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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中国居民２００２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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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技术执行组
【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国民的营养与健康现状。方法调查目标总体为３１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查于２００２年开展，包括询问调查、医学体检、实验室检
测和膳食调查４个部分。结果城市居民能量食物来源构成中，谷类食物仅占４８．５％，脂肪供能比高
达３５．０％；农村居民膳食结构趋于合理（６１．４％可ｓ．２７．５％）。５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１４．３％，低
体重率为７．８％。３～１２岁儿童维生素Ａ缺乏率为９．３％。人群贫血患病率为１５．２％。人群超重率为
１７．６％，肥胖率为５．６％。≥１８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８．８％；糖尿病患病率２．６％；高胆固醇血症、
高甘油三酯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患病率依次为２．９％、１１．９％、７．４％。高血压知晓率、治
疗率、治疗者控制率分别为３０．２％、２４．７％、２５．０％。中国人群的营养与健康状况存在较明显的城乡
差异以及年龄别差异。结论

中国人群的健康面临双重疾病负担。城乡个体营养与健康水平的差异

加大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难度。
【关键词】营养不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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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是我国
首次将营养和慢性病流行病学调查作为一个综合项
目开展，覆盖面广，具有全国代表性，调查内容丰富。
现将本次调查的主要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
资料与方法
１．抽样方法、调查对象及内容：有关本次调查的

抽样方法、调查对象和内容见文献［１］。

件之一者定义为糖尿病：空腹血糖（ＦＰＧ）≥
７．０

ｍｍｏｌ／Ｌ；ＯＧＴＴ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县级以上

医院确诊为糖尿病者且正在接受治疗者。ＦＰＧ≥
６．１

ｍｍｏｌ／Ｌ且＜７．０ ｍｍ０１／Ｌ者诊断为空腹血糖受

损（ＩＦＧ）。
（７）血脂异常：血清总胆固醇（ＴＣ）的测定方法
为ＣＨＯＤ—ＰＡＰ法，甘油三酯（ＴＧ）的测定方法为

ＧＰＯ—ｎ妲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的测定

２．分类标准：

方法为消除法。高胆固醇血症指ＴＣ≥

（１）营养不良：①＜５岁儿童根据ＮＣＨＳ／ＷＨｏ

５．７２

ｍｍｏｌ／Ｌ，总胆固醇水平边缘性升高是指ＴＣ

推荐的Ｚ评分标准瞳］，年龄别身高Ｚ评分（ＨＡＺ）≤２

５．２０～５．７１

为生长迟缓；年龄别体重ｚ评分（ｗＡｚ）≤２为低体

１．７０

重；②≥１８岁成年人计算体重指数［ＢＭＩ，体重（妇）／

ＨＤＬ—Ｃ≤Ｏ．９１ ｍｍｏｌ／Ｌ【７｜。有高胆固醇血症、高甘

身高（ｍ）２］，ＢＭＩ＜１８．５为营养不良［３］。

油三酯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三种中的

（２）超重和肥胖：①＜７岁儿童采用身高别体重

ｍｍｏｌ／Ｌ；高甘油三酯血症为ＴＧ≥

ｍｍｏｌ／Ｌ；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指

任意一种即判断为血脂异常。

Ｚ评分（ｗＨＺ），２～３为超重，＞３为肥胖心１；②７～

３．统计学分析：资料的描述主要使用绝对数和

１７岁青少年ＢＭＩ Ｐ８５～Ｐ９５为超重，≥Ｐ９５为肥胖Ｈ１；

构成比（％）。由于实际调查样本与全国人口年龄结

③≥１８岁成年人ＢＭＩ ２４～２８为超重，＞２８为

构和地区分布存在差异，为了能够更准确地用样本

肥胖‘引。

数据估计全国总体水平，我们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年

（３）高血压：血压测量使用水银柱式血压计，间

龄和地区的标准化调整。以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

隔３０ ｓ重复测量２次，取平均值用于资料分析。个

得到的年龄构成和６类地区构成作为标准人口构

体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或

成，采用直接标准化法对总体率进行调整。统计分

舒张压≥９０ ｍｍ

析软件采用ＳＡＳ

Ｈｇ或近２周内服用降压药物，定义

６．１２。

为高血压。高血压知晓率指可被诊断为高血压的调

结

查对象中在本次调查测量血压之前即知道自己患有

果

高血压者（由专业人员诊断）所占比例。高血压治疗

１．食物消费量、能量摄入量及膳食结构：中国

率指可被诊断为高血压的调查对象中近２周内服用

人群平均每标准人日消费粮谷类食物４０２ ｇ、畜禽肉

降压药物者所占比例。高血压控制率是指被诊断为

８０

高血压的调查对象中，目前通过治疗血压在１４０／

的消费量，城市人群高于农村；谷类及薯类、蔬菜、食

ｇ、蔬菜２７５ ｇ。动物性食物、水果、植物油、酱油

Ｈｇ以下者所占的比例。高血压治疗者控制

盐的消费量，农村人群高于城市；豆类及其制品消费

率是指近２周内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中，血

量，城乡人群基本相同。平均每标准人日能量摄入

压被控制在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以下者所占比例。

量为２２５１．６ ｋｃａｌ，农村高于城市；蛋白质６６．０ ｇ、脂

９０ ｍｍ

（４）贫血：血红蛋白含量的测定采用氰化高铁
（ＨｉＣＮ）法。血红蛋白含量标准值日］：①６～５９月龄
为１１０ ｇ／Ｌ；②５～１１岁为１１５ ｇ／Ｌ；１２～１４岁为

肪７６．２ ｇ，城市人群高于农村；碳水化合物３２１．２

ｇ，

农村人群高于城市。
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表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差异

１２０

ｇ／Ｌ；③≥１５岁男性为１３０ ｇ／Ｌ，非孕妇女性为

（表１）。能量食物来源构成中，谷类食物提供的能

１２０

ｇ／Ｌ；④孕妇为１１０ ｇ／Ｌ。

量占总能量的比例，城市居民（４８．５％）明显低于农

（５）维生素Ａ缺乏：血浆维生素Ａ水平检测采

村（６１．４％）；而动物性食物供能所占比例，农村

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ＨＰＬＣ），＜２０肚ｇ／ｄｌ为缺

（１０．８％）低于城市居民（１７．６％）。脂肪提供的能量

乏，２０～２９扯ｇ／ｄｌ为边缘性缺乏。

占总能量的比例，城市居民（３５．０％）高于农村

（６）糖尿病和空腹血糖受损：空腹血糖≥

（２７．５％）。蛋白质食物来源构成中，动物性食物所

ｍｍ０１／Ｌ者需进一步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占比例，城市居民（３５．８％）高于农村（２１．３％）。上

（ＯＧＴＴ）。参照１９９９年ＷＨＯ标准№Ｊ，符合下列条

述指标均表现出一定的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递变的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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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胖率越高（三类农村地区除外）；且年龄越大，这种趋
表１

势越明显。

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能量食物来源构成（％）

表３

２．体格发育与营养状况：
（１）营养不良：我国＜５岁儿童生长迟缓率为
１４．３％（表２），其中男童为１４．８％，女童为１３．８％。
生长迟缓率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１岁时达到最高。
经济越不发达地区，儿童生长迟缓率越高，呈现一定
的递变趋势。该年龄组儿童低体重率为７．８％，男、

女低体重率均为７．８％。低体重率随年龄增长逐渐
增加，尤其是农村地区儿童。经济越不发达地区，儿
童低体重率越高，呈现一定的递变趋势。≥１８岁人

２００２年中国人群超重率与肥胖率的地区、年龄分布

３．贫血状况：我国人群贫血患病率为１５．２％，其
中男性为１２．８％，女性为１８．３％。患病率性别差异
在青、中年人群中最为突出，女性贫血患病率明显高
于男性（图１）。婴儿、老年人及育龄期妇女贫血患

病率高。农村人群贫血患病率（１６．２％）略高于城市
（１４．４％）。另外，调查的孕妇贫血患病率为２２．５％；

其中城市为１８．４％，农村为２４．５％。乳母的贫血患
病率为２４．０％；其中城市为１９．６％，农村为２６．０％。
３０

群的营养不良率为８．５％；其中男性７．６％，女性

２５

９．１％。青年人群中，营养不良率未见明显地区差
异；中老年人群中，农村人群的营养不良率明显高于

ｇ

城市，随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递变趋势。

祷
馔１５
舶

表２

２００２年中国＜５岁儿童营养不良状况的

年龄组百笋器

２０

１０

地区、年龄分布
５

低体重率（％）
农村

△ⅡＩ

０

０月龄～

４．２

８．０

７．１

市一３

０．Ｏ

计一ｌ

６月龄～

３．７

１０．１

８．６

９

５．０

５

１岁～

８．６

２０．９

１８．Ｏ

６

９．６

４

２岁～

８．０

１７．３

１５．１

１

１１．２

８

３岁～

３．３

１９．Ｏ

１５．２

４

１１．７

４

４岁～

４．９

１９．６

１６．１
４—１

９．３

ｍ乱＆乳叭钆一≯ ６—８

２～

５～

１２～

１８～

４５～

６０～

年龄组（岁）
图１

１１．５

城一叭复乱ｉ复王一王

Ｏ～

２００２年中国人群贫血患病率的地区、
年龄和性别分布

４．维生素Ａ的营养状况：我国３～１２岁儿童维
生素Ａ缺乏率为９．３％，其中男童９．６％，女童９．１％

（２）超重与肥胖：我国人群超重率为１７．６％，其

（图２）。儿童中维生素Ａ边缘性缺乏率为４５．１％；

中男性为１７．７％，女性为１７．５％。肥胖率为５．６％；

其中男童４６．０％，女童４４．２％。随年龄增长，维生素

其中男性为５．３％，女性为６．０％（表３）。≥１８岁人

Ａ缺乏率和边缘性缺乏率逐渐降低。农村儿童维生

群超重率为２２．８％，肥胖率为７．１％。如果采用国际

素Ａ缺乏率（１１．２％）和边缘性缺乏率（４９．６％）均

上通用的ＢＭＩ≥２５和≥３０作为超重和肥胖的分类

显著高于城市（３．Ｏ％和２９．０％），尤其是二、三、四类

标准，则我国≥１８岁人群中超重率为１８．９％，肥胖

农村的儿童。

率为２．９％。随年龄增长，超重率和肥胖率都逐渐升

５．慢性疾病患病状况：

高，以４５～５９岁年龄组最高。０～６岁儿童中，超重

（１）高血压：我国≥１８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

率和肥胖率的地区差异不是很明显。７～１７岁青少

１８．８％（表４），其中男性２０．２％，女性１８．０％。估

年中，大城市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显著的高于其他地

算≥１５岁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７．６％。高血压

区。≥１８岁人群中，经济越发达地区的超重率、肥

患病随年龄增长逐渐升高。青年时，男性高血压患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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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患病率超过男

率达１８．６％（表６）。对应的男、女患病率依次为

性。中老年人群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高血

２．７％口ｓ．３．２％、１４．５％伽．９．９％、９．３％邯．

压患病率越高，梯度变化较明显；青壮年人群中，四

５．４％、２２．２％伽．１５．９％。ＴＣ边缘性升高率为

类农村地区的高血压患病率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我

３．９％，其中男、女性均为３．９％。

国≥１８岁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治疗者控制

高胆固醇血症患病率随年龄增加有逐渐增高趋

率、控制率分别为３０．２％、２４．７％、２５．０％、６．１％（表

势，女性这种趋势较为明显。老年女性患病率明显

４）；对应的男女水平依次为２７．２％口ｓ．３３．１％、

高于男性。中老年人群中，经济越发达地区，患病率

２１．６％邯．２７．７％、２６．２％邯．２４．１％、５．６％伽．

越高。ＴＣ边缘性升高率的变异规律与高胆固醇血

６．５％。总的说来，知晓率和治疗率是高年龄组高于

症患病率近似。高甘油三酯血症患病率随年龄变化

低年龄组，女性高于男性，城市高于农村（除三类农

趋势，男性与女性不同。男性老年人群中患病率有

村）。而治疗者控制率则表现为青壮年高于中老年，

所降低；而女性中则是随年龄增长，患病率升高。青

性别差异不大，城市高于农村。四类农村地区的青

年男性患病率高于青年女性；老年女性患病率高于

壮年高血压患者治疗控制率明显的高，但由于治疗

老年男性。城市人群患病率高于农村，但三类农村

率很低，所以总的控制率依然很低。

有所例外，达到或甚至超过城市水平。低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血症患病率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不是很明

２５

显，男性患病率普遍高于女性；男性中，城市患病率
２０

Ｓ

略高于农村（除外三类农村）；女性中，农村高于城
市。总的血脂异常患病率的变异规律与高甘油三酯

１５

褂

血症患病率近似。

娶ｌｏ

讨

５

Ｏ

论

５５年来，我国国民的健康和卫生状况得到了明
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ｌｌ～１２

年龄（岁）
图２

２００２年中国３～１２岁儿童维生素Ａ缺乏率的
地区、年龄分布

显改善。人口总死亡率从１９４９年的２０‰下降到
２００３年的６．４０‰；婴儿死亡率从１９４９年的２００‰左

右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９．２‰；期望寿命从１９４９年的

（２）糖尿病：我国≥１８岁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为

３５．０岁升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７１．４岁旧１。尽管如此，人们

２．６％（表５），其中男性为２．５％，女性为２．７％。ＩＦＧ

并没有摆脱疾病的困扰，反而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健

患病率为１．９％，其中男性２．２％，女性１．８％。糖尿

康问题。根据２００４年报告的统计数字，ｗＨｏ定义

病及ＩＦＧ的患病率均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升高，城

的三组病贡献的疾病负担（ＤＡＬＹｓ）比例，在中国所

市人群上升速度更快。大城市的糖尿病患病率明显

属的西太区低儿童死亡率且低成人死亡率国家中约

高于其他地区，其次是中小城市，四类农村地区明显

为２１．５％、６４．３％、１４．２％旧ｏ。我们正面临双重疾病

低于其他地区。中老年人群中，中小城市人群的

负担，如果不能及时采取适当、有力的策略与措施加

ＩＦＧ患病率显著高于大城市。
（３）血脂异常：我国≥１８岁人群高胆固醇血症、

以应对，我国人口健康的改善将难以再取得巨大的
突破。

高甘油三酯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患病

我国人群的营养缺乏谱正逐渐发生变化。随着

率依次为２．９％、１１．９％、７．４％，总的血脂异常患病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蛋白质一热量营

表４

２００２年中国≥１８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及高血压患者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的地区、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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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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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中国≥１８岁人群糖尿病及
ＩＦＧ患病率的地区、年龄分布

常的患病情况，形势不容乐观。中老年人中，尤其是
城市人群，１／３～１／２的人患高血压，近１／１０的人患糖
尿病，另有近１／１０的人为潜在危险人群（ＩＦＧ），近

３０％的人有血脂异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血压
作为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肾功能衰竭及其他心脏

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我国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近５０
年来持续上升。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和

养不良问题得到了相对较大的改善。２０世纪９０年

１９９１年３次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以及本次调查得

代我国基本实现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

到的≥１５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粗率依次为５．１％、

要》提出的目标之一【１ ０｜，即将５岁以下儿童低体重

７．７％、１３．６％、１７．６％，在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标化处

患病率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１％降低一半Ｈ１｜。本次调查结

理后，升高趋势依然存在。根据２０００年我国人口普

果再次证实了这一成绩。但是，健康的平均水平无

查资料，估算目前≥１８岁人群中的高血压患者接近

法掩盖仍然存在的问题。农村儿童的生长迟缓率和

１．７亿，较１９９１年估算的≥１５岁高血压患者９０００

低体重率仍然较高，是城市儿童的２～４倍；尤其是

万翻了一番Ｈ ８｜。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到１／３的患者

在四类农村地区，１～５岁儿童中约１／３表现为生长

知道自己患病，ｌ／４的患者接受治疗，１／４的治疗者血

迟缓，１／６表现为低体重。与此同时，微量营养素缺

压得到控制。结果９４％的高血压患者血压没有得

乏问题逐渐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贫血患病率一定

到有效地控制。

程度上反映了人群中的铁缺乏状况。尽管我国人群

２００２年我国人群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

总体贫血状况已有较大改观ｕ２。１ ４｜，但是就婴儿、老年

患病率反映的是既往危险因素累积作用的结果。而

人、育龄期妇女、孕妇和乳母来说，本次调查得到的

根据当前人群中ＮＣＤ主要危险因素的流行状况，则

贫血患病率依然＞２０％。据此估计，同年龄、性别人

可预测未来人群疾病负担的走向。

群中约一半的人有不同程度的铁缺乏¨１。对于贫困

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可以从居民家庭恩

农村的儿童，贫血问题就更加严重，个别地区＞

格尔系数的降低反映出来，城市居民从１９７８年的

４０％ｕ ５｜。维生素Ａ缺乏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儿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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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山东省首次发现普通鼬鼯携带汉坦病毒抗原
毕振强

王志强

王显军

王玫

马卫胜

宋绍霞

王志玉

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是一种主要由鼠类传播的自然

山东省曾从臭鼬黯检测出ＨＶ抗原幢Ｊ，但其传播作用不

疫源性传染病。山东省１９６２年发现首例ＨＦＲＳ患者、１９８３

明确，ＨＶ具有严格的宿主寄生性，国外报道１９６４年首次于

年开始ＨＦＲＳ监测，２２年来从褐家鼠、黑线姬鼠、大仓鼠、背

从印度捕获的臭鼬鼯（Ｓ“卵ｃ“ｓ优砌ｚ乱ｓ）分离出病毒，被命名为

纹仓鼠、小家鼠、臭鼬黯等检测出汉坦病毒（ＨＶ）抗原，却从

索塔帕拉亚马病毒（Ｔｈｏｔｔａｐａｌａｙａｍ ｖｉｍｓ，ＴＰＭＶ），长期未作

未从普通鼬鼢（ＳＤｒ一。ｍ行似５）检测出Ｈｖ抗原¨’２１。２００４年

分类。直到１９７８年李镐汪分离出ＨＶ后，通过血清学和分

１２月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首次从山东省济宁市

子生物学检测，发现其为汉坦病毒属口］，一直也未见其致人

ＨＦＲＳ疫区捕获的普通鼬鼯检测出ＨＶ抗原。

患病的报道。国内以前报道从臭鼬黯检出ＨＶ抗原较多，但

采用夹夜法捕获２４只宿主动物（褐家鼠１０只、小家鼠４

普通鼬黯较少。此次从普通鼬鼯检测出ＨＶ抗原，还需近一

只、黑线姬鼠１只、大仓鼠２只、小仓鼠２只、臭鼬鼯２只、普

步通过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检测，以及与ＴＰＭＶ生物特性

通鼬鼯２只），鼠密度为１．０９％，鉴别鼠种和雌雄后，解剖取

比较，以确定其在山东省ＨＦＲｓ传播中的作用。

肺，装入小塑料袋内置于液氮罐保存。采用间接荧光抗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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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Ｌｅｅ

ＨＷ，Ｌｅｅ

ＰＷ，Ｊｏｈｎｓｏｎ ＫＭ，ｅｔ ａ１．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ｉ０１０９ｉｃ

０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 ｆｅｖｅｒ．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１９７８，１３７：２９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３．１１）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４济南，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毕振强、王
志强、王显军、王玫）；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马卫胜、宋绍霞、王
志玉）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ａｇｅｎ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