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６Ｂ第３２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Ｖｏｌ ３２，Ｎｏ

－６２５

６

·Ｉ临床研究－

谷氨酰转肽酶与代谢综合征相关陛分析
卞爱琳王小飞

【摘要】

目的探讨肝功能指标谷氨酰转肽酶（ＧＧＴ）与代谢综合征（ＭＳ）组分体重指数

（ＢＭＩ）、血压、血脂及血糖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取天津市健康查体者４１１０名，按年龄分组
（＜６５岁非老年组２０５８名，≥６５岁老年组２０５２名），检测ＢＭＩ、血压、空腹血糖（ＦＰＧ）、谷丙转氨酶
（ＡＬＴ）、谷草转氨酶（ＡＳＴ）、ＧＧＴ、甘油三酯（ＴＧ）、总胆固醇（Ｔ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血尿酸（ＵＡ）；根据ＧＧＴ水平分为正常组和异常组，以ＳＰＳＳ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ＭＳ患病率非老年组为１４ ６％（男２００％，女４ ６％），老年组为２４ ３％（男
２４

６％，女２２ ８％）；ＭＳ与非ＭＳ组间比较，ＢＭＩ、舒张压（ＤＢＰ）、ＡＬＴ、ＧＧＴ、ＨＤＬ—Ｃ、ＦＰＧ、ＵＡ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ＧＧＴ正常与异常组间比较，ＢＭＩ、ＤＢＰ、ＡＬＴ、ＡＳＴ、ＴＧ、ＴＣ、ＨＤＬ—Ｃ、
ＬＤＬ．Ｃ、ＵＡ、ＦＰ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经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ＧＧＴ与ＢＭＩ、ＤＢＰ、
ＴＧ、ＴＣ、ＦＰＧ、ＵＡ呈正相关（ｒ值分别为０

２１２、０ ２２６、０ ３６２、０ ２００、０．１２０、ｏ

２１３，均Ｐ＜０叭），与

ＨＤＬ—Ｃ负相关（ｒ－一０ ２３，Ｐ＜０．００１）；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校正性别、年龄、ＢＭＩ因素后，ＤＢＰ、ＴＧ、
ＦＰＧ、ＵＡ为ＧＧＴ的危险因子（口值分别为０．１７０、ｏ

２９３、０ １０７、０

０９４，均Ｐ＜０ ０５）。结论ＧＧＴ与

ＭＳ各组分血压、血脂及血糖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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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ＭＳ）是指肥胖、高血压、高血糖、

胰岛素抵抗强相关。目前ＭＳ被认为是肝细胞内脂

血脂异常等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在一个体同时存

肪异常沉积的原因，且与肝细胞坏死和功能异常密

在的ｌ临床症候群。腹型肥胖与胰岛素抵抗是导致

切相关ｍ。肝脏脂肪堆积的标志如血浆谷氨酰转肽

ＭＳ发生的重要因素，尤以内脏脂肪含量的增加与

酶（ＧＧＴ）活性增高已经被国外许多前瞻性研究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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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可以预见肥胖相关性２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及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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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卞爱琳，Ｅｍａｉｌ：ｂｉａｎａｌｌｅｎ＠ｓｉｎａ

多，但对ＧＧＴ与ＭＳ关系研究文献较少。本研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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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肝功能指标ＧＧＴ与ＭＳ组分体重指数

表１天津市４１ｌｏ名健康查体人群Ｍｓ患病率

（ＢＭＩ）、血压、血脂、血糖之间的相关性。

篙金８Ｍ。㈣Ｉ≥２５

对象与方法

ｃ爨盎ＴＧ出盎ＦＰＧ‰Ｈ异ＤＬ常－Ｃ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１０年４—８月在天津市第一
中心医院门诊健康查体者４１１０人（男３０４９人，女
１０６１人），年龄３０～８５岁，平均（５５．３９±９．５０）岁，均
为企事业单位在职及离退休老干部。职业包括管理
人员、教师、公司职员、司机。民族分布汉族９９．５％，
其他民族０．５％。根据年龄分组，＜６５岁为非老年组
２０５８人（男１３３９人，女７１９人）；／＞６５岁为老年组
２０５２人（男１７１０人，女３４２人）。人组排除标准：
ＨＢｓＡｇ及丙型肝炎抗体阳性或有乙型肝炎、丙型肝
炎史者；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及肝脏恶性肿瘤、
胆道疾病者；大量饮酒史者（酒精摄入：男＞２０∥ｄ，
女＞１０ ｇ／ｄ）；除外存在可导致脂肪肝的全身性疾病

以及正在服用或近期内曾经服用可引起血清谷丙转
氨酶（ＡＬＴ）和ＧＧＴ升高的药物（包括中药）的患者。
２．方法：研究对象按标准方法测量身高、体重，
并计算ＢＭＩ（ｋｇ／ｍ２）；静息１０ｍｉｎ后于坐位测量右肱
动脉血压；抽取清晨空腹（至少８ ｈ）血化验生化指
标，包括空腹血糖（ＦＰＧ）、ＡＬＴ、谷草转氨酶（ＡｓＴ）、

注：括号外数据为检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患病率（％）

ＧＧＴ、甘油三酯（ＴＧ）、总胆固醇（ＴＣ）、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

标及肝功能情况见表２。组间比较，ＢＭＩ、ＤＢＰ、

血尿酸（ｕＡ），生化指标均由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集

ＡＬＴ、ＧＧＴ、ＴＧ、ＨＤＬ．Ｃ、ＵＡ、ＦＰＧ差异有统计学意

中检测。ＧＧＴ正常参考值为５～５４Ｕ／Ｌ，根据ＧＧＴ

义（Ｐ＜Ｏ．０５）。

水平分组，＜５４ Ｕ／Ｌ为正常组，／＞５４ Ｕ／Ｌ为异常
组。根据ＮＣＥＰ．ＡＴＰⅢ的标准诊断ＭＳ，即腰围男＞
１０２

各项指标比较（ｉ±ｓ）

ｃｍ，女＞８８ ｃｍ；ＴＧ≥１．７ ｍｍｏＦＬ；ＨＤＬ．Ｃ男＜

１．０４ｉｎｔｒｌｏ儿，女＜１．３０ ｒａｒｎｏ儿．血压≥１３０，８５ｍｍ
（１

表２天津市４１ｌＯ名健康查体人群ＭＳ及非ＭＳ组

ｎｌｉｎ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ＦＰＧ≥５．６

Ｈｇ

ｍｍｏＩ／Ｌ。其中至

少存在３项异常者可诊断ＭＳ。
３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进
行统计处理。结果均值以ｉ±ｓ表示，计量资料组间
比较采用ｔ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得出相关系数ｒ，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出回归系数口
值。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ＭＳ患病率：非老年组ＭＳ者３０１例（１４．６％），

…‘～…‘～…

其中男２６８例（２０．０％），女３３例（４．６％）；老年组中

３．ＧＧＴ正常组与异常组指标比较：两组各代谢

ＭＳ者４９９例（２４．３％），其中男４２１例（２４．６％），女７８

指标比较情况见表３。组间比较，ＢＭＩ、ＤＢＰ、ＡＬＴ、

例（２２．８％）。见表１。

ＡＳＴ、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ＵＡ、ＦＰＧ差异有统计

２．ＭＳ组与非ＭＳ组指标比较：两组问各代谢指

学意义（Ｐ＜Ｏ．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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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天津市４１１０名健康查体人群ＧＧＴ正常组

性均明显高于女性，而５０岁后女性代谢异常患病率

与异常组指标比较瓴±ｓ）

成倍增加，直至６５岁左右与男性患病率接近，且呈
现老年女性血脂异常患病率高于男性（如≥８０岁者
高甘油三酯血症患病率男女之比为１５．６％ｍ
３４．４％）。国内外研究也有报道这种随年龄增长呈现
不同的ＭＳ患病特点““１。如美国≥６５岁老年人ＭＳ
患病率为２８．１％；５０８名＞７０岁瑞典老年人中ＭＳ为
２２．６％，其中男女性患病率分别为２６ ３％和２２ ６％；我
国台湾地区一项研究证实，老年人ＭＳ患病率可达
４４．１％，且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５２．６％∞．３５．８％）。
有研究证明”１，绝经后妇女发生ＭＳ的风险会增加
６０％，在中老年妇女中高甘油三酯血症对心血管疾
病的预测能力较男性要强。分析其原因，老年人因
饮食结构的改变，体力活动减少，身体脂肪含量增
高，腹部及内脏脂肪堆积，造成胰岛素抵抗加重，进

４．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和多因素回归分析：ＧＧＴ与

而导致代谢异常发生，ＭＳ患病率增高。且绝经前女

ＢＭＩ、ＤＢＰ、ＴＧ、ＴＣ、ＦＰＧ、ＵＡ呈正相关（ｒ值分别为

性受到雌激素的作用使其罹患ＭＳ者较少，随着年

０ ２１２，Ｐ＜０．００１；０．２２６，Ｐ＜Ｏ．００１；０．３６２，Ｐ＜０．００１；

龄增长，雌激素水平下降，老年女性体态及脂肪重新

０．２００，Ｐ＜Ｏ．００１；０．１２０，Ｐ＜Ｏ叭；０．２１３，Ｐ＜０．００１），

分布．使老年男女性ＭＳ患病率相近。

与ＨＤＬ－Ｃ负相关（ｒ＝一０．２３，Ｐ＜０．００１）。以ＧＧＴ为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ＮＡＦＬＤ）发病呈全球化流

因变量，以性别、年龄、ＢＭＩ、ＳＢＰ、ＤＢＰ、ＴＧ、ＴＣ、

行趋势，为发达国家和我国富裕地区慢性肝病的首

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ＦＰＧ、ＵＡ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

要病因，也是潜在ＭＳ组分之一，与肥胖、２型糖尿

归模型，结果提示性别、年龄、ＢＭＩ、ＤＢＰ、ＴＧ、ＦＰＧ、

病、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可预测ＭＳ、２

ＵＡ均是ＧＧＴ的危险因素（表４）；校正性别、年龄、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ＡＳＴ、ＡＬＴ增高

ＢＭＩ因素后，仍提示ＤＢＰ、ＴＧ、ＦＰＧ、ＵＡ为ＧＧＴ危

已作为我国ＮＡＦＬＤ诊断条件之一，ＡＬＴ水平可以预

险因素（启值分别为Ｏ．１７０、０．２９３、ｏ．１０７、Ｏ．０９４，Ｐ值

测ＮＡＦＬＤ的发生，随着基线ＡＬＴ水平的升高，

均＜Ｏ．０５）。

ＮＡＦＬＤ的发病风险也逐级递增。但也有研究表明

表４

ＧＧＴ与代谢指标关系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ＮＡＦＬＤ患者Ａｕ’增高大都在正常范围内，仅２３ｆ３％
的患者存在ＡＬＴ水平异常“…，而ＧＧＴ可能是
ＮＡＦＬＤ及ＭＳ更强烈预测因子。Ｈｓｉｅｈ等…研究证
实ＧＧＴ是最具代表性的肝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显
示ＧＧＴ与ＭＳ的相关性最强，其特异性、敏感性、阳
性及阴性预测值、准确度均明显高于ＡＳＴ、ＡＬＴ。
Ｍｉｙａｔａｋｅ等“２１也报告，通过观察日本ＮＡＦＬＤ患者，
ＧＧＴ增高与ＭＳ的情况呈明显相关性；Ｗａｎｎａｍｅｔｈｅｅ

讨

论

等””的研究证实，ＧＧＴ和ＡＬＴ与肥胖、ＭＳ及胰岛素
抵抗程度显著相关；Ｎａｎｎｉｐｉｅｒｉ等”４。报告，ＧＧＴ中等

ＭＳ患病率因不同种族及不同人群而异。本研

程度增高是ＭＳ的一种特征性表现。增高或是正常

究分析发现，≥６５岁的老年人ＭＳ患病率高于＜６５

范围的ＧＧＴ均与肥胖、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

岁非老年人群（２４．３％ｍ．１４．６％），同时ＭＳ患病率也

密切相关，是２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可以预测该病

存在性别差异，非老年人群中男性ＭＳ者明显高于

的发生。这种ＧＧＴ活性与糖尿病和代谢异常之间

女性（２０．ｏ％ｍ．４ ６％），而老年人群ＭＳ患病率无明

的相关性可用氧化应激增强的生理机制来解释““。

显性别差异（２４．６％ｗ．２２ ８％）。通过ＭＳ各组分患

本研究也证实，ＭＳ患者的ＧＧＴ、ＡＬＴ水平较非ＭＳ

病情况分析，在５０岁以前各种代谢异常的患病率男

患者显著增高，同时ＧＧＴ异常者较ＧＧＴ正常者具

生望堕堑塑堂童查！！！！笙！旦篁丝鲞篁！塑璺！，！！生·！！里ｉ型，！坚！垫！！，塑１．翌，型！：！

６２８’

有较高的ＢＭＩ、血压、血脂及血糖等代谢异常表现，
提示在无病毒性肝炎、酒精肝的人群，出现ＧＧＴ的
增高多伴随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及血脂异常，从另
一个侧面证实ＧＧＴ与ＭＳ之问存在相关性。经单因
素和多因素分析，ＧＧＴ与ＢＭＩ、血压、血脂、血糖等
ＭＳ表现明显相关，血压、血脂及血糖异常是ＧＧＴ增
高的重要危险因素。

６４８－６５Ｉ＿

［７］Ｓｔａｒｃｋｅ Ｓ，Ｖｏｎｍｅｒ Ｇ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８］Ｔａｒｇｈｅｒ Ｇ，Ｔｅｓｓａｒｉ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ｆａｔｔｙ

ａｌ

Ｌ，ｅｔ

Ｒ，Ｂｅｒｔｏｌｉｎｉ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ｙｐｅ

的ＭＳ有明显相关性，提示ｌ临床上对存在ＧＧＴ增高
的非病毒性肝炎及酒精肝人群应进一步判断有否
ＭＳ的存在，以尽早进行生活行为干预，预防心血管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７．３０：１２１２—１２１８

［９］Ａｄａｍｓ ＬＡ，ＷａｔｅｒｓＯＲ，ＫｎｕｉｍａｎＭＷ，ｅｔ ａｌ

综上所述，ＧＧＴ等肝酶异常与表现为ＮＡＦ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Ｉ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ＧｅｎｅｓＮｕｔｒ．２００６．１（３—４）：１７７—１８８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ｒｎｅｎｔ

ＮＡＦＬＤ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ａ

ｒｉｓｋ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 ｅｌｅｖｅｎ—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０１．
２００９．１０４：８６１—８６７

［１０］ＦｕＣＣ，ＣｈｅｎＭＣ，Ｌｉ ＹＭ，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并发症。

ＡｎｎＡｅａｄＭｅ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０９，３８：１５—１７

参考文献
１ｊ

Ｌｌ

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ｏｂｅｓｉｔ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

Ｒ，ｅ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１１］ＨｓｉｅｈＭＹ．ＨｏＫＹ，ＨｏｕＮＧ，ｅｔ

ｔｈｅ

ｙ－ｇｌｕｔａｍ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ｅｌｘｌｌ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ｇａｍｍａ—ｇｌｕｔｅｍ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３］Ｎａｋａｎｉｓｈｉ Ｎ，Ｓｕｚｕｋｉ Ｋ，Ｔａｔａｒａ

Ｐｒｏ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ＮＩＤＤＭ

Ｋ，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ｕｍ

ｇａｍｍａ—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ｃ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４，２７

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ＨＭ，Ｓａｍｅｒ Ｓ，ｅｔ

ａｌ

ｏｌｄ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ｎｔ

［１２］Ｍｉｙａｔａｋｅ Ｎ，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Ｓ，Ｍａｋｉｎｏ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ｉｎ

ａ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ａ

ＪＯｂｅｓ时，２００９，３３：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ｅｔ

ａｌ

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Ｊ，２００６，３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ｏｆ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ｃｔａＭｃｄＯｋａｙａｍａ，２００７．６１：３１—３４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ｍｅ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５．２８：２９１３－２９１８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Ｌｉｖｅｒ ｅｎｚｙｍｅｓ，ｔｈ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ｏ

ｃｉｔｙ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ｓｔｕｄｙ．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ｍ，２００５，２８：１７５７—１７６２
Ｓ，Ｎａｋａｑａｍｉ Ｔ，Ｏｖａ

Ｊ，ｅｔ ａｌ

ｇｌｕｔａｍ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
Ｄｉａｂｅｔｏｌ，２００６．４３：１２０一１２６

［６］Ｌａｉ ＳＷ，Ｌｉａｏ ＫＦ，Ｌｉ ＴＣ，ｅｔ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１３］Ｗａｎｎａｍｅｔｂｅｅ ＳＧ，ＳｈａｐｅｒＡＧ，ＬｅｎｎｏｎＬ。ｅｔ ａｌ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ｓ，

［１５］Ｊｉｍｂａ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２００６．２９：２４７１—２４７６

［５］Ｇａｕｓｅ－ＮｉｌｓｓｏｎＩ，Ｇｈｅｒｍａｎ Ｓ，ＫｕｍａｒＤｅｙＤ，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ｒ

［１４］Ｎａｎｎｉｐｉｅｒｉ Ｍ，Ｇｏｎｚａｌｅｓ Ｃ，Ｂａｌｄｉ Ｓ，ｅｔ ａｌ

（６）：１４２７ １４３２

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ＢＭＩ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ｇｌｕｔａｍ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Ｏｂｅｓｉｔｙ，２００９．１７（４）：８０９—８１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１９９８，２“５）：７３２—７３７

［４］Ａｎｇｅｌｏ

ｔｏ

ａｌ

１３０９—１３１７

。２］Ｐｅ仃ｙＴＪ，ＷａｎｎａｍｅｔｈｅｅＧＳ．ＳｈａｐｅｒＧＡ，ｅｔ 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ｏｆ

ｇａｍｍａ—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ｙｎｄｒＲｅｌａｔ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０９．７：４１１—４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 ２４）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ａｄｕｌｔ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