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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１１～１ ３岁青少年睡眠时间

、

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相关关系研究
陆青云侯方丽
【摘要】

孙莹

张兆成

陶芳标

目的探讨青少年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相关关系。方法对初中生

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体力活动和视频时间等采用问卷调查，同时收集体格数据，分析睡眠时间和
饮食模式对超重／ＪｌＥ胖的影响。结果徐州市区初中男生超重率为２３．５％，肥胖率为２２．５％；女生
超重率为１８．１％，肥胖率为１】．９％。男生睡眠不足（＜８ ｈ／ｄ）为２８．１％，女生睡眠不足为３３．Ｏ％。多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男生睡眠时间＜７ ｈ，ｄ是超重／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ＯＲ＝Ｉ．７２（９５％ＣＩ：
１．０８～２．７４），而女生睡眠时间和超重／，ｌｌ巴胖的关系不显著。调整了年龄、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
收入、体力活动、看视频时间及超重／且巴胖变量后，男生睡眠时间＜７ ｈ／ｄ者零食类食物摄人频次增
加，ＯＲ＝１．６９（９５％Ｃ１：１．１０～２．７３）。结论睡眠减少为初中男生超重／肥胖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且男性青少年睡眠减少可导致零食类食物摄入增加。提示男生零食类食物摄入过多在睡眠减少
和超重／肥胖关系中的联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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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在世界范围内呈现持
续增长趋势…，中国儿童超重／月巴胖率已从１９９１—

期间平均每晚上床和晨起时间”，并以此计算上学期

１９９５年的１６．０％上升至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２６．６％［２ ３。
肥胖对儿童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危害，也是导

之和除以７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根据美国国家睡
眠机构的规定，本研究定义青少年人群睡眠时间＜

致早死致残，影响生命质量和增加财政负担的重要

８

问５ ｄ内睡眠时间以及周末２ ｄ睡眠时间，两者相加

ｈ／ｄ为睡眠不足ｎ…。

公共卫生问题ｂ１。近年来发现睡眠时间为超重／肥胖

（２）体力活动情况：采用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

的一项危险因素，系统性综述同样也支持儿童青少

（Ｙｏｕ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ＹＲＢＳ）问卷的项目，

年群体睡眠时间与超重／肥胖的关系呈反比ｎ·５。。睡

即“最近７ ｄ内进行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如快走、打太

眠时间不足可改变代谢激素如瘦素、胃饥饿素等水
平，并通过调节食欲和食物的选择破坏能量平衡哺３，

极拳、慢速骑自行车等），且心跳加快、但无大量出汗
或气喘吁吁，每次≥３０ ｍｉｎ的天数”，按照ＹＲＢＳ系

刺激机体饥饿感增加和促进食欲，导致倾向于碳水
化合物和高能量食物的摄人哺·７Ｉ。行为理论认为，每

统推荐标准：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５ ｄ为足量中

晚推迟入睡时间和缩短睡眠时间均可导致夜晚食物

（３）视频时间：采用相关文献的４个条目¨“，分

摄取以及白天疲惫致使运动量减少伸１。此外，睡眠

别为“周一到周五上学期间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

不足影响了正常规律性膳食，很多饮食行为如不吃
早餐、低营养高热量性膳食摄人增加直接促进了肥

问”、“周末休息期间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周一
到周五上学期间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问上网”、“周末

胖的形成№’９ｌ。

休息期间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间上网”。计算方法为

儿童青少年肥胖将影响未来成人期的生活质

等强度体力活动ｎ“。

上学期问５ ｄ内上网时间以及看电视时间和周末２

ｄ

量，因此了解影响生命早期超重／肥胖的生活方式等
行为因素可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为

上网时间，以及看电视时间相加之和除以７为平均

此本研究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江苏省徐州市５所初中学

（４）饮食模式：采用食物频率问卷（ＦＦＱ）评价青
少年过去一周摄人食物的种类、频率“３Ｉ。本次调查

校进行相关调查，并分析青少年睡眠时间、饮食模式
及超重／肥胖的相关关系。
对象与方法

每天视频时间。

对ＦＦＱ问卷条目进行稍微调整，问卷共包括中国人
群的日常３２种食物，让学生回忆过去７ ｄ内各种食

物包括饮料的摄入频次。共分５个等级：从不＝０；

１．调查对象：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调查徐州

１～３次＝１；４—５次＝２；６～８次＝３；＞８次＝４。ＦＦＱ

市区５所初中学校３ ３２２名初一学生，收回有效问卷

着重于每种食物的频次，而非食物的具体热量。利

１０３份。其中男生１ ５８６人（５１．１％），女生１ ５１７人

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得出饮食模式，３２种食物进入

（４９．９％），平均年龄（１２．６±０．６）岁，其中１１、１２、１３岁

因子分析，通过正交变换（最大方差法）旋转保持不

年龄组分别为３９２人（１２．６％）、２ ５３８人（８１．８％）、１７３

相关因素和更大的可解释性，根据Ｃｒｏｎｂａｃｈ关于

人（５．６％）。

ＦＦＱ的Ⅱ值（０．８９５）对每个因素进行可靠性评估，因
子载荷绝对值＜０。３的项目被排除在外，并根据碎石

３

２．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
统计学信息（年龄、性别、父母文化程度及自评家庭
经济状况等）、体力活动、视频情况（每周看电视和上

图的特征值保留两个分类，最后把饮食模式分为两
类，即零食类和传统类食物，再采用百分位数法根据

网时间）、饮食模式和睡眠时间等。要求被调查学生
集巾在教室，由经过培训的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频次高低进行两大类食物摄入频率的二分类归类

系研究生以口头形式向调查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的目
的及意义，获得所有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后，发放问

（５）超重朋巴胖界定：体格检查数据来自于当地学
校卫生保健所每年学生体检数据，在问卷调查前一

卷。同时调查员统一讲解问卷的正确填写方法，要

周由体检医生按常规采用立柱式身高坐高计和杠杆

求学生自愿独立完成，发现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询
问，调查员及时核查问卷，对不合要求的问卷要求学

式体重计测量学生身高和体重，计算ＢＭＩ（ｋｇ／ｍ２），
并依据中国２～１８岁儿童青少年超重ｔＪｌ巴，胖筛查界值

生及时更正，合格后收回。

点的标准筛查超重／肥胖ｈ…。

（７５％作为界点）。

（１）睡眠时间：采用自填方式回忆“周一到周五

（６）主要变量赋值：包括性别（１＝男，２＝女）；超

上学期间平均每晚上床和晨起时间”以及“周末休息

重／肥胖（１＝超重朋巴胖，０＝正常体重）；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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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ｄ）；平均视频

表１徐州市初中学生生活方式和超重／ＨＥ胖的基本情况

时问（１一≤２ ｈ／ｄ，２一＞２ ｈ／ｄ）；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
动（１—０～４

ｄ，２－－－－－５～７

ｄ）。饮食模式中包括零食类

食物摄入（１＝经主成分分析转化后零食类食物摄人
频率＜７５％，２＝≥７５％）；传统类食物摄入（１一经主
成分分析转化后传统类食物摄入频率＜７５％，２－－≥
７５％）。由于饮食模式在本研究中作为联结睡眠时
问和超重肥胖的中介变量，因此其即作为超重／ＨＥ胖
的自变量，也作为睡眠时间的因变量（即零食类食物
摄人≥７５％，和传统类食物摄入≥７５％），并进行多

注：Ｐ值为性别间差异性比较

３．分性别睡眠时间和超重／ＨＥ胖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模型分析。

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显示男生ＢＭＩ和睡眠持续时间

３．统计学分析：资料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由专
人录人，并针对各项设置核对文件，录入结束后进行
核对、纠错。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分析数据。率的比

在调整了年龄、自评家庭收入、父母亲教育程度、体

较用ｘ２检验；分别以超重／ＨＥ胖应变量，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时间分成３个等级（＜７

归模型估计分析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与超重／ＨＥ胖的
关系，并利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将所有食物分成两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男生睡眠时间＜７ ｈ／ｄ相对于

大类，得出青少年饮食模式。以Ｐ＜Ｏ．０５为差异有

（９５％凹：１．０８～２．７４），而女生睡眠时间等级和超重／

统计学意义。

肥胖的关联不显著（表３）。

结

果

１．一般特征：徐州市区初中
男生超重率为２３．５％（３７２／１ ５８６），

肥胖率为２２．５％（３４９／１ ５８６）；女
生超重率为１８．１％（２７５／１ ５１７），

肥胖率为１１．９％（１８１／１ ５１７）。男
女生超重率、肥胖率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０１）。男生睡眠不足
（＜８ ｈ／ｄ）为２８．１％（４４５／１ ５８６），

女生睡眠不足为３３．０％（５０１／
１

５１７），男生睡眠时间显著多于女

生。每周参加足量中等强度体
力活动男生占１４．８％（２３５／１ ５８６），
女生占１０．９％（１６５／１ ５１７）。男生
视频时间＞２ ｈ／ｄ为１５．３％（２４２／
１

５８６），女生为１０．７％（１６３／１ ５１７）。

见表１。
２．分性别超重／ＨＥ胖单因素

分析：男生超重朋巴胖者视频时
间、零食类食物摄入频率显著高
于体重正常者，中等体力活动和
睡眠时问显著低于体重正常者；
女生中超重／ＨＥ胖者仅视频时问

显著高于体重正常者（表２）。

力活动、视频时间和饮食模式变量后，两者相关性依
然显著，而女生两者之间无显著相关性。按照睡眠
ｈ，７～８ ｈ，≥８

ｈ），多因素

睡眠时间≥８ ｈ／ｄ是超重／ＨＥ胖的危险因素，ＯＲ＝１．７２

表２徐州市初中生分性别超重／月巴胖的单因素分析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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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多因素

关系成为关注的重点。最近一项研究发现１０～１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４结果显示调整了年龄、自评家
庭收入、父母亲教育程度、体力活动和视频时间后，

岁儿童睡眠不足导致对高能量食物的摄取过多乜０｜，
Ｎｅｄｅｌｔｃｈｅｖａ等ｎ１认为睡眠短缺只是增加零食摄入

男生睡眠时间和零食类食物摄人为超重朋巴胖的独

而非正常规定膳食热能。因此推测高能量食物如脂

立危险因素，ＯＲ值（９５％“）分别为１．６７（１．１０～２．７３）
和１．３６（１．０６～２．７７），而女生睡眠时间和饮食模式与

肪等摄人链接了睡眠和ＢＭＩ之间的联系［２１＋２２］，同时

超重／肥胖的关系无显著性意义。
５．分性别睡眠时间等级和饮食模式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５显示，调整了年
龄、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收入、体力

睡眠时间不足如人寝时间推迟可引发不规律膳食模
式ｎ ９。，增加可口美味、高能量食物的摄入∞＇２…。睡眠
受损和大脑奖赏的相关区域相互联系，下丘脑睡眠

表３分性别睡眠时间和ＢＭＩ、超重／肥胖多重线性回归
及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活动、视频时间及超重／月巴胖变量后，男
生睡眠时间＜７ ｈ／ｄ为零食类食物摄人

频率高（≥７５％）的危险因素，ＯＲ－－－－１．６９
（９５％ＣＩ：１．１０～２．７３），而女生为睡眠时
间＜７ ｂｕｄ和传统类食物摄入频次减

少，ＯＲ＝Ｏ．５３（９５％ＣＩ：０．２７．０．９８），但
与零食类食物摄人关系不显著。
讨

论

本研究显示徐州市区初中男生超
重率为２３．５％，肥胖率为２２．５％；女生超
重率为１８．１％，肥胖率为１１．９％。该结
果高于以往文献报道乜１，提示徐州市区
初中生超重朋巴胖检出率较高，且男生显
著高于女生，并受多重生活方式行为的

注：所有的模型均调整了年龄、自评家庭收人、父母亲教育程度、体力活动和视频时
间等变量

表４分性别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男生

女生

口值Ｗａｌｄ）ｆ值ＤＲ值（９５％ｃ，）卢值耽＾饼值ＯＲ值（９５％Ｃ／）

影响。Ｍｅｔａ分析也显示我国城镇男童
超重／月巴胖率加速上升，显著高于女童，

因此城镇儿童青少年超重绡巴胖群体中
男性是更需重视的人群陋］。本研究显
示，青少年睡眠时间＜７ ｈ／ｄ的超重朋巴

胖率是睡眠充足（≥８ ｈ／ｄ）的１．５９倍，这
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５＇“１。本研究
还发现睡眠时间和超重／且巴胖发生的联
系存在性别差异，仅在男生中有显著性
联系，而在女生中则无显著性联系。

注：模型调整了年龄、自评家庭收入、父母亲教育程度、体力活动和视频时间等变
量：。Ｐ＜Ｏ．０５

表５分性别睡眠时间和饮食模式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随着初中生学习负荷加重，睡眠

时问较儿童期相对减少。睡眠时间不
足可增加肥胖的发生风险，其中可能
的机制是通过影响代谢调节和食欲控
制“…。由于食物的选择在能量摄人中
占核心作用，可直接导致超重／肥胖，同
样作为一种引发肥胖的行为模式，食
物的选择和其他生活方式一样也受睡
眠的影响‘１８，１９），因此睡眠和饮食模式的

注：模型调整了年龄、自评家庭收入、父母亲教育程度、体力活动、视频时间和超重／
肥胖等变量；“Ｐ＜Ｏ．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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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系统以及杏仁核对睡眠剥夺的敏感性也和饮食
相关，因此应激性睡眠剥夺和感觉寻求行为体现为
机体对零食和高能量食物的摄入增加乜５·２“。另外，
睡眠不足导致血浆瘦素蛋白水平下降，胃饥饿素和
皮质醇水平增加，改变体内葡萄糖稳态，最终影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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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６］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Ｋ。Ｔａｍａｌｉ Ｅ，Ｐｅｎｅｖ Ｐ，ｅｔ ａ１．Ｂｒｉｅ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ｅｐ
ｃｕｒｔａｉｌ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Ｊ １．Ｏｂｅ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１６（２）：２６５－２７４．

ｌｅｖｅｌｓ。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ｇｈｒｅｌ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ｈ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ｐｔｉｎ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ｌ
［７ Ｊ

Ｉ．ＡｎｎＩｎｔｅｍＭｅｄ，２００４，１４１（１１）：８４６－８５０．
ＪＭ，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Ｊ，ｅｔ ａ１．Ｓｌｅｅｐ ｃｕｒｔａｉｌｍｅｎｔ ｉｓ

Ｊ

ＮｅｄｅｌｔｃｈｅｖａＡ、，．Ｋｉｌｋｕ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ｃａｌ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ｎａｃｋｓｌＪ Ｊ．Ａｍ
ＪＣｌｊｎ Ｎｕｔｒ。２００９．８９（１）：１２６—１３３．

物摄入㈦。

ＫｎｕｔｓｏｎＫＬ，ＳｐｉｅｇｅｌＫ，ＰｅｎｅｖＰ，ｅｔ ａ１．１１１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本研究分析睡眠时间与饮食模式问的相关性，
认为男性青少年睡眠时间不足显著增加零食摄入频
次，且独立于视频时间和体力活动等其他生活行为，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Ｋ．Ｅｆｆｃ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ｓｌｅｅｐ

０

ａｎｄｏｂｅｓｉｔｙ ｒｉｓｋ』Ｊ
Ｌｌｌｎｄ ＨＧ．Ｒｅｉｄｅｒ

这种现象也可以用不同的性别之间自我意识差别来
解释，即早期青少年是脱离童年期、体格发育、认知
和行为急剧发生变化的年龄段，而进入青春期的女
牛与同龄男生相比更愿意遵从推荐的健康生活方

乎在睡眠不足的男生中更易被诱发，因此推测零食
摄入过多在睡眠减少和超重ｌｉｅ胖关系中的联结作

止睡眠时间则更短，导致男性实际睡眠的有效性低
于女性。但目前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导致其肥胖的
生理机制仍不明确。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我国青少年睡眠时间不
足和超重ｌｉｅ胖之间存在联系，且仅存在于男生中，
并推测睡眠不足导致零食摄人增加并促进超重ｌｉｅ
胖形成。然而本文为横断面研究，无法阐明其间的
因果关系。有研究认为选用ＦＦＱ要比“２４小时回顾
法”更为精确¨“，然而ＦＦＱ作为一种非营养标准评价
量表，仅作为一种饮食行为，不能作为一种定性的评
价方法，也是本研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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