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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甘油三酯性腰围和空腹血糖受损
对糖尿病发病的交互作用
朱秋荣胡晓抒武鸣周正元刘景超骆文书
【摘要】

丁一

郭志荣

目的探讨高甘油三酯性腰围（ＨＴＧｗ）对糖尿病发病的独立影响以及ＨＴＧＷ与空

腹血糖受损（ⅢＧ）在糖尿病发病上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方法采用队列研究的方法，以“江苏省
多代谢异常和代谢综合征综合防治研究队列”资料为基础，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ＨＴＧＷ和

ＩＦＧ与糖尿病的关系以及评价ＨＴＧＷ与ＩＦＧ之间的相乘交互作用；采用引入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等编制的
Ｅｘｃｅｌ表计算相加交互作用。结果调整糖尿病的一般危险因素及基线空腹血糖（ＦＰＧ）后，

ＨＴＧＷ患者发生糖尿病的ＨＲ值为２．１０（９５％“：１．３６～３．２５）。进一步以ＩＦＧ分层分析发现，无论
是ＩＦＧ组还是ＦＰＧ正常组，ＨＴＧＷ均与糖尿病存在显著的联系，ＨＲ值及９５％Ｃ／分别为３．０９
（１．７０—５．６１）和２．０９（１．０８—４．０２）。将ＨＴＧＷ和ＩＦＧ交叉分析发现，与非ＨＴＧＷ表型的非ＩＦＧ对

象相比，基线时ＨＴＧＷ表型的ＩＦＧ患者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最高，ＨＲ值及９５％Ｃ／为１２．０５（６．８９—
２１．０７）。交互作用分析表明ＨＴＧＷ和ＩＦＧ之间存在致糖尿病的相加交互作用，相对超危险度为
７．００（０．４９～１３．５１），交互作用归因比为０．５７（Ｏ．３２～０．８２），交互作用指数为２．６６（１．３６～５．２１）。
结论ＨＴＧＷ具有独立于ＩＦＧ预测糖尿病发病的作用，ＨＴＧＷ与ＩＦＧ同时存在时具有致糖尿病的
相加交互作用。
【关键词】高甘油三酯性腰围；空腹血糖受损；糖尿病；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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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甘油三酯性腰围（ＨＴＧＷ）相同于代谢综合征

臀围、脉搏、血压［收缩压（ｓＢｅ）和舒张压（ＤＢＰ）］以

（ＭＳ）代表多代谢异常的聚集，能够指示心血管疾

及ＢＭＩ等。测量ＷＣ时，取立位，两侧取肋弓下缘与

病和糖尿病的发病风险¨ｆ ２｜。现况研究表明ＨＴＧＷ

髂骨嵴之中点水平，腹侧取剑突与脐之中点用皮尺

是一个简单、廉价的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筛检工

测量水平周径。基线和随访者均空腹测定血糖

具旧。】，前瞻性研究证实可提高初级保健医师筛查心

（ＦＰＧ．葡萄糖氧化酶法）、总胆固醇（ＴＣ，胆固醇氧

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能力［６，“。然而在评价ＨＴＧＷ

化酶一过氧化物酶一４一氢基安替比林和酚法）、甘油

对糖尿病的预测能力时，现有的研究并未考虑空腹

三酯（ＴＯ，甘油磷酸氧化酶一过氧化物酶一４一氨基安

血糖受损（ＩＦＧ）对糖尿病的影响，也就是说ＨＴＧＷ

替比林和酚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磷钨

对糖尿病的影响是通过与ＩＦＧ的关联来预测糖尿病

酸镁沉淀法）。

还是独立于ＩＦＧ，两者同时存在能否提高对糖尿病

３．相关定义：

的预测能力目前还未见报道。为此本研究利用“江

（１）ＨＴＧｗ和ＩＦＧ：本研究采用美国胆固醇教育

苏省多代谢异常和代谢综合征综合防治研究队列”

计划成人组（ＮＣＥＰ－ＡＴＰ ＩＩＩ）亚洲者修订标准伸１：基

资料，探讨ＨＴＧＷ对糖尿病发病的独立影响以及

线调查时同时满足男性ＷＣ≥９０ Ｇｉｎ或女性ＷＣ≥

ＨＴＧＷ与ＩＦＧ对糖尿病发病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８０

对象与方法

ｃｍ以及ＴＧ≥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１ ５０ ｍＵｄｌ）的对象判

定为ＨＴＧＷ表型患者；满足ＦＰＧ≥５．６

ｍｍｏｌ／Ｌ

（１００ｍｇ／ｄ１）的对象判定为ＩＦＧ患者。

１．调查对象：“江苏省多代谢异常和代谢综合征

（２）糖尿病：随访期间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ｄ１）或餐后２ ｈ血糖（２ｈＦＰＧ）≥１１．０

ｍｍｏｌＦＬ

综合防治研究队列”包括城市点（南京市建邺区、徐

（１２６

州市九里区和苏州市沧浪区各１个社区）、农村点

（２００ ｍｇ／ｄ１）或者服用降糖药物以及进行胰岛素治疗

（苏南地区的常熟市、江阴市、太仓市、旬容市、金坛

者诊断为糖尿病。

市和苏北地区的海门市、睢宁县、泗洪县、赣榆县各

４．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属于正态分布的用均

１个自然村）。所有研究者入组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４月至

数±标准差（；±ｓ）表示，组间比较用ｆ检验；偏态分

２００４年６月，人组时分别收集调查对象的行为、生活

布资料采用中位数（肘）与四分位数间距表示，比较

方式、人口统计学等方面的基线信息；２００６年３月至

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ｆ检验；Ｃｏｘ比例风险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对其中基线调查满５年的４５８２名对象

模型用于估计ＨＴＧＷ、ＩＦＧ、ＷＣ、ＴＧ以及ＩＦＧ和

随访ＭＳ、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病情况，共随访
４０８３人，随访率为８９．１％；失访者与未失访者年龄、

ＨＴＧＷ交叉分组时与糖尿病的关联（ＨＲ值）及其
９５％６＇／，模型１调整了年龄、性别、吸烟、饮酒、ＳＢＰ、

性别及ＭＳ等指标比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ＤＢＰ、ＴＣ、ＨＤＬ—Ｃ及糖尿病家族史等一般危险因素，

０．０５），中位随访时间为６．３０年。在上述随访者中，
排除基线时心脑血管疾病［心肌梗死、卒中、外周血

模型２进一步对各分析变量进行相互调整。采用
ＳＰＳＳ １ 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管性疾病（３６例中有１１例死亡）］，糖尿病（２８９例中

交互作用分析中将ＨＴＧＷ和ＩＦＧ作为２个交互

有３ｌ例死亡），体重指数（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２７例中
有２例死亡）以及缺失变量（１３３例），共有３５９８（男性

项，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纳入乘积项的方法来评
价相乘交互作用【９ ３；通过计算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参

１４５１，女性２１４７）例纳入研究。本研究得到苏州大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获得所有调查对象知情同意。

数估计值和协方差矩阵，引入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等”叱编制的

２．调查内容及方法：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调查、人
体测量和实验室检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

交互作用计算表，计算相加交互作用指标［相对超危
险度（ＲＥＲＩ）、交互作用归因比（ＡＰ）、交互作用指数
（ｓ／）及其９５％ＣＩ］，用于评价ＨＴＧＷ和ＩＦＧ之问的相

学资料、吸烟饮酒史、膳食习惯、家族史和疾病史、体

加交互作用。Ｒｏｔｈｍａｎ和Ｈｏｓｍｅｒ用于评价相加交

力活动；人体测量包括测量身高、体重、腰围（ＷＣ）、

互作用３个指标的计算公式：Ｏ）衄ｍ＝ｎｎ。．一艘．。一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ＲＲ０１＋１；②ＡＰ＝ＰＣＥＲＩ／ＲＲ，。；⑧ＳＩ＝（ＲＲ。ｌ一

表１

１）／［（欣。，一１）＋（ＲＲ．。一１）］。如两因素无

结

果

一一

ＩＦＧ—

４９．９７±１０．０２ ５０．０７±９．５０

ＷＣ（ｃｍ）。

７４．６７±８．１５

７６．３９±８．７２４

２２．４４±２．９８

２２．７６±２．９９。

ＢＭＩ（ｋｇ／ｍ２ｙ

ＩＦＧ—

ＩＦＧ＋

５１．９０±１０．３∥５３．１９４－９．３６４
８８．１３±６．２９。

８９－３２±６．９６４

２６．６５±２．９２。

２６．６７±２．７９４

１２６．６１±１９．５７１２４．８５４－１９．９２“１３３．９２±２１．８６４ １４０．６２±２２．９４。

ＤＢＰ（ｍｍ Ｈｇ）。８１，３９±１１．２６ ７８．６３±１０．４６

１４５１、女性２１４７）名。基线时，ＨＴＧＷ表型

ＨＤＬ—Ｃ（ｍｍ０１／Ｌ１。

ｌ，２６±０．３３

患者３７８（男性９５、女性２８３）例。随访６．３０

ＬＤＬ．Ｃ（ｍｍｏＩ／Ｌｒ

２．５３±０．７４

年后新发糖尿病１６０例（４．４％），其中男性

ＩＦＧ＋

年龄（岁）４

ＳＢＰ（ｒｍｎＨｇ）４

１．基线特征：研究对象３５９８（男性

３５９８名研究对象基线时一般情况比较

＋。ＨＴＧＷ ｎ＝３２２０）ＨＴＧＷ＋（ｎ＝３７８）

相加交互作用，则ＲＥＲＩ和ＡＰ的９５％ＣＩ应
包含Ｏ，５，的９５％ＣＩ应包含ｌ。

·１２０５·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ＴＣ（ｍｍｏＩ／Ｌ１“４．４３４－０．８９

８４．７１±１１．４∥８５．０２±１１．６９“

１．３８±０．４０。

１．０８±０．２７。

１．０９

２．７３±０．８３。

２．７２±０．７６４

２．５７±０．８８

４．８０±１．０３。４．９３４－０．９０。

４－０．３５。

５．１０±１．０２。

ＴＧ（ｍｍｏｌ／Ｌ）６

１．４（０．９，１．９）

６０例，女性１００例。表１显示与非ＨＴＧＷ

ＦＰＯ（ｍｍｏ／／Ｌｒ

４．８８±０．４２

表型的非ＩＦＧ对象相比，单纯患ＩＦＧ的对

糖尿病家族史（％）‘

１０５（４．３）

６１（８．２）４

１８（７．２）４

１９（１０．９）。

象拥有较高的年龄、ＷＣ、ＢＭＩ、ＨＤＬ．Ｃ、

吸烟（％ｙ

６７２（２７．６）

２２８（３０．８）

５６（２２．４）

３９（２２．３）

５７０（２３．４）

１９３（２６．０）４７（１８．８）

３０（１７．１）

１０５２（４３．３）

３０４（４１．ｏ）４８（１９．２ｙ

４７（２６．９ｙ

ＬＤＬ—Ｃ、ＴＣ、ＴＧ、ＦＰＧ以及糖尿病家族史
（Ｐ＜０．０５）；单纯患ＨＴＧＷ表型的对象和
患ＨＴＧＷ的ＩＦＧ对象均拥有较高的年龄、

ＷＣ、ＢＭＩ、ＳＢＰ、ＤＢＰ、ＴＣ、ＴＧ、ＦＰＧ、糖尿

饮酒（％）。
性别（男％ｒ

１．７（１．０，１．８）。２．７（１．４８，３．８２）。３．３（１．２４，５．３６）４
６．５４±１．６５。

５．０１±０．４０。

７．１９－－＋２．１５‘

注：ＨＴＧＷ－表示非ＨＴＧＷ对象，ＨＴＧＷ＋表示ＨＴＧＷ对象；ＩＦＧ一表示非ＩＦＧ
对象，ＩＦＧ＋表示ＩＦＧ对象；。；±ｓ；６为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肘（四分位数区间）表
示；。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４与非ＨＴＧＷ表型的非ＩＦＧ
对象相比，Ｐ＜Ｏ．０５

病家族史以及较低的ＨＤＬ．Ｃ（Ｐ＜０．０５）。

表２

ＨＴＧＷ、ＩＦＧ、高ＷＣ、高ＴＧ与糖尿病关系的
Ｃｏｘ比例回归分析

２．ＨＴＧＷ、ＩＦＧ、高ＷＣ和高ＴＧ与糖尿病的关
联：基线时为ＩＦＧ的患者在随访时糖尿病发病率最
高（１１。３％），ＨＴＧＷ表型患者其次（９．０％），见表２。
在调整年龄、性别、吸烟、饮酒、ＳＢＰ、ＤＢＰ、ＴＣ、
ＨＤＬ．Ｃ及糖尿病家族史等一般性危险因素后，多因
素Ｃｏｘ比例回归分析显示，患ＨＴＧＷ、ＩＦＧ、高ＷＣ和
高ＴＧ的对象发生糖尿病的ＨＲ值及其９５％Ｃ１分别
为２．２１（１．４３—３．４２）、３．１３（２．２０—４．４６）、１．４７（１．０１～

２．１６）和１．７６（１．２５。２．４８）。互相调整各分析变量
后，ＨＴＧＷ、ＩＦＧ及高ＴＧ与糖尿病间的联系依然存
在统计学意义，但高ＷＣ与糖尿病之间的联系消失
（Ｐ＞０．０５）。进一步以ＩＦＧ分层分析发现（表３），无

注：模型１调整年龄、性别、吸烟、饮酒、ＳＢＰ、ＤＢＰ、ＴＣ、ＨＤＬ—Ｃ及
糖尿病家族史；模型２再做各变量间的相互调整

表３ ＩＦＧ和ＨＴＧＷ与糖尿病关系的分层分析

论是在ＩＦＧ组还是在ＦＰＧ正常组，ＨＴＧＷ均与糖尿
病存在显著的联系，ＨＲ值及９５％（７／分别为３．０９
（１．７０～５。６１）和２．０９（１．０８～４．０２）。

３．ＨＴＧＷ和ＩＦＧ在糖尿病发病中的交互作用：
将ＨＴＧＷ和ＩＦＧ交叉分为４组（表３）。当ＨＴＧＷ和
ＩＦＧ同时存在时糖尿病的患病率最高（１７．５％）。在
调整年龄、性别、吸烟、饮酒、ＳＢＰ、ＤＢＰ、ＴＣ、ＨＤＬ—Ｃ
及糖尿病家族史等一般性危险因素后，多因素Ｃｏｘ
比例回归分析显示，与非ＨＴＧＷ表型的非ＩＦＧ对象
相比，患ＨＴＧＷ表型的非ＩＦＧ对象发生糖尿病的ＨＲ
值及其９５％ＣＩ为１．８７（１．０ｌ～３．５８），非ＨＴＧＷ表型

注：４调整年龄、性别、吸烟、饮滔、ＳＢＰ、ＤＢＰ、ＴＣ、ＨＤＬ—Ｃ及糖尿
病家族史

２１．０７）。

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了年龄、性别、
吸烟、饮酒、ＳＢＰ、ＤＢＰ、ＴＣ、ＨＤＬ．Ｃ及糖尿病家族史

的ＩＦＧ对象发生糖尿病的ＨＲ值及其９５％ＣＩ为４．２３

等因素后，反映相乘交互作用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
乘积项未达到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ＴＧＷ和ＩＦＧ

（２．９０～６．１６），同时患ＨＴＧＷ表型和ＩＦＧ的对象发

对糖尿病不存在相乘交互作用。反映相加交互作用

生糖尿病的ＨＲ值及其９５％ＣＩ为１２．０５（６．８９～

的３个指标分别为删＝７．００（９５％ＣＩ：ｏ．４９～１３．５１），

·１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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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ＡＰ＝Ｏ．５７（９５％ＣＩ：０．３２～０．８２），ＳＩ＝２．６６（９５％ＣＩ：

属于ＭＳ的核心组分，因此当ＨＴＧＷ（高ＷＣ和高

１．３６～５．２１），表明ＨＴＧＷ和ＩＦＧ同时存在时具有致

ＴＧ）和ＩＦＧ ３个组分合并使用时对糖尿病的预测能

糖尿病发病的相加交互作用，而高ＷＣ、高ＴＧ和ＩＦＧ

力显著高于２个组分（ＨＴＧｗ），即包含ＨＴＧＷ（高

之间未发现存在相乘或相加交互作用。

ＷＣ和高ＴＧ）和ＩＦＧ的ＭＳ对糖尿病的预测能力强

讨

论

于这三组分单独效应的总和。

本研究在调整年龄、性别、吸烟、饮酒、ＳＢＰ、

本研究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纳入乘积项的
方法未发现ＨＴＧＷ与ＩＦＧ之间存在致糖尿病的相

ＤＢＰ、ＴＣ、ＨＤＬ．Ｃ和糖尿病家族史等糖尿病危险因

乘交互作用。Ｒｏｔｈｍａｎ“７ ３认为生物学交互作用的评

素后，ＨＴＧＷ具有显著预测糖尿病发病的能力

价应基于相加尺度而非相乘尺度。Ｒｅａｖｅｎ¨引和许多

（ＦＩＲ＝２．２１，９５％ＣＩ：１．４３～３．４２），进一步调整ＩＦＧ后

学者。州认为腹型肥胖能够导致胰岛素抵抗，

该预测能力也依然存在（ＨＲ＝２．１０，９５％ＣＩ：１．３６～
３．２５），且大于高ＷＣ和高ＴＧ对糖尿病的预测能力，

Ｅｓｃｈｗｅｇｅ［２０１报道ＴＧ升高是胰岛素抵抗的早期表
现，能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并最终引起胰岛素抵抗。

但低于ＩＦＧ的预测能力。有研究报道，ＨＴＧＷ能显

更有研究认为基于ＭＳ（胰岛素抵抗是ＭＳ的核心）

著预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川，其预测

两个核心组分（腹型肥胖和高ＴＧ）的ＨＴＧＷ也是一

能力高于单纯高甘油三酯血症与腹部肥胖““，但低

个有利于识别胰岛素抵抗的指标。２。２川。已证实

于ＩＦＧ对糖尿病的预测能力”…，在非ＭＳ的年轻人群

ＨＴＧＷ是一个简单评定内脏肥胖的指标，而内脏肥

中，ＨＴＧＷ甚至可代替ＭＳ预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

胖者多具有空腹高胰岛素血症，且发生糖尿病的风

病的发病风险“ｏ。然而这些研究均未考虑ＩＦＧ在

险较大ｍ＿２５｜。此外，多项研究指出ＩＦＧ与胰岛素抵

ＨＴＧＷ致糖尿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也只是把

抗、肥胖和脂代谢紊乱密切相关，其间互为因果。易

ＩＦＧ作为糖尿病发生发展的一个结局来考虑【ｌ“。本

形成恶性循环１１８＿６驯。因此ＨＴＧＷ和ＩＦＧ共同导致

研究通过ＩＦＧ分层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基线ＦＰＧ正

胰岛素抵抗的机制可以解释ＨＴＧＷ和ＩＦＧ同时对

常组还是在ＩＦＧ组，ＨＴＧＷ始终与糖尿病显著相关，

糖尿病发病的交互作用。

即ＨＴＧＷ具有独立于ＩＦＧ预测糖尿病的能力。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ＨＴＧＷ有独立于

ＨＴＧＷ和ＩＦＧ共存时是否具有协同的致糖尿病

ＩＦＧ预测糖尿病的作用，并可显著增加糖尿病的发

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ＨＴＧＷ与ＩＦＧ共存时预测

病风险，当ＨＴＧＷ和ＩＦＧ同时存在时糖尿病的发病

糖尿病的能力（瑚＝１２．０５，９５％ＣＩ：６．８９。２１．０７）显
著高于单纯的ＨＴＧＷ（瑚＝１．８７，９５％口：１．Ｏｌ～

风险明显增加，两者间存在显著相加交互作用。在
糖尿病的筛查上，如能及早发现并控制ＨＴＧＷ的发

３．５８）和ＩＦＧ（ＨＲ＝４．２３，９５％ＣＩ：２．９０～６．１６）对糖尿

展，便可有效降低糖尿病发病风险以及防止ＩＦＧ患

病的预测能力。Ｌｉｕ等¨５１报道与单独的ＩＦＧ相比，

者产生与ＨＴＧＷ之间的协同致病效应。同时研究

ＩＦＧ与ＭＳ其他组分（１～４）并存时能够显著提高对
该人群糖尿病发病风险的预测能力。Ｗｉｌｓｏｎ等¨叫在

还表明包含ＨＴＧＷ（高ＷＣ和高ＴＧ）和ＩＦＧ的ＭＳ对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砌子代研究中指出用ＩＦＧ和ＭＳ其他４个

然而，由于本队列研究中基线人群女性多于男性，因

组分中的１个合并时预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能

此性别对于ＨＴＧＷ和ＩＦＧ与糖尿病的关系还有待

力均比不包含ＩＦＧ的两两组合高。但是他们还认为

进一步研究。

糖尿病的预测能力强于这三组分单独效应的总和。

当ＩＦＧ存在时，用３个组分合并（即ＭＳ）其预测心血
管疾病和糖尿病的ＲＲ值并未比２个组分组合时的
ＲＲ值有明显增加，也就是说在预测心血管疾病和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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