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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上海市浦东新区不同人群体力活动现况调查
王书梅

范明秋赵加奎

【摘要】

目的

了解不同人群总体体力活动水平和不同种类体力活动分布情况。方法

采用多

阶段按Ｅ匕例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公务员、公司职员、高中生、社区居民、流动人口
共计３５５５人，用国际体力活动量表长卷进行调查。结果五类人群合计完全静坐、体力活动不活跃、
活跃和高度活跃的比例分别为２０．５％、１０．１％、２６．５％和４２．９％；高度活跃以社区居民最高为６５．６％，
完全静坐以流动人口最高为３３．１％；在不同类型人群和不同性别组的人群中，除流动人口男性外，其
他调查对象在４个单项活动中交通行程体力活动活跃达标率都是最高的，闲暇体力活动较少。结论
目前人群中最主要的体力活动仍是交通行程为主，闲暇体力活动较少，流动人口呈现两级分化。
【关键词】体力活动；人群；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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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运动是死亡、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

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按照工作性质选取上海

ＷＨＯ关于危险因素研究的初步资料表明，缺乏运

市浦东新区最有代表性的五类人群，即公务员、公司

动，或者说久坐生活方式是全球十大致死和致残的

职员、社区居民、中学生和流动人口，按照以往浦东

原因之一。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有６０％～８５％

新区人群体育锻炼调查结果和各个人群的人口情

的成年人没有做足够有益于健康的运动，静坐方式

况，确定所需样本总量和各人群所需样本量。公务

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问题…。本次调查的目

员以处级或科部门为单位，包括区政府和街道政府，

的是对城市中五类人群进行体力活动评价，以了解

抽到部门的全体人员为调查对象；公司职员以公司

目前在城市中不同人群的体力活动水平和总体体力

或科室为单位（取决于公司规模大小），抽到公司或

活动水平。

部门全体人员为调查对象；社区居民以里委为单位，
先随机抽取里委，然后随机抽取门牌，上门调查时以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按比例随机抽样和整

生日与调查日前最接近者为调查对象，年龄必须在
１８岁以上；中学生以学校为单位，抽到学校所有高
二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建筑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书梅、赵加
奎）；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范明秋）

工地、农贸市场、美容美发和服务性行业。最终调查
对象公务员５９２人（１６．６％）、公司职员６８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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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社区居民７０４人（１９．８％）、中学生８６６人

体力活动高度活跃：符合下列两项中任何１项者判

（２４．４％）和流动人口７０５人（１９．８％），共计３５５５

定为体力活动高度活跃：重度体力活动，每周至少

人，其中有效答卷为３４３７人，应答率为９６．７％。

３

２．研究方法：研究的调查表是经过效度和信度
验证的中文版本的国际体力活动量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且能量消耗达到１５００ ＭＥＴ／ｍｉｎ；每周走路、中、

重度体力活动合并累计不少于７ ｄ，并且合计总能量
消耗达到３０００ ＭＥＴ／ｍ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ＰＡＱ）长卷。该问

（３）单项体力活动水平评价：①完全静坐：单项

卷包括职业、家务、往来交通、休闲４类体力活动和

体力活动没有任何的中等强度或重度体力活动；②

静坐５个部分。采用受试对象自填问卷的调查

体力活动活跃：符合下列两项中任何一项，判定为体

方法。ｊ

力活动活跃：活跃１（重度体力活动活跃），指每周不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体力活动量表能量赋值：根据代谢当量表对

少于３ ｄ的重度体力活动，每天不少于２０ ｍｉｎ；活跃２

体力活动进行每小时平均代谢当量（ＭＥＴ）赋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活跃），指每周不少于５ ｄ的中等

值乜＇３｜。ＭＥＴ为基础代谢率的倍数，ＭＥＴ．ｍｉｎｕｔｅｓ

强度体力活动，每次不少于３０ ｍｉｎ。

为体力活动时间与ＭＥＴ值的乘积。表１为量表中

结

果

各种体力活动能量消耗ＭＥＴ赋值情况。
表１

各种体力活动能量消耗ＭＥＴ赋值

１．基线情况：３４３７名调查者中，女性为５０．７％，
男性４９．３％；年龄≤２５岁者占３８．０％，２６～岁
３７．８％，４６～岁１７。３％，≥５６岁者占６．９％（表２）。
２．调查对象体力活动情况：
（１）调查对象总体体力活动情况：按照ＩＰＡＱ专
家组建议划分体力活动的总体体力活动水平评价标
准，将总体体力活动水平划分为４个等级：完全静
坐、不活跃、活跃和高度活跃。调查对象中６９．４％的
人达到了体力活动活跃；２０．５％的人一周中没有任
何形式的中重度体力活动。五类人群中社区居民的
体力活动活跃达到了８３．２％，是五类人群中最高的，

（２）体力活动水平评价：①总体体力活动水平评
价：完全静坐：一周中没有任何中等强度或重度体力
活动；②体力活动活跃：符合下列三项中任何一项，

而流动人口中有３３．１％的人一周中没有任何中重度
体力活动（表３）。
（２）调查对象单项体力活动情况：按照ＩＰＡＱ专

判定为体力活动活跃：每周不少于３ ｄ的重度体力活

家组建议划分体力活动的总体体力活动水平评价标

动，每天不少于２０ ｍｉｎ；每周走路、中等强度体力活

准，将单项体力活动水平划分为３个等级：完全静

动合并累计不少于５ ｄ，并且合计时间每次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每周走路、中、重度体力活动合并累计不少

于５ ｄ，并且合计总能量消耗达到６００ ＭＥＴ／ｍｉｎ；③
表２

坐、不活跃、活跃。公司职员、公务员、社区居民、流
动人口、中学生单项体力活动情况见表４。
（３）按照性别分组的五类人群的单项体力活动

浦东新区五类人群的性别与年龄分布情况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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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五类人群总体体力活动水平

‘１０３５·

本次调查采用的ＩＰＡＱ调查问卷改变了以往只调查
体育活动而忽略了其他体力活动的情况，把交通、家
务和职业体力活动也计算在内，从而能够比较全面
客观地评估体力活动水平，同时也能明确提示哪些
方面是薄弱环节，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１．调查人群的总体体力活动情况：体力活动总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ｆ ２
３１５．５６９．Ｐ＜０．ＯＯｌ

量对代谢调节，特别是体重控制具有重要作用。调
查发现五类人群总体的体力活动活跃人口超过了
５０％，但从疾病预防和强身健体的角度考虑，目前的

１

活跃达标情况（图１）：①将职业、交通往来、家务、闲

总体人群体力活动水平并不乐观。而且五类人群间

暇时间四项体力活动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各性别组

总体体力活动水平有明显的差异，社区居民体力活

的调查人群的交通行程活跃达标率普遍比其他三项

动程度是五类人群中最高的，从分类活动情况来看，

体力活动高，而家务和闲暇时间体力活动活跃达标

社区居民也是最好的。人口学特征显示，社区人群

率则相对要低。②从四种类型体力活动单项来看五

的年龄较大，这一方面验证了以往调查显示的退休

类人群之问的差异，可以看到社区居民的交通行程

人群体育锻炼比例较高心’３Ｉ，但同时也发现综合４个

和家务活跃达标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其中社区居

方面的体力活动情况来看，闲暇体力活动仍是最低

民中女性家务活动活跃达标率最高。社区居民的交

的。流动人口虽然从事的工作大多为体力劳动如建

通活跃率达到了５０％以上，男性更是接近６０％，而

筑、服务行业等，但就总体体力活动水平而言仍处于

公司职员和公务员的交通活跃程度只有３０％左右；

最弱势状态，且４种体力活动分布极不平衡，提示流

从图ｌ中还可看出公司职员和公务员的职业和家务

动人口应是干预的重点人群。

活跃程度都相对于其他人群要低；此外各类人群的

２．调查对象单项体力活动情况：

闲暇时间体力活动都比较低，只有男性中学生活跃

（１）职业体力活动：有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职

率超过了２０％，而流动人口女性活跃率仅为２．１％。

业性体力活动水平下降与肥胖的发生率有关Ｈ１。本
次调查结果表明，职业性体力活动活跃达标率都较

６０

Ｏ

。

ｌ渺｛业

低，相对而言，流动人口的职业体力活动较活跃，公

ｌ交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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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职员和公务员则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女性更低。

，家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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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职业体力活动与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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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要求一定要达到某种体力活动水平，可考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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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他类型体力活动量以保证充分的体力活动
总量。

蛔．

男５女５

（２）交通行程体力活动：骑自行车和步行是人们
交通相关体力活动的主要来源，而且除流动人口男
性外，由交通而发生的体力活动在各个人群中都是

１．公司职员；２．公务员；３．社区居民；４．流动人口；５．中学生

最高的。国外研究发现，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交通行

浦东新区五类人群各项体力活动活跃达标情况

程体力活动与体重指数负相关ｂ。７］，能够降低心血管

图１

讨

论

系统危险因素水平¨’１１【。因此，有必要提倡人们多
利用交通活动来增加体力活动水平，同时也要关注

２００２年世界卫生报告“减少危险因素，促进健

交通环境对人们交通活动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康生活方式”中指出：缺乏体育活动是全球非传染病

（３）家务活动：我国的城市居民基本没有室外家

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完全缺乏体育活动估

务重度体力活动，家务活动中体力活动多为轻或中

计造成１９０万例死亡（２０００年），每年损失１９００万

等强度。对于社区人口和女性，家务活动是其主要

残疾调整生命年（ＤＡＬＹ），是大约造成１５％～２０％

体力活动来源之一。实质上，家务活动也是一种体

的局部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原因…。

力活动，这在今后的干预活动中应该明确。特别是

右姐

餐呈｝

刮楹删根

基如

餐呈ｌ

《艇恃

割艋剞怅

＋ｔ如

餐挈｛

餐媳陡

餐媳

＋ｔ如

剖船斜氓

臀船Ｒ蛙氍姑瞬戳 餐媳乓

需妲Ｒ肇胀酶

稃呈｛Ｒ世厦督擎胫 塔艇ｋ

·１０３６·

题逛、需呈ｌＲ故博辞删扑导，Ⅱ＜需烬，呕噢凶衽，《胀对，略舀旧冬盥辏帐姆
寸帐

稃婕Ｒ蛞爿薛

㈣懦㈨限蚓制ｇ恕

略娶旧对

ＨＮｎ

一口．。＿【一葛。．ｃ一口。１＿一寸∞ｏ＿【

∞Ｎｎ

—Ｎ．ａ一。ｎ ＿【．器一是＇【一ｔ罱 ｃｚ＿【

。高

一Ｎ．ｏ＝一∞．葛一Ｓ 。．ｏＳａ∞＿【

葛Ｎ

一●ＳＮ一∞．蔫一口２ ｃ＿高一∞。＿【

譬Ｎ

—Ｈ．ａＮ—ｏ∞＾Ｎ．葛一ａ＝＾●口＿【一口目

高ｎ

一。．ｃ一∞ｏ＿【一■导一 ＿【一Ｎ．高一口ｈ

＾Ｎ．口一＿【 ＾口．ｏＮ一烈 ⑦．￡９一。ｈ

ａ＇【＿【

一寸ｃＩ—ｚ一＿【．０３ａ口一¨．口３０∞

赳慨

Ｎ＝

魍眯

＿【ａ”

一＿【．∞一 目一ｃ－ａＮ一譬１【一∞．Ｎｏ—京

ｏ＿【口

一”．∞一Ｎｎ 口．器一ａ斜一¨．高一∞Ｎ

Ｎｏｏ

—Ｎ．【ｃ一∞ ＿【一 ∞０Ｎｏ一￡．ｏＮ— ＿【

＿【ａＮ

—ｔ＿【 一葛 ｔ葛一＿【ｏ 一口．岛一∞２

｛ｔ姐

Ｎｏ ．ｏｉ钆．寸ａ ．Ｎ—ｉ、一

心∞卜．ｏｉ‰．Ｎ∞寸．ｏｉ、一

卜Ｎｏ．ｏｉ钆．ｎ Ｎ．卜ｉ、耳

寸１【ｏ．ｏｉ钆．Ｎ ｎ．∞ｉ、斗

ｏ

寸

寸

ｏ

卜

导”

一”．∞一。目一●＝一ｏａ ∞．譬一＿【ｏ目

ａ葛

一Ｎ．∞＇【一ａ∞ Ｎ．器一Ｎ∞一口．ｏｃ）∞口１＿

葛ｎ

—Ｎ．葛一ａ譬一ｔ导一ａＮ一＿【．Ｎ一∞１【

口高

一∞．口一高 ■¨Ｎ—ｏｈ一∞．葛一＠譬

＋ｔ如

＿【。 ．。ｊ‰．∞ｎ。．ｎ＿【ｉｘ

。ｎ ．。ｉ钆．＿【竹卜．ｎｉｋ

卜ｎ ．。ｉ钆．寸ｎＮ．＿【ｉ～）ｃ

寸。 ．。ｉｑ．ｎ寸乱．。Ｈｊ～批

噬唾凶挂

ａ葛

一■∞＿【一寻 ｃ．高一岛 Ｎ．∞一器Ｈ

譬ｎ

一●＿【 一荨一口＝一∞ｎ—ｔＮｏ芝Ｎ

一。＿【３＆＿【一∞．Ｎ０葛Ｈ—Ｎ．口＇【一Ｎ口

ｃ８ｎ

一口．【ｃ—ｏ∞一．口０葛＿【一寸口．【一ａ目

ｎ高

嚣Ｎ

ａ葛

口Ｎ∞

一口．譬一ｎ∞一ａ．＝一Ｎ ■∞口一ａＮ目

ｎＮｏ．ｏｉ钆．＇【∞ｎ．卜ｊ、列

跫ｎ

一∞．口一ＮＮ

—ｎ．＝一导一∞．∞ｏ口”Ｎ

ｏａＮ

一＿【．Ｎ一口

一＿【．２一∞ｎ一∞．葛一∞高

ｎ１９

一口３∞Ｎ

一∞．ｃＩ一饕一口．１＿∞一Ｎ。ｎ

∞＿【∞

一ａ．＝一Ｎａ—．。ｃ）∞ ＿【一ａ．葛一∞ｃ

。∞Ｎ

一＿【．ｃｌ一８ｃ—Ｎ．ｎ—ｃ６一ｔ葛一∞ｎ＇【

高ｎ

一■∞＿【一泌 一∞Ｎ—ｃ６一ｏ．器一。∞Ｈ

葛口

口￡９

口ｎｏ．ｏｉ钆．ｎ口卜．ｎｉ、一

一ｃ．高一譬Ｎ—ｃ．ｎ３∞ Ｎ一”．＝一．【

ＮａＮ

一节器ｖ∞葛一鼍。ｃ）ｏａ＿【一＿【．：一∞

—ｃ．Ｈ巴客＿【一寸＿【３＝一ｃ．譬一葛＿【

ｏｃ）ａ∞

一＿【．∞３Ｎ∞一寸＿【３＇【ＮＨ—ｎ

Ｎｃｃ

一ｎ．四一ｏ。Ｎ一∞．Ｎ￡）ｃｚｌ：一ａ．０一Ｎ∽

∞∞

一■∞Ｎ一焉

一∞．ａ￡）ａｎ一●ｃ￡一￡ｃ赳瓤

砖姐

一０口３＿【Ｎ 一寸Ｎ一∞ｎ一＠．。ｃ） ∞

ａ高

一＿【．ｎｃ）ａ＿【Ｎ一∞．。ｃ）Ｎ口＿Ｌ一【．葛一ｃｌＮ

葛∞

心∞Ｎ．ｏｉｑ．Ｎｏｎ．Ｎｉ
Ｎ耳

一ｎ．＝一∞ｎ

一Ｎ．ａＮ一等越球

一∞．１【＿［一ａ＿【

一ｏ．ａ¨一警

＿【口＿【

卜ｎＮ．ｏｉ‰．∞卜∞．Ｎｉ、斗

＿【＠ｎ

＋ｔ如

—ｃ．岛一＿【ａ ．ｏ口 ＿【一口． Ｎ一吝Ｈ

∞＿【Ｎ

一口．口Ｎ一口ｔ，一￡．ｏ 赛

一＿Ｌ．ｎＮ—ｏ目必眯

一口．ｏＮ一导 ｏ． ａｏ＿【一寸ａＮ一葛越慨

ｎ＝

一∞．∞０口＝一ａ．ｏＮ一譬

Ⅱ＜臀薅

口一ｏ

ｏｉ钆．ｏｎ ．∞ｉ。列

＿【ｏｎ．ｏｉ钆．∞卜∞．一ｉ
Ｎ—

ｏ ．ｏｉ‰．ｎ寸＿【．ｏｎｉ～年

ｏｏｏｏ

ｏｉ‰．寸．”ｎｉ、斗

∞

卜
ｎ

卜

寸

卜
寸

寸

岛

一

寸

Ｎ

甘

ｃｎ

Ｎ

口

ｏ。

寸

ｎ

∞
Ｎ

ｏ
ｏ

。。

卜
Ｌｎ

寸

卜

∞

。。

寸

口

ｎ

卜

∞

西

。。

。。

∞

Ｎ
寸

寸

Ｎ

Ｎ

卜
Ｎ

Ｎ

ｎ

划趔型
扑田Ｒ慨
岳

岛∞

一■＝一ＮｃＴ一＿【∞ｃ）”Ｎｎ一寸∞３ ａｎ

ｏｎ∞

一Ｎ

０＿【ｏ一∞．ｏ Ｎ导一ｏ．Ｎ３器ｎ

Ｎｎ∞

一ｏ．Ｎ￡）譬—Ｎ．器一 ｔ，一∞．＝一ｏＮ＿【

ＲＮ

一口．葛一ａ口●ｎ—ｏ＿【 一寸警∞

＋ｔ姐

ｏ ．ｏｉ‰．ｎ＿【Ｎ．ｏ寸ｊ、一

ｎａｏ．ｉ‰．ｎ 卜．寸ｉ
Ｎ斗

寸＿［ｏ．ｊ钆．ｎ卜寸．∞ｉ
Ｎ斗

ａｎｏ．ｉｑ．∞ 寸．口ｉ
Ｎ斗

一母 丑《辗求骧黎霍审船．籁、ｒ状寒疑案帝桨。划

史堡速鱼痘堂盘查；！堕至！！旦箜！！鲞箜！；塑曼！也』垦Ｐｉ！！翌ｉ！！！望！！！塑！竺；！！！！Ｙ！！：！！！塑！．！！

。。

ｏ

。

Ｎ

ｏ

《望掣
球田Ｒ瓤
☆

主堡煎堡疸堂銎查！！！！生！！旦箜！！鲞箜！！塑垦丛！』垦Ｐｉ！！坐ｉ！！！旦！！！坐！竺！！！！！ｙ！！：！！！盟！：！！

在目前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家用设备的电器化，使

民的体力活动问题，如体育场馆和小区健身中心的

人们日常生活中通过家务劳动而产生的体力活动大

建设等。
参

为减少，其对总体能量消耗的贡献也越来越低。如
何在保证人们高品质生活的情况下，也能够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动值得探索。
（４）闲暇时间体力活动：本次调查显示闲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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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第四届国际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和公共卫生干预组织学术大会概况
第四届国际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和公共卫生干预组织（ＴＥＰＨＩＮＥＴ）学术大会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２一１８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现场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干预培训组织（ＴＥＰＨＩＮＥ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及巴西联邦共和国
卫生部联合主办，主题为“通过全球现场流行病学合作促进公共卫生”。会议就最近两年世界各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的调查成果
进行为期６天的交流，以达到促进世界各个国家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ＦＥＴＰ）之间的学术和技术交流，共享经验，加强全球应
对各种疾病暴发和流行的能力。大会共接收１９２篇摘要，有４５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００余名代表参加，其中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
项目（ＣＦＥＴＰ）派出４名教师和６名学员赴巴西参加会议，共有８篇摘要和３个展板被选中。中国代表团的调查报告从公共卫生

事件的重要性和调查质量上，均获得了ＴＥＰＨＩＮ肼主席、美国ＣＤｃ专家以及各国参会代表的高度评价，显示出ｃＦＥＴＰ在经历了
６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国际ＴＥＰＨＩＮＥＴ组织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在国际现场流行病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
整个会议设置了专题ｗｏｒｋｓｈｏｐ、各国代表介绍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专家讲座等几个部分。大会的第一天为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专场讨论，共分为７个主题会场，其中包括分子流行病学、现场调查中的病例对照研究、疫苗效果评价、禽流感防治、国际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评估、组织管理和培训技术等方面。从第二天开始各国流行病学工作者开始介绍现场调查报告，调查内容涵盖
广泛，包括传染病、慢性病、计划免疫、监测系统评价等多个领域。在专家讲座部分，来自美国ＣＤＣ的专家和巴西卫生部副部
长分别对世界流感大流行这一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专题讲座，并就这一当前热门话题与各国代表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此外，
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专家分别介绍了全球沙门菌实验室监测网络、发展中国家的慢性病研究以及加强全球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的合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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