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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中心性肥胖对２型糖尿病新发脑梗死事件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

队列研究方法，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开滦集团健康体检在职及离退休职工中，选择符合
人选标准的８ ３０６名２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队列，依据基线ＷＣ水平分为中心性肥胖组和非肥
胖组，应用多变量Ｃｏｘ比例风险凹归模型分析中心性肥胖对２型糖尿病新发脑梗死事件的影响。
平均随访３８～５３（４８．０５±３．０９）个月。结果（１）中心性肥胖组人群的平均年龄、ＢＭＩ、ＳＢＰ、ＤＢＰ、
脉压、ＦＰＧ、ＴＣ、ＴＧ、ＬＤＬ．Ｃ、ＵＡ水平均高于非肥胖组（Ｐ＜Ｏ．０１）。（２）中心性肥胖组脑梗死总累积
发生率高于非肥胖组（３．１％雠．１．６％，Ｐ＜Ｏ．０１）；按性别分层后，男性中心性肥胖组仍高于非肥胖组
（３．３％ＶＳ．１．７％，Ｐ＜Ｏ．０１）。（３）多变量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校正其他危险因素后，中心
性肥胖为２型糖尿病新发脑梗死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ＲＲ＝２．０７（９５％Ｃ１：１．３９～３．０９）。结论中
心性肥胖增加２型糖尿病新发脑梗死事件的风险。
【关键词】糖尿病，２型；中心性肥胖；脑梗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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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慢性非传染性生活方式疾病的危险因素
之一，肥胖与糖尿病、脑梗死密切相关，而糖尿病可

（注册号：ＣｈｉＣＴＲ—ＴＮＣ一１ １００１４８９）资料探讨中心性
肥胖对２型糖尿病新发脑梗死事件的相关性。

合并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病

对象与方法

风险…，但中心性肥胖对２型糖尿病人群新发脑梗死
事件影响的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利用开滦研究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０
作者单位：０６３０００唐山，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体检科（刘
秀荣、周艳茹、刘星、杨春伟、李俊娟、陈朔华、吴寿岭），赵各庄医院
（王建军）
通信作者：吴寿岭，Ｅｍａｉｌ：ｄｒｗｕｓｌ＠１６３．ｃｏｍ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由开滦

医院等１１家医院首次对开滦集团在职和离退休职工
健康体检，尔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再由上述医院对同
一人群按相同内容进行第二、三次健康体检。共有
１０１

５１０名开滦集团职工参加了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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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其中男性８１ １１０人，女性２０ ４００人。最终由纳

ＷＣ、ＳＢＰ、ＤＢＰ、脉压（ＰＰ）、ＦＰＧ、ＴＣ、ＬＤＬ．Ｃ、ＵＡ均

人符合标准的８ ３０６例２型糖尿病患者组成研究队列。
２．研究方法：

较高于非肥胖组，而ＨＤＬ—Ｃ低于非肥胖组，两组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１）资料收集及质量控制：见本课题组已发表ｊ喃舻。

（２）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①入选标准：参加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健康体检的开滦集团在职及离退
休职工中基线血糖和ＷＣ资料完整者；②排除标准：
未参加２０１０－－２０１ １年度健康体检者、体检时拒绝抽

血或血糖及ＷＣ资料缺失者、随访期间因各种原因
死亡者及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３）疾病定义或诊断标准：糖尿病诊断依据“中
国糖尿病防治指南”的标准ｂ１；脑梗死根据第四届全
国脑血管病会议（１９９５）制定的诊断标准Ｈ１；新发脑
梗死事件是指既往无脑梗死疾病，随访期间发生包
括致死性或非致死性脑梗死事件。吸烟定义为近一

表１不同组的基线资料特征
参数

肥胖组

非肥胖组

男／女人数

５ ２６３／９７８

１ ５６５／５００

￡（ｆ）值Ｐ值

吸烟人数（是／否）

２ ０１６／４ ２２５

５９０／１ ４７５

年龄６±ｓ，岁）

５６．９４±１０．３２

５５．４０±１０．６９

ＢＭｌ６±ｓ，ｋｇ／ｍ２）

２７．０７±３．２０

２３．４６±２．８４

—４８．５４＜Ｏ ０ｌ

７９．０７４－４．５２

—１０９．４２＜Ｏ．０１

７７．４ｌ＜Ｏ．０１
ｌＯ．０３＜Ｏ．０１
２．３１＜０．０ｌ

ＷＣ（ｘ±Ｓ．ｃｍ）

１０２．７１±７．１９

ＳＢＰ（ｘ±ｓ．ｍｍＨｇ）

１４０．５２±２１．６９

１３５．０６±２１．５９

—９．９４＜Ｏ．０１

ＤＢＰ（ｘ±ｓ．ｍｍＨｇ）８７．２７±１２．１９

８３．８３±１１．５５

一１１．５７＜０．０ｌ

５１．２２±１５．５２

５３．２４±１５．７ｌ

２．３４＜０．０ｌ

ＦＰＧ（ｉ±Ｓ．ｍｍｏｌ／Ｌ）

９．２９±２．８９

９．５５±３．４２

３．１４＜０．０１

ＴＧ（Ｍ．ｍｒｆｌｏｌ／Ｌ１

１．７６

１．３５

７．４７＜Ｏ．０１

ＴＣ６±５，ｍｍｏｌ／Ｌ）

５．２１±１．２９

５．２１±１．３４

Ｏ．０３

ＬＤＬ—Ｃ（ｘ±ｓ，ｍｍｏｌ／Ｌ）

２．５１±０．８９

２．４３±０．９７

３．２５＜０．０１

ＰＰ６±ｓ。ｍｍｎｇ）

ＨＤＬ—Ｃ（ｉ±ｓ．ｍｎｌｏｌ／Ｌ）
ＵＡ伍±５，ｍｍｏｌ／Ｌ）

１．５４±０．４３
２８９．２７４－８８．６ｌ

１．６２±０．４３

０．９８

７．３７＜０．０ｌ
一１２．０６＜０．０ｌ

２６３．５４±８２．４９

注：ＴＧ呈菲止态分布，米用非参数检验进行比较分析

年平均每天至少吸１支烟。
（４）分组：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５１

２．分组人群新发脑梗死事件：本研究随访自

中心性肥胖诊断标准，将研究对象按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度健康体检基线ＷＣ水平分为中心性肥胖组（男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健康体检时点开始，末次随访时间为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随访时间３８～５３个月，平均（４８．０５±

性≥９０ ｃｍ，女性≥８５ ｃｍ）和非肥胖组（男性＜９０

３．０９）个月。随访结束时，在纳入统计分析的８

ｃｍ，

女性＜８５ ｃｍ）。

３０６

（５）生化指标检测：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检测

名观察对象中，共发生脑梗死事件２２９例，总发生率
为２．８％，中心性肥胖组脑梗死累积发生率高于非肥

ＦＰＧ、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和ｕＡ。采用日立自

胖组（３．１％傩．１．６％，Ｐ＜Ｏ．０１）；按性别分层后，脑梗

动化分析仪（７６００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ｚｅｒ），试剂盒由
北方生物研究所提供。ＦＰＧ检测采用己糖激酶

死事件发生率男女性中心性肥胖组均高于非肥胖组

法，变异系数在５．５５ ｍｍｏｌ／Ｌ时≤２％，线性上限为

０．０１）。共发生脑出血事件５４例，总发生率为０．７％，
中心性肥胖组与非肥胖组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ｍｍｏｌ／Ｌ，试剂盒由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提供。操作按试剂说明书严格进行，随批质控，由专
３３．３

（男：３．３％粥．１．７％，Ｐ＜Ｏ．０１；女：２．２％ＵＳ．１．４％，Ｐ＞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和图１。

业检验师进行操作。

表２两组人群新发脑梗死事件比较

３．统计学分析：两次体检数据均由各医院终端
录入，通过网络上传至开滦医院计算机室服务器，形
成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由程序导出形成ＤＢＦ格式文
件。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ｉ±ｓ表示，两组间比较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

患病率

中心性肥胖组非肥胖组

总脑梗死

合计

ｆ值Ｐ值

１９５（３．１）

３４（１．６１

２２９（２．８）１２．６４９＜０．０１

男性脑梗死

１７３（３．３）

２７（１．７）

２００（２．９）１０．３４９＜０．０ｌ

女性脑梗死

２２（２．２）

７（１．４１

２９（２．０）

１．２４１

０．３２４

总脑出血４４（０．７）

１０（０．５）

５４（０．７）

１．１７ｌ

０．１７９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

较应用ｘ２检验。用多变量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

析中心性肥胖对２型糖尿病人群中新发脑梗死的影
响，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基线特征：８ ３０６名研究对象基线年龄２２～９２
岁，平均（５６．５６±１０．４４）岁；男性６ ８２８人，女性１

４７８

褂
州
划
址
徘
睬
魁
捶
七
蝶

人；中心性肥胖组６ ２４１（男５ ２６３／女９７８）人，占２型
糖尿病人群的７６％，非肥胖组２ ０６５（男ｌ ５６５／女
５００）人。中心性肥胖组平均年龄、吸烟比例、ＢＭＩ、

随访时间（月）

图１两组新发脑梗死事件累积发生率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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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３．多变量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以２０１０—

心性肥胖组、年龄、ＴＣ、ＳＢＰ均增加新发脑梗死事件

２０ １ １年度体检时是否发生脑梗死事件为因变量，以基

的风险。中心性肥胖为２型糖尿病新发脑梗死事件

线非肥胖组、年龄、性别、ＷＣ、ＢＭＩ、ＳＢＰ、ＤＢＰ、ＰＰ、

的独立危险因素（咫＝２．０７，９５％ＣＩ：Ｉ．３９～３．０９）。

ＴＧ、ＴＣ、ＬＤＬ—Ｃ、ＨＤＬ—Ｃ、ＵＡ、吸烟因素为自变量，应

ＷＣ水平为腹部脂肪分布的标志。近年来研究
证实ＷＣ是预测胰岛素抵抗的敏感性指标，随着ＷＣ

用多变量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新发脑梗死的
危险因素。单因素模型显示，与基线非肥胖组相比，

水平增加，胰岛素抵抗加重№］。此外，Ｐａｒｋ等ｎ１研究

肥胖组新发脑梗死事件的ＲＲ＝１．９１（９５％ＣＩ：１．３３～

显示，ＷＣ变化也与胰岛素抵抗相关，中心性肥胖在

２．７５），多因素模型进一步校正了年龄、性别、ＢＭＩ、

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下，脂肪组织中的胰岛素受体减

ＳＢＰ、ＤＢＰ、ＰＰ、ＴＧ、ＴＣ、ＬＤＬ—Ｃ、ＨＤＬ—Ｃ、ＵＡ、吸烟因

少可释放多种促动脉粥样硬化改变纤维蛋白溶解和

素后，中心性肥胖组、年龄、ＴＣ、ＳＢＰ均增加新发脑梗
死事件的风险，其ＲＲ值为分别为２．０７（９５％ｃ，：１．３９。

凝血系统的炎性递质，并在血管内皮及平滑肌细胞

３．０９）、１．０５（９５％Ｃ，：１．０３～１．０６）、１．１９（９５％Ｃ，：１．０６～

３．３４）、１．０１（９５％ＣＩ：１．００～１．０２）。中心性肥胖仍为２

（如白细胞介素一６和肿瘤坏死因子一ｃ【），影响血管内
皮细胞的正常分泌和调节作用，导致内皮功能失调，

型糖尿病新发脑梗死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表３）。

从而加重脑梗死发生的危险性。本研究结果提示以

表３影响新发脑梗死事件的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
项目

口

曲

ＷａｌｄＺ值Ｐ值艘值

９５％ＣＩ

中表达随］．月旨肪组织分泌或表达过多的细胞活性因子

ＷＣ增加为标志的中心性肥胖２型糖尿病人群可增
加新发脑梗死的风险，应作为防控的重点人群。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研究队列中男性比例
偏大，未能考虑药物治疗（降糖／降压／调脂药物）对糖
尿病人群脑梗死事件的影响，可能使结果存在偏
倚。但本研究为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队列相对
固定，其结果仍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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