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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上海市中老年男性体重指数与
死亡的前瞻性研究
王俊

高玉堂

【摘要】
响。方法

王学励

目的

张玉兰

刘恩菊

袁剑敏

探讨上海市区中老年男性体重指数（ＢＭＩ）与死亡的关系及年龄对这种关系的影

１９８６年１月至１９８９年９月调查上海市区４５～６４岁男性居民１８ ２４４人，每年上门随访一

次；用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计算相对危险度（Ｒ尺）。结果

至２００２年度随访结束，全队列共随访２３５

人年，人均随访１２．９年，在此期间共死亡３３６５人。在不吸烟者中，相对于正常ＢＭＩ组（ＢＭＩ

７６２

１８．５～

２３．９），低ＢＭＩ组（ＢＭＩ＜１８．５）、超重组（ＢＭＩ ２４～２７．９）和肥胖组（ＢＭＩ≥２８）总死亡ＲＲ值分别为
１．２０、１．１２和１．６１；在不吸烟者中去除随访开始头５年随访资料后，三组相应的ＲＲ值分别为１．０１、
１．１２和１．７５。结肠癌和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危险性随ＢＭＩ增加而上升；除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之外的
死亡，其中主要为一些感染性疾病死亡的危险性在低ＢＭＩ组显著升高，去除随访开始头５年随访资
料对此结果无明显影响。在基线调查时≥５５岁的对象中，肥胖组总死亡危险性上升更明显；而在＜５５
岁的对象中，ＢＭＩ与总死亡无显著相关。结论

上海市区的中老年男性中肥胖会增加总死亡危险

性，在年龄较大者中这种趋势更明显；结肠癌及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危险性随ＢＭＩ增加而上升；感染性
疾病的死亡危险性则在低ＢＭＩ组显著升高。
【关键词】体重指数；死亡率；年龄；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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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有关体重指数（ＢＭＩ）与死亡关系的研究证
实，ＢＭＩ的增加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子。

·

３９５

·

入采用ｄＢａｓｅ，Ａｃｃｅｓｓ软件完成，统计分析在
ＥＰＩＬＯＧ和ＳＡＳ ８．０２中完成。

但是ＢＭＩ与死亡关系特别是低ＢＭＩ与死亡关系还

结

存在争论：低ＢＭＩ增加死亡危险性是否真实，还是

果

因为吸烟或其他｝昆杂因素的影响所致。另外，还有

１．基线调查：年龄大者中肥胖者比例较高，队列

研究发现在老年人当中，ＢＭＩ与死亡呈负相关ｕ＇引，

中ＢＭＩ与吸烟情况呈负相关，与饮酒情况呈正相

这与多数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本次研究则在考虑吸

关，与教育程度呈负相关（表１）。至２００２年随访截

烟及晚期疾病导致的体重下降等因素后，对ＢＭＩ与

止，全队列共随访２３５ ７６２人年，人均１２．９人年，共失

死亡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年龄在一定范围内

访４０５人，占全队列的２．２％。全队列共死亡３３６５

对这种关系的影响。

例，其中恶性肿瘤死亡１３８１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
对象与方法

１１６５例（其中脑血管病７３５例，缺血性心脏病３００
例，其他心脏病１３０例）。６３％的恶性肿瘤死亡有病

１．研究队列：１９８６年１月至１９８９年９月在上

理诊断依据，无病理诊断的恶性肿瘤９３％有其他诊

海市５个区调查４５～６４岁没有患过恶性肿瘤的男

断依据阳性。脑血管病死亡者６４３例（８７％）生前有

性居民１８ ２４４人，参与率为８０％。调查内容包括一

过诊疗史，缺血性心脏病死亡者的相应数值为２２４

般情况、吸烟、饮酒、饮食及疾病情况。其中身高和

例（７５％）。

成年后通常的体重由研究对象自报获得。

瞧ｉ万黑竽篆‰合计
表ｌ

２．队列随访：每年进行一次，由经过专门培训的
调查员上门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生存状况、死亡原
因、患病情况、吸烟、饮酒情况变化等（吸烟定义为连
续６个月每天至少吸烟１支，饮酒定义为连续６个
月每周至少饮酒一次）。对已死亡队列成员另外组
织人员上医院调查，明确其死因及癌症病理类型。
疾病均按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一９）进行编码。资料收

基线调查时按ＢＭｌ分组的基本情况

＜１８．５

例数

１

平均Ｂ￣Ⅱ（１刊秆）
平均年龄（岁）

７６１

１８．５～

２４～

１１ ７３９

４ １３７

１７ ５±０．９ ２１．３±１．５

２５．５±１．１

５５

５５

６±５．７

５５．１±５．８

≥２８
６０７

１８ ２４４

２９．６±１．８挖．２±３．Ｏ

４±５．６ ５６

４±５．１

５５．３±５．７

年龄（岁，％）
＜５５

９．２

６８

７

２

Ｏ

１００．０

５５～

９．３

６３．６

２３．６

３

６

１００．０

≥６０

１０．８

６３．１

２２．４

３．８

１００

２

２０

Ｏ

吸烟情况（支／ｄ，％）

集后首先进行编码和编码校对，随后两遍输入上机，

不吸

６２

５

２５

１

３．６

１００．０

比对后的数据再进行逻辑和范围查错校对。

＜２０

１０

２

６５

５

２１．３

３．０

１００．０

≥２０

１０

６

６５．９

２０．４

３．２

１００

６３

２２

３

３．统计学方法：标化死亡率采用直接标化法以
全队列为内标准调整年龄计算得出。相对危险度

（ＲＲ）及其９５％可信限（口）的计算采用ＣＯｘ比例风
险模型求得。ＢＭＩ的计算是用体重（ｋｇ）除以身高

饮酒酒精量（ｄｄ，％）
不饮

８．７

１０．４

９

５

Ｏ

２

１００．０

＜２０

９

１

６５．６

２１．９

３．４

１００．０

≥２０

８

２

６４．４

２３．７

３．７

１００

Ｏ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８

３

７

９

４

１

Ｏ

的平方（ｍ２），ＢＭｌ分组采用的是中国肥胖问题工作

初中

９

６

２

７

３

５

Ｏ

组对中国成年人ＢＭＩ提出的分类标准ｂ１：低ＢＭＩ

高中或中专
大学

ｍ

４

４

６

２

６

ｍ

８

３

２

９

组（ＢＭＩ＜１８．５），正常ＢＭＩ组（ＢＭＩ １８．５～２３．９），

甜舛甜舛

Ｏ

丝毖规毖

１｝

Ｏ

∞∞∞∞

Ｏ

超重组（ＢＭＩ ２４～２７．９），肥胖组（ＢＭＩ≥２８）。ＲＲ

２．ＢＭＩ与总死亡关系：以全队列进行分析时，

值的计算均以正常ＢＭＩ组作为参比组，调整因素有

ＢＭＩ与总死亡呈“ｕ”形关系，结果有统计学意义（曲

年龄、吸烟、饮酒情况和教育程度。检验ＢＭＩ与死

线趋势检验，Ｐ＜０．０５）。但在不吸烟者中，这种

亡的曲线关系时，拟合ＢＭＩ的一元二次方程，并检

“Ｕ”形关系减弱，曲线趋势检验不显著，而线性趋势

验其二次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由于吸烟易导致体

检验Ｐ＜０．０５，低ＢＭＩ组、超重组和肥胖组的ＲＲ

型消瘦¨Ｊ，在本队列中ＢＭＩ与吸烟率也呈明显负相

值分别为１．２０、１．１２和１．６ｌ（表２）。在不吸烟者中

关，为了去除吸烟的混杂作用，研究中按吸烟状况分

按不同随访期限分析发现，在随访开始的头５年里

层进行分析。考虑基线调查时低ＢＭＩ可能是因为

低ＢＭＩ组总死亡危险性显著升高；在去除随访开始

疾病的影响所致，因此分析了在不同随访期限（＜５

的头５年资料后，低ＢＭＩ组总死亡危险性没有升

年，≥５年）不吸烟者ＢＭＩ与死亡的关系。数据输

高，ＲＲ值为１．０１，而肥胖组总死亡危险性升高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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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ＲＲ值为１．７５（表３）。

烟者中剔除随访开始的头５年资料后，胃癌死亡危

３．ＢＭＩ与不同死因关系：ＢＭＩ与恶性肿瘤总体

险性也有随ＢＭＩ增大而升高的趋势（表３）；未发现

死亡没有明显关联，但按肿瘤部位分析发现ＢＭＩ与

肺癌、肝癌、胰腺癌、直肠癌与ＢＭＩ有显著关联（具

结肠癌死亡明显呈正相关（线性趋势检验，Ｐ＜

体数据未列出）。ＢＭＩ与心脑血管疾病死亡明显呈

０．０５），在不吸烟者中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超重组和

正相关（线性趋势检验，Ｐ＜０．０５），低ＢＭＩ组、超重

肥胖组ＲＲ值分别为１．３７和３．１８（表２、３）；在不吸

组和肥胖组ＲＲ值分别为０．８４、１．２３和１．６０；在不吸

表２

恶性肿瘤总死亡及不同死因与ＢＭＩ水平的关系

＊参比组；＃标化死亡率（／１０万人年），据全队列随访人年在各年龄组（＜５５、５５～、６０～、６５～、≥７０岁）分布调整得出；△ＲＲ值在全队
列（”＝１８ ２４４）、不吸烟组（ｎ＝７７８７）、吸烟组（”＝１０ ４５７）中调整年龄、每天饮酒量及教育程度，在全队列组和吸烟组中还调整了每天吸烟量；
▲包括肺结核、肝炎、肺炎、支气管炎和肝硬化（ＩｃＤ９：Ｏ“，０７０，４８０～４８７，４９０～４９ｌ，５７１）；≠线性趋势检验Ｐ＜Ｏ．０５；￥曲线趋势检验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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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９７·

不吸烟者ＢＭＩ水平在不同随访时间与总死亡及不同死因的关系

△尺Ｒ值调整年龄、每天饮酒量及教育程度；余同表２
表４

按基线调查时年龄分层ＢＭＩ水平与总死亡关系

≠标化死亡率（／１０万人年），据各年龄层人年在各年龄组（＜５５、５５～、６０～、６５～、≥７０岁）分布调整得出；△ＲＲ值在不吸烟者中调整年
龄、每天饮酒量及教育程度，在全队列中还调整了每天吸烟量；余同表２

烟者中（表２）以及不吸烟者组剔除随访开始的头５

关系，在低ＢＭＩ组其死亡危险性显著升高，ＲＲ值

年资料后（表３），这种趋势更为明显。除肿瘤和心

为１．８４。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中主要是一些感染性疾

脑血管疾病之外，其他原因死亡与ＢＭＩ呈反“Ｊ”形

病（肺炎、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肝炎和肝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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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８·

死亡危险性升高，其Ｒ尺值为２．４７；按吸烟情况分层

内另一队列的研究结果一致¨１｜，说明体重过低感染

分析此结果没有变化（表２），在不吸烟者中按不同

性疾病死亡危险性的升高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吸烟和

随访时问分析此结果也未明显改变（表３）。

导致体重下降的晚期疾病的影响，而可能是与体重

４．按年龄分层ＢＭＩ与死亡关系：以全队列进行
分析时，在基线调查时＜５５岁的对象中，ＢＭＩ与死

过低有关的机体免疫力变化及体内激素代谢变化
所致。

亡没有明显关联；在不吸烟者中剔除随访开始的头

以往有研究发现年龄对ＢＭＩ与死亡关系有影

５年资料后结果没有明显变化。在基线调查时≥５５

响，如Ｃａｌｌｅ等¨ｏ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年龄越大，死

岁的对象中，ＢＭＩ与死亡呈“Ｕ”形关系（曲线趋势检

亡ＲＲ值随ＢＭＩ增加而上升的趋势变缓，本次研究

验，Ｐ＜０．０１），即低ＢＭＩ组和肥胖组死亡危险性均

在基线调查时≥５５岁人群中也存在类似结果。另

较高；但在不吸烟者中剔除随访开始的头５年资料

外有研究发现在老年人中ＢＭＩ与死亡呈负相关，如

后，低ＢＭＩ组总死亡危险性并不升高，而肥胖组总

美国一项在＞６５岁人群中进行的队列研究及北京

死亡危险性上升更为明显（表４）。

一项在＞５５岁人群中进行的队列研究ｕ’２Ｉ，不过本

讨

论

次研究在基线调查时＞６０岁人群中并没有发现此
现象，可能是本次调查对象年龄有上限，因而与上

本队列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也进行过类似分

述几项研究对象的年龄有差别所致。

析ｂ１，考虑到当时随访时间较短（人均６．７年），死亡

本次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基线调查中的身高

例数相对较少（儿９８例），部分结果可能不稳定。目

和体重数据是由研究对象自报获得。不过本次研究

前队列已随访时间较长（人均１２．９年），死亡例数较

对象均享受劳保，定期接受过正规体检，对自身的身

多（３３６５例），有必要进行再次分析，以期获得更稳

高和体重应该了解。本次队列基线调查时的ＢＭＩ

定、可靠的结果。国外有关ＢＭＩ与死亡的研究已有

水平与１９９１年第三次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的同年

不少，一些研究在去除吸烟及基线调查时存在导致

龄段男性ＢＭＩ水平基本相符¨２。，全国抽样调查

体重下降的晚期疾病等混杂因素后，发现ＢＭＩ与死

４５～６４岁男性ＢＭＩ均值为２２左右，本次研究对象

亡呈正相关№Ｊ。国内人群ＢＭＩ与西方发达国家人

基线调查时（４５～６４岁）ＢＭＩ均值为２２．２。

群不同，与死亡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有关的研究相对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在去除吸烟和导致体重下

较少，结果也不太一致＂’引。本次研究在以全队列

降的晚期疾病的混杂效应后，ＢＭＩ水平与总死亡呈

进行分析时，ＢＭＩ与死亡呈“Ｕ”形关系；但在不吸烟

正相关，结肠癌及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危险性也随

者中剔除随访开始的头５年资料后，此“Ｕ”形关系

ＢＭＩ增大而升高，但低ＢＭＩ组一些感染性疾病死亡

消失，ＢＭＩ与死亡呈正线性相关，低ＢＭＩ组总死亡

危险性仍显著升高，因此控制ＢＭＩ在正常范围内总

危险性较正常ＢＭＩ组没有升高，这说明吸烟和导致

体说来对健康最为有利。研究还发现在本次研究对

体重下降的晚期疾病对低ＢＭＩ组的超额死亡有很

象中，一定年龄（≥５５岁）的对象ＢＭＩ与死亡关联

大的影响。此结果与Ｃａｌｌｅ等¨１在美国进行的～项

更为密切，该结果提示年龄较大的人群更应该注意

超过百万人参与的队列研究及赵连成等。¨在国内进

把ＢＭＩ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行的一项队列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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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北京郊区１６１例急性散发性病毒性肝炎患者
病原学和流行病学调查
劳向前

邵瑞太

王若涛

庄辉

于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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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北京郊区急性散发性病毒性肝炎的分型构成及

均有较高的肠道途径传播危险因素暴露史，肝炎接触史分别

危险因素，２０００年选择房山区第一、二人民医院和大兴县人

为２５．０％、２２．６％、０．０％和２３．８％。乙型和丙型肝炎具有输

民医院诊断为急性病毒性肝炎的１６１例患者进行血清流行

血、注射、针灸和手术史分别为１２．８％和２２．２％，高于甲型

病学调查。于诊断后２日内取血，常规分离血清，

（０．０％）和戊型（４．８％）肝炎，未分型肝炎为１１．８％。各型肝

２０℃封

存，同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ＥＬＩｓＡ法检测抗一｝ｎＶ

ＩｇＭ、

炎中，以甲型肝炎的临床症状、体征（上腹不适、恶心、乏力、

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ｃ ＩｇＭ、抗一ＨＣＶ及抗一ＨＥＶ ＩｇＧ。ＥＬＩＳＡ法未

尿黄、呕吐、肝区疼痛和压痛等）发生率最高，丙型肝炎最低。

能分型者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ＨＢｖ ＤＮＡ和ＨｃＶ

本次调查表明，北京市郊区病毒性肝炎以乙型肝炎为

ＲＮＡ‘１。。。抗一ＨＥＶ ＩｇＧ试剂盒由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微生

主，是防治重点，戊型肝炎的发病也较高，应重视抗一｝｛ＥＶ

物学系提供，其余试剂盒均由北京科卫临床试剂厂提供，酶

ＩｇＧ的检测。ＥＬＩＳＡ法未分型病例中，６例（３５．３％）ＨＢＶ

标仪为ＳＬＴ公司产品，型号ｓｐｅｃｔｒａⅢ。实验严格按说明书

ＤＮＡ阳性，提示尚有部分乙型肝炎患者可能由于低水平感

操作。诊断标准根据１９９５年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旧ｏ，

染或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导致抗原、抗体滴度较低，或病毒发

当两个型别的肝炎病毒急性期抗体阳性时为同时感染。应

生变异，致使常规ＥＬＩＳＡ检测方法不能检测出来，建议应检

用ｓＡＳ ６．１２统计软件对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测船ｖ

ＤＮＡ。对１７例未定型肝炎无一例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

结果与分析：１６１例患者中，甲、乙、丙、戊型肝炎分别占

与丙型肝炎病毒流行率在我国相对较低以及本次例数较少

７．５％（１２／１６１）、６３．４％（１０２／１６１）、５．６％（９／１６１）和１３．１％

有关。２１例戊型肝炎中７例同时合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而

（２１／１６１），未分型１７例（１０．６％）。２ｌ例戊型肝炎中有７例

甲、丙型肝炎未发现合并感染情况。各型肝炎均有一定比例

（３３．３％）合并髓ｓＡｇ阳性。对未分型病例检测ＨＢＶ

的肝炎接触史，乙型和丙型肝炎组均比甲、戊型肝炎组高，进

ＤＮＡ

和ＨＣＶ ＲＮＡ，有６例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无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

一步证实乙、丙型肝炎与血传播途径感染有关；各型肝炎患

１６１例中男性１１１例，女性５０例，男女比例为２．２：ｌ，平均年

者普遍有较高的在外用餐史，提示随着人们社会活动的增

龄３６岁±４．１岁，范围１１～７５岁。疾病主要发生在２０～４０

加，危险因素暴露（特别是肠道传播途径危险因素）的比例也

岁年龄组，占全部调查对象的７３．３％（１１８／１６１）。甲型肝炎

随之提高，而甲、戊型肝炎的肠道危险因素暴露史普遍高于

平均发病年龄最低（３０．４岁），发病高峰年龄组低于其他各型

乙、丙型肝炎，证实甲、戊型肝炎主要与肠道传播有关。本次

肝炎。其次为乙型肝炎（３３．１岁），发病高峰年龄在２０～５０岁

调查对象各种症状和体征发生率较以前低，提示急性病毒性

（９０．３％），丙、戊型肝炎次之。各型肝炎均男性多于女性，

肝炎的症状和体征有向不典型发展的趋势。

甲、乙、丙、戊和未定型肝炎的男女比例分别是２．０：１、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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