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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肥胖的流行·
我国３ ５～７４岁成人肥胖发病率及其可控

危险因素的前瞻陛队列随访研究
李建新樊森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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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曹杰黄建凤赵连成刘小清俞玲

了解我国成人肥胖的发病率，并探讨肥胖相关可控危险因素。方法以

１９９８年中国心血管流行病学多中心协作研究和２０００年中国心血管健康多中心合作研究的２７

０２０

名３５～７４岁成人的调查作为基线，进行平均７．９年的前瞻性随访，收集肥胖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指
标；以ＢＭＩ（ｋｇ／ｍ２）２４．０．２７．９作为超重，≥２８．０作为肥胖，分别计算超重和肥胖的发病率；采用多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调整性别、年龄、南北方、城乡等基线相关因素后，计算各危险因素对于肥
胖发病的相对危险度。结果我国３５～７４岁成人肥胖年发病率为６．９７％０，女性（７．７４％０）高于男性

（６．１０％。），北方（９．２９％。）高于南方（５．１０％。），农村（７．２８％。）高于城市（６．５２％。），超重年发病率为
２４．８３％。。多因素调整后，与高中（１２年教育）以下学历人群相比，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肥胖发病风
险降低１８％；中等收入人群肥胖发病相对风险是低收入人群的１．２８倍；与从事中一重度体力工作人
员相比，从事轻度体力工作和非在岗（家务劳动和退休）人员发病风险分别增加３２％和６３％；常饮
牛奶和食用中等量水果，分别可以降低３８％和１９％的肥胖发病，而食用较多红肉可增加肥胖发病
风险，常饮花茶者肥胖发病相对风险是不饮茶者的Ｉ．３４倍。结论我国３５～７４岁成人肥胖发病
率达６．９７％ｏ。为了预防与控制肥胖流行，应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适当增加体力活动，鼓励喝牛
奶，适量食用水果，减少红肉的摄入和花茶的饮用，尤其是在低学历和中等收入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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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心血管病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是

案，由通过培训的调查人员采用统一编制的调查表

导致慢性病直接疾病负担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我
国人群健康ｎ·２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

进行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吸烟
饮酒史、疾病史、体力活动和膳食等信息，并进行身

方式的改变，肥胖患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２０１０年
我国成人肥胖率已达１２％ｎ。】。目前，我国制定了

高、体重、ＷＣ、ＨＣ和血压等人体指标的测量，此外
还采集空腹血标本，进行生化指标测定，包括血糖、

“健康中国２０２０”战略规划和“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

血脂等。

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等，启动了一些相关干预项

随访研究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进行，采用统一调查

目，以遏制肥胖等慢性病危险因素的流行。本研究
利用我国大样本人群的随访数据，分析我国成人肥

方案和表格，由培训合格的调查人员对上述两部分

胖的发病率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慢性病防治

人群进行心血管病等慢性病发病和死亡情况的随
访，同时进行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体重、ＷＣ和血

工作规划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压等）的复查。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基线人群来自１９９８年开展的中国
心血管流行病学多中心协作研究（Ｃｈｉｎａ ＭＵＣＡ）和

３．分类标准：

（１）肥胖：根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的分类标
准拍３，ＢＭＩ（ｋｇ／ｍ２）＜２４定义为正常，２４～２７．９为超
重，≥２８．０为肥胖。

２０００年中国心血管健康多中心合作研究

（２）吸烟：定义为一生中吸过至少２０包烟（４００

（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两队列在我国１４个省市２１组人群中

支）或５００ ｇ烟叶，或每日吸烟至少１支连续１年。

共调查了３５～７４岁的成人２７ ０２０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对上述人群进行随访，共随访２１ ５５６人，随访应答

（３）饮酒：定义为过去１２个月中，每周至少饮
酒１次。

率为７９．８％：剔除基线患有心肌梗死、脑卒中、糖尿

（４）饮茶：定义为每日至少饮茶１次。

病和肥胖者３ ３６４人，再剔除随访过程中未进行身

（５）工作中体力活动分类：①重度体力工作包括

高、体重测量者２ ６４９人，最终１５ ５４３人纳入本研究

人力搬运、建筑、装修、采矿、田间劳动、炼钢等；②中
度体力工作包括驾车、电工、钳工、金工、木工等；③

分析（其中男性７ ３１８人，女性８ ２２５人）。本研究获
得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调查对象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２．调查方法：Ｃｈｉｎａ ＭＵＣＡ开展于１９９８年，在中

轻度体力工作包括以站为主的工作（如商店售货、教
学、实验室等）和以坐为主的丁作（如办公室、打字、
操作电脑、组装工、修表等）；④非在岗人员：指从事

国不同地区，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年龄

家务劳动（多为女性）和退休者。

３５～５９岁的１５组样本进行了心血管危险因素调查，

（６）食用红肉或水果分类：根据所有调查对象食
用红肉（或水果）的频次（或食用量）从低到高进行三

每组人群抽取约１ ０００人，男女各半，以其中的１ｌ组
人群１１ ４８０人作为基线进行随访¨］。２０００年，
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在中国南方和北方（以长江为界）分别根
据人口地理状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采用四阶段整

等分后，依次定义为少量、中量和大量。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０３软件建立数据
库，所有数据进行双录入，经过逻辑核对后，采用

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１０省市３５～７４岁人群中抽取
了具有代表性的样本１５ ５４０人，进行心血管危险因

ＳＰＳＳ

１２．０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使用ｔ检验和＃检
验分别对基线男女性各项指标的差异进行比较，并

素的相关调查ｎ１。两项研究分别采用标准调查方

以肥胖作为终点，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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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算各危险因素对于肥胖发病的ＲＲ值。以Ｐ＜Ｏ．０５为

（５．１０％。）的１．８倍；农村为７．２８％。，总体上高于城市
（６．５２％。），这主要是由农村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城市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３５１·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导致。男性肥胖发病率随年龄的升高而逐渐降低，

果

女性更年期（４５～５４岁）发病率明显增高；女性各年
龄段肥胖发病率均高于男性；男性人群中，城市肥胖

１．基线特征：男性年龄、ＷＣ、ＳＢＰ、ＤＢＰ和ＴＧ水

平高于女性；男性学历、吸烟率、饮酒率和饮茶率均
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倾向于食用大量红肉，女性则倾

发病率略高于农村，而女性则相反；男性高中及以上

向于食用大量水果，且喝牛奶者较多；更多男性从事

女性人群，北方肥胖发病率均高于南方，饮花茶者肥

中一重度体力工作，更多女性为非在岗或从事家务劳
动；男女性在南北方、城乡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胖发病率明显高于饮红茶、绿茶者和不饮茶者。不
同生活方式和膳食水平人群中肥胖发病率见表２。

男性ＢＭＩ、ＦＰＧ和ＴＣ水平与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

３．基线不同ＢＭＩ水平人群超重、肥胖发病率：

学历者肥胖发病率较高，而女眭发病率较低；无论男

义，见表１。

２．肥胖发病率：经过平均７．９年的随访后，我国

基线体重正常人群中，超重年发病率为２４．８３％ｏ，肥
胖年发病率为１．２１％。；基线超重人群中，肥胖年发病

３５～７４岁成人肥胖年发病率为６．９７％ｏ，其中男性为
６．１０％ｏ，低于女性（７．７４％。）；北方为９．２９％ｏ，是南方

率为１８．２９％ｏ。不同性别人群的发病率见表３。
４．相关危险因素与肥胖发病的关系：以新
发肥胖作为终点指标，使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表１研究人群基线特征比较

啪

对各危险因素与肥胖发病的关系进行分析，结

ｍ劈１８）

（。＝女性８ ２２５）

年龄（岁）

４８．４５±８．９ｌ

４７．３５±８．６４

ＢＭｌ（ｋｇ／ｍ２、

２２．７０±２．６６

２２．７７±２．６８

１．５７

０．１１６

素后，与高中以下学历人群相比，高中及以上文

ＷＣ（ｃｍ、

７８．６１±８．５８

７４．５５±８．０５

３０．３８

＜０．００１

化程度人群肥胖发病风险降低１８％；中等收人

Ｓ１３ｔ＇（ｍｍＨｇ）

１２２．７３±１７．７５

１１９．９０±１９．２６

９．５６

＜０．００ｌ

ＤＢｅ（ｍｎｆｌＨｇ）

７８．８５±１１．０３

７５．６８±１０．４８

１８．２９

＜０．００ｌ
０．８５７

特征

７．７９

５．０５±０．７０

５．０４±０．６６

０．１ ８

ＴＣ（ｍｍｏｌ／Ｌ）４．７９±０．９４

４．７９±０．９７

０．６０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１．３５±０．８２

８．４２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１．４８±Ｉ．０８

北方人群（％）

４６．０１

４４．５２

城市人群ｆ％）

４０．“

４１．５９

１．４５

高中及以上学历（％）

３３．９３

２７．３５

７８．１１

３．４６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５４９

＜Ｏ．００ｌ
Ｏ．０６３
０．２２８

＜Ｏ．ＯＯｌ
＜０．００１

低收／ｋ（＜３００）４１．２ｌ

４３．７２

中等收入（３００～７９９）４４．８５
高收入（≥８００）
１３．９５

４４．４６

１９．２６

人群肥胖发病风险是低收人人群的１．２８倍；与
从事中一重度体力工作人员相比，从事轻度体
力工作和非在岗人员发病风险增加３２％和

６３％；常饮牛奶和中等量食用水果，分别可以降
低３８％和１９％的肥胖发病，而食用较多红肉可
以增加肥胖发病风险；总体而言，饮茶没有降低

肥胖的发病风险，常饮花茶反而使肥胖的发病
风险增加３４％。详见表４。

１ １．８２

讨

＜Ｏ．００１

工作中体力活动（％）
中一重度

４８．５９

３６．７３

轻度

４０．９４

３５．６７

ｊＥ在岗（家务劳动釉恳休）

１０．４８

２７．６１

吸烟＜％）

７２．１５

饮酒（％）
喝牛奶（％）

论

７３６．１２

肥胖可以导致一系列重要疾病及并发症，
７４１．９３＜Ｏ．ＯＯｔ

４．１５

７

４７．ｏｏ

５．３８

３ ５６７．９１

＜Ｏ．００１

２２．７０

２５．０９

１ １．６９

Ｏ．００１

食用红肉（％）

＜Ｏ．００１

少量

２６．４２

３７．５７

中量

２８．７９

２７．８２

大量

４４．７９

３４．６２

３５．７７

２８．８４

中量

２８．９５

２５．９９

大量

３５．２８

４５．１８

红茶

７．２７

４．４９

５２．８０＜Ｏ．００１

绿茶

２０．８４

９．３９

３８９．１６＜Ｏ．００１

花茶

１３．９６

９，５７

７０．２８＜Ｏ＋００１

食用水果（％）
少量

果显示，在调整了性别、年龄、南北方、城乡等因

２４６．３４

可使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肿瘤的发牛率及死
亡率明显上升，进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影响预
期寿命阳。１“。近２０年来，我国肥胖患病率急剧
升高，已经成为我国公众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Ｈ＇１３］。然而我国目前尚缺乏全国性的肥胖

＜０．００１
１５９．９８

发病率的相关数据，缺乏探讨肥胖发病相关危
险因素及其作用强度的大规模前瞻性流行病学
随访研究资料，本研究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在我

饮茶ｆ％１

注：计量资料使用；±ｓ表示，采用￡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资料采用Ｚ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国１４个省市开展的２．７万３５～７４岁成人的前瞻
性队列随访数据，分析我国成人肥胖的发病率
及其危险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近８年来，我国３５～７４岁
成人肥胖（ＢＭＩ＞Ｊ２８ ｋｇ／ｍ２）年发病率为６．９７％。，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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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ＢＭＩ：２４～２７．９ ｋｇ／ｍ２）年发病率为

表２不同危险因素水平人群的肥胖发病率

２４．８３％ｏ，如果按国际标准计算，我国肥
胖（ＢＭＩ≥３０ ｋｇ／ｍ２）和超重（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年发病率分别为３．１８％ｏ和
１９．６８％ｏ。美国２００９年１８岁以上成人肥

２９．９

胖（ＢＭＩ≥３０ ｋｇ／ｍ２）发病率为４％，明显高
于我国人群水平“…，韩国和Ｅｔ本成年男性
超重及肥胖（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发病率分

别为４０．７６％０和５８．４８‰¨５’”。，虽然也高于
我国人群水平，但这可能与韩国和日本
研究人群年龄偏低，随访时间较短有
关。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发病绝

对人数多，以２０００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
计算，我国３５。７４岁成人中每年约新增
肥胖（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患者３４０万人，另
外，我国人群近年来超重、肥胖患病率呈

明显增加趋势”·“，这必将给我国慢性病
的防治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我国肥胖
发病率呈现女性高于男性的趋势，国外
人群也有相似报道，但不同人种结果不
尽相同¨４’”。１训：我国北方肥胖发病率明显
高于南方，农村女性高于城市；女性更年

期发病率明显增高，应对这个时期的女
性重点关注；超重人群肥胖年发病率

１８．２９％。，是正常体重人群的１５倍。多因
素调整后发现，高中及以上学历、喝牛
奶、适量食用水果是肥胖发病的保护因

素，而中等收入、体力活动不足，以及常
食用红肉是肥胖发病的危险因素，明显
增加肥胖的发病风险；与不饮茶者相比，
饮茶者肥胖的发病风险不但没有降低，
在常饮花茶人群中，肥胖发病风险反而
明显增高。
由于我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剧，

人口流动性加大，致使本研究２０％的调
查对象失访，势必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
影响，但失访人群基线基本情况与随访
男性
变ｔｉｔ

１磊丽ｒ—１瓦蕊＿—辱历丽
女性

１丽丽ｒ—１瓦蕊－—葺历磊丽ｒ

基线体重正常人群（ＢＭＩ＜２４）
超重发病

９７５

３９ ５１３．３７

２４．６８

肥胖发病

４０

３９ ５１３．３７

ｌ，０ｌ

基线超重人群（ＢＭＩ：２４—２７．９）

ｌ ０９３
６ｌ

４３ ７８１．８２

２４．９６

４３ ７８１．８２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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