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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慢性病·经济负担·

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对成年后超重和
肥胖患病危险影响的研究
赵文华

杨正雄

【摘要】

翟屹

目的

孔灵芝

陈春明

研究生命早期食物短缺及营养不良对成年后超重和肥胖患病危险的影响，对成

年人慢性病的原因溯源，为国家制订妇女儿童营养改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应用２００２年中国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资料，将三年自然灾害（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出生的研究对象作为受灾害影响人
群，将灾害之后（１９６４年）出生的人群作为未受灾害影响人群（对照组），比较两组人群平均体重指数
（ＢＭＩ）及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并计算受灾害影响组人群患超重和肥胖的相对危险度（ｏＲ）。结果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出生女性的ＢＭＩ均值显著高于未受灾害影响的１９６４年出生的女性（Ｐ＜０．０１），调整地
区等因素后，１９５９一１９６１年出生女性的超重患病率均显著高于１９６４年出生的对照组女性（Ｐ＜
０．０５）；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出生女性的肥胖患病率显著高于１９６４年出生的对照组女性（Ｐ＜０．０５）。与１９６４
年出生女性比较，生命早期受灾害影响的１９５９一１９６１年出生女性患超重的危险性分别增加２８．９％
（０Ｒ值９５％ＣＪ为１．０６３～１．５６５）、３７．２％（ｏ尺值９５％Ｃｆ为１．１３６～１．６５８）、３５．２％（（）Ｒ值９５％Ｃｆ

为１．１０３～１．６５７），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出生女性患肥胖的危险性分别增加４６．５％（ｏＲ值９５％ａ为１．０８８～
１．９７２）、３９，６％（０Ｒ值９５％ＣＪ为１．０３９～１．８７６）。而男性四组之间的平均ＢＭＩ水平、超重和肥胖患
病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生命早期遭受食物供应不足及营养不良可能会使成
年后患超重和肥胖的危险性增加，制订适合国情的妇女、儿童营养改善政策，特别是控制新生儿低体
重的有效措施对预防成年后慢性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ｆ关键词】超重；肥胖；营养不良；生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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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营养状况与健康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初步分析发现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

生命早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处于不断的

意义，因此，进一步的分析和结果的表达均在不同性

生长发育过程中，而这一时期营养状况的好坏对儿

别中进行。首先，计算四组人群的平均ＢＭＩ并进行

童及青少年时期生长发育及成年后健康状况有着重

￡检验；再分别计算四组人群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

要影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著名流行病专家

用Ｙ２检验分析患病率差异，然后建立ｌｏ百ｓｔｉｃ模型，

Ｂａｒｋｅｒ教授提出了出生时体重过低的婴儿，到了成

分析灾害因素对超重和肥胖患病的影响，计算灾害

年以后患各种慢性病的危险性显著增高的假说她ｊ Ｊ，

对超重和肥胖患病的相对危险度（０Ｒ），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分

之后，许多学者利用人群流行病学研究和动物实验

析时控制了地区等混杂因素。

的方法对Ｂａｒｋｅｒ假说进行了验证帕。１…。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此时出生的

采用ＳＡＳ ９．０软件进行分析，统计学显著性判
断标准为Ｐ＜０．０５。

婴幼儿普遍经历了食物短缺及营养不良的危
结
害ｎ７’１引。目前，这些人已进入中年，其生命早期的

果

营养状况是否会影响到成年后的健康，是否会增加

１．基本情况：本研究共包括７０５６名研究对象，其

慢性病患病的危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可

中男性３２１７人，女性３８３９人；１９５９年出生１５０５人，

以对Ｂａｒｋｅｒ假说进行验证，对我国妇女儿童营养保

１９６０年出生１５７０人，１９６１年出生１２８８人，１９６４年出

健政策的制订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将利用

生２６９３人；研究对象按性别及分组分布见表１。

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有关信息，

表１

研究对象按性别及出生时间分组分布

就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对成年后慢性病的患病危险以
及对生长发育的影响进行系列研究。本文报告的是
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对成年后超重和肥胖患病危险性
的结果。
资料与方法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１．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于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

２．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对成年后ＢＭＩ的影响：从

与健康状况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

图１可以看出，１９６４年出生女性和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

样的方法，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ｕ ９Ｉ。本研究选取的

年出生女性的ＢＭｌ分布显著不同（Ｐ＜０．０１），受灾

指标包括调查对象年龄、性别、居住地区及身高、体

害影响的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出生女性ＢＭＩ峰值较

重等体格检查指标，研究对象为出生于１９５９一１９６１

未受灾害影响的１９６４年出生女性显著右移，即生命

年和１９６４年的农村地区居民，共计７０５６人。

早期受灾害影响后ＢＭＩ偏高；而四组男性研究对象

２．超重和肥胖判断标准：采用《中国成人超重和

的ＢＭｌ分布是相同的（Ｐ＞０．０５）。

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推荐的标准心０｜，即体重指数

表２显示，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出生女性的ＢＭＩ均

（ＢＭＩ）＜１８．５为体重过低，ＢＭＩ １８．５～２３．９为正常

值显著高于未受灾害影响的１９６４年出生的女性

体重，ＢＭＩ ２４．０～２７．９为超重，ＢＭＩ≥２８为肥胖。

（Ｐ＜０．０１），男性则不显著（Ｐ＞０．０５）。

３．数据清理原则：建立分析用数据库并进行清

表２

四组研究对象平均ＢＭＩ比较（孟±ｓ）

理，将男性身高＜１３６．７ ｃｍ、女性身高＜１２８．４ ｃｍ，

男女体重＜３０妇或＞１５０妇，男女ＢＭＩ＜１４或＞４５
者赋为缺失旧１｜。
４．统计学分析：将研究对象分为１９５９年出生
组、１９６０年出生组、１９６１年出生组和１９６４年出生
＊与１９６４年出生组相比：Ｐ＜０．０５

组。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我国发生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
调查对象在生命早期受到灾害和饥荒影响，作为受

３．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对成年后人群超重和肥胖

灾害影响组，１９６４年出生的调查对象，出生在三年

患病率的影响：如表３、４所示，调整地区等因素后，

灾害之后，其生命早期未受灾害影响，作为对照组。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出生女性的超重患病率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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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四组研究对象ＢＭｌ分布情况

不同组别男女研究对象超重患病率（％，互±ｓ）比较。

＊调整地区；＃与１９６４年出生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不同组别男女研究对象肥胖患病率（％，孟±ｓ）比较＋

＊调整地区；＃与１９６４年出生组比较，Ｐ＜０．０５

高于１９６４年出生的对照组女性（Ｐ＜０．０５）；１９５９、

费用的３．２％和３．７％旧７｜。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

１９６０年出生女性的肥胖患病率显著高于１９６４年出生

的发展和生活方式变化，全球肥胖率呈持续上升趋

的对照组女性（Ｐ＜０．０５）；而四组男性超重和肥胖患

势，预防肥胖的流行已成为２１世纪全球面临的最

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ｊ０５）。与１９６４年出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世界超过１．５亿儿童由

生女性比较，生命早期受灾害影响的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

于慢性营养不良而生长迟缓旧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年出生女性患超重的危险性分别增加２８．９％（０Ｒ值

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大约有１８００万低出生体

９５％Ｃｆ：１．０６３～１．５６５）、３７．２％（０Ｒ值９５％ＣＩ：

重儿童。在发展中国家有１５％的新生儿体重低于

１．１３６～１．６５８）、３５．２％（０Ｒ值９５％ＣＺ：１．１０３～

２５００

１．６５７），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出生女性患肥胖的危险性分别

增加４６．５％（０Ｒ值９５％ａ：１．０８８～１．９７２）、３９．６％
（（）Ｒ值９５％Ｃｆ：１．０３９～１．８７６）。
讨

论

超重和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其

ｇ幢９｜。营养不良与营养不平衡也是我国所面

临的双重挑战¨９ｆ。
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人目前正值中
年，且是各行各业的骨干，他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
到社会与家庭的和谐发展。因此，这一人群的超重、
肥胖及相关慢性病的患病情况值得引起特别关注。

引起的相关慢性病及并发症在全世界及亚太地区均

Ｂａｒｋｅｒ假说（胎源假说）认为：胎儿对宫内营养

为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２２之６Ｉ。同时超重和肥胖也是

不良的反应使得其自身代谢和器官的组织结构发生

影响社会发展、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重要公共卫生

变化，如果营养不良得不到及时纠正，这种导致包括

问题，２００３年由超重和肥胖造成的高血压、糖尿病、

血管、胰腺、肝脏和肺脏等机体组织和器官在代谢功

冠心病、脑卒中等“四病”的直接经济负担高达２１１．

能上的永久性的变化，进而演变为成人期疾病。

１亿元人民币，占２００３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和医疗总

Ｂａｒｋｅｒ假说已得到大量动物实验和多项流行病学研

·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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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版社，２００４．９８８—１０６３．

究数据支持。２００２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即
２

使胎源假说不能代替慢性病的基因和生活方式理

论，它也反映出疾病的另一来源和模式，即环境危险
因素与其他贯穿生命过程的决定性因素间的相互作

ｎｕｔ“ｏｎ，ａｎｄ

Ｂａｒｋｅｒ ＤＪＰ，ｏｓｍｏｎｄ Ｃ．Ｉｎｆａｎ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ｖ，ｃｈｉｌｄｈ００ｄ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ａｌｓｅ．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ｎ

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８６，１：

１０７７．１０８１．
３

ＤＪＰ，Ｗｉｎｔｅｒ ＰＤ，ｏｓｍｏｎｄ Ｃ，ｅｔ ａＩ．Ｗｅｉｇｈｔ

Ｂ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ｆｒｏｍ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８９．２：５７７．５８０．
４

用。”动物实验研究虽然可以较好的控制实验条件，

Ｂａｒｋｅｒ ＤＪＰ，ＢｕＵ ＡＲ，Ｏｓｍｏｎｄ Ｃ，ｅｔ ａ１．Ｆ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５

但毕竟与人体存在种属差异，而过去的相关流行病
学研究也大多存在样本量不足的缺憾。本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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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ｉｎ Ｎｕｔｒ，２０００，７１

６

来源于２００２年全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样本量

ａ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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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ｕ引，对于验证Ｂａｒｋｅｒ假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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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而充分的证据。

８

城市居民的流动性大，他们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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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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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ｏｒ

情况比较复杂。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女性在生命早期
遭受营养不良，将增加其成年后患超重和肥胖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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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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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的人群为农村居民，这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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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对男性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国外研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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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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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２０００．１３２：２５３—２６０．

类似结果¨１】。这种结果有可能与当时男性婴儿死

１ｌ

ａｇｅ

亡率高，存活的概率小有关。由于本研究未能取得
研究人群的出生体重，所以判断人群受灾害影响并
非直接的证据，今后如果能取得三年自然灾害时出

ｏｆ ５０

ｉｎ

Ｍｅｕｌｅｎ ＪＨ，Ｏｓｒｒｌｏｎｄ Ｃ，ｅｔ ａ１．Ｏｂｅ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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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ｔ

ｆａｍｉｎｅ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ｌｙ．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１９９９，７０：８１１．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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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Ｉｅｓ ＣＮ，Ｂａｒｋｅｒ Ｈｉ，Ｃｌａｒｋ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９１ｕｃｏ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１３

ｔｏ

ＰＭ，ｅｔ ａＩ．ＦｅｔａＩ 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６４．ＢＭＪ，１９９１，３０３：１０１９．１０２２．

ａｇｅ

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ｉｎ ｄｅＤ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ｍｅｎ ａｇｅｄ ５０—６０
１４

ａｔ

Ｌｉｔｈｅｌｌ ＨＯ，ＭｃＫｅｉｇｕｅ ＰＭ，Ｂｅｒｇｌｕｎｄ Ｌ，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ｒｔｈ

生人群的有关资料，再进行类似的分析，其意义将是
非常重大的。

Ｒａｖｅｌｌｉ ＡＣＪ，Ｖａｎ ｄｅｒ

ｓｉｚｅ

ａ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ｅａｒｓ．ＢＭＪ，１９９６，３１２：４０６—４１０．

ＭｃＣａｎｃｅ ＤＲ，Ｐｅｔｔｉｔｔ ＤＪ，Ｈａｎｓｏｎ

ａＩ．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Ｌ，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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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出生体重不仅与成年后超重和肥胖密切相
关，有研究还证实，低出生体重还会导致成年后高血
压、糖尿病、中风、骨质疏松等疾病的患病危险增

总之，无论从疾病溯源，还是从改善婴幼儿健康

善孕妇乳母营养状况，是控制新生儿及婴幼儿营养
不良和低体重较为经济、简便而有效的措施。因此，
应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婴幼儿出生体重的问题，国

１６

公共卫生措施的安排中，必须将孕妇的营养补充作

ｔｙ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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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王陇德，主编．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０５．１３—２７．
２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
防控制指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６．５．７．
２１杨晓光，李艳平，马冠生，等．中国２００２年居民身高和体重水平
及近１０年变化趋势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４８９—４９３
２２

后慢性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突发自然灾害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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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ｏｎｓ

ｌａｔｅｒ ９１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家有必要制订适合国情的妇女儿童营养改善政策，
特别是控制新生儿低体重的有效措施，对预防成年

Ｔ，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Ｊ，Ｔｕｏｍｉｌｅｈｔｏ 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ｆ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００ｄ

２０００．１３３：１７６．１８２．

的角度来说，生命早期营养不良、特别是低出生体重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重视女性营养、改

Ｆｏｒｓ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加心‘１ ７｜。利用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查资料开展上述研究将是下一步亟待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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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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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所张晓波博士和世界银行的牧人博士在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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