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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１ Ｏ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

超重／肥胖现状调查
谢胜男

王建敏李能蒋蔚蔚杨森焙李侠凌子羽

【摘要】

张静

目的了解中国１０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朋巴胖的发生情况。方法利用

“２００６年巾国１０省农村７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资料，选取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以体重
超过同性别、同身高参照人群均值的１０％为超重，超过２０％者为轻度肥胖，超过３０％者为中度肥
胖，超过５０％为重度肥胖。利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ｆ检验进行率的比
较。结果共纳入３８ ９２３名儿童，超重检出率为４．１８％，男童的超重检出率高于女童（ｆ＝４．３４３
Ｐ＝０．０３７

６，

１），３～岁组儿童超重检出率最高（５．８０％）；肥胖检出率为１．２１％，以轻度肥胖为主

（Ｏ．７８％），男、女童肥胖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０．３８９

８），其中６一岁组的肥胖检

０，Ｐ＝０．５３２

出率最高（１．４２％）；１０省（自治区）农村超重检出率为１．３８％一７．６２％，肥胖检出率为０．５７％～
３．０８％，其中吉林省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均最高，广西壮族自治区最低。结论中国农村地区学龄
前儿童超重朋巴胖总检出率较低，３。４岁为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朋巴胖高发期，北部地区超重朋巴胖
检出率较高，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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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
期肥胖可明显增加成年后肥胖的风险，是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乜１。３～６岁是
脂肪的重聚期口１，在此阶段控制肥胖是减少日后肥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４．统计学分析：利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通过双录
入方式建立数据库（经过重复测量的，选择原测结果
作为分析数据）。经唯一性检查、逻辑检查和双份核

胖发生的关键时期。为了解中国农村学龄前儿童的

对检查后专业人员对数据再进行逻辑检查、纠错，待
完全无误后，利用ＳＰＳＳ １ 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超重／肥胖现状，本研究利用“２００６年中国１０省农村

分析，运用Ｚ检验进行率的比较。

７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资料，选取学龄前儿童

结

进行超重／肥胖的现状分析。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范围和对象：按照（（２００６年中国１０省农
村７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实施方案及细则》，共

果

１．一般情况：共调查３。６岁学龄前儿童３８

９２３

名，男童１９ ７３６人（５０．７ｌ％），女童１９ １８７人

（４９．２９％），性别比为１．０３：１。其中９８．３３％的儿童为
足月儿，９９．０３％为单胎，３９．５７％为集居儿童，６０．４３％

调查吉林、山西、甘肃、新疆、江苏、四川、江西、湖南、
广西和贵州共１０省（自治区），以经济状况作为分层

为散居儿童。３～岁组儿童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

依据，并兼顾抽样地区的代表性，每个省（自治区）抽

数最少（１４．９８％）。

取４个县（市），每县（市）随机抽取＞３个的乡镇，保
证至少纳入１个经济状况较好、中等和较差的乡。
调查对象为满３岁到不满７周岁的农村儿童（父母双

２８．９９％，其次为４～岁组，占２８．４３％，６～岁组儿童人
２．超重／肥胖检出率：学龄前儿童超重检出率为
４．１８％，肥胖检出率为１．２１％，超重朋巴胖的总检出率

方或一方为农、Ｉ止户口，且儿童随农业户口一方生活

为５．３９％。男童超重检出率为４．３９％，女童为３．９７％
（Ｚ＝４．３４３ ６，Ｐ＝０．０３７ １），６。岁组男童超重检出率

在农村，居住时间＞年龄２／３者）。

大于女童（ｚ２－－－－５．６２６

２，Ｐ＝０．０１７

７），其余各年龄组

２．调查内容和方法：

之间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Ｏ．０５），３～岁

（１）体格测量：采用指定身高坐高计（由项目组

组超重检出率最高，为５．８０％（ｚ２＝１６２．５１０

５，Ｐ＜

统一下发），要求儿童脱去鞋、帽，读数时应精确到

ｏ．０５）；男童肥胖检出率为１．２４％，女童为１．１７％，差

ｃｍ；体重测量用最大载重为５０蚝的杠杆式台
秤，要求脱去鞋、帽以及厚重衣物，排空大小便，读数

异无统计学意义（岔＝０．３８９

精确至０．Ｏｌ

６～岁组的肥胖检出率最高为１．４２％，不同年龄组肥

０．１

ｋｇ。

（２）评价标准：参照ＷＨＯ推荐的身高标准体重

０，Ｐ＝０．５３２

８），不同年

龄肥胖检出率Ｉ生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Ｏ．０５），
胖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９．５５１

５，Ｐ＝０．０２２

值，排除病理性或继发性肥胖。以儿童体重超过同
性别、同身高参照人群均值的１０％为超重，超过２０％

８），见表１。

者为轻度肥胖，超过３０％者为中度肥胖，超过５０％为

多，占６４．２６％，重度肥胖最少（８．０９％），其中３～岁组

重度肥胖Ｈ］。

的重度肥胖检出率最高（＃＝１１．７０７

３．质量控制：测量工具统一购置，调查人员统一

３．肥胖度分布：农村学龄前儿童以轻度肥胖居
５，Ｐ＝０．００８

５），

培训，采取规范化程序，现场调查中要求随机复测人

重度肥胖检出率男童高于女童（ｘ２＝８．０４０ ５，Ｐ＝
ｏ．００４ ６），而轻、中度肥胖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

数达总测查人数的３％，复测指标的误差率不得超过

学意义（均Ｐ＞Ｏ．０５），见表２。

全部复测指标的５％；２次测量的误差体重不得超过
ｏ．０５

ｋｇ，身高不得超过０．５

ｃｍ。

４．超重／肥胖的地域分布特征：按照１０省（自治
区）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不同省份之间超重

表１中国１０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３５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４２７·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表２中国１０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不同肥胖检出率
（岁）

男

女

合计

男

３～

５３（０．９２）４１（０．７４）

９４（０．８３）

１９（０．３３）

４～

３７（０．６６）４０（０．７３）

７７（０．７０）

１

３７（０ ６８）４１（０．７７）

５～

１（０．２０）

７８（０．７３）

１９（０．３５）

女

女

男

合计

合计

５（０．２６）

５（０．０９）

２０（０．１８）

２４（０．２２）

７（０．１３）

２（０．０４）

９（０．０８）

２１（０．３９）４０（０．３７）

３（０．０６）

１（０．０２）

４（ｏ．０４）

２２（０．４０）４１（０，３６）
１３（０．２４）

１

２７（０．９２）

２６（０．９０）

５３（０．９１）

１４（０．４７）

１１（０．３８）

２５（０．４３）

３（０．１０）

２（０．０７）

５（０．０９）

１５４（ｏ．７８）

１４８（０．７７）

３０２（０．７８）

６３（０．３２）

６７（０．３５）

１３０（０．３３）

２８（０．１４）

１０（０．０５）

３８（０．１０）

６～

合计

重垦！里壁

生窒！里壁

堡鏖墨壁

年龄组

注：同表１

检出率和肥胖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超重
ｘ ２＝３８６．６３２

６，Ｐ＜０．０５，肥胖３Ｃ ２＝１５９．７５６

５，Ｐ＜

村地区肥胖检出率从１９９０年的ｏ．７１％睛１上升到２００３
年的１．１４％㈨。

ｏ．０５），１０省（自治区）超重检出率为１．３８％～７．６３％，

国内外研究显示，男童的超重检出率和肥胖检

肥胖检出率为０．５７％～３．０８％，其中吉林省超重和

出率大于女童“０’“１。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童超重检出

肥胖检出率最高，分别为７．６３％、３．０８％，广西壮族
自治区超重和肥胖检出率最低，分别为１．３８％、

率大于女童，肥胖检出率虽无性别差异，但重度肥胖
男童多于女童。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农村地区家长

０．５７％，见表３。

传统的养育观念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最终导致男童
讨

论

儿童超重朋巴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５］，据报

超重肥胖比女童多“引，但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查。
中国城市儿童肥胖近１０年来增长快速，平均年

道，全球的儿童超重／肥胖率为５．８％，亚洲地区为

增长为６．９％“３｜，其中３岁前增长平稳，３岁以后增长
速度极快，平均年增长率为９．２％。１１．７％ｎ“。本研

４．２％№１。２００６年中国九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
的数据资料显示＂１，０～６岁儿童超重检出率为

究结果显示，３岁组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ＨＥ胖总检
出率最高，且重度肥胖也主要集中在该年龄段。学

６．２５％，肥胖检出率为３．１９％，其中６岁组儿童的肥

龄期是脂肪组织重聚的时期，如果脂肪重聚过早会

胖检出率高达７．０２％。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农村

增加成年后肥胖的风险Ｈ“。

学龄前儿童的超重／肥胖总检出率为５．３９％，肥胖检
出率为１．２１％，超重检出率为４．１８％。超重／肥胖总
检出率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高于亚洲整体水
平。无论是超重还是肥胖检出率农村均低于城市，
且随儿童年龄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位于北部地区吉林省超重／
肥胖检出率最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次之，而位于
西南部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出率最低。从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和２００６年连续３次９个城市的儿童调查

城市６岁组儿童的肥胖检出率高出农村６倍。有研

也发现，北部地区的儿童肥胖检出率明显高于南部
地区＂３。这种地区的差异，可能与经济状况、生活环

究显示，农村肥胖问题在近几十年内有所上升，农

境和风俗文化的不同有一定关系。

表３中国１０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朋巴胖检出率

注：同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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