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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汉族糖尿病
前期人群血清尿酸及代谢综合征
分布的横断面研究
张宏武蒋升徐焱成
【摘要】

目的探讨新疆维吾尔（维）族、哈萨克（哈）族和汉族糖尿病前期人群血清尿酸水

平、血压和血脂异常，分析代谢综合征和肥胖的分布。方法对３０一８０岁２０５３名维族、２２１９名哈
族和２６５６名汉族居民进行糖尿病前期筛查，分析三组糖尿病前期人群代谢特点及比较组间差
异。结果（１）共筛查出糖尿病前期患者１９３４例（２８．３％），其中维族患病率最高（３１．６％），哈族最
低（２５．５％），汉族居中（２７．Ｏ％），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２）糖尿病前期患者高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比例高达８０．５％，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３０．３％，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

５８．３％，三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糖尿病前期患者８８．ｏ％合并有高血压及高血
压前期，其中哈族最高（９６．８％），维族为８５．１％，汉族为８３．７％，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
５９．９５９，Ｐ－－－－－０．００）；（４）糖尿病前期患者合并肥胖总体为３５．４％，汉族为２９．６％，维族为３６．８％，哈族
为４１．ｏ％，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１９．０９７，Ｐ＝０．００）。结论新疆维族、哈族和汉族人群
糖尿病前期患病率存在差异，以维族人群最高；糖尿病前期人群中普遍存在血脂异常、高血压、高
尿酸、代谢综合征及肥胖，其中哈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最高，维族人群肥胖患病率最高。

【关键词】糖尿病前期；尿酸水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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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ＰＤＭ）是糖尿病早期阶段，包括单

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 Ｈｇ和／或８０ ｍｌＴｌ Ｈｇ、＜ＤＢＰ＜９０

ｉｎｌｎ

Ｈｇ：

纯空腹血糖受损（ＳＩＦＧ）、单纯糖耐量减低（ＳＩＧＴ）和

高ＬＤＬ－Ｃ血症定义为ＬＤＬ．Ｃ≥３．３７ ｍｍｏｌ／Ｌ㈦；肥胖

ＳＩＦＧ合并ＳＩＧＴ三种情况。目前全球ＰＤＭ患者约

诊断标准为ＭＢＩ＞，２８

３．１４亿，至２０２５年将达到４．１８亿…。如不干预，ＰＤＭ

ＵＡ；一＞３５７

人群每年将有１１％一１４％转变为糖尿病患者，短期
内进展为糖尿病的绝对危险比一般人群高３～１０

ｋｇ／ｍ２ｎ ３；高ＵＡ血症定义为血

Ｉ－ｔｍｏｌ／Ｌ（女性），男性，＞４１６肛ｍｏｌ／Ｌ哺３；代谢
综合征（ＭＳ）诊断采用中华医学会（ＣＤＳ）建议标准阳］，

倍。而ＰＤＭ阶段具有可逆性，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疾

即具备以下４项组成成分中的３项或全部者诊断为
ＭＳ：①超重和（或）肥胖：ＢＭＩ／＞２５ ｋｇ／前；②高血糖：

病一级预防的最后机会乜］。糖尿病和高血压（ＨＰ）在

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和（或）２ｈＰＧ≥７．８ ｍｍｏＹＬ，及

新疆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患病率存在差异，可能与早

（或）已确诊为糖尿病并接受治疗者；③ＨＰ：≥１４０／

期代谢异常特点不同有关ｂ］。本研究对新疆地区维

９０ ｍｌＴｌ

吾尔族（维族）、哈萨克族（哈族）和汉族ＰＤＭ人群采

Ｈｇ和（或）已确诊ＨＰ并接受治疗者；④血脂
紊乱：ＴＧ≥１．７ ｍｍｏｌ／Ｌ，及（或）ＨＤＬ．Ｃ＜０．９ ｍｍｏＦＬ

用横断面调查，分析不同民族人群在血压、血脂及肥

（男）或＜１．０ ｒｅｔｏｏｌ／Ｌ（女）。

胖等代谢异常的差异和特点。

４．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ｉ±ｓ表示，计数资料
以例数、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率的比

对象与方法

较采用Ｚ检验，所有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

１．调查对象：在新疆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和乌

完成。

鲁木齐周边地区，采用整群抽样及多级整群抽样方

结

法，调查维族、哈族和汉族３０．８０岁居民（政府机关

果

人员、公安干警、教师、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及家

１．ＰＤＭ患病率：维、哈和汉族共调查６９２８人，其

务劳动者），共计６９２８人，其中维族２０５３人、哈族

基线特征见表１。筛查ＰＤＭ分别为维族６４９例，哈族

２２１９人、汉族２６５６人。应查７２５０人，实际调查６９２８

５６８例，汉族７１７例，合计１９３４例，３组间比较ＰＤＭ患

人，应答率为９５．５６％。研究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

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２０．９８７，Ｐ＝０．００）；在所
筛查人群中，维族ＰＤＭ患病率最高（３１．６％），汉族居

受访者签订知情同意书。
２．调查方法：健康问卷调查（由经专业培训的调

中（２７．Ｏ％），哈族最低（２５．５％），见表２。

查员询问）包括人口统计学指标（年龄、性别及糖尿
病和ＨＰ病史等）。按标准方法测量身高、体重和血

表１维、哈和汉族调查人群基线特征
维族

哈族

压（ＳＢＰ、ＤＢＰ），并计算ＢＭＩ（ｋｇ／ｍ２）。隔夜空腹８—
１２ ｈ后检测ＦＰＧ、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和尿酸

年龄（岁）ａ

４７．９±１２．２

４７．４±１５．７

４６．７±１１．８

４７，３±１３｜３

男／女人数

１０８４／９６９

１０１６／１２０３

１５８８／１０６８

３６８８／３２４０

（ＵＡ），并行口服７５ ｇ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检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１。

５．５±２．１

４．９±１．９

５．４±１．７

５．３±１．９

２ｈＰＧ（ｍｍｏｌ／Ｌ１ｄ

７．Ｏ±３．６

７．６±２．７

６．５±２．９

７．１±３．１

ＳＢＰ（ｍｍＨ对

１１５，８±１８．１

冷冻，集中送检。血糖检测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血

ＤＢＰ（ｍｍ Ｈｇ）。

７４．３±１２．１

８４．５±１６．４

７４．６±１０．４

７７．８±１２．９

脂检测采用酶法。人组对象中排除明确诊断糖尿病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Ｉ。１４

１．９±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７±１．１

２．２±Ｏ．９

测餐后２ ｈ血糖（２ｌｌＰＧ），血液标本现场离心、分装、

特征

和严重心、肝、肺、肾功能不全者及妊娠、哺乳期和正

ＵＡ（ｐｍｏｌ／Ｌｒ

在服用影响血糖药物者。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３．诊断标准：ＰＤＭ根据２０１３年美国糖尿病协会
（ＡＤＡ）的诊断标准ｎ１，即ＳＩＦＧ为５．６

ｍｍｏｌ／Ｌ≤

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且２ｈＰＧ＜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ＳＩＧＴ为
７．８

ｍｍｏｌ／Ｌ≤２ｈＰＧ＜１ １．１

ｍｍｏｌ／Ｌ且ＦＰＧ＜５．６

ｍｍｏｌ／Ｌ．ＳＩＦＧ、ＳＩＧＴ和二者同时合并者定义为
ＰＤＭ；ＨＰ诊断标准为ＳＢＰ≥１４０ｉ／ｉｒａＨｇ和／或ＤＢＰ＞二，
９０

Ｉ／ｌＩｌｌ

Ｈｇｂ］，高血压前期（ＰＨＰ）为１２０

ｒａｉｎ Ｈｇ≤

汉族

１３１．７±１２．６ １１７．６±２４．９

合计

８２．４±１８．５

３５４．４±６５．８ ３７３．２±６９．１ ３３３．６±４８．８ ３５３．４±６１．２
２６．０±４．４

２８．５±６．２

２５．４±４．９

注ａ；±ｓ

表２三组人群ＰＤＭ分布情况比较

２６．６±５．２

Ｊ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０ｆｌ第３４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９６０·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０

２．ＭＳ及其组分患病率：ＨＰ总患病率为４１．９％，

综上所述，维、哈和汉族人群ＰＤＭ患病率存在差

ＰＨＰ总患病率为４６．１％，两者合计总患病率为

异，但在ＰＤＭ人群中普遍存在高血脂、ＨＰ、高ＵＡ、ＭＳ

８８．０％。维、哈和汉族总患病率（ＨＰ＋ＰＨＰ）分别为

及肥胖。应采取综合性方式对ＰＤＭ患者干预，即对

８５．１％、９６．８％和８３．７％，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哈族患者侧重血压干预，维族患者侧重控制体重。

（３ｆｚ：５９．９５９，Ｐ＝０．００），哈族ＰＤＭ人群ＨＰ患病率最
高（８２．０％），ＨＰ与ＰＨＰ总患病率高达９６．８％；高
ＬＤＬ．Ｃ血症、高ＵＡ和ＭＳ比较，３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１．４５８，Ｐ＝０．４８２；＃＝２．２９６，Ｐ＝０．３１７；）（＿２＝
３．７８８，Ｐ＝０．０１５）。３个民族ＰＤＭ人群肥胖患病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１９．０９７，Ｐ＝０．００），其中哈
族人群最高（４１．０％），汉族最低（２９．６％），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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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ｍｏｎｇ Ｋａｚａｋ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 Ｇｅｎ 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２．１５（８）：１００—１０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杜国利，徐静，蒋升，等．新疆哈萨克族代谢综合征流行病学调
查及三种诊断标准的对比研究．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５（８）：
１００一１０２．

表３

３个民族ＰＤＭ人群ＭＳ及其组分患病率分布

【１２ Ｊ Ｊｉａｎｇ

Ｓ，Ｄｕ ＧＬ，Ｙｉｌｉ ＤＳ．ｅ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ｍｏｎｇ Ｈ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３０－８０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患病率（％）；。与另两组比较Ｐ＜０．０５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２０１２，２０（２）：１８１—１８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蒋升，杜国利，伊力多斯，等．新疆汉族３０～８０岁人
群代谢综合征流行病学调查及三种诊断标准的对
比研究．中国动脉硬化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２）：１８１—１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５）
Ｃｈｉｎ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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