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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膳食干预对儿童代谢综合征的影响
林深婷许志远王晶晶
【摘要】

李百惠裴正存王海俊马军

目的研究运动和膳食干预对小学生代谢综合征（Ｍｓ）的影响。方法对北京市海

淀区８所小学１～５年级１５６４名学生，进行为期１年的运动或膳食干预，运动组主要采取“快乐１０
分钟”方法，膳食组采取营养健康教育方法，分别于基线和干预后检测全体学生的身高、体重、腰
围、血脂、血糖、血压。结果基线调查时ＭＳ检出率为９．０％。采用膳食和运动干预方法在改善
ＭＳ组分（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舒张压、腰围）取得一些效果，且膳食干预比
运动干预效果更显著。干预后膳食干预组ＭＳ检出率从１０．４％下降到４．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Ｏ．００１），而运动干预组和对照组均升高。膳食干预对女生效果较好；大龄学生的运动干预效
果比低龄好；膳食能显著改善非超重和超重学生的ＭＳ组分异常个数。结论

目前北京市小学生

ＭＳ检出率较高，营养健康教育能有效降低ＭＳ检出率和明显改善其组分异常个数，比运动干预效
果更显著，干预效果受性别、年龄、营养状况等因素影响。
【关键词】代谢综合征；膳食；运动；干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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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已成为儿童中流行最迅猛的公共卫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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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ＪＬ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林深婷、王晶晶、李百惠、裴正存、王海俊、马军）；北京市朝阳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许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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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发现肥胖与代谢综合征（ＭＳ）存在密切关
联。万乃君等…２００４年调查北京市城郊近２万名中
小学生，发现肥胖儿童ＭＳ患病率高达３０．１１％，且肥
胖程度越高，ＭＳ患病率越高。目前有关儿童青少年
ＭＳ的防治指南仍然以膳食陵１、运动口１、行为干预Ｈ ３为
主，但膳食、运动对儿童ＭＳ的干预效果还不清楚。
本课题组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对北京市８所小学６～１３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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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进行为期１年的膳食和运动干预研究，现分
析增加体育运动、调整膳食等干预措施对儿童ＭＳ

萄糖氧化酶法。血压和腰围测定也按照（２００５年全
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手册》。

的影响，为儿童ＭＳ的预防控制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在北京市海淀区选取８所学校，采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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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标准和定义：

（１）超重、肥胖判定标准：所有研究对象按照
４２００５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手册》测量身

群抽样方法，在每个学校的１～５年级各抽取２个班

高、体重，并计算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２］。超重、
肥胖的判定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制定的《中国

的所有学生，排除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病史，内

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ＢＭＩ筛查分类标准》，以

分泌系统紊乱或药物等引起的肥胖，经过家长知情
同意。其中３所学校为运动干预校，主要进行“快乐

Ｐ。，和Ｐ，，作为超重、肥胖的判定标准。
（２）ＭＳ判定标准：参照ｄｅ Ｆｅｒｒａｎｔｉ等根据美国

１０分钟”；３所学校为膳食干预校，主要进行膳食营

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ＮＣＥＰ）成年人ＭＳ诊断标准

养健康教育；２所学校为对照，不采用任何干预措

修订的儿童青少年ＭＳ诊断标准以及国际糖尿病

施。人选的研究对象共１５６４名，其中运动干预５７１
名（运动干预组），膳食干预５８６名（膳食干预组），对

联盟（ＩＤＦ）对ＭＳ的新定义，５项中满足≥３项者，

照４０７名（对照组）。
２．方法：

Ｐ。，；②ＳＢＰ或ＤＢＰ≥同性别同年龄的Ｐ。。；③ＴＧ≥
１．１ ｍｍｏｌ／Ｌ；④ＨＤＬ—ｃ＜１．３ ｍｍｏｌ／Ｌ；⑤ＦＰＧ＞，

（１）运动干预：运动干预组采用“快乐１０分钟”

５．６

活动。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促进儿童体力

诊断为儿童ＭＳ：①腰围（ＷＣ）≥同年龄同性别

ｍｍｏｌ／Ｌ。血压百分位数参照（２００５年中国学生

活动而开发，可在教室内外随时进行，在学校日常设

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ＷＣ百分位数参照《中国汉
族学龄儿童青少年腰围正常值》口１。

置的体育课程之外，由老师组织学生进行的每个学

４．质量控制：所用仪器经过认证，测试前对仪器

习Ｈ、每次１０ ｍｉｎ、达中等以上运动量的简单有趣的
活动。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趣味性强、适合学生

进行校正和检修。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干预过程

年龄特点，如“看不见的跳绳”、“模仿小动物”等，也

有惟一的编号，数据双录人并建立核查文件。

可以通过控制活动节奏或挑选活动项目来调节活动
强度。本研究在运动干预学校开展了为期１学年、

５．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均数和标准

每天１～２次“快乐１０分钟”活动。此外，在学校里还

差（ｉ±ｓ）描述各指标的基线值和变化值，采用方差分

定期开展以运动为主题的班会、征文比赛、知识竞赛
等，充分调动学生的运动积极性。对学生和家长进

析比较干预前后组间各指标的变化，用ＬＳＤ法或

行每学期１～２次健康讲座，宣传体育活动的好处和

用＃检验比较干预前后组间ＭＳ检出率的变化，并对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营养状况（非超重、超重、肥胖）

静态生活方式的危害，鼓励学生多参加体育活动，减
少静坐时间，预防肥胖。
（２）膳食干预：膳食干预组开展均衡营养的健康
教育，以讲座形式，每月１课时，内容包括：食物的营
养素，合理搭配蔬菜、水果，合理选择零食，早餐搭

中专人定期督导、记录实施情况。每名研究对象拥

Ｔａｍｈａｎｅ’Ｓ

Ｔ２进行两两比较，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

进行分层分析，对分类变量在３组间进行两两比较
时，调整显著性水平，取值为０．０１７（计算公式：∥
｛ｋ×（Ｊ｜２—１）／２｝，其中ｄ＝０．０５，ｋ为分组数－－－－３）。
结

配，正确选择饮料，减少在外就餐等。在校园张贴膳

果

食与营养宣传海报，在班级张贴“居民膳食宝塔”。
组织学生进行膳食与营养的手抄报、黑板报比赛，营

１．基线情况：运动干预组、膳食干预组和对照组
学生的性别、年龄、ＢＭＩ在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造良好的健康氛围。

义（表１）。

（３）ＭＳ组分测定：所有研究对象空腹１２ ｈ以上，
于次日早晨抽取肘静脉血３ ｍ１，在室温下凝固离心

表ｌ基线调查时各组基本情况

后，采用奥林巴斯ＡＵ４００全自动生化仪测定甘油三
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和空腹血糖
（ＦＰＧ），试剂盒均来自日本积水医疗株式会社，ＴＧ
采用酶法，ＨＤＬ．Ｃ采用化学修饰酶法，ＦＰＧ采用葡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６孑±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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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２．干预后ＭＳ各组分及ＢＭＩ值的变化：干预后，
膳食干预组在ＭＳ各组分中的改善较运动干预组明

ｏ．０４８）。干预１年后，膳食干预组ＭＳ检出率显著低

显。运动和膳食干预组ＴＧ水平均有所下降，相对于
对照组，膳食干预组下降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６３）。
本研究采用干预后ＭＳ组分异常的个数减去干

（Ｐ＜０．０５）。运动和膳食干预组的ＨＤＬ．Ｃ水平均明

预前的个数，得出ＭＳ组分异常个数的差值。差值

显比对照组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尤其膳食干预组升高更明显。ＦＰＧ在各组中均有升

为负值（一５—．１）说明异常个数减少；差值为０说明
异常个数无变化；差值为正值（１～５）说明异常个数

高，但运动干预组升高幅度最小，其次是膳食干预

增加。干预后发现：膳食和运动干预组的异常个数

组，对照组升高最多，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减少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且异常个数增加的比例

（Ｐ＜０．０５）。ＷＣ在各组均升高，但运动和膳食干预
组升高的幅度均小于对照组，其中膳食干预组与对

均低于对照组，但只有膳食干预组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见表４。

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９）。ＳＢＰ在各组

４．干预对不同性别、年龄及营养状况学生ＭＳ

均有升高，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膳
食干预组ＤＢＰ下降，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影响的分层分析：按性别分为男、女生，按年龄分为
低龄（６～９岁）、大龄（１０～１３岁），按营养状况分为

（Ｐ＜０．００１），但运动干预组和对照组ＤＢＰ的变化差

非超重、超重和肥胖组，分析干预效果在亚组间是否

异无统计学意义。ＢＭＩ在各组也呈升高趋势，但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存在差异。结果发现：膳食干预对女生的效果优于

将干预后ＭＳ各组分的变化情况分为３类，即好

意义，男生则无），男生和女生运动干预效果未见明

转（异常变为正常）、不变和异常。干预后ＴＧ水平增
高的比例，在膳食干预组最低，其次为运动干预组，

显差异；膳食干预在低龄和大龄组均有显著效果，而
运动干预只对大龄学生有效果（Ｐ＜０．０１７）；在不同

膳食干预组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营养状况学生中，非超重、超重学生经过膳食干预

０．０１３）；膳食干预组的ＨＤＬ．Ｃ水平好转比例最大，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ＦＰＧ水平增

后，效果均好于对照组（Ｐ＜Ｏ．０１７），而运动干预各组
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肥胖学生中，运动干预的

加的比例在对照组较高，但３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７）；膳食干预组血压有显著改善，与对照

效果不如对照组，而膳食干预的ＭＳ组分异常个数
减少的比例已达６０．０％，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组相比有更多的学生由异常变为正常（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见表５。

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１），而运动干预组和对照组间的

男生（膳食干预组与对照组差异在女生中有统计学

ＷＣ在各组间的变化均不显著（表３）。

讨

３．干预后ＭＳ检出率的变化：基线调查时，１５６４

论

名小学生ＭＳ有１４０例，检出率为９．ｏ％，其中男生为

本研究基线调查显示，北京市８所小学的１５６４

８．９％，女生为９．０％，无性别差异。膳食组在干预１年
后，ＭＳ检出率从１０．６％下降至４．６％，差异有统计学

名学生中ＭＳ检出率为９．Ｏ％，处于较高水平。目前
对儿童ＭＳ的干预方法包括增加能量消耗和降低能

意义（Ｐ＜０．００１），而运动干预组和对照组ＭＳ检出率

量摄入。本研究膳食干预组中，通过干预１年后，学

均呈上升趋势（运动干预组从８．８％上升至１４．９％，

生的ＴＧ、ＨＤＬ．Ｃ、ＦＰＧ、ＤＢＰ和ＷＣ水平，均有不同

Ｐ＝０．００１；对照组从６．９％上升至１０．８％，Ｐ＝

程度的明显改善，对血脂异常、糖代谢异常、高血压

表２

３组干预前后ＭＳ各组分及ＢＭＩ的差值比较

注：括号内数据为９５％ＣＩ，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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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显增加（＋２２％粥．一１２％，Ｐ＝０．０４），ＤＢＰ

３组干预前后ＭＳ各组分的变化

也明显下降（一５％魄一３％，Ｐ＝Ｏ．０４），干

预组超重肥胖儿童的ＢＭＩ呈现下降趋
势（一１％傩．＋１％，Ｐ＝Ｏ．０４），而体重的增
加也较对照组缓慢（＋１％弧＋４％，Ｐ＝

ｏ．０３），与本研究结果相似。Ｂａｎｄｕｒａｎｌ采
用社会认知模型，认为以行为矫正为基
础的饮食习惯改变，可减少过多的热量
摄入，本研究结果与该理论相符合。
相对于膳食干预组获得的显著效
果，运动干预组ＭＳ检出率未下降，而从
８．８％上升至１４．９％，且上升幅度大于对
照组（６．９％上升至１０．８％）。Ｌｉｕ等旧１２００７
年在北京市２所小学１～５年级学生中开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Ｐ＜Ｏ．０１７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展了为期１年的“快乐１０分钟”活动，测
表４

得能量消耗为２５．０～３５．１ ｋｃａｌ，干预后干预组女生的

３组干预后ＭＳ组分异常个数的变化

ＭＳ组分异常个数的变化

。。。

组别—砑莎－—■和Ｆ——增面百一
（二！＝二！）
（！）
（！＝翌
对照８７（２１．４）１８２（４４．７）１３８（３３．９）

嚣罢

ｆ值

一

一

Ｐ值

＝＝！：

运动干预１４６（２５．６）２３４（４１．０）１９１（３３．４）对照ｗ．运动２．５５

一

ＢＭＩ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一０．４７ ｋｇ／ｍ２抛
ｏ．６６ ｋｇ／ｍ２）。常改等阳１２００９年对天津市３所小学
１７０７名学生也进行该项活动，１年后干预组的ＳＢＰ、

０．２８０

膳食干预２５１（４２．９）２４１（４１．１）９４（１６．０）对照％膳食６６．０３＜Ｏ．００１
注：同表３

ＤＢＰ、腰臀比、ＦＰＧ、ＴＧ和胰岛素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但超重和肥胖率仍无明显变化。、究其原因可能该项

的控制较对照组有明显效果，ＭＳ检出率也从基线时

活动的能量消耗并未达到控制体重需要的能量消耗

的１０．６％下降至４．６％。Ｄａｖｉｓ等‘６１在１０４名小学生中

值。有学者认为如在９０％的超重儿童中需进一步减
轻体重，则需要每天额外消耗２５０ ｋｃａｌ能量，这相当

进行了１２周的营养干预（每周健康讲座和膳食结构
调整），结果显示干预组的纤维素摄人量比对照组明
表５

于每天增加１～２ ｈ的步行，且速度达１．９

ｋｍ／ｈ［１…。

按照“快乐１０分钟”的体力消耗为每
次２５．０～３５．１ ｋｃａｌ计算，对超重肥胖

３组不同特征的学生１年后ＭＳ组分异常个数的变化

的儿童可能达不到理想的减重效果；
男性

女性

低龄

其次是学校和学生可能未按时按量

对照

８４（３７．Ｏ、

９４（４１．４、

４９（２１．６、

运动干预

９９（３４．５、

１１８（４１．１）

７０（２４．４、

对照∞．运动Ｏ．６５７

０．７２０

膳食干预
对照

１２５（４３．７、

１０１（３５．３、

６０（２１．０１

对照∞．膳食２．６５４

０．２６５

５４（３０．０１

３８（２１．１）
７６（２６．８１

对照∞．运动３．２５４

Ｏ．１９７

３４（１１．３１

对照ｗ．膳食１１．６０７

０．００３

Ｏ．０２１

运动干预

９２（３２．４）

８８（４８．９）
１ １６（４０．８）

膳食干预
对照

１２６（４２．０）

１４０（４６．７）

６１（２２．５）

１３１（４８．３、

运动干预

７９（２０．１）
１７７（４３．２、

膳食干预

７９（２９．２１

１

５９（４０．４、

５６（３９．６１

对照ｗ．运动７．７６３

１

７２（４２．Ｏ、

６１（１４．９、

对照ｗ．膳食２６．２２４ ＜０．００１

１

对照

２７（１９．９、

５１（３７．５、

５８（４２．６、

运动干预

７０（３９．５、

７５（４２．４、

３２（１８．１）

对照ＶＳ．运动３７．５９５ ＜０．００１

膳食干预
非超重 对照

７４（４２．０、
７７（２１．５、

６９（３９．２）

３３（１ ８．８、

对照∞．膳食２６．７５１ ＜０．００１

１６３（４５．５）

１１８（３３．０１

运动干预

１２７（２６．４１

２０３（４２．２）

１５１（３１．４、

膳食干预
对照

２０６（４１．¨

２１２（４２．３）

８３（１６．６、

５（２０．０１

８（３２．０）

１２（４８．０１

超重

肥胖

对照ｍ运动２．７０１

０．２５９

对照∞．膳食４８．８４７ ＜Ｏ．００１

１

１（３０．６、

１２（３３．３）

１３（３６．１）

对照ｗ．运动１．１４４

０．５６５

膳食干预

２４（４８．Ｏ、

２１（４２．Ｏ、

５（１０．０１

对照ｗ．膳食１４．４２８

０．００１

１

７（２９．２）

６（２５．Ｏ、

１（４５．８、

运动干预

１１（２０．４）

１９（３５．２）

２４（４４．４）对照ｗ．运动１．６２９

０．４４３

壁垒王塑

！！（！！：１２

１１丝：１２

ｇ！！：！！型竖竺：壁垒！：！！！

！：！！！

注：同表３

预在总体上并没有使ＭＳ检出率下
降，但是在ＨＤＬ．Ｃ、ＦＰＧ、ＷＣ水平上
还是有所改善。
目前国内对儿童ＭＳ一般采用膳
食和运动相联合的综合干预模式。
岳忆玲等ｎ门对９４名肥胖儿童联合干
预１４个月后，发现干预组干预前后体
重、ＴＧ、ＨＤＬ．Ｃ、ＦＰＧ、ＳＢＰ、ＤＢＰ、ＷＣ

均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而对照组无
变化，但研究的样本量较小。本研究

运动干预
对照

完成该项活动。虽然本研究运动干

的特点是设立两个干预组，采用独立
的膳食或运动干预模式，比较不同干
预模式的效果差异，且是大样本的学
校全人群干预，也包括对非超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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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的干预。结果表明，对儿童ＭＳ各组分异常及检出

施还是不同程度减少了不同营养状况学生的ＭＳ组

率而言，膳食干预效果优于运动干预。

分异常个数，说明膳食和运动干预适合在学校中普
遍开展，而干预的具体措施还应改进。

本研究中无论在膳食干预组还是运动干预组，
ＢＭＩ均无明显改善。Ｈａｒｒｉｓ等“２】总结１８项以学校为
基础的干预研究，发现ＢＭＩ变化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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