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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隐性肥胖女大学生身体指标与生活方式状况及其相关性ꎬ为有效开展隐性肥胖筛查和干预提供

参考ꎮ 方法　 按照分层整群方便抽样原则ꎬ从河南省 ７ 所高校中抽取 ２ ０４４ 名女大学生进行身体指标测试和生活方式量

表调查ꎬ对隐性肥胖组与体脂正常组各项均值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身体各指标与生活方式的关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ꎮ 结果　 女大学生隐性肥胖报告率为 ２８.６％ꎮ 隐性肥胖组与体脂正常组腰臀比(ＷＨ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１.０６ꎬＰ
＝ ０.２９)ꎬ在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体脂百分比( ＢＦ％) 和内脏脂肪指数( ＶＦＩ) 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５.９８ꎬ
－２８ ６９ꎬ－２３.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隐性肥胖组与体脂正常组在生活规律行为、健康危害行为、人际关系行为、压力管理行为

和生命欣赏行为 ５ 个维度及生活方式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在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为和健康责

任行为 ３ 个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８４ꎬ２.６９ꎬ－２.１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运动锻炼行为是预测隐性肥胖女大学

生 ＢＭＩꎬＢＦ％和 ＶＦＩ 的主要因素(Ｂ 值分别为－０.１２ꎬ－０.１８ꎬ－０.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除 ＢＦ％外ꎬＢＭＩ 和 ＶＦＩ 也可能是筛

查女大学生隐性肥胖的有效指标ꎬ但需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ꎻ运动锻炼行为对以上指标具有预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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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我国肥胖人口急剧增加ꎬ已超越美国位

居世界首位ꎬ其中女性隐性肥胖问题异常突出[１－２] ꎮ
“隐性肥胖”指人体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在标准范围内ꎬ
但脂肪比率却超出正常范围ꎬ可称之为正常体重肥

胖[３－４] ꎮ 由于 ＢＭＩ 没有超标ꎬ因此“隐性肥胖”不易被

人们发觉ꎬ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ꎬ若任其发展ꎬ
过量的脂肪组织会导致雌激素和炎性因子异常增

高[５] ꎬ从而诱发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脂肪肝等慢

性疾病ꎮ 以往的研究显示ꎬ无论是青少年或成人群

体ꎬ隐性肥胖的发生率均呈现出女性高于男性的现

象[６－７] ꎮ 不良生活方式是导致青少年肥胖的重要原

因[８] ꎬ不良饮食习惯、缺乏体育活动等不健康生活方

式在隐性肥胖和超重、肥胖人群中的发生率显著高于

体脂正常人群[９－１０] ꎮ
本研究将女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通过对身高、

体重、ＢＭＩ、体脂百分比( ＢＦ％)、腰臀比( ＷＨＲ)、内脏

脂肪指数(ＶＦＩ)、健康生活方式等指标的测量与评价ꎬ
分析隐性肥胖女大学生身体多个指标与生活方式的

状况及相关性ꎬ为指导女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养

成、有效降低隐性肥胖率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方便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选取河南省 ７ 所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学校(郑州

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安阳工学院、商丘师范学院、洛
阳理工学院、许昌学院、南阳师范学院)女大学生进行

研究ꎮ 研究对象为各高校工学、理学、管理学、文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大一、大二、大
三学生ꎬ分别按年级行政班级各方便抽取 １００ 名女大

学生ꎬ共计 ２ １００ 名ꎬ获得有效问卷 ２ ０４４ 份ꎬ有效回收

率 ９７.３％ꎮ 年龄 １８ ~ ２５ 岁ꎬ平均(２２.２７±２.４３)岁ꎮ 所

有研究对象知晓该研究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该研究

已通过洛阳理工学院体育委员会批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身体指标测量　 室温控制在 ２５ ~ ２８ ℃ ꎬ让受试

者脱鞋袜穿短衣短裤ꎬ在 ７:３０—９:００ 空腹状态下ꎬ使
用清华同方身高体重测试仪( ＣＳＴＦ－ＳＴ)测量受试者

身高、体重ꎬ使用清华同方人体成分分析仪(ＢＣＡ－１Ｂ)
测量受试者 ＢＭＩꎬＢＦ％ꎬＷＨＲ 和 ＶＦＩꎮ
１.２.２　 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评价　 采用王冬[１１]编制ꎬ
焦建鹏等[１２] 修订的 «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评价量

表»ꎮ 量表内容包括运动锻炼行为、生活规律行为、饮
食营养行为、健康危害行为、健康责任行为、人际关系

行为、压力管理行为和生命欣赏行为共 ８ 个维度 ３３ 个

条目ꎮ 各维度指标按照 Ｌｉｋｅｒｔ ５ 分制评分标准ꎬ“从

不、偶尔、约半、经常、总是”对应分值为 １ ~ ５ꎮ 量表总

分越高ꎬ说明健康生活方式水平越高ꎮ 经实证检验ꎬ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１１－１２] ꎮ 本研究中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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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５５９ ~ ０.８４７ꎬ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ꎮ
１.２. ３ 　 隐性肥胖评价标准 　 在综合参考相关文

献[１３－１６]后ꎬ本研究将 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ＢＭＩ < ２４ ｋｇ / ｍ２ 且

ＢＦ≤３０％判定为体脂正常者ꎬ１８. ５ ｋｇ / ｍ２ ≤ＢＭＩ < ２４
ｋｇ / ｍ２ 且 ＢＦ％>３０％判定为隐性肥胖者ꎮ
１.２.４　 质量控制　 所有调查员、测量员均经过统一培

训ꎬ身体指标正式测量前对身高体重测试仪和人体成

分分析仪进行校准ꎮ 以学校年级为单位ꎬ由课题负责

人按统一调查程序进行ꎮ 学生先在固定教室现场独

立填写问卷ꎬ随后即到体质监测中心进行身体指标的

测量ꎻ问卷调查前调查员首先讲解问卷的填写要求ꎬ
督促学生认真如实填写ꎬ问卷回收时ꎬ认真检查填写

情况ꎬ发现漏填及时要求学生补填ꎮ 数据录入环节ꎬ
缺失项达到 ２０％和答案同一选项视为无效问卷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

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以 ｘ±ｓ 表示ꎬ两组样本均值的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身体各指标与生活方式的关

系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ꎮ 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双侧)ꎮ

２　 结果

２.１　 隐性肥胖组与体脂正常组身体指标比较　 ２ ０４４
名女大学生中ꎬ体脂正常 ９９１ 名(４８. ５％)ꎬ隐性肥胖

５８５ 名(２８.６％)ꎮ 隐性肥胖组与体脂正常组在 ＷＨＲ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２９)ꎻ隐性肥胖组平均

ＢＭＩꎬＢＦ％和 ＶＦＩ 均高于体脂正常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隐性肥胖组与体脂正常组身体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ＢＦ％ ＷＨＲ ＶＦＩ

体脂正常 ９９１ ２０.１７±１.１２ ２５.９９±１.９６ ０.８４±０.３６ ７.５９±０.８７
隐性肥胖 ５８５ ２２.４２±０.９６ ３０.６７±２.１４ ０.８７±０.０３ ９.４３±１.０１
ｔ 值 －２５.９８ －２８.６９ －１.０６ －２３.４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２.２　 隐性肥胖组与体脂正常组生活方式比较　 隐性

肥胖组与体脂正常组在生活规律行为、健康危害行

为、人际关系行为、压力管理和生命欣赏行为 ５ 个维度

及生活方式总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ꎻ隐性肥胖组在运动锻炼行为和饮食营养行为

维度得分明显低于体脂正常组ꎬ在健康责任行为维度

得分高于体脂正常组(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隐性肥胖组与体脂正常组健康生活方式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运动锻炼 生活规律 饮食营养 健康危害 健康责任 人际关系 压力管理 生命欣赏 总分
体脂正常 ９９１ ７.１１±２.３１ １０.０２±２.５４ １４.３７±２.８３ ２.３０±０.９５ ２２.７５±２.５４ ２４.２２±３.７２ １８.５４±３.３４ ２０.１２±３.５７ １１９.４８±１４.５０
隐性肥胖 ５８５ ６.６０±２.０６ １０.３３±２.４９ １３.７７±２.６３ ２.２７±０.８９ ２３.１４±２.０７ ２４.３４±３.７０ １８.９３±３.２９ ２０.５６±３.３３ １１９.９５±１２.９０
ｔ 值 ２.８４ －１.５２ ２.６９ ０.４３ －２.１６ －０.４１ －１.４６ －１.５６ －０.４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３ ０.６９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６７

２.３　 隐性肥胖女大学生身体指标与生活方式的相关

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隐性肥胖女大学

生的 ＢＭＩ 与生活方式中的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

为、健康责任行为、生命欣赏行为相关ꎬＢＦ％与生活方

式中的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为及生命欣赏行为

相关ꎬＶＦＩ 与运动锻炼行为及饮食营养行为相关(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隐性肥胖女大学生身体指标与生活方式的相关系数(ｎ＝ ５８５ꎬｒ 值)

身体指标 运动锻炼 生活规律 饮食营养 健康危害 健康责任 人际关系 压力管理 生命欣赏
ＢＭＩ －０.１３７∗ －０.０７４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６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０ ０.１３３∗

ＢＦ％ －０.１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６∗

ＷＨＲ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６
ＶＦＩ －０.１３４∗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７

　 注:∗Ｐ<０.０５ꎮ

２.４　 隐性肥胖女大学生身体指标与生活方式的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　 见表 ４ꎮ

表 ４　 隐性肥胖女大学生身体指标

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５８５)

因变量 预测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 ｔ 值 Ｐ 值
ＢＭＩ 运动锻炼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１０ －２.８３ ０.０１
ＢＦ％ 运动锻炼 －０.１８ ０.０６ －０.１０ －２.８９ ０.００

饮食营养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０８ －２.１３ ０.０３
ＶＦＩ 运动锻炼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１０ －２.７７ ０.０１

　 　 分别以隐性肥胖女大学生的 ＢＭＩꎬＢＦ％和 ＶＦＩ 为

因变量ꎬ生活方式的各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ꎬ变量进入水平 α ＝ ０.０５ꎬ变量剔除水平 α ＝
０ １ꎬ结果表明ꎬ影响隐性肥胖女大学生 ＢＭＩ 的主要因

素是运动锻炼行为(Ｂ ＝ －０.１２ꎬＰ ＝ ０.０１)ꎻ影响 ＢＦ％的

主要因素是运动锻炼行为和饮食营养行为(Ｂ 值分别

为－０.１８ꎬ－０.１３ꎬＰ 值分别为 ０.００ꎬ０.０３)ꎻ影响 ＶＦＩ 的

主要因素是运动锻炼行为(Ｂ＝ －０.０８ꎬＰ＝ ０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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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有报道称ꎬ我国 １９ 岁以上女性ꎬ每 ３ 个人中就有

１ 个属于“隐性肥胖” [２] ꎮ 隐性肥胖对健康的影响已

被广泛关注ꎬ有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ꎬ隐性肥胖与血

脂代谢异常相关[１７－１８] ꎬ总胆固醇、三酰甘油异常是隐

性肥胖的危险因素[７] ꎮ 同时隐性肥胖会增加高血压

及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风险[１９] ꎮ 隐性肥胖的提出丰

富了肥胖的研究领域ꎬ对人体健康的评价更加科学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女大学生隐性肥胖的检出率

为 ２８.６％ꎬ与范锦勤等[１６ꎬ２０]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肖国

强等[２１] ２００２ 年对 １ ２００ 名女生测试结果显示ꎬ女大学

生隐性肥胖率为 １０.３％ꎬ与本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ꎮ
一方面可能由于测试方法的不同有关ꎻ另一方面也可

能说明女大学生隐性肥胖率呈明显上升趋势ꎮ
本次调查对隐性肥胖与体脂正常女大学生的

ＢＭＩꎬＢＦ％ꎬＷＨＲ 和 ＶＦＩ 进行比较发现ꎬ隐性肥胖女大

学生 ＢＭＩꎬＢＦ％和 ＶＦＩ 均明显高于体脂正常女大学生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ＢＭＩꎬＷＨＲ 和 ＶＦＩ 与 ＢＦ％高度相关ꎮ
提示除 ＢＦ％外ꎬＢＭＩꎬＷＨＲ 和 ＶＦＩ 也可能是筛查女大

学生隐性肥胖的有效指标ꎬ但需做进一步的实证研

究ꎮ 隐性肥胖者脂肪多集中在腹中和内脏周围ꎬ不易

被人察觉ꎬ本研究中隐性肥胖女大学生 ＷＨＲ 指数虽

然偏高ꎬ但与体脂正常女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
印证了此类肥胖者的“隐性”特征ꎮ 因此ꎬＷＨＲ 不宜

作为隐性肥胖的预测指标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隐性肥胖

女大学生 ＢＭＩ 虽然仍在正常范围内ꎬ但与体脂正常女

生比较明显偏高ꎮ 提示 ＢＭＩ 有可能是隐性肥胖的有

效筛查指标ꎮ 目前学校学生身体形态测试均采用测

量身高、体重计算 ＢＭＩ 的方法ꎬ因此ꎬ可对 ＢＭＩ 正常但

指数偏高的女生进行 ＢＦ％检测ꎬ有助于快捷有效地筛

查出隐性肥胖ꎮ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ꎬ缺乏体育锻炼和不良饮食习

惯是诱发肥胖的主要原因ꎮ 宿荣荣等[１０] 发现ꎬ缺乏体

育活动、运动时间短、几乎不吃早餐和经常吃夜宵是

大学生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ꎮ 本研究中隐性肥胖女

大学生运动锻炼行为和饮食营养行为得分明显低于

正常体重女大学生ꎬ提示隐性肥胖与超重和肥胖的预

测因素相似ꎮ 隐性肥胖女大学生的健康责任行为得

分高于体脂正常组ꎬ说明隐性肥胖女大学生的个人卫

生习惯良好ꎬ疾病预防意识较高ꎮ 提示对隐性肥胖女

大学生进行隐性肥胖危害知识的教育ꎬ可能会有较好

的干预效果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运动锻炼行为是隐性肥胖女大

学生 ＢＭＩꎬＢＦ％和 ＶＦＩ 的预测变量ꎬ另外隐性肥胖女大

学生 ＢＦ％的预测变量还包括饮食营养行为ꎬ且两两之

间均呈负相关ꎮ 有研究认为ꎬ中低强度持续耐力运动

可以减少腹部内脏脂肪ꎬ但需要较大的运动量ꎬ而高

强度运动则在较低的运动量下即可有效[２２] ꎮ 健康知

识教育、体育锻炼和健康饮食等多维度手段相结合是

当前健康减肥的研究热点ꎮ 李立等[２３] 采用高强度间

歇运动方案和强化饮食方案对 ２７ 名肥胖女大学生进

行为期 ８ 周的综合干预ꎬ发现研究对象体成分指标中

体质量、脂肪率和内脏脂肪指数持续下降ꎬ特别是内

脏脂肪指数的降低效果更为明显ꎮ 韩玉璋等[２４] 采用

运动训练、营养配餐、健康教育的联合方法对肥胖女

大学生进行干预ꎬ实验后发现体质量、体脂肪重、体脂

率、腰围、臀围、ＢＭＩ 均出现明显下降ꎬ减肥效果及改善

心血管系统生理功能效果显著ꎮ
综上所述ꎬ除 ＢＦ％外ꎬＢＭＩ 和 ＶＦＩ 也可能是筛查

女大学生隐性肥胖的有效指标ꎬ但需做进一步的实证

研究ꎮ 测量身高、体重计算 ＢＭＩ 的方法较为简易ꎬ如
果研究证明能够作为隐性肥胖的初级筛查指标ꎬ可有

效节省学校人力、物力和财力ꎮ 隐性肥胖的危害已得

到证实ꎬ且有不断上升趋势ꎮ 学校应重视对隐性肥胖

的筛查与干预工作ꎮ 运动锻炼行为和饮食营养行为

是女大学生隐性肥胖的预测因素ꎬ学校应积极开展健

康知识教育、体育锻炼指导和健康饮食教育等ꎬ帮助

女大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ꎬ从而降低隐性肥胖的

发生率ꎬ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ꎮ

志谢　 郑州大学李静老师ꎬ河南理工大学龚希丹老师ꎬ洛阳理

工学院焦洁老师、庞亚俊老师、孟慧丽老师及其他各所高校同

仁给予本调查研究支持与帮助ꎬ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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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印发并实

施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１] 是今后 １５ 年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ꎬ提出了人民健康水平持续

提升、人民身体素质明显增强等具体目标ꎬ明确实施

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ꎬ培育青少年体育爱好ꎬ基
本实现青少年熟练掌握 １ 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ꎬ青少

年学生每周参与体育活动达到中等强度 ３ 次以上ꎬ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 ２５％以上ꎮ 青少年

体育活动促进计划的实施必定会促进中小学生身体

素质、身体功能等方面的提高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运用

灰色系统理论可以作为一种预测方法应用于学生体

质相关研究中[２－３] ꎮ 本文根据灰色系统理论与方法对

下一个周期(２０２０ 年)我国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变化进

行预测ꎬ以验证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各项措施的

有效性和实效性ꎬ为制定学校体育工作规划、条例等

提供事实性的依据和策略性建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通过教育部每 ５ 年开展 １ 次的“中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获得 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４－７] 中的有关资料选取

有关汉族学生的相关数据ꎬ共选取 ７ ~ １８ 岁城乡学生

８９９ ８９３ 名(男生 ４５０ ４３４ 名ꎬ女生 ４４９ ４５９ 名)的速度

素质(５０ ｍ)、力量素质[斜身引体 / 引体向上(男)ꎬ１
ｍｉｎ 仰卧起坐(女)]、耐力素质[５０ ｍ×８ 往返跑ꎬ１ ０００
ｍ(男)、８００ ｍ(女)]数据ꎮ
１.２　 方法 　 运用 Ｅｘｃｅｌ 表格对有关数据进行整理计

算ꎬ采用灰色理论中灰色均值 ＧＭ(１ꎬ１)预测模型ꎬ使
用灰色系统建模[８] 分别对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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