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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

·现场调查·
加速度计对成 人日常体力活动
测量效度的研 究
刘爱玲

【摘要】

潘慧

宋军

李艳平

韩秀明

马冠生

目的对加速度计（ｃｓＡ）测量成年人日常体力活动的效度进行验证并提出根据ｃＳＡ

数据预测能量消耗的方程。方法选取７２名北京市居民，年龄（４３．６±４．０）岁，男性３３名，女性３９
名，作为调查对象，佩带７天ＣＳＡ，在同一期间采用双标水方法（ＤＬＷ）测量能量消耗，包括平均每天
总能量消耗（ＴＥＥ）、平均每天体力活动能量消耗（ＡＥＥ）和体力活动水平（ＰＡＬ）作为验证标准。结果
通过ｃＳＡ测量的平均每天活动计数（ＡＣ）与ＴＥＥ、ＡＥＥ和ＰＡＬ之间均呈显著相关，偏相关系数ｒ分别
为０．３１、０．３０、０．２６（Ｐ＜０．０５）。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影响ＴＥＥ的因素包括去脂体重或体重指数、
ＡＣ（Ｒ２＝０．５２～０．７０），影响ＡＥＥ的因素包括ＡＣ、性别和去脂体重（Ｒ２＝Ｏ．２５～０，３２）。结论ｃＳＡ
能准确测量中国成年人日常体力活动模式，Ａｃ可以解释ＴＥＥ和ＡＥＥ的变异。
【关键词】加速度计；双标水；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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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表明，体力活动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

观察法、双标水法、心率测量仪等。加速度计

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可以降低冠心病危险因素如高血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压的发生率；体力活动与糖尿病、肥胖等其他慢性疾

ＣｓＡ）通过感受身体在垂直方向加速度的变化来测

病的发生及其造成的病死率也密切相关…。准确测

量体力活动，属于一维加速计。由于测量结果准确、

量体力活动水平对研究体力活动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可以了解调查对象不同时间段的体力活动模式等优

是十分必要的。体力活动测量不准确会降低甚至消

点而被广泛应用。但对ＣＳＡ效度的验证大都在实

除其与健康的关联程度。为此，流行病学家制定了

验室中进行，缺乏ＣｓＡ测量成人日常体力活动效度

许多测量体力活动的工具，包括问卷、加速计、直接

的研究。而双标水方法被认为是测量能量消耗的金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

标准。２ ｏ，所以本研究采用双标水方法对ＣｓＡ测量成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
全所

年人日常体力活动的效度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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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消耗（Ｍ）＝（０．６９８＋０．３５７×每天骑自行车的平

对象与方法

均速度）×２４ ｈ基础代谢率（￣Ｕ）／２４×骑自行车时间

１．调查对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朝

（ｈ／ｄ）计算平均每天骑自行车的能量消耗。ＣＳＡ对

阳区、宣武区、西城区以及北京市第二棉纺厂和特钢

体力活动的测量结果以活动计数（ＡＣ）的形式表示，

厂的１５个居委会和２个工会选取７３名健康居民和

代表了加速度的大小和多少的总和，也可以通过

职工作为调查对象。研究通过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ＣＳＡ内固有的程序（佩带前在ＣＳＡ中录入身高、体

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调查对

重、年龄、性别），直接读出受试者每天的体力活动能

象均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量消耗（ｋｃ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ＣＳＡ，

２．研究方法：

ＥＥ鸺。），利用未佩带加速计时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和

（１）体格测量：采用国产金属立柱式身高坐高计

骑自行车时能量消耗对直接读数进行调整，得到调

测量身高，精确度为Ｏ．１ ｃｍ。采用美国Ｃｏｕｎｔｒｙ

整后的每天体力活动能量消耗（ａｏｊｕｓ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公司的产品ＴＨＩＮＮＥＲ—ＴＭ体重计测量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体重，精确度为０．２２７ ｋｇ。去脂体重（ｆａｔ—ｆｒｅｅ ｍａｓｓ，

能量消耗＋活动但未佩带ＣＳＡ时的能量消耗）。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ＳＡ，ＡＥＥｃＳＡ＝ＥＥｃＳＡ＋骑自行车

ＦＦＭ）采用单标水方法测量，样品的测定在ＴＵＦＴＳ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均数和标准差（孟±ｓ）对各

大学美国农业部老年营养研究中心进行。根据公式

变量进行描述，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性别间

计算体重指数（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２。

的差异。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ＣＳＡ与双标水两种

（２）总能量消耗（ＴＥＥ）：采用双标水方法来测量

方法在测量体力活动方面的相关性。随机选出６０

ＴＥＥ。实验共计８天。在第１天上午先收集晨起第

人的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以ＴＥＥ和ＡＥＥ

２次尿样品后，按每公斤体重０．１ ｇ纯２Ｈ１８ Ｏ和

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身高、ＦＦＭ／ＢＭＩ、ＡＣ为自

０．０８

ｇ纯２Ｈ２０给予双标水，其后收集受试者服双标

变量的回归方程。用剩余人的数据对预测的ＴＥＥ

水后第３、第４、第５小时的尿样以及第２、第７、第８

和ＡＥＥ与ＤＬｗ测量的ＴＥＥ和ＡＥＥ进行一致性分

天晨起后第２次尿样品。分装后密封保存在一２０℃

析以验证回归方程。

低温冰箱。使用质谱仪对样品进行分析，样品的测
结

定在ＴｕＦＴＳ大学美国农业部老年营养研究中心
进行。

果

１．测量情况：有７２人完成全部的测量，１名受

（３）体力活动能量消耗（ＡＥＥ）：ＡＥＥ＝ＴＥＥ一

试者在佩带ＣＳＡ的过程中出现故障除外，其中男性

ｈ基础代谢率（ＢＭＲ）一１０％ＴＥＥ，其中ＢＭＲ根

３３名，女性３９名，年龄、身高、体重，通过双标水方

据预测方程ＢＭＲ（ＭＪ／ｄ）＝０．０５８１×体重（ｋｇ）＋

法得到ＴＥＥ和ＡＥＥ以及ＰＡＬ，通过ＣＳＡ得到的

１．７４０５×身高（ｍ）一０．０１４４×年龄一０．４７０３×性别

ＡＣ、ＥＥｃＳＡ以及ＡＥＥｃＳＡ结果见表１。男女间的体力

２４

（男＝０，女＝１）＋０．２２７４计算所得ｂ１。体力活动水
平（ＰＡＬ）的计算公式为ＰＡＬ＝ＴＥＥ／ＢＭＲＨ。。
（４）体力活动水平：采用美国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活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ＴＥＥ、ＡＥＥ和ＰＡＬ高
于女性，而体力活动计数低于女性。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ｃ．公司的产品ＣＳＡ加速度计测

表ｌ

不同性别调查对象身高、体重、能量消耗以及
ＣＳＡ计数分布（ｊ±５）

量。在进行双标水测量的第１天，调查对象佩带

ＣＳＡ，固定于腰部。每天早晨起床就带上，一直到晚
上睡觉前摘下。在游泳、洗澡及其他原因未佩带仪
器时，要在体力活动记录表上记录未佩带时的体力

活动类型及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根据公式计算该项
活动的能量消耗：能量消耗（￣Ｕ）＝活动强度系数
（ＭＥＴｓ，ｋｃａｌ．ｋｇ

·ｈ。）×活动时间（ｈ）×体重

（妇）×４．２／１０００；共佩带７天。由于ＣＳＡ不能测量
一些静力性活动，所以在佩带ＣＳＡ期间，用自行车

表测量骑自行车的速度、时间、里程等，根据公式：能

注：性别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０．０１，＃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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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ＣＳＡ与双标水的相关性分析：调整了年龄、

到的ＴＥＥ、ＡＥＥ和ＰＡＬ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性别和体重的影响后，ＡＣ与ＴＥＥ、ＡＥＥ和ＰＡＬ之

系，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体力活动计数与性

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偏相关系数ｒ位于

别和去脂体重或ＢＭＩ一起显著的影响ＴＥＥ和

０．２６～０．３１（Ｐ＜０．０５）之间。对ＣＳＡ原始数据进

ＡＥＥ。与Ｅｋｅｌｕｎｄ等ｂ Ｊ、Ｓｉｒａｒｄ等¨ｏ以及Ｂｏｕｔｅｎ

行调整后，即考虑骑自行车和未佩带ＣＳＡ时进行活

等＂１利用双标水或体力活动回顾问卷对ＣＳＡ或三

动的能量消耗，两方法间的相关程度提高，，一位于

维加速计Ｔｒａｃｍｏｒ的验证结果相接近。但与Ｔｒｏｓｔ

Ｏ．３７～０．４２（Ｐ＜０．０１）之间（表２）。

等∽ｏ和Ｍｅｌａｎｓｏｎ，ＦｒｅｅｄＳＯｎ∽ｏ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研

表２

究相比，ＣＳＡ测量日常体力活动的效度要低。ｗｅｌｋ

ＣＳＡ和双标水方法之间的相关性

等Ｈ ｏ一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造成差异的原因
可能在于活动方式不同。实验室里活动条件控制严
格，活动方式如活动时间、活动强度等标准化，一般
只测量一种或几种活动，而在日常活动状态下，调查
＊Ｐ＜０．０１．＃Ｐ＜Ｏ．０５

对象活动类型比较多，活动方式也不同，即使是同一
３．ＣＳＡ与双标水的多因素分析：利用随机选取
的６０名调查对象的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得到
ＴＥＥ和ＡＥＥ的预测方程。表３中方程１和２的自

种活动，不同人的活动方式会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
时间参加同一个活动的方式也会不同，各类活动都
不是在一个标准的方式下进行的№１。另外，有一些

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身高、ＦＦＭ和ＡＣ，方程３、４的
自变量包括年龄、性别、ＢＭＩ和ＡＣ。４个方程的Ｒ

日常活动ＣｓＡ不能测量，如只有上肢参与的活动、

２

在０．２５～０．７０之间（Ｐ＜０．００１）。

骑自行车、游泳等，也会影响ＣＳＡ测量日常体力活
动的效度。

在剩余的１２人中，对根据预测方程得出的ＴＥＥ

Ａ
０

和ＡＥＥ与双标水方法测量的实际ＴＥＥ和ＡＥＥ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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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方程１和３实测的ＴＩ、Ｅ和预测的ＴＥ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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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差值分别为０．２４Ⅻ／ｄ（Ｐ＝０．３４，９５％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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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０１）。方程２和４实测的ＡＥＥ和预测的ＡＥＥ

之间的平均差值分别为０．３９ ＭＪ／ｄ（Ｐ＝０．１６，９５％ａ：
一１．４１～２．１９
一１．６２～１．８６

ＭＪ／ｄ）和０．１２ ＭＪ／ｄ（Ｐ＝０．６４，９５％ａ：

１．５
１．０

ＭＪ／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６７、０．６５

０．５

（Ｐ＜０．００１）。以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差值为纵坐标，以

．＿三０

０

—０．５

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均值为横坐标做散点图（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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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任何一个方程的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差值均

±２ｊ一１·５

在９５％ａ之内，并且与均值之间也都没有显著联系。
讨

ＭＡＥＥ（ＭＩ／ｄ）
ＤＴＥＥ＝实测ＴＥＥ；ＤＡＥＥ＝实测ＡＥＥ一预测ＡＥＥ；ＭＴＥＥ

论

（实测ＴＥＥ＋预测ＴＥＥ）／２；ＭＡＥＥ＝（实测ＡＥＥ＋预测ＡＥＥ）／２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ＣＳＡ计数与双标水方法得
表３

注：性别：男性＝Ｏ，女性＝１

图１

对ＴＥＥ和ＡＥＥ预测方程的验证

ＴＥＥ和ＡＥＥ预测方程的逐步回归分析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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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ＥＥ是ＴＥＥ中变化最大的一部分，尽管ＡＥＥ

要选择合适的方程。

和ＡＣ有所不同（ＡＥＥ不能反映调查对象的体力活

综上所述，从ＣＳＡ得到的活动计数可以有效地

动模式，而ＡＣ可以反映出调查对象的活动强度），

评价中国成人总体力活动量，根据活动计数和其他

但他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本研究中，ＡＣ与ＡＥＥ

一些体格数据可以得到计算ＴＥＥ和ＡＥＥ的预测方

显著相关（，一＝０．３０），在回归方程中，ＡＣ与ＦＦＭ和

程，与ＣＳＡ本身设置的方程相比更适合日常活动状

性别一起解释３２％的ＡＥＥ变异，对回归方程的验

态下的中国成年人。

证表明，根据方程得到的预测值和实测值之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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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ＥＥ的预测更准确，但需要测量ＦＦＭ，操作起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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