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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新疆哈萨克（哈）族、维吾尔（维）族和汉族农村居民超重、肥胖及腹型肥

胖流行现状和分布特点，为该地区不同民族肥胖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
机抽样方法，抽取调查现场年龄≥１ ８岁哈族、维族及汉族常住居民１ｌ ３７７人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
检查，分析并比较３个民族人群超重、肥胖及腹型肥胖患病率。结果哈族、维族和汉族人群超重
率分别为２７．８％、２４．５％和４０．３％，肥胖率分别为１７．９％、１１．５％和１３．７％，腹型肥胖患病率分别为
５８．０％、５３．９％和５９．９％，汉族人群超重和腹型肥胖患病率最高，哈族肥胖率最高（尹值均＜Ｏ．０１）；３
个民族人群超重和汉族腹型肥胖患病率均为男性高于女性（Ｐ值均＜０．０５），３个民族人群肥胖和
维族腹型肥胖患病率均为女性高于男性（Ｐ值均＜０．０１）；３个民族超重、肥胖和腹型肥胖患病率均

随年龄增加呈现递增趋势，且男女性各年龄段人群腹型肥胖患病率均高于同年龄段超重及肥胖患
病率。结论新疆农村地区哈族和维族是肥胖和腹型肥胖高发人群，汉族是超重高发人群，且３
种患病率存在民族、年龄及性别差异，腹型肥胖患病率均高于全国水平。

【关键词】肥胖；农村居民；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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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和肥胖已成为早死、致残、影响生命质量和

由统一的仪器和检查者完成，包括身高、体重、腰围、

经济负担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目前国内外

臀围。身高、体重、腰围和臀围测量按常规标准。身

肥胖患病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并呈现上升趋势，但不

高测量读数准确至０．１ ｃｍ，称量体重读数准确至

同区域和民族患病率存在明显差异，城乡人群患病

０．０１

情况及分布特点也有不同［１－３］ｏ我国新疆地区少数
民族特殊的居住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生活及饮食

部最大周径Ｈ］。依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
控制指南》标准Ｈ］，２４ 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为超

特点均与汉族不同，为此本研究分析新疆地区哈萨

重，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为肥胖；腰围男性≥８５ ｃｍ、女

克（哈）族、维吾尔（维）族和汉族农村居民肥胖患病

性≥８０ ｃｍ为腹型肥胖。

现状及分布特点，为开展少数民族肥胖的预防与控
制提供依据。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建立数据
库，ＳＰＳＳ １ 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

ｋｇ，腰围测量读数准确至ｌ ｍｌｉｌ，臀围测量为臀

态分布的采用；±ｓ描述，ｔ检验或方差分析推断，不

对象与方法

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秩和检验分析比较；计数资料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采用地区一县一乡一

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ｚ２检验，患病率
使用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年龄及性别构成进行标

村四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先根据
人口地理分布抽取具有代表性的３个地区（伊犁、喀

化。以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什、塔城），再从所选的３个地区中各随机抽取１个县

结

（新源、伽师、沙湾），然后从每个县中随机抽取１个

果

乡／镇（那拉提镇、江巴孜乡、西戈壁镇），最后在各乡／

１．一般情况：共调查１１ ３７７人。其中哈族３９２６

镇中按照人口规模和片区分布分层抽取相应村（那

人，男性１９４５人（４９．５％），女性１９８１人（５０．５％），平

拉提镇６个村、江巴孜乡１２个村、西戈壁镇９个村），
经知情同意调查≥１８岁常住居民（居住时间＞６个

均年龄（４５．１５±１４．７３）岁；维族３７８８人，男性１８２４人

月），排除长期外出、流动人口。按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
普查的年龄构成比计算各年龄组抽样人数，抽样时

１５．７８）岁；汉族３６６３人，男性１７６０人（４８．ｏ％），女性
１９０３人（５２．０％），平均年龄（４８．０４±１３．５４）岁。三民

进行男、女分层以保证样本性别人数均衡。预计每

族人群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２＝－２．１４４，Ｐ＝

个抽样点抽样人数为４０００人，共调查１２ ０００人。实
际调查１１ ３７７人，其中哈族３９２６人，维族３７８８人，汉

０．３４２），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２３９．８９１３，尸＜
０．００１），ＢＭＩ、腰围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分别

族３６６３人，应答率为９４．８％。

为）ｃ２＝２８３。９１８，）ｃ２＝２８．７４６，Ｐ值均＜０．００１），其中以
哈族人群腰围水平最高，汉族人群ＢＭＩ水平最高

（４８．２％），女性１９６４人（５１．８％），平均年龄（４２．９９±

２．研究方法：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
查和体格检查。测量前对调查人员进行集中统一培

（表１）。

训和考核，调查过程中接受统一质量控制。所有调

２．超重和肥胖患病率：

查问卷均由专人每日审核并保管，发现问题及时处

（１）不同民族比较：分别计算哈族、维族和汉族

理。数据录入采用双录入并进行逻辑检错。问卷包

农村居民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并对各率进行年龄标

括人口学特征及吸烟、饮酒、膳食情况等。体格测量

化。结果显示，三民族人群超重率分别为２７．８％、

民族毒凳‰１矿鼍‰

表１新疆哈族、维族和汉族人群年龄、ＢＭＩ、腰围水平

５

ｌ

３

腰围６±ｊ，ｃｍ）

呈竺堑圭！：竺璺竺！
男性

女性

合计

６

４５．９２±１４．８３ ４４．４０±１４．６０

４５．１５±１４．７３

２４．５８±４．１７

２４．０５±４．４０

２４．３２±４．２９

４３．３７±１６．２２

２３．３５±４．２２

男性

女性

合计

８８．０３±１２．３３ ８３．３７±１１．９５ ８５．６８±１２．３６

４

４

３

８

４２．６４±１５．３５

４２．９９±１５．７８

２３２９±３，３５

２３．３２±３．８２

８５．１９±９．５８

８２．８２±１０．８５ ８３．９６±１０．３３

舛跎％Ｏ

鳃％∞ ３

３

蛇弼酾 ３

４９．２４±１３．２４ ４６．９３±１３．７３

４８．０４±１３．５４

２４．６５±３刀２４．３４±３．４ｌ ２４．４９±３．３５

８７．０７±９．３６

８１．８５±９．８７

合计５５２９

５８４８

１１ ３７７

４６．１３４－１５．０２ ４４．６３＋１４．６８

４５．３６４－１４．８７

２４．１８－－＋３．６９

哈维汉 族族族

２３．９１±４．０６

２４．０４＿＋３．８９

８６．７９＋１０．６３

８４．３６４－９．９７

·１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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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２

２４．５％和４０．３％，肥胖率分别为１７．９％、１１．５％和

均在４５～５４岁达到高峰，而汉族５５～６４岁患病率

１３．７％；标化后分别为２７．１％、２４．１％和３９．１％及

最高；维族３５～４４岁肥胖率最高，而哈族和汉族均

１６．４％、１０．９％和１３．１％；三民族患病率比较，汉族人

在≥６５岁达到高峰（表２）。

群超重率最高，哈族人群肥胖率最高，差异均有统计

３．腹型肥胖患病率：哈族、维族和汉族人群腹型

学意义（分别为）ｃ２＝２４３．６２９，）ｃ２＝６６．５０４，Ｐ值均＜
０．００１）（表２）。

肥胖患病率分别为５８．０％、５３．９％和５９．９％，标化后分

（２）不同性别比较：哈族、维族和汉族农村居民

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２９．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汉族患病率

男女性超重率分别为２９．２％、２６．４％，２６．２％、２３．ｏ％和

最高，而维族人群最低（表３）。哈族男女性患病率

４３．１％、３７．８％，标化后分别为２８．８％、２５。４％，２５。５％、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３。２９３，Ｐ＝０．０７０）；维族人群

２２．７％和４１．１％、３７．Ｏ％，男性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三民族分别为３ｃ２＝３．８４１，）ｃ２＝５．３７３，］ｃ２＝

女性高于男性，而汉族男性高于女性（分别为）Ｃ２＝
６４．６８９，）［２＝１０．１８７，Ｐ值均＜０．０１）。三民族患病率

１０．４０４，Ｐ值均＜Ｏ．０５）（表２）；三民族男女性肥胖患

均随年龄增加呈现递增趋势，哈族和汉族人群患病

病率分别为１８．５％、１７．３％，９．６％、１３．２％和１４．Ｏ％、

率均为≥６５岁最高，而维族在４５～５４岁达到高峰。

１３．５％，标化后分别为１６．９％、１５．７％，９．５％、１２．３％和

对比表２、３三民族男女ＪＩ生各年龄段腹型肥胖患病率

１３．５％、１２．９％，维族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ｚ２＝

均高于同年龄段超重和肥胖患病率。

１２．０３５，Ｐ－－－－０．００１），而哈族和汉族男女性患病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ｃ２＝０．８７３，）Ｃ２＝０．１７２，Ｐ值
均＞０．０５）（表２）。

别为５４．９％、５１．９％和５６．６％，三民族患病率比较差异

讨

论

（３）年龄组比较：三民族超重、肥胖患病率均随

肥胖不仅是～种慢性病，也是多种慢性病的重
要危险因素【５＇“。２０１０年美国成人肥胖患病率男性

年龄增加呈现递增趋势。哈族和维族人群超重率

为３５．５％，女性为３５．８％＂１，已提前达到对２０１５年

表２新疆３个民族人群不同年龄组、不同性别超重率和肥胖率比较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８与女性比较（Ｐ＜０．０５）；‘与哈族比较（Ｐ＜０．０１）；。与维族比较（Ｐ＜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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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堑垩！全垦堕至旦至鳖望：至旦：堡型叁登堕型里壁璺塑奎堕茎

—————————————————————————————————————————————————————————————————————————————————一
年龄组
堕 堕
（岁）

男性

女性

合计

里竺

壅丝

１６１（３０．３）

２９（４８．３）

５８（５０．４）８７（４９．７）

１１７（３１．１）

１９４（４７．９）

３１１（３９．８）

１０７（６０．８）

１３８（４８．９）

２４５（５３．５）

２２３（５６．６）

３１０（６８．３）

５３３（６２．９）

２９１（６６．４）

２５３（５７．４）

５４４（６１．９）

２２８（６８．３）４２０（６６．４）

２５０（５８．７）

２８０（５８．９）

５３０（５３．８）

２６３（６３．７）

２３６（６１－３）４９９（６２．５）

５２（２０．４）

１８～

５３（３６。ｌ、

９０（３８。６１

１４３（３７．∞

２５～

１８３（４８．８）

１５１（４４．７）

３３４（４６．８）

２５１（５７．３）４８８（５７．４）

１９２（６４．２）

３５～
４５～

２３７（５７．５１

２２７（６０．９１

３０３（７３．５）

５３０（６７．５）

丝堕—————一——＝ｉ———ｊ兰Ｉ娶————Ｆ

１０９（３９．５）

里丝

——————————————————————————————————————————————————————————————————————————————————————————，—————————————————————————

壅竺

鱼兰

鱼兰

５５～

２４２（６０．３１

２５７（６６．８）４９９（６３．５）

１６３（５６．４）

２２１（６９．７）

３８４（６３．４）

６５～

１５８（６６．７）

１２５（７１．４）

１１２（５３．１）

１１９（６６．９）

２３１（５９．４）

１６１（６５．２）

１２７（６２．０）

２８８（６３．７）

１１００（５６．６）

１１７７（５９．４）

２２７７（５８．０）８５９（４７．１）

１１８１（６０．１）

２０４０（５３．９）

１１０１（６２．６）

１０９２（５７．４）

２１９３（５９．９）

５１．９６

６０．４８

合计
标化率（％）

５３．５

ｆ趋势４０．７１０
＜０．００１

Ｐ值

５６．１
９９．５１９

＜Ｏ．００１

２８３（６８．７）

５４．９
１３０．８５２
＜０．００ｌ

４５．０“
１０１．６９６

＜Ｏ．００１

５８，３
７５．４２６

１６９．０３８

＜０．００ｌ

５５．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２８

５６．６‘

１２．４６７

１３．７９１

＜Ｏ．００ｌ

＜Ｏ．００１

１．４５５

注：同表２

３０．０％的预测水平哺３。中国２０１０年监测结果显示【３１，

递增趋势，且各年龄段腹型肥胖患病率均高于其同

成人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分别为３０．６％和１２．０％。本

年龄段以ＢＭＩ作为标准判断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

次调查超重率哈族（２７．８％）和维族（２４。５％）农村居

说明新疆地区农村居民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人群

民均低于全国和新疆报道的水平（３７．２％）旧］，汉族

腹型肥胖问题更加严峻，尤其是中老年人群应作为

（４０．３％）则相反；肥胖率除维族外，哈族（１７．９４％）和

防治重点。

汉族（１３．７％）均高于全国却低于新疆（２７．Ｏ％）的水
平ｂ］，三民族腹型肥胖患病率（５８．０％、５３．９％和
５９．９％）均高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３０．７％）ｎ刚和
新疆（５０．１％）监测结果ｎ¨，却与英国人群相同指标
判断腹型肥胖患病率的研究结果（男５２．７％、女
６９．０％）接近“２｜。与农村水平比较，三民族居民超重
率除汉族外均低于全国（２９．１％）ｂ１及新疆水平
（３４．２％）ｎ ３｜，肥胖率均高于全国（１１．０％）旧１而低于新

疆（２５．０％）水平ｎ ３｜，腹型肥胖患病率均高于全国
（２８．５％）¨们及新疆（４９．４％）水平…。提示相对于全
国，新疆哈族、维族是肥胖和腹型肥胖的高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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