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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社区居民代谢综合征的患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赵文红,崔慧娴,朋文佳,吴学森

[摘要]目的:通过对蚌埠市社区人群的横断面研究,掌握社区居民代谢综合征(MS)的患病现况、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方

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蚌埠市龙子湖区 3 个社区 18 岁以上的 2 689 名成年人作为调查对象,于 2015 年 7 - 9 月进行

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检测,采用 2004 年中国糖尿病协会诊断标准确定 MS 病人;分析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的 MS 患病率;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该人群中年龄、性别、抽烟、饮酒、蔬菜及水果摄入情况对 MS 患病风险的影响。 结果:该人群中有 369 例符合

中国糖尿病协会诊断标准,MS 患病率为 13. 72% ;男性为 16. 24% ,女性为 11. 89% ;不论男性或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MS 患

病率逐渐升高(P < 0. 01);30 ~ 、40 ~及 80 ~组段的人群中,男性 MS 患病率均高于女性(P < 0. 05 ~ P < 0. 01),其他组段性别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多因素分析显示,抽烟是 MS 的危险因素(P < 0. 01),蔬菜、水果摄入量增加则是 MS 的保护

因素(P < 0. 01)。 结论:蚌埠市社区居民MS 患病率与年龄有关,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不抽烟和摄入充足的蔬菜、水果可以降

低 MS 患病率。
[关键词] 代谢综合征;社区居民;患病率;影响因素

[中图法分类号] R 589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7. 06. 032

The prevalence rate of metabolic syndrom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
in community population in Bengbu city

ZHAO Wen鄄hong,CUI Hui鄄xian,PENG Wen鄄jia,WU Xue鄄se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metabolic syndrome(MS) of community
population in Bengbu city using the cross鄄sectional study. Methods: Two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eighty鄄nine adults from three
communities selected by the stratified an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in Longzihu District of Bengbu City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questionnaire and laboratory test. The incidence rates of MS in different ages and gender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criteria of Chinese
Diabetes Society of 2004. The effects of the age,sex,smoking,drinking wine,and intake of vegetable and fruis on the morbidity risk of
MS were analyzed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Results:Three hundred and thirty鄄nine participants were accorded with the
criteria of MS,and the prevalence rate of MS was 13. 72% (16. 24% in male and 11. 89% in femal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age,the
prevalence of MS increased(P < 0. 05).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MS in male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female among the population of 30
~ ,40 ~ and 80 ~ year鄄old(P < 0. 05 to 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other age popula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smoking was the risk factor of MS(P < 0. 01). The increasing
of the intake of fruit and vegetable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MS of community
population in Bengbu cit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ge of population,and which increases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of age. No smoking and
sufficient intake of fruit and vegetable can reduce the prevalence rate of MS.
[Key words] metabolic syndrome;community population;prevalence rate;influence factor

摇 摇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指一组易

发展为心脑血管疾病和 2 型糖尿病的代谢紊乱状

态,包括腹部脂肪堆积、血脂异常、高血压、高血糖、
胰岛素抵抗和前血栓形成状态[1]。 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出现饮食过度、体力

活动减少、身心应激反应增加的趋势,使 MS 发病率

急剧升高,并有年轻化的趋势[2],由 MS 导致的糖尿

病、心血管损害也明显增多[3]。 MS 已成为一种新

的慢性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迫切需要对其遗传、饮食

等环境危险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以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本文通过对蚌埠市社区人

群的横断面研究,就社区居民 MS 的患病现况、分布

特征及影响因素作一探讨。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对象摇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蚌埠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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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湖区 3 个社区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作为调查对象,
共抽取居民 2 714 名,于 2015 年 7 - 9 月进行现场

调查;有效人数为 2 689 名,有效率 99. 08% 。 其中

男 1 133 名,女 1 556 名;年龄 18 ~ 90 岁。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问卷调查摇 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合格

后按统一调查表进行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

学特征、相关疾病情况(包括冠心病、高血压、脑卒

中及糖尿病等家族史、个人病史及诊断治疗情况

等)、抽烟情况、饮酒情况、蔬菜及水果的摄入情况

等。 调查人员指导调查对象填写调查表,并对其进

行身高、体质量、臀围、腰围及血压测量。 根据身高

与体质量计算体质量指数(BMI)。 抽烟情况分为:
每天吸烟;吸,但不是每天;从不抽烟。 饮酒情况为:
经常饮酒;过去饮,现在不饮;从不饮酒。 蔬菜摄入

情况为:每日摄入量 < 200 g;每日摄入量逸200 g。
水果摄入情况为:每日摄入量 < 200 g;每日摄入量

逸200 g。
1. 2. 2摇 实验室检测摇 内容包括空腹血糖(FPG)、糖
负荷后 2 h 血糖(2hPG)、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 ( HDL鄄C) 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鄄C )。
1. 3 摇 诊断标准 摇 采用 2004 年中国糖尿病协会

(Chinese Diabetes Society ,CDS)诊断标准,(1)超重

和 /或肥胖:BMI逸25. 0 kg / m2;(2)高血糖:FPG逸
6. 1 mmol / L 和 /或 2hPG 逸7. 8 mmol / L,和 /或已确

诊为糖尿病并治疗者;(3)高血压:收缩压 /舒张压

(SBP / DBP)逸140 / 90 mmHg,和 /或已确认为高血压

并治疗者;(4)血脂紊乱:空腹血 TG逸1. 7 mmol / L,
和 /或空 腹 血 HDL鄄C < 0. 9 mmol / L ( 男 ) 或 <
1. 0 mmol / L (女)。 具备以上 4 项中的 3 项或全部

者可确定为 MS病人。
1. 4摇 质量控制摇 调查问卷经预调查及专家论证后

修改而成;调查人员经过严格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

录用;MS 病人按诊断标准判定;测量工具及设备矫

正后使用;调查现场由课题组成员负责复核及验收。
1. 5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二分类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不同年龄及性别居民 MS 的患病率摇 调查居

民中有 369 例符合 MS 的 CDS 诊断标准,MS 患病率

为 13. 72% 。 按 10 岁一个年龄组段,将调查人群相

应分为 < 30 ~ 、30 ~ 、40 ~ 、50 ~ 、60 ~ 、70 ~ 、80 ~ 岁

几个组段,同时再分为男、女亚组。 调查居民中男性

与女性的 MS 患病率分别为 16. 24%和 11. 89% ,男
性 MS 患病率高于女性(P < 0. 05)。 不论男性或女

性,随着年龄的增加,MS 患病率有逐渐升高的趋势

(P < 0. 01)。 30 ~ 及 40 ~ 组段的人群中,男性 MS
患病率均高于女性(P < 0. 05 ~ P < 0. 01 ),其他年

龄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蚌埠市社区居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 MS 患病情况

分组
男

n摇 MS 患病数摇 患病率 / %
女

n摇 MS 患病数摇 患病率 / % 摇
字2 P

年龄 / 岁

18 ~ 79 4 5. 06 92 2 2. 17 1. 05 > 0. 05

30 ~ 84 7 8. 33 123 6 4. 87 6. 32 < 0. 05

40 ~ 173 26 15. 03 270 16 5. 93 10. 18 < 0. 01

50 ~ 234 36 15. 38 382 52 13. 61 0. 37 > 0. 05

60 ~ 307 53 17. 26 394 56 14. 21 1. 22 > 0. 05

70 ~ 193 43 22. 28 220 42 19. 09 0. 64 > 0. 05

80 ~ 63 15 23. 81 75 11 14. 66 1. 87 > 0. 05

合计 1 133 184 16. 24 1 556 185 11. 89 10. 48 < 0. 01

字2 19. 49 37. 78 — —

P < 0. 01 < 0. 01 — —

2. 2摇 生活因素对 MS 患病率的影响摇 抽烟人群 MS
现患率比不抽烟的人群高(P < 0. 01);每天蔬菜和

水果摄入量逸200 g 人群 MS 患病率均明显低于蔬

菜和水果摄入量摄入量 < 200 g 人群的患病率(P <
0. 01),不同饮酒情况下人群 MS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摇 表 2摇 抽烟、饮酒及蔬菜与水果摄入量等因素对 MS 患病

率的影响

研究因素 n MS 患病数 患病率 / % 字2 P

抽烟情况

摇 每天吸烟 602 110 18. 27

摇 吸,但不是每天 129 24 18. 60 18. 02 < 0. 01

摇 从不吸烟 1 958 235 12. 00

饮酒情况

摇 经常饮酒 775 116 14. 97

摇 过去饮,现在不饮 161 23 14. 28 1. 60 > 0. 05

摇 从不饮酒 1 753 230 13. 12

蔬菜摄入情况

摇 每日摄入量 <200 g
摇 每日摄入量逸200 g

1 376
1 313

264
105

19. 19
8. 00

71. 05 < 0. 01

水果摄入情况

摇 每日摄入量 <200 g
摇 每日摄入量逸200 g

1 830
859

327
42

17. 86
4. 89

83. 18 < 0. 01

2. 3摇 影响 MS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摇 在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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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因素与 MS 患病率的关系进行了单因素 字2 分析

的基础上,以居民是否患有 MS 为因变量(0 = 非

MS,1 = MS),以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如年龄

(1 = < 30 ~ ,2 = 30 ~ ,3 = 40 ~ ,4 = 50 ~ ,5 = 60 ~ ,
6 = 70 ~ ,7 = 80 ~ ,)、性别(1 = 男,2 = 女)、抽烟情

况(1 = 每天吸烟,2 = 吸,但不是每天,3 = 从不吸

烟)、蔬菜(1 =每日摄入量 < 200 g,2 = 每日摄入量

逸200 g)及水果摄入情况(1 = 每日摄入量 < 200 g,
2 = 每日摄入量逸200 g) 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MS 患病率与年龄呈

正相关关系,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P < 0. 01),抽烟

是 MS 的危险因素(P < 0. 01),而蔬菜、水果摄入量

增加则对 MS 是保护因素(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影响 MS 的各因素的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茁 S. E. Wald 字2 P OR 95. 0% CI

年龄 摇 0. 016 0. 004 16. 445 < 0. 01 1. 016 1. 008 ~ 1. 024

性别 -0. 206 0. 151 1. 851 > 0. 05 0. 814 0. 605 ~ 1. 095

抽烟情况 -0. 200 0. 064 9. 717 < 0. 01 0. 819 0. 722 ~ 0. 928

水果摄入情况 -1. 030 0. 179 33. 153 < 0. 01 0. 357 0. 251 ~ 0. 507

蔬菜摄入情况 -0. 579 0. 129 20. 265 < 0. 01 0. 561 0. 436 ~ 0. 721

常数项 ? 0. 258 0. 374 0. 475 > 0. 05 0. 773 —

3摇 讨论

摇 摇 本次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蚌埠市 18 岁以上城

市社区居民 MS 患病率为 13. 72% ,男性人群患病率

为 16. 24% ,女性患病率为 11. 89%,男性高于女性,
与国内报道[4]有所不同;无论男性或女性,MS 患病率

均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与国内相关报道[4 - 5]一致。
目前国际上关于 MS 诊断标准有多个。 MS 是

多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在同一个体异常聚集的病

理状态。 2004 年 CDS 提出了我国的 MS 标准;2005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给出了 MS 诊断标准[6]。
使用不同的诊断标准,得出的 MS 现患率可能不

同[7 - 8],我国多采用 CDS 标准,IDF 标准与中国标准

有较高一致性,两者都可用于中国人群[9]。 本调查

采用我国 CDS 标准,简单易行且适合于我国人群研

究。 在以后的研究中计划引进其他标准对本地区的

MS 患病情况进行诊断与分析。
MS 是复杂的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类基因组没有明显改变,但 MS 患病率迅猛上升,
表明人口老龄化、膳食改变等环境因素对 MS 的影

响不容忽视。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年龄的增加,MS
患病率有升高的趋势;膳食因素中蔬菜及水果的摄

入情况对调查居民的 MS 患病率有影响,蔬菜与水

果摄入量的增加与 MS 呈负相关关系;生活方式中

每天抽烟的人群比不抽烟的人群,MS 现患率明显较

高,烟草为居民 MS 的危险因素。 通过膳食、运动等

生活方式干预改变各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是目前

普遍采用的非药物性控制治疗措施,可使部分慢性

病人的指标有所改善。 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是影响

居民各种慢性病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 MS
的发生与膳食模式有关。 膳食模式能有效预测膳食

与慢性病的关系[10],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西方膳食

模式下的人群肥胖及高血压的患病率是东方模式的

2. 17 倍和 1. 61 陪[11];地中海膳食模式特点是饱和

脂肪摄入量较低,碳水化合物、蔬菜水果摄入量高,
此模式下人们总死亡率、心脑血管疾病及癌症死亡

危险性低于其他模式,该地居民的肥胖、血脂异常及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较低[12]。 蔬菜、水果富含膳

食纤维及维生素 C,且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

质[13]。 研究[14]表明,膳食中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

量可有效预防 2 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 MS 相关疾

病。 2016 新版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将蔬菜、水果列为

第二层,推荐每人每日蔬菜 300 ~ 500 g,水果 200 ~
350 g[15]。 但目前中老年人蔬菜、水果摄取情况不

容乐观,主要存在数量不足及种类单一的问题,尤其

老年人,由于咀嚼能力降低,蔬菜的摄入成为突出的

问题。 因此,在社区进行健康教育,并在此人群中实

施以增加蔬菜水果摄入量为切入点的营养干预措施

可能发挥更好的效果。
MS 能引起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但从日常饮食及

行为入手多能获得良好的预防效果。 本次调查提

示,年龄、抽烟、蔬菜及水果摄入是影响 MS 的主要

因素。 针对这些因素,从社会 - 生理 - 心理等多角

度对全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在人群中全面倡导合理

营养、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及戒烟限酒的健康理念,
同时传播慢性病防治知识,增强人们自我保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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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月平均收入影响健康素养的水平。 本文结果显

示,家庭月收入 < 3 000 元的医学生健康素养水平

低,家庭月收入逸3 000 元的医学生健康素养水平

高。 医学生健康素养水平随家庭月收入的增加呈上

升的趋势。
从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对健康素养总

分、知识素养得分、基本保健素养有影响的变量包括

性别、年级、健康状况、家庭月收入。 对态度素养得

分有影响的变量包括健康状况、家庭月收入、生活

费。 性别和是否参加 /听过健康讲座是影响行为素

养得分的主要因素。 地区和健康状况是影响技能素

养得分的主要因素。 对疾病预防与控制得分及安全

急救得分有影响的变量包括性别、年级、健康状况,
提示影响医学生健康素养主要影响因素是专业、年
级、性别、家庭月收入。 综合起来,影响医学生健康

素养等级分类的因素为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父
母文化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则健康素养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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