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调查·

上海市某社区≥４０岁人群超重与肥胖
及其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水平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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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描述社区≥４０岁人群超重与肥胖的人群分布并探讨其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水

平。方法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在上海市奉贤区某社区整群抽取≥４０岁人群１１ ７９１人，符合纳入标准且
有应答者１０ ５６５人，设计统一的脑卒中危险因素调查表，进行脑卒中常见危险因素现况调查，调查方
法为面对面的询问方式，测最身高、体重、血压等指标，进行脑血流动力学参数（ＣＶＨＰ）检测。描述该
人群超重与肥胖的年龄、性别分布，并以６０岁为截断点，分别按正常体重、超重、肥胖分成３组，比较
男性超重与肥胖率为

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的组间差异。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２８．５％和４．１％。女性为２６．３％和４．２％（Ｐ＝０．０４５）；超重组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分别为（１３２．５±
１９．４）ｍｍ Ｈｇ和（８３．９±１０．５）ｍｍ Ｈｇ（Ｉ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均低于肥胖组，高于正常体重组（Ｐ＜

０．０５）；在＜６０岁年龄组，心脏病、脑卒中家族史的暴露率以及≥６０岁年龄组的糖尿病暴露率随ＢＭＩ
增加而显著升高；两个年龄组的高血压患病率和ＣＶＨＰ积分异常率均随ＢＭＩ的增加而显著上升；多
因素分析显示，与超霞和肥胖有关的独立因素分别是高血压、脑卒中家族史、心脏病史、积分值＜７５
分、性别和年龄。结论社区≥４０岁人群中超重或肥胖的比例约占３０％，脑卒中危险因素的整体暴
露水平随着ＢＭＩ的增加而上升，尤其在中年人群中更为明显。
【关键词】脑卒中；体重指数；危险因素；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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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中老年人群常见的心血管

３．统计学分析：将调查表格用双输法输入Ｆｏｘ

病危险因素，超重和肥胖者脑卒中风险增高，ＢＭＩ

Ｖｉｓｕａｌ数据库，采用逻辑检验和与调查表逐一核对

与脑卒中风险增加呈剂量反应关系¨’２ ｏ。超重和肥

相结合的方法对数据库进行核对后备用。分析的主

胖一直被认为是脑卒中的协同危险因素，即通过其

要指标为不同年龄和性别组超重和肥胖率；不同

他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增高而起作用，但越来越多

ＢＭＩ组各危险因素的暴露率和ＣＶＨＰ积分的异常

的证据显示其是独立的危险因素旧１。尽管超重或肥

率；不同ＢＭＩ组平均年龄、收缩压（ＳＢＰ）水平、舒张

胖者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等危险

压（ＤＢＰ）水平及ＣＶＨＰ积分值的水平；超重、肥胖

因素暴露率升高已经基本明确，但超重、肥胖、正常

与脑卒中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率的比较用ｘ２

体重者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水平的差异尚不完全清

检验，均数比较用方差分析，多因素分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楚。为掌握社区≥４０岁人群超重与肥胖的患病率，

回归方程，应用ＳＰＳＳ １４．０软件。

探讨其与正常体重者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水平的差

结

异，本研究对社区人群脑卒中危险因素的现况调查
资料进行分析，为社区脑卒中预防提供参考。

１．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符合纳入标准者
１１

对象与方法

果

７９１人，其中有应答者１０ ５６５人，应答率为

８９．６％。入选的研究对象男性４４４４人（４２．１％），女

１．调查对象：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选择上海市奉贤
区某社区约３万自然人群进行调查。纳入标准为当

性６１２１人（５７．９％），年龄４０～９２岁，平均年龄５５．７
岁±１１．０岁。其他人口学特征见表１。

地户籍的常住居民，年龄≥４０岁；排除标准为有脑

表１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卒中病史或严重的肝肾疾病者。各危险因素定义如
下：超重与肥胖的诊断标准参照中国成年人体重指数
分类的推荐意见，以ＢＭＩ≥２８．０为肥胖，ＢＭＩ ２４～

特征

人数

鼍尝产

年龄（岁）

特征

人数簟尝产

职业

４０一

３５７３

３３．８

工人

２３９２

２２．６

５０～

３４００

３２．２

农民

６１７６

５８．５

南（２００５年修订版）；高脂血症、糖尿病和冠心病病史

６０～

１８９８

１８．０

干部与科技人员

１８９

１．７

由患者提供，经区（县）级以上医院明确诊断者；吸烟

≥７０

１６９４

１６．ｏ

家务１０７８

ｌＯ．２

７３０

７．０

７４

Ｏ．７

８８．２

２７．９为超重¨１；高血压病诊断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定义：每日吸烟１支，连续一年以上，视为吸烟；饮酒

文化程度
大学

其他
婚姻状况

定义：每周饮酒１次及以上，饮酒≥１两（啤酒、黄酒、

高中

６３２

６．０

已婚

９３２０

红酒等根据含乙醇度数折合成）视为饮酒。

初中

２６８０

２５．４

未婚

７２

小学

３７５１

３５．５

离异

２６

ｏ．２

文盲

３４２８

３２．４

丧偶

１１３７

１０．８

分居

１０

０．１

２．研究方法：设计统一的脑卒中危险因素调查
表格，对人选对象以面询的方式进行逐一调查和脑

０．７

血流动力学参数（ＣＶＨＰ）检测。调查内容包括：社
会人口学资料、高血压病、心脏病、糖尿病病史、脑卒

２．超重与肥胖率及其年龄、性别分布：人群超重

中家族史、身高、体重、吸烟、饮酒、血压水平等脑卒

与肥胖率分别为２７．２％和４．２％，其中男性为２８．５％

中的常见危险因素。血压测量方法参照中国高血压

和４．１％，女性为２６．３％和４．２％，男女性别组间超重

防治指南，脑血流动力学检测仪器为ＣＢＡ

与肥胖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５），各年

ＣＶ．３００

脑血流动力学测试仪。调查工作均由经过课题组统

龄组和按性别分组ＢＭＩ的分布如表２所示。

一培训的神经科医师或脑血管病防治研究人员完

３．不同ＢＭＩ组平均年龄、血压水平和ＣＶＨＰ积

成，采取面对面咨询的方式进行调查。ＣＶＨＰ检测

分值比较：ＢＭＩ正常组的平均年龄高于其他两组；

由课题组熟练的技师完成，ＣＶＨＰ积分方法参照文

ＳＢＰ和ＤＢＰ水平肥胖组最高，其次为超重组，ＢＭＩ

献资料ｂ】，即将１００分按不同的权重分配给ＣＶＨＰ

正常组最低；ＣＶＨＰ积分值肥胖组最低，其次为超重

各项指标，再将各项参数的实际检测值与同年龄组

组，ＢＭＩ正常组最高。不同ＢＭＩ组间上述指标差异

正常人参考值对比，根据偏离正常值的幅度予以扣

均有统计学意义（表３）。

分。分值范围为０～１００分，低于７５分为异常，分值
越低，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损害越严重。

４．不同ＢＭＩ组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率比较：以
６０岁为截断点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６０岁组不同

·１０５９·

表２

奉贤区某社区人群超重、肥胖率及其年龄与性别分布

注：男性与女性组比较，ｆ＝６．２１，Ｐ＝ｏ．０４５；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表３

奉贤区某社区人群不同ＢＭＩ组年龄、血压、
ＣＶＨＰ积分值比较（孟±ｓ）

平组问的年龄因素影响，分别以超重和肥胖分组，进
行多因素分析。此外，现场调查应用统一的量表、方
法和标准。上述分析表明，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
信程度。
超重与肥胖者增加脑卒中的风险已经明确，前

瞻性研究显示，ＢＭＩ每增加１个单位，脑卒中风险
增加１．０４（９５％Ｃ／：１．０３～１．０５）…。与正常体重者
比较，超重和肥胖者总的脑卒中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ＢＭ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分别是高

１．３２（９５％Ｃ／：１．１４～１．５４）和１．９１（９５％Ｃ／：１．４５～

血压、心脏病、脑卒中家族史、饮酒和ＣＶＨＰ积分

２．５２）心】。超重与肥胖是否为独立的危险因素存在

值；≥６０岁组不同ＢＭ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

争议，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其导致脑卒中风险增加

危险因素分别是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家族史和

是通过其他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升高而起作用。但

ＣＶＨＰ积分值。各组危险因素暴露率和ＣＶＨＰ异

在多因素分析中，控制其他危险因素作用后，超重和

常率见表４。

肥胖与脑卒中的联系依然显著，提示其为独立的危

５．超重、肥胖与脑卒中危险因素关系的多因素

险因素。然而，其相对危险度一般处于较低的水平。

分析：将ＢＭＩ作为因变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从预防角度，尽管尚无临床试验表明减轻体重可降

脑卒中家族史、吸烟、饮酒、ＣＶＨＰ积分、年龄、性别

低脑卒中风险，但众多的研究表明，减轻体重对高血

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当以超

压和正常血压个体的血压水平均有影响。一项包括

重或肥胖与正常体重分组时，被筛选进入模型的变

２５个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平均体重每降低

量分别为高血压、脑卒中家族史、心脏病史、积分

５．１

值＜７５分、性别和年龄。各因素的ＯＲ值及其

３．６ ｍｍ

９５％ａ见表５。

重可降低脑卒中风险。美国的超重与肥胖率呈现明
讨

ｋｇ，ＳＢＰ水平降低４．４ ｍｍ Ｈｇ，ＤＢＰ水平降低
Ｈｇ。因此，通过对血压水平的影响，减轻体

显的上升趋势＂Ｊ，我国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有研究

论

显示哺１，１９８４—１９９９年北京市２４－－６５岁人群超重率
本研究人群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４０岁

从２７．５％增加到３５．９％，其中男性人群从２３。５％增

的社区人群，调查应答率近９０％，对于上海市农村

加到４３．３％。可见，超重与肥胖问题已经成为心脑

社区人群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为控制不同ＢＭＩ水

血管病预防的重点问题之一。

表４

≥６０＜２４
２４～２７．９

≥２８

坌盐

１３２４（４６．Ｏ）４

奉贤区某社区人群不同ＢＭＩ组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率比较

５８（２．Ｏ）４

８７（３．０）４

９４６（３２．９）４４３（１５．４）

３６１（５９．４）
６８（６４．２）

２２８（１０．Ｏ）
６２（１０．２）
１６（１５．１）

２３（３．８）

３４（５．６）

２００（３２．９）
２６（２４．５）

１０３（１６．９）
１３（１２．３）

３４２（５６．３）

！！垫！塑：！！

ｉ堑！！！：１２

塑！！：１２

１ １１１１１兰：１２

１１１１ １１：！１２

１ｉ塑！丝：１２

７（６．６）４（３．８）

１垄！ｉ：ｉ ２

注：４三组比较，Ｐ＜０．０１；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暴露率（％）

１１７０（４０．７）４
６８（６４．２）

·１０６０·

裹５

超重、肥胖与脑卒中危险因素关系的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家族史、ＣＶＨＰ积分值＜７５分、性别和年龄，其中高
血压、ＣＶＨＰ积分值降低两项因素的ＯＲ值在诸因
素中最高。因此，超重与肥胖对暴露水平影响最大
的因素可能是高血压和脑血流动力学损害，在预防
中应引起重视，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据估计，２００３年我国大陆归因于超重或肥胖所
致的慢性病的医疗费用高达２１１亿元，约占高血压、
２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４种慢性病医疗总费
用的四分之一，占全国医疗总费用的３．７％¨¨。超

在超重与肥胖者中，通常高血压、糖尿病、血脂

重与肥胖已经成为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重点问题，

异常、胰岛素抵抗等危险因素的暴露率均增加∽】。

也将是脑卒中一级预防的重要路径之一¨２｜，本研究

本研究显示，在年龄≥４０岁的人群中，男性的超重

结果所提示的超重与肥胖率及其人群分布、超重与

和肥胖率分别为２８．５％和４．１％，女性为２６．３％和

肥胖人群脑卒中危险因素的暴露率水平，对于建立

４．２％，超重与肥胖者约占３０％。尽管男女性别间

超重与肥胖的预防路径和脑卒中一级预防方案的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其超重与肥胖率相差并不悬

定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殊。从年龄分布可见，超重与肥胖率均随年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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