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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年人红肉摄人量对体重指数、体重
及超重危险性影响的多水平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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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畅

目的分析中国成年人红肉摄入量对ＢＭＩ、体重及超重危险的影响。方法利用开

放式队列研究“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问至少参加过一轮调查的１８ ００６名成年人
（其中男性占４７．５％），应用三水平（社区一个人一调查时间）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红肉摄入量对ＢＭＩ、
体重变化和超重（ＢＭＩ≥２４ｋｇ／ｍ２）危险的影响。采用连续３天２４小时膳食回顾方法评价成年人平
均每日红肉摄入量。结果中国成年人高红肉摄入量一般是年轻、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高、体
力活动水平低、总能量摄人高及有吸烟和饮酒习惯者。三水平混合效应线性模型显示成年人红肉
摄入量与ＢＭＩ、体重的变化呈正相关。在调整其他因素（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吸烟、饮酒、
体力活动水平、城市化程度和总能量摄入水平）后，与不进食红肉男女性相比，红肉摄入水平最高
组的男女性ＢＭＩ值分别增加了０．１７ ｋｇ／ｍ２（９５％Ｃ１：０．０８—０．２６，Ｐ＜０．０００１）和０．１２ ｋｇ／ｍ２（９５％ＣＩ：
Ｏ．０２～０．２２，Ｐ＜０．０５），体重分别增加了５９６９（９５％ＣＩ：３２９。８６４，Ｐ＜０．０００１）和４００９（９５％ＣＩ：１６４～
６３６，Ｐ＜０．０００１）。进一步调整基线ＢＭＩ值后，三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显示，与不进食红肉的成年人相
比，最高红肉摄入水平的男女性发生超重的相对危险分别是１．２１（９５％ＣＩ：１．０１～１．４６，Ｐ＜０．０５）和
１．１８（９５％ＣＩ：１．０１～１．３７，Ｐ＜Ｏ．０５）。结论较高的红肉摄人量可增加ＢＭＩ和体重，并增加发生超
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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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在过去２０年间发生了巨大

女性＞４０００ ｋｃａｌ或＜６００ ｋｃａｌ）者、ＢＭＩ＜１４

ｋｇ／ｍ２

转变，即谷类食物和蔬菜水果摄人量明显下降，而动
物性食物的摄入量快速上升，主要表现为猪肉等畜

或＞４５ ｋｇ／ｒｎ２者及身高、体重、膳食数据缺失者，共
人组１８ ００６人（男性占４７．５％），该人群居住在２３６个

禽类的增加ｎ‘３１；在营养变迁的同时，居民超重和肥

社区中，平均每个社区２３７（３６～４０３）人，人均参加

胖率呈逐年上升趋势¨，３’…。ＷＨＯ报告膳食和体力

３．１轮调查。

活动是影响肥胖的重要因素ｂ１。由于红肉富含饱和

３．评价指标：

脂肪酸和提供高能量，许多研究发现较高红肉摄入

（１）红肉摄人量：每轮调查均采用连续３天２４小

量是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哺。８１，但研

时（３

究结论并不一致，某些营养干预研究发现红肉摄人
有利于减轻体重、控制血压甚至是某些膳食有关慢

以家庭为单位采用称重记账法收集３ ｄ的食用油和
调味品消费量。红肉指猪、牛、羊等及其内脏和肉制

性病的保护因素旧］。目前缺乏我国成年人红肉摄人

品。在计算总能量摄人时，将家庭食用油和调味品

的长期变化对ＢＭＩ及肥胖发生危险的追踪研究。

消费量按家庭中个人能量消费比分配到个人，再分

为此本研究拟利用中美合作课题“中国健康与营养

别利用１９８１、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４年食物成分表将相

调查”（１９９１－－２００９）的随访数据，采用多水平分析方

应调查年份收集到的各类食物及食用油和调味品消

法探讨长期红肉摄人量变化对我国１８～７５岁成年
人ＢＭＩ、体重及超重和肥胖危险性的影响。

费量转换成总能量和营养素值ｎ４。６｜。计算３ ｄ的平

对象与方法

ｄ ２４

ｈ）膳食回顾询问法收集食物消费数据，并

均红肉摄人量（ｇ／ｄ），然后将不食红肉者归为一组，
食红肉者按摄人量的四分位分为４个组（Ｑｌ～Ｑ４），
共计５个水平。

１．数据来源：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２）ＢＭＩ和超重朋巴胖：现场调查员经统一培训

与食品安全所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

考核。身高测量采用ＳＥＣＡ２０６身高计，用前校对调

开展的长期纵向追踪项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零，测量时脱鞋帽，读数精确到０．１ ｃｍ；体重计量采用
的电子体重称，用前校对调零，测量时只穿少量衣服，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
样，在黑龙江（１９９７年开始参加）、辽宁（１９９７年没有
参加）、山东、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及贵州９

读数精确到０．１ ｋｇ；ＢＭＩ计算为体重（埏）／身高（ｍ）２。
采用卫生部２００３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

个省（自治区）进行，分层分阶段抽取的城市居委／郊

制指南》的标准ｎ…，超重为２４、＜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肥胖

区村／县城居委会／村为基本抽样单位——社区，在抽

为ＢＭＩ＞一２８ ｋｇ／ｍ２。本研究中将超重和肥胖合并为

取的每一社区中随机抽取２０个居民户，将户内的所

一组，建立是否超重／月巴胖的二分类结局变量。

有家庭成员作为调查对象，每轮调查尽可能追踪相

４．研究方法：调查数据呈嵌套性结构，即同一社

同的调查户及户内成员。具体抽样方法、调查方案

区内（第三水平）生活的个体（第二水平），每个人提

和内容见文献［１０—１３］。

供ｌ～７轮（第三水平）随访数据。该数据特点中潜

２．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包括参加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９年７轮追踪调查中至

少一次接受调查的１８—７５岁成年人，删除孕妇、乳
母和能量摄人异常（男性＞６０００ ｋｃａｌ或＜８００ ｋｃａｌ；

在的“聚集性”违反了传统分析方法中数据独立性和
方差齐性等前提假设，故拟采用多水平模型方法，更
为准确地估计参数和统计学检验ｎ８。２…。连续性ＢＭＩ
或体重为因变量时，采用多水平随机截距线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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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超重／ＨＥ胖为二分类因变量时，则应用多水平随

摄入水平最高四分位的男性与不食红肉男性相比体

机截距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在分析引入模型的其他指标包括调查年份、年

重增加５９６ ｇ（９５％ＣＩ：３２９～８６４，Ｐ＜０．０００１）。表３

龄（进入队列时年龄１８～２９、３０～４４、４５～５９、６０～

杂因素后，与不消费红肉的女性相比，红肉摄入量最

７５岁）、家庭人均经济收入（三分位）、教育水平（小
学及以下、初中、初中以上）、体力活动（三分位）、吸

高四分位的女性ＢＭＩ值增加了０．１２ ｋｇ／ｍ２（９５％ＣＩ：
０．０２—０．２２，Ｐ＜０．０５），体重增加了４００ ｇ（９５％ＣＩ：

烟（是／否）、饮酒（是／否）、总能量摄人量（连续性变

１６４～６３６，Ｐ＜０．０００１）。随机效应方差分析结果显

量）和蔬菜水果摄人量等个人水平变量、Ｊｏｎｅｓ．Ｓｍｉｔｈ

示（表２和表３的模型５），男性和女性ＢＭＩ值在社区

和Ｐｏｐｋｉｎ陋¨建立的社区城市化指数（三分位）——社
区水平变量，从经济、人口、基础建设等１２个方面评

水平的方差分别占总方差的１０．９％和７．３％，在个体

价社区的城市化程度，得分范围在０～１２０，高分值

３．红肉摄入水平与超重危险性间的关系：表４

代表城市化程度高。

的模型５显示，在调整了包括蔬菜水果和禽肉等混

水平的方差分别占６１．７％和６５．２％。

首先分性别拟合不包含任何自变量的二水平和

的三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显示，调整基线ＢＭＩ值后，红
肉摄人量对超重的效应明显降低，与不食红肉的成

三水平的空模型，似然比检验发现三水平模型优于

人相比，红肉摄入量最高四分位的男性和女性发生

二水平模型；然后分性别拟合一系列的三水平模型，

超重的相对危险分别是１．２１（９５％ＣＩ：１．０１～１．４６，

依次调整人口经济因素、其他生活方式、城市化指

Ｐ＜０．０５）和１．１８（９５％ＣＩ：１．０１～１．３７，Ｐ＜０．０５）。此

数、能量及有统计学意义的其他食物摄人（如蔬菜水

外，基线ＢＭＩ每增加一个单位，男性和女性发生超

果、禽肉、鱼虾类、食用油、谷类及大豆类）等。将红

重的危险分别增加１７４％和１２７％。成年男女性超

肉各摄入水平的中位数值以连续型变量形式代人模

重／肥胖在社区和个体水平的方差均有统计学意义。

型进行趋势性检验。

讨

５．统计学分析：用ＳＡＳ ９．２和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统计软
件整理和分析数据，多水平模型通过Ｓｔａｔａ １ ２．０软件
中的ＸＴＭＩＸＥＤ和ＧＬＬＡＭＭ模块实现¨引。
结

果

论

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１９９１—
２００９）７轮随访数据，发现在调整城市化水平、人口
学特征、体力活动等生活方式因素、总能量及蔬菜水
果摄人后，ＢＭＩ和体重值随红肉摄人增加呈线性增

１．基本情况：表１显示，居住在城市化水平较高

加，过量红肉消费是成年男女性超重发生的独立危

的社区、年龄较轻、男性、经济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

险因素。目前国外有关红肉消费对成人肥胖影响的

较高、较低体力活动水平、多吸烟饮酒、总能量摄入

研究结果不一致。Ｎｅｗｂｙ等乜２１发现红肉膳食模式是
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但一些临床干预研究显示包

高且超重朋巴胖率略高者为红肉摄人量最高人群，而
不食红肉和红肉摄入水平最高的成人其蔬菜水果摄

含红肉的高蛋白膳食有助于降低体重和长期保持体

人量均较高。时间趋势分析，男性日均红肉摄人量

重陋轧２“，有些研究认为肥胖可能是红肉消费与许多

（调整总能量摄人）从１９９１年的６９．４ ｇ增加到２００９

慢性病之间的中介因素随１。由于缺乏统一的红肉定

年９０．６ ｇ，女性则从５２．２ ｇ增加到７３．７ ｇ。年龄调整

义和存在红肉摄入模式的种族差异，很难进行各国
间同类研究结果的比较。

后，ＢＭＩ值男性从２１．５ ｋｇ／ｍ２增加到２３．５ ｋｇ／ｍ２，女性
从２２．１ ｋｇ／ｍ２增加到２３．３ ｋｇ／ｍ２；男性超重／肥胖率从
１５．６％增加到４１．７％，女性从２３．１％增加到４０．２％。

由于过量红肉消费对健康的危害，许多国家都
提出了适宜红肉摄入量的推荐值。中国居民膳食指

２．红肉摄入水平对ＢＭＩ、体重变化的影响：表２

南建议“常吃适量的鱼、禽、蛋和瘦肉”，强调多食脂

中模型１～５表示调整不同水平的混杂因素后红肉

肪含量相对较低的瘦肉；“膳食平衡宝塔”推荐每天

消费水平对ＢＭＩ值的效应变化。模型４额外调整了

食畜禽肉５０～７５

总能量摄人后，效应明显减小；模型５增加调整了禽

摄人量为９０．６ ｇ／ｄ，已超过畜禽肉的推荐量高值，女

肉和鱼虾类摄人量后没有显著改变回归系数的大

性红肉摄人量也处于临界（７３．７ ｇ／ｄ），且我国成人仍

小，与不消费红肉的男性相比，红肉摄入量最高四分

以猪肉消费为主，猪肉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不利

位的男性ＢＭＩ值增加了０．１７ ｋｇ／ｍ２（９５％ＣＩ：０．０８～
０．２６，Ｐ＜０．０００１）。利用相似的建模方法发现，红肉

于肥胖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本研究发现，ＢＭＩ
值随红肉摄人量增加呈线性上升趋势，摄入量过高

ｇ［２ ５Ｉ。２００９年我国成年男性红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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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研究人群按调查年份和红肉摄入量分组的基本特征

注：４为均数，采用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红肉摄入水平的因素差异，对于分类变量采用ｆ检验分析各因素与红肉摄入水平之间的关系；６为中
位数，采用非参数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调查不同红肉摄入水平的差异

（＞１３０ ｇ）明显增加了超重的危险。此外，本研究发

均每日红肉和能量摄人量，此外研究中考虑了红肉

现ＢＭＩ在社区水平的变异约占总变异的１０％，这说

中所含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多种营养素的

明同一社区的个体有聚集性，提倡采取以社区为基

相互作用，在分析中除了调整总能量外，还考虑了

础的综合干预手段，以达到更有效的防治效果。值

红肉和其他食物之间潜在的共同作用对其进行调

得注意的是，基线ＢＭＩ值与超重呈正相关，提示尽

整，还较全面地控制了人口特征、体力活动水平、吸

早控制ＢＭＩ的增长可以防患于未然。

本研究中“社区一个人一重复测量数据”的嵌套

烟、饮酒、社区城市化水平等混杂因素，故本研究对
红肉摄人过量是超重的独立危险因素的结论较为

性特点违背了传统分析方法观察值互相独立的前

可靠。但也存在局限性，如连续３天２４小时膳食回

提ｎ ｓ，１９，。有研究发现如果忽略数据的层次性而采用

顾法不能反映长期膳食习惯，每轮调查均在固定时

传统的单一水平分析方法，或者忽略最高或中间水

期（８—１１月）收集膳食数据，不能反映红肉消费的

平的层次可能导致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心们；与利用

季节性变化，但该方法调查的平均值可以明显降低
测量误差。

食物频率法收集红肉摄入量的研究相比，本研究采
用的３天２４小时膳食回顾数据较为精确的估计平

有些研究发现仅加工红肉的消费是糖尿病、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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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间（年）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

０．２４（０．１６，０．３２１。

Ｏ．２３（０．１５，０．３１１。

０．２３（０．１５，０．３１１‘

Ｏ．２４（０．１６，Ｏ．３２１。

０．２３（０．１５．０．３２）。

１９９７

０．６４（０．５５．Ｏ．７２）‘

Ｏ．６３（０．５５．０．７２）。

０．６３（０．５４，Ｏ．７１）。

０．６２（０．５３，Ｏ．７１）。

０．６１ｆＯ．５３，０．７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２（０．９４，１，１１１‘

１．０ｌ（０．９３，１．１０）。

１．０１（０．９２，１．１０）‘

１．０１（０．９３，１．１０）。

１．ｏｏ（ｏ．９２，１．０９）‘

２００４

１．２６（１．１７，１．３６）‘

１．２９（１．１９，１．４０）。

１．２９（１．１８，１．３９）。

１．２９（１．１９，１．４０）‘

１．２８（１．１７，１．３８）‘

２００６

１．２８（１．１９，１．３８）。

１．２４（１．１３，１．３５）。

１．２４（１．１３，１．３４）。

１．２４（１．１３，１．３５）。

１．２２（１．１１，１．３３）。

２００９

１．５５（１．４５，１．６５）。

１．５６（１．４６，１．６６）。

１．５６（１．４６，１．６６）。

１．５７（１．４７，１．６８）。

１．５５（１．４５，１．６５１。

３０～

０．７９（０．７０．０．８８）。

０．７６∞．６７．０．８６）‘

０．７６（０．６７．Ｏ．８６）‘

０．７６（０．６７．Ｏ．８６）。

０．７６（０．６７．０．８６）‘

４５～

０．８８（０．７６．０．９９）。

Ｏ．８５（０．７３．０．９７）。

０．８５（０．７３．Ｏ．９７）‘

Ｏ．８５（０．７３．Ｏ．９７）。

０．８５（０．７３．Ｏ．９７）‘

６０～７５

０．５４（０．３９．Ｏ．６８）。

Ｏ．４９（０．３４．０．６５）。

Ｏ．４９（０．３４，０．６５）。

０．５０（０．３５．Ｏ．６５）。

０．５０（０．３５．０．６５）‘

Ｑ１

０．０１（一ｏ．０７，Ｏ．０９１

一０．ｏｏ（一ｏ．０９，０．０８１

一０．０１（－ｏ．０９，Ｏ．０８）

１（一ｏ．０９．０．０８）

一０．ｏｏ（一ｏ．０９，０．０８１

Ｑ２

０．０８（０．０１．ｏ．１６）。

０．０４（一ｏ．０５。ｏ．１２）

０．０４（－０．０５．０．１２）

０．０３（－０．０６，０．ｉｉ）

０．０３（－０．０６。０．１１）

Ｑ３

０．１３（０．０４．０．２１）６

０．１１（ｏ．０２．ｏ．２０）。

０．１１（ｏ．０２．Ｏ．１９）。

０．０８（－０．Ｏｌ，０．１７）

Ｏ．０８（一ｏ．Ｏｌ，０．１８１

Ｑ４

Ｏ．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ｙ

０．２１（０．１２．０．３０）。

０．２１（０．１２．Ｏ．３０）‘

０．１６（０．０７．Ｏ．２６）。

Ｏ．１７（０．０８．０．２６）。

年龄（岁）
１８～

红肉摄人
不食

随机效应

一０．ｏ

社区水平方差

１．０７（０．８６，１．３３）

１．０２（０．８２，１．２７）

１．００（０．８０，１．２５）４

１．００（０．８０，１．２５）。

１．Ｏｌ（Ｏ．８０．１．２６）ａ

个人水平方差

５．８２（５．６１，６．０４）。

５．６９（５．４７，５．９１）‘

５．６９（５．４７，５．９１）‘

５．６７（５．４６，５．９０）ｃ

５．６７（５．４６．５．８９）ｃ

鐾薹

！：型！：ｉ！：！：丝：

！：！墼兰！：！：！！Ｌ．

２．５２（２．４６，２．５７）‘

２．５２（２．４６，２．５７）ｃ

２．５１（２．４６，２．５７）ｃ

，．基：耋空墼孥奄凳望至鍪多薏篓暨ｃ，：耄照磐挚１９…９１…年，不食红肉者；模型ｌ：调整进入队列时年丽ｌ孬面６再蠢蠹孬甄霸ｉ焉蠹五ｊ磊画
。… …………４……一’一…。“一
１．上筻力活霉！！汪：婴塑翌簦翼！．模型３：模型２＋城市化指数；模型４：模型３＋总能量摄人值；模型５：模型ｊ阜备卤耐美磊爻薹ｉ翥芮攘天
水平ＸＣＢＭＩ值影响的趋势性检验：Ｚ＝４．１３，Ｐ＜０．０００１；ａＰ＜０．０５；ａＰ＜０．０１；ｃＰ＜Ｏ．００１

调查时间（年）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

０．１２（０．０４．０．２０）６

０．１２（０．０４，０．２０ｙ

０．１２（０．０３，０．２０）６

０．１２（０．０４．０．２１）６

０．１２（０．０４．０．２０）６

１９９７

０．５２（０．４３．０．６０ｙ

０．５１（０．４２，Ｏ．６０１。

Ｏ．５０（０．４１．０．５９）。

０．５Ｉｆ０．４２．０．５９）。

Ｏ．５０（０．４１．０．５９）。

２０００

Ｏ．９１（０．８２．１．００）。

０．９ｌ（Ｏ．８２，１．ｏｏ）‘

０．９０（０．８１．０．９９）。

Ｏ．９２（０．８３．１．０１）。

０．９ｌ（Ｏ．８２，１．０１）。

２００４

１．０７（０．９８，１．１７）。

１．０９（０．９９，１．１９１‘

１．０９（０．９９．１．１８１‘

１．１１（１．０１．１．２０）。

１．１０（１．００，１．１９）。

２００６

１．１１（１．ｏｌ，１．２１）‘

１．１２（１．０２，１．２２）。

１．１１（１．０２，Ｉ．２１）。

１．１４（１．０４，１．２４）。

１．１２（１．０２，１．２２）。

２００９

１．２２（ｉ．１ｉ．１．３２）。

１．２２（１．１１．１．３２）。

１．２１（Ｉ．ＩＩ，Ｉ．３２）。

１．２５（１．１４，１．３５）‘

１．２３（１．１３，１．３４）。

３０～

０．８９（０．８０．０．９９）。

０．９１（Ｏ．８１，１．ｏｏ）‘

０．９１（０．８１。１．ｏｏ）。

０．９０（０．８１．１．ｏｏ）‘

０．９０（０．８１．１．ｏｏ）‘

４５～

１．３５（１．２３，１．４７）‘

１．３６（１．２４，１．４８）‘

１．３６（１．２４，１．４８）。

Ｉ．３６（Ｉ．２４，Ｉ．４８）。

１．３６（１．２４，１．４８）‘

６０～７５

１．１９（１．０３，１．３４）。

１．１９（１．０３，１．３５）‘

１．１９（１．０３，１．３４）‘

１．１９（１．０４，１．３５）。

１．１９（１．０４，１．３５）‘

Ｑ１

０．０５（一ｏ．０２，Ｏ．１３１

０．０５（一０．０３．０．１３）

０．０５（－０．０３．ｏ．１２）

０．０５（－０．０３．０，１２）

Ｏ．０５（－０．０３．０．１３）

Ｑ２

０．０９（０．０１．０．１７）。

Ｏ．０８（ｏ．００．０．１６）８

Ｏ．０８（一０．００，０．１６１

０．０６（－０．０２，０．１４１

Ｏ．０６（－０．０２，０．１４１

Ｑ３

０．１４（０．０５．０．２２）６

０．１４（０．０６．０．２３）６

Ｏ．１４（０．０５．Ｏ．２２）６

０．１０（ｏ．０１，０．１８１。

Ｏ．１０（０．０１．０．１９）。

Ｑ４

０．２１（０．１１．０．３０）。

Ｏ．２０（０．１１，Ｏ．２９）。

０．１９（０．１０．Ｏ．２８）。

０．１２（０．０２．０．２２）。

Ｏ．１２（０．０２．０．２２）４

年龄（岁）
１８～

红肉摄人
不食

随机效应
社区水平方差０．８３（０．６６，１．０４）。０．８１（０．６４，１．０３）。０．７８（０．６１，０．９８）。０．７８（０．６２，０．９９）。０．７９（０．６２．０．９９）ｎ
个人水平方差
７．０６（６．８１，７．３１）。
７．０４（６．８０，７．３０）。
７．０４（６，８０，７．３０）ｃ
７．０２（６．７７，７．２７）ｃ
７．０２（６．７７，７．２７）。

’’４………
注：哩毒２：模型５：模型４＋蔬菜水果、禽肉摄人石＿罩乏ｉ西－ｉ五历ｉ可忑五丽ｉ巧西６五币覆历习西亏再泵ｉ面髟丽丽西募丽
鐾茎

Ｚ＝２．５６．尸＜０．０５

！：塑垡：！！：ｉ：竺丝：

！：！丝：翌：！：０１）‘

２．９５（２．８９，３．ｏｏ）。

２．９５（２．８９，３．０１）ｃ

２．９５（２．８９，３．０１）ｒ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３４卷第７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表４我国成年人群红肉摄入水平与超重肥胖危险的三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女性

男性

项目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２

模型１

注ａ，ｂ．ｃ同表２；表内数据为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模型２红肉摄入水平对ＢＭＩ值影响的趋势性检验，男性：Ｚ＝２．５，Ｐ＜０．０５；女性：ｚ＝１．８，Ｐ＜
０．０５

中风及某些癌症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新鲜肉类的
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卫乱２７｜。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新鲜
红肉与加工肉类、脂肪含量不同的红肉种类对我国
成人ＢＭＩ、肥胖及肥胖相关慢性病潜在的不同影响。

［２］Ｚｈａｎｇ Ｂ，Ｗａｎｇ

ＨＪ，Ｄ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ｎｉｎｅ

ＷＷ，ｅｔ

ａ１．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

张兵，王惠君，杜文雯，等．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中国九省（区）居民食
物消费状况．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４５（４）：３３０—３３４．
［３］ＰｏｐｋｉｎＢＭ，ＡｄａｉｒＬＳ，Ｎｇ ＳＷ．Ｇｌｏｂ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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