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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和慢性病 

眼病 

哮喘 

口腔疾病 

高血压/糖尿病 恶性肿瘤 

     肥胖 

营养不良/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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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肥胖（obesity） 

     肥胖是 一种常见的营养代谢性疾病。肥胖者的身体脂肪细胞增多，或细胞体

积增大，或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导致体内脂肪成分显著升高，与其他体成分失

去正常比例，体重则明显高出正常范围。  

 

• 单纯性肥胖（原发性肥胖）：与遗传、饮食、身体活动和生活方式有关。    

• 继发性肥胖：由其它原发疾病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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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肥胖的流行 

2015年，全球范围内共有约1.077亿儿童和6.037亿成人为肥胖 

肥胖总体患病率分别为5.0%和12.0% 

0.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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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肥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 

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SDI-社会人口学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 

1980-2015年  



（一）肥胖的流行 

儿童肥胖患病率在14周岁前随年龄下降，14岁后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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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肥胖的流行 

1985-2014年我国7-18岁城乡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变化 

2014年全国学生体制和健康调研数据 

0.1% 

7.3% 

1.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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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肥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上海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比例为33% 



肥胖的健康结局 

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心脏病 

                     胆石症 

             内分泌功能异常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 

中风 

糖尿病 

骨关节炎 

癌肿 

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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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儿童肥胖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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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 

• 代谢综合症 

• 2型糖尿病 

• 非酒精性脂肪肝 

• 早期动脉粥样硬化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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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成本 

肥胖控制和治疗 

 

•  机会性成本 

过早死+医疗成本 

 

•  间接成本 

0.7%-2.8%卫生保健花费 

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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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 

自尊、自我认同、情绪

问题 

• 行为问题： 

注意力观察能力、智力、

饮食障碍 

心理行为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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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高BMI与全球范围内400万的人口死亡有关，占全因死亡数的7.1%；并导致1.2亿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在成人全因DALYs中占4.9% 



（三）肥胖筛查 

身高标准体重  (weight-for-height)     WHO       0-6岁儿童 

  

1、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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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 在同等身高的条件下比较体重的大小； 

• 可有效消除青春前期儿童因性别、发育水平、遗传、

种族差别等原因导致的身材发育不同的影响。 



Weight-for stature percentiles: Boys 10 



体脂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 

 
体重指数(BMI)= 

 体重(kg) 

 身高(m)2 

                       超重   肥胖 
中国标准    24       28 
WHO标准      25       30 

1、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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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腹部脂肪测量 

腹围（WC）、臀围(HC)、腰臀围比（腹围/臀围，WHR）, 腰围/身高比（WHtR）

  



Image 1 

国际标准 

NCHS 
美国CDC+国家卫生统计局(NCHS) 

IOTF 
International Obesity Task Force 

性别、年龄别BMI生长曲线 

 

超重： 

P85≤ BMI<P95 

肥胖： 

BMI≥P95 

1 

2-18岁儿童少年性别、年

龄别BMI生长曲线 

 

18岁超重、肥胖值 

25kg/m2  30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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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青少年肥胖筛查标准——BMI 

中国标准 

WGOC 
      中国肥胖工作组，2004年 

7-18岁儿童少年性别、年

龄别BMI生长曲线 

 

18岁超重、肥胖值 

24kg/m2 28 kg/m2 

 

WGOC-WC 腰围界值点标准，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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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7-18岁)超重、肥胖筛查BMI分类标准 

年龄（岁） 男超重 男肥胖 女超重 女肥胖 

7～ 17.4 19.2 17.2 18.9 

8～ 18.1 20.3 18.1 19.9 

9～ 18.9 21.4 19.0 21.0 

10～ 19.6 22.5 20.0 22.1 

11～ 20.3 23.6 21.1 23.3 

12～ 21.0 24.7 21.9 24.5 

13～ 21.9 25.7 22.6 25.6 

14～ 22.6 26.4 23.0 26.3 

15～ 23.1 26.9 23.4 26.9 

16～ 23.5 27.4 23.7 27.4 

17～ 23.8 27.8 23.8 27.7 

18 24.0 28.0 24.0 28.0 

中国肥胖工作组，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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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青少年肥胖筛查标准——体成分测定 

体脂率(body fat percentage, %BF) 
 
体成分二分法：体重=体脂量+去脂体重 
 
测量方法： 
双能X线吸收法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EXA) 
生物电阻法 (bioelectric impedance analysis, BIA) 
皮褶厚度发 (skinfold thickness) 

                             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重度肥胖 
男童     6-18岁          20%            25%              30% 
 
女童     6-14岁          25%            30%              35% 
           15-18岁         30%            35%              40% 



（四）肥胖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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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 

肥胖父母所生的子女中肥胖率可高达70-80%，（混杂 一致的生活方式？！） 

双亲中有一方肥胖，子女有40-50%发生肥胖，父母均不肥胖的只有10-14%的子女发生肥胖 

个体
因素 

运动 

饮食 

肠道
菌群 心理

健康 

发达国家中75%的疾病是由
不健康行为导致的 

 

 

发展中国家中60%疾病是由
不健康行为导致的！ 



（四）肥胖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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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因素 文化 

经济 

阶层 

肥胖易感环境 

(obesogenic environment) 



（五）肥胖综合防控 

1、普遍性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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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 婴幼儿期 成年 儿童青少年 

易感人群/高危人群 

2、针对性预防 

超重肥胖人群 

3、干预性防控 

肥胖干预项目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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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养不良 

蛋白质—热量营养不良（protein-energy malnutrition, PEM）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营养不良（malnutrition）是由于营养不足、疾病等原因造成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
平显著低于同性别同年龄人群的一种疾病。生长迟缓（stunting）和消瘦（wasting） 

体像认知和心理因素 早期生长潜力未充分发挥 

 

 

营养素摄入不足 疾病 膳食结构/饮食习惯 

身高最大潜能期：6个月-3岁  

病因 



0-14岁儿童营养不良率  拉丁美洲54%，西非57%， 
东非59%，撒哈拉以南66% 
 
我国， 7-18岁学生： 

2010年为12.6%——2014年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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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养不良的流行 Malawi 

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归因于营养不良的比例达35%。 

而在我国，截至2010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归因于营养不良的比例为13%，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 

卫生部——《中国0至6岁儿童营养发展报告（2012）》 

 

 



（1）生长发育，影响儿童最终的身高； 

（2）重要脏器功能损害，如心脏功能下降； 

（3）消化能力减弱，菌群失调，腹泻，进而加重营养不良； 

（4）免疫功能低下，易并发各种感染，形成营养不良和感染性疾病之间的恶性循环； 

（5）影响发育中的脑的细胞数量的增殖和功能的分化，导致永久性的认知功能损害； 

（6）常并发缺铁性贫血和锌缺乏症，及维生素缺乏症等，进一步加重机体功能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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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养不良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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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青少年高血压 

（一）诊断标准 

 

美国“儿童青少年血压控制工作组”第4次报告制定的诊断标准： 

 

收缩压（SBP）和（或）舒张压（DBP）与同年龄、性别及身高儿童青
少年血压（BP）相比 

 

正常血压：<P90 

 

高血压前期：P90-95，或BP >120 /80 mmHg 

 

高血压：3 次以上测量    ≥P95 
高血压1期（P95-99+5 mmHg） 

高血压2期（>P99 + 5 mmHg） 



22 

（二）流行情况及危害 

                  国内外研究表明目前儿童青少年血压呈显著上升趋势。 

 

     美国，1999-2000年，儿童平均SBP/DBP约比10年前上升1.4/3.3mmHg； 

 

     我国，1991-2004年，6-17岁儿童青少年SBP及DBP年增长分别为0.36mmHg和0.31mmHg。 

我国报道各地区、各民族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差异较大，为2%-20%。 

 

防治儿童青少年高血压不仅应了解患病率，其高漏诊率也应引起重视。 

危害 

成人高血压、引起左室肥厚、动脉粥样硬化、肾脏损害、认知功能障碍 

 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轨迹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维持其原所在百分位数不变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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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防 
 

1、群体预防(一般性预防)——对普通人群（“健康儿童”） 

（1）高血压预防健康教育； 

（2）倡导合理膳食摄入、建立健康生活行为、戒除吸烟、酗酒等不健康行为； 

（3）肥胖儿童应调整膳食结构，增加有氧运动，控制体重过快增长； 

（4）健全学生体检制度，每学期测量一次血压。 

三、儿童青少年高血压 

 

 

2、高危人群预防又称特殊预防，主要针对以下三类对象： 

（1）原发性高血压儿童：≥P95，并排除继发性原因者； 

（2）高血压倾向儿童  处于同性别-年龄组血压高位（P80-P95）。 

（3）易患儿童 ：3岁起每半年测量1次血压 



哮喘（asthma）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常以慢性气道炎症为特征，包含随时间不

断变化的呼吸道症状病史，如喘息、呼吸困难、胸闷和咳嗽，多于夜间和凌晨

发作，或于运动后发作。   

四、儿童青少年哮喘 

国际上主要根据病因学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哮喘。  

外源性哮喘，又称特应性哮喘，通常发生于特应性人群，患者一般有其它过
敏性疾病史，有较明确的环境变应原。发作具有明显季节性，一般儿童及青少年多
见，常有哮喘家族史。  

内源性哮喘，发生于非特应性患者，一般无过敏性疾病史，无明显季节性与
哮喘家族史；运动及病毒感染等是常见的诱发因素，哮喘发病年龄较晚，以女性多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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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青少年哮喘 

喘息儿童如有以下临床症状时高度提示哮喘诊断： 
 
（1）多于每月1次的频繁发作性喘息； 
（2）活动诱发的咳嗽或喘息； 
（3）非病毒感染导致的间歇性夜间咳嗽； 
（4）季节变化的喘息； 
（5）喘息症状持续至3岁后； 
（6）症状出现或恶化与吸入、运动、花粉、呼吸道(病毒)感染、强烈的情绪变化和吸

烟有关； 
（7）上呼吸道感染反复发展到肺部，或需10天以上药物治疗才好转； 
（8）抗哮喘药物使用后症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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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流行 

哮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乃至社会问题。目前全球有3亿人患有哮喘，
中国患病人数在3000万左右。 

世界各地儿童哮喘患病率差异很大，在0.1％～32％之间 

 

我国 

 80年代，0-14岁儿童，哮喘患病率为0.11%～2.03%; 

 2000，再次抽样，0.25%～4.63%，较10 年前上升了64.8%; 

 1999——2000——2010，0.09%，1.66%，2.38% 

 2014，城市0-14岁儿童，总患病率为3.02％，较2000年患病率增加了52.8%。 

 

70-80%的儿童哮喘发病于5岁以前,儿童哮喘中约1/3-1/2的人可迁延至成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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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发生原因 

1.遗传因素 

哮喘是公认的一种多基因遗传疾病；单个基因对表型的影响较弱，
但多个基因有显著累加效应。 

双生子研究显示，哮喘遗传度为60％～70％，属高遗传度（＞60
％）疾病。  

家系研究提示，患者哮喘症状越重，家中哮喘患者人数越多，其
子女患哮喘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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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发生原因 

2.环境因素 

（1）吸入性过敏原——室内：尘螨、动物毛屑及排泄、
真菌等；室外：花粉、真菌等） 

（2）食入性过敏原（如牛奶，鱼、虾、鸡蛋和花生等） 

（3）呼吸道感染（尤其是病毒及支原体感染） 

（4）强烈的情绪变化 

（5）运动和过度通气 

（6）气候变化/空气污染 

 

28 



哮喘防治 

1.哮喘的三级预防 

WHO《全球哮喘防治倡议》（2004）  

① 早期干预，避免接触可致敏的物质； 

消除一切可以导致哮喘发生的高危致病因素； 

从母孕期入手，重视妊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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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二级预防，对已患有变应性疾病“初发”病变
的儿童，应防止其进一步发展；对患特应性
皮炎、变应性鼻炎者积极预防，警惕病情演
变和并发哮喘。 

 

③ 三级预防，防止哮喘加重和发生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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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防治 

   2.变应原接触预防  

 减少室内变应原  

 避免室外变应原  

 避免与呼吸道感染患者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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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防治 

  3.生活规律，适度锻炼 

 生活制度规律是对哮喘过敏儿最积极、主动的预防措
施。  

 避免剧烈活动和过度疲劳。  

 适宜、适度的体育锻炼可有效提高身体素质，降低特
异性体质因素。  

 剧烈运动时需要进行预防性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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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防治 

     4.健康教育  

哮喘防治知识宣传教育不仅应针对儿童和家长，还应针对
周围相关人群。  

通过哮喘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家长和患儿对哮喘防治
的信心、治疗依从性和主观能动性，避免各种触发因素，巩固
治疗效果，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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