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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山东省２０ １ ０年７～１ ８岁中小学生腰围

和臀围发育状况调查
张迎修周景洋

马吉祥张俊黎解力

目的

【摘要】

闫静弋魏霞席庆兰

了解山东省儿童少年腰围（ＷＣ）和臀围（ＨＣ）发育水平，为建立中心性肥胖筛

查标准提供参考。方法以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中４２ ２７５名７～１８岁中小学生
为研究对象，测量身高、ＷＣ和ＨＣ，分析ＷＣ、ＨＣ、腰臀比（腰围／臀围，ＷＨＲ）和腰围身高比（腰围／
身高，ＷＨｔＲ）的发育状况，并与国内文献资料比较。结果山东省７～１８岁中小学生ＷＣ随年龄
的增长而增加，各年龄组男生显著高于女生（Ｐ＜０．０１）。男女生ＨＣ的发育曲线存在两次交叉：在

１１岁前男生大于女生，进入青春发育突增期后（１２～１４岁）女生超过男生，１５岁后男生再次超过
女生。山东省７～１８岁中小学生ＷＣ第５０百分位数（Ｐ，。）比２００８年国内１５省调查数据高１＿３～
ｃｍ（男）、１．２～２．０ ｃｍ（女），比２００５年香港调查数据高１．９—５．４ ｃｍ（男）、２．０—６．５ ｃｍ（女）。以

３．１

２００８年国内１５省调查ＷＣ Ｐ。为界值，山东省７～１８岁中小学生中心性肥胖总检出率男生为
２０．２０％，女生为１６．５７％，男生显著高于女生（Ｐ＜０．叭）；以ＷＨｔＲ≥０．５为界值，中心性肥胖总检出
率男生为１５．７３％，女生为７．３８％，男生同样显著高于女生（Ｐ＜０．０１）。结论山东省７～１８岁中小
学生ＷＣ发育水平较高。

【关键词】腰围；臀围；腰臀比；腰围身高比；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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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肥胖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者赤足身高（精确至０．１ ｃｍ）。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

近２０年来，我国儿童少年肥胖也在急速蔓延ｂ］。儿

软件统计处理，计算ＷＣ、ＨＣ、ＷＨＲ和ＷＨｔＲ均值

童期超重或肥胖是成年肥胖的预测因子，不但影响

（五）、标准差（ｓ）及百分位数，性别及城乡比较采用ｔ

其身心发育，而且增加儿童少年乃至成年期高血压、

检验。腹型肥胖检出率的比较用Ｚ检验。显著性水
平定为Ｐ＜０．０５（双侧检验）。

糖尿病和血脂紊乱等的患病风险ｎ］。研究发现，中
心性肥胖者更易罹患糖尿病和冠心病ｂ’６Ｉ。近年来，

结

腰围（ＷＣ）评价腹型肥胖的作用Ｅｔ益受到关注，且

果

对于向心性体脂积聚估测的准确率高于ＢＭＩ［７。１…。
儿童期的ＷＣ及相关指数［腰围身高ｔ匕（ＷＨｔＲ）、腰

１．样本人群特征：见表１。ＷＣ、ＨＣ总趋势是随
年龄的增长而增加（ＷＣ：男生ｒｓ＝０．９８６，Ｐ＜０。０ｌ；女

臀比（ｗＨＲ）］是预测成人期肥胖及其相关健康危险

生ｎ＝０．９９３，Ｐ＜０．０１；ＨＣ：男生几＝０．９９３，Ｐ＜０．０１；

的重要指标，许多国家均建立了儿童少年腰围参考

女生ｎ＝Ｏ．９９３，Ｐ＜０．０１）。在１４岁前，ＷＨＲ随年龄

标准。为此本研究调查山东省汉族儿童少年ＷＣ和

的增长而逐渐下降，１４岁后趋于平稳；ＷＨｔＲ的年龄

臀围（ＨＣ）发育状况，为建立儿童少年参考标准提供
参考。

特征不明显，男生为Ｏ．４２～Ｏ．４５，女生为Ｏ．４２～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样本：来自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

０．４３。但ＷＣ的性别差异明显，各年龄组均为男生
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性别的
差异随年龄增长而增加，７岁时男生平均比女生高
３．０５

ｃｍ，１８岁时差异扩人至６．１ ｃｍ。ＨＣ的发育曲

调查资料。按照整群随机抽样的原则，在全省１６个

线男女生存在两次交叉，即１１岁以前，男生高于女

市抽取７～１８岁汉族中小学生，每市随机抽取城乡

生，进入青春发育突增期后（１２～１４岁），女生超过

小学、初中、高中各１所（共６所），每所学校各年级

男生，１５岁后男生又超过女生。各年龄组男生ＷＨＲ

随机抽取２个班（一岁为一个年龄组，每市男女生各

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男生在

年龄组约５０人）。经内外科健康筛查，排除重要脏器

１３岁前，ＷＨｔＲ大于女生（Ｐ＜０．０１），但１４岁后性别

疾患和发育异常、畸形的学生，最终４２ ２７５（城市男生
１０ ７０７、女生１０ ６１１，农村男生１０ ５１５、女生１０ ４４２）名

差异不明显。各年龄组城市男生ＷＣ、ＨＣ均大于农
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城市女生７—１２

健康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

岁组ＷＣ值和７～１６岁组ＨＣ值大于农村，差异有统

２．调查方法：按照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测试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细则要求，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使用尼龙带尺测

２．与国内资料比较：本研究样本人群的ＷＣ第

量ＷＣ和ＨＣ。受试者露出腹部皮肤，平缓呼吸，将
带尺下缘经脐上１ ｃｍ处，水平绕一周，测量ＷＣ（精

５０百分位数（Ｐ，。）均高于文献［１ｌ一１３］报道的２００８
年１５省市７～１８岁、２００５年香港地区６～１８岁和

确至０．１ ｃｍ）；将带尺沿臀部最突起处水平围绕一

２００４年北京市３。１７岁儿童青少年人群调查结果

周，测量ＨＣ（精确至０．１ ｃｍ）。使用身高计测量受试

（图１、２）。

表１山东省７～１８岁儿童少年ＷＣ、ＨＣ、ＷＨＲ和ＷＨｔＲ值（ｉ±ｓ）

注：８性别比较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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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山东省７．１８岁城乡儿童少年ＷＣ、
ＨＣ均值差（城一乡）

图２山东省７。１８岁女生ＷＣ值的Ｐ，。与文献［１１－１３］比较

也有学者建议采用ＷＨｔＲ，＞０．５筛查中心性肥胖ｎ７＇”３，
如按此标准本研究人群男女生中心性肥胖检出率分
别为９．４５％～２２．９０％和５．４５％～９．５４％，男生总检出

率（１５．７３％）仍高于女生（７．３８％），差异有统计学意

注：４同表１

义（Ｐ＜０．０１）。
讨

论

近年来关于腹部脂肪堆积致健康危害的机制研
究已较为明确ｂ’６·，证实肥胖的健康危害不但与体脂
含量有关，更与脂肪分布部位有关，尤其是脂肪在腹
部的堆积。ｗｃ及其相关指数（ＷＨｔＲ、ＷＨＲ等）是
评价中心性肥胖的简易指标，尤其是在大样本群体
筛查时其优势更为突出。然而，儿童少年正处在生
图１山东省７～１８岁男生ＷＣ值的Ｐ，。与文献［１１－１３］比较

３．中心性肥胖检出率：有学者建议采用ＷＣ值
Ｐ，。作为筛查中心性肥胖的界值点ｎ４‘１“，为此本研究

长发育阶段，其筛查不可能像针对成年人那样仅使
用一个标准（如成年人ＷＨＲ男性为０．９，女性为
ｏ．８５），还应建立性别、年龄别百分位数分类标准。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筛查切点和参考标准，

采用文献［１１］的标准筛查中心性肥胖，结果本次调
查人群男女生中心性肥胖检出率分别为１７．３３％～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调查，提供了山东省７—１８岁儿

２４．３４％和１３．１４％～２２．２７％，男生总检出率（２０．２０％）

童少年ＷＣ、ＷＨＲ及ＷＨｔＲ的Ｐ。，、Ｐ∞和Ｐ，；界值

高于女生（１６．５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３），可供同类研究及今后制定全国标准时参

表３山东省７．１８岁不同性别儿童少年ＷＣ、ＷＨｔＲ、ＷＨＲ的Ｐ。‰和Ｐ。，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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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本研究按照上述筛查标准发现山东省７～１８岁
男女儿童少年中心性肥胖（ＷＣ≥Ｐ，。）检出总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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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少年发育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人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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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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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成叶，马军，何忠虎，等．中国汉族学龄儿童青少年腰围正常

分析表明，山东省儿童少年ＷＣ高于国内１５省平均

值．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０，３ｌ（３）：２５７—２５９．

水平，也高于香港和北京地区水平，与山东省儿童少

［１２］Ｓｕｎｇ

年超重、肥胖广泛流行并与“山东大汉”的体型特征
相符…．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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