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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围指标是重要的疾病风险预测工具
陈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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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丰富的数据和科学的比较，补充了２—７岁儿童的
超重、肥胖筛查ＢＭＩ界值点，扩大了我国儿童筛查
肥胖ＢＭＩ切点的年龄范围，具有重要的价值。
为预防心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根据大量的
科学证据制定了我国“健康体重，健康血压”的社区

预防策略，而预防肥胖是当前预防策略中的首要成
已有大量肯定的科学证据证实，中心型肥胖

分。科学并符合我国人群特点的肥胖筛查指标对于

与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相关。而与

降低危险因素极为关键，因为只有以中国人群在各

此关联的指标如腰围、腰臀比（ＷＨＲ）、腰围身高比

个指标水平下的疾病危险为依据，制定针对性的适

（ｗＨｔＲ）的研究ｎ蚓，探讨了这些指标对于疾病危险

宜切点，才能及时阻断疾病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世界

的预测力，提出这些指标与体重指数（ＢＭＩ）同时应

各国（或不同民族）都在关注适宜本国的筛查切点。

用可以增强对疾病的预测力，且腰围、ＷＨｔＲ可能

我国成年人和７。１８岁儿童青少年的ＢＭＩ筛查

是独立于ＢＭＩ以外很强的预测指标。中国的大人

切点分别纳入了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的超重

群流行病学研究和队列跟踪研究都证实了“腰围”

与肥胖预防控制指南，并在应用中得到验证，已被学

的预测力，并提出预防疾病的适宜腰围值或ＷＨｔＲ

术界广泛接受。如所证实：对糖尿病、心血管病、高

值ｎ。１¨。同时这一课题是当前预防慢性病策略方面

血压，“腰围”与“ＢＭＩ”有相加的预测力，甚至比ＢＭ｜

的一个热门话题。

有更强的预测力ｎ２，”３；这无论对于疾病预防还是临

关于中国儿童中心型肥胖的疾病危险研究，本

床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①我国≥４５岁人群中心型

期发表３篇有关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疾病危险的

肥胖率为４０％～４３％，城市人群则高达５０％～６０％；

文章，讨论以腰围增大和体脂分布预测疾病危险的

②腰围的测量更简易直观；③在评价体重控制效果

结果。其中在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肥胖问题工作

时，研究对象常表现为腰围值下降而体重并末改变，

组（ＷＧＯＣ）推动下，由国内７个学术单位组成的中

这反映了体脂分布和体成分的变化，实际上已产生

国儿童腰围切点研究协作组在我国儿童腰围研究上

健康效益，但却往往得不到关注。对于儿童而言，应

取得的成果包含①“２００８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

用“腰围”作为筛查肥胖的指标，具有其独特的意

测”和香港地区数据组成的１６万７—１８岁儿童青少

义。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在保证正常发育的

年的参考人群，首次描述了我国儿童青少午腰围值

前提下控制体重过度增长是关系儿童的体质和健

的分布和人群特征，制作了该学龄组儿童青少年腰

康，也是控制儿童肥胖策略的根本原则。如果将

围值百分位曲线；②对７个协作单位提供的数据汇

“腰围”与“ＢＭＩ”作为在控制超重和肥胖的双重筛查

总分析（验证人群样本量为９１ ５５８人），根据罹患心

评价工具，就可能避免由于仅以减体重为目标控制

血管病危险因素的风险评估结果，提出建议：将不同

儿童肥胖而带来限制生长发育的潜在危险。

性别、年龄的儿童腰围第７５和第９０百分位数分别作

本期另两篇文章讨论成年人腰围在８５ ｃｍ（男

为儿童心血管病危险开始增加和明显增加的界值

性）和８０ ｃｍ（女性）以上不同范围值的疾病风险以

点，可作为同行讨论和应用。“中国２一１８岁儿童青

及不同身高人群的腰围值问题，验证了ＷＧＯＣ对成
年人腰围界值，证实成年人腰围与心血管病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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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独立相关性。

在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上，选择正常腰围作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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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ＷａｎｇＹ，ＲｉｒｎｍＥＢ，ＳｔａｍｐｆｅｒＭＪ，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５］Ｄｅｃｏｄａ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Ｎｙａｍｄｏｒｊ Ｒ，Ｑｉａｏ Ｑ。ｅｔ ａ１．ＢＭＩ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Ｐｕｂ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２００９，１２：１０７８—１０８４．

［４］Ｈａｄａｅｇｌｌ Ｆ，Ｚａｂｅｔｉａｎ Ａ，Ｓａｒｂａｋｈｓｈ Ｐ。ｅｔ ａ１．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ｃｕｔｏｆ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Ｉｎｔ Ｊ Ｏｂ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２００９，１２：１０６１—１０７１．

２００７，１５（５）：１０６１—１０６７．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

（Ｌｏｎｄ），２００９，３３（９）：１０５８—１０６２．

［３］Ｋｌｅｉｎ Ｓ，Ａｌｌｉｓｏｎ ＤＢ，Ｈｅｙｍｅｆｉａｌ ＳＢ，ｅｔ ａ１．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Ｙ，Ｂａｏ Ｙ，Ｈｏｕ Ｘ，ｅｔ ａ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ｉｓｔ

ｃｕｔｏｆｆｓ ｆｏ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Ｎｕｔｒ，２００４．７９（３）：３４７—３４９．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ｔｒ。２００５，８２（６）：

１１９５－１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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