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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广东省２００２年成人超重、肥胖
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马文军

许燕君

【摘要】

目的

李剑森

徐浩锋

聂少萍

陈泽池

邓惠鸿

李海康

了解广东省成年人超重肥胖的流行特征，确定预防控制的重点人群和地区。

方法运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大城市、中小城市、２类农村各３个区（县）、１类农村４个
县，每个县（区）抽取２个街道（乡）、６个居委，共５４０户，用面对面询问调查获得≥１８岁居民个人基本
情况，体检获取体重、身高数据。结果

共调查≥１８岁成年人１５ １３０人，体重指数均值为２２．０３±

３．３８，男性（２２．０６±３．３７）与女性（２１．９８±３．４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城市（２３．０６±３．５３）与农村
（２１．０８±２．９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超重、肥胖的粗患病率分别为１６．８％和１．８％，年龄标化患病
率分别为１５．０％和１．７％。超重粗患病率城市（２４．８％）高于农村（９．４％），男性（１７．５％）高于女性
（１６．２％）；肥胖粗患病率城市（３．１％）明显高于农村（０．７％），男性（１．８％）与女性（１．７％）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主要为体力活动、家庭收入、性别、年龄、吸烟与城乡。结论广
东省超过六分之一成年居民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必须采取平衡膳食、增
加体力活动与健康教育等措施进行综合防治。
【关键词】体重指数；超重；肥胖；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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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同时是心脑血管疾病、２

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是导致早死、残疾、影响生命

型糖尿病、骨关节病、某些肿瘤等慢性病和社会心理

质量和增加各国财政负担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

题¨’２｜。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变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资助项目（２００２Ｃ３２７０９）

化，全球肥胖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预防肥胖的流行

作者单位：５１０３００广州，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

已成为２１世纪上半叶全球面临的最重大公共卫生

性疾病防治研究所（马文军、许燕君、李剑森、徐浩锋、聂少萍、李海
康）；广东省卫生厅（陈泽池、邓惠鸿）

挑战。我们利用２００２年广东省居民营养与健康状
况调查资料分析成人超重、肥胖的流行特征，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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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干预提供基础信息。

用ｘ２检验。标化患病率使用的标准人口为１９９０年

对象与方法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结

１．研究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５年的研究

果

报告，把广东省分成大城市、中小城市、１类农村、２

１．基本情况：共调查≥１８岁成年人１５ １３０人，

类农村四层。然后按照四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其中城市７０４０人，占４６．５％，农村８０９０人，占

法抽取要调查的家庭。以市（区）／县为第一阶段抽

５３．５％。男性６４７０人，占４２．８％，女性８６６０人，占

样单位，按等容量比例在不同层分别随机抽取所需

５７．２％。测量身高和体重共１４ ７００人，体检率为

样本市（区）／县；第二、三、四阶段抽样按等概率原则

９７．２％。

在样本市（区）／县内抽取所需乡镇／街道（２个）、村／

２．不同地区、年龄、性别人群ＢＭＩ均数分布：如

居委会（６个）及样本家庭（５４０户）。广东省共抽到

表１所示，广东省成年人ＢＭＩ均值为２２．０３±３．３８，

属于大城市的为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区、深圳市宝安

其中男性２１．９８±３．４０，女性２２．０６±３．３７，差异无统

区；中小城市为韶关市北江区、肇庆市端州区和东莞

计学意义；城市２３．０６±３．５３，农村２１．０８±２．９４，差

市；１类农村共抽到雷州市、英德市、五华县和新兴

异有统计学意义。不论城乡还是男女，ＢＭＩ均值随

县；２类农村抽到龙川县、连平县和封开县。

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大，在４０岁或５０岁时达到最大

２．研究方法：采用入户面对面询问调查的方法

值，随之下降。

对家庭的经济收入、人口进行调查；对个体对象的一

３．不同地区、年龄、性别人群超重率比较：广东

般情况如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教育和职业及

省成年人超重粗发生率为１６．８％，标化率为１５．０％。

家族史、吸烟、饮酒、体力活动等情况进行调查。用

粗发生率城市为２４．８％，农村为９．４％，差异有统计

标准方法测量调查对象的身高、体重。

学意义（Ｙ２＝６２５．５７，Ｐ＜０．０１）；男性１７．５％，女性

３．质量控制：所有调查员经过严格的培训，通过

１６．２％，性别之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４．２３，

理论和实践考试合格后再进行调查，考核内容包括

Ｐ＜０．０５）。不论城市和农村，在低年龄组，男性超

笔试和观看录像测试。体重和身高的测量使用标准

重率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５０岁以后，女性高

的仪器和方法，测量员经过统一的培训，测量过程中

于男性（表２）。

质量控制员进行质量控制。所有身高、体重值双录

４．不同地区、年龄、性别人群肥胖患病率比较：

入后，对同一项分析由２名分析员同时进行，然后比

广东省成年人肥胖的粗患病率为１．８％，年龄标化患

较分析结果。

病率为１．７％。粗患病率城市为３．１％，农村为

４．资料分析：超重、肥胖的判断采用ｗＨｏ的标

０．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１５．３８，Ｐ＜０．０１）；

准，即体重指数（ＢＭＩ）≥３０为肥胖，２５～３０为超重。

男性１．８％，女性１．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

农村四类地区的划分以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５年《中国农

２．２６，Ｐ＞０．０１）。总的说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低

村分区域综合经济实力研究报告》为依据。数据的

年龄组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

统计分析使用ＳＡＳ ６．１２软件。不同率之间的比较

高于男性（表３）。

表１

２００２年广东省不同年龄、性别和地区成年人ＢＭＩ均数分布（章±５）

＊相同年龄组城乡在ａ＝Ｏ．０５水平有差异（ｔ检验）；＃性别有差异（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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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２年广东省不同性别、年龄和地区的成年人超重发生率

＊、＃、△ｌ司表２

５．超重、肥胖影响因素Ｉ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行

减少，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超重、肥胖的患病率很高。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表４），定义选进模型时的显

如美国有一半人口超重、肥胖，每年因肥胖死亡的达

著性水平为０．２，从模型中剔除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

３０万，造成大量的经济负担旧１。因此，在美国肥胖

０．０５，所建立的方程是超重、肥胖患病风险的模型，

仅次于吸烟成为人群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处

即ｙ＝一１．３８３—０．２４８２１＋０．２５５ｚ ２—０．２６８２４＋

于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超重、肥胖发展也非常

０．１０４ｚ，一０．６４２ｚ。一０．３３２ｚ。，经过拟合优度检验

迅速。据１９９７年的数据，我国超重、肥胖的标化患

Ｙ２＝４．４８，Ｐ＝０．８１２，表明模型拟合较好。结果表

病率分别为１８．２８％和２．４８％，与１９９２年相比有明

明，年龄、性别、家庭人均年收入、吸烟、城乡和体力

显地增长Ｈ ｏ。

活动是超重肥胖的相关影响因素。
表４

广东省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相关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使用ｗＨＯ超重、肥胖判断标准，本次调查发现
广东省成人超重、肥胖标化患病率分别为１５．０％和
１．７％，即广东省近六分之一的成人处于超重、肥胖

状况。超重发生率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肥
胖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但性别间没有差异。无论
超重还是肥胖，在低年龄组，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逐渐高于男性。超重与肥胖
的比例为８．８：１，而欧美国家比例为２：ｌ或者１：１，这
讨

论

由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变化以及体力活动

意味着广东省肥胖发展潜力很大。由于ｗＨＯ标准
主要根据高加索人制定的，不太适合我国人口，最近
中国肥胖工作组根据我国横断面和前瞻性资料，定

主堡煎塑通堂苤查！！！！至！；旦箜箜鲞箜！！塑垦！！！』垦Ｐｉ！！里ｉ！！！旦！堡里ｂ望！！坚！！尘！：！！！盟！：！；

出了我国人群超重和肥胖的切点，ＢＭｌ分别为２４

的危害和疾病负担的巨大，加快肥胖预防控制的研

和２８Ｈ１，如果按照该标准，广东省超重、肥胖患病率

究和政策立法，以社区为平台和基础，广泛动员食

分别高达２１．３％和４．９％，即广东省有四分之一的成

品、农业、卫生、体育、新闻媒体、教育和司法等多部

人处于超重、肥胖状态。因此，超重、肥胖是广东省

门力量，开展肥胖成因、危害、预防和正确治疗等方

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

面的研究，把肥胖预防的正确知识宣传给广大群众，

除了年龄、性别等生理因素外，家庭人均年收入
增加是超重、肥胖的一个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这与国

同时提供科学、适宜的控制肥胖的措施，遏止肥胖不
断发展的趋势。

内外的研究结果一致心’４’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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