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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芬兰版和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在新疆社区
糖尿病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比较研究
张春桃 1，苏银霞 2，王淑霞 2，王育珊 2，周红 3，魏君 1，姚华 2，李豫凯 4*
【摘要】

目的

比较芬兰版和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在新疆社区糖尿病筛查中的应用价值，为新疆社区

糖尿病筛查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 2017 年 5 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抽取 18~75 岁社区居民
1 680 例。分别采用芬兰版和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对纳入居民进行筛查，并以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结
果作为诊断糖尿病的“金标准”，比较两种评估量表的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等指标以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下面积。结果 完成量表评价和 OGTT 的社区居民共 1 649 例，OGTT 共检出 2 型糖尿病患者 402 例（24.38%），
非糖尿病患者 1 247 例（75.62%）。芬兰版（9 分）和中国版（25 分）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在诊断切点时的灵敏度分
别为 88.81%、79.85%，特异度分别为 61.59%、40.66%，约登指数分别为 0.50、0.21。芬兰版和中文版糖尿病风险评
估量表在社区糖尿病筛查中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33〔95%CI（0.813，0.854〕、0.634〔95%CI（0.604，0.663）〕，
芬兰版高于中国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芬兰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在新疆社区糖尿病筛查中的诊
断准确性较中国版量表高，是评估新疆社区居民糖尿病患病风险的可靠筛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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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Finnish Diabetes Risk Score （FINDRISC） with that of
Chinese Diabetes Risk Score （CDRISC） in community-based screening of diabetes in Xinjiang，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is kind of screening in this area.Methods By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1 680 community-dwelling residents aged 1875 years were recruited from Urumqi of Xinjiang in May 2017.FINDRISC，CDRISC and OGTT （gold standard for the diagnosis
of diabetes） were used to screen diabetes risk，and the results of the former two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sensitivity，
specificity，Youden's index，as well as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and were compared with the OGTT results.
Results A total of 1 649 residents completed the 3 tests.By OGTT，402 （24.38%） were found with type 2 diabetes，other
1 247 （75.62%） without diabetes.In screening diabetes risk，the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Youden's index were 88.81%，
61.59%，0.50，respectively for FINDRISC with an identified optimal cut-off point of 9 points，and were 79.85%,40.66%，
0.21 respectively for CDRISC with an identified optimal cut-off point of 25 points.Moreover，FINDRISC demonstrated a larger
AUC than CDRISC in the screening{0.833〔95%CI（0.813，0.854）〕vs 0.634〔95%CI（0.604，0.663）〕}（P<0.05）.
Conclusion As being more accurate than CDRISC，FINDRISC is reliable for community-based screening of diabetes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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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危害居民健康的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
一，具有致死、致残的可能，我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世
界糖尿病流行中心，糖尿病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一
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由于 2 型糖尿病早期多无特
异症状，临床确诊前约有 9~12 年的潜隐期［2-3］，适当
的生活方式和饮食干预可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高危人群
进一步发展为糖尿病，因此早期筛查和干预是有效预防
糖尿病的重要途径［4］。目前国际上较为公认的糖尿病
早期筛查和诊断方法包括血糖检测、糖尿病风险评估量
表法等。其中，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是检测的“金
标准”［5］，但其操作复杂、费用高、效率低，在社区
人群筛查中的可行性较低；空腹血糖检测在大规模人群
中的应用更为普遍，但有研究报道，单纯检测空腹血糖
会出现 75% 的漏诊率［5］；与上述检测方法相比，通过
问卷评估糖尿病患病风险是一种无创、灵敏、可靠、简
便、易行的糖尿病筛查方法［6］。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可用于预测糖尿病患病风
险，区分和筛选高危人群，从而提高未诊断糖尿病的检
出率，降低现场筛查的成本，有效节约卫生资源，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糖尿病筛查方法［7］。许多国家已经基于
糖尿病危险因素建立了完善、统一的评估工具和评分标
准，我国也相继引用或开发了一些糖尿病风险评估工具。
本研究选取应用较为广泛的芬兰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
表［6］和结合《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 年版）》
制定的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8］，评估乌鲁木齐
市社区居民的糖尿病患病风险，并对两种筛查方法的应
用价值进行比较。在新疆糖尿病患病率不断增长，且医
疗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靠的糖尿病筛查工具对实
现早期诊断、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 2017 年 5 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
在乌鲁木齐市 7 个区 1 个县中随机抽取 3 个区（县），
在每个区（县）随机抽取 2 个社区，在每个社区中随机
抽取社区登记人口的 6.6%，最终纳入社区居民 1 680 例。
纳入标准：（1）年龄 18~75 岁；（2）自愿参加本研究。
排除标准：已经进行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调查员对纳入社区
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
（1）基本信息。
根据调查目的自行设计，包括所在社区、姓名、性别、
民族、电话、婚姻状况等。（2）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
包括芬兰版和中国版。①芬兰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包
括 8 个条目，总分 0~38 分（见表 1）。以 <7 分为极低危，1%
的患病风险；以 7~11 分为低危，4% 的患病风险；以
12~14 分为中危，16.7% 的患病风险；以 15~20 分为高危，
33.3% 的患病风险；以 >20 分为极高危，50% 的患病风险。

量表判断糖尿病的最佳切点为 9 分［6］。②中国版糖尿

病风险评估量表包括 6 个条目，总分 0~183 分（见表 2）。
判断糖尿病的最佳切点为 25 分，总分 >25 分者应进行
OGTT［8］。问卷中涉及的体格检查指标由经过统一培训
的医务人员测量并填写。共发放问卷 1 68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1 649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8.15%。
1.2.2 OGTT OGTT 为本研究的诊断“金标准”，以空
腹血糖、糖负荷后 2 h 血糖进行糖尿病、糖尿病前期的
诊断。纳入的社区居民均先检测空腹血糖，然后将 75 g
葡萄糖溶于 250~300 ml 水中，在 5 min 内服完，以检
测糖负荷后 2 h 血糖。参考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和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根据 OGTT
表 1 芬兰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
Table 1 Finnish Diabetes Risk Score
权重
（%）
年龄
≤ 44 岁 =0 分，45~54 岁 =2 分， 23.6
55~64 岁 =3 分，≥ 65 岁 =4 分
服用降压药 否 =0 分，是 =2 分
5.3
既往血
无异常 =0 分，诊断为糖尿病或隐性 13.2
糖情况
糖尿病 =5 分
每日摄入
是 =0 分，否 =1 分
2.6
蔬菜水果
体质指数
≤ 23.9 kg/m 2 =0 分，24.0~29.9 10.5
kg/m2=1 分，≥ 30.0 kg/m2=3 分
腰围
18.4
男
<89.9 cm=0 分，90.0~94.9 cm=3 分，
≥ 95.0 cm=4 分
女
<84.9 cm=0 分，85.0~89.9 cm=3 分，
≥ 90.0 cm=4 分
糖尿病
无 =0 分，旁系亲属 =3 分，直系亲 21.1
家族史
属 =5 分
运动情况
≥ 3.5 h/ 周 =0 分，<3.5 h/ 周 =2 分
5.3
条目

计分

排序
1
6
4
8
5
3

2
6

表 2 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
Table 2 Chinese Diabetes Risk Score
条目
年龄

收缩压

体质指数
腰围
男

女

权重
排序
（%）
≤ 24 岁 =0 分，25~34 岁 =4 分，35~ 53.6
1
39 岁 =8 分，40~44 岁 =11 分，45~49 岁
=12 分，50~54 岁 =13 分，55~59 岁 =15 分，
60~64 岁 =16 分，≥ 65 岁 =18 分
<110 mm Hg=0 分，110~119 mm Hg=1 分， 19.1
2
120~129 mm Hg=3 分，130~139 mm Hg
=6 分，140~149 mm Hg=7 分，150~159
mm Hg=8 分，≥ 160 mm Hg=10 分
<22.0 kg/m2=0 分，22.0~23.9 kg/m2=1 分， 4.9
4
24.0~29.9 kg/m2=3 分，≥ 30.0 kg/m2=5 分
18.0
3
<75.0 cm=0 分，75.0~79.9 cm=3 分，
80.0~84.9 cm=5 分，85.0~89.9 cm=7 分，
90.0~94.9 cm=8 分，≥ 95.0 cm=10 分
<70.0 cm=0 分，70.0~74.9 cm=3 分，
75.0~79.9 cm=5 分，80.0~84.9 cm=7 分，
85.0~89.9 cm=8 分，≥ 90.0 cm=10 分
无 =0 分，有 =6 分
3.3
5
计分

糖尿病
家族史
糖尿病家族 男 =2 分，女 =0 分
史（性别）
注：1 mm Hg=0.133 kPa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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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及预测性指标见表 7。芬兰版和中国版糖尿病风险
结 果， 将 受 试 者 诊 断 为 正 常 糖 耐 量（ 空 腹 血 糖 <6.1
评估量表在社区 2 型糖尿病筛查中的 ROC 曲线下面积
mmol/L 且糖负荷后 2 h 血糖 <7.8 mmol/L）、糖调节受
损
（空腹血糖 6.1~6.9 mmol/L 或糖负荷后 2 h 血糖 7.8~11.0
分 别 为 0.833〔95%CI（0.813，0.854〕、0.634〔95%CI
mmol/L）、糖尿病（空腹血糖≥ 7.0 mmol/L 或糖负荷 （0.604，0.663）〕，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9，
后 2 h 血糖≥ 11.1 mmol/L）［9］。纳入社区居民均完成
P<0.05，见图 1）。
OGTT。
3 讨论
1.3 统 计 学 方 法 采 用 EpiData 3.0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录
3.1 糖尿病危险因素 2 型糖尿病常见的危险因素包括
入，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呈正态分
糖尿病家族史、年龄、性别、体质指数、饮食与运动、
布的计量资料以（x ±s）表示；呈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高血压史、吸烟与饮酒情况等［10］。有研究表明，年龄、
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R）〕表示，组
高血压史、体质指数、腰围、糖尿病家族史是糖尿病风
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相
表 3 1 649 例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
对数表示；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比较采
Table 3 Demographic data of 1 649 community-dwelling residents
用 Hanley-Mcneil 非参数法。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特征
例数
构成比（%）
意义。
性别
男
715
43.36
2 结果
女
934
56.64
2.1 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 1 649 例社区居民中，男
民族
715 例（43.36%），女 934 例（56.64%）；年龄 18~75
汉族
1 413
85.69
维吾尔族
88
5.34
岁，平均年龄（52.4±16.0）岁；BMI 16.5~63.4 kg/m2，
回族
120
7.27
2
平均 BMI（24.5±3.7） kg/m ；腰围，男 60~130 cm，平
其他
28
1.70
均腰围（91.7±0.4） cm，女 50~126 cm，平均腰围（83.3
婚姻状况
未婚
185
11.22
±0.4） cm； 收 缩 压 90~190 mm Hg（1 mm Hg
已婚
1 360
82.47
=0.133 kPa），平均收缩压（124±16） mm Hg；其他情
离异
30
1.82
况见表 3。
丧偶
74
4.49
是否服用降压药
2.2 社区居民的芬兰版和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
否
1 159
70.29
评估结果 芬兰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检出阳性者 836
是
490
29.71
既往血糖情况
例（50.70%），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检出阳性者
无异常
1 139
67.07
1 061 例（64.34%），两种评估方法检出阳性者与阴性
诊断为糖尿病或隐性糖尿病
510
30.93
者的量表得分比较见表 4、5。
每日摄入蔬菜水果
是
1 469
89.08
2.3 芬兰版和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的应用价值
否
180
10.92
比较 OGTT 共检出 2 型糖尿病患者 402 例（24.38%）；
糖尿病家族史
非糖尿病患者 1 247 例（75.62%），其中糖调节受损
无
1 289
78.17
有
360
21.83
136 例（10.91%，包括空腹血糖受损和 / 或糖耐量异常），
运动情况（h/ 周）
血糖正常者 1 111 例（89.09%）。3 种评估方法的评估
≥ 3.5
1 242
75.32
结果见表 6，芬兰版和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的真
<3.5
407
24.68
表 4 芬兰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检出阳性者与阴性者的量表得分比较〔M（QR），分〕
Table 4 Scores of residents with diabetes and those without detected by Finnish Diabetes Risk Score
筛查结果
阴性
阳性
Z值
P值

例数
813
836

年龄
0（3）
4（2）
18.65
<0.001

服用降压药 既往血糖情况 每日摄入蔬菜水果 体质指数
0（0）
0（0）
0（0）
0（1）
2（2）
5（5）
0（0）
1（1）
16.90
19.44
1.54
14.01
<0.001
<0.001
0.124
<0.001

腰围
0（0）
4（1）
19.61
<0.001

糖尿病家族史
0（0）
0（3）
11.25
<0.001

运动情况
0（0）
0（2）
1.32
0.188

总分
5（5）
13（5）
31.80
<0.001

表 5 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检出阳性者与阴性者的量表得分比较〔M（QR），分〕
Table 5 Scores of residents with diabetes and those without detected by Chinese Diabetes Risk Score
筛查结果
阴性
阳性
Z值
P值

例数
588
1 061

年龄
8（7）
16（5）
25.85
<0.001

收缩压
1（3）
6（4）
20.30
<0.001

体质指数
1（3）
3（2）
16.64
<0.001

腰围
5（4）
8（3）
21.01
<0.001

糖尿病家族史
0（0）
0（6）
5.27
<0.001

糖尿病家族史（性别）
0（0）
0（0）
1.29
0.200

总分
17（11）
32（8）
30.5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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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例）
Table 6 Evaluation results of 3 screening methods
糖尿病风险
评估量表

OGTT

糖尿病
（n=402）

非糖尿病
（n=1 247）

合计

357
45

479
768

836
813

321
81

740
507

1 061
588

芬兰版
阳性
阴性
中国版
阳性
阴性

注：OGTT=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表 7 芬兰版和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在社区糖尿病筛查中的真
实性及预测性指标
Table 7 Accuracy and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Finnish Diabetes Risk
Score and Chinese Diabetes Risk Score for community-based screening of
diabetes in residents from Urumqi of Xinjiang
糖尿病
诊断切 灵敏度
风险评
点（分） （%）
估量表
芬兰版
9
88.81
中国版
25
79.85

特异度 阳性预 阴性预 约登指
（%） 测值（%）测值（%） 数
61.59
40.66

42.70
30.25

94.46
86.22

0.50
0.2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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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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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

0.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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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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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ROC 曲线 =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图 1 芬兰版和中国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在社区糖尿病筛查中应用
的 ROC 曲线
Figure 1 ROC curve of Finnish Diabetes Risk Score and Chinese Diabetes
Risk Score for community-based screening of diabetes in residents from
Urumqi of Xinjiang

险评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11］。本文使用的两种风险评
估量表均包括年龄、高血压情况、体质指数、腰围、糖
尿病家族史的内容，其在芬兰版和中国版风险评估量表
中所占的权重之和分别高达 78.9% 和 100.0%。芬兰版
量表中条目所占权重排在前 3 位的分别为年龄、糖尿病
家族史、腰围，中国版量表中条目所占权重排在前 3 位
的分别为年龄、收缩压、腰围。
3.2 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的筛查结果比较 目前建立

糖尿病风险评估模型的方法主要有多因素模型法和单因
素加权分数法，不同国家、地区建立的模型不同，多具
有一定的准确性，不同量表的适用人群不同［8］。我国
在《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 年版）》中提出
了中国糖尿病风险评分量表［9］。本研究纳入人群的两
种风险评估量表得分的真实性评价结果均表现为灵敏
度高、特异度稍低，表明量表正确地识别病例的能力
高，而正确地识别非病例的能力较低。其中，芬兰版量
表的灵敏度较高（88.81%），中国版量表的特异度较
差（40.66%），且芬兰版量表的 ROC 曲线下面积较中
国版量表大，表明在新疆社区糖尿病筛查中，芬兰版
量表正确识别糖尿病病例和非糖尿病病例的能力较中国
版好。
芬兰版量表各指标的分级较粗，但可以评估患病风
险等级；中国版量表评分指标更加细化，但无法评估患
病风险等级，仅能评估是否应进行 OGTT。查彦红［8］
的研究表明，中国版量表的灵敏度为 88.1%，高于芬兰
版量表的 64.2%，中国版和芬兰版量表的 ROC 曲线下
面积分别为 0.788〔95%CI（0.725，0.852）〕、0.683〔95%CI
（0.609，0.758）〕。其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不同，可能
是因为不同地区存在着种族、经济、生活方式等诸多因
素的差异，使得危险因素存在差异，危险因素的影响力
也存在差异。因此，建议各地区在开展社区糖尿病筛查
时，应结合当地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选择适合本地
区的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
综上所述，芬兰版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在新疆社区
糖尿病筛查中更为适用。糖尿病风险评估量表是一种非
侵入性的评估人群中未确诊 2 型糖尿病的可靠筛查工
具。在糖尿病患病率高且仍持续增长而卫生资源相对稀
缺的我国，运用糖尿病风险评估工具进行筛查，对实现
糖尿病早期筛查和诊断、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具有十分
重要的临床意义。
作者贡献：苏银霞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数据收
集；王淑霞进行研究的实施与可行性分析；王育珊进行
数据整理；张春桃进行统计学处理并撰写论文；周红进
行结果的分析与解释；魏君进行论文修订；姚华负责文
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李豫凯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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