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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萨克族６～１ ３岁超重和肥胖儿童
代谢综合征特征分析
李敏张涛徐佩茹
【摘要】

目的了解新疆哈萨克族６～１３岁超重、肥胖儿童中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Ｓ）的流行现状

和特征。方法

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哈萨克族学龄儿童健康体检中筛查出的超重

和肥胖儿童为研究对象，并同期选取一组正常体重儿童为对照组，检测空腹血糖、胰岛素、甘油三
酯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稳态模式评估法）。分别采用新制定的中国
儿童青少年人群≥１０岁的ＭｅｔＳ诊断标准（中国标准）和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ＮＣＥＰ—ＡＴＰＩＩＩ）
定义计算ＭｅｔＳ检出率并进行比较；对６岁≤年龄＜１０岁的儿童采用新制定的指南检测心血管疾
病（ＣＶＤ）的危险因素。按照男女生腰围身高比（ｗＨｔＲ）界值分析与代谢指标关系。结果（１）采
用中国标准，对照组ＭｅｔＳ检出率为０％，超重组和肥胖组分别为９．５７％和１９．６４％（）Ｃ２＝２７．７６３，Ｐ＜
Ｏ．０１）；采用ＮＣＥＰ．ＡＴＰＩＩＩ定义，对照组ＭｅｔＳ检出率为０．６４％，超重组和肥胖组分别为２．６１％和
１６．０７％（ｆ＝２０．７４５，Ｐ＜０．０１）；两定义标准诊断的ＭｅｔＳ检出率仅超重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４．８６８，Ｐ＝Ｏ．０２７），且均随体重指数升高而有增加的趋势（趋势检验Ｐ＜Ｏ．０１）。（２）肥胖儿童ＭｅｔＳ单

项异常检出率依次为中心性肥胖（７８．９５％）、高血压（２９．８２％）、高甘油三酯（２６．３２％）、低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２２．８１％）、高空腹血糖（０．８８％）；超重儿童单项异常检出率居前三位依次为高甘油三
酯（３１．１５％）、中心性肥胖（２３．７７％）、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２２．９５％），并随体重指数增加，ＭｅｔＳ指
标多项异常者呈增加趋势（Ｐ＜０．０１）。（３）＜１０岁超重肥胖儿童ＣＶＤ检出率从高至低分别为肥胖
或腰围异常、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甘油三酯、空腹血糖受损、高血压；超重肥胖组高甘油三
酯、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肥胖或腰围异常检出率均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４）ＷＨｔＲ与空
腹胰岛素水平（ｒ－－－－０．２０５，Ｐ＜０．００１）、胰岛素抵抗指数（ｒ＝０．２０１，Ｐ＜Ｏ．００１）、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ｒ＝Ｏ．１９５，Ｐ＜０．００１）存在相关性。结论新疆哈萨克族６。１３岁肥胖儿童中ＭｅｔＳ呈现流行趋
势；中心性肥胖、高血压、高甘油三酯是哈萨克族肥胖儿童最常见的代谢异常；相对ＮＣＥＰ．ＡＴＰＩｌｌ
的标准，中国标准对超重青少年群体代谢异常的检测更为敏感；ＷＨｔＲ与胰岛素抵抗相关。
【关键词】代谢综合征；肥胖；儿童；哈萨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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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ｏｂ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ｏ

ＭｅｔＳ ｓｅｅｍｅｄ

ＢＰ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Ｇ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ＮＣＥＰ．ＡＴＰ １１Ｉ．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Ｋａｚａｋ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ｂｅｓｉｔｙ；Ｃｈｉｌｄ；Ｋａｚａｋ

肥胖在全球呈低龄化趋势，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Ｓ）

定，抽到的学校全体适龄６。１３岁儿童均进行调查，

在青少年人群的发病也逐年增高ｎ’２１。按照国际糖

被抽取的调查点内的调查人数最少不低于应调查人

尿病联盟（ＩＤＦ）标准新疆地区成年人ＭｅｔＳ患病率
高于全国水平ｂ］，其中哈萨克族ＭｅｔＳ患病率为

数的９５％。抽取２个市（伊宁、阿勒泰）５个县（伊宁、
巩留、新源、布尔津、富蕴）３个乡（阿布利亚、三乡、

２３．７％ｎ１。目前国内外对ＭｅｔＳ的诊断指标的制定

七乡）１４所小学作为调查点，共调查６～１３岁哈萨克

存在较大争议。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Ⅲ

族学龄儿童５３６０人。以筛查出超重和肥胖并同意

（ＮＣＥＰⅢ）是国际上较为常用的标准ｂ］。近期我国

抽取静脉血３５８例作为研究对象，行静脉血糖、血脂

学者参照ＩＤＦ标准制定用于中国儿童青少年人群≥

和胰岛素等指标的检查；同时选取一组年龄、性别匹

１０岁的ＭｅｔＳ诊断标准（中国标准）№，７Ｉ，对于６岁≤年

配的非超重人群作为对照组（３２３例），进行相同内

龄＜１０岁者不建议诊断ＭｅｔＳ，但明确其作为患心血
管疾病（ＣＶＤ）的危险因素。为此本研究采用不同

容检测。共检测６８１例（男３６２例，女３１９例），平均
年龄（１２．４±３．１）岁；其中超重２４４例（男１３ｌ例，女

标准进行比较，并评估６岁≤年龄＜１０岁哈萨克族

１１３例），平均年龄（９．４０±１．９２）岁；肥胖１１４例（男６１

儿童ＣＶＤ危险因素。由于腰围身高比（ＷＨｔＲ）是预

例，女５３例），平均年龄（９．４７±１．９６）岁；对照组３２３

测儿童ＭｅｔＳ简便有效的中心性肥胖指标随，９｜，并可

例（男１７０例，女１５３例），平均年龄（９．５１±２．０６）岁。

预测其ＣＶＤ危险因素及其聚集的风险ｎ０】，本研究还

调查方案得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

将探讨ＷＨｔＲ与代谢指标的关系。

会批准（伦理号２００８０１１５），调查对象均由本人或家

对象与方法

长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１．研究对象：样本来源于哈萨克族儿童超重肥

２．研究方法：
（１）体格测量：身高和体重测量方法见文献

胖相关危险因素调查。调查地点为伊犁哈萨克自治

［１１］，计算体重指数（ＢＭＩ）。腰围（ｗｃ）测量要求受

州，所有研究对象始终生活在调查地，父母双方均为

试者直立、双足分开３０ ｃｍ、双臂环抱于胸前，以腋

哈萨克族，无异族通婚史。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中线肋骨下缘和髂嵴连线中点的水平位置为测量

按照经济水平分层、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所

点，正常呼气末读数，精确度为０．１ ｃｍ，连续测两次，

抽取的学校数量以被调查区域６～１３岁哈萨克族儿

取平均值。测量血压采用经校正的水银柱式血压

童总数、年龄构成、性别比例为基础按比例估算后确

计，测受试者坐位安静状态下右上臂肱动脉血压，选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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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与儿童前臂相适应的袖带测量，取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１

即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ＦＰＧ×ＦＩＮ）／

时相或第一音为ＳＢＰ，第Ⅳ时相或第四音为ＤＢＰ；连

２２．５，其数值越大表示个体胰岛素抵抗程度越高。

续测量３次，每次间隔ｌ ｍｉｎ并抬高右上臂５～６ Ｓ，相
邻２次读数之差不超过４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４．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采用两人双遍录入，
在Ｅｘｃｅｌ软件中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
件。定量资料首先进行正态性检验，对于符合正态

ｋＰａ），取平均值为最后的血压值。
（２）实验窒检查：空腹１２ ｈ于清晨取静脉血，使

分布的数据，采用均数（孑）±标准差（ｓ）描述数据的

用自动生化仪（Ｈｉｔａｃｈｉａ７０６０，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酶法检

集中趋势，比较时应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三组问

测血脂，包括甘油三酯（ＴＧ）、总胆固醇（ＴＣ）、高密

比较采用ＡＮＯＶＡ检验，方差不齐再进行对数转换，

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三组间有差异的指标用ＬＳＤ方法进行两两比较；仍

（ＬＤＬ．Ｃ）浓度（酶法）及空腹血糖（ＦＰＧ）。放免法

不齐的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三组间有差异的进

（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检测空腹胰岛素浓度

一步对数据进行秩变换后用ＬＳＤ进行两两比较。

（ＦＩＮ）。

协方差分析用于均数的调整，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３．诊断标准及定义：
（１）超重和肥胖：依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

结

（ＷＧＯＣ）２００３年提出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

果

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２１（用于７～１８

１．基本特征：三组人群随着ＢＭＩ的增加，身高、

岁）和ＷＨＯ ２００７年颁布的５～１９岁儿童生长标准”纠

体重、ＷＣ、ＳＢＰ及ＤＢＰ亦随之增高，方差分析显示

（用于６岁儿童）进行诊断，筛查出超重、肥胖和对照

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ＤＢＰ在对照

人群。

组与和超重组问无差异。与对照组相比，超重、肥胖
组ＦＰＧ、ＬＤＬ—Ｃ和ＨＯＭＡ．ＩＲ显著升高（表１）。

（２）ＭｅｔＳ：分别采用ＮＣＥＰｌｌｌ和中国标准ｎ］。其
中中心性肥胖为必备条件，即ｗＣ≥同性别、年龄儿

２．两种诊断标准的ＭｅｔＳ检出率比较：采用

童第９０百分位（‰）¨“，同时至少具备以下２项：①高

ＮＣＥＰｌｌＩ标准，肥胖组和超重组的ＭｅｔＳ检出率低于

血糖［空腹血糖受损（ＩＦＧ）：ＦＰＧ≥５．６ ｍｍｏｌ／Ｌ；或糖

中国标准（≥１０岁哈萨克族儿童），且只有超重组检

耐量受损；或２型糖尿病］；②高血压：ＳＢＰ或ＤＢＰ＞一

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２）。两标准诊断的

同龄同性别儿童血压的Ｐ帅＿５ ３；③低高密度脂蛋白胆

ＭｅｔＳ均呈现随ＢＭＩ升高而增加的趋势（）ｃ２趋势检

固醇（ＨＤＬ．ｃ＜１．０３ ｍｍｏｌ／Ｌ）或高非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ｎｏｎ—ＨＤＬ—ｃ≥３．７６ ｍｍｏｌ／Ｌ）；④高甘油三酯

验，Ｐ＜０．０１

（ＴＧ≥１．４７ ｍｍｏｌ／Ｌ）。

人群除ＦＰＧ、ＴＧ、ＨＤＬ．Ｃ外，其他ＭｅｔＳ单项指标（高

（３）ＷＨｔＲ：ＷＨｔＲ切点男性为０．４８，女性为

ｏ

３．ＮＣＥＰＩＩＩ标准的ＭｅｔＳ单项指标检出率：三组
血压、中心性肥胖）检出率均随ＢＭＩ的增加而升高，

肥胖组中居前３位的ＭｅｔＳ单一指标为中心性肥胖、

０．４６［１６，１７］。

（４）胰岛素抵抗（ＩＲ）：采用稳态模型法评估ｎ

８‘，

高血压和高ＴＧ；超重组最常见的代谢异常排前３位

表１新疆哈萨克族６～１３岁三组儿童体检指标（－±ｓ）

注：。对数转换后行方差检验；６非参数检验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３３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的分别是高ＴＧ、中心性肥胖、低ＨＤＬ．Ｃ。随ＢＭＩ增

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分析，ＷＨｔＲ与ＦＩＮ

加，不仅高血压、中心性肥胖检出率显著上升，ＭｅｔＳ

存在相关性（ｒ＝０．２０５，Ｐ＜０．００１），而与ＨＯＭＡ—ＩＲ的

多项指标检出率也呈增加趋势（表３）。

ｒ＝０．２０１（Ｐ＜０．００１）、ＬＤＬ—Ｃ的ｒ＝０．１９５（Ｐ＜０．００１）。

表２三组儿童采用ＮＣＥＰⅢ和中国标准的ＭｅｔＳ检出率比较

表５哈萨克族学龄儿童腰身比与代谢指标相关性（ｉ±ｓ）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

表３新疆哈萨克族６～１３岁三组儿童ＭｅｔＳ单项
及多项指标检出率（％）

讨

论

目前国内外有关儿童青少年ＭｅｔＳ诊断标准大
多参照成年人，因此准确判定ＭｅｔＳ的指标尤为重
要。本研究新疆哈萨克族６。１３岁儿童ＭｅｔＳ检出
率是参照我国新制定的儿童青少年标准，并与
ＮＣＥＰＩｉｉ标准比较。结果显示采用ＮＣＥＰＩＩ标准，肥
胖组和超重组ＭｅｔＳ检出率低于中国标准，对照组高
于中国标准，但其中只有超重组ＭｅｔＳ检出率的差异
注：同表２

有统计学意义。可见两标准对哈萨克族儿童ＭｅｔＳ

４．超重肥胖和对照组ＣＶＤ危险因素的比较：６

的检出率相似，但中国标准对青少年超重群体代谢

岁≤年龄＜１０岁哈萨克族超重肥胖和对照组按照
中国标准诊断的ＣＶＤ检出率见表４。超重肥胖组

异常的检测更为敏感。两种标准的ＭｅｔＳ检出率均
呈随ＢＭＩ升高而增加的趋势，提示肥胖在ＭｅｔＳ诊

ＣＶＤ危险因素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是肥胖（或ＷＣ

断中的重要作用，同相关文献报道ｎ引。

异常）、低ＨＤＬ．Ｃ、高ＴＧ、ＩＦＧ、高血压，而对照组儿

按照中国标准，本研究≥１０岁青少年对照组的

童最高的是低ＨＤＬ．Ｃ，其次分别为高ＴＧ、ＩＦＧ、高血

ＭｅｔＳ检出率为０％，超重组为９．５７％，肥胖组为

压、肥胖（或ＷＣ异常）。超重肥胖组仅高ＴＧ、低

１９．６４％，均低于大多数国内报道。如江苏省南通市

ＨＤＬ．Ｃ、肥胖（或ＷＣ异常）检出率高于对照组，差异

１０—１５岁青少年按照ＩＤＦ标准ＭｅｔＳ检出率，超重

有统计学意义。

组为９．８％，肥胖组为２８．９％乜叫；安徽省蚌埠市儿童

表４哈萨克族６岁≤年龄＜１０岁儿童超重肥胖组
和对照组ＣＶＤ危险因素检出情况

青少年ＭｅｔＳ检出率，肥胖组为２８．４％、超重组组为
１１．９％、正常体重组为１．７％乜¨；北京市６～１８岁儿童
ＭｅｔＳ检出率（ＮｃＥＰⅢ标准）对照组、超重组和肥胖
组分别为０．９％、７．６％、２９．８％陋“。其中除诊断标准不
同外，还与民族、纳入研究人群年龄的差异有关。
而上海市小学生ＭｅｔＳ检出率（ＮＣＥＰｌｌＩ标准）对照
组、超重组、肥胖组分别为Ｏ．８％、２．９％和６．７％∞］，

与本研究采用ＮＣＥＰＩｌｌ标准的ＭｅｔＳ检出率相似。
与国外文献报道比较，本研究ＭｅｔＳ检出率与亚裔
儿童相似，而肥胖组ＭｅｔＳ检出率明显低于欧洲裔
注：同表２

儿童ｍ。２“。

５．ＷＨｔＲ与代谢指标的关系：按照ＷＨｔＲ切点临

ＷＣ是评估儿童青少年腹部脂肪含量的较好指

界值分组（表５），两组间ＦＩＮ、ＨＯＭＡ．ＩＲ、ＬＤＬ．Ｃ差

标乜“，可预测ＩＲ、血脂异常和高血压心８｜。本研究哈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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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族学龄儿童随ＢＭＩ的增加，中心性肥胖、高血
压检出率均随之增加，其中肥胖组中心性肥胖的发

合征及外周动脉疾病的相关性研究．中华全科医师杂志，２０１１，
１０（３）：１７８—１８２．
［５］Ｃｏｏｋ Ｓ，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Ｍ，Ａｕｉｎｇｅｒ Ｐ，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ｒｃｈ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Ｍｅｄ，２００３，１５７

（８）：８２１—８２７．

［６］Ｚｉｍｍｅｔ Ｐ，Ａｌｂｅｒｔｉ Ｇ，Ｋａｕｆｍａｎ
ｉｎ

ＣＶＤ危险因素重要指标。这在汉族儿童群体中也
得到证实ｂ“。

ａｄｕｌｔｓ

彭潇，马依彤，杨毅宁，等．新疆伊犁地区哈萨克族人群代谢综

现哈萨克族儿童ＷＨｔＲ与ＦＩＮ、ＨＯＭＡ．ＩＲ、ＬＤＬ—Ｃ存
在联系，进一步证实ＷＨｔＲ可作为评价代谢相关的

ａｍｏｎｇ Ｋａｚａｋｈ

１７８—１８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可适于不同年龄、性别人群的比较，已被证实是与

在相关性，提示中心性肥胖与ＩＲ、血脂异常存在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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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高达７８．９５％，提示其与ＭｅｔＳ的发病密切相
关。而ＷＨｔＲ在衡量中心性肥胖时纳入身高因素，
ＣＶＤ危险因素高度相关的有效指标心９’圳。本研究发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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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１．

［７］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由于６岁≤年龄＜１０岁儿童可变性强，中国标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准及ＩＤＦ均不建议以此作为诊断ＭｅｔＳ，但对及早发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现ＣＶＤ危险因素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中哈萨克族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儿童超重肥胖组高ＴＧ、低ＨＤＬ—Ｃ、肥胖（或ＷＣ异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ｈ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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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常）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而两组问ＩＦＧ、高血压检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出率无差别。提示该年龄段超重肥胖儿童更应积极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Ｃｈｉｎ Ｊ

检测血脂、ＷＣ及体重。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中华医学会儿科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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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会心血管学组，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童保健学组．中

肥胖是引起ＩＲ的重要环节，但本研究发现哈萨

国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定义和防治建议．中华儿科杂志，

克族儿童糖代谢紊乱与肥胖间的关系存在独有的特

２０１２，５０（６）：４２０—４２２．

点，无论ＷＨｔＲ抑或ＢＭＩ均与ＦＰＧ无相关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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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Ｓ组分中的ＩＦＧ指标也排序在后。有关哈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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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年人ＭｅｔＳ的研究也证实这相似结论，哈萨克族
人群肥胖患病率高于新疆地区汉族、维吾尔族（分别

９５—１００．

为４０．１％、１８．４％、２８．９％）口“，但维吾尔族糖尿病患病

［９］Ｄｅｓｐｒｄｓ

［１ ０］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综上所述，采用我国新制定的青少年（≥１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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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ｕｔｏ■Ｗａｉｓｔ—ｔｏ—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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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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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ｍｅｎ．Ｉｎｔ Ｊ Ｏｂｅｓ Ｒｅｌａｔ

Ｍｅｔａｂ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０３，２７（５）：６１０—６１６．
［１１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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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有效识别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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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Ｓ标准及ＣＶＤ危险因素（适用６岁≤年龄＜１０岁
动态监测ＷＣ、ＷＨｔＲ作为预测ＣＶＤ危险因素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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