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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城乡居民糖尿病患病率
及影响因素研究
程改平

戴婷婷柳园廖晓阳

【摘要】

刘健康任长久张晓玲

目的探讨成都市城乡居民糖尿病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

法抽取１ ８４７名成都市城乡居民，利用问卷调查居民一般情况及过去一年食物摄人情况，测量身
高、体重，并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在总人群和城乡居民中分别以因子分析提取膳食模式，并以
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糖尿病影响因素。结果调查对象中糖尿病患病率达２３．２％，人口
标化患病率为２０．２％；城乡居民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２８．７％和１１．１％。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总人群
中，与青年人比较，中年人（ＯＲ＝２．３３７，９５％Ｃ／：１．３０５～４．１８５）和老年人（ＯＲ＝５．９９０，９５％Ｃ／：
３．３８９～１０．５８６）有更高的糖尿病患病风险；职业为管理人员（ＯＲ＝１．４３４，９５％ＣＩ：１．０００～２．０５７）和
普通职员（ＯＲ＝２．８７０，９５％ＣＩ：１．６５３～４．９８０）较务农人员有更高的患病风险。城市居民中，中年人
（ＯＲ＝２．９７３，９５％ＣＩ：１．１０１～８．０３１）和老年人（ＯＲ＝５．９７２，９５％ＣＩ：２．２６７～１５．７３０）与青年人比较有
更高的患病风险；职业为普通职员（ＯＲ＝２．１９６，９５％Ｃ１：１．２１３～３．９７５）较务农人员有更高的患病风
险；在农村居民中，高能量高蛋白膳食模式者（ＯＲ＝１．４０４，９５％ＣＩ：１．１１３—１．７７２）有更高的糖尿病
风险。结论成都市城乡居民糖尿病患病率较高，年龄、职业和膳食结构均对糖尿病有影响，且影
响因素存在差异，营养改善工作应按照城乡人群特点区分。
【关键词】糖尿病；膳食模式；因子分析；影响因素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ｅｆＩｇｄｕ

Ｘｉａｏｙａｎ９２，Ｌｉｕ∥口厅玩耐，Ｒｅｎ

Ｃｈｅｎｇ Ｇａｉｐｉｎｇ。，Ｄａｉ Ｔｉｎｇｔｉｎ９１，Ｌｉｕ Ｙｕａｎｌ，Ｌｉａ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ｎｔ‘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ｆｉｕ４，

Ｕｎｉ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９４．１

Ｕｎｉｔ，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Ｚ，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４ｌ，Ｃｈｉｎａ；３ Ｊｉａｎｓｈｅｌ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４ Ｄａｙ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ａｏ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ｏ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钾ｇｒａｎｔｓ舶ｍ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Ｂｕｒｅａｕｏ厂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０８０２７３，Ｎｏ．０９０３２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ｔ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Ｔｈ／ｓｗｏｒｋｗａ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ａｇｅｄ ３０ ｔｏ ７０．Ｔｏｔａｌｌｙ，１ ８４７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ｙｅａｒ

ａ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Ｈｅｉｇｈｔ，ｂｏｄｖ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ａｃｔｏｒ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０ＧＴＴ）

ｗｈｉｌｅ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２０．２％，２８．７％，１１．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ｍｏｎｇ ｔｏｔａＩ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ＯＲ＝２．３３７，９５％ＣＩ：１．３０５—４．１８５）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ＯＲ＝５．９９０，９５％Ｃｈ ３．３８９—１０．５８６）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ｉｓｋ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ｏｎｅ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ＯＲ＝１．４３４，９５％Ｃ，：１．０００－２．０５７）ａｎ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ｃｌｅｒｋｓ（ＯＲ－－－－２．８７０，９５％Ｃｈ １．６５３—４．９８０）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ｈａ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ＯＲ＝２．９７３，９５％ＣＩ：１．１０１—８．０３１）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ＯＲ＝５．９７２，９５％ＣＩ：
２．２６７—１５．７３０）ｔｕｒｎ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ｎ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ｃｌｅｒｋｓ（ＯＲ＝２，１９６，９５％ＣＩ：１．２１３—３．９７５）ｓ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ｍ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ＯＲ＝１．４０４，９５％Ｃｈ １．１１３—１．７７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９
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厅科研课题（０８０２７３，０９０３２４）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４１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营养科（程改平、戴婷婷、柳园），全科医学科／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中心（廖晓阳）；成都市
建设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刘健康）；大邑县卫生院（任长久、张晓玲）
通信作者：廖晓阳，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ｏ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ｒｎ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３５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Ａｇｅ，ｃａｒｅ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ｕｅｍ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ｒｅ

·３８７·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ｒｅ

ｖａｉｏｕ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ｗｉ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ｍ；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糖尿病影响因素尤其是与营养相关因素的研究

ｍｍｏ儿（ＯＧＴＴ）；③二者兼有（ＩＦＧ＋ＩＧＴ）。本研究

对患者整体治疗具有积极意义。以往的研究多针对

根据问卷询问糖尿病史结合ＯＧＴＴ结果确定糖尿病

单一食物或营养素与疾病的关系，而居民实际膳食
往往为混合膳食，因此研究成果存在局限性。因子

患者。

分析是一种多元数据降维分析方法…，运用于膳食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和Ｅｘｃｅｌ软件分
别建立一般情况和膳食数据库。膳食计算公式：日

研究可以反映实际膳食情况。既往研究提示，城乡
居民膳食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乜，３Ｉ，因此本研究在关注

均摄入量（ｇ／ｄ）＝食物摄人频率（次／年）×每次摄人

糖尿病患病隋况及营养等相关因素对糖尿病的影响

１２１种食物结合专业意义及当地居民膳食特点分为
１５个食物组，以每组食物日均摄人量为分析对象，

基础上，重点探讨城乡地区人群此方面的差异。
对象与方法

量（ｇ）／３６５ ｄ。以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将

在总人群及城乡居民中分别采用因子分析得到膳食

１．研究对象：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

模式，并以非条件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糖尿病影
响因素。因子分析后结合特征根、碎石图和因子合

于２０１０年２—１２月以整群抽样法选择成都市城乡４

理解释性三方面决定保留模式的个数，采用方差最

个社区。即从代表成都市城市平均经济水平的成华

大化正交旋转（ｖａｒｉｍａｘ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得到互不相关的膳

区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取２个，再以居委会为
单位抽取２个；为保证村序代表性，选取距城市＞

食模式，结合专业知识做出合理解释。为了与其他
地区数据比较，本研究采用我国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

１００

ｋｍ大邑县乡镇卫生院、以自然村为单位按上述

普查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方法抽样２个自然村。每个抽样点根据所选户口登

结

记册，剔除无当地常住户口、长期在外务工人员。要
求被调查人群均在当地居住＞２年。采用人户调查

果

１．一般情况：共调查成都市３０～７０岁城乡居民

方式对入选人群中所有３０～７０岁居民逐户征得知

１

情同意，所有招募对象在家或接受问卷调查，并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进行体格检查和口服

人（５３．８％），农村居民８５３人（４６．２％）。
２．糖尿病患病情况：１ ８４７人中已诊断糖尿病者

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本研究经华西医院伦理

１０２人（５．５％），合并（和／或）ＯＧＴＴ结果阳性者后得

委员会批准。应调查２ ２００人，完成问卷１ ９９８人，应

到最终糖尿病患者４２８人，患病率为２３．２％，人口标

答率为９０．８％，其中１ ８４７人完成体格检查和ＯＧＴＴ。

化患病率为２０．２％，其中男性１７４人（２２．１％）。女性

２．研究方法：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询问

２５４人（１８．５％）。人口标化后糖尿病患病率城市居
民为２８．７％，农村居民为１１．１％（表１）。不同体重居

法人户调查，包括一般情况（年龄、性别、糖尿病史、
糖尿病家族史、职业、教育程度、吸烟史、饮酒史等）
和过去一年食物（植物油、动物油、精制粮、粗粮、禽
肉、畜肉、水产品、奶制品、加工肉类、蛋类、豆类及制

８４７（男性７５０，女性１ ０９７）人。其中城市居民９９４

民糖尿病患病情况见表２。
表１成都市城乡１ ８４７名研究对象糖尿病患病情况

品、坚果、蔬菜、水果、咸菜类食物等１２１种）摄人频
率及每次食用量。按常规要求测量研究对象身高、
体重，并抽取空腹血样检测ＦＰＧ及餐后２ ｈ血糖（采
用ＯＧＴＴ）。

３．诊断标准：依据“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２０１０年版）”标准诊断糖代谢异常Ｈ１。糖尿病：ＦＰＧ＞，
７．０ ｍｍｏｌ／Ｌ和／或２ ｈ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ＯＧＴＴ）；糖
调节受损（ＩＧＲ）：①单纯ＩＦＧ：ＦＰＧ＝６．１～６．９ ｍｍｏｌ／Ｌ
且２ ｈ血糖＜７．８ ｍｍｏｌ／Ｌ（ＯＧＴＴ）；②单纯糖耐量减
低（ＩＧＴ）：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且２ ｈ血糖为７．８～１Ｉ．１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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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表２成都市城乡１ ８４７名研究对象不同体重

５．９９０，９５％ＣＩ：３．３８９～１０．５８６）与青年人比较有更高

皇蕉垦瘟星疸垣逊

的患病风险，职业为管理人员（ＯＲ＝１．４３４，９５％ＣＩ：

体重

血糖值正常

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

１．０００～２．０５７）和普通职员（ＯＲ－－－－２．８７０，９５％ＣＩ：

１．６５３～４．９８０）较务农人员有更高的患病风险；城市
居民中，中年人（ＯＲ＝２．９７３，９５％ＣＩ：１．１０１～８．０３１）
和老年人（ＯＲ＝５．９７２，９５％ＣＩ：２．２６７～１５．７３０）与青
注：表内人数有缺失；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患病
率（％）；按照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的标准评价体重”１，即ＢＭＩ＜
ｋｇ／ｍ２为体重过低，ＢＭＩ为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ｍ２为正常，ＢＭＩ一＞
ｋｇ／ｍ２为超重，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为肥胖

１８．５
２４

年人比较有更高的患病风险，职业为普通职员
（ＯＲ－－－－２．１９６，９５％ＣＩ：１．２１３～３．９７５）较务农人员有更
高的患病风险；在农村居民中，高蛋白高能量膳食模

３．糖尿病影响因素：

式（ＯＲ＝１．４０４，９５％ＣＩ：１．１１３～１．７７２）者患病风险更

（１）膳食模式分析：在总人群和城乡居民中分别

高（表５）。

进行因子分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均为Ｐ＜０．０５，以
特征根≥１的标准取公因子，根据各公因子得分大

讨

论

我国糖尿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重要的公

小和方向确定膳食模式命名）。结果在总人群中得
到４种膳食模式：健康模式、畜肉动物油模式、高能

共卫生问题。“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量高蛋白模式和肉蛋粗粮模式；在城市居民中得到
５种膳食模式：肉类动物油模式、奶蛋植物油少主食

指出ｂ１，＞１８岁居民患病率为２．６％，城市居民患病率
远高于农村居民。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ＣＤＳ）

模式、粗粮水产品菌藻模式、多肉少油模式和坚果植

２０１０年全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哺］，我国成年

物油果蔬模式；在农村居民中得到４种膳食模式：肉

人糖尿病患病率已达到１１．６％，高于２００７年全国的

类动物油模式、高碳水化合物低奶及植物油模式、高
能量高蛋白模式和肉蛋粗粮模式。三组人群中前３

平均值（９．７％）ｎ］，而本研究中居民患病率已远超过
２０１０年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国内其他地区评价水

位因子负荷矩阵见表３。

平随’９ ３，且糖尿病前期的人数约占三分之一。研究中

（２）糖尿病影响因素分析：以是否糖尿病患者为

发现城乡居民患病率差距显著，而性别间差异不大，

因变量，以膳食模式、体重、饮酒史、吸烟史、职业、教育

与全国及其他地区研究结果一致口·６·…。研究对象中

程度、家族糖尿病史、年龄、性别等为自变量，采用前进

既往已诊断糖尿病的仅占５．５％，而依据ＯＧＴＴ诊断

法选择变量，在总人群、城乡居民中分别进行非条件多

结果的患者人数增加至２３．２％，可见糖尿病患者的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分析指标及赋值见表４。

诊断率和知晓率均非常低，有必要进行ＯＧＴＴ筛查。
国内外研究发现，膳食、营养状况、环境、地区、

经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总人群中，中年人

种族等均可能对糖尿病患病有影响［８。“，但不同研究
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提示影响
表３总人群及城乡居民膳食模式第１～３因子负荷矩阵
因素具有复杂性，在特定地区和

（ＯＲ＝２．３３７。９５％ＣＩ：１．３０５～４．１８５）和老年人（ＯＲ＝

人群中开展研究可使研究结果具
有更好的指导意义。既往研究和
本研究均发现城乡居民患病率差
异较大，因此本研究分别在总人
群及城乡居民中探讨影响因素。
结果发现在总人群和城市居民中
糖尿病影响因素一致，巾老年人
较年轻人患病风险更高，务农人
员患病风险最低。提示年龄大和
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对糖尿病患病
有影响，在农村居民中则仅高能
量高蛋白膳食模式对糖尿病有影
响。城乡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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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非条件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指标及赋值
赋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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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值

体重

Ｏ＝体重过低；ｌ＝正常；２：超重；３＝肥胖

饮酒史

Ｏ＝以前饮；１一现在饮；２＝从不饮

吸烟史

Ｏ＝以前吸：１＝现在吸；２＝从不吸

职业

０＝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ｌ＝普通职员；２＝务农及家务者

教育程度

Ｏ＝小学及以下；１＝中学及中专；２＝大专及以上

职业和膳食模式均对糖尿病有影响，城乡居民患病
和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干预措施应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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