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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肥胖的流行·
我国中年人群超重／肥胖现况及心血管病
危险因素聚集分析
王增武都光王馨
【摘要】

陈祚张林峰郭敏田野邵澜

朱曼璐

目的了解我国中年人群超重朋巴胖和中心性肥胖现状及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聚集状

况。方法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对全国１２个研究人群各抽取３５。６４岁调查对象１ ０００人，进行心血管
病危险因素调查，实际入选１１ ６２３人，最终有效数据１０ ３４０人。利用该资料计算我国中年人群超
重朋巴胖及中心性肥胖患病率，并分析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聚集状况。肥胖的定义依据“中国成年人
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的标准。结果我国３５—６４岁中年人群超重率为３８．８％，肥胖率为
２０．２％，轻度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为３２．２％，重度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为１９．２％。其中女性患病率高于
男性，城市人群高于农村，北方地区高于南方（Ｐ＜Ｏ．０５）。肥胖人群中同时具有高血压、血脂异常
和糖尿病３种危险因素的比例是正常体重人群的４．５倍，重度中心性肥胖人群是正常体重人群的
５．Ｉ倍。结论我国中年人群超过一半为体重超重朋巴胖者，且肥胖伴随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比例
很高，亟待采取相应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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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作为心血管病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其患
病率呈快速上升态势。我国２００２年＞１８岁人群超

重率为２２．８％，肥胖率为７．１％…；２０１０年有资料显
示１８岁居民超重率增加至３０．６％，肥胖率增加至
１２．０％妇１。其他相关调查也发现我国＞１８岁居民中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３
基金项目：卫生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０９０２００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７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心血
管病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通信作者：王增武，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ｚｅｎｇｗｕ＠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心性肥胖患病率为３０％～４０％ｂ＇“。１９９２年我国中
年人群的超重患病率为３８．９％，肥胖患病率为
１３．９％［５］，而最新资料鲜见。为此利用２０１０年国家
卫生行业科研资料，分析我国中年人群超重ｌｉｅ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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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肥胖的流行状况及不同体重人群心血管病危

吸１支烟持续≥１年；饮酒定义为过去１个月每周饮

险因素聚集情况。

酒至少１次。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卫生行业科研专项
“心血管疾病监测、预防预警和诊治技术应用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地域以及既往研究的基础，在华北、
华南、华东、东北、西北、西南不同地区选取１２个区／

４．统计学分析：组间分析采用ｘ±ｓ，两组问均
数比较用ｔ检验；两组间率的比较用）Ｃ２检验。采用
ＳＡＳ

９．２软件进行统计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县（４个城市、８个农村）居民作为研究人群，并在选

１．一般情况：女性ＢＭＩ水平高于男性；男性ＷＣ

定的区／县抽取社区／村，然后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在抽到的社区／村再抽取３５～６４岁人群约１ ０００人，

水平，吸烟率和饮酒率，中、重度体力活动，高中及以
上教育程度及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比例均

男女各半，进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调查。１２个区／县

明显高于女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实际人选１１ ６２３人，其中有效数据１０ ３４０人。本项

表１研究对象一般特征

研究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入组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２．研究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收集资料。
调查人群采用统一调查方案、调查手册及调查问

卷。参与调查、质控以及资料录入人员在调查前均
经培训和考核合格。血压测量采用汞柱式血压计，
静坐５ ｍｉｎ后测量坐位右上臂血压，测量前３０ ｍｉｎ
内避免吸烟、饮酒和含咖啡因饮料以及剧烈运动，取
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一和第五音为ＳＢＰ和ＤＢＰ，连续测３次，
每次至少间隔３０ Ｓ，取３次读数均值为个体血压值。

测量体重要求空腹，只穿内衣、脱鞋，精确至０．１ ｋｇ；
身高测量精确至１ ｍｍ；体重和身高均测２次，并计
算ＢＭＩ（ｋｅｄｍ２）。ＷＣ为平静呼吸状态脐上１ ｃｍ水
平的周长。采集空腹１２ ｈ血标本用于测定血脂、血
糖等生化检查。所有标本由统一实验室检测。采用
Ｈｉｔａｃｈｉ

７０８０型自动生化分析仪（Ｈｉｔａｃｈｉ，Ｌｔｄ．，

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采用葡萄糖氧化酶一过氧化物酶偶联
体系（ＧＯＰ—ＰＯＤ）方法测定ＦＰＧ；ＴＣ、ＨＤＬ—Ｃ和ＴＧ
应用酶法测定。ＴＧ＜４．５ ｍｍｏｌ／Ｌ的个体可根据

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公式计算ＬＤＬ．Ｃ

６Ｉ。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或患病率（％）
。性别间比较，Ｐ＜０．０５

２．超重朋巴胖及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人群超重率

３．诊断标准和定义：①超重／肥胖：按《中国成年
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ｎ１标准，２４ ｋｇ／ｍ２≥

为３８．８％（表２），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８．１％ＶＳ．

ＢＭＩ＜２８

高于男性（２１．４％傩．１８．８％，Ｐ＜０．０５）。轻度中心性

ｋｅｄｍ２为超重，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为肥胖；中心
性肥胖分为轻度组（男性ＷＣ ８５。９５ ｃｍ，女性ＷＣ
８０～９０

ｃｍ）和重度组（男性ＷＣ≥９５ ｃｍ，女性ＷＣ≥

３９．６％，Ｐ＝０．１３）；肥胖率为２０．２％，女性肥胖患病率

肥胖患病率为３２．３％（表２），其中男性为３１．４％，女性
为３３．２％，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重度中

ｃｍ；②糖尿病：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或确诊为糖尿
病并治疗者；③高血压：ＳＢＰ／ＤＢＰ≥１４０／９０ ｍｍＨｇ
或２周内服用降压药者；④血脂异常：ＴＣ≥

性（２０．０％粥．１８．３％，Ｐ＜０．０５）。各组问分析表明，

６．２２ ｍｍｏｌ／Ｌ、ＴＧ≥２．２６ ｍｍｏｌ／Ｌ、ＨＤＬ－Ｃ＜１．０４ ｍｍｏｌ／Ｌ

病率较高（Ｐ＜０．０５）；吸烟／饮酒人群肥胖和轻、重度

和／或ＬＤＬ．Ｃ≥４．１４ ｍｍｏｌ／Ｌ；⑤吸烟／饮酒：吸烟定义

中心性肥胖患病率高于不吸烟／饮酒人群（尸＜
０．０５）；轻、重度体力活动人群超重／且巴胖及轻、重度中

９０

为一生累计吸烟２０支或者０．５ ｋｇ烟叶，或每天至少

心性肥胖患病率为１９．２％，其中女性患病率高于男
４５—５５岁年龄组超重朋巴胖及轻、重度中心性肥胖患

·３５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３５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表２中年人群超重／ＪｌＥ胖患病率
超重
男性

女性

肥胖４
合计

男性

女性

轻度中心性肥胖
合计

男性

女性

重度中心性肥胖。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年龄（岁）
３５～

４９７（３５．７）

４５～

７５３（４２．２）８３９（３９．３）１ ５９２（４０．６）９５１（５３．３）１ １４６（５３．７）２ ０９７（５３．５）５９７（３３．５）７３６（３４．５）１

５５～

６５４（４０．１）７０９（３８．９）１３６３（３９．４）８１１（４９．７）１ １６９（６４．１）１ ９８０（５７．３）４９８（３０．５）６７１（３６．８）１ １６９（３３．８）３１３（１９．２）４９８（２７．３）８１１（２３．５）

吸烟
且

１

否

１３３（３６．７）

５６１（３５．７）１ ０５８（３５．７）

６２７（４５．ｏ）

６２７（３９．９）１ ２５４（４２．３）４１５（２９．８）４２７（２７．２）８４２（２８．４）２１２（１５．２）２００（１２．７）４１２（１３．９）

３３３（３４．０）ａＭｌ９．８）４１０（１９．２）７６４（１９．５）

１２５（３１．４）１ ２５８（３６．１）１ ４１３（４５．８）２０４（５１．３）１ ６１７（４６．４）９１３（２９．６）１１９（２９．９）１ ０３２（２９．６）５００（１６．２）８５（２１．４）５８５（１６．８）

７７１（４４．７）１ ９８４（３８．７）２ ７５５（４０．２）９７６（５６．６）２ ７３８（５３．４）３ ７１４（５４．２）５９７（３４．６）１ ７１５（３３．４）２ ３１２（３３．７）３７９（２２．ｏ）１ ０２３（１９．９）１ ４０２（２０．５）

饮酒
且

７６５（３９．６）

否

７８（３３．２）８４３（３８．９）９２４（４７．８）

９８（４１．７）１ ０２２（４７．１）６１２（３１．６）

５８（２４．７）６７０（３０．９）３１２（１６．１）４０（１７．０）３５２（１６．２）

１

１３９（３９．６）２ ０３１（３８．４）３ １７０（３８．８）１ ４６５（５０．９）２ ８４４（５３．７）４ ３０９（８０．８）８９８（３１．２）１ ７７６（３３．５）２ ６７４（３２．７）５６７（１９．７）１ ０６８（２０．２）１ ６３５（２０．ｏ）

１

０７５（４１．９）

体力活动
轻

６４８（３６．ｏ）２ ６８６（４０．１）１ ５０９（５８．７）２ ３３６（５６．５）３ ８４５（５７．４）４７３（２９．３）１ ４００（３３．９）２ ２８０（３４．ｏ）６２９（２４．５）９３６（２２．７）１ ５６５（２３．３）

中４７７（３５．２）４５５（３９．３）７７８（３４．４）５０３（３７．ｏ）３０８（３４．２）８１１（３８．９）３２５（３２．７）２２２（２４．６）５７６（２５．５）１４９（１１．０）８６（９．５）
重

２３５（１０－４）

３５２（３９．９）９３１（４５．８）５５１０９．９）３７７（４２．７）２９８（６０．ｏ）６７５（４８．９）６７６（３２．ｏ）２１２（４２．７）４８８０５．４）ｌＯｌ（１１．４）８６（１７．３）１８７（１３．６）

家庭经济收入（万元）
＜０．５

５４７（３３．８）１ ６１１（３９．０）１ １９５（３５．０）７５６（４６．８）１ ０１２（５６．３）１ ７６８（５１．８）８８０（３４．３）６１５（３４．２）１ ０８８（３１．９）２８３（１７．５）３９７（２２．１）６８０（１９．９）

０．５～

４３０（４３．３）

２９９（３９．２）８８５（４１．１）

１～５

８８７（４２．０）

１９９（４０．ｏ）１ ８１８（４０．２）１ ０５５（５０．０）１ １４３（４７．３）２ １９８（４８．６）２７６（３６．３）７２５（３０．ｏ）１ ４０１（３１．ｏ）３７９（１７．９）４１８（１７．３）７９７（１７．６）

５１３（５１．６）

６７１（５８．ｏ）１ １８４（５５．ｏ）３５４（２６．１）４２４（３６．７）

７４９（３４．８）１８８（１８．９）２４７（２１．４）４３５（２０．２）

地域
北方

１

南方

０５２（３９．１）１ １９５０７．５）２２４７（３８．２）５９０（２１．９）８３０（２６．１）１ ４２０（２４２）８７８（３２，回１ １４８（３６Ａ）２０２６（３４．５）６７０（２４．９）８３３（２６．２）１ ５０３（２５．６）

８５２（４０．３）

９１４（３９．０）１ ７６６（３９．６）３１５（１４．９）

３５４（１５．１）

６６９（１５．ｏ）６３２（２９．９）６８６（２９．２）１ ３１８（２９．５）２０９（９．８７）２７５（１１．７）４８４（１０．８）

城乡
城市
农村

６５９（４３．８）６７６（４０．３）１ ３３５（４１．９）３７７（２５．１）４１６（２４．８）７９３（２４．９）５３４（３５．５）５２６（３１．３）１ ０６０（３３．３）３５４（２３．５）３９５（２３．５）７４９（２３．５）
１

２４５（３７．７）１ ４３３（３７．２）２ ６７８（３７．４）５２８（１６．０）

７６８（２０．０）１ ２９６（１８．１）９７６（２９．５）１ ３０８（３４．ｏ）２ ２８４（３１．９）５２５（１５．９）７１３（１８．５）１ ２３８（１７．３）

注：超重为２４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８ｋｇ／ｍ２肥胖为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轻度中心性肥胖为男性９５ ｃｍ＞ＷＣ＞一８５ｃｍ，女性９０ ｃｍ＞ＷＣ＞一８０ ｃｍ；重度
中心性肥胖为男性ＷＣ≥９５ ｃｍ，女性ＷＣ≥９０ ｃｍ；８性别问比较，Ｐ＜０．０５

心性肥胖患病率高于中度体力活动人群（Ｐ＜ｏ．０５）；
家庭年经济收入＞０．５万元人群超重／ｈＥ胖及轻、重

囊蠹萋菱薰蠹蠹誊囊缓黝粼９
Ｚ＝ ＝ｏ：＝ ：：ｉｉ ＝ ｉ ｉ。ｉ ｉ ：：ｉ缓笏㈣
危险因素个数：口。

Ａ

正常

度中心性肥胖患病率高于低收人人群（Ｐ＜０．０５）；北

及血脂异常患病比例明显增加；其中超重ｌｉｅ胖人群
同时具有３个危险因素的比例分别是正常体重人群
的２．７倍和４．５倍，轻、重度中心性肥胖人群同时具有
３个危险因素的比例是非中心性肥胖正常人群的２．２
倍及５．１倍（Ｐ＜０．０５）。见图１。
４．超重／肥胖与中心性肥胖的比例：肥胖及中心

性肥胖之问使用ＢＭＩ和ＷＣ两个指标定义的相关性
较高（ｒ＝０．７，Ｐ＜Ｏ．０１），在以ＢＭＩ定义的正常人群中
仍有１６％的人群患轻度及重度中心性肥胖（图２）。
讨

论

本次分析发现，我国３５～６４岁中年人群超重率

口３

｜｜｜｜
１７６

目

１１１Ｉ

囊蘸垂膨∥彩缓缓黝川…㈣ｌｌｉｉ … 国

肥胖

重度中心性肥胖患病率高于农村人群（尸＜０．０５）。
Ｂ

３．不同体重人群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聚集情况：
在超重／肥胖及中心性肥胖人群中，高血压、糖尿病

皿２

蠹ｉｌ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超重

方地区人群肥胖及轻、重度中心性肥胖患病率高于
南方地区人群（Ｐ＜Ｏ．０５）；城市人群超重／ＪｌＥ胖及轻、

日１

：ｊ；：；：ｊ：ｊ：－：！；！；㈤囊×髟彩笏２掰黝

正常

麓誊至沥笏彩黝

轻度中心性肥胖

重度巾一山性肥胖

ｉｉｉ：＝：ｉ＇２ｉ／＝＝＝．６＂＿：－ｉ
Ｕ

ｌＯ

ｌ｜｜ｌＩｌ
２０ ３

Ｔ：ｉ：ｉ缓缓笏黝……㈣川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Ｉ
８ １
ＩｌＩ

ＩｌＩｌｉｌ

８０

ｆ

（
Ｃ

９１）

１００

构成比（％）

注：Ａ：超重／肥胖依据ＢＭＩ值划分；Ｂ：轻、重度中心性肥胖依据
ＷＣ值划分；其标准同表２
图１

中年人群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异常３个危险因素
在不同体重人群中的聚集状况

为３８．８％，肥胖率为２０．２％，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为
５１．６％。其主要特征为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城市人
群高于农村，北方地区人群高于南方。在超重／ＪＴＥ胖
及中心性肥胖人群中，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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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３５７。

方的趋势…１３１，本研究发现该现象仍存在。已有文献
提示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在乡村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城
市，这意味高血压患病率的城乡差距在缩小¨“。目

＾

前国内尚无可比资料提示此种差距的缩小，但从本
研究结果可见我国城乡、南北方地区超重率的差别

零
Ｖ

丑
譬
迂

较小。提示将来我国肥胖患病率原有的“北高南
低”、“城高乡低”局面可能被打破，肥胖人群进一步

∞∞加∞如∞如∞ｍ
０

正常

超重

肥胖

注：正常为ＢＭＩ＜２４ ｋｇ／ｍ２，其他标准同表２

图２中年人群超重／肥胖与中心性肥胖的关系

增加，值得在今后干预工作中予以重视。
肥胖是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及冠心病等多
种疾病的危险因素ｎ５‘１ ９｜，最近一项Ｍｅｔａ分析发现肥
胖甚至可以增加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乜０Ｉ。英国一项

０８２名研究对象的前瞻｜生研究发现，调整已知

项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聚集现象明显增加，在以

纳入６

ＢＭＩ水平定义的正常人群中仍有１ ６％的人群患轻度

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后，肥胖患者致死性冠心病发

及重度中心性肥胖。

病危险增加了６０％ｎ“。加拿大一项１１ ９８２名调查对

２０００年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研究采用ＢＭＩ≥３０ ｋｇ／ｍ２为肥

象的研究发现，肥胖可增加糖尿病发病风险１．６６倍，

胖标准调查１５ １６７人，结果显示３５～７４岁中国人群

并增加患者死亡风险ｎ７’２“。另外随着ＢＭＩ的增高，

中，肥胖患病率为２８．９％，其中男性为２６．９％，女性为

往往伴随其他危险因素聚集，心血管病发病危险随

３１．１％；中心性肥胖（ＷＣ水平：男性＞１０２ ｃｍ或女

个体危险因素聚集数的增加成倍升高。本次调查发

性＞８８ ｃｍ）患病率为２６．６％，其中男性为１６．０％，女

现在肥胖人群中，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异常３个危
险因素的聚集率高达５．４％，是超重人群的１．７倍，是

性为３７．６％［８］。２００２年我国营养调查采用ＢＭＩ≥

重率为３９．８％，肥胖率为１７．２％ｎ１。本研究发现我国

体重正常人群的４．５倍。中心性肥胖也有类似现象，
而重度中心性肥胖人群是正常人群的５．１倍。提示

４５～５５岁人群超重率为４０．６％，肥胖率为５３．５％，可

一方面肥胖人群因常常与其他危险因素并存，具有很

见我国该年龄人群超重率增长较小，而肥胖人口增

高的心血管病患病风险；另一方面，如果针对肥胖人

加明显，提示我国心血管病防治策略应多关注发病
风险更高的肥胖人群。

群进行有效干预，不仅可以控制体重，且可减少其他
危险因素的聚集，增加了干预效率。如果能针对肥胖

２８

ｋｇ／ｍ２定义为肥胖的标准，发现４５～５９岁人群超

肥胖发病率在亚太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均呈上升

及并存的危险因素进行综合干预，更是事半功倍。

趋势。２００６年日本调查发现４０～６５岁人群男、女性

多项研究发现高ＢＭＩ和ＷＣ均可预测心血管疾

超重ｌｉｅ胖（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患病率分别为３３．３％和

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２２’２ ３。，而新近一篇Ｍｅｔａ分析发

２３．１％，巾心性肥胖（ｗｃ水平：男性／＞８５ ｃｍ，女性≥

现在使用ＢＭＩ定义为正常的人群中，随着ＷＣ水平

ｃｍ）患病率分别为５５．０％和１６．８％阳１。韩国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进行的四次国家营养调查表明，＞１９

增加，心血管病死亡率也随之增加口…。有研究还发

岁人群肥胖（ＢＭＩ≥３０ ｋｇ／ｍ２）患病率分别为２６．０％、

病乜“。本研究显示ＢＭＩ和ＷＣ之间存在较大相关

２９．２％、３１．３％和３１．１％【１…。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性，因而在针对ＢＭＩ判定的目标人群进行干预时，

的印度，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一项调查发现，３５。７０岁城

会使大部分依据ＷＣ指标判定的干预人群受益。当

乡女性的年龄调整超重朋巴胖（ＢＭＩ，＞３０ ｋｇ／ｍ２）患病

然这不代表可以完全忽视两种标准的差别，因为在

率分别为１５．１％和４．９％…１；而另一项调查发现＞２０

以ＢＭＩ定义的正常人群中仍然有１６％的人群为轻

岁人群肥胖／超重的患病率也分别只有２２．０％和
５．２％ｎ ２ｌ。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是影响人群肥

度及重度中心性肥胖。所以今后在制定肥胖干预策

９０

胖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
期，大多数居民的热量摄人增加，而同时体力活动相
对降低是导致高肥胖患病率的重要原因。

分析我国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２年调查数据，人群超重
率和肥胖率均呈现城市高于农村、北方地区高于南

现ＷＣ指标可能比ＢＭＩ能够更好预测肥胖相关疾

略时，可能需要同时干预ＢＭＩ和ＷＣ两项指标筛查
出来的高危人群。
总之，我国超重和肥胖率的日益上升必将导致
更多的人罹患心血管病疾病，这将给公共卫生系统
带来巨大压力。而多重危险因素的聚集，以及逐渐
显现的城乡、南北地区差距缩小，又为肥胖防治工作

·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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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挑战。凶此，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控制

ＫＮＨＡＮＥＳ
２９

肥胖的干预策略，以降低肥胖罹患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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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ＡＭＡ．２０１３，３０９（１）：７１—８２．

８５（４０）：２８３０—２８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捷，赵秀丽，武峰，等．我国１４省市中老年人肥胖超重流行现
状及其与高ｆｆ【Ｌ压患病率的关系『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８５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ｏｆ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Ｊ １．Ｈｅａｒｔ，２０１１，９７（７）：５６４—５６８．

Ｓａｓｋａｔｃｈｅｗａｎ：山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ｒｍ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３４（７）：１２４８一１２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ｔ ａ１．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ｙｃｋ Ｒ，Ｋａｒｕｎａｎａｙａｋｅ Ｃ，Ｐａｈｗａ Ｐ，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Ｄｉａｇｎ，２０１１．１５（９）：１４８２—１４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杜娟，张素华，吴豪杰，等．重庆市重庆大学社区人群中心性肥

ｈｅａｒｔ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Ｈ。Ｗｕ ＨＪ，ｅｔ ａ１．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

ＣＭ，Ｌｅｗｉｓ ＣＥ，ｅｔ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Ｐ，Ｌｏｒｉａ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ｉｓ

【２１

Ｌｏｇｕ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

ａｎｄ

Ｊ，ｗａｌｋｅｒ ＪＪ，Ｌｅｅｓｅ Ｇ，ｅｔ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ＭＩ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ｌ Ｊ１．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２０１３．３６【４）：８８７—８９３．

［２２］Ｔａｙｌｏｒ

ＡＥ，Ｅｂｒａｈｉｍ Ｓ．Ｂｅｎ—Ｓｈｌｏｍｏ Ｙ，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ｔ ｍ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４ ＵＫ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ｌ Ｊ Ｊ．
ＪＣｌｉｎＮｕｔｒ，２０１０，９１（３）：５４７—５５６．

ａｌｌ—ｃａｕｓｅ
Ａｍ

［２３］Ｗｈｉｔｌｏｃｋ

Ｇ，Ｌｅｗｉｎｇｔｏｎ Ｓ，Ｓｈｅｒｌｉｋｅｒ Ｐ，ｅｔ ａ１．Ｂｏｄｙ－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５７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０８３

ｉｎ

９００

０００

ａｄｕｌｔｓ：ｃｏｉ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ｌＪ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９，３７３（９６６９）：

１０９６．

『２４］ｄ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 ＥＬ，Ｂｅｍｅｌｍａｎｓ ＷＪ，Ｂｏｓｈｕｉｚｅｎ

ＨＣ，ｅ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ｂｏｄｖ

ｍａｓｓ

ｉｎ

ｉｎｄｅｘ

６５一ｔｏ

ｏｆ

ａ１．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７４一ｙｅａｒ－ｏｌｄ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２９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８ ０００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Ｊ Ｊ．Ｉｎｔ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２，４１（３）：８０５－８１７．
『２５］Ｊａｎｓｓｅｎ Ｉ，Ｋａｔｚｍａｒｚｙｋ ＰＴ，Ｒｏｓｓ Ｒ．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ｃ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ｏｔ
ｂｏｄｖ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ｌＪ Ｊ．Ａｍ Ｊ
Ｃ１ｉｎＮｔｕｔｒ．２００４。７９（３）：３７９—３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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