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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男性肥胖流行特征及其
与慢性病的关系
李泓澜徐飚郑苇徐望红高静舒晓鸥项永兵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中老年男性肥胖的流行现状及其与慢性病的关系。方法利用

上海市男性健康队列研究的基线调查资料。研究对象为上海市某区８个街道４０一７４岁的中老年
男性，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期间共调查６１ ５００人。采用体重指数（ＢＭＩ）和腰嗣臀围比（ｗＨＲ）作为肥胖

的测量指标。利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肥胖和各种慢性病之间的关系。结果被访者超
重、肥胖和向心性肥胖的标化患病率分别为３６．８％、７．７％和４９．７％。在所有被访者中，６６．７％患有
一种及以上慢性疾病。高血压标化患病率（２６．５％）居首位。分别调整ＷＨＲ和ＢＭＩ，高血压、冠心
病、胆结石、泌尿道结石、中风的患病率随ＢＭＩ和ＷＨＲ的增高而上升。与正常ＢＭＩ组相比，肥胖
组患５种疾病的ＯＲ值为１．１６～３．１３；ＷＨＲ最大组与最小组相比，５种疾病的ＯＲ值为１．２０—１．６９。
趋势检验Ｐ值均＜０．０５。糖尿病与ＷＨＲ呈正相关，ＷＨＲ最大组的患病率是最小组２．４０倍（９５％ｃ，：
２．１４．２．７０），而糖尿病与ＢＭＩ无关。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病率随ＢＭＩ增高而下降，肥胖组与正常
ＢＭＩ组相比。ＯＲ＝Ｏ．８７（９５％ｃ，：０．７７—０．９８）；而ＷＨＲ结果则相反，ＷＨＲ最大组的ＯＲ值为最小组

的１．２６倍（９５％ａ：１．１４～１．４０）。结论高血压、胆结石、泌尿道结石、心脑血管疾病在肥胖男性中
患病率较高。糖尿病患病率与向心性肥胖呈正相关。
【关键词】肥胖；体重指数；腰围臀围比；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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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不仅本身是一种疾病状态，而且是许多慢

海市人口普查资料的性别、年龄构成，用直接法进行

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已经成为最严峻的公共卫

标化。以相对危险度估计值比数比（ＯＲ）衡量肥胖

生问题之一。本项研究利用上海市男性健康队列研

相关指标与主要慢性病的联系。将ＢＭＩ按照肥胖

究的基线调查资料，分析上海市中老年男性肥胖的

划分标准、ＷＨＲ按照四分位由低到高分为４个等

流行特征及其与常见慢性病患病之间的关系。

级，转化为等级变量。分别以ＢＭＩ正常组和ＷＨＲ

对象与方法

最低组作为参照，采用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调整混杂因素，估计ＯＲ值及其９５％ｃ，。将ＢＭＩ和

１．研究对象：选择户籍和居住地在上海市区某

ＷＨＲ的４个等级作为连续变量代人模型中进行趋

区的８个街道、年龄４０—７４岁、未患恶性肿瘤的男

势检验。统计学检验采用双侧检验（ａ＝０．０５）。资

性作为研究对象。在所有符合要求的８３ ０５６名对

料输人采用ＡＣＣＥＳＳ软件，统计分析采用ＳＡＳ ８．２

象中，６１ ５００人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完成了基线调查

软件。

（７４．Ｏ％）。未参加的原因包括拒绝（１７ ５２３人，
２１．１％），调查期间不在居住地（２５５３人，３．１％），因严
重疾病、听力障碍和语言表达障碍无法完成调查
（１３６１人，１．６％）以及其他原因（１１９人，０．１％）。
２．调查方法：选择具有良好医学知识背景的中

结

果

１．人口学特征：６１ ５００名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

（５４．９±９．７）岁，６０岁以下者占调查对象的６８．６％。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占５９．８％。５５．２％的

老年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员，经过专门培训使用统一

被访者人均月收入低于１０００元。专业技术人员占

的调查表，采取入户访谈方式，逐项填写。调查内容

２６．６％，普通职员占２１．９％，工人农民占５１．５％。

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吸烟、饮酒、饮茶、饮食史、疾

６９．６％的被访者有吸烟史，３３．７％的被访者有饮酒

病史、家族史、职业史、身高体重史和体力活动等，同

史，３５．５％的被访者目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表１）。

时测量身高、体重、腰围和臀围等指标。慢性病诊断
信息源自被访者自我报告的材料，但要求被访者提
供既往医院明确诊断或经过临床医生诊断的疾病信
息。疾病分类采用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一９）。吸烟定
义为每天至少１支，连续６个月以上。饮酒定义为每

周至少３次，连续６个月以上。参加体育锻炼定义为
每周至少１次，连续３个月以上。所有被访对象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３．质量控制：征得被访者同意后，在调查同时进
行录音。质控人员通过录音复听、电话回访等方法
控制调查质量，同时完成调查表的编码工作。抽取
一定比例已完成编码的调查表复查，以监督编码质
量乜］。安排不同输入员进行两遍录入计算机以控制
资料输入质量。定期对计算机数据进行逻辑校对。
４．肥胖评价指标：采用体重指数（ＢＭＩ，ｋｇ／ｍ２）、
腰围臀围比（ｗＨＲ）作为评价指标。根据中国成年
人超重肥胖划分标准口】：ＢＭＩ＜１８．５为消瘦，１８．５≤
ＢＭＩ＜２４为正常，２４≤ＢＭＩ＜２８为超重，ＢＭＩ≥２８为
肥胖，ＷＨＲ＞１０．９为向心性肥胖。
５．统计学分析：慢性病的患病率根据２０００年上

表１上海市某区中老年男性人口学特征分布

表３上海市某区中老年男性主要慢性病患病率（％）

２．超重和肥胖分析：研究对象平均ＢＭＩ为
２３．７＋３．１。标化后消瘦者占４．５％，超重者占３６．８％，
肥胖者占７．７％。平均ＷＨＲ为０．９０＋０．１。标化后向
心性肥胖者占４９．７％（表２）。
表２上海市某区中老年男性肥胖状况

常ＢＭＩ组相比，肥胖组患这些疾病的ＯＲ值（９５％ｃ，）
分别为３．１３（２．９０—３．３６）、１．５４（１．３５—１．７５）、１．３４
（１．２０一１．５０）、１．１６（１．ＯＯ。１．３５）和１．２６（１．０８一

３．慢性病患病情况：标化后所有被访者中

１．４７）。ＷＨＲ最大组与最小组相比，ＯＲ值（９５％ｃ，）

６６．７％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疾病（表３）。标化患病

分别为１．６ｌ（１．５１～１．７１）、１．２０（１．０６—１．３５）、１．３３

率较高的依次为高血压（２６．５％）、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１．２０。１．４８）、１．５３（１．３３．１．７６）和１．６９（１．４６—１．９５）。

（１７．５％）、慢性胃炎（１４．８％）、胆结石（６．８％）、前列腺

趋势检验Ｐ值均＜Ｏ．０５。慢性胃炎患病率仍随ＢＭＩ

增生（６．８％）、慢性阻塞性肺病（ｃＯＰＤ）（６．３％）、糖尿

和ＷＨＲ的增高而下降，而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仅随

病（５．４％）、冠心病（４．５％）、泌尿道结石（４．０％）、中风

ＢＭＩ的增高而下降，与ＷＨＲ无关。糖尿病仍与

（３．０％）。各系统慢性疾病的标化患病情况为：消化

ＷＨＲ呈正相关，ＷＨＲ最大组的患病率是最小组

系统的患病率（３８．６％）最高，其次为循环系统

２．４０倍（９５％Ｃ／：２．１４～２．７０），而糖尿病与ＢＭＩ的关

（３２．７％）、呼吸系统（１２．２％）、泌尿生殖系统（１２．２％）。

系消失。ＣＯＰＤ的患病率随ＢＭＩ增高而下降，肥胖

４．肥胖程度与慢性病患病率的关系：调整年龄、

组与正常ＢＭＩ组相比，ＯＲ＝Ｏ．８７（９５％Ｃ／：０．７７—

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吸烟史、饮酒史、能量摄入和

０．９８）。相反，随ＷＨＲ的增高而上升，ＷＨＲ最大组

目前体育锻炼情况后，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胆结

的ＯＲ值为最小组的１．２６倍（９５％Ｃ／：１．１４一１．４０）。

石、前列腺增生、泌尿道结石和中风的患病率随ＢＭＩ

前列腺增生与ＢＭＩ和ＷＨＲ均无关。

和ＷＨＲ的增高而上升。ＣＯＰＤ、慢性胃炎和胃及十

讨

二指肠溃疡的患病率则随ＢＭＩ和ＷＨＲ的增高而下

论

美国２００５年男性（＞１５０岁）的超重率为４６．３％，

降（结果未列出）。
表４和表５为进一步分别调整ＷＨＲ和ＢＭＩ后

肥胖率为２５．１％…。瑞士洛桑３５～７５岁男性超重率

的结果。高血压、冠心病、胆结石、泌尿道结石、中风

为４５．５％，肥胖率为１６．９％，向心性肥胖为２３．９％‘纠。

的患病率依然随ＢＭＩ和ＷＨＲ的增高而上升。与正

我国１４省市中老年肥胖调查，超重标化率为

表４不同ＢＭＩ的慢性病患病率（％）及其之间的关系

糖尿病

２．６

０．５７（Ｏ．４４。０．７３）

５．８

１．００

６．７

Ｏ．８９（Ｏ．８３—０．９６）

９．１

高血压

９．７

０．４７（Ｏ．４１—０．５４）

２１．９

１．００

３７．４

１．８０（１．７３一１．８８）

５３．８

３．１３（２．９０—３．３６）

１４１５．８０＜Ｏ．００１

ｊｉｔ心疖ｉ

３．８

０．８４（０．６７。１．０４）

４．７

１．００

６．８

１．３５（１．２４～１．４６）８．５

１．５４（１．３５—１．７５）

６４．６７＜Ｏ．００１

前列腺增生

７．０

０．９４（Ｏ．７９一１．１２）８．０

１．００

９．２

１．０３（Ｏ．９６一１．１０）

９．７

１．０３（Ｏ．９１一１．１６）

胆结石

３．７

０．６３（Ｏ．５ｌ一０．７８）

６．５

１．００

９．０

１．２“１．１７一１．３５）

１０．２

１．３嘶１．２０—１．５０）

Ｃ０ｌＰＤ

１４．４

２．４１（２．１３—２．７５）

７．２

１．００

６．６

Ｏ．８０（０．７４—０．８６）８．０

０．８７（Ｏ．７７—０．９８１

９２．１４＜Ｏ．００ｌ

慢性胃炎

２１．２

１．２５（Ｉ．１３一１．３９）

１６．６

１．００

１３．６

Ｏ．８２（Ｏ．７８～０．８７）

１０．９

０．６７（０．６１—０．７４）

１１０．０６＜Ｏ．００１
１９１．１６＜Ｏ．００１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２９．５

１．００（０．８９一１．１３）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８６１

０．３０５

５９．３ｌ＜０．００１

１．５２（Ｉ．３９一１．６７）

１９，７

ｌ，００

１５．８

０．８１（０．７７—０．８５）

１２．４

０．６４（Ｏ．５８—０．７０）

泌尿道结石

２．４

０．７７（ｏ．５９～１．ｏｏ）

３．７

１．ｏｏ

４．８

１．１３（１．０４一１．２４）

５．４

１．１“１．００一１．３５）

１０．１４

中风

２．２

０．６８（Ｏ．５２—０．９１）

３．２

１．００

４．４

１．１８（１．０７一１．３０）

５．８

１．２６（１．０８一１．４７）

２３．５０＜０．００１

注：４调整因素：年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吸烟史、饮酒史、能量摄入、体育锻炼；６调整因素：ＷＨＲ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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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廿ｎ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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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不同ＷＨＲ的慢性病患病率（％）及其之间的关系

注：４调整因素ｆ司表４；‘调整因素：ＢＭＩ

３７．１７％，肥胖标化率为１２．６３％（６】。调整年龄后，本项

可能与机体能量消耗增加、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障

研究中上海市区中老年男性的超重率为３６．８％，肥

碍、营养物质摄入不足、机体分解代谢增加有关ｎ引，

胖率为７．７％，ＷＨＲ≥Ｏ．９的向心性肥胖率为４９．７％。

同时ＣＯＰＤ患者氧化应激水平的增强也与ＢＭＩ下降

本次调查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为２６．５％，高居各

有关ｎ引。ＣＯＰＤ患者骨骼肌消耗明显，而对脂肪减

种慢性病之首，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似ｎＪ］。国内

少的作用较小ｎ８｜，因此患者的ＷＨＲ相对较大。并且

一项ＢＭＩ与高血压关系的随访研究发现，ＢＭＩ每增

患者由于气促症状被迫减少活动，而平卧位会加重

加一个单位，男女性患高血压的危险分别增加０．１４１

肺淤血，所以患者偏好坐位，久坐的生活方式可能促

和０．１０９倍旧Ｊ。我国１０个人群的前瞻性研究也提示

进向心性肥胖的趋势¨引。本研究中的结果符合以上

冠心病的发病率随ＢＭＩ的上升而增高ｎ引。肥胖与

观点。

冠心病的关系不仅与肥胖程度有关，还与体内脂肪

肥胖是胆结石危险因素之一啪】，肥胖者胆汁中

分布有关。横断面研究揭示，即使在调整了ＢＭＩ

胆固醇饱和度增加，胆囊收缩功能下降，这是胆结石

后，内脏脂肪分布（ＣＴ扫描）高者冠心病事件发生

形成的因素。本次研究支持该结果。慢性胃炎、胃

率高…。腹部肥胖指标比ＢＭＩ或皮脂厚度更能预测

及十二指肠溃疡在肥胖者中患病率显著低于消瘦

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和全死因死亡【ｌ¨。

者。可能与此类消化道疾病影响人体正常的消化吸

发达国家患糖尿病的主要人群是６５岁及以上，

收功能有关。还有研究发现肥胖能增加前列腺肥大

而发展中国家是４５～６５岁之间的人群¨引。本次调

的危险，尤其是向心性肥胖【２¨。本次研究中未发现

查糖尿病的中位诊断年龄为５５岁。我国组织的３

肥胖与前列腺肥大有关旧】。

次大规模糖尿病横断面调查均提示，超重是２型糖

慢性病具有迁延性、无自愈性和极少治愈的三

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ｌ引。本研究糖尿病的患病

项特征，并具有相似或共同的危险因素。肥胖作为

率为５．４％，与全国中老年糖尿病患病率相近［１ ４｜。应

共同危险因素之一，对相关疾病有一定的预测价

用核磁共振研究发现我国人群中２型糖尿病患者体

值。本次研究结果支持这观点，并且ＷＨＲ与糖尿病

脂分布的特征不但有腹内脂肪增多，尚有股部皮下

的关系比ＢＭＩ更密切。因此提示在预防慢性疾病

脂肪减少，且不受ＢＭＩ影响【１引。本研究也发现调整

时，除了控制体重，减少腹部脂肪堆积也十分重要。

ＢＭＩ后，ＷＨＲ较大组糖尿病患病风险大于ＷＨＲ较

本研究存在不足。２６％的合格对象未参加调

小组。但调整ＷＨＲ后，正常ＢＭＩ组和肥胖组患糖

查，由于非应答者的年龄略小于应答者年龄，因此肥

尿病风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肥胖是糖尿病的危

胖和患病情况可能有差异，对结果造成偏倚。其次，

险因素之一，但是体重减轻又是糖尿病主要症状之

研究结果来源于问卷调查，虽然要求被访者所报告

一。可能由于这种反向的因果关系，调整ＷＨＲ后，本

的疾病必须是经医院明确诊断的，但是被访者对自

研究中未能发现ＢＭＩ和糖尿病现患病例之间的正

己过去患病情况的陈述未必与实际患病情况完全一

相关关系。因此在考虑糖尿病的预测指标时，不但

致，即可能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倚，导致错误分类。此

应包括超重和肥胖指标，更应包括向心性肥胖指标。

外，本结果来源于队列研究基线调查资料的初步分

对ＣＯＰＤ的有关研究发现，患者的ＢＭＩ较低，

析，这些研究结果需要将来队列随访资料的分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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