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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北京市３ ８７名肥胖中学生非酒精性
脂肪肝等代谢异常罹患状况调查
周歆侯冬青段佳丽
【摘要】

目的

孙颖程红赵小元刘军廷杨平单馨影米杰

了解北京市城区中学生常规体检筛查肥胖人群中非酒精性脂肪肝（ＮＡＦＬＤ）

等代谢异常的罹患状况。方法采用现况调查方法，对北京市西城、海淀区８所中学常规体检筛
查出３８７名１２～１７岁肥胖学生进行临床健康风险评估，内容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测量、检查黑棘皮
症和腹部肝脏超声，以及空腹血糖、血脂（ＴＣ、ＴＧ、ＨＤＬ—Ｃ和ＬＤＬ—Ｃ）、肝功能血生化指标检测。采
用２０１０年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推荐的ＮＡＦＬＤ诊断标准。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利用￡检验、＃检验、协方差分析及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３８７名
肥胖中学生的ＮＡＦＬＤ检出率为４５．０％；糖尿病和空腹血糖受损（ＩＦＧ）患病率为ｏ．８％和４９．１％；随
着肥胖程度增加，ＮＡＦＬＤ患病率、黑棘皮症检出率、血脂紊乱和肝功能损害程度呈上升趋势。
肥胖合并ＮＡＦＬＤ中高ＴＣ、高ＬＤＬ．Ｃ、低ＨＤＬ．Ｃ、高ＴＧ、ＩＦＧ、肝功能异常和黑棘皮症检出率分别
为６．３％、４．０％、３７．９％、２２．８％、４６．０％、１７．８％和２８．５％，ＮＡＦＬＤ组高ＴＧ、肝功能异常、黑棘皮症的患
病率高于非ＮＡＦＬ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多因素分析显示，肥胖学生ＢＭＩ每增加
１

ｋｇ／ｍ２，发生ＮＡＦＬＤ的风险增加４０％；有黑棘皮症的肥胖学生发生ＮＡＦＬＤ风险是无黑棘皮症的

２．７４倍（９５％ＣＩ：１．３６～５．５２），高ＴＧ可增加肥胖学生罹患ＮＡＦＬＤ的风险（ＯＲ＝２．７５，９５％ＣＩ：１．４８。
５．１１）。结论以学校常规体检来源的肥胖学生中ＮＡＦＬＤ检出率较高，同时伴有血脂、血糖等代
谢异常。高ＢＭＩ、高ＴＧ和黑棘皮症独立作用于ＮＡＦ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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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肝病（ＮＡＦＬＤ）是一种肝组织学

查使用美国索诺声Ｍ．Ｔｕｒｂｏ彩色超声仪，线阵探头，

改变特征与酒精性脂肪肝相似，但患者无过量饮酒

频率为２～５ ＭＨｚ。检查中读取清晰的肝实质和相

史的临床病理综合征ｎ＇２｜。近年来，ＮＡＦＬＤ逐渐成

邻右肾的纵切面超声影像学图片。所有研究对象的

为儿童主要的慢性肝病［３ ３，一般人群中儿童ＮＡＦＬＤ

检查和脂肪肝的超声影像学诊断均由同一名经过严

检出率为２．６％～９．６％Ｈ，“，但超重肥胖儿童ＮＡＦＬＤ

格培训的工作人员完成。

检出率可上升至４０％～８０％［６·７Ｉ。儿童肥胖及其相
关的ＮＡＦＬＤ、血脂紊乱、糖代谢异常等问题应引起

３．诊断标准：
（１）肥胖分级：２３ 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５

高度重视噜］。已有调查表明，北京市中小学生约１／５

２５ ｋｇ／ｍ２一＜ＢＭＩ＜３０ ｋｇ／ｍ２，．ＢＭＩ＞一３０

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阳１，儿童肥胖率年平均增长

为轻、中、重度肥胖。

ｋｇ／ｍ２、

ｋｇ／ｍ２分别定义

１２％ｎ ０｜。自２００８年北京市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了年度

（２）脂肪肝的超声影像学诊断：①肝脏近场回声

常规健康体检，但未对筛出的肥胖儿童做进一步临

弥漫性增强（“明亮肝”），回声强于肾脏；②肝内管道

床健康风险评估。为此本研究于２０１２年４—６月对

结构显示不清；③肝脏远场回声逐渐衰减。凡具备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２个区８所中学常规体检筛出的肥胖
学生进行健康评估，分析该人群ＮＡＦＬＤ等代谢异常

３项中的２项者可诊断为脂肪肝［２］。
（３）ＮＡＦＬＤ：参考２０１０年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

罹患状况。

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的诊断标准乜１，即①
无饮酒史或每周饮酒折合乙醇量＜１４０ ｇ（女性＜

对象与方法

７０

ｇ）；②排除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全胃肠外营

１．调查对象：来源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养、肝豆状核变性、自身免疫性肝病等可导致脂肪肝

学生健康状况监测学校，其中选取西城、海淀区８所

的特定疾病；③肝活检组织学改变符合脂肪性肝病

中学共４０５５名参加２０１ １年度常规体检的中学生，采

的病理学诊断标准。本研究采用的ＮＡＦＬＤ诊断标

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ＷＧＯＣ）推荐的“中国学龄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ｎ¨

准为具备①、②项，同时符合脂肪肝的超声影像学诊

共筛查出６２２名１２。１７岁肥胖学生。经书面知情同

（４）血脂异常：采用我国“儿童青少年血脂异常

意后，有３８７名参加临床健康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防治专家共识”推荐的＞２岁儿童青少年血脂异常

问卷调查、体格测量、空腹静脉血生化指标检测、肝

诊断标准ｎ ２Ｉ，即ＴＣ≥５．１８ ｍｍｏｌ／Ｌ为高ＴＣ血症，

脏Ｂ超检查等。

ＴＧ≥１．７０

２．调查方法：问卷调查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疾病

断者。

ｍｍｏｌ／Ｌ为高ＴＧ血症，ＬＤＬ．Ｃ≥３．３７

ｍｍｏｌ／Ｌ为高ＬＤＬ—Ｃ血症，ＨＤＬ—Ｃ≤１．０４ ｍｍｏｌ／Ｌ为

史、服药史、家族史和生活行为习惯（是否饮酒等）。
身高、体重按照人体标准测量方法检测，计算ＢＭＩ

低ＨＤＬ—Ｃ血症。

（ｋｇ／ｍ２）。由通过培训考核的专业技术人员检查颈

糖尿病联盟推荐糖尿病诊断和分类标准”３。，５．６

部和腋下两个体表部位诊断黑棘皮症。所有参加体

ｍｍｏｌ／Ｌ≤ＦＰＧ＜７．０

检学生均空腹１２ ｈ，检查当日清晨抽取静脉血。使

ＦＰＧ≥７．０

用日立一７０２０Ｃ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ＦＰＧ（已糖激
酶法），ＴＣ、ＴＧ（酶法），ＨＤＬ．Ｃ、ＬＤＬ．Ｃ（直接法），谷
丙转氨酶（ＡＬＴ）和谷草转氨酶（ＡＳＴ）。肝脏Ｂ超检

（５）血糖异常：以ＦＰＧ作为评价指标，采用美国
ｍｍｏｌ／Ｌ为空腹血糖受损（ＩＦＧ），

ｍｍｏｌ／Ｌ为糖尿病。

（６）肝功能异常：血清ＡＬＴ≥４０ Ｕ／Ｌ和／或
ＡＳＴ≥４５ Ｕ／Ｌ。

４．质量控制：由经培训的专业人员组成固定体

·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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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队，按照统一方法人校完成健康评估；调查中使用

表２肥胖学生ＮＡＦＬＤ等代谢异常检出情况

统一型号仪器，现场对体检表进行审查和核对，出现
质疑数据，当场复测；在北京市儿童成人慢性病防治
中心开展生化指标检测，实验室检测结果经卫生部
北京医院／卫生部老年医学研究所评价。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双录人数据，
并进行逻辑核对。用ＳＰＳＳ １ 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ｉ±ｓ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率描述，组间比较
用ｆ检验。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因素对ＮＡＦＬＤ
的独立作用。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

结

果

ＮＡＦＬＤ等代谢异常检出率随肥胖程度的变化趋势

表３

１．研究对象与失访人群基本特征：参加２０１１年
常规体检的４０５５名学生中符合肥胖诊断标准者６２２
人，肥胖患病率为１５．３％，其中１２～１７岁３８７人参加
临床健康评估，随访率为６２．２％。两人群可比性分
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年龄低于失访人群（ｆ＝
一４．７１６，Ｐ＜Ｏ．００１），性别构成和ＢＭＩ均值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调整性别和年龄后，研究对象的ＢＭＩ
高于失访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５．９９１，Ｐ＝
０．０１５），见表１。
注：Ｉ司表２

表１研究对象与失访人群基本特征的比较

４．ＮＡＦＬＤ组与非ＮＡＦＬＤ组代谢异常患病率比
较：根据ＮＡＦＬＤ诊断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ＮＡＦＬＤ
和非ＮＡＦＬＤ两组。两组人群中男女生构成比例基
本相同。ＮＡＦＬＤ组平均年龄（１４．２±１．５）岁，高于非
ＮＡＦＬＤ组（１３．６±１．３）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调整年龄
与性别

２．ＮＡＦＬＤ等代谢异常检出情况：３８７名肥胖学

ＮＡＦＬＤ组中高ＴＧ、黑棘皮症和肝功能异常的患病
率均高于非ＮＡＦＬ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见表４。

生ＮＡＦＬＤ检出率为４５．０％，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２．６６３，Ｐ＝０．１０３）。男生高ＴＣ和高ＬＤＬ—Ｃ检出
率低于女生，而低ＨＤＬ．Ｃ的检出率男生高于女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４

ＮＡＦＬＤ组与非ＮＡＦＬＤ组代谢异常患病率的比较

３．ＮＡＦＬＤ等代谢异常检出率随肥胖程度的变
化趋势：采用２０１２年临床健康评估时以ＢＭＩ进行肥
胖程度分组，轻、中、重度肥胖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１４．０％、５９．２％、２５．３％，其中有６名（１．６％）在２０１１年
时为肥胖，２０１２年其ＢＭＩ转为超重。趋势￡检验分
析血脂、ＮＡＦＬＤ等代谢异常率随肥胖程度变化，显
示伴随肥胖程度的增加，高ＴＧ、肝功能异常、黑棘
皮症、ＮＡＦＬＤ的检出率呈上升趋势（Ｐ＜０．００１），见

５．高ＢＭＩ、血脂异常和黑棘皮症对ＮＡＦＬＤ的
独立作用：进一步以ＮＡＦＬＤ诊断结果作为因变量，

表３。

纳人回归方程的自变量有性别（１＝男；２＝女）、年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４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４４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龄、ＢＭＩ、高ＴＧ（０＝否；ｌ＝是）、高ＴＣ（Ｏ＝否；１＝

血脂其他三项异常率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是）、高ＬＤＬ—Ｃ（０＝否；１＝是）、低ＨＤＬ．Ｃ（０＝否；

义。美国一项病例对照研究表明肥胖伴ＮＡＦＬＤ发

１＝是）、ＩＦＧ（Ｏ－－－－否；１＝是）、黑棘皮症（Ｏ＝否；１＝

生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综合征风险较大乜１Ｉ。本研究中

是）。控制性别和年龄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ＢＭＩ、血

ＴＧ可独立作用于儿童ＮＡＦＬＤ，与Ｇｕｐｔａ等心２１对７００
名肥胖儿童ＮＡＦＬＤ研究分析一致。

脂四项指标、黑棘皮症对ＮＡＦＬＤ的独立作用。结果
发现：高ＢＭＩ、黑棘皮症和高ＴＧ均独立作用于

本研究肥胖儿童ＩＦＧ检出率为４９．１％，糖尿病患

ＮＡＦＬＤ。肥胖学生ＢＭＩ每增加１ ｋｇ／ｍ２，发生
ＮＡＦＬＤ的风险增加４０％；有黑棘皮症者发生

病率为０．８％，且３例糖尿病均患有ＮＡＦＬＤ。肥胖合

ＮＡＦＬＤ的风险是无黑棘皮症者的２．７４倍（ＯＲ＝

时随肥胖程度的增加其肝功能异常检出率呈显著上

２．７４，９５％ＣＩ：１．３６～５．５２）；血脂四项指标中，仅高ＴＧ

升趋势。

并ＮＡＦＬＤ的学生中有１７．８％已出现肝功能异常，同

本研究发现ＮＡＦＬＤ组中有２８．５％学生存在黑

与肥胖儿童ＮＡＦＬＤ独立相关（ＯＲ＝２．７５，９５％Ｃ／：

棘皮症，明显高于非ＮＡＦＬＤ组的７．１％。Ｒａｓｈｉｄ和

１．４８～５．１１），见表５。
表５高ＴＧ、黑棘皮症、ＢＭＩ对肥胖学生
ＮＡＦＬＤ的独立作用

Ｒｏｂｅｒｔｓ’２列曾报道３６例ＮＡＦＬＤ儿童中有１３例
（３６．１％）检出黑棘皮症。可能的原因是黑棘皮症与
胰岛素抵抗关系密切乜４｜，而后者又是ＮＡＦＬＤ发病的
关键机制。本研究中黑棘皮症者发生ＮＡＦＬＤ的风
险是无黑棘皮症者的２．７倍，提示应重视肥胖且出现
黑棘皮症的高危儿童。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学校常规体检筛查出的肥胖

讨

论

学生具有较好的代表｜生。但也有局限性。如仅限于

儿童ＮＡＦＬＤ日益受到关注ｎ“。肥胖儿童中

对肥胖儿童的单纯病例研究，研究目的为评估该组

ＮＡＦＬＤ患病率可高达８０％。肥胖合并ＮＡＦＬＤ的儿

儿童的健康风险，设计阶段未考虑招募正常体重儿

童更易发生代谢综合征、２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等相

童为对照；其次，伴随发育，无论是代谢综合征患病

关疾病ｎ

率还是代谢组分聚集均随之变化，因此本研究基于

５｜。

肥胖与ＮＡＦＬＤ关系密切。本研究显示肥胖学

现况调查的结果还有待前瞻性随访研究证实。

生中有４５％患有ＮＡＦＬＤ，随着肥胖程度的增加，

综上所述，北京市城区肥胖学生ＮＡＦＬＤ、血脂

ＮＡＦＬ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Ｓｃｈｗｉｍｍｅｒ等ｂ１报

异常、ＩＦＧ等代谢异常检出率高，合并ＮＡＦＬＤ后，相

告美国７４２名２～１９岁儿童青少年一般人群ＮＡＦＬＤ

关代谢性疾病的患病率升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高ＴＧ、黑棘皮症、高ＢＭＩ可独立作用ＮＡＦＬＤ。

患病率为９．６％，但超重肥胖儿童ＮＡＦＬＤ检出率上
升至３８％。Ｐａｐａｎｄｒｅｏｕ等ｎ６ ３报道希腊８５名肥胖儿童
中ＮＡＦＬＤ患病率为４４．７％。国内报告来自医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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