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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近ｌｏ年北京市儿童青少年肥胖及相关代谢异常流行趋势。方法研究

对象来源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３次现况调查，年龄７～１７岁。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１３年调查为一般人群，２００７
年调查为肥胖人群。３个人群均进行身高、体重测量及对肥胖儿童健康评估，项目包括血压、ＦＰＧ
和血脂四项（ＴＣ、ＴＧ、ＬＤＬ—Ｃ、ＨＤＬ．Ｃ）及黑棘皮症检测。其中２次调查还加测２项肝酶学指标
（ＡＬＴ、ＡＳＴ）和肝脏Ｂ超（检查脂肪肝）。结果北京市７～１７岁儿童重度肥胖的患病率分别从
２００４年１．８６％上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４．１７％，年增长率为Ｏ．２６％；肥胖人群中重度肥胖的比例从２００４年
的１８．９２％上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５．１５％。调整年龄、性别后，近１０年肥胖儿童中ＩＦＧ、血脂异常、高ＴＧ
血症及高ＨＤＬ—Ｃ血症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均Ｐ＜Ｏ．０５）。协方差分析调整年龄和性别，重度肥胖儿
童高血压、血脂异常、高ＴＧ ＩＩＩＬ症及和黑棘皮症的患病率均高于轻中度肥胖儿童（均Ｐ＜０．０５），３次
调查重度肥胖儿童代谢异常个数≥２的比例高于轻中度肥胖儿童。结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北京市
儿童青少年肥胖及相关代谢异常呈不断上升趋势。
【关键词】肥胖；患病率；儿童青少年；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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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肥胖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近

（检查脂肪肝）。基于３个人群样本及数据的特点，

年来，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患病率呈逐渐上升趋

本研究利用人群１和人群３的数据描述近１０年北京
市学龄儿童肥胖水平及其患病率的变化趋势，并利

势［２．３

Ｏｇｄｅｎ等［４１报道美国儿童青少年肥胖患病率
上升平缓，但重度肥胖患病率却逐渐攀升，约为
４％～６％ｂ圳。肥胖可导致多种代谢异常（如高血压、
Ｊｏ

用３个人群的数据分析肥胖儿童中代谢异常患病率
流行状况。本研究得到首都儿科研究所伦理委员

糖尿病、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其中重度肥胖伴代

会批准，调查对象均由本人或家长签署书面知情同

谢异常的风险更大陋·…，约９０％的重度肥胖儿童成年

意书。

后其ＢＭＩ≥３５ ｋｇ／ｍ２¨…。目前我国儿童肥胖程度变

２．调查方法：按照标准方法测量身高、体重”…，

化趋势尚未见报道，肥胖相关代谢异常的研究多基
于横断面调查结果¨。１３Ｉ，缺少描述多时点肥胖儿童

并计算ＢＭＩ（ｋｇ／ｍ２）。采用汞柱式血压计测量血压
（根据被测者上臂围选择适宜尺寸袖带）；被测者休

合并代谢异常变化趋势的数据。为此本研究根据

息１０ ｍｉｎ后，测量坐位右上臂血压，记录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３次横断面调查，分析近１０年北京市

第１音为ＳＢＰ，第４音为ＤＢＰ，连续测量３次，每次间

７。１７岁儿童肥胖尤其重度肥胖以及肥胖儿童中代

隔ｌ ｍｉｎ并抬高右臂５～６ Ｓ；相邻两次读数之差＜

谢异常患病的流行趋势。

４

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取后两次读数均值

作为受试者的ＳＢＰ和ＤＢＰ。由经培训合格的专业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源自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学龄

人员检查被测者颈和腋下２个体表部位诊断黑棘皮
症。肝脏Ｂ超检测均由专业人员使用美国索诺声

儿童（７～１７岁）３次现况调查。其中人群１来自

Ｍ—Ｔｕｒｂｏ便携式彩色超声仪完成。血生化指标检测

２００４年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ＢＣＡＭＳ）
研究¨“，采用现况调查设计，分层随机整群抽样从

采用日立一７２１０Ｃ全自动生化仪，己糖激酶检测
ＦＰＧ，酶法检测ＴＧ、ＴＣ，直接法检测ＨＤＬ．Ｃ、

北京市７个区／县抽取２０ ５５４名学龄儿童，并在总样

ＬＤＬ—Ｃ，速率法检测ＡＳＴ和Ａｕ、。

本人群一般性体检基础上，筛查肥胖儿童进行临床
健康评估；人群２则采用病例对照设计，于２００７年

３．诊断标准：

（１）肥胖及其程度：以ＢＭＩ作为评价肥胖的指

对海淀区８所学校年度体检中筛选出的６９７名肥胖

标。①采用ＷＧＯＣ推荐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

儿童进行临床健康评估¨５１；人群３是采用方便抽样，

选取北京市西城、海淀、密云３个区（县）共１７所学

重、肥胖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ｎ ３诊断超重朋巴胖，即
以修正后的儿童青少年分年龄、性别ＢＭＩ值Ｐ。，和Ｐ。，

校２１ ３４４名学龄儿童的常规年度体检数据，从中筛

作为超重、肥胖诊断切点；②根据Ａｌｋａ等ｎ引诊断儿

查出肥胖儿童进行临床健康评估。人群３筛检肥胖

童青少年重度肥胖的建议，以ＷＧＯＣ建议的肥胖诊

儿童３ ５３９人，实际发放知情同意书２ ５７５人；３个人

断切点的１．２倍值作为重度肥胖诊断切点。

７

０２４）、９４．８４％

（２）高血压：采用中国儿童青少年血压参照标

５７５）。调查均采用中

准［１…。即ＳＢＰ和／或ＤＢＰ值≥同年龄、同性别者Ｐ。，

国肥胖问题工作组（ＷＧＯＣ）标准筛查肥胖。本研

或正在服药者定为高血压；ＳＢＰ和／或ＤＢＰ值在同年

究采用针对肥胖儿童设计的临床健康风险评估项

龄、同性别Ｐ。，以下者为非高血压。

群体检参加率分别为８５．９２％（１
（６６１／６９７）和６７．３８％（１

７３５／２

７３９／２

目，包括血压测量、ＦＰＧ和血脂四项（ＴＣ、ＴＧ、

（３）ＩＦＧ：以ＦＰＧ为评价指标，采用美国糖尿

ＬＤＬ—Ｃ、ＨＤＬ—Ｃ）及黑棘皮症检测。此外人群２和人

病联盟推荐的糖尿病诊断和分类标准［２０Ｉ，ＦＰＧ≥
５．６ ｍｍｏｌ／Ｌ诊断为ＩＦＧ（包括糖尿病）。

群３还加测２项肝酶学指标（ＡＬＴ、ＡＳＴ）和肝脏Ｂ超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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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血脂异常：按照“儿童青少年血脂异常防治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专家共识”心¨推荐的标准，即ＴＣ≥５．１８ ｍｍｏｌ／Ｌ为

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以７～９岁儿童增长速度最
快。本研究按中重度肥胖比例分析人群肥胖严重程

高ＴＣ血症；ＬＤＬ—Ｃ≥３．３７ ｍｍｏｌ／Ｌ为高ＬＤＬ—Ｃ血

度，该比例从２００４年的１８．９２％上升至２０１３年的

症；ＨＤＬ—Ｃ≤１．０４ ｍｍｏｌ／Ｌ为低ＨＤＬ—Ｃ血症；ＴＧ≥

２５．１５％，说明近１０年来北京市学龄儿童肥胖程度在

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为高ＴＧ血症。

加重（表１）。

（５）肝功能异常：ＡＬＴ≥４０ Ｕ／Ｌ和／或ＡＳＴ≥

２．肥胖儿童中代谢异常变化趋势：调整年龄、性
别后，近１０年北京市肥胖儿童中ＩＦＧ、血脂异常、高

４０Ｕ／Ｌ。

（６）代谢异常聚集：以３个人群中共有的代调十异

ＴＧ血症、低ＨＤＬ—Ｃ血症及黑棘皮症患病率呈上升

常组分（高血压、ＩＦＧ、血脂异常）为基础，计算每名

趋势（均Ｐ＜０．０５），而高ＬＤＬ．Ｃ血症、肝功能异常及

肥胖儿童机体代谢异常聚集的个数。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率呈下降趋势（均Ｐ＜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双录入，如数
据核对后不一致需修改。用ＳＡＳ ９．２软件进行统计

０．０５）。高ＴＣ血症、高血压患病率无明显变化（ｆ＝

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率（％）描述。

３．不同程度肥胖儿童中相关代谢异常患病情

采用岔趋势检验分析肥胖儿童代谢异常变化趋势，
并调整年龄、性别；采用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肥胖程

况：采用协方差分析调整年龄和性别，３次调查中重

度儿童代谢异常患病率（％）。以Ｐ＜０．０５作为差异

均高于轻度肥胖儿童（均Ｐ＜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２

有统计学意义。

次调查重度肥胖儿童中肝功能异常、非酒精性脂肪
结

１．９３０，Ｐ＝０．１６５）。见图１。

度肥胖儿童的高血压、血脂异常、高ＴＧ血症患病率

肝及黑棘皮症患病率均高于轻中度肥胖儿童（均

果

Ｐ＜０．０５）；３次调查中ＩＦＧ、低ＨＤＬ．Ｃ血症患病率在

１．肥胖及其程度变化趋势：北京市７～１７岁儿

不同程度肥胖儿童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童重度肥胖患病率从２００４年１．８６％上升至２０１３年
的４．１７％，增加１１４％，平均年增长率为０．２６％。男生

ｏ．０５）。根据３个人群共同检测项目（高血压、血糖偏
高、血脂异常）计算肥胖儿童中代谢异常聚集个数，

中重度肥胖年均增长速度（０．３６％）远高于女生

结果显示中重度肥胖儿童代谢异常个数≥２的比例

（０．１５％）。各程度（轻中重度）肥胖的年均增加速度

高于轻度肥胖儿童（表２）。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儿童青少年肥胖及其程度流行趋势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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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北京市３次调查肥胖儿童中相关代谢异常患病率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北京市３次调查不同程度肥胖儿童中代谢异常患病率（％）

注：８代谢异常包括高血压、血糖偏高及血脂异常；６与轻中度肥胖组相比。Ｐ＜０．０５

则呈逐年下降趋势陋“。与我国同处于经济快速发
讨

论

本研究显示，北京市７～１７岁儿童青少年肥胖
（重度肥胖）患病率从２００４年的９．８４％（１．８６％）上升

展的印度，其儿童肥胖率也呈上升趋势，１４～１７岁
青少年肥胖患病率从２００６年的９．８％上升至２００９年
的１１．７％‘２

４Ｉ。

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６．５８％（４．１７％），年均增长速度为

多数文献仅从肥胖患病趋势和流行现状单一角

ｏ．７５％（Ｏ．２６％），肥胖患病率及年均增长速度均高于

度评价人群肥胖流行趋势，而非采用多维角度（包括
重度肥胖患病流行现状和变化趋势、肥胖与超重患

全国水平。全国学生体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６～

１８岁儿童青少年肥胖患病率从２００５年的３．８２％上
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４．９５％，年均增长０．２３％Ⅲ；中国健康
营养调查结果显示，儿童肥胖患病率从２００４年的

病率比值、肥胖人群中重度肥胖比例及肥胖相关代
谢异常趋势）综合评价。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
关注重度肥胖（其诊断界值并无统一标准陋５１），目前

１０．１％上升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１％乜１。如不采取控制措
施，到２０２０年北京市儿童青少年肥胖率将达到

对重度肥胖诊断主要涉及两种方法。一种是以
ＢＭＩ同年龄、性别Ｐ。。值作为诊断界值Ｈ，２ ６｜，另一种

２１．８３％，严重肥胖率将达到５．９９％。如本研究显

是以ＢＭＩ同年龄、性别Ｐ。，值的１．２倍值作为诊断界
值¨＇２“。鉴于目前ＷＧＯＣ诊断标准未给出‰值，本

示，７～１２岁儿童肥胖患病率及年均增长速度均高
于其他年龄组，说明肥胖的发病年龄仍在继续下
移。而亚洲国家中韩国和日本儿童青少年肥胖患
病率已得到遏制，韩国１０～１９岁儿童青少年肥胖

率近年来趋于平稳陋“，日本儿童青少年肥胖患病率

研究采用ＷＧＯＣ建议的肥胖切点值１．２倍作为诊断
重度肥胖界值。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儿童
青少年重度肥胖患病率为４．１７％，与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儿童青少年重度肥胖患病率相

‘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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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７］。Ｋｏｅｂｎｉｃｋ等哺１分析显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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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２～１９岁儿童青少年重度肥胖患病率男生为

７．３％，女生为５．５％。而肥胖人群的重度肥胖比例和
肥胖／超重比值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群肥胖的严
重程度。本研究显示，肥胖儿童的重度肥胖比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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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排除年龄和性别因素后，
肥胖儿童中ＩＦＧ、血糖偏高、血脂异常、高ＴＧ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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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口０１）显示我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２．６％、
９．７％和１１．６％，其中２０１０年肥胖成年人糖尿病患病
率为２４．５％。目前国内尚无有关儿童青少年血糖水
平的大规模调杏，本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０７年及２０１３年
北京市肥胖儿童中血糖水平偏高的比例明显高于
２００４年。与轻中度肥胖儿童相比，重度肥胖儿童伴
代谢异常的风险更大。本研究显示，２０１３年有
５２．６９％的重度肥胖儿童患有高血压，接近于
Ｎａｔｈｅｌｉｅ报道荷兰５０％的２～１２岁重度肥胖儿童患
有高血压的水平ｂ…。Ｂｏｇａｌｕｓａ研究显示，５９％的５～
１７岁儿童拥有≥２个代谢异常的危险因素ｎ引，与本
研究５７．９％的重度肥胖儿童拥有≥２个代谢异常因
素的结论相似。由此可见，重度肥胖对儿童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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