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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体质健康信念在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和锻炼行为关系中的中介调节作用ꎬ为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

提供理论参考ꎮ 方法　 分别抽取北京、济南、贵阳 ３ 城市部分初高中学生 １ ６７８ 名为研究对象ꎬ进行身高、体重检测以及体

质健康信念量表和体育锻炼量表评分ꎮ 结果 　 超重组和肥胖组知觉锻炼益处(１４.０７±０.２５ꎬ１４.２４±０.５４)、体质评价态度

(１４.２６±０.６３ꎬ１３.７２±０.４１)、体质强弱与患病易感性(１５.１２±０.７２ꎬ１４.１２±０.６１)、知觉疾病与体弱的严重(１４.３０±０.５５ꎬ１２.８８±
０.２７)、评价结果关注(１４.１２±０.５６ꎬ１３.７６±０.２３)、锻炼行为(６１.１３±０.５３ꎬ５７.７４±０.３７)均低于正常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ＢＭＩ 与体质健康信念知觉锻炼益处、体质评价态度、患病易感性、知觉疾病与体弱的严重、评价结果关注均呈

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１９５ꎬ－０.１７４ꎬ－０.１６３ꎬ－０.１２２ꎬ－０.１２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呈负相关( ｒ ＝ －０.２０３ꎬＰ<０.０１)ꎬ
体质健康信念知觉锻炼益处、体质评价态度、患病易感性、知觉疾病与体弱的严重、评价结果关注维度均与锻炼行为呈正相

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４７ꎬ０.６１９ꎬ０.４０７ꎬ０.５８９ꎬ０.３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体质健康信念对锻炼行为的影响更大ꎬ在 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

的关系中起中介调节作用ꎮ 结论　 随着 ＢＭＩ 的增加ꎬ体质健康信念和锻炼行为评分减少ꎻ体质健康信念比 ＢＭＩ 对锻炼行

为的影响更大ꎬ体质健康信念在 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ꎮ 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信念ꎬ对促进体育锻炼ꎬ增进

体质健康有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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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ꎬ饮食营养过

剩与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增多ꎬ导致我国青少年肥胖

率不断攀升ꎬ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ꎮ 研

究显示ꎬ有 ３０％的儿童青少年肥胖ꎬ可能会延续至成

年[１] ꎬ而这部分肥胖人群可能会成为过度肥胖和心血

１５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第 ３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３



管疾病患者的主要来源ꎮ 肥胖对青少年儿童带来的

潜在危害ꎬ并不仅是对身体形态和功能产生巨大的影

响ꎬ同时也可能会给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同

程度的恶劣影响[２] ꎮ
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ꎬ ＢＭＩ)是衡量人体

胖瘦程度的常用指标ꎬ尽管专家指出它不能真实反映

身体的体脂肪量ꎬ但大量研究仍然表明ꎬＢＭＩ 与身体远

期健康和危险度均有密切联系ꎬ是最便捷的肥胖间接

测量方法ꎬ已被不少国家和地区选作儿童青少年肥胖

的判断标准[３] ꎮ
研究表明ꎬ人们从健康教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并

不总是转化为健康行为[４] ꎮ 要使健康教育影响个体

行为ꎬ需要不断强化ꎮ 为深入探讨 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之

间关系ꎬ本研究对不同 ＢＭＩ 少年体质健康信念与锻炼

行为之间的关系ꎬ以及体质健康信念在 ＢＭＩ 与锻炼行

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探讨ꎬ为青少年肥胖防治提

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间ꎬ选取北京、济南、贵
阳部分初、高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采用整群抽样法ꎬ
共选取 ６ 所中学 ２８ 个自然班的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８５６ 份ꎬ剔除无效问卷ꎬ获得有效问卷

１ ６７８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０.４１％ꎮ 其中男生 ８６２ 名ꎬ女
生 ８１６ 名ꎻ城镇学生 ９１５ 名ꎬ农村学生 ７６３ 名ꎻ初一学

生 ３１７ 名ꎬ初二学生 ２９８ 名ꎬ初三学生 ２８１ 名ꎬ高一学

生 ２６８ 名ꎬ高二学生 ２６０ 名ꎬ高三学生 ２５４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营养状况评价　 ＢＭＩ ＝ 体重(ｋｇ) / 身高２( ｍ２ )ꎬ
采用我国学龄儿童青少年消瘦、超重、肥胖筛查体质

量指数分类标准[５－６] 的界定ꎬ根据不同年龄性别青少

年 ＢＭＩ 值对研究对象进行消瘦、正常、超重、 肥胖

分组ꎮ

１.２.２　 体质健康信念量表[７] 　 由 ５ 个维度(知觉锻炼

益处、体质评价态度、体质强弱与患病易感性、知觉疾

病与体弱的严重、评价结果关注)组成ꎬ共 ２４ 个条目ꎮ
每个条目采用 ５ 级计分法ꎬ各维度条目得分相加得到

该维度总分ꎮ 由于该量表最初设计是针对大学生ꎬ故
在正式研究前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ꎬ依据结构

方程模型结果进行修正ꎬ去除第 ６ 题(每次患病令我

感到后怕)ꎬ修正后的量表的各个维度及总量表的信

度系数为 ０.７６ ~ ０.９０ꎮ
１.２.３　 锻炼行为评分[８] 　 使用 Ｇｏｄｉｎ 设计的业余时

间体育锻炼量表ꎬ该量表可对体育锻炼行为进行评

分ꎮ 锻炼行为得分＝ ９×(１ 周内进行 １５ ｍｉｎ 剧烈运动

的次数) ＋５×(１ 周内进行 １５ ｍｉｎ 适度运动的次数) ＋３
×(１ 周进行 １５ ｍｉｎ 轻度运动的次数)ꎬ并将得分转化

为标准百分制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身高、体重检测仪器具有统一型号ꎬ
对身高、体重的测量记录具有统一标准ꎮ 所有数据测

试以及调查量表数据的收集与录入均由经过专门培

训的专业人员进行处理ꎬ 从而保证数据的准确与

可靠ꎮ
１.４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ꎬ采用 ｔ 检验和相关分析以及分层多元回归分

析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受试者 ＢＭＩ 分组　 依据标准ꎬ将 １ ６７８ 名学生分

为消瘦组 １４９ 名(８.８８％)ꎬ正常组 １ ２７９ 名(７６.２２％)ꎬ
超重组 １８０ 名(１０.７３％)ꎬ肥胖组 ７０ 名(４.１７％)ꎮ
２.２　 不同 ＢＭＩ 分组学生体质健康信念量表和锻炼行

为评分比较　 超重组和肥胖组知觉锻炼益处、体质评

价态度、体质强弱与患病易感性、知觉疾病与体弱的

严重、评价结果关注、锻炼行为得分均低于正常组ꎬ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 ＢＭＩ 分组中学生体质健康信念量表和锻炼行为评分比较(ｘ±ｓ)

ＢＭＩ 分组 人数 知觉锻炼益处 体质评价态度
体质强弱与

患病易感性

知觉疾病与

体弱的严重
评价结果关注 锻炼行为

正常 １ ２７９ １６.７４±０.３７ １６.６６±０.５８ １６.４０±０.３２ １５.８９±０.３５ １５.５７±０.５６ ６８.２４±０.５４
消瘦 １４９ １６.１３±０.５３ １６.０２±０.７２ １６.０１±０.５６ １５.１７±０.３８ １５.２２±０.７６ ６７.４７±０.２５
超重 １８０ １４.０７±０.２５ １４.２６±０.６３ １５.１２±０.７２ １４.３０±０.５５ １４.１２±０.５６ ６１.１３±０.５３
肥胖 ７０ １４.２４±０.５４ １３.７２±０.４１ １４.１２±０.６１ １２.８８±０.２７ １３.７６±０.２３ ５７.７４±０.３７
ｔ１ 值 －１.３８ －１.４３ －１.５２ －１.５７ －１.３７ －０.５６
ｔ２ 值 －２.５５∗ －２.４３∗ －２.１３∗ －１.９９∗ －２.０１∗ －２.１４∗

ｔ３ 值 －２.４２∗ －３.１７∗ －２.３４∗ －３.８９∗ －３.３３∗ －２.５５∗

　 注:ｔ１ ꎬｔ２ ꎬｔ３ 值分别为消瘦组、超重组、肥胖组与正常组比较ꎻ∗Ｐ<０.０５ꎮ

２.３　 相关分析

２.３.１　 ＢＭＩ 与体质健康信念、锻炼行为得分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ꎬＢＭＩ 与知觉锻炼益处、体质评价态度维度、

患病易感性、知觉疾病与体弱的严重、评价结果关注、
锻炼行为得分均呈负相关 ( ｒ 值分别为 － ０. １９５ꎬ
－０.１７４ꎬ－ ０. １６３ꎬ － ０. １２２ꎬ － ０. １２９ꎬ － ０. ２０３ꎬ Ｐ 值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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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ꎮ
２.３.２　 体质健康信念得分与锻炼行为得分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ꎬ知觉锻炼益处、体质评价态度、体质强弱与

患病易感性、知觉疾病与体弱的严重、评价结果关注

维度得分与锻炼行为得分均呈正相关 (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４７ꎬ０.６１９ꎬ０.４０７ꎬ０.５８９ꎬ０.３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　 体质健康信念对 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关系的中介作

用　 锻炼行为通过计分公式转化为标准分数ꎬ为连续

型变量ꎬ故按照实际计算分数直接纳入分析ꎮ 自变量

ＢＭＩ 和体质健康信念得分也为连续型变量ꎬ做中心化

处理ꎮ 性别、地域、年级等自变量为二分类变量ꎬ按照

１、２ 的二分类赋值方式赋值ꎮ
多元分层回归方程的结果表明ꎬ第 ２ 步纳入 ＢＭＩ

时ꎬ回归方程 Ｒ２ 值的变化相对较小ꎻ第 ３ 步纳入体质

健康信念得分后ꎬ回归方程 Ｒ２ 值的变化相对较大ꎬ说
明体质健康信念对锻炼行为的影响更大ꎮ 性别(女)

与锻炼行为得分呈负向回归关系ꎬ第 ２ 步纳入变量

ＢＭＩ 后ꎬ性别与锻炼行为得分的回归关系没有改变ꎬ第
３ 步和第 ４ 步纳入体质健康信念得分及交互作用选项

后ꎬ性别与锻炼行为的回归关系转为正向ꎮ 地域与锻

炼行为及所有维度得分的回归关系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年级与锻炼行为及所有维度得分成正向回归关系ꎬ４
步回归方程结果变化不大ꎮ

ＢＭＩ 在第 ２ 步被纳入回归方程后ꎬＢＭＩ 与锻炼行

为得分呈负向回归关系ꎻ第 ３ 步纳入体质健康各维度

得分后ꎬＢＭＩ 对锻炼行为的回归由负向变为正向ꎬ说明

控制体质健康信念后ꎬＢＭＩ 升高对锻炼行为有正向影

响ꎬ即体质健康信念对 ＢＭＩ 和锻炼行为关系有中介作

用ꎮ 第 ４ 步纳入 ＢＭＩ 和体质健康信念得分交互作用

选项后ꎬ对锻炼行为影响有统计学意义ꎬ即体质健康

信念得分对 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调节作用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学生 ＢＭＩ 体质健康信念得分和锻炼行为得分的多元回归分析(ｎ ＝ １ ６７８)

变量
第 １ 步

Ｂ 值 Ｂ'值 Ｐ 值

第 ２ 步

Ｂ 值 Ｂ'值 Ｐ 值

第 ３ 步

Ｂ 值 Ｂ'值 Ｐ 值

第 ４ 步

Ｂ 值 Ｂ'值 Ｐ 值
控制因素 性别 －３.５１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２ －３.１６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６ ０.３４６ ０.０１０ ０.７２２ ０.４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６７３

生源地 １.２８１ ０.０２２ ０.５０８ １.１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５６５ ２.０５０ ０.０３５ ０.２０１ ２.１０８ ０.０３６ ０.１８９
年级 ４.５４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７ ４.２２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３ ２.４２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３ ２.３９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９

研究因素 ＢＭＩ －０.７９１ ０.０４７ ０.１２８ ０.５１６ ０.０３１ ０.２３５ ０.５１７ ０.０３２ ０.２３３
体质健康信念 ９.５８８ ０.５７５ ０.０００ ９.６３１ ０.５７８ ０.０００
ＢＭＩ×体质健康信念 ０.３４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３

３　 讨论

３.１　 ＢＭＩ 对锻炼行为的影响 　 目前公认的是低强度

长时间有氧运动可以明显降低 ＢＭＩꎬ并且多种运动方

式对改善 ＢＭＩ 有益[９－１０] ꎮ 本研究发现ꎬ超重组和肥胖

组青少年锻炼行为得分低于正常组ꎬ且 ＢＭＩ 与锻炼行

为评分呈负相关ꎬ即 ＢＭＩ 指数高的青少年ꎬ锻炼行为

较少ꎬ而长期锻炼行为较少的结果又会造成 ＢＭＩ 指数

的增加ꎮ
３.２ 　 ＢＭＩ 与体质健康信念的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

Ｒｏｓｅｎｓｔｏｃｋ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最早提出了“健康信

念”的概念[１１] ꎬ即个体的行为受到个人信念强度的影

响ꎬ个体是否接受或实践健康行为ꎬ会受个体的认知

水平调节以及行动可能性影响ꎮ 有研究表明ꎬ体重控

制与健康信念理论调节行为有关系ꎬ对肥胖易感性、
严重性、运动和饮食控制益处以及健康动机高的人较

易采取预防行为ꎬ认为运动和饮食控制障碍高者ꎬ较
少采取预防行为[１２] ꎮ 自身替代经验、实践经验、言语

劝说以及情绪、生理状态等可能是自我效能教育提高

疾病防治的原因ꎬ自我效能高的受试者行为的合理

性、依从性也随之提升ꎬ对疾病的防治效果较好ꎮ 本

研究发现ꎬ超重组和肥胖组青少年体质健康信念多个

维度得分低于正常组ꎬ并且 ＢＭＩ 指数与体质健康信念

各维度呈负相关ꎮ
３.３　 体质健康信念对锻炼行为的影响　 良好的锻炼

效果和体质健康的保持与增强取决于体育锻炼的次

数、运动的时间、运动的强度以及锻炼习惯的坚持等

因素[１３] ꎮ 本研究发现ꎬ体质健康信念与锻炼行为呈正

相关ꎮ 表明体质健康信念的提高可以提高青少年的

自我效能及应对效能ꎬ增强对健康、疾病、肥胖易感性

的认知ꎬ从而内化动机ꎬ增加锻炼行为ꎮ
３.４　 其他因素对锻炼行为的影响　 分层回归分析中ꎬ
未引入体质健康信念时ꎬ女生与锻炼行为之间呈负向

回归关系ꎮ 可能由于性别差异影响青少年学生参加

体育锻炼的自我效能水平ꎮ 相比较而言ꎬ女性的自我

效能水平低于男性ꎬ 进而造成锻炼行为较男性更

少[１４] ꎮ 并且女性较男性更喜欢安静ꎬ兴趣爱好的侧重

点不同也可能是原因之一[１５] ꎮ 引入体质健康信念以

后ꎬ负向关系不再明显ꎬ表明体质健康信念的作用可

以抵消部分因为性别造成锻炼行为的差异ꎬ并且对男

女都有效果ꎮ
本研究表明ꎬ年级与锻炼行为呈正向回归关系ꎬ

回归方程结果变化不大ꎬ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体质

健康信念的认知越深刻并且锻炼行为的坚持越好ꎮ
可能与随着年龄的增加ꎬ青少年文化水平的增长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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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肥胖、对锻炼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有关ꎮ
３.５　 体质健康信念在 ＢＭＩ 和锻炼行为关系中的调节

作用　 笔者前期研究发现ꎬ经过体质健康教育干预

后ꎬ实验组学生体质强弱与患病易感性、体质评价态

度、体质评价结果关注、知觉锻炼益处各维度、运动时

间、周锻炼频率结果均高于对照组ꎬ表明体质健康信

念教育可以提高中学生的体质健康信念ꎬ进而增加锻

炼行为[１２]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ＢＭＩ 和体质健康信念得分交互

作用选项纳入回归方程后ꎬ对锻炼行为有影响ꎬ并且

为正向回归ꎬ即 ＢＭＩ 和体质健康信念得分交互作用成

为促进锻炼行为的积极因素ꎮ 通过观察分层回归方

程的指标发现ꎬ并不是所有个体 ＢＭＩ 对于锻炼行为的

影响都是一致的ꎬ无论何种 ＢＭＩ 水平ꎬ体质健康信念

均对锻炼行为有重要的预测作用ꎮ 若通过教育干预ꎬ
提高体质健康信念ꎬ对减少 ＢＭＩ 对锻炼行为的影响具

有重要意义ꎮ 此外ꎬ体质健康信念在 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

之间存在中介效应ꎮ 但体质健康信念在 ＢＭＩ 与锻炼

行为中介作用的影响机制、作用大小ꎬ以及是否还有

其他中介变量的效应作用ꎬ都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本研究表明ꎬ体质健康信念在 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的

关系中具有中介调节作用ꎮ 但由于研究对象数量与

来源的有限ꎬ所取样本为整群抽样ꎬ不可避免存在地

区、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偏倚ꎮ 同时样本数量也较小ꎮ
并且本研究未对其他可能影响 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之间

关系的变量进行分析ꎬ对于 ＢＭＩ 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影

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ꎬ还需要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ꎬ
进一步全面的进行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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