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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北京市城区９～１ Ｏ岁儿童肥胖相关指标

与血脂水平关系的探讨
胡小琪

李林中

【摘要】
方法

王筱桂

崔朝辉

潘慧

潘勇平

焦欣然

李艳平

目的分析北京市城区儿童体重指数（ＢＭＩ）、体脂百分含量及腰围与血脂谱的关系。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８５２名北京市城区９～１０岁学生，血脂使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

定。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有序资料的趋势性检验及中位数回归等统计学方法，分析了其中８４７份有效
样本。结果随ＢＭＩ、体脂百分含量和腰围的增加，总三酰甘油（ＴＧ）、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ＬＤＬ—Ｃ）有升高的趋势，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有降低的趋势，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ＴＧ主要受腰围（产６．８６）、性别（￡＝３．９６）、体脂百分含量（ｆ＝１．８５）影响；Ｔｃ受体脂
百分含量（ｔ＝５．３１）影响；ＬＤＬ－Ｃ受腰围（￡＝４．６５）、身高（ｆ＝一２．７９）、体脂百分含量（￡＝２．７７）影响；
ＨＤＬ—Ｃ主要受腰围（￡＝一１２．２４）、性别（￡＝一５．８３）影响。结论

随着肥胖程度的增加，儿童血脂水

平上升，且腰围对血脂水平的预测能力最强。
【关键词】体重指数；体脂百分含量；腰围；血脂；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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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ＤＬ—Ｃ）ｈａｄ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Ｐ＜０．０１）．（２）ＴＧ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ｎ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８６），ｓｅｘ（ｆ＝３．９６）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ｄｙ ｆａｔ（￡二１．８５）；ＴＣ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ｄｙ ｆ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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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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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ｄｙ ｆａｔ（ｆ＝２．７７）；ＨＤＬ—Ｃ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ｆ＝一１２．２４），ｓｅｘ（￡＝一５．８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ａｔｎｅｓｓ（ＢＭＩ，ＷＣ ａｎｄ ＰＢＦ），ｓｅｒｕｍ ｌｉｐｉｄｓ ｗｏｕｋｌ
ＷＣ ｓ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ｆｏｒ １ｉｐｉ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ＢＭＩ，ＷＣ ａｎｄ ＰＢ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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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指数（ＢＭＩ）、体脂百分含量（ＰＢＦ）、腰围

ＷＣ主要反映局部脂肪堆积，与血脂异常密切相

（ｗｃ）与血脂水平关系密切［卜３｜。其中ＢＭＩ间接反

关ｈ ５｜。目前此类研究多集中在超重肥胖与血脂的

映全身脂肪含量；ＰＢＦ直接反映全身脂肪的含量；

关系上，对ＰＢＦ、ＷＣ与血脂水平关系的分析较少。
本文利用２００５年北京市城区儿童的调查资料，探讨

基金项目：荷兰ＮｕＣＩＡ基金资助项目

ＢＭＩ、ＰＢＦ和ＷＣ与儿童血脂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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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中、胡小琪、崔朝辉、王筱桂、潘慧、李艳平）；北京市东城区

对象与方法

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潘勇平）；北京市崇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焦
欣然）
通讯作者：李艳平，Ｅｍａｉｌ：１ｉｙａｎｐｉｎ酊２＠ｙａｈ００．ｃｏｍ

１．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第１阶段，从北京８个城区中随机抽取了东城、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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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区；第２阶段，在东城、崇文２个区中各随机抽

水平的比较采用非参数法有序资料趋势性检验，检验

取１０个小学；第３阶段，在２个区选中的２０所小学

水准为０．０５；血脂与ＢＭＩ、ＢＰＦ、ｗＣ的关系采用逐步

里分层整群随机抽取４０００名９～１０岁小学生；第４

中位数回归，进入水准为０．１０，剔除水准为０．１１。

阶段，在４０００名小学生中随机抽取８５２名学生作为
结
调查对象。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有心、肝、肾

果

１．基本状况：共有８５２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有严重疾病及内分泌失调者后进行调查。
２．内容与方法：身高、体重的测量由经过培训的

体格检查和血生化检查。调查有效人数８４７名，９

调查员按照统一标准进行。采用电子体重计（Ｓｅｃａ，

岁４４２名，１０岁４０５名。男生４５６名，９岁２２７名，

ｍｏｄｅｌ ８９０，Ｈａｍｂｕｒｇ）测量空腹去衣体重，精确到

１０岁２２９名；女生３９１名，９岁２１５名，１０岁１７６

０．１

ｋｇ。使用金属立柱式身高计测量身高，精确到

名；调查有效率为９９．４％。调查对象性别、年龄分布

０．１

ｃｍ。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２。ｗＣ（空腹）以

均衡（Ｐ＞０．１０），可比性较好。

腋中线肋弓下缘和髂嵴连线中点的水平位置为测量

２．不同ＢＭＩ、ＰＢＦ和ｗＣ百分位数下儿童的血

点，精确到０．１ ｃｍ。性征采用Ｔａｎｎｅｒ五期分类。询

脂分布（表１～３）：考虑性别、年龄混杂因素，使用

问男生首次遗精／女生月经初潮情况。

Ｃｕｚｉｃｋ（１９８５）和舢ｔｍａｎ（１９９１）提出的非参数法进行

采集空腹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后４℃保存备

有序资料趋势性检验发现，除女生ＴＣ外（Ｐ＞

测。使用７０８０型日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７０８０

０．０５），随着ＢＭＩ和ｗＣ升高，男生和女生ＨＤＬ—Ｃ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ＨＩＴＡＣＨＩ），血清总胆固醇

有降低的趋势（Ｐ＜０．０１），ＴＧ、ＴＣ、ＬＤＬ—Ｃ均有升高

（ＴＣ）采用ＣＨＯＤ—ＰＡＰ法、三酰甘油（ＴＧ）采用

的趋势（Ｐ＜０．０１）；而随着ＰＢＦ的升高，结果与

ＧＰＯ—ＰＡＰ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采用直

ＢＭＩ和ＷＣ的类似，且女生ＴＣ亦有升高的趋势

接比色法，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由

（Ｐ＜０．０１）。

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公式算出。

３．ＢＭＩ、ＰＢＦ、ＷＣ与血脂的关系：对三项指标与

体成分测定拍１：生物电阻抗法，由经培训的实验
员采用四电极生物电阻抗仪（尉Ｌ２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Ａ，５０

１０１

ｋＨｚ，８００越）测量电容抗与电阻抗。空腹

血脂水平的关系进行逐步中位数回归，考虑年龄、性
别、体重、身高、女生乳房／男生睾丸发育、阴毛发育、
女生月经初潮７男生首次遗精因素；结果见表４。

测量，电极的位置分别位于手背面第三指关节下方

血脂各组分的中位数回归表明，ＴＧ主要受性

和腕关节处尺一桡粗隆连线上和脚背面第三趾关节

别、ＰＢＦ和ＷＣ影响，且影响力ＷＣ（￡＝６．８６）＞性

下方和踝关节处胫一腓粗隆连线上。生物电阻＝（电

别（￡＝３．９６）＞ＰＢＦ（ｆ＝１．８５）；ＴＣ受ＰＢＦ（￡＝

阻抗２＋电容抗２）０。５；去脂体重＝０．４０６×身

５．３１）影响；ＬＤＬ—Ｃ受身高、ＰＢＦ和ｗＣ影响，影响力

高（ｃｍ）２／生物电阻十０．３６０×体重（ｋｇ）十５．５８０×身

ＷＣ（￡＝４．６５）＞身高（￡＝一２．７９）＞ＰＢＦ（￡＝

高／１００＋０．５６×性别（男＝１，女＝０）一６．４８；ＰＢＦ＝

２．７７），其中身高与ＬＤＬ—Ｃ负相关；而ＨＤＬ—Ｃ这一心

（体重一去脂体重）／体重。

血管保护因素主要受性别和ＷＣ影响，影响力ｗＣ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ｔａｔａ ７．０软件进行分析，率
的比较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不同ＢＭｌ分布下血脂
表ｌ

（ｆ＝一１２．２４）＞性别（≠＝一５．８３）。ＢＭＩ始终未能
进入模型。

北京市８５２名学生不同ＢＭＩ百分位数。的血脂谱分布（ｍｍｏｌ／Ｌ）

注：４使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的ＢＭＩ百分位数界值；６ｔｈ表示第ｉ个百分位数

·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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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北京市８５２名学生不同ＰＢＦ百分位数。的血脂谱分布（ｍＨｌｏｌ／Ｌ）

注：４腰围百分位数界值由４０００大样本估出

表４

北京市８５２名学生血脂水平影响因素的

７

逐步中位数回归

和ＷＣ的关系。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ｏ ７‘…，随着
ＢＭＩ的升高，ＴＧ、ＴＣ、ＬＤＬ—Ｃ有升高的趋势；
ＨＤＬ—Ｃ有降低的趋势；女性发生ＴＧ升高的危险较

高，女性发生ｍＬ降低的危险较高，与马文军等∽ｏ
的调查结果一致（男性发生ＨＤＬ降低的危险较低）；
但也有得出相反结果的研究（血脂的四项指标与性

别均正相关）。研究还发现，ＰＢＦ、ｗＣ与血脂的关
系与ＢＭＩ的类似。

因血脂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不齐，遂采
用非参数法趋势性检验和中位数回归，而没有使用
更常见的相关性检验、方差分析和多元线型回归。
趋势性检验与相关性检验得出的结论可认为是等效
的。中位数回归即估计应变量的中位数，在资料偏
态和方差不齐时也适用，有较强的抗异常数据能力，
得出的结果更为稳健。限于软件功能，不能像多元
回归那样得到标准化回归系数以比较自变量的相对
注：ＴＧ：ｒ２＝Ｏ．１２８；ＴＣ：ｒ２＝Ｏ．０３０；ＬＤＬ—Ｃ：ｒ２＝Ｏ．１２３；

贡献，但用￡值来解释，本质上是一样的。
逐步回归时，ＢＭＩ始终未能进入模型。可能是

ＨＤＬ—Ｃ：ｒ２＝Ｏ．０９７

讨

论

与ＷＣ、ＰＢＦ的共线性作用所致——三者间显著相
关（Ｐ＜Ｏ．０００１）。同时也说明，ＷＣ、ＰＢＦ与血脂的

目前我国尚无儿童血脂异常的诊断标准参考

关系比ＢＭＩ更密切。综合ＴＧ、ＴＣ、ＬＤＬ—Ｃ和

值，本研究采用定量的方法分析了血脂与ＢＭＩ、ＰＢＦ

ＨＤＬ—Ｃ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这三个指标对血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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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预测能力是：ＷＣ＞ＰＢＦ＞ＢＭＩ。

１０７７—１０８３．

此外，像乳房／睾丸发育、阴毛发育等代表性发

【２ｊ

Ｙｅｈ

ｗＴ，Ｃｈａｎｇ ＨＹ，Ｙｅｈ ＣＪ，ｅｔ ａ１．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 ｏｂ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Ｍｌ

ｅ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ｅｔａｂ０１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ｔ Ｊ

ｈａｖｅ

育状况的变量及年龄也未能进入模型，可能是本次

Ｏｂｅｓ，２００５，２９：８１８—８２５．

研究仅包括９岁和１０岁的儿童。以前和本次的研

［３］Ｍａｆｆｅｉｓ ｃ，Ｐｉｅｔｒｏｂｅｌｌｌ Ａ，Ｇｒｅｚｚａｎｉ Ａ，ｅｔ ａ１．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究均发现，女性可能是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但已知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雌激素却是血脂异常的保护因素。国外通过前瞻性

２００１，９（３）：１７９—１８７．

研究发现，妇女围绝经期血脂水平升高，而干预组通
过激素替代疗法血脂升高得到抑制［１ ０Ｉ。所以作跨
现。由于年幼儿童在进行３ ｄ膳食回顾时，较难回忆

ｐｒｅ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ｂｅｓ

［４］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Ｄｓ，ｓｅｒｄｕｌａ ＭＫ，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ｓＲ，ｅｔ ａ１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ｎｆｏｌ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ｚＭ，Ｈｅｓｈｋａ

ｔｈｅ ＢｏｇａＩｕｓａ

ｈｅａｒｔ

ａ１．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ｔ

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ｔｅｓ

等膳食因素。

Ｈｅａｌｔｈ

（如ＢＭＩ）。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是根据ＢＭＩ来判定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ｔｕｄｙ．Ａｍ Ｊ Ｃｈｎ Ｎｕｔｒ，１９９９，６９：３０８—３１７．

［５］ｚｈｕ ｓＫ，ｗａｎｇ

起数天前所吃的食物，本次研究没有考虑脂肪摄入
超重肥胖的标准可依据体脂水平或体型指标

Ｒ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青春期的大年龄跨度的心血管研究或许有新的发

ｉｎ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２００２，７６：７４３—７４９．

［６］Ｄｅｕｒｅｎｂｅｒｇ Ｐ，Ｖａｎ

ｄｅｒ

Ｋ００ｙ

ａ１．ｓｅｘ ａｎｄ

Ｋ，Ｌｅｅｎｅｎ Ｒ，ｅｔ

ａｇ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ｍ

肥胖。但应用ＢＭＩ判定肥胖时没有考虑发育水平

ｂｉｏ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ｌｌｃｅ：

对体成分的影响。理论上的判定标准是用体脂水平

１９９１．１５：１７２—１７５．

ａ

ｃｒｏｓ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 Ｊ ０ｂｅｓ，

及其分布来判定肥胖，而不是单纯地应用体型指标

［７］方令女，金相哲，崔莲花，等．延边地区朝鲜族和汉族青少年血

作为判定标准。生物电阻抗方法被认为是一种安

脂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２００１，９（１）：
３—５．

全、简便、可靠的体脂测量方法［１１’１２】。本研究则发
现ｗＣ和ＰＢＦ与血脂有着良好的相关性，但ＢＭＩ
却不是。

［８］曹强，谭风珠，郭占景，等．城市学龄儿童血脂水平及萁影响因
素研究，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４，２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３１２．
［９］马文军，许燕君，傅传喜，等．广东省６１８８名３至１４岁儿童血

成年人高脂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早
已被证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被认为是一个始于儿
童时期，在成年期发病的疾病，动脉内膜的脂质沉积
在儿童就已经开始，到血流减少一定程度出现心肌

缺血症状¨３｜。在成年人，腹型肥胖（主要靠ｗＣ来

脂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５，３（１０）：
９５０—９５５．

［１０］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ＫＡ，Ｍｅｉｌａｈｎ Ｅ，Ｋｕｌｌｅｒ ＬＨ，ｅｔ ａ１．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

Ｅｎｇｌ Ｊ

［１１］ｗａｔｔａｎａｐｅｎｐａｉｂｏｏｎ Ｎ，Ｌｕｋｉｔｏ ｗ，ｓｔｒａｕｓｓ ＢＪＧ，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ｆ

判断）已成为代谢综合征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考

ｓｋｉｎｆｏｌ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虑到ｗＣ与血脂的良好相关性及测量的简便性，有

ｍｅｔｈ。ｄｓ

必要进一步研究ＷＣ与其他疾病的关系，并早日制
订儿童ＷＣ的评判标准。
所、北京市崇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领导、所有调查员、全体教师
和同学以及荷兰ＮｕｃＩＡ基金对本课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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