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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Ｏ年中国城乡居民超重和肥胖的

直接经济负担分析
梁晓峰

张娟施小明

【摘要】

目的分析２０１０年中国城乡居民由超重和肥胖造成的主要慢性病（冠心病、脑卒

中、高血压、癌症、糖尿病）的经济负担。方法利用２０１０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和２００８
年国家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数据，采用疾病成本的方法计算超重和肥胖的直接经济负担。结果
２叭０年中国城乡居民超重和肥胖所造成的主要慢性病合计经济负担高达９０７．６８亿元人民币，占
主要慢性病经济负担的４２．９％。结论中国城乡居民超重和肥胖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呈上升趋势，
占２０１０年卫生总费用的４．５％。

【关键词】超重；肥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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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和肥胖是继高血压、吸烟、高血糖和身体活

２００３年国家卫生总费用的３．２％，占国家医疗总费用

动不足之后，全球死亡的第五大风险因素…。研究
证明，ＢＭＩ增加是２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很多癌

的３．７％Ｈ１。为此本研究利用我国最新调查和监测资

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的危险因素乜］。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的２８年间全球成年人肥胖率从６．４％

料对超重和肥胖的直接经济负担进行分析。
资料与方法

增加到１２．Ｏ％，超重率从２４．６％增加到３４．４％ｂ１。超

１．资料来源：本研究中卫生总费用的数据来自

重和肥胖既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挑战也造成巨大的

２０１２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ｂ］。经济负担分析资料来

经济负担。我国学者报道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

自２０１０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报告阳’和

脑卒中合计归因于超重和肥胖的直接经济负担占

２００８年国家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报告ｎ］。２０１０年中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４

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在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
１６１个监测点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二师开展调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张娟、
施小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梁晓峰）

查，覆盖全国样本地区≥１８岁城乡居民。被调查对

通信作者：施小明，Ｅｍａｉｌ：ｓｘｍｃｄｃ＠１６３．ｃｏｍ

象的身高、体重测量均由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员按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叭３年６月第３４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６

照标准方法测量哺１。≥１８岁居民人口数来自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２００３年慢性病负担的数

如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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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引自先前研究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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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究方法：采用疾病成本（ｃｏｓｔ—ｏｆ－ｉ１１ｎｅｓｓ）的
方法计算超重和肥胖的直接经济负担¨０Ｉ。直接经济
负担是指患者为接受医疗保健服务所支付的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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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增加趋势

图１

利用２０１０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的超

重和肥胖率计算人群归因危险度（Ｐ根），即ＰＡＲ＝
［Ｐ（解一１）］／［１＋Ｐ（解一１）］，式中Ｐ为超重和肥胖
率，艘（衄）为相对于正常体重者，超重和肥胖人群

（数据来源：２０１２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５１）
表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我国主要５种慢性病的经济负担
（亿元人民币）

患某种疾病的相对危险度。本研究中超重和肥胖相
关的主要慢性病仅限于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癌
症、糖尿病，未考虑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类风湿性
关节炎等疾病。其中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

卒中的艘值来自国内相关文献Ｈ］，患癌症的艘值

使用国外研究结论ｎ１｜，肥胖定义为ＢⅦ≥３０ｋ咖２。

３．超重和肥胖人群５种主要慢性病患病风险：

利用２００８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计

根据２０ｌＯ年我国≥１８岁居民超重率３０．６％和肥胖率

算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癌症、糖尿病的直接经济

１２．０％№１，计算超重和肥胖人群患５种主要慢性病的

负担。计算公式：门诊直接经济负担＝疾病别两周

ＰＡＲ（表２）。

就诊率×（次均门诊医疗费用＋次均门诊间接费

表２

２０１０年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患５种主要慢性病的

艘值（９５％口）和ＰＡＲ

用）×２６×≥１８岁人口数；住院直接经济负担＝疾
病别年住院率×（平均住院费用＋平均间接住院费
用）×≥１８岁人口数；疾病总直接经济负担＝门诊
直接经济负担＋住院直接经济负担。
根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以
２００８年为１００的定基指数，２０ｌＯ年为１０２．５８，计算
２０１０年主要慢性病的经济负担。
结

果

注：超重ＢＭＩ为２４～２７．９ ｋ∥ｍ２，月巴胖ＢＭＩ为≥２８ ｋ∥ｍ２

４．超重和肥胖造成的主要慢性病经济负担：根

据ＰＡＲ和２０１０年经济负担计算，我国超重和肥胖

１．卫生总费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卫生总费用

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为９０７．６８亿元人民币，占５种

持续增加，由４５８６．６３亿元增加至１９ ９８０．４０亿元，增

主要慢性病直接经济负担的４２．９％，占２０１０年卫生

长速度约１５％（图１），快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增

总费用的４．５％（表３）。

长速度。卫生总费用占ＧＤＰ的比例由２０００年的
４．６％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０％。１０年间卫生总费用年

表３

２０１０年我国归因于超重和肥胖５种主要慢性病的
经济负担（亿元人民币）

均增长速度为１５．９％，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年均增
长速度为１３．４％。

２．主要慢性病的经济负担：２００３年冠心病、脑
卒中、高血压、癌症、糖尿病５种主要慢性病的直接
经济负担达１５１４．２２亿元人民币，２０１０年５种主要
慢性病的直接经济负担为２１１４．３６亿元人民币，占卫
生总费用的１０．６％（表１）。

注：括号内数据归于超重和肥胖的经济负担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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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研究只分析了超重和肥胖造成的５种主要慢
讨

论

性病经济负担，而未考虑其他疾病阳１。此外，２００８年

１．慢性病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国家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表明有３７．６％的居民

年１０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增长速度超过ＧＤＰ。快

在过去２周患病未就诊ｂ１，如加上这部分人群，将会

速增长的慢性病是卫生总费用增长的一个重要原

造成更大的医疗负担。由于数据有限，本研究使用

因…］。１９７３—２００９年我国慢性病占人群死因构成

平均医疗费用代替５种主要慢性病的对应医疗费

由５３％上升至８５％ｎ ３。。２００３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用。因此研究中对超重和肥胖的经济负担估计偏

病、脑卒中、癌症的直接经济负担约１５１４．２２亿元人

低，但仍足以说明其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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