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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合肥市青少年体重控制心理、行为调查
阙敏

陶芳标

【摘要】

张丽华

目的

黄锟

何春燕

苏普玉

了解不同性别、年龄和年级青少年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状况及其与超熏、肥胖的相

关性。方法选取合肥市某中学的初一、初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人体测量。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学生及其父母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体重自我评价和体重控制心理行为。测量身高、
体重，计算体重指数（ＢＭＩ），分别依据ＢＭＩ值和体重自我评价进行分组。结果

青少年不良的体重

控制心理、行为和总体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报告率分别为１７．４％、３．８％、１９．１％，女生的报告率
（２０．６％、４．３％、２２．６％）均高于男生（１４．５％、３．３％、１５．８％）（Ｐ＜０．０５）。ＢＭＩ评价和自我评价为肥

胖学生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和总体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的报告率均最高（Ｐ＜ｏ．０５）。两
种方法评价肥胖和超重与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的正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且不受其他因素的影
响。结论女生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较男生严重。排除社会因素的混杂作用，肥胖与青少年不
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相关联。

【关键词】体重；肥胖；心理学；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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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肥胖已逐渐成为儿童青少年重要的健康

问题。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不适宜的

减肥倾向，不少年轻人在体重正常的情况下过度控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４７１４６７）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
与妇幼保健学系（阚敏、陶芳标、黄锟、何春燕、苏普玉）；合肥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张丽华）
通讯作者：陶芳标，Ｅｍａｉｌ：ｆｂｔａ。＠１２６．ｃｏｍ

制体重，以致对健康造成损伤㈦。随着儿童青少年

肥胖的流行形势日益严峻，青少年体重控制心理、行
为问题也逐渐成为公共卫生关注的热点ｈ ４Ｉ。本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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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体测量：测量每个学生身高和体重，用身

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与肥胖的关联，为促进青

高坐高计测量身高，精确到０．１ ｃｍ；用杠杆式体重称

少年身心健康发育和制定肥胖防制措施提供基础

测量体重，精确到０．１ ｋｇ。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体

资料。

重指数（ＢＭＩ，ｋｇ／ｍ２），参考“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于２００６年５月选取合肥市某中学

重、肥胖筛查ＢＭＩ值分类标准”对每个学生进行超
重和肥胖评价１５。，将所有学生分为肥胖、超重和对照
（非超重肥胖）３组。

初一和初二１８１８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３５人因病、

３．质量控制：培训调查员，统一指导语。充分考

因事缺席，１２份调查表存在缺、漏项，回收完整调查

虑保护学生隐私，匿名填写问卷，根据学号将问卷与

表１７７１份。其中，男生９１１人（占５１．４％），平均年龄

人体测量结果对应。

（１２．６５±０．７３１）岁，女生８６０人（占４８．６％），平均年龄

４．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先经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０软

（１２．５７±０．７０８）岁；初一９０６人（占５１．２％），初二８６５

件建立数据库和录入，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分析软件。

人（占４８．８％）。两个年级学生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

青少年体重控制心理行为问卷的内部一致信度评价

学意义（Ｙ２＝１．５２，Ｐ＝０．２１８），各年龄组性别分布差

运用信度分析，１０个条目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系数为

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７．６１，Ｐ＝０．０２２）。

０．６４，心理和行为２个因子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旺系数分

２．调查内容与方法：

别为０．７０和０．４４。采用Ｙ２检验比较体重心理行为

（１）青少年社会人口学特征：调查性别、年龄（按

报告情况在不同性别、年龄、年级和体重分组的组问

出生年月计算）、年级、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体重

差异。分别对Ｙ１、Ｙ２、Ｙ３与ＢＭＩ评价和一般社会

自我评价等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Ｙ１、Ｙ２、Ｙ３与体重自我评价

（２）青少年不良体重控制心理行为：查阅青少年

和一般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二项式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

饮食心理行为相关文献，筛选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

归分析（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法），观察Ｙｌ、Ｙ２、Ｙ３与

行为评定项目，形成包含１０个条目的问卷，调查最

肥胖和超重之间的ｏＲ值变化。

近１个月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其中不良的体重控
结

制心理４项，包括：为自己现在的体重而烦恼，一到

果

吃饭便想到要少吃一些不然又要长胖，觉得一顿多

１．不同性别、年龄、年级不良体重控制心理行为

吃了有自责感，认为一个人的身份和价值观是根据

报告情况：１７７１名学生Ｙ１、Ｙ２、Ｙ３报告“２”的比例

身材决定的。不良的体重控制行为６项，包括：饭后

分别为１７．４％、３．８％、１９．１％。女生报告“２”的比例

用手在咽喉部诱导呕吐，吃减肥药减肥，喝减肥茶减

（２０．６％、４．３％、２２．６％）均高于男生（１４．５％、

肥，至少２４ ｈ不吃饭来减肥，为减肥而用灌肠来诱

３．３％、１５．８％），且男女生Ｙ１和Ｙ３报告情况的差

导排便，想减肥饿得不行的时候又偷偷地猛吃一顿。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类体重控制心理行

各个条目赋值方法：“没有”＝１，“有时有（有过ｌ、２

为报告情况在各年龄组和各年级中分布的差异均无

次）”＝２，“经常有（３次及３次以上）”＝３。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和２。

设置二分类变量，Ｙ１、Ｙ２、Ｙ３分别代表不良的

２．不同体重分组的不良体重控制心理行为比

体重控制心理、行为及总体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

较：由表３可见，根据ＢＭＩ评价，肥胖组Ｙ１、Ｙ２、Ｙ３

为。赋值方法：若其包含的所有条目评价结果均为
“１”或“２”，则其评价结果记“１”，认为没有相关的不

表１

１７７１名学生体重控制心理行为报告情况的性别比较

良的体重控制心理或行为；至少有一个条目评价结

果为“３”，则其评价结果记“２”，认为存在相关的不良
的体重控制心理或行为。
（３）现场调查：以班级为单位，要求被调查的学
生集中在教室，由调查人员统一讲解调查的目的和
意义以及填写注意事项，同时要求自愿独立完成，问
卷当场收回。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Ｐ＜Ｏ．０１

主堡速鱼堑堂苤查！！！！篁！！旦箜；！鲞箜！！塑竖堕！』兰逝ｉ！里ｉ！ｌ，奠！！！翌！里！！！！！∑！！．！！！盥！：！！
表２

。１０８７·

１７７１名学生体重控制心理行为报告情况的年龄和年级组问比较

注：同表１

评价志话万≤警等丽万。ｚ值面丽百意器署丽丽ｘｚ值
表３

条目

１７７１名学生体重控制心理行为报告情况在体重评价各组问分布特征

注：同表ｌ

报告“２”的比例均较另外两组高，超重组报告“２”的
比例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按照体重自我评价

现正相关。
表４

分组，肥胖组报告“２”的比例均最高，超重组次之
（Ｐ＜０．０５）。

３．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相关因素的二项式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分别以二分类变量Ｙ１、、Ｙ２、Ｙ３作
为因变量，ＢＭＩ评价、性别、年龄、年级、母亲受教育

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相关因素变量赋值方式
变量

赋值

ＢＭＩ评价

肥胖＝１，超重＝２，对照月｝超重肥胖＝３

体重自我评价

肥胖＝１，超重＝２，对照月Ｅ超重肥胖＝３

性别

女生＝１，男生＝２

年龄（岁）

≤１２＝１，１３＝２，≥１４＝３

年级

初一１，初二＝２

家庭类型

其他＝１，单亲家庭＝２，大家庭＝３，核Ｊ心家庭＝４

程度、独生子女、月经初潮／首次遗精、家庭类型、家

父亲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ｌ，高中中专＝２，初中及以Ｆ＝３

庭经济状况自我评价、学业成绩自我评价作为自变

母亲受教育程度
独生子女

大专及以上＝１，高中中专＝２，初中及以下＝３
否＝１，是＝２

量，进行二项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设置自变量进入

月经初潮／首次遗精

有＝１，无＝２

和退出模型的概率值分别为０．０５和０．０１。再分别以

家庭经济状况自我评价

上等＝１，下等＝２，中等＝３

学业成绩自我评价

上等＝１，下等＝２，中等＝３

Ｙ１、Ｙ２、Ｙ３作为因变量，体重自我评价、性别、年龄、
年级、母亲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月经初潮／首次遗

精、家庭类型、家庭经济状况自我评价、学业成绩自
我评价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设置同上。变量
的赋值方式见表４，结果见表５。

讨

论

１．青少年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的性别差

异明显：青少年体重控制心理问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系

ＢＭＩ评价为肥胖和超重与Ｙ１、Ｙ２、Ｙ３报告为

数较高，说明体重控制心理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

“２”的正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ｏＲ值分

致性。然而，体重控制行为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ｄ系数

别为１３．７６９、６．１５８和１２．６１８；ＢＭＩ评价为超重与三

（０．４４）过低。一是因为不良体重控制行为的报告率

者之间的ｏＲ值分别为４．６９６、２．４７７和４．５８０。自

较低；另外可能是由于几种体重控制行为之间并无

我评价为肥胖和超重与Ｙ１、Ｙ２、Ｙ３报告为“２”的正

必然的联系，因而内部一致性不高。这一结果并不

相关也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ｏ尺值分别为

影响对这些行为分布特征的描述。１７７１名青少年

１１．０６７、８．１８９和１１．７８７；自我评价为超重与三者之

总体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的报告率为１９．１％，

间的ｏＲ值分别为５．４８７、３．４７７和５．８６３。此外，回

其中，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的报告率（１７．４％）高于

归分析还发现，女生、年龄大、学业成绩自我评价下

不良的体重控制行为（３．８％）。各类不良的体重控

等、家庭经济状况自我评价下等、抑郁情绪、特质焦

制心理、行为严重程度接近叶青等拍。在９～２０岁青

虑高、自我意识偏低与Ｙ１、Ｙ２、Ｙ３报告为“２”也呈

少年中使用类似问卷的调查结果。相对于男生，女

·

表５

里翌量
Ｙ１

虫堡速塑遁堂苤查！！！！笙！！旦箜！！鲞箜！！塑

１０８８·

Ｙ３

肥胖女生的躯体化症状、不良认知

体重控制心理行为与体重评价结果的二项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旦茎望

！

兰

２．６２２

Ｏ．２４７

超重

１ ５４７

Ｏ．１７４

２．４０４

０．３１５

１．７０２

Ｏ．１５７

１１８

ＢＭｌ分组
肥胖
超重

和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的发生

竺篁！！！兰竺！

坠丝ｘ：篁！堡

ＢＭｌ分组
肥胖
体重自我评价
肥胖
超重

Ｙ２

率则更高旧’１０ ｏ。但是，如果饮食行
１１２．７３８

Ｏ．０００

７８．７２９

Ｏ ＯＯＯ

５８．１５２

０．０００

１３．７６９（８ ４８５～２２ ３４３）
４．６９６（３．３３７～６

１１

为上的不良习惯与不良的体重控制

６０８）

０．０００

５

４８７（４ ０３７～７ ４５８）

饮食控制意识和相关知识，盲目追

１５８（３．０６８～１２

求体重的改善，只会适得其反，加重

１．８１８

Ｏ．３５６

２６

１４０

０ ０００

６

Ｏ．３２３

７

８７０

Ｏ．００５

２．４７７（１

体重自我评价
肥胖
２．１０３
超重
一１．２４６

Ｏ ４１８

２５．２７８

Ｏ．０００

８．１８９（３．６０８～１８ ５８７）

０．２８３

１９．４２４

０

０００

３ ４７７（１．９９８～６．０５１）

ＢＭｌ分组
肥胖
超重

２．５３５

０．２４４

１０７ ６０６

０

ＯＯ（】

１

５２２

０ １６９

８１

２８７

Ｏ．０００

２．４６７

Ｏ．３２２

５８

５７７

０．０００

７８７（６．２６６～２２

１．７６９

０ １５４

１３ｌ

２９９

Ｏ．０００

８６３（４ ３３３～７

体重自我评价
肥胖

心理和行为并存，没有科学健康的

０６７（５．９６６～２０．５２９）

１７８

０．９０７

超重

曼！也』垦匹！！翌ｉ！！！盟！！！里睦！；！！！！∑！！：！！！盟！：！！

３６２）

３１４～４ ６６８）

１２．６１８（７．８１６～２０

身心负担，甚至发生神经性厌食、神
经性贪食和进食障碍ｎ１’１２］。
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经济状况
差和学业成绩差也是不良的体重控

３７１）

４．５８０（３．２９０～６．３７６）

制心理、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因

为横断面调查，不能进行因果关系

１７（））
９３５）

的分析，控制心理行为与超重、肥胖

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在遗
生各类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较严重，这与进食

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中，环境因素的可变性为

障碍好发于女性相关研究相符－７Ｉ。任何心理现象都

我们预防肥胖和心理、行为问题提供了极好空间。

是与生物学特性和社会环境因素相联系的，心理性别

要改善儿童青少年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除了

差异也是如此。心理性别差异的形成起自胚胎发育

开展营养膳食知识科普讲座、健康教育、心理疏导之

期，从染色体的差别到性腺发育和性激素分泌的差

外，争取家长和老师的积极配合也是十分必要的。

异，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上的性别差异对心理状态和

行为习惯的形成密切相关，生物学特性是心理差异的
自然基础和前提条件。然而社会环境因素对于体重
控制心理、行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不同的社会文化
历史条件对于男女形体美的评价标准不完全一致，学
校、家庭和社会对于青少年在生活和学习各方面的要
求也存在性别差异，这些都可能影响男女生对体重控

制的态度、观念和评价，女生对于体重控制更为关注。
２．青少年肥胖与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相

关联：按照ＢＭｌ分组，肥胖组不良的体重控制心理、
行为的报告率均最高，超重组学生次之。同时，自我

参

ＢＭＩ和自我体重评价的肥胖仍是不良的体重控制
心理及总体体重控制心理行为的较强危险因素。处
在初中阶段的青少年心理活动的独立性、批判性方
面已有显著的发展，但是还容易产生片面性和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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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兴奋性、坚持性、冲动性和不稳定性较高。

对肥胖的传统偏见和歧视给肥胖青少年造成一种持
久的刺激一ｓ·。在社交环境中，肥胖青少年对外界的

１１１（１）：６７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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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评论和拒绝更加敏感。为了满足社会和家庭的一般
要求，肥胖者在承受身心压力的同时进行体重控制。

尤其是女生，体形不佳造成的心理负担较男生严重，

ＲＭ．Ｃｈｉｌｄｈ。ｏｄ
ｉｎ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０ｂｅｓ

ｐｓｙｃｈ０１。ｇ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ｂｉｎｇｅ

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ｄｅｒ，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２００１，９（５）：３２０一３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 ０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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