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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山东省４３２６名７～１ ２岁儿童体成分指数

与血压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张迎修王淑荣
【摘要】目的探讨儿童体成分指数与血压水平的相关性。方法对４３２６名７～１２岁儿童
进行身高、体重、血压和皮褶厚度测量，采用回归方程推算体脂比（ＢＦ％），用公式计算脂肪组织指
数（ＦＭＩ）＝ＢＦ％×体重／身高２和非脂肪组织指数（ＦＦＭＩ）＝（体重一ＢＦ％×体莺）／身高２。结果
ＦＭＩ、ＦＦＭＩ与收缩压（ＳＢＰ）和舒张压（ＤＢＰ）呈一定程度正相关，７～１２岁儿童ＦＭＩ与ＳＢＰ的相关
系数为０．４３２—０．５３１（男生）、０．４１３～０．４８５（女生），与ＤＢＰ的相关系数为０．３１６～０．４５０（男生）、
０．３４５～０．４２１（女生）。ＦＦＭＩ与ＳＢＰ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１４～０．３６６（男生）、０．１０８～０．３８３（女生）；与
ＤＢＰ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９０～０．２５０（男生）、０．０６３～０．２１４（女生）。血压与ＦＭＩ的相关性高于ＦＦＭＩ。
血压偏高儿童的体成分指数显著高于正常儿童，以ＦＭＩ差距最大。结论预防儿童高血压应从控
制体脂肪、预防肥胖做起。
【关键词】血压；脂肪组织指数；非脂肪组织指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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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指数（ＢＭＩ）作为评价人群超重、肥胖及心

构成，即ＢＭＩ＝ＦＦＭＩ＋ＦＭＩ【２］。因此，一些国家已分

血管病危险冈素的有效指标已得到广泛应用。然

别建立了儿童ＦＦＭＩ和ＦＭＩ参考值’３】。国内对体成

而，体重由脂肪组织（ＦＭ）和非脂肪组织（ＦＦＭ）构

分指数（ＦＭＩ、ＦＦＭＩ）与血压水平的关联性鲜有报

成，体重的增减既可能是ＦＭ的变化，还可能是ＦＦＭ

道。为此，本研究对７～１２岁儿童体成分指数与血

的变化或兼而有之…。ＢＭＩ由ＦＦＭＩ和ＦＭＩ两部分

压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为从儿童期开始控制
体成分，预防高血压提供科学依据。

Ｄ０１：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１４

基金项目：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２００９一ＨＥ０４９）

对象及方法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４济南，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迎修）；山东
省血液中心（王淑荣）

通信作者：张迎修，Ｅｍａｉｌ：ｓｄｃｄｃｚｙｘ＠１６３．ｃｏｎｌ

１．对象：研究资料来自２００５年山东省学生体质
健康调查，以４３２６名（男生２１６５名，女生２１６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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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岁汉族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均为健康儿童（排

表１山东省４３２６名儿奄体成分指数
与ｍＬ压水平的相火系数

除重要脏器疾患及发育异常）。

２．测量方法：按照“中困学乍体质健康渊查研究
测试细则”，测量身高、体重、收缩压（ＳＢＰ）和舒张压
（ＤＢＰ）。用皮褶卡钳测量右上臂肱三头肌部和肩胛
下角部皮褶厚度，每个部位测量３次，记录中间值

（或２次相同的值）。采用儿奄皮褶厚度推算体脂含
量的回归方程推算体脂比（ＢＦ％）’４：：男生ＢＦ％＝
６．９３１４＋０．４２８４Ｘ，女生ＢＦ％＝７．８９６０＋０．４５７７Ｘ［Ｘ＝
三头肌部皮褶厚度＋肩胛下角部皮褶厚度（ｔｏｎｉ）］。
ＦＭＩ（ｋｇ／ｍ２）＝ＢＦ％×体重／身高２，ＦＦＭＩ（ｋｅＣｍ２）＝

（体重一ＢＦ％×体罩）／身高２。
血Ｊ玉测量使用水银血压计测量右侧肱动脉血
压，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上臂长度选择合适的袖
带。以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１音为ＳＢＰ，第Ⅳ音为ＤＢＰ。学

注：４Ｐ＜０．０１，６Ｐ＜０．０５

表２山东省４３２６名儿童不同体成分指数组

生静坐２０ ｍｉｎ后连测２次，取其均值。

ｌｌｌＬ压偏高检…率

血压偏高的界定：依据２００５年中国学生体质健
康调查研究报告的中国汉族学生ＳＢＰ和ＤＢＰ的性
别、年龄别百分位数－５。，ＳＢＰ和／或ＤＢＰ≥Ｐ。；为血压
偏高。

３．统计学分析：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观察ＦＭＩ、
ＦＦＭＩ、ＢＭＩ与ＩｆｉＬ压水平的相关性。根据ＦＭＩ、

ＦＦＭＩ和ＢＭＩ的四分位数，分别将研究对象分为四
组（～Ｐ：，、Ｐ：，～、Ｐ，。一、Ｐ。：～），比较各组ｍ压偏高的
枪出率。比较血压偏高和正常儿童体成分指数的差
异。比较“单纯ＦＭＩ偏高”（ＦＭＩ≥Ｐ，，，ＦＦＭＩ＜Ｐ，，）和
“单纯ＦＦＭＩ偏高”（ＦＦＭＩ≥Ｐ，，，ＦＭＩ＜Ｐ，，）儿童的血
压水平。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结

１

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果

１．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７一１２岁儿童ＦＭＩ、ＦＦＭＩ、ＢＭＩ

注：括号外数据分了为发生人数．分母为调查人数；括号内数据

为检出率

与血压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ＦＭＩ与ＳＢＰ和

儿童与正常儿童相比，ＦＭＩ平均高３９．６０％～７１．８７％

ＤＢＰ的相关系数最高，其次是ＢＭＩ，ＦＦＭＩ最低（表

（男生）、２５．３６％一５３．０３％（女生）；ＢＭＩ平均高

１）。说明ＦＭＩ与血压水平的相关性较ＦＦＭＩ密切。

１５．３７％～１８．０６％（男生）、１０．２９％～１３．９４％（女生）；

２．体成分指数与血压偏高：４３２６名儿童血压偏
高检出率为１７．２７％，其中男生为１７．７８％，女生为

ＦＦＭＩ平均高５．６５％～８．５４％（男生）、１．５０％一９．０６％
（女生），以ＦＭＩ的差异最大。

１６．７５％，性别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Ｏ．８ｌ，Ｐ＞

３．单纯ＦＭＩ与ＦＦＭＩ偏高儿童的血压水平：单

０．０５）。不同体成分指数组儿童的血压偏高检出率

纯ＦＭＩ偏高（ＦＭＩ≥Ｐ，，，ＦＦＭＩ＜Ｐ，，）与单纯ＦＦＭＩ偏

存在明显差异，血压偏高检出率随体成分指数的升

高（ＦＦＭＩ≥Ｐ，，，ＦＭＩ＜Ｐ，，）儿童相比，前者的ＳＢＰ和

高而升高，上四分位数组（≥Ｐ，，）最高，下四分位数组

ＤＢＰ均显著高于后者（Ｐ＜ｏ．０１），说明单纯ＦＭＩ偏高

（＜Ｐ：，）最低（Ｐ＜０．００５），如ＦＭＩ下四分位数组血压

的危险性大于单纯ＦＦＭＩ偏高（表４）。

偏高检出率仅５％左右，上四分位数组则高达３０％以
上（表２）。血压偏高儿童的体成分指数都显著高于
正常儿童（表３），从各年龄组的均值来看，血压偏高

讨

论

ＢＭＩ作为评价营养状况和筛查超重肥胖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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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山东省４３２６名儿童血，Ｋ偏高与正常儿童的体成分指数比较６±ｓ）

性别

臻

单纯ＦＭＩ偏高（ＦＭＩ≥Ｐ，，，ＦＦＭＩ＜Ｐ，，）
人数

ＳＢＰ

单纯ＦＦＭＩ偏高（ＦＦＭＩ≥Ｐ，５，ＦＭＩ＜Ｐ，５）
人数

ＤＢＰ

ＳＢＰ

ＤＢＰ

注：４Ｐ＜Ｏ．０１：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效指标已得到广泛应用。尽管ＢＭＩ与体脂肪含量

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ＦＦＭＩ结果只有男生８岁、

相关性强，但从ＢＭＩ不能直接得出ＦＭ和ＦＦＭ的信

１０岁和女生７岁、９岁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息‘１’６｜。依据ＢＭＩ判定为肥胖的个体，可能有以下几

０．０５），其他各年龄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种情况：ＦＭＩ高，ＦＦＭＩ不高；ＦＭＩ不高，ＦＦＭＩ高；ＦＭＩ

０．０５）。说明本文的测量方法及结果是可信的。另

和ＦＦＭＩ都高。也就是说，容易将肌肉发达的个体

外，学牛体质调研是严格按照“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

（高ＦＦＭＩ，低ＦＭＩ）误判为肥胖。因此，一些国家已开

杏研究测试细则”进行，调台对象的选择、现场测试、

始重视体成分指数（ＦＭＩ和ＦＦＭＩ）的研究和应用＾７。，

数据的整理和录入都非常规范，这些都为本文的科

如日本根据第２５和７５百分位数制定了３～ｌｌ岁儿

学性和可信性提供了保障。

童的ＦＭＩ和ＦＦＭＩ参考值３。。

儿童期的ｆＩＩＬＪ玉水平与成年期高ｍ压之间存在密

ＢＭＩ与血压水平的正相关性已得到公认，但体

切关联：９·ｍ１，儿童青少年巾存在着部分无症状、无明

成分指数与血压水平的关联性则少有报道。Ａｎｅｅｓａ

确病冈的血压持续偏高者，其偏高血压和成年期高

等。８。采用皮褶厚度推算体脂比的方法，分析了１２～

血压间有密切关系。１１·１２ｊ，预防成年期高血压必须从

１７岁少年体成分与血压的相关性，男女生体脂肪与

青少年做起。儿童青少年ＦＭＩ的快速增长及肥胖流

ＳＢＰ和ＤＢＰ均呈显著止相关，ＦＦＭ与血压的正相关

行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ｔ１４。，肥胖是血压偏

只在男生中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女生巾无统计

高的重要危险因素。本文研究结果提示，控制儿童

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探讨了体成分指数

ＦＭＩ的快速增长，是预防儿童血压偏高乃至成年期

（ＦＭＩ、ＦＦＭＩ）与血压水平的内在关联性，ＦＭＩ与血压

高血压的晕要措施。

水平的相关性高于ＦＦＭＩ，为控制体脂肪，预防高血
压提供了基础依据。

高血压的诊断鹰按ＷＨＯ专家建议，以３次以上
非同日复测结果为据，故本文对血压在Ｐ，，以上的个

测量体成分的方法很多，如皮褶厚度法、生物电

体冠以“血压偏高”，而不是定性为“高血压”。同样，

流阻抗法（ＢＩＡ）和双能量Ｘ线吸收测量法（ＤＥＸＡ），

以Ｐ，，作为界值，筛查“单纯ＦＭＩ偏高”（ＦＭＩ≥Ｐ，，，

但后两者需要专门的仪器设备（价格昂贵），用于大

ＦＦＭＩ＜Ｐ，５）和“单纯ＦＦＭＩ偏高”（ＦＦＭＩ≥Ｐ，５，ＦＭＩ＜

样本的调查尚有一定难度，相比之下，前者更适合大

Ｐ，，）也是个相对分组，而非绝对意义上的高ＦＭＩ和高

样本的群体调查。国内关于儿童体成分指数的报告

ＦＦＭＩ。

极少，只有北京的一份小样本资料（ＤＥｘＡ法）可供
比较。６１，结果发现，本文的皮褶厚度法与ＤＥＸＡ法测
量结果基本一致，２种方法报告的ＦＭＩ结果差异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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