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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围和腰围身高比预测中心性肥胖的
效果与差异
赵连成

彭亚光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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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价用腰围（ＷＣ）和腰围身高比（ＷＨｔＲ）预测中国中年人群中心性肥胖的效

【摘要】

果和差异。方法选用国家“八五”和“九五”攻关课题的两次横断面调查共３０ ６３０名３５～５９岁人
群资料，按不同身高分组，根据诊断中心性肥胖的ＷＣ切点（男性≥８５ ｃｍ，女性≥８０ ｃｍ）和ＷＨｔＲ
的切点（≥０．５０），比较预测中心性肥胖的一致性，并计算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空腹血
糖异常、血清总胆固醇升高及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聚集（危险因素个数≥２）的灵敏度和
特异度等诊断学指标。结果ＷＣ与ＷＨｔＲ在男女性人群中预测中心性肥胖的一致性较高，
Ｋａｐｐａ值分别为０．８０５和０．８１６。但在身高较低（男性＜１６０ ｃｍ，女性＜１５０ ｃｍ）或身高较高（男性≥
１８０

ｃｍ，女性≥１７０ ｃｍ）人群中，两指标预测的一致性较差（Ｋａｐｐａ值均≤Ｏ．６）。以ＷＣ诊断切点预

测危险因素聚集，在男女性身高较低人群中，其灵敏度均较低，而在身高较高的人群中，特异度均
较低；而用ＷＨｔＲ诊断切点预测危险因素聚集，在不同身高组中预测的灵敏度（男性为５６．１％～
６４．１％，女性为６４．７％一７３．２％）和特异度（男性为７０．０％。７４．５％，女性为５９．２％～７５．９％）均较好，且
波动范围较小。结论在全人群中，男女性ＷＣ和ＷＨｔＲ对预测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聚集，评价中
心性肥胖预测效果相当；但在身高较低或较高的人群中，ＷＨｔＲ的预测效果优于Ｗ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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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增加了心血管病、代谢异常以及一些癌症

和质量控制乜“，并负责资料汇总及统计分析。本研

等疾病的发病风险…，而中心性肥胖与相关疾病的

究将两次横断面调查资料合并后分析，以增加样本

关联更为密切陋“。因此有效地检出、预防和控制中

数量。

心性肥胖是预防心血管病等肥胖相关疾病的重要
措施。不同国家或地区推荐了诊断中心性肥胖的
腰围（ｗｃ）切点值，该切点值在不同性别或种族人

３．诊断标准和相关定义：①高血压：收缩压≥
１４０ ｍｉｎ

Ｈｇ或（和）舒张压≥９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ｌｎ Ｈｇ＝

群中不尽相同。一些早期研究认为ＷＣ与身高无关

ｋＰａ），或近２周内正在服用降压药物；②空腹
血糖受损（ＩＦＧ）：血清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或正在使

联¨·６｜，而ＷＨＯ等机构推荐ＷＣ作为评价中心性肥

用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物；③ＴＣ升高（高ＴＣ）：血

胖首选指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身高对ＷＣ

清ＴＣ＞，５．１８ ｍｍｏｌ／Ｌ；④ＨＤＬ．Ｃ过低（低ＨＤＬ．Ｃ）：

评价中心性肥胖的效果存在一定影响，特别是当身

血清ＨＤＬ—Ｃ＜１．０３ ｍｍｏｌ／Ｌ；⑤危险因素聚集：一个

高差别较大时，其评价效能有可能会降低ｎ·８Ｉ。１９９５
年提出了腰围身高比（ＷＨｔＲ）‘９．１０ ３，使评价中心性肥

体内同时具有４个危险因素（高血压、ＩＦＧ、高ＴＣ和
低ＨＤＬ—Ｃ）中的２个或以上者；⑥中心性肥胖切点：

胖有了新的指标，许多研究也证实ＷＨｔＲ对中心性

按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推荐的标准，即ＷＣ≥８５

肥胖有着较好预测效果，且该切点值不存在性别或

（男性）／８０ ｃｍ（女性）陋列；ＷＨｔＲ：按腰围（ｃｍ）／身高

种族差别，目前国际上比较趋于公认的ＷＨｔＲ诊断

（ｃｍ）计算，诊断中心性肥胖的切点为ｗＨｔＲ≥０．５０

切点值为０．５０ｎ“１２１，国内的一些研究结果也支持该

（男女相同）ｎ卜１５］。由于“八五”调查中仅部分人群

结论ｎ３。１引。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比较了ＷＣ与ＷＨｔＲ

进行了血清甘油三酯的测定，因此本研究未纳人此

诊断中心性肥胖效果的差异，但结果不尽相同¨越０Ｉ。

指标。

０．１３３

ｃｍ

虽然多数研究认为ＷＨｔＲ比ＷＣ更有效地预测中心

４．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面）±标准差

性肥胖，但这些研究多数未分析身高的影响，因此难

（ｓ）、分类资料以例数和率进行统计描述。均值的比

以说明此问题。本研究利用国家“八五”和“九五”科
技攻关课题资料，通过按不同身高人群进行分组，评

较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率的比较用ｚ２检验，Ｐ＜
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双侧）。对男女性人群分

价ＷＣ和ＷＨｔＲ对预测中心性肥胖的效果及差异。

别进行身高、ＷＣ、ＷＨｔＲ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根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用国家“八五”和“九五”科技攻
关课题两次独立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横断面调查
（分别简称为“八五”调查和“九五”调查）资料。其中
研究对象及方法见文献［２１］。
２．研究方法：两次调查均采用统一标准化方法，

据研究对象身高的分布范围，男女性分别以每增加
５

ｃｍ分为不同身高组别人群，用ＷＣ和ＷＨｔＲ诊断

中心性肥胖的切点值，比较两指标诊断的一致性，并
计算不同身高分组人群中ＷＣ和ＷＨｔＲ预测危险因
素聚集的灵敏度、特异度、漏诊率（即１００％一灵敏
度）、误诊率（即１００％一特异度）以及ＲＯＣ最短距离
［即ＲＯＣ曲线上最佳工作点与（０，１）点的直线距离，

所有参加现场调查的人员均经过培训及考核。调查

公式为ＲＯＣ最短距离＝胡雨雾季可习蠢霹］，以

内容包括问卷调查（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与行为及

比较ＷＣ、ＷＨｔＲ预测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聚集的效果。

有关疾病的患病情况），测量血压、身高、体重和
ＷＣ，采集空腹静脉血测定血清总胆固醇（ＴＣ）、高密

结

果

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甘油三酯（“八五”调查时

１．人群基本特征：两次危险因素调查共３５

２６６

未统一要求测定）及空腹血糖（ＦＰＧ），其中血生化检
测分别在各协作单位实验室进行，并由中国医学科

（男性１６ ７８４，女性１８ ４８２）人，其中“八五”调查１９

６９３

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流行病研究室实验室（合作

人，应答率为９１％；“九五”调查１５ ５７３人，应答率为
８５％。其中数据完整者共３０ ６３０人列为本文研究对

研究中心实验室）负责对协作单位实验室进行培训

象，占总调查人数的８７％。研究对象平均年龄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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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性别间年龄差异不大；男性平均身高、体重、ＷＣ

中，Ｋａｐｐａ值较低，诊断的一致陛较差（表３）。

明显高于女性（Ｐ值均＜０．０１），女性ＷＨｔＲ显著高于

表３按不同性别、身高分组的ＷＣ与ＷＨｔＲ
诊断中心性肥胖一致性

男性，但绝对差异不大。男性身高主要（９５．３％）分
布在１５５～１７９ ｃｍ，女性主要（９７．２％）分布在１４５～
１６９

ｃｍ（表１）。
表１研究人群的主要特征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身高（ｃｍ）人数Ｋａｐｐａ值Ｐ值

身高（ｃｍ）人数Ｋａｐｐａ值尸值

男性

女性

＜１５５

３３２

０．３４７

０．０５０

＜１４５

３３ｌ

０．４４８

０．０４４

１５５～

１ １２９

０．５５４

０．０２７

１４５～

ｌ ６４５

０．６００

０．０１８

１６０～

３ ２３６

０．６８６

０．０１４

１５０～４ ４３４

０．７５３

０．０１０

１６５～４ ５２４

０．９０７

０．００７

１５５～

５ ６１４

０．９１１

０．００６

１７０～

０．９０８

０．００７

１６０～

３ １４ｌ

０．９２２

０．００７

ｌ ３４１

０．７６２

０．０１７

１６５～８９３

０．７５１

０．０２２

３４６

０．５７４

０．０３９

≥１７０

１３３

０．５５６

０．０６４

１４ ４３９

０．８０５

０．００５

合计

１６ １９１

Ｏ．８１６

Ｏ．００５

１７５～

３ ５３１

≥１８０

合计

４．ＷＣ和ＷＨｔＲ预测危险因素聚集：分别以ＷＣ
和ＷＨｔＲ诊断中心性肥胖的切点值，按身高分组，分
别预测男女人群危险因素聚集情况，其灵敏度、特异
度、漏诊率、误诊率、ＲＯＣ最短距离等指标见表４、５
和图１。结果可见，以ＷＣ诊断切点预测危险因素聚
集，其灵敏度、特异度波动范围较大，不同身高组男
性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在２４．１％～８２．７％和５０．２％～
９４．５％，女性分别在３８．５％～８０．６％和５０．９％～８６．０％；
而用ＷＨｔＲ诊断切点预测危险因素聚集，在不同身
高组别中，男女性均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且
波动范围较小。除个别组外，在男女性不同身高组
别中，ＷＨｔＲ预测危险因素聚集的ＲＯＣ最短距离均
小于ＷＣ预测ＲＯＣ的最短距离。
注：与男性相比０检验或ｆ检验）４ Ｐ＜０．０１

２．ＷＣ、ＷＨｔＲ与身高相关性：ＷＣ与ＷＨｔＲ在男
女性人群中具有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５２
和０．９５９。男女性ＷＣ均与身高存在显著性关联，而
ＷＨｔＲ与身高的相关性低于ＷＣ，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表２）。
表２不同性别研究对象身高、ＷＣ、ＷＨｔＲ的相关系数

Ｏ
Ｏ
０
Ｏ
Ｏ
Ｏ
Ｏ

踮加∞∞∞∞加ｍ Ｏ
０ Ｏ

注：“Ｐ＜０．００１

３．ＷＣ与ＷＨｔＲ诊断中心性肥胖一致性：就整体
人群而言，两指标诊断中心性肥胖一致性较好，其中
男性人群诊断一致性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８０５，女性人群为
０．８１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男性１６０。１７９ ｃｍ、女
性１５０～１６９ ｃｍ身高范围内，两指标诊断的一致性较

好，Ｋａｐｐａ值分别在０．６８６～０．９０８和０．７５１～０．９２２（Ｐ
值均＜０．０５）；而在身高较低（男性＜１６０ ｃｍ、女性＜
１５０

ｃｍ）或较高的人群（男性≥１８０ ｃｍ、女眭≥１７０ ｃｍ）

图１不同性别、身高分组ＷＣ、ＷＨｔＲ预测危险因素
聚集误诊率和漏诊率

讨

论

肥胖，特别是中心性肥胖不仅明显增加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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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表４男性不同身高组ＷＣ、ＷＨｔＲ预测危险因素聚集的灵敏度、特异度、漏诊率、误诊率、ＲＯＣ最短距离

表５女性不同身高组ＷＣ、ＷＨｔＲ预测危险因素聚集的灵敏度、特异度、漏诊率、误诊率、ＲＯＣ最短距离

病的发病风险，而且与其他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如高

以上；而在身高较高（男性≥１８０ ｃｍ，女性≥１７０ ｃｒｎ）

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密切相关。通常将肥胖

或身高较低（男性＜１６０ ｃｍ，女性＜１５０ ｃｍ）的人群

指标（如ＢＭＩ、ＷＣ、ＷＨｔＲ等）与危险因素的关系确

中，Ｋａｐｐａ值较小，其预测的一致性较差。

定这些指标在诊断肥胖中的切点。ＷＣ和ＷＨｔＲ均

危险因素聚集更能反映个体的健康风险，也与

是评价中心性肥胖的指标，国内外一些研究通过比
较ＷＣ和ＷＨｔＲ预测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异常或聚

相关的肥胖指标关联更密切。为此本研究进一步利
用ＷＣ和ＷＨｔＲ诊断中心性肥胖的切点，计算在不

集，评价两指标在诊断中心性肥胖时的优劣。Ｈｓｉｅｈ

同身高分组中预测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聚集的诊断学

和Ｍｕｔｏ乜４ ３在８２７８名日本人群中进行研究，通过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比较，发现ＷＨｔＲ曲线下面积大于

指标。采用ＷＣ预测危险因素聚集，其灵敏度和特
异度在不同身高组别中差异较大，在身高较高的人

ＷＣ，说明使用ＷＨｔＲ评价中心性肥胖要优于ＷＣ。

群中特异度低，而在身高较低的人群中灵敏度低；而

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到了ＷＨｔＲ预测效果要优于ＷＣ

用ＷＨｔＲ预测危险因素聚集，在不同身高组别中，

的结论ｎ４ｔ”“８｜，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ＷＣ和ＷＨｔＲ预

男女性均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且波动范围

９’２

测效果相当ｎ ０Ｉ。上述研究主要是通过在整体人群
中进行分析，比较ＲＯＣ曲线下面积或ＯＲ值的大小，

较小，其中在男性各身高组中，预测的灵敏度在

目前尚未见到从不同身高的角度来比较两项指标预

５６．１％一６４．１％，特异度在７０．０％～７４．５％，在女性各
身高组中预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在６４．７％～

测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以及评价中心性肥胖的效果和

７３．２％和５９．２％～７５．９％。此外，除个别身高组外，

差异。

男女性ＷＨｔＲ预测危险因素聚集的ＲＯＣ最短距离

本研究为了能更好阐明此问题，按不同身高进

均小于ＷＣ预测危险因素聚集的ＲＯＣ最短距离。

行分组比较了两项指标预测中心性肥胖的效果。从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用ＷＣ预测危险因素聚集时，预

总体人群看，ＷＣ和ＷＨｔＲ高度相关，利用两个指标

测效果受身高的影响明显，在身高较高或身高较低
的人群中，预测效果不如ＷＨｔＲ的预测效果。

预测中心性肥胖的一致性也较高，Ｋａｐｐａ值在男性
为ｏ．８０５，女性为０．８１６。但从不同身高分组分析预
测的一致性可以看出，在接近男女性平均身高的组
别中，预测的一致性较好，Ｋａｐｐａ值接近０．７或在ｏ．７

本文也存在缺陷，如研究对象由于身高较高或
较低者在整体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少，未能对这些人
群进行更多的身高分组。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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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用ＷＣ与ＷＨｔＲ预测心血管病危险
因素聚集，评价中心性肥胖在总体上效果相当，但在

Ｓｔｕｄｙ．Ｗａｉｓｔ／ｈｅｉｇｈｔ ｒａｔｉｏ：ａｎ

ｆｏ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广东省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协作组．腰围／身高比值：预测糖尿
病和高血压的有效的腹型肥胖指标．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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