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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小学生肥胖检出率相对较高ꎬ且小学生超重肥胖受多种因素影响ꎮ 应加强有效干预措施ꎬ以控制小学生超重肥胖的

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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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率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２％
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７％ꎬ预计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 ９.１％[１] ꎮ
有研究对全球 １８３ 个国家的研究发现ꎬ青少年超重肥

胖率在 ２００６ 年得到遏制但仍然持续上升ꎬ其中发达国

家 ２３.８％的男孩和 ２２.６％的女孩超重肥胖ꎬ发展中国

家 １２.９％的男孩和 １３. ４％的女孩超重肥胖[２] ꎮ 季成

叶[３] 认为ꎬ肥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公共卫生的一大挑

战ꎬ儿童期肥胖对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都会造

成影响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久坐少动的“静态化”生活方

式、膳食不够科学合理、生活作息不规律等是我国青

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４－６] ꎮ 然而ꎬ学生

在周末和节假日的锻炼、久坐休闲情况等因素与超重

肥胖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ꎻ之前的研究对于生活方

式等因素与儿童肥胖的关系亦存在一些差别[７－１０] ꎮ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儿童肥胖现状及其与饮食、锻
炼、睡眠等的关系ꎬ为解决北京市小学生超重肥胖问

题提供新思路和突破点ꎬ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方案提供

依据ꎮ

４８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９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６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方便随机抽样的方法ꎬ抽取北京市东

城区(２ 所小学ꎬ２５９ 名)、西城区(２ 所小学ꎬ２３１ 名)、
朝阳区(２ 所小学ꎬ１７０ 名)、海淀区(４ 所小学ꎬ７４０ 名)
４ 个区的五年级小学生进行调查ꎬ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９—１２ 月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５２８ 份ꎬ回收 １ ４８０ 份ꎬ回收

率为 ９６. ８６％ꎻ 有效问卷 １ ４００ 份ꎬ 有效回收率为

９１.６２％ꎮ 其中男生 ６９６ 名 ( ４９. ７％)ꎬ 女生 ７０４ 名

(５０.３％)ꎻ以 １０ ~ １１ 岁年龄段(９７.９％)为主ꎮ
１.２　 伦理支持　 实验流程均遵从相关规定ꎮ 所有调

查对象及其法律监护人均要求预先了解整个调查的

流程及目的ꎬ调查过程中可随时自由退出实验ꎮ 由监

护人填写知情同意书ꎮ
１.３　 方法　 通过重测法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ꎬ调查结

束 １ 个月后随机抽取 ５％(７０ 人)进行重测ꎬ２ 次重测

信度系数为 ０.８９ꎬ证明本次调查的信度较高ꎮ 通过专

家评估法进行量表的效度检验ꎬ评价专家共 １２ 名ꎬ包
括 ６ 名教授、４ 名副教授和 ２ 名讲师ꎬ评价后认为量表

内容、结构、整体设计的效度较高ꎮ
本研究中涉及学生身体活动相关情况的调查主

要包括周中(学习日期间ꎬ通常是周一至周五)、周末

和节假日学生的体育锻炼、久坐休闲(包括处于静坐

状态下的看电视 / 录相、用计算机上网 / 玩游戏、玩手

机、坐着不做任何事情如发呆空想等)ꎮ 按 ＷＨＯ 公布

不同年龄和性别儿童偏瘦、超重及肥胖筛查 ＢＭＩ 参考

值[１１] ꎬ对小学生营养状况进行评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

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χ２ 检验以及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等方法进行处理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小学生营养状况分布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学生身体形态分布

性别 人数 偏瘦 正常 超重 肥胖
男 ６９６ ２３８(３４.２) ２５４(３６.５) ５３(７.６) １５１(２１.７)
女 ７０４ ２７５(３９.０) ３０８(４３.８) ３６(５.１) ８５(１２.１)
合计 １ ４００ ５１３(３６.６) ５６２(４０.１) ８９(６.４) ２３６(１６.９)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４ａ 进行编程计算ꎬ将小学生身体

形态评定为偏瘦(或称“较低体重”)、正常、超重和肥

胖 ４ 类ꎮ 其中偏瘦者占 ３６.６％ꎬ正常体重者占 ４０.１％ꎬ
超重者占 ６. ４％ꎬ肥胖者占 １６. ９％ꎻ男生超重肥胖率

(２９.３％)高于女生(１７.２％)(χ２ ＝ ７.６６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小学生饮食与超重肥胖的关系 　 由表 ２ 可见ꎬ
８５.２％的学生每天都吃早餐ꎬ １０.３％的学生经常吃早

餐(每周 ４ ~ ６ ｄ)ꎬ偶尔吃早餐(每周 ２ ~ ３ ｄ)或者几乎

不吃早餐的学生分别占 ３.４％和 １.１％ꎮ 将学生吃早餐

的频率分成每天食用和不能坚持每天食用早餐 ２ 个等

级ꎮ 每天食用早餐的学生超重肥胖率低于非每天食

用早餐的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每天食

用早餐是保持正常体重的保护因素(ＯＲ ＝ ０.５２ꎬ９５％ＣＩ
＝ ０.３８ ~ ０.７１)ꎮ 大部分(６０.０％)学生最常喝的是白开

水ꎮ 通常选择饮用白开水或矿泉水的学生超重肥胖

率低于选择饮用碳酸饮料或其他饮料的学生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４０.２％的学生每顿饭都吃到刚

好饱ꎬ２４.０％的学生偶尔吃过饱ꎬ１５.８％的学生每顿饭

基本都吃过饱ꎬ仅 ２０.１％的学生每顿饭基本能保持七

八分饱ꎮ 吃过饱的学生超重肥胖率高于其他组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４６.０％的学生没有进食速度

过快的习惯ꎬ４０.９％的学生偶尔进食速度过快ꎬ１３.１％
的学生经常进食速度过快ꎮ 经常进食速度过快的学

生超重肥胖率高于偶尔如此或没有进食速度过快习

惯的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进食速度过

快是小学生超重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ＯＲ ＝ ３.３１ꎬ９５％
ＣＩ ＝ ２.４０ ~ ４.５７)ꎮ 大部分小学生无副食代替正餐的习

惯ꎬ但有副食代替正餐习惯的学生超重肥胖率高于偶

尔或没有此习惯的学生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１)ꎮ

表 ２　 不同饮食习惯学生超重肥胖率比较

饮食习惯 人数 超重肥胖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每天吃早餐 是 １ １９３ ２５２(２１.１) １６.９１ ０.００

否 ２０７ ７１(３４.３)
饮水类型 白开水或矿泉水 １ １１２ ２４０(２１.６) ７.８６ ０.０２

碳酸饮料 ５０ １７(３４.０)
其他 ２３８ ６６(２７.７)

饭饱程度 基本过饱 ２２０ ６１(２７.７) １１.８５ ０.０１
偶尔过饱 ３３４ ９２(２７.５)
刚好饱 ５６２ １２２(２１.７)
七八分饱 ２８２ ４９(１７.４)

进食速度过快 有 １８４ ８３(４５.１) ５６.９７ ０.００
偶尔或没有 １ ２１６ ２４２(１９.９)

副食代替正餐 有 ５０ ２１(４２.０) １０.２７ ０.００
偶尔或没有 １ ３５０ ３０４(２２.５)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３　 小学生体育锻炼与超重肥胖关系　 小学生平均

每天锻炼时间为(４２.９５±２７.２７) ｍｉｎꎮ 其中仅有 ２０.１％
的学生平均每天锻炼时间超过 １ ｈꎬ４１.６％的学生每天

锻炼 ３０ ~ ６０ ｍｉｎꎬ３８.３％的学生平均每天锻炼时间不足

３０ ｍｉｎꎮ 周中、周末和节假日时期学生平均每天锻炼

时间分别为(４８.１８±２６.０８) (３８.６６±４１.０６)和(３６.３８±
３８.９５)ｍｉｎꎮ 见图 １ꎮ 学生周中时期的锻炼时间大于

周末和节假日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Ｆ ＝ ４２. ３７ꎬ Ｐ <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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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学生在不同时期平均每天锻炼时间分布

　 　 在周中、周末和节假日期间ꎬ超重和肥胖学生平

均每天体育锻炼时间均低于正常体重学生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以平均每天锻炼时间是否达到 １ ｈ 为标准ꎬ将学

生分成 ２ 组ꎬ 锻炼时间 ≥ １ ｈ 的学生超重肥胖率

(１４.９％ꎬ４２ / ２８１)低于锻炼时间<１ ｈ 的学生(２５.３％ꎬ
２８３ / １ １１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３.４８ꎬＰ<０.０１)ꎬ
每天进行 １ ｈ 体育锻炼可能是小学生保持正常体重的

保护因素(ＯＲ ＝ ０.５２ꎬ ９５％ＣＩ ＝ ０.３６ ~ ０.７４)ꎮ
２.４　 久坐时间与肥胖的关系　 小学生平均每天用于

久坐休闲长达(６７.１６±５３.３９) ｍｉｎꎮ 在周中ꎬ学生平均

每天久坐休闲时间为(３５.３７±３９.３７) ｍｉｎꎬ周末和节假

日分别增高至(６７.３８±６１.００)和(９８.７４±８６.９７)ｍｉｎꎬ超
重和肥胖学生平均每天久坐休闲时间高于正常体重

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 ５. ５４ꎬＰ < ０. ０１)ꎮ 见

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体重类型小学生每天锻炼和久坐时间比较(ｘ±ｓꎬｍｉｎ)

体重类型 人数
锻炼

周中 周末 节假日

久坐

周中 周末 节假日
正常 ５６２ ５１.９０±２６.８０ ４２.２８±４０.２７ ４１.２０±３９.５４ ３４.２７±３７.２８ ６２.４１±５２.２１ ９１.１６±７９.８１
超重和肥胖 ８３８ ４４.４６±２１.１４ ３５.０３±３５.０２ ３１.５６±３４.０３ ４２.９９±４４.５８ ８２.０８±７８.５８ １２６.６２±１０７.２５
ｔ 值 ４.２９ ２.７１ ３.６８ －３.１５ －４.４７ －５.６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５　 小学生睡眠时间与超重肥胖的关系　 小学生平

均每天睡眠时间为(９.３２±０.９２) ｈꎬ但 ２６.４％的学生每

天睡眠时间<９ ｈꎮ 在周中ꎬ学生平均睡眠时间为(８.６６
±０.８９)ｈꎬ３６.５％的学生每天睡眠时间<９ ｈꎻ在周末和

节假日ꎬ学生每天睡眠时间<９ ｈ 的比例分别为１５.２％
和 １１.５％ꎮ 无论是周中ꎬ还是周末和节假日ꎬ超重肥胖

学生的平均每天睡眠时间都低于正常体重学生ꎬ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１０ꎬ２.９１ꎬ２.３７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以每天睡眠时间 ９ ｈ 作为标准ꎬ将学生睡眠情况

分成充足睡眠(≥９ ｈ / ｄ)和睡眠缺乏( <９ ｈ / ｄ)组ꎮ 充

足睡眠的学生超重肥胖率(２１.０％ꎬ２１６ / １ ０２７)与睡眠

缺乏的学生(２９.５％ꎬ１０９ / ３６９)超重肥胖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１１.００ꎬＰ<０.０１)ꎬ每天保证 ９ ｈ 的睡眠时间

是保持小学生正常体重的保护因素(ＯＲ ＝ ０.６５ꎬ９５％ＣＩ
＝ ０.４９ ~ ０.８３)ꎮ
２.６　 小学生超重肥胖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超重肥

胖为因变量(０ ＝否ꎬ１ ＝是)ꎬ性别(男 ＝ １ꎬ女 ＝ ２)、早餐

食用频率(非每天都吃＝ ０ꎬ每天都吃＝ １)、饮水习惯类

型(白开水或矿泉水＝ １ꎬ碳酸饮料＝ ２ꎬ其他饮料＝ ３)、
饭饱程度(基本过饱 ＝ １ꎬ偶尔过饱 ＝ ２ꎬ刚好饱 ＝ ３ꎬ七
八分饱＝ ４)、进食速度过快(偶尔或没有＝ ０ꎬ经常如此

＝ １)、副食代替正餐习惯(偶尔或没有＝ ０ꎬ经常如此 ＝
１)、每天体育锻炼时间( <６０ ｍｉｎ ＝ ０ꎬ≥６０ ｍｉｎ ＝ １)、每
天睡眠时间( <９ ｈ ＝ ０ꎬ≥９ ｈ ＝ １)为自变量ꎬ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使用前进法进行逐步回归分析ꎬ结果

显示ꎬ有 ５ 个因素进入回归模型ꎻ对小学生超重肥胖的

影响由大至小排序为进食速度、平均每天体育锻炼时

间>１ ｈ、性别、早餐食用频率、饭饱程度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小学生超重肥胖影响因素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４００)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性别 －０.５８ ０.１５ １５.７６ <０.０１
早餐 －０.５４ ０.１９ ８.２０ <０.０１
饭饱程度 －０.１８ ０.０７ ５.７１ ０.０２
进食速度 １.０８ ０.１９ ３３.２２ <０.０１
平均每天锻炼时间>１ ｈ －０.５９ ０.２１ ７.７５ <０.０１

３　 讨论

早餐对学生的膳食营养摄入和健康状况至关重

要ꎬ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 ２５％ ~ ３０％ꎮ 不能

每天吃早餐的孩子倾向于在一天中摄入更多高能量

食物ꎬ也可能在午餐及晚餐时食用蛋白质和碳水化合

物ꎬ从而导致能量摄入过多ꎬ进而增加发生超重肥胖

的危险ꎻ有“吃饭过饱、进食速度过快”习惯的学生超

重肥胖率高于无此习惯的学生ꎮ 有研究发现ꎬ让肥胖

青少年减慢进餐速度可以改变循环中引起胃肠饱腹

感激素的水平ꎬ减少摄入量[１２] 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饮用

水也是儿童超重肥胖需要关注的因素ꎮ 有分析认为ꎬ
加强学校饮用水使用的干预方法可以降低超重率ꎬ进
而产生经济效益[１３] ꎮ 而在此之前也有研究表明ꎬ学生

的饮用水量增加ꎬ自主摄入能量减少ꎬ体质状况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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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１４－１５] 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缺乏睡眠是小学生超重肥胖发生

的危险因素ꎬ与刘宏等[１６] 的研究一致ꎬ但睡眠时间不

足导致儿童超重肥胖发生率增高的机制并不十分明

确ꎮ 一般认为ꎬ身体活动不足是影响儿童青少年肥胖

的重要因素ꎬ而睡眠时间不足将导致学生白天瞌睡或

疲惫乏力ꎬ进而减少白天活动量ꎬ易导致晚上睡眠质

量下降ꎬ渐渐演变成恶性循环[１７] ꎻ也可能因为睡眠不

足会影响胃饥饿素、瘦素、皮质醇、白介素－６、胰岛素

和生长激素等激素水平ꎬ继而引起大脑交感神经兴

奋ꎬ增加进食ꎬ进而提高超重肥胖的发生率[１８] ꎮ
从身体活动的角度来看ꎬ超重肥胖学生每天体育

锻炼时间少于正常体重学生ꎮ 一方面ꎬ由于缺乏体育

锻炼导致肥胖概率增加ꎻ另一方面ꎬ肥胖导致学生形

成不爱运动的习惯ꎬ可能与运动控制相关的多巴胺通

路出现问题有关ꎮ 大脑深处的纹状体结构通过分泌

多巴胺与运动控制紧密联系ꎮ 多巴胺 ２ 型受体(Ｄｏｐａ￣
ｍ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Ｄ２ꎬＤ２Ｒ)的蛋白质扮演着关键角色ꎬ能
够结合多巴胺分子并激活下游的信号传导ꎮ 如果纹

状体中的特定神经元没有 Ｄ２Ｒ 受体ꎬ运动能力就会下

降[１９] ꎮ 肥胖会干扰体内纹状体内多巴胺信号的通路ꎬ
使人丧失运动兴趣ꎮ

小学生身心处于发展和成长阶段ꎬ在饮食和锻炼

等习惯上受家长影响较大ꎮ 有研究证明ꎬ家长的教育

程度与孩子的超重肥胖有密切关系[９] ꎮ Ｍａｚｚｅｏ 等[２０]

研究表明ꎬ进行合理膳食干预ꎬ保证营养结构均衡的

家庭ꎬ可以有效降低儿童 ＢＭＩ 值ꎮ 因此ꎬ加强对孩子

饮食习惯的管理和控制ꎬ可以改善学生超重和肥胖

问题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本研究是通过调查得到的身体和

体重数据来判定学生超重和肥胖情况ꎬ未使用具体测

量的方法获取相关数据ꎻ此外ꎬ对于进食是否过快、每
顿饭是否吃得过饱等问题属于学生的主观判断ꎬ个体

差异较大ꎬ应该使用吃饭时间等具体量化的指标进行

研究ꎮ 以上问题是研究设计中的缺陷和不足ꎬ需要在

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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