣ）

４２．３０

９

１ １．５４

０．００１‘

１５．３８

１２

１５．３８

１．０００

２６．９２

０

２３．０８

１９

２４．３６

０．８１８

３．８５

ｌ

Ｉ．２８

０．４２８

１ｌ

高ＴＧ。４
７
低ＨＤＬ－Ｃ‘
血压升高
６
血糖升高‘
ｌ

０

Ｏ．０００＂

注：４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Ｐ≤Ｏ．０５，中≤Ｏ．０１

结

果

组分的子代赋值１，含有２个Ｍｓ组分的子代赋值２，
符合Ｍｓ诊断标准的赋值３。Ｍｓ各等级人数在两组

１．均衡性检验：共收集２６例男性ＭＳ患者作为

间的分布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３。病例组和对照组

病例家系和７８名健康成年人作为对照家系。其年

子代患ＭＳ组分数量等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ｒ＝

龄分别为（４０．７３±３．０３）岁和（４１．８１±８．２７）岁，差异

０．２３１．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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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病例组和对照组子代ＭＳ组分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分析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在一定的父系和母系对子代的影响差异ｎ”。因此本
研究只针对男性ＭＳ患者对子代影响的家族聚集性
进行探讨，而女性ＭＳ患者对子代的影响需要下一
步的研究加以完善。总之，本研究证实了ＭＳ家族
聚集特征，而且发现这种家族聚集性存青春期子代

讨

论

ＭＳ是一种复杂性状疾病，其发病病因十分复

中即有表达，但ＭＳ遗传影响到底始于何时或在何
时体现较明显，由于没有其他年龄子代的数据资料，
故无法进行比较说明，有待进一步研究。

杂，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因素共同影响，家族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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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体现。
近年来研究表明ｎ¨引，肥胖本身是一种慢性低
度炎症疾病，脂肪细胞因子在ＭＳ的发病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其中肿瘤坏死因子伍和白细胞介素６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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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甘期：２００９—０７—０６）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