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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围水平与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受损
发病风险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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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腰围水平与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受损（ＩＦＧ）发病风险的关系。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以参加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开滦集团职工健康体检的１０１ ５１０名职工中空
腹血糖（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无糖尿病病史、未使用降糖药物且ＦＰＧ和腰围资料完整的职工作为
观察队列，排除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未参加体检者、ＦＰＧ及腰围资料缺失者，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的有
效数据为５２ ０９９名，依据基线腰围测量值将观察对象分为４组，比较组间ＩＦＧ的患病率。采用多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腰围增加与ＩＦＧ发病风险的关系。结果（１）肥胖组ＩＦＧ患病率高于非肥胖
组（１０．５％粥．６．８％，Ｐ＜Ｏ．０１）。随着腰围水平的增加，ＩＦＧ的患病率逐渐升高，第一至四分位组患

病率分别为６．０％、７．１％、８．６％、１１．０％；按性别分层后，男性４组的ＩＦＧ患病率分别为７．ｏ％、７．９％、
９．１％和１１．４％，女性分别为２．５％、４．６％、６．８％和９．８％。（２）影响ＩＦＧ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
校正年龄、性别等因素后，与第一分位组比较，第二、三、四分位组均增加ＩＦＧ的发病风险，ＯＲ值分
别为１．０３、１．１５、１．３０。在不同性别人群中，校正上述因素后与第一分位组比较，男性第二、三、四分
位组均增加ＩＦＧ的发病风险，ＯＲ值分别为１．４５、１．６６和２．０８，女性第二、三分位组对ＩＦＧ影响不再
显著，但仍增加ＩＦＧ的发病风险，ＯＲ值分别为１．００、１．０９和１．２３。结论腰围增加可加大ＩＦＧ的发
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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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又称糖调节受损（ＩＧＲ），包括空腹

分析仪（７６００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试剂盒由北方生

血糖受损（ＩＦＧ）和糖耐量减低（ＩＧＴ），两者可单独出

物研究所提供。ＦＰＧ检测采用己糖激酶法，试剂盒

现，也可同时存在。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较血糖正常

由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公司提供。操作严格按说

者不仅若干年后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升高，且患心血

明书进行，由专业检验师进行操作。

管疾病的概率同样增加。腰围（ｗｃ）不仅是中心性

３．诊断标准及相关定义：ＩＦＧ采用ＷＨＯ

（腹型）肥胖的标志，对糖尿病发病也有较高的预测

年的诊断标准乜１（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健康体检ＦＰＧ正常

价值，但目前鲜见ＷＣ与糖尿病前期ＩＦＧ发病风险

且无糖尿病病史，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健康体检ＦＰＧ＜

的相关性研究。为此本文依据开滦研究（注册号：

７．０

ＣｈｉＣＴＲ－ＴＮＣ—ｌ １ ００ １ ４８９）资料分析开滦集团人群糖

年平均每天至少吸一支烟。饮酒定义为饮用任意白

尿病前期ＩＦＧ的发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早

酒、啤酒或葡萄酒持续一年以上者心］。

ｍｍｏｌ／Ｌ但≥６．１ ｍｍｏｌ／Ｌ者）。吸烟定义为近一

４．分组：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腹型肥胖诊

期发现易患糖尿病的高危个体，减少糖尿病的发生
提供依据。

１９９９

断标准ｂ１，将研究对象按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健康体检基
对象与方法

线时ＷＣ水平分为非肥胖组（男性＜９０ ｃｍ，女性＜
８５

ｃｍ）和肥胖组（男性≥９０ ｃｍ，女性≥８５ ｃｍ），按四

１．研究对象：开滦总医院等ｌｌ家医院于２００６年

分位法再将研究对象基线ＷＣ水平分为４组（女性：

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首次对开滦集团在职及离退休

第一分位组ＷＣ＜７５ ｃｍ，第二分位组７５ ｃｍ、＜ＷＣ＜

职工进行健康体检，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再对该人群进行

８１

相同内容的第三次健康体检。入选标准：①参加

组ＷＣ≥８８ ｃｍ；男性：第一分位组ＷＣ＜８１ ｃｍ，第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健康体检的开滦集团在职及离退休

分位组８１ ｃｍ≤ＷＣ＜８７ ｃｍ，第三分位组８７

职工；②基线空腹血糖（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无糖尿

ＷＣ＜９３ ｃｍ，第四分位组ｗＣ≥９３ ｃｍ）。

ｃｍ，第三分位组８１ ｃｍ≤ＷＣ＜８８ ｃｍ，第四分位
ｃｍ≤

病病史且未使用降糖药物者；③ＦＰＧ和ＷＣ资料完

５．统计学分析：两次健康体检数据均由１１家医

整者。排除标准：①未参加２０１０－－２０１ １年健康体检

院终端录入，通过网络上传至开滦总医院计算机室

者；（室）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健康体检时ＦＰＧ和ＷＣ资料缺

服务器，形成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由程序导出形成ＤＢＦ格

失者；③随访期间因各种原因死亡者；④未签署知情

式文件。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同意书者。以符合人选标准的８１ ４９６名研究对象组

料以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用ｔ检验，多组间比较单

成观察队列，随访至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健康体检时，观

因素方差分析，用ＬＳＤ方法行多重比较；计数资料

察队列的平均随访时间为（３．４８±０．５２）年，排除不符

以人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应用ｆ检验。用

合人选标准者后，最终纳人统计分析的有效数据为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ＷＣ增加与糖尿病前期ＩＦＧ
的关系，Ｐ＜０．０５（双侧检验）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５２

０９９名观察对象，应答率为６３．９％。
２．研究方法：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质量控制

结

见文献［１］。采用经校准ＲＧＺ一１２０型体重秤于

果

０７：３０—０９：３０测量体重（被测量者赤足、免冠，穿轻

１．一般特征：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健康体检１０１

单衣，立正姿势站立），身高测量精确到０．１ ｃｍ，体重

人，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健康体检后最终纳入统计分析
符合入选标准的有效数据为５２ ０９９人，其中男性

测量精确到０．１蚝。测量ＷＣ时，要求身体直立，两
臂自然下垂，不收腹，呼吸保持平稳，皮尺水平放置髋

４０

５１０

０４０人，女性１２ ０５９人，年龄１８～９４岁，基线平均

骨顶点与肋骨下缘最窄部位，测量精确到０．１ ｃｍ。检
测血生化指标要求受试者空腹至少８ ｈ，于体检当日

年龄（４９．２１±１２．０８）岁。

晨起抽取肘静脉血５ ｍ１，离心后取上层血清检测
ＦＰＧ、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仪器为日立自动化

四分位组年龄、ＳＢＰ、ＤＢＰ、ＴＧ、ＴＣ、ＬＤＬ．Ｃ、ＦＰＧ、

２．基线资料比较：与第一分位组比较，第二、三、
ＢＭＩ、ＷＣ均逐渐升高，ＨＤＬ—Ｃ水平、吸烟、饮酒者所

·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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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比例逐渐减低。各组间指标比较差异

表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开滦集团健康体检人群不同ＷＣ组基线特征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３．ＩＦＧ：至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健康体检时，
５２

０９９名观察对象平均随访时间为（３．４８±

年龄６±ｓ，岁）４５．８２±１２．５９

４９．９５±１１．４９

４８．４８±１１．５８

５２．３ｌ±１１．７ｌ

Ｏ．５２）年，其中４２９４人发生ＩＦＧ，患病率为

吸烟４８９７（３８．７）４２４３（３４．４）４１６３（３２．５）４２１ ８（３ １．９）

８．２％。ＩＦＧ按性别分层，男性３５６０例，患病

饮酒

率为８．９％；女性７３４例，患病率为６．１％。
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Ｐ＜Ｏ．０１）。肥胖组

５２６６（４１．６）４７８３（３８．７）４７３９（３７．０）４７９９（３６．３）
７４．４７±４．８５

ＷＣ６±ｓ，ｃｍ）
ＳＢＰ６±５．ｍｍ ｎｇ）

糖尿病家族史

非肥胖组患病率为６．８％（男性７．７％，女性

ＢＭｌ６±ｓ，ｋｇ／ｍ２１

４．０％），肥胖组患病率显著高于非肥胖组
（Ｐ＜Ｏ．０１）。随着ＷＣ水平的增加，总体
ＩＦＧ患病率逐渐升高。与第一分位组比
较，第二、三、四分位组ＩＦＧ患病率分别为

７８．７０±１１．６７

ＤＢＰ（ｉ±ｓ．ｍｍＨ９１

患病率为１０．５％（男性１０．８％，女性９．４％），

８２．４１±３．０３

８８．１５±２．８ｌ

９７．９７±６．７１

１２１．１８±１９．６２ １２６．０８±１９．５８ １２９．６６±２０．１４ １３２．８８±２１．８９

５６４（４．４）

８１．６０±１１．５７

８５．１３±１２．９９

６００（４．６）

５００（３．６）

２４．１ｌ±２．５０

２５．４８±２．４

２７．４２±３．４０

１．２３±０．９９

１．４９±１．７７

１．７４±１．６９

１．８９±１．３９

ＴＣ６±ｓ，ｒｅｔｏｏｌ／Ｌ）４．７６±１．０５

４．８８±１．１０

４．９０±１．１５

４．９５±１．１５

ＬＤＬ—Ｃ（ｘ＋ｓ．ｍｍｏｌ几１

２．３６±０．７９

２．３７±Ｏ．８３

２．３３±Ｏ．８９

２．１９±１．Ｏｌ

ＨＤＬ．Ｃ６±５，ｍｍｏｌ／Ｌ１

１．５７±０．３８

１．５６±０ｔ３９

１．５４±０．３８

１．５ｌ±０．４ｌ

４．９４±０．５５

４．９４±０．５７

４．９５±０．５７

２２．１ｌ±２．６２

ＴＧ６±ｓ，ｎｕｎｏｌ／Ｌ）

ＦＰＧ６±ｓ，ｒｅｔｏｏｌ／Ｌ）４．９２±０．５５

６．０％、７．１％、８．６％和１１．０％，组间比较差异

５３

１（４．２）

８３．６７±１１．７８

注：“男／女

有统计学意义（趋势检验，Ｐ＜Ｏ．０１）。按性别分层后

表２各组人群ＩＦＧ患病率（％）比较

女性４个组ＩＦＧ患病率分别为２．５％、４．６％、６．８％和
９．８％，男性分别为７．０％、７．９％、９．１％和１１．４％，相同
ＷＣ组中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趋势检验，Ｐ＜Ｏ．０１）。由表２可见，无论
是总体还是性别分层，第四分位组ＩＦＧ患病率均高
于肥胖组，是ＩＦＧ的重点防控人群。
４．影响ＩＦＧ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体检时是否为ＩＦＧ为因变量，以基线

注：与非肥胖组比较．。Ｐ＜Ｏ．０１；与男性比较，６Ｐ＜Ｏ．Ｏｌ

时ＷＣ分组、基线ＢＭＩ、年龄、性别、ＳＢＰ、ＤＢＰ、ＦＰＧ、

ＩＦＧ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减弱，但ＷＣ水平增加仍可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ＨＤＬ—Ｃ、吸烟、饮酒、糖尿病家族史

增加ＩＦＧ患病率。男性中第二、三、四分位组发生

为自变量引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
ＩＦＧ发病的因素。模型１显示，与第一分位组相比，

ＩＦＧ风险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４５、１．６６和２．０８；女性中第

第二、三、四分位组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２１、１．４８和

１．０９和１．２３；且第二、三分位组女性对ＩＦＧ影响不再

１．９６；模型２校正了年龄、性别后，第二、三、四分位组

显著（表３）。

发生ＩＦＧ的风险减弱，ＯＲ值分别为１．１６、１．３９和
１．７６；模型３进一步校正了ＢＭＩ、ＳＢＰ、ＤＢＰ、ＴＣ、ＴＧ、

二、三、四分位组发生ＩＦＧ风险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００、

讨

论

ＬＤＬ—Ｃ、ＨＤＬ—Ｃ、ＦＰＧ、吸烟、饮酒、糖尿病家族史，第

糖尿病前期是进展为糖尿病的必经阶段。我国

二、三、四分位组的ＯＲ值进一步下降，分别为１．０３、

糖尿病平均患病率高达９．７％，而糖尿病前期患病率
为１５．５％ｎ１。ＦＰＧ异常人群发展为糖尿病的危险性

１．１５和１．３０。但ＷＣ水平增加仍增加ＩＦＧ患病率。
在不同性别人群中，随着ＷＣ水平增加，ＩＦＧ患
病风险逐渐增加。模型１显示，在男性人群中，与第

高于一般人群，其年转化率为２％～１４％［５］。已有研
究表明ＷＣ水平增加与糖尿病发病风险相关ｎ］。但

一分位组相比，第二、三、四分位组发生ＩＦＧ风险的

目前尚缺少ＷＣ水平增加与糖尿病前期发病风险的

ＯＲ值分别为１．８９、２．８６和４．２７，女性分别为１．１５、

大规模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

１．３４和１．７２；相同ＷＣ分位组男性ＩＦＧ患病率均高于

本研究发现总人群ＩＦＧ的患病率为８．２％，其中

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模型２显

男性为８．９％，女性为６．１％，男性ＩＦＧ的患病率高于

示，男性对ＩＦＧ影响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５９、２．２３和

女性，但均低于与全国糖尿病前期患病率（１５．５％）。

３．０８，女性分别为１．１２、１．３０和１．５９，男性ＩＦＧ患病风

这可能与本研究整体人群只包括ＦＰＧ和缺乏口服糖
耐量试验资料有关，可能低估了糖尿病前期的患病

险仍高于女性。模型３显示，ＷＣ分组对不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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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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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风险相关。有研究证实ＷＣ是预

ＷＣ水平变化与ＩＦＧ患病率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测胰岛素抵抗的敏感性指标，随
着ＷＣ水平增大，胰岛素抵抗加
重阳＇９｜。因此应倡导健康的生活方
式，通过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将
ＷＣ维持在理想范围内，从而减少
ＩＦＧ的发病风险。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研究
队列中男性人群比例偏大，存在选
择偏倚。整体人群缺乏口服糖耐
量试验资料，可能低估了糖尿病前
期的患病率。但本研究样本量大、
队列相对固定，且ＦＰＧ检测方便易
行，易于筛查糖尿病前期人群，故
注：模型ｌ为单因素分析；模型２中总人群校正了模型１及年龄、性别，不同性别校正了

本研究资料仍具有参考价值，并为

模型ｌ及年龄；模型３校正了模模型２及ＳＢＰ、ＤＢＰ、ＴＣ、ＴＧ、ＬＤＬ—Ｃ、ＨＤＬ—Ｃ、ＦＰＧ、吸烟、饮

糖尿病防控策略和干预措施提供

酒、糖尿病家族史

科学依据。

率。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中心性肥胖组人群ＩＦＧ的
患病率显著高于非肥胖组。随着ＷＣ水平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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