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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超重／月巴胖流行趋势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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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肥胖的定义和标准：学术界对机体脂肪过多

年全国营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２０～７４岁成年人超

或肥胖的利弊争论多年，直到１９８５年美国国立卫生

重率（ｗＨ０标准）为１４％，肥胖率尚不足３％＂１。与

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才达成共识，认为已有大量证据表
明：肥胖对健康和长寿具有不良作用，其定义为机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比，我国９０年代超重率和肥胖率
增长幅度加大陋１，成年人超重者为２４．４％，肥胖者占

以脂肪形式贮存过多的能量…。１９９７年ＷＨＯ也将

３．０１％［９］。更需关注的是，中心性肥胖脂肪积聚的疾

肥胖明确定为一种疾病［２１，并推荐其分类标准（ＷＨＯ

病和死亡危险较全身性肥胖更高ｎ０。，亚洲人群如日

标准）：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为超重、ＢＭＩ≥３０ ｋｇ／ｍ２为肥

本、印度和我国人群中的体脂分布以中心性为特点，

胖；男性ＷＣ≥１０２ ｃｍ、女性ＷＣ≥８８ ｃｍ为中心性

这种体型人群在同等ＢＭＩ情况下，体脂含量高于全

（腹型）肥胖ｂ］。“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

身性肥胖人群。有鉴于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体重分布

指南”推荐的分类标准（中国标准）：ＢＭＩ≥２４

特点差异较大，且我国的相关数据采自不同的研究

ｋｇ／ｍ２

为超重、ＢＭＩ≥２８ ｋ∥ｍ２为肥胖；男性ＷＣ≥９０

ｃｍ、

女性ＷＣ≥８０ ｃｍ为中心性肥胖Ｈ］。

２．全球超重／月巴胖的流行趋势：近２０年来，超重朋巴

人群。以下将分别描述。
（１）成年人群：利用１９９２年全国营养调查（７８

７０４

人）和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２０９

８４９

胖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增长，已成为当前最大的流行病

人）的数据分析表明，１０年间我国居民的超重率和

和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学挑战之一。据

肥胖率（中国标准）由１２．８％和３．３％升至１７．６％和

ＷＨＯ ２０１２年的统计报告显示，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在世界

５．６％，分别上升了３８．６％和８０．６％；其中≤６岁、７～

范围内体重ＢＭＩ均值，男性每１０年增加０．４ ｋｇ／ｍ２、女性

１７岁、１８～４４岁、４５—５９岁和≥６０岁人群的超重率

增加０．５ ｋｇ／ｍ２，肥胖率由男性的５％、女性的８％分别增

和肥胖率分别上升了３１．７％、１７．９％、６６．７％、４５．２％和

长为１０％和１４％［５３；据估算２００８年全球＞１５岁人群中

４３．７％；７岁以后各年龄组超重率和肥胖率增长幅度

超重人数达到１４．６亿，其中肥胖人数为５．０２（男性２．０５、
女性２．９７）亿［６］。据欧美国家估计，由于肥胖及其相关

均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男女性超重ｌｉｅ胖增长
幅度均高于城市居民；推算１０年间超重／）７１三胖患病人

疾病的医疗支出已达医疗卫生总支出的２％。７％口］。

数增加了１亿ｎ¨。另一项涵盖９省市６次（１９９３、

３．我国肥胖流行现状与趋势：在世界主要种族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９年）现况调查的纵向

和国家中，我国人群长期保持低体重的特点。１９９２

数据分析表明，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１６年间我国≥１８岁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１

年人，以ＷＨＯ标准男性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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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和８．６％，男性增长速度均高于女性；其ＢＭＩ均

约新增肥胖患者３４０万人；发病影响因素的分析表

值，男性增加了１．６ ｋｅＣｍ２，女性增加了０．８ ｋｅＣｍ２：ＷＣ

明，较高的家庭经济收入、从事轻度体力工作、摄入

均值，男性增加了７．０ ｃｍ，女性增加了４．７ ｃｍ。数据

较多红肉是肥胖发病的危险因素，而较高的受教育

还显示，１６年问城市人群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由

水平、常饮牛奶和摄入中等量水果可降低肥胖的发

２１．９５％和３．１８％增长至２６．６３％和９．４６％，而农村人群

生风险ｍ］。

则分别由１５．１９％和２．８５％增长至２７．７７％和８．２１％，农

（２）老年人群：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２年两次全国居民营

村人群超重率和肥胖率增长速度已超过城市““。该

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１０年间我国≥６０岁

研究还关注到在我国ＢＭｌ正常（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的

老年人超重率和肥胖率（中国标准）分别由２０．２％和

成年人中，１６年间中心性肥胖（中国标准）的年龄标

６．７％增长为２４．３％和８．９％””；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期间我

化率由１１．９％增长至２１．１％ｎ“。据中国慢性病及其

国≥６０岁老年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由２０．４％、５．４％

危险因素监测项目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和２０１０年的３次数据

增长至３０．１％、９．３％，ＢＭＩ均值增长了１．３ ｋｇ／ｍ２，ＷＣ

显示，我国１８～６９岁成年人３个时点的超重率和肥

均值增长了５．７ Ｇｍ，且男性和女性均呈逐年增长趋

胖率（中国标准）分别为２３．１％、２７．３％、３０．６％和

势［１“。２０１０年中国慢性病监测项目数据显示，我国

７．１％、８．０％、１２．０％，增长趋势明显［Ｉ“。该项目组还

老年人群的中心性肥胖率（男性Ｗｃ≥８５ ｃｍ、女性≥

利用２０１０年的监测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成年人中心

８０

性肥胖率为４０．７％，城市（４４．６％）明显高于农村

市高于农村（５９．２％／）Ｓ．４３．５％），其糖尿病、高血压等

（３８．４％），东部城市最高，西部农村最低¨“。并对其

主要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患病率明显高于ＷＣ值

中４９ ３２０名体重正常者（ＢＭＩ

正常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在ＷＣ正常的老年人群

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ｍ２）进

ｃｍ）为４８．６％，女性高于男性（５７．３％ＶＳ．３９．７％），城

行分析，报告显示我国成年体重正常人群中心性肥

中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患病率依

胖率为１４．８％（男性１２．５％、女性１７．２％），有随年龄增

然较高，男性分别为１３．４％、５８．３％和３０．８％，女性分

长的趋势，其中１８～２９岁组最低为９．４％，≥７０岁组

别为１２．８％、６０．１％和３０．４％ｎ…。

高达２５．７％；患病率还呈现出随受教育程度升高而增

本期刊出的中国慢病监测项目课题组对２０１０年

加的趋势，但城乡差别不大（１５．７％和１４．４％）；在调整

１９

８８２名≥６０岁人群按中国标准的分析数据显示，我

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城乡、地区等因素影响

国老年人超重率为３２．１％（男性为３１．０％、女性为

后，正常体重人群的中心性肥胖者心脑血管疾病危

３３．３％），城市和农村人群分别为３８．３％和２９．１％；肥胖

险因素聚集的比例是非中心性肥胖者的１．９５倍ｎ“。

率为１２．４％（男性为９．３％、女性为１５．３％），城市和农

本期刊出的两项按中国标准定义肥胖的研究又

村人群分别为１６．５％和１０．３％。提示我国老年人中，

提供了新数据。一项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在全国１２个

有近一半（４４。５％）的人体重超过正常标准，且超重率

地区１０ ３４０名３５～６４岁研究对象进行的心血管病

和肥胖率在不同性别、年龄、城乡、地区、受教育水平

危险因素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该中年人群超重率

及经济收入状况老年人群之间存在差异陋“。另一个

为３８．８％，肥胖率为２０．２％；人群中心性肥胖患病率

则对同一城市社区＞／６０岁老年人在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０年

为５１４％，其中轻度中心性肥胖（男性８５ ｃｍ≤ＷＣ＜

两次横断面调查的数据进行超重率和肥胖率变化趋

ｃｍ，女性８０ ｃｍ≤ＷＣ＜９０ ｃｍ）患病率为３２．２％，重

势的观察分析，结果显示：１０年问该人群男性和女性

度中心性肥胖（男性ＷＣ，＞９５ ｃｍ，女性ＷＣ＞二，９０ ｃｍ）

的年龄调整ＢＭＩ均值呈下降趋势。年龄标化后，１０

患病率为１９．２％，在ＢＭＩ正常人群中仍有１６％为中

年间超重／肥胖（ＢＭＩ≥２４ ｋｅｄｍ２）合并率，男性由

心性肥胖。其中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城市高于农

６７．２％下降至６２．７％，女性由６９．１％下降至５８．９％；肥

村，北方高于南方。肥胖人群中同时具有高血压、血

胖率（ＢＭＩ≥２８ ｋｅＣｍ２）男性由１９．２％下降至１５．５％，女

脂异常和糖尿病３种危险因素的比例是正常体重人

性由２４．２％下降至１８．０％，且女性超重率和肥胖率的

群的４．５倍，在重度中心性肥胖人群中该比例高达

下降幅度显著大于男性。结果显示出的积极信号是

５．１倍［１“。另一项对２７ ０２０名３５—７４岁成年人队列

北京市城区老年人群超重／肥胖现患率在过去１０年间

（基线数据采集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进行平均７．９年的

呈下降改变，而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健康化（戒烟、限酒

前瞻性随访研究，观察到我国３５～７４岁成年人肥胖

和体育锻炼）对降低超重率和肥胖率有重要作用ｋ“。

９５

年发病率为６．９７％。，超重年发病率为２４．８３％０，并以

（３）儿童青少年人群：由国家教育部、卫生部等五

２０００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我国成年人中每年

部委联合开展的全国中小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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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ＳＳＣＨ），自１９８５年启动，每５年一次，至今已进行

重高危群体；③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群体超重／７７１三胖率大

了５次。结果显示：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我国７～１８岁儿童

幅增长，肥胖开始在城市地区全面流行（２００５年城

青少年ＢＭＩ和ＷＣ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ＢＭＩ均值男

市男女生肥胖率已达７．１２％和３．６０％，乡村男女生肥

生由１６．８ ｋｇ／ｍ２增长至１８．２ ｋｇ／ｍ２，女生由１７．０ ｋｇ／ｍ２

胖率已达２．８２％和１．６８％）；城市超重人群倍增，沿海

增长至１７．９ ｋｇ／ｍ２，平均每１０年分别增加０．５６

ｋｇ／ｍ２

大城市肥胖进入中度流行水平；中小城市、富裕乡村

和ｏ．３６ ｋｇ／ｍ２［２“。同期前述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纵向６次调

青少年超重率显著上升；（④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肥胖在城

查中７。１８岁组的数据分析也呈相近的趋势，１６年间

市、富裕乡村全面流行；沿海大城市进入重度流行水

ＷＣ均值男生由６２．７ ｃｍ增长至６４．３锄，女生由６１．５ ｃｍ

平，最高达到１２％以上，内地中小型城乡地区已成为

增长至６１．７ ｃｍ，其增幅呈现为男生大于女生、农村大

新的超重／肥胖增长点。

于城市；其超重朋巴胖率从８．１％（男７．６％、女８．５％）增

概括我国人群超重／）ＴＢ胖的流行现状和趋势有以

加至１８．０％（男１８．０％、女１７．２％），中心性肥胖率从

下特点：近２０年来全人群的患病及发病水平呈快速增

１５．３％（男１１．８％、女１９．０％）增至２８．９％（男２９．１％、女

长，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城乡、·Ｉ＋Ａ别和年龄组差异；就

２８．７％），其增长速度男生超过女生，城市超过农村（１６

总体患病水平而言，尚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

年间城市超重／月巴胖率和中心性肥胖率由１０．１％和

围内居中等水平。但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增速和增幅

２０．６％分别增长至２１．０％和３２．７％，而在农村由７．４％

明显，并已形成未来成年人肥胖大军的巨大潜在人

和１２．９％分别增长至１６．８％和２７．５％）乜４’２

群，其防治形势和任务异常艰巨。由于我国人口构成

５Ｉ。

本期重点文章中刊出同一课题组的两项研究，

的特点和老龄化的加快，≥６０岁老年人群中超重／肥

第一项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在北京市３个代表性的学龄

胖率的增长趋势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城市地区的增

儿童（７。１７岁）群体中３次现况调查数据的分析，表

幅已趋缓，而农村地区却快速增长，加之其巨大的人

明该年龄人群肥胖（包括重度肥胖）患病率从２００４

口基数和医疗保健资源的不均衡性，使农村人群将成

年的９．８４％（１．８６％）上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６．５８％

为未来１０～２０年超重／肥胖导致健康危害的重点人

（４．１７％），年均增长速度为０．７５％（０．２６％），肥胖患病

群。我国人群肥胖流行的另一特点是，在体重正常人

率及年均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水平。并发现７～１２

群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中心性肥胖者伴有心脑血管疾

岁组（小学）肥胖患病率及年均增长速度均高于其他

病危险因素的聚集，提示在进行肥胖监测与干预时，

年龄组，说明肥胖的发病年龄仍在继续前移；近１０

不应片面强调体重或ＢＭＩ，应结合ＷＣ、ＷＨｔＲ、ＦＭＰ

年肥胖儿童中ＩＦＧ、血脂异常、高甘油三酯血症等肥

等指标评价人群中心性肥胖的流行状况及趋势。

胖相关的危险因素水平亦呈上升趋势［２６］ｏ为进一步

４．对策与建议：基于以上数据分析，我国人群中

探讨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的原因，该课题组对９～１３

超重／肥胖流行及其患病人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仍将

岁儿童进行了体力活动相关指标与超重朋巴胖发生风

持续，由此导致的相关疾病及死亡结局已日渐凸

险的相关性研究，分析结果发现：ＢＭＩ、ＷＨｔＲ和体脂

现。基于吸烟与吸烟导致死亡的流行病学观察和疫

百分比（ＦＭＰ）均与体力活动消耗能量呈负相关关

病流行阶段模型（Ｓｔａｇｅ

系；学生上下学乘私家车每日平均增加１ ｈ，ＷＨｔＲ、

疾病结局高峰相对滞后于病因流行高峰（例如由

ＦＭＰ分别上升０．０１和２．０６个单位；每日静态活动时

人群吸烟率的高峰到出现相关死亡的高峰约３０

间增加１ ｈ，ＦＭＰ则升高０．８９个单位；而每周平均食

年），目前观察到的肥胖健康危害结局，尚属肥胖流

用叶类蔬菜频率增加１次，ＢＭＩ下降０．１０个单位。提

行危害的早期阶段，如不能有效遏制其流行趋势，预

示我国城市学龄儿童每日体力活动量较低，减少静

计未来１０～２０年肥胖相关疾病、死亡以及医疗费用

态活动时间和增加体力活动以消耗能量，可预防和

支出将呈现爆炸式增长。鉴此，建议如下：

降低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陋“。

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由于

第一，进一步加强国家代表性人群（标准的抽样

我国青少年超重／）１Ｂ胖的流行趋势大致概括为４

框架、测量方法和定义，以确保不同时期调查结果的

个阶段：①１９８５年前后，肥胖率为０．１％，无肥胖流

可比性）中肥胖及相关因素的定期监测与报告，建立

行；②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以城市为代表，开始出现超重

大型定期追踪重复测量的研究队列或组织涵盖多个

为主的大规模流行，１９９５年城市男女生超重率已达

队列个体数据的协作研究（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评估肥

６．４４％和４．２２％，乡村男女生已达２．０６％和２．４９％，即

胖相关指标的变化和趋势，并分析我国人群发病、死

大城市开始形成以小学男女生、初中男生为主的超

亡的影响以及相关医疗开支和疾病负担，为政府决

·３４８．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３５卷第４期ｃｈｍ

策和公众健康教育提供基于国人的流行病学资料和

１２

Ｘｉ

Ｂ，Ｌｉａｎ２

Ｙ，Ｈｅ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研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Ｔ，ｅｔ ａ１．Ｓｅｃｕｌａｒ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ｍｌ ａｎ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１ ９９３—２００９

肥胖健康危害的科学证据。

Ｊ１．０ｂｅｓＲｅｖ，２０１２．１３（３）：２８７～２９６．
１３

ｎｏ锄ａ１

第二，提高公众对肥胖防治的健康意义的认知，
从公共卫生实践的角度，广泛交流和普及预防肥胖的

【１４

Ｌｉ

ｘＹ，ＪｉａｎＥ Ｙ，Ｈｕ Ｎ，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ｏｖｅｎｖｅｉｇｈｔ ａＩｌ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 Ｊｊ
ＰｒｅｖＭｅｄ．２０１２．４６（８）：６８３—６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科学知识，宣传“超重者即使减重５％～１０％也可降低
相关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儿童期有肥胖经历者，
４０％成年后将发生肥胖”等科学事实和常识，了解科

ｏｂｅｓ竹

Ｄｕ Ｔ，ＳｕＩｌ Ｘ，Ｙｉｎ Ｐ，ｅｔ ａ１．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仃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ｅｎ仃ａ１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ｄｖ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１ ９９３—２００９
Ｊ １．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Ｉｌ，２０１３，１３：３２７．
Ｃｈｉｎ Ｊ

李晓燕，姜勇，胡楠，等．２０ｌＯ年我国成年人超重及肥胖流行特
征［Ｊ］．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４６（８）：６８３—６８６．
１５

ＪｉａｎｇＹ，Ｚｈａｎｇ

Ｍ，Ｌｉ ＹＣ，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ｃｅｎｔｍ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２０１０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ｗａｉｓｔｌｉｎ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Ｊ

Ｉ．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ｖＣｏｎｔｒＣｈｍｎＤｉｓ，２０１３，２ｌ（３）：２８８—２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学控制体重、预防儿童期肥胖及青年期保持适宜体

姜勇，张梅，李镒冲，等．２０１０年我国中心型肥胖流行状况及腰
围分布特征分析［Ｊ］．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２０１３，２１（３）：

重，对整个生命过程的健康和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性。

２８８—２９１．
Ｊｉａｎｇ Ｙ，Ｚｈａｎｇ Ｍ，Ｌｉ ＸＹ，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ｅｎ仃ａ１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ｍ
ｂｏｄｙ ｗｅｉ曲ｔ ｉＩｌ ２０１０ Ｊ Ｉ．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ｖ

第三，防治策略应将肥胖防治纳入以社区为基础

ｎｏｍａｌ

Ｍｅｄ，２０１３，１４（６）：４４９—４５３．（ｉｎ ＣｈｉＩｌｅｓｅ）

的一级预防（病因预防）体系，使之成为多种慢性病如

姜勇，张梅，李晓燕，等．２０１０年我国正常体重成人中心型肥胖
流行状况分析［Ｊ］．中国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４（６）：４４９—４５３．
Ｗａｎｇ ＺＷ，Ｈａｏ Ｇ，Ｗａｎｇ Ｘ，ｅｔ ａ１．Ｃｕ丌ｅｎｔ ｐｒｃ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预防的关键措施之

ｏｖｅｎｖｅｉｇｈｔ，ｏｂｅｓｉｔｙ，ｃｅｎ仃ａ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 ｒｃｌａｔ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一；研发和推广城乡社区简便实用的适宜技术，诸如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ａ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ｄ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１．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叭４，３５（４）：３５４—３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身体活动量及能量消耗评估技术、膳食控制的原则及

王增武，郝光，王馨，等．我国中年人群超重／且巴胖现况及心血管
病危险因素聚集分析［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４）：

方法、合理减肥与保持适宜体重的运动方法等。

３５４—３５８．

综上所述，超重／肥胖在我国的流行蔓延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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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ｏｂｅｓ时ａＩｌｄ

Ｙ，ｅｔ ａ１．ＩＩｌｃｉｄ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ｇｅｄ

３５—７４

ｉｔｓ

ｙｅａｒｓ：ａ

ｍｏｄｍ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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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ＣｈｉＩｌ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４，３５（４）：３４９—３５３．（ｉｎ

公共卫生新的重大挑战，呼唤社会关注，提醒决策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Ｉｌｄｖ

重视，采取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预防实践，抓住时机，

李建新，樊森，李莹，等．我国３５～７４岁成人肥胖发病率及其可
控危险因素的前瞻性队列随访研究［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及早行动，才能减缓肥胖及相关疾病流行的势头。
１９

２０１４，３５（４）：３４９—３５３．
ＷａｎｇＹ，Ｍｉ Ｊ，ＳｈａｎＸＹ，ｅｔ ａ１．ＩｓＣｈｉｎａｆａｃｉｌｌｇ

２０

ｃｈｍ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ｌ Ｊ１．Ｉｎｔ ＪＯｂｅｓ（Ｌｏｎｄ），２００７，３１（１）：１７７一１８８．
Ｊｉａｎｇ Ｙ，Ｚｈａｎｇ Ｍ，Ｌｉ ＹＣ，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ｏｂｅｓ时印ｉｄｅＩＩｌｉｃ

ａ１１

ａｎｄ ｔｌｌｅ ｃｏｌ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仃ｅｎｄｓ ｉｎ ｏｂｅｓｉ坤ａｎｄ

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ＩＩ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ｌⅡ１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ｖｅｌ叩ｍｅｎｔ ＰａＩｌｅｌ ｏｎ ｍ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ｂｅｓ时Ｉ Ｊ Ｊ．ＡＩｌＩｌ Ｉｎｔｅｍ Ｍｅｄ，１９８５，１０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Ｉ沁ｐｏｎ ｏｆａ ＷＨｏ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０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ｇＩｌ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ｎ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Ｉｌｄ ｃｌｌｌ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Ｉ Ｊ Ｊ．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２０１３，

４７（９）：８１６—８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ｂｅｓｉｔｙｌＲ Ｊ．ＧｅｎｅＶａ：

Ｒｅｐｏｎ Ｓ甜ｅｓ，２０００，８９４：８３．
Ｍｉｎｉｓ打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ｌ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仃ｏｌ

９１０ｂａｌｅｐｉｄｅＩＩｌｉｃＩＲＩ．ＷＨ０ ＴｅｃｈＩｌｉｃａｌ
４

ｆｅａｔＩｌｒｅ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 １．２００３．（ｉｎ Ｃｈｉｎｃｓｅ）

ａｎｄ

姜勇，张梅，李镒冲，等．中国老年人中心型肥胖流行特征及其
与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聚集的关系［Ｊ］．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２１］

ｃｏｎⅡＤ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巾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症

体重变迁及其危险因素变化的研究［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２０１４．３５（４）：３５９—３６４．
弱

Ｊｉ ＣＹ，Ｃｈｃｎ ＴＪ，ＳｕＩｌ Ｘ．Ｓ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ａｎｇｃｓ ｏｎ ｔ１１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ｄｖ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Ｍ

Ｃｕｉ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６：９４一１０１＿（ｉｎ ＣｈｉＩｌｅｓｅ）

ｏｂｅｓ岫ｉｎ
仃ｅ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ｄｄｌｅ

”

ａｇ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ｌｓ ａｎｄ
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２００２，２３（１）：１１—１５．

Ｌｉｕ Ｍ，）（ｉ

Ｂ，ｗ锄ｇ ＱＪ，ｅｔ

ａ１．１ｈ心ｉｎ ｔ量坞ｐ州ａｌ∞ｃｅ ｏｆｏｖｅｎⅣｅｉ曲ｔ

１２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嫂，席波，王奇娟，等．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７～１８岁中国学龄儿童
超重肥胖和腹型肥胖率变化趋势［Ｊ］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１７—１２３．

拍

ＹａｌｌＹＫ，ＨｏｕＤＯ，Ｄｌｌａｎ几，ｅｔ ａ１．Ｔｈｌ凼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ｌｌｃｅｍｔｅｓ

ｃｈｉｌ出ｅｎ ａｎｄ ａｄ０１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ｌＪｊ．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４，３５
（４）：３７０一３７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ａｍｏｎｇ

ＥＤ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０２，２３（１）：５一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闫银坤，侯冬青，段佳丽，等．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学龄儿童肥
胖及相关代谢异常的流行趋势［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
３５（４）：３７０一３７５．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数据汇总分析协作组．我国成Ａ体重指数
和腰围对相关疾病危险因素异常的预测价值：适宜体重指数和
腰围切点的研究［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３（１）：５—１０．
［１０］ＫｉｓｓｅｂａｈＡＨ，ＫｒａｋｏｗｅｒＧ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

『Ｊ １．Ｐｈｖｓｉ０１ Ｉ沁ｖ，１９９４，７４：７６ｌ一８１１．

［１１］Ｍａ Ｇｓ。，ＬｉＹＰ，ｗｕＹＦ，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ｂｏｄｙ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马冠生，李艳平，武阳丰，等．１９９２至２００２年问中国居民超重率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ｖ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ｃ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丘ｏｍ ｎｉｎｅ ｐｒｏｖ血ｃｅｓ ｉｎ Ｃｌｌｉｎａ
仃ｏｍ １９９ｌ一２００６［Ｊ Ｊ．Ｉｎｔ Ｊ Ｐｅｄｉａ仃０ｂｅｓ，２０１０，５（５）：３６５—３７４．

１１７

Ｐｒｃ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ｂｏｄｖ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ｂ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ｒｉｓｋ ｔｈ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Ｊ ｊ．
Ｃｈｊｎ Ｊ

１９８５—２０ｌＯｌ Ｊ】．Ｂｉｏｍ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２０１３，２６（７）：５２０一５３０．
ｚ，Ｈｕ】【ｌｅｙＲ，ｗｕＹ，ｅｔ ａ１．Ｔｃｍｐｏｍｌ仃ｅｎｄｓｉｌｌ ｏｖｅ御ｅｉ曲ｔ

ａＩｌ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ｏｂｅｓｉ竹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７—１８ ｙｅａｒｓ
ｆ如ｍ １９９３ ｔｏ ２００９【Ｊ Ｊ．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ｌｌ Ｃａｒｅ，２０１２，２０（２）：

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Ｃｈｉｎ

武阳丰，周北凡，陶寿淇，等．我国中年人群超重率和肥胖率的
现状及发展趋势［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３（１）：１１—１５．
９｝Ｃｏｏｐｅｒａ石ｖ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０ｂｅｓｊｔ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王义艳，何耀，姜斌，等．２００ｌ一２０ｌｏ年北京城市社区老年人群

ＰＩｌ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全国营养调查．中国人群的膳食与营养状况（１９９２年全国营养
调查总结）［Ｍ］．第１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６：９４一１０１．
［８］ｗｕＹＦ，Ｚｈｏｕ ＢＦ，Ｔａｏ ｓＱ，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ｎⅣｅｉ曲ｔ ａｎｄ

ＪＥＤ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４，３５【４）：３６５—３６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ＭＩ，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ｄｂｅｓｉ哪ａＩｌ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柚ｌｌｒｂａ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巧ｉＩｌｇ丘ｏｍ ２００１ｔｏ ２０１０
Ｊ１．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１４，３５（４）：３５９—３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Ｍ］．Ｂｅ巧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Ｊｊ．

ｏｆ

印ｉｄｅｍｉｏｌｏ垂ｃ导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ｔｌｌｅ

ｏｖｅ州ｅｉ曲ｔ

６０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ｉｌｌ ２０１０

行特征［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４）：３６５—３６９．
［２２］ Ｗ知２ ＹＹ，Ｈｅ Ｙ，Ｊｉａｎｇ Ｂ，ｅｔ ａ１．ＳｔＩｌ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２ｌｏｂ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Ｔｈ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锄ｄ ｎｕｍ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ｌｅｓｅ口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ｕｍｍ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ｇｅｄ

张梅，姜勇，李镒冲，等．２０ｌｏ年我国≥６０岁老年人超重／肥胖流

［６］ＦｉｎｕｃａＩｌｅＭＭ，ｓｔｅｖｅｎｓ ＧＡ，ｃｏｗ蛐ＭＪ，ｅｔ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１．３７７（９７６５）：５５７—５６７．

ｏｂｅｓｉｔｖ锄ｏｎ２
Ｃｈｉｎ

ａｐｐｓ．ｗｈｏｊｎｔ，试曲ｉ蛐啪州１０６６５Ⅲ８４４／ｌ／９７８９２４１５６４４４ｌ－衄ｇ．ｐｄｆ？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ｂｏｄｙ—ｍ邪ｓ ｉｎｄｅｘ ｓｉＩｌｃｅ １９８０：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ｍ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ａＩｌｄ
ｓｔＩｌｄｉｅｓ ｗｉｍ ９６０ ｃｏｕＩｌｔｒｙ—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９．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Ｉｌｔｓ ｌＪｊ．

２０１３．４７（９）：８１６—８２０．
Ｚｈａｌｌｇ Ｍ，Ｊｉａｌｌｇ Ｙ，“ＹＣ，ｅｔ ａ１．Ｐｒｃ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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