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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肥胖的流行·
城市学龄儿童体力活动水平与超重／
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黄贵民

苏忠剑

【摘要】

闫银坤孟玲慧程红米杰

刘军廷

目的了解儿童体力活动现状，分析其对超重／Ｊ］ｌ！胖的影响。方法采用方便抽样

抽取北京市某学校２９５名９～１３岁学生并完成临床健康评估和计步器７ ｄ体力活动监测，同时使用
问卷调查学校营养午餐食用情况、近半年体力活动情况及膳食习惯。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ＢＭＩ、ＷＨｔＲ、体脂百分比（ＦＭＰ）与体力活动的关系。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体力活动相关指
标与超重朋巴胖发生风险的关联。结果

１５．５％的男生和１３．１％的女生每日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

间达到６０ｍｉｎ。超重朋巴胖儿童每日静态活动时间、每日总能量消耗（含基础代谢）和体力活动消
耗能量高于体重正常组。ＷＨｔＲ、ＦＭＰ和ＢＭＩ均与体力活动消耗能量呈负相关关系；学生上下学
乘私家车日均增加１ ｈ，ＷＨｔＲ、ＦＭＰ分别上升Ｏ．０ｌ和２．０６个单位。每日静态活动时间增加ｌ

ｈ，

ＦＭＰ则升高０．８９个单位。ＢＭＩ与膳食中的叶类蔬菜（菠菜、白菜等）呈负相关关系，每周平均食用
叶类蔬菜频率增加１次，ＢＭＩ下降０．１０个单位。控制性别、肥胖家族史后，静态活动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ｄ

是超重／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我国城市学龄儿童每天的体力活动量较低，减少静态活动
时间和增加体力活动以消耗能量，可预防和降低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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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ｃｈ００１．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ｕａｎｇ Ｇｕｉｍｉｎ，Ｓｕ Ｚ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ｕ Ｊｕｎｔｉｎｇ，Ｙａｎ Ｙｉｎｋｕｎ，Ｍｅｎｇ Ｌｉｎｇｈｕｉ，Ｃｈｅｎｇ Ｈｏｎｇ，Ｍｔ Ｊ记．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ｏ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Ｂｅ西流ｇ １ ０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
ｆｉｅ，Ｅｍａｉｌ：ｊｉｅｍｉ＠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死括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Ｍｉ

“Ｔｗｅ所＾Ｆｉ＂ｅ—Ｙｅａｒｓ Ｐｌａ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１２ＢＡｌ０３８０３）：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Ｋｅｙ Ｓｃｉｅｎｅ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ｏ．Ｄ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６１１００２）ａｎｄ＆讲ｗ Ｍｕｎｉｃ咖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ｏ．Ｚ１３１ １００００２６１３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０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Ｎｏ．［２０１３］３９１），￡＾ｅ＆蚵昭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晰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ａｔａ

ｏｎ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ｕｒｂａｎ
２９５ ｐｕｐｉｌｓ．ａｇｅｄ ９ ｔｏ １ ３ ｙｅａ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ｉｇｈ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ｌｉｎ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ｌｕｎｃｈ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ｎ ７一ｄａ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ｐｅｄｏｍｅｔｅｒｓ．ｗｅｒｅ ｄ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１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ｉｓｔ ｔｏ

ｈｅｉｇｈｔ ｒａｔｉｏ（ｗＨ依），ｆａｔ

ｍａｓ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ｉｎｇｌ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ｎ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ｒ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１３．１％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６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５．５％ｏｆ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ｐｅｒ ｄａｙ

（ＦＭＰ）。ｂｏｄｙ

ｉｎ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ｂｅｓｉｔ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哆ｔｉｍｅ，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１ ｈｏｕｒｓ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ｖ ０．０ １ ａｎｄ ２．０６ ｕｎｉ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ＩＰ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１ ｈｏｕｒ ｄａｉｌｙ．ＢＭＩ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ｓ

ｔｈ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ｒ．ＷＨｔＲ ａｎｄ ＦＭ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０．８９ ｕｎｉ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ｏｎ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ｌｅａｆ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ｅｇ．ｓｐｉｎａｃｈ，ｃａｂｂ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ｅｅｋｌｙ，ＢＭＩ ｆｅｌｌ ０．１０ ｕｎｉｔｓ．Ａｆｔ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ｌｅａｆｙ
ａｎｄ

ｓｅｘ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ｎｃｅ

ａｇｅ，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ｂｅ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Ｄ０１：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２叭２ＢＡＪ０３８０３）；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项目（Ｄ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６１１００２）；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学生综合素质提
升项目（京财教育指［２０ｉ３］３９１号）；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Ｚ１３１１００００２６１３００６）
作者单位：１ ０００２０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
通信作者：米杰，Ｅｍａｉｌ：ｊｉｅｍｉ＠ｖｉｐ．１６３．ｔｏ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４，ｑ第３５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３．８２一ｆｏｌｄ（９５％Ｃ／：１．１７—１２．４７）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２０ ｍｉｎ／
ｄ．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２０ ｍｉｎ／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ｕｒ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ａｉｌ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ｂｅｓｉｔ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体力活动是指通过骨骼肌群收缩引起能量消耗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７

ｄ体力活动监测使用ＯＭＲＯＮ ＨＪＡ一３０８计步

增多的任何形式的身体运动…。ＷＨＯ在世界卫生

器。测量前将身高、体重和出生日期等信息输入计

报告中指出，体力活动不足或静态生活方式是全世

步器，计步器记录每天步行步数、体力活动消耗能

界引起死亡和残疾的第四位原因［２１。儿童经常参加
体力活动，不仅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期健康生长和

量、总消耗能量（包含基础代谢）等。为保证计步器
佩戴质量，要求计步器紧贴身体佩戴腰间。研究者

发育，且由此习惯而形成的体力活动模式可持续到

于每晚以短信形式嘱家长晨起协助佩戴，睡前取

成年期，对预防成年期慢性疾病发生有极其重要

作用Ｅ３］。有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不足直

下。要求每名学生连续佩戴７ ｄ（含５个学习日和２
个周末Ｅｔ），并在第８天收回。同时收集所有参加计

接影响其成年后的体力活动水平，儿童青少年期体

步器体力活动监测的学生５ ｄ在校午餐（由餐饮公司

力活动水平低下意味着成年时期体力活动水平低下
的可能性增加¨，。国外对儿童体力活动的研究已经

按标准份统一发放）食用量，根据当日午餐菜谱计算

较为成熟，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且研究手段

生午餐实际摄入能量。

标准份午餐的各类能量，通过学生食用比例计算学

较为单一，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深入的研究还需要更

依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美国运动学院

为精确有效的测量方法。２００８年美国体力活动指

（ＣＤＣ．ＡＣＳＭ）制定的运动项目强度对近半年体力

南对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健康之间的“剂量一效
应”关系进行全面性的综述，指出儿童期两者关系目

活动调查问卷中各项目进行强度赋值哺１。１能量代

前还不是很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ｂ，。为此，本研

平，＜３ ＭＥＴ为低强度体力活动，３～６ ＭＥＴ为

究于２０１３年１０一１２月对北京市东城区某学校学生

ＭＰＡ，＞６

在健康评估的基础上，采用“７天计步器体力活动监
测”和问卷调查了解每Ｅｔ体力活动现状，并分析该人

问卷中近半年平均每天ＭＰＡ、ＶＰＡ时间。

谢当量（ＭＥＴ）的活动强度相当于安静时的代谢水
ＭＥＴ为ＶＰＡｎｌ。按此标准计算体力活动

３．标准和定义：

群体力活动与肥胖之间的关系。

（１）超重／ＨＥ胖：采用中国肥胖工作小组

对象与方法

（ｗＧｏｃ）推荐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
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筛查超重／．，ｑＥ胖随］。

１．调查对象：选取北京市东城区某九年制重点

（２）计步器监测的有效数据：即≥３ ｄ有效日的

学校小学（四、五、六年级）和初中（初一、初二）学生，

计步器记录数据，且３ ｄ有效日中至少要含１个周末

经书面知情同意后采用方便抽样，有３１３名学生同

日，同时每天佩戴时间≥１０ｈ。

意参加调查，其中２９５名（９４．２％）学生完成临床健康

（３）每天步行数达标：根据计步器有效数据获得

评估和７ ｄ体力活动监测。评估内容包括测量身高

日均步行数，再采用Ｖｉｎｃｅｎｔ和Ｐａｎｇｒａｚｉ阳１提供的美国
儿童日均步行数（男生１３ ０００步，女生１１ ０００步）为

和体重，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测量生化指标，骨密度
检测，“７天计步器体力活动监测”和问卷调查等。
２．调查方法及内容：问卷调查包括人口学特征、

标准，判断本研究中每名学生每日步行数是否达标。

疾病家族史、膳食行为习惯和体力活动调查。体力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活动问卷包括近半年主要上下学交通方式及时间，
高强度体力活动（ＶＰＡ，如篮球、足球和羽毛球）、中

ＶＰＡ时间。

等强度体力活动（ＭＰＡ，如快走、慢跑、乒乓球）、静态
活动（玩计算机、游戏机和看电视）及每种活动的频
率和持续时间。采用标准方法测量身高、体重和
ＷＣ，并计算ＢＭＩ、ＷＨｔＲ。使用美国Ｈｏｌｏｇｉｃ公司
Ｅｘｐｌｏｒｅ双能ｘ线骨密度仪测量受检者的全身体脂
百分比（ＦＭＰ）。

（４）体力活动问卷评估：采用２００７年颁布的“中
的意见”中每天锻炼６０ ｍｉｎ为标准ｎ ０｜，计算ＭＰＡ、
４．质量控制：由经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和

体检，并按照统一方法入校完成健康评估；由２名工
作人员共同完成“７天计步器体力活动监测”和学校
营养午餐食用量调查。调查中使用统一型号仪器，
现场对体检表进行审查和核对。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双录人数据，

·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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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ｏｌ

３５，Ｎｏ．４

并进行逻辑核对。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超重肥胖组与体重正常组体力活动比较：２９５

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率（％）描述，组间比较

名学生中检出５３例（１８．０％）超重，３９例（１３．２％）肥

用＃检验；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孑±ｓ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控制协变量的组问比较采用

胖。其中男生超重ｌｉｅ胖率为４０．０％，女生为

协方差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体力活动对３
种肥胖指标的影响。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体力活
动和能量代谢与超重ｌｉｅ胖的关系，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２０．０％。根据ＢＭＩ诊断结果将学生分成超重／肥胖和
正常两组，两组平均年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０．５
岁±１．１岁ＶＳ．１０．５岁±１．２岁）。通过协方差分析，
控制性别、年龄后，超重ｌｉｅ胖组每天静态生活时间
多于正常组（７６．４

ｍｉｎ粥．５８．６

ｍｉ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ｏ．０１ １）。超重／肥胖组儿童每日总能量消

果

耗（含基础代谢）和体力活动消耗能量高于正常组

１．基本特征：３１３人参加２０１３年体力活动监测，

（２

６１９ ｋｃａｌ峨２ ２０９ ｋｃａｌ、８０６ ｋｃａｌ ＶＳ．６９３

ｋｃａｌ），差

其中完成至少３ ｄ体力活动监测者２９５人，有效率为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超重／肥胖组午餐

９４．２％。学生年龄９～１３岁。６８．８％的学生选择乘私

摄入能量７８８ ｋｃａｌ，正常组摄人能量７５３ ｋｃａｌ，两组午

家车／公共汽车上下学。男生Ｈ均步行９ ７６９步，高

餐能量摄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尸＝０．６２８）。见表２。

于女生（８ ３７０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５．０３４，Ｐ＜
０．００１）。日均总能量消耗男生为２

４５２

ｋｃａｌ。男生每日步行数达标率为１４．２％，高于

２ １９２

女生的７．８％（采用Ｖｉｎｃｅｎｔ和Ｐａｎｇｒａｚｉ［９１标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１５．５％的男生和１３．１％的

表１儿童一般活动基本特征
合计

男生

ｍ三：；５）

特征

女生

ｍ兰纛５）

变量

ｍ兰纛ｏ）

超夏笺组≮篓盖尹Ｆ值Ｐ值

ＢＭｌ（ｋｇ／ｍ１

２３．３±３．３

１７．１±２．０

静态活动时间（ｍｉｒｄｄ）４

７６．４±７６．５

５８．６±４３．６

—１６．８９３＜０．００１
６．５５４

０．０１１

６１９±３２２

２ ２０９４－２６１

—９．０１４＜０．００１

体力活动消耗能量０浏协８０６±１７０

６９３±１６３

１９．５７３＜０．００１

在校午餐能量摄入Ｏ浏研７８８４－３４１

７５３±３４２

ｏ．２３５

０．６２８

９０９９±２ ５１６

０．４０２

０．５２６

３６．７±３４．９

０．５９１

０．５５５

总能量消耗（ｋｃａＹｄ）。

女生每日ＭＰＡ、ＶＰＡ时间达到６０ｍｉｎ（表１）。

。＋。．

表２超重／ＪＩＢ胖组和体重正常组体力活动比较

ｋａｃｌ，女生为

每日总步数

２

９ ２５８±２６４８

每日ＭＰＡ、ｖＢ～时间０向时３９．５±２８．４
注：。调整性别、年龄

年龄（岁）

１０．５±１．２

１０．６±１．２

１０．４±１．１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１９．０±３．８

１９．５±３．８

１８．４±３．７

１１６（６８．８、

８６（６８．８、

２８（１ ８．２）

２９（２３．２）

ＢＭＩ均与体力活动消耗能量呈负相关关系，日均体

上下学方式
私家车／公共汽车
走路

哼５ ∞Ｑ

３．不同肥胖指标与体力活动关系：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调整年龄、性别、父母ＢＭＩ后，ＷＨｔＲ、ＦＭＰ和

１０（８．Ｏ、

力活动消耗能量增加１００ ｋｃａｌ，ＷＨｔＲ、ＦＭＰ和ＢＭｌ

静态活动时间（ｍｉｎ／ｄ）

６１．９±４５．１

６０．２±４７．８

分别下降０．０２、１．８１和１．７０个单位。上下学乘私家

ＭＰＡ时间（ｍｉＩｌ／ｄ１

１９．８±１４．９

１９．９±１５．８

２８．０±２２．３

２５．０±２３．１

骑自行车

３

Ｌ吼丘

ＶＰＡ时间（ｍｉ“ｄ）

小，

的取％）
９

步行距离（ｋｍ）
总能量消耗（ｋｃａｌ）
每１３步行数达标率（％）４

０±＋一± 懿¨雌觚ｈ丝

车日均增加１ ｈ，ＷＨｔＲ、ＦＭＰ上升０．０１、２．０６个单

位。每天静态活动时间增加ｌ ｈ，ＦＭＰ则升高Ｏ．８９个

每日ＭＰＡ、ＶＰＡ＞６０ ｍｉｎ
每１３步行数

２０（１３．Ｏ、

１４９±２ ５５５ ９ ７６９±２ ８４２ ８ ３７０±１ ８７８
５．０±１．６

２

３３７±３４０
１１．３

４．６－－４－＿１．４

５．３±１．７
２

４５２±３４９
１４．２

２

１９２±２６６
７．８

注：计量资料用ｘ＿ｓ；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４采用Ｖｉｎｃｅｎｔ
和Ｐａｎｇｒａｚｉ㈨标准

单位。ＢＭＩ与膳食叶类蔬菜呈负相关关系，每周平
均食用叶类蔬菜频率增加１次，ＢＭＩ下降０．１０个单
位（表３）。

４．体力活动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以是否超
重／肥胖为结局变量，性别（Ｏ＝女，１＝男）、肥胖家族
史（Ｏ＝无，１＝有）、静态活动时间（Ｏ＝＜１２０ ｍｉｎ／ｄ，

表３不同类型肥胖指标与体力活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４ ３个模型均调整年龄、性别、父母Ｂ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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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３７９。

１：≥１２０

ｍｉｒｄｄ）、午餐能量摄人（０＝＜７００

ｋｃａｌ／ｄ，

少年。这与本研究超重／ＨＥ胖组儿童每天总能量消

１＝≥７００

ｋｃａｌ／ｄ）、每日总步行数（Ｏ＝＜７ ５００步，

耗（含基础代谢）和体力活动消耗能量高于正常组

５００步）作为自变量，首先进行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相一致。调查还发现两组学生营养午餐摄入能量

分析，除总步行数外，以上因素均与儿童超重／ＨＥ

无差异，均接近《学生营养午餐营养供给量》（ｗｓ／Ｔ

胖具有相关性，其中学校营养午餐能量摄入＞

１００—１９９８）国家标准配置午餐食谱的摄入能量

１：≥７

７００

ｋｃａｌ／ｄ组的超重／ＨＥ胖风险ＬＦ＇，＜７００ ｋｃａｌ／ｄ组增加

７１．５％。将单因素分析与儿童超重／ＨＥ胖相关的因素
采用强制进入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女生是超重／ＨＥ
胖的保护因素，静态活动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ｄ患超重／肥

（８００

ｋｃａｌ）。但学生全天（包括三餐和零食等）能量

来源丰富，均会影响能量平衡。荀泽丽¨６１对重庆市
１ ２１９名学龄儿童早餐习惯调查发现，经常不吃、不
规律吃、经常吃早餐者肥胖率分别为２３．１％、８．８％、

胖的风险是静态活动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ｄ的３．８２倍。

８．１％，提示经常不吃早餐是影响学龄儿童肥胖发生

而日均总步行数≥７ ５００步与＜７ ５００步相比，ＯＲ＝

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发现叶类蔬菜与ＢＭＩ呈
负相关关系，提示膳食中的蔬菜种类构成对ＢＭＩ可

ｏ．７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４）。
讨

能有影响。

论

本研究只针对中小学生看电视、玩计算机和游

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不足的问题日益受到关
注。张芯等ｎ１１从２０１０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
资料中抽取１６６ ８１２名９～１８岁中小学生进行体育
锻炼问卷调查，２２．７％的学生日均体育锻炼＞１ ｈ，高
于本次调查（１４．５％）。尽管各项研究中儿童青少年
的年龄段和指标不完全一致，但均表明我国学生离

２００７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
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要求每Ｅｔ锻炼６０
有较大的差距。１

ｍｉｎ

０｜。

戏机３种静态活动进行分析。Ｅｐｓｔｅｉｎ等ｎ７ｌ对７０名
肥胖儿童采用随机对照方法，显示试验组减少５０％
的看电视时间，追踪２年后试验组ＢＭＩ变化显著，同
时发现静态活动行为减少与能量摄人降低显著相
关。这与本研究控制性别、年龄影响后，ＢＭＩ与静态
活动时间呈明显正相关的结果类似。
本研究中超重／ＨＥ胖组和正常组儿童计步器记
录的每日步行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本研究
样本量较小有关；此外中小学生在体育课后锻炼减

本次计步器监测显示男生日均步行９ ７６９步，女

少，直接影响学生的体育锻炼情况¨“，这也是学生总

生８ ３７０步，均少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美国健康营养调

体体力活动不足的重要方面。
欧美和一些亚洲转型国家／地区儿童青少年体

查结果（男生日均１２ ７８０步，女生１１ ２０２步）¨引。国
内学者调查结果均与本文结果类似¨３’“１。由于目前

我国尚无儿童每日步行数推荐量，本文采用Ｖｉｎｃｅｎｔ

力活动与肥胖的关系不全一致。Ｙｅｈ等¨８Ｊ报道台湾
地区中小学生肥胖与体力活动呈负相关关系，低水
平的体力活动导致肥胖，而肥胖儿童更不愿意参与

和Ｐａｎｇｒａｚｉｂｌ建议的步行数是否适合我国儿童青少
年尚需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发现体力活动消耗能量与ＦＭＰ和ＢＭＩ

体力活动。Ｍｕｓｈｔａｑ等ｎ州报告巴基斯姐儿童不吃早
餐频率、吃快餐和零食频率、静态活动时间与ＢＭＩ

呈明显负相关关系，提示肥胖儿童的控制可能需要

呈正相关，体力活动与ＢＭＩ呈负相关。Ｇｈｏｓｈ心们报

提高体力活动强度及相应的有效时间。朱琳等ｎ５１比
较了１２～１４岁正常和肥胖男性青少年的运动能耗，

道印度儿童青少年运动以步行最常见，５６．３％的学生

发现后者在安静状态下能量总消耗高于前者；相同
剂量运动时，肥胖组青少年总能量消耗高于正常青

相关。Ｌａｇｕｎａ等乜¨对西班牙学生应用加速度计测
量体力活动，９岁儿童周末ＭＰＡ、ＶＰＡ时间明显高于
工作日，其肥胖状态与ＭＰＡ、

每日行走３０～４５ ｍｉｎ，骑车和跑步与ＢＭＩ、ＦＭＰ呈负

表４体力活动、能量消耗与儿童超重朋巴胖关系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ＶＰＡ相关，而９岁儿童体力活动
量达标率明显高于１５岁青少
年。Ｋｙｒｉａｚｉｓ等２２１报道希腊儿童
肥胖与不吃早餐和蔬菜水果、喝

软饮料和看电视呈正相关。这些
结果均提示体力活动与膳食能量
平衡是影响肥胖的重要因素。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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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存在局限性。研究样本来自北京市某重

（９）：７８１—７８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芯，宋逸，杨土保，等．２０１０年中国中小学生每天体力锻炼ｌ

点学校，可能与普通学校学习压力及课程等安排有

小时现状及影响因素［Ｊ］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４６（９）：

不同；而横断面调查结果无法确定体力活动与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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