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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耐受流行现状及其相关因素的
横断面调查
赛晓勇郑延松赵静梅赵威
【摘要】

目的探讨居民食物不耐受流行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２００８年８月至

２００９年６月某综合医院健康医学中心第一次查体进行食物不耐受项目检测的全部健康体检者
（１２ ７６６人），应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排名前三位的食物不耐受种
类分别为鸡蛋、蟹和牛奶。其阳性率分别为２８．５％、２４．５％和２４．５％。食物不耐受发生率随年龄的增

加有增高趋势（ＪＰ＜Ｏ．０５）。女性发生率（６７．３％）显著高于男性（５６．２％）。Ｐ＜Ｏ．０５。食物不耐受不同
分级、不同种类与年龄和性别间存在相关关系（Ｐ＜Ｏ．０５），其中食物不耐受不同分级与年龄分组间
ｘ２＝１９．５５５（Ｐ＝Ｏ．０２１），与性别间ｘ２＝２０８．４０６（Ｐ＝０．０００）；食物不耐受种类与年龄分组间ｘ２＝
８１．７９６（Ｐ＝０．０００），与性别间ｆ＝１３２．０６８（Ｐ－－－－０．００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４０岁组比
较，４１～５０岁组、５１～６０岁组和＞６０岁组ＯＲ值（９５％ＣＩ）分别为１．１２５（１．０２７一１．２３３）、１．３０７

（１．１７６。１．４５２）和１．５３６（１．２７５。１．８４９）；与男性比较，女性ＯＲ值（９５％Ｃ／）为１．６０２（１．４７５—
１．７４１）。与正常体重者比较，体重过轻者ＯＲ值（９５％ＣＩ）为１．７７２（１．２０７—２．６０２）。结论食物不耐
受与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相关，健康教育应针对其年龄和性别分布特点进行，保持适宜体重水平
可以减少食物不耐受发生的风险。
【关键词】食物不耐受；危险因素；横断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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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耐受是一种复杂的变态反应性疾病，是

２０１１，Ｖｏ—１．３２，Ｎｏ＿Ⅲ３

‘３０３·

位数（四分位距）表示，并进行等级判定（０级＜

由于机体不能充分地消化食物大分子而引发的抵抗

５０

性反应，把进入人体内的某种或多种食物当成有害物

３级＞２００ Ｕ／ｍ１）。

Ｕ／ｍｌ；ｌ级５０—１００ Ｕ／ｍｌ；２级１００～２００ Ｕ／ｍｌ；

质，从而针对这些物质产生特异性ＩｇＧ，后者与食物

尿素呼吸试验诊断Ｈｐ感染。受检者隔夜空腹

颗粒形成免疫复合物，可引起全身组织（包括血管）发

状态下，收集空腹呼气样本于试管内；然后，口服

生炎症反应，主要表现为食物不耐受引起的长期慢性

７５

症状。目前有关食物不耐受的流行情况及相关因素

ｍｇ”Ｃ一尿素试剂溶，３０ ｍｉｎ后再次收集呼气样
本，将两个样本用质谱仪进行分析，测定”ＣＯ：含

研究还缺乏大样本的流行病学报告。因此，本研究对

量。为减缓胃排空，延长１３Ｃ一尿素在胃内留存时间，

食物不耐受的流行现状进行了横断面分析。

可嘱受检者弯腰、平卧翻身以增加细菌和尿素之间
的接触。”Ｃ．ＵＢＴ通常以ＤＯＢ值判断是否存在Ｈｐ
感染。ＤＯＢ值＜４为阴性，ＤＯＢ值≥４为阳性。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取２００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某
综合医院健康医学中心第一次查体进行食物不耐
受项目检测的所有健康体检者１２ ９６８例，排除肝肾

身高和体重采用标准身高体重计；ＢＭＩ＝体重
（ｋｇ）／身高（ｍ）２；ＢＭＩ按中国成年人标准分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赋值：年龄分

７６６

组，≤４０岁组＝１，４ｌ一５０岁组＝２，５ｌ～６０岁组＝

例，有效率为９８．４％。年龄平均（４６．５７±７．９１）岁，其

３，＞６０岁组＝４；性别分组，男＝１，女＝２；Ｈｐ感染，

功能不全及数据不完整者２０２例，实际分析１２

中男性８８５４人（６９．３６％），女性３９１２人（３０．“％）。

正常（ＤＯＢ值＜４）＝ｌ，异常（ＤＯＢ值≥４）＝２；ＢＭＩ，

体检者来自全国３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

正常（１８．５≤ＢＭＩ＜２４）＝１．体重过轻（ＢＭＩ＜

政区。

１８．５）＝２。超重（２４≤ＢＭＩ＜２８）＝３，肥胖（ＢＭＩ≥

２．调查方法：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姓名、年

２８）＝４。

龄、性别、籍贯和工作单位等）、体格检查（身高、体重

４．统计学分析：数据资料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

和血压等）和实验室指标［血脂成分、血糖和三大常

建库，双人（盲法）录入，自动核查，对比查错。统计

规项目及幽门螺杆菌（Ｈｐ）感染ＤＯＢ（ｄｅｌｔａ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值检测等］。由专科高年资医师复核诊断、

学方法主要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多因
素分析，由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完成。

ｏｖｅｒ

纠正错误分类后，按国际疾病分类（第九版）编码。
调查员为某综合医院健康医学中心专科医生并经解

结

果

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统一集中培训，考核合

１．各种食物不耐受的食物分布排序：排名前三

格后进行调查，研究对象医疗数据和查体记录详尽

位的食物不耐受种类分别为鸡蛋、蟹和牛奶，阳性率

可靠。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

分别为２８．５％、２４．５％和２４．５％（表１）。

３．检测方法和判定标准：
（１）方法：食物不耐受检测试剂盒（美国
ＢＩＯＭＥＲＩＣＡ公司）酶联免疫方法（ＥＬＩＳＡ）检测人血

清中１４种食物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Ｇ抗体。测定步骤：
①制作标准曲线（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 Ｕ／ｍ１）；②将１００
倍稀释的每份血清１００ Ｉｘｌ加入每个反应孔；③封闭
微孔板后室温孵育ｌ ｈ；④洗板并拍干；⑤每孑Ｌ加入
ｐｌ抗人ＩｇＧ抗体辣根过氧化物酶结合液；⑥封闭
微孔板后室温孵育０．５ ｈ；⑦洗板并拍干；⑧每孔加
１００

入１００ ｌｘｌ工作底物混合液；⑨封闭微孔板后室温孵
育１０ ｍｉｎ；①每孔加入５０“ｌ终止液混匀后４５０ ｎｍ测
定吸光度。

（２）判定标准：任何一种食物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Ｇ
抗体阳性即定义为食物不耐受。根据每孔吸光度
及标准曲线计算ＩｇＧ抗体浓度，为非正态分布以中

表ｌ调查者中各种食物不耐受的阳性率（％）排序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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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食物不耐受的年龄和性别分布：如表２示，食

显著相关，与正常体重者比较，体重过轻（ＢＭＩ＜

物不耐受的发生率随年龄的升高有增加的趋势，各

１８．５）ＯＲ值（９５％ＣＩ）为１．７７２（１．２０７～２．６０２）。其中

年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女性对蟹

年龄因素，与≤４０岁组比较，４１～岁组、５ｌ一岁组

不耐受的发生率（６７．３％）显著高于男性（５６．２％），

和＞６０岁组ＯＲ值（９５％凹）分别为１．１２５（１．０２７一

Ｐ＜０．０５。从表３可见食物不耐受不同分级与年龄

１．２３３）、１．３０７（１．１７６。１．４５２）和１．５３６（１．２７５—

和性别问存在相关关系（Ｐ＜０．０５），说明年龄和性别

１．８４９）；性别因素，与男性组比较，女性组的ＯＲ值

是食物不耐受发生的相关因素；将食物不耐受不同

（９５％ｃ，）为１．６０２（１．４７５～１．７４１）（表５）。

种类与年龄和性别进行趋势）Ｃ２检验，发现也存在相

讨

关关系（Ｐ＜０．０５），见表４。

论

目前尚未见国内大规模食物不耐受人群调查的

表２食物不耐受的年龄和性别分布

相关报告，有关食物不耐受的阳性率亦缺乏流行病
学证据。本研究对１２ ７６６名健康体检者进行食物不
耐受的检测显示：食物不耐受在该查体人群中阳性
率为５９．６％，说明有半数以上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食
物不耐受现象。在检测的１４种不耐受食物中排名

前三位的分别为鸡蛋、蟹和牛奶，均超过２０％。
为了解年龄、性别等因素和食物不耐受的关系，
本研究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和ＢＭＩ与
食物不耐受有关。
注：４与前一组比较Ｐ＜０．０５

１．年龄：食物不耐受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本

３．食物不耐受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调整年龄、性别

研究提示食物不耐受阳性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且

和Ｈｐ感染（ＤＯＢ值）等因素后，食物不耐受与ＢＭＩ

存在剂量反应关系（Ｐ＜０．０５），即随着年龄增加食物

表３食物不耐受不同分级的年龄和性别分布

表４食物不耐受不同种类的年龄和性别分布特点
食物不耐受种类
阴性
分组
例数

ｌ

发生率（％）

例数

３合计

２

发生率（％）

例数

发生率（％）

例数

发生率（％）

例数

ｆ值

发生率（％）

年龄（岁）
≤４０

ｌ

Ｊ

７

６

９

２

４１—

２

２

５

ｌ

２

６

５ｌ～

ｌ

５

３

Ｏ

３

ｌ

Ⅲ纰Ⅲ埘

钙叭＂驼５

０加ｍ● 钉加Ｂ甜

如砣弛凹 ８

ｍ哪铷ｍ

：２””博 ８

ｌｓ饼懈ｍ

男

３８７７

４３．８

２７７７

３１．４

１２９０

１４．６

女

１２７８

３２．７

１２９１

３３．０

７３５

１８．８

合计

５１５５

４０．４

４０６８

３１．９

１５．９

＞６０

ｍ
扒勰Ｍ

９“Ｂ掩 ９

ｍ地ｍ

９０７

１０．２

８ ８５１

６０７

１５．５

３ ９１ １

３０．６５

１５１４

１１．９

１２ ７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４

”醯他趴

性别

２０２５

６９．３５

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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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食物不耐受相关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３０５·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高，从而继发血压升高、血管壁扩张和胆固醇沉积，
还可能造成脂肪细胞潴留，导致水肿和肥胖，并引
起一系列症状和疾病，包括高血压、肥胖、头痛或偏
头痛、慢性腹泻、疲劳、感染等【５。７１。本研究提示体重
较轻者较正常体重者更容易发生食物不耐受，其发

生机制尚不明确。因本次调查为横断面设计，不能
证实食物不耐受与ＢＭＩ的因果关系，有待深入研究
证实。
总之，在我国目前有关食物不耐受的研究尚属
起步阶段，但却具有重大的公共卫生意义。本研究
样本人群是来自各地的健康体检者，样本量较大，其
代表性较好，但由于食物不耐受，受人体免疫力、膳
食结构、经济能力和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全面
阐明其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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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食物不耐受形成的免疫复合物从肾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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