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堡远堑瘟堂苤查！！！！至！旦箜！！鲞箜！塑

坠ｉ！』曼型！！翌型，』塑！！型！业！！∑型：！！！盟！：！

·

９５

·

·综述·
肥胖疾病负担的研究现状
翟屹赵文华
【关键词】肥胖；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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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肥胖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增高。过去肥胖在发达国家人数较
多，而现在，肥胖人数在发展中国家亦明显地快速增长。全
球目前有超过１０亿的超重人口，其中至少３亿是肥胖，如不
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到２叭５年将有１５亿肥胖人口…。发展
中国家将要面对肥胖带来的无法估量的慢性病负担。
１．肥胖疾病负担研究的重要意义：疾病负担是指疾病造
成的健康、经济、资源的损失与产生的生物、心理和对社会的
危害，以及对疾病结局如死亡、失能和康复等所带来的后果
和影响。２。。肥胖领域的疾病负担研究对于相关政策制定至
关重要。科学的评估有助于了解肥胖在人群中的危害程度
和规律。为当前稀缺的卫生资源找到投放和利用的重点。
通过对肥胖预防和治疗的优先投入，预防、治疗慢性疾病、遏
制其在全球的蔓延趋势，提高人们的健康期望寿命，减少伤
残、早死和劳动能力的损失。以较低的预防和治疗成本，获
得较大的健康收益和经济收益。
２．肥胖疾病负担的研究方法：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美国

病的相对危险度。
（３）计算与肥胖相关的各种疾病的经济负担。由三部分
组成：①直接负担：疾病诊疗过程中，为诊断和治疗疾病所支
付的花费，包括住院费用、检查费用、手术费用、门诊费用、医
药费、康复费用及与治疗相关的交通费用、护理费用、食宿费
用等；②间接负担：由于患病所致的生产力损失或早死造成
的费用损失；③无形损失：患者个人或其家属因为伤病或遭
受的痛苦、焦虑、悲哀及家属的误工费、交通费等。这部分内
容的范围很大，不易量化。一般的研究者都不将其列入疾病
负担的测量范围。
（４）计算可归因于肥胖的相关疾病经济负担。肥胖造成
某病的直接经济负担＝ＰＡＲ％×该病的直接经济负担。
（５）灵敏度分析。对关键的流行病学或经济学指标进行
假设，分析其对疾病负担的影响。如假设肥胖率减少１％或
５％，计算所节省的疾病诊疗费用，确定干预目标及评价干预
后果。

３．肥胖疾病负担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１）肥胖与慢性病的关系：世界范围内，慢性疾病是最首

就有关于吸烟状况的报告。与烟草和酒精的长期研究相比，

要的死因，２００２年１７００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主要是缺血性

肥胖的经济学研究在卫生设施和政策研究领域还是新生事

心脏病和中风）；其次是癌症（７００万人死亡）；慢性肺部疾病

物。第一个进行肥胖疾病负担评估的是美国的Ｃｏｌｄｉｔｚ教授。

（４００万人死亡）和糖尿病（至少１００万人死亡）、３ Ｊ。当前的慢

他以患病率作为基础研究指标，针对非胰岛素依赖糖尿病、

性疾病负担反映了过去危险因素的暴露，而未来的疾病负担

胆囊疾病、心血管病、高血压和一些癌症等肥胖相关疾病状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的暴露情况Ｈ。。

况进行了研究。
在肥胖疾病负担研究中，肥胖是作为各种相关疾病的危
险因素进入研究，以下是以患病率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肥胖既是一种疾病，又是引发慢性疾病和其他疾病状态
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对成人，肥胖增加多系统慢性疾病的
危险性，包括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糖尿病¨１）；心脑血管系统

（１）确定与肥胖相关的疾病种类。许多流行病学研究已

疾病Ｈ１（如冠心病、中风、充血性心衰）；呼吸系统疾病（如呼

证实肥胖与多种慢性疾病或疾病状况的相关性。并以相对危

吸不良、呼吸系统暂停）口１；消化系统疾病（如胆囊疾病¨，８］）

险度（ＲＲ）表示。ＲＲ值描述了肥胖与相关疾病的关联强度。

以及肌肉骨骼系统疾病（如骨关节炎。９’）。肥胖还增加某些

（２）量化肥胖与相关疾病发病或死亡的关系。用人群归

因危险度百分比（烈Ｒ％）表示，鼢Ｒ％表明如果消除肥胖的
暴露，疾病可以得到预防的比例。疾病在人群中的ＰＡＲ％
计算方法：

癌症的发病危险‘６’”］，包括结肠癌、子宫内膜癌、绝经后乳腺
癌、前列腺癌。
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肥胖可能增加２型糖尿病的患病
率ｎ“，２型糖尿病在青年中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与肥胖的增
加有关ｕ“。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
全所（翟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赵文华）

（２）肥胖疾病负担研究现状：在世界范围内，归因于肥胖
的所有花费占国家医疗支出的２％～７％，其中美国最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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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７．０％¨…。美国全国估计一年与肥胖相关的疾病花费大

所造成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四种疾病的直接

约是１０００亿美元”“。在儿童和青少年中，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每

经济负担高达２１１．１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四病合计直接疾病

年与肥胖相关的住院费用从３．５亿美元（占全部住院费用的

负担的２５．５％，占２００３年国家卫生总费用的３．２％，占２００３

０．４３％）上涨到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的１２．７亿美元（占全部住院费

年国家医疗总费用的３．７％旧…。

用的１．７０％）¨“。

（３）肥胖的疾病负担与其他危险因素相关的疾病负担比

各国在进行本国的肥胖疾病负担研究时，由于受到资料

较：吸烟、酗酒、肥胖都是慢性疾病如癌症、糖尿病或心脏病

的限制，采取的计算方法各不相同，一些研究同时评价了肥

的重要危险因素。这些慢性疾病，依次是造成医疗花费、致

胖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而另一些只对肥胖的直接经济负

残和死亡的主要原因。肥胖与吸烟、酗酒这些行为危险因素

担进行了计算。表１总结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１０项以患病

都在人群中甚为流行，但只有肥胖的发病率在过去２５年中

率作为基础数据的肥胖疾病负担研究结果。

激增。Ｒｏｌａｎｄ。３１对比了肥胖、超重、吸烟和酗酒对卫生资源

表１

世界部分发达国家肥胖疾病负担概况

国家篓萎垂犟春腓…担赫

利用和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肥胖与慢性病发生、健康生
命质量的下降、医疗和药品费用增加的相关关系明显强于吸
烟、酗酒与慢性病的相关关系，只有人体２０年（３０～５０岁）的
自然老化过程造成的慢性病状况与肥胖的影响大致相似。
提示肥胖对健康和医疗花费的负效应已居于吸烟和饮酒
之上。

日本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分析了多种
危险因素对医疗费用的联合影响１３…，对混杂因素调整后，没
有危险因素的人（即不吸烟、ＢＭＩ在２０．０～２４．９ ｋｇ／ｍ２之间、
每天步行≥１ ｈ）的平均医疗费用为１７１．６美元。与之相比，
吸烟（经常吸烟）、肥胖（ＢＭＩ≥２５．０ ｋｇ／ｍ２），或体力活动不足
（每天步行＜１ ｈ），这三个危险因素分别使医疗费用增加
８．３％、７．１％和８．０％。

（４）控制体重获得的积极健康收益和经济效应：ｗＨ（）表
。体重指数（ＢＭＩ）；

６直接疾病负担；

‘间接疾病负担

示，肥胖导致的慢性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和避免
的，接近８０％的心血管疾病、中风、２型糖尿病和４０％的癌症

Ｄａｖｉｇｌｕｓ等心６Ｊ研究青年和中年时期的ＢＭＩ与老年期医

能通过健康饮食、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和戒除烟草来避免…。

疗卫生费用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基线调查时ＢＭＩ处于

已有证据表明ｂ“，适当的减轻体重（减少基线体重的５％～

较高水平的人其年平均医疗保险费用和累计医疗保险费用

１０％）能够有效的逆转或减轻可造成２型糖尿病或其他相关

都明显较高。对基线时年龄、性别、民族、教育程度和吸烟进

疾病的代谢改变。Ｓｔｅｖｅｎｓ等ｂ４１的研究表明适当的减轻体重

行调整后，年平均医疗保险花费在体重正常组、超重组、肥胖

在长期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发病危险方面有显著的临床

组、严重肥胖组，女性分别为６２２４、７６５３、９６１２和１２ ３４２美元

意义。干预组的血压在６、１８、３６个月时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Ｏ．００１），男性分别为７２０５、８３９０、１０ １２８和１３ ６７４美元

而高血压的发病危险相应为０．５８（９５％Ｃ，：０．３６～０．９４）、

（Ｐ＜０．００１）。各体重组累计医疗保险花费，女性分别为

０．７８（９５％Ｃｊ：０．６２～１．００）和０．８１（９５％Ｃｊ：０．７０～０．９５）。

４７０和１７４ ７５２美元（Ｐ＜０．００１），男性分

０Ｓｔｅｒ等旧５。关于肥胖者减体重的研究显示，减低１０％的

３１８和１７６ ９４７美元（Ｐ＜０．００１）。

体重并能够保持可以减少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和２型糖尿

日本开展的一项队列研究表明旧“，ＢＭＩ水平和医疗花

病的患病年数，分别为１．２～２．９、０．３～０．８、０．５～１．７年；同

费之间呈“ｕ”型相关。ＢＭＩ在２１．０～２２．９ ｋ√ｍ２范围时花费

时每千人中可避免１２～３８人发生冠心病，避免１～１３人发生

最低，位于“ｕ”型曲线的谷底。ＢＭＩ在２５．０～２９．９ ｋｇ／ｍ２和

中风；期望寿命增加２—７个月；用于治疗上述疾病的医疗费

７６ ８６６、１００ ９５９、１２５

别为１

３０．０

０００ ４３１、１０９ ０９８、１１９

ｋｇ／ｍ２及以上范围时，医疗花费较谷底分别高９．８％和

２２．３％。超重和肥胖造成的直接疾病负担占全部医疗花费
的３．２％。

用可减少２２００～５３００美元。
另一项关于生命质量的研究∞…，对比了体重增加和体
重减少对生命质量的影响后发现，体重增加和减少对生命质

“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量的影响，在数量级上相似，但在作用方向上却截然相反。

１８岁及以上成年人的超重率为２２．８％，肥胖率为７．１％，超重

通过问卷调查对生命质量进行评估，发现最初因肥胖使生命

肥胖人口近３亿人旧…。与１９９２年比较，２００２年我国１８岁

质量受到较严重损害的人，通过减体重，生命质量得到了较

以上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上升４０．７％和９７．２％【２…。我

大的改善；而原来生命质量仅受到轻微损害的人，体重增加

国近期开展的肥胖经济负担研究表明，２００３年由超重和肥胖

后其生命质量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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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肥胖疾病负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的标准。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ｗＨ０制定的ＢＭＩ界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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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与肥胖相关的疾病花费都包括在内，还有一些继发疾

Ｗａｎｇ ＧＪ，Ｄｉｅｔｚ Ｗ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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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ｌ：Ｓ５８—６１．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１９９９，３１

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如果只计算肥胖的直接疾病负担，则对

［１８］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Ｌ，Ｍｕｌｌｅｒ Ｊ Ｌ，Ｐａｌｅｐｕ Ａ，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ａ ＣＭ刖，１９９９，１６０（４）：４８３—４８８．

肥胖的疾病负担评估趋于保守，往往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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