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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上学方式与儿童青少年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关系ꎬ为儿童高血压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利

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ꎬ共纳入 ４ ６５１ 名 ６ ~ １７ 岁在校学生ꎬ具有完整性别、年龄、所住地区、体育锻

炼、上学方式、身高、体重和血压等信息ꎮ 按照性别进行分层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调整年龄、地区、ＢＭＩ 和体育锻炼等混

杂因素ꎬ探讨不同上学方式与血压值的关系ꎮ 结果　 不同性别、年龄、城乡、ＢＭＩ 分组及不同上学方式儿童青少年之间的收

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ꎬ与步行上学方式的男生相比ꎬ乘坐公交

车或地铁(β＝ ２.８５ꎬＰ＝ ０.００７)以及出租车或私家车(β＝ ３.５９ꎬＰ＝ ０.００７)上学的男生收缩压水平较高ꎻ与步行上学方式的男

生相比ꎬ乘坐公交车或地铁(β＝ １.９０ꎬＰ＝ ０.０１６)以及出租车或私家车(β ＝ ２.５１ꎬＰ ＝ ０.０１１)上学的男生舒张压水平较高ꎮ 结
论　 步行上学方式对男生血压水平具有保护作用ꎬ而乘坐机动车辆上学方式对男生血压水平具有不利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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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超重肥胖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流行ꎬ我国儿
童血压偏高检出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１－２] ꎮ 儿童时
期血压偏高与靶器官损害密切相关[３] ꎬ同时会增加成
年后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４] ꎮ 大量研究发现ꎬ超重
或肥胖、不良饮食习惯、缺乏体育锻炼和家族高血压
遗传史均与儿童高血压相关[５－６] ꎮ 国外成人研究表
明ꎬ积极的上班方式(如步行或骑自行车)是高血压的
保护因素[７－８] ꎮ 本文旨在探讨上学方式与儿童青少年
血压的关系ꎬ为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科学防治提供科
学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中国健康
与 营 养 调 查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ＣＨＮＳ)ꎮ 该调查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合作开展ꎬ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ꎬ调查范围涉及中国 ９ 个省 / 自治
区(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
贵州)ꎬ旨在探讨健康、营养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中国
社会经济转型对我国人口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影响[９] ꎮ
本研究包括 ４ ６５１ 名 ６ ~ １７ 岁在校学生ꎬ其中男生
２ ２４８名(５２.６％)ꎬ女生 ２ ２０３ 名(４７.４％)ꎻ１２ 岁以下学
生 ２ ２４９ 名 ( ４８. ４％)ꎬ １２ 岁及以上学生 ２ ４０２ 名
(５１.６％)ꎻ城市学生 １ ４３９ 名(３０.９％)ꎬ农村学生 ３ ２１２
名(６９.１％)ꎮ
１.２　 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所
住地区、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上学方式、身高、体重、
血压等信息ꎮ 上学 / 放学方式以自填问卷形式ꎬ共涉
及 ４ 个问题:(１)你上学 / 放学是否步行? (２)你上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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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是否骑自行车? (３)你上学 / 放学是否乘坐公共
汽车或地铁? (４)你上学 / 放学是否乘坐小汽车、出租
车或者摩托车? 回答“不知道”或无应答的数据予以
剔除ꎮ ＣＨＮＳ 数据库中未提供问题 ２ꎬ即“是否骑自行
车上学”的数据ꎮ 在数据分析时ꎬ将上学 / 放学方式每
个问题作为单独变量纳入分析ꎬ再将上学方式问题进
行合并生成 １ 个新的变量ꎬ按照该变量将研究对象分
为 ４ 类:步行、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乘坐私家车或出
租车、其他(包括同时具有 ２ 种及以上上学方式和 ３
种上学方式都不采用的研究对象)ꎮ

参加体育锻炼情况采用学生自报的方式收集ꎬ分
为 ３ 个题目:(１)你上学前、放学后或周末是否参加体
育锻炼ꎻ(２)若是ꎬ你每周参加几次体育锻炼ꎻ(３)每次
体育锻炼多长时间ꎮ 将 ３ 个变量整合后ꎬ计算每个学
生的每天锻炼时间ꎬ转化为分类变量ꎬ分别为“无” “轻
度(每天锻炼时间<１ ｈ)”和“中度及以上(每天锻炼时
间≥１ ｈ)”ꎮ 血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使用校正
后的水银血压计测量获得ꎮ 每次测量均在安静的环
境下进行ꎬ共测量 ３ 次ꎮ 本研究取第 ２ 次和第 ３ 次血
压值的平均值用于数据分析ꎮ 体质量指数(ＢＭＩ)计算
公式为体重(ｋｇ) / 身高２( ｍ２ )ꎮ 超重与正常的判定标
准依据李辉等[１０] 在 ２０１０ 年制定的中国 ２ ~ １８ 岁儿童
青少年 ＢＭＩ 参考值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
行ꎬ血压水平采用均值±标准差描述ꎬ不同组间的差异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ꎮ 按照性别进行分组ꎬ采用协方差
分析ꎬ校正调整年龄、地区、ＢＭＩ 和体育锻炼ꎬ比较不同
上学方式组儿童青少年的血压水平差异ꎮ 同时ꎬ按照
性别进行分组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ꎬ校正相应混
杂因素ꎬ探讨不同上学方式对血压水平的影响ꎮ Ｐ <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上学方式儿童青少年血

压水平比较　 表 １ 可知ꎬ不同性别、年龄、城乡、ＢＭＩ 分

组及不同上学方式儿童青少年之间的收缩压和舒张
压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但不同
体育锻炼水平儿童青少年间的血压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上学方式对血压水平影响的协方差分析　
按照性别进行分层ꎬ校正年龄、地区、ＢＭＩ 和体育锻炼ꎬ
与非步行的男生相比ꎬ步行上学的男生收缩压较低ꎻ
与不乘坐公交 / 地铁的男生相比ꎬ乘坐的男生舒张压
偏低ꎻ与不乘坐出租车 / 私家车男生相比ꎬ乘坐的男生
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偏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以步行上学
方式为参照ꎬ男生乘坐公共汽车 / 地铁以及乘坐出租
车或 / 私家车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均偏高( Ｐ 值
均<０.０５)ꎬ女生不同上学方式与血压水平无统计学意
义的关联(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统计学特征和

上学方式儿童青少年血压水平比较(ｘ±ｓꎬｍｍＨｇ)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收缩压 舒张压
年龄 / 岁 <１２ ２ ２４９ ９４.２±１２.０ ６２.４±９.０

１２~ １７ ２ ４０２ １０４.８±１１.５ ６８.８±８.６
Ｆ 值 ９３０.６ ６０４.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性别 男 ２ ４４８ １００.５±１３.４ ６６.２±９.５
女 ２ ２０３ ９８.８±１２.２ ６５.１±９.１

Ｆ 值 １９.８ １５.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城市 １ ４３９ １０１.１±１２.４ ６６.６±９.４
农村 ３ ２１２ ９９.０±１３.０ ６５.３±９.３

Ｆ 值 ２７.６ １９.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ＢＭＩ 分组 正常 ３ ９８８ ９９.１±１２.７ ６５.３±９.３
超重和肥胖 ６６３ １０３.２±１３.５ ６８.０±９.４

Ｆ 值 ６０.０ ４８.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体育锻炼 无 ２ ９２７ ９９.５±１１.１ ６５.７±８.５
轻度 １ １７６ ９９.７±１１.２ ６５.５±８.５
中度及以上 １６１ ９９.７±１１.１ ６４.９±８.４

Ｆ 值 ０.２ ０.９
Ｐ 值 ０.４０８ ０.８４１

上学方式 步行 ２ ７２１ ９７.５±１２.７ ６４.４±９.１
公共汽车 / 地铁 ３４２ １０３.９±１１.８ ６８.６±８.８
出租车 / 私家车 １６７ ９９.９±１３.０ ６５.６±９.０
其他 １ ４２１ １０２.７±１２.７ ６７.５±９.４

Ｆ 值 ６６.１ ４７.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表 ２　 不同上学方式儿童青少年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值比较(ｘ±ｓꎬｍｍＨｇ)

上学方式 统计值
收缩压

男生 女生

舒张压

男生 女生

步行 否 １００.８±１１.９ ９９.１±１１.３ ６６.２±８.９ ６５.６±８.７
是 ９８.８±１１.８ ９８.１±１１.２ ６５.３±８.８ ６４.６±８.６

Ｆ 值 ６.６５４ ２.３０４ ２.５６５ ２.８９３
Ｐ 值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６

公交车 / 地铁 否 ９９.４±１１.７ ９８.４±１１.１ ６５.５±８.７ ６４.９±８.６
是 １０１.５±１２.０ ９８.８±１１.４ ６７.２±８.９ ６５.８±８.８

Ｆ 值 ２.５０７ １.５４９ ３.２６２ ０.９８２
Ｐ 值 ０.０８２ ０.２１３ ０.０３９ ０.３７５

出租车 / 私家车 否 ９９.４±１１.７ ９８.４±１１.１ ６５.５±８.７ ６５.０±８.５
是 １０２.３±１１.７ １００.３±１１.１ ６８.０±８.７ ６５.３±８.６

Ｆ 值 ３.４４２ ２.３０３ ４.６９２ ０.１８５
Ｐ 值 ０.０３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８３１

上学方式组合 步行 ９９.１±１２.１ ９８.２±１１.２ ６５.５±９.０ ６４.７±８.７
公交车 / 地铁 １０２.０±１２.１ ９９.１±１１.２ ６７.４±９.０ ６５.９±８.７
出租车 / 私家车 １０２.７±１１.９ １００.５±１１.１ ６８.０±８.８ ６５.１±８.６
其他 １０１.８±１２.１ ９９.５±１１.３ ６６.６±９.０ ６５.９±８.８

Ｆ 值 ９.７３５ ２.２３０ ５.０６７ ２.８２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１ ０.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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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上学方式对血压水平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按照性别进行分层ꎬ校正年龄、地区、ＢＭＩ 和体育锻炼ꎬ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上学方式对血压水
平的影响ꎮ 在男生中ꎬ与步行的上学方式者相比ꎬ乘
坐公交车 / 地铁和私家车 / 出租车者的收缩压水平较

高ꎻ与步行的上学方式者比较ꎬ乘坐公交车 / 地铁和私
家车 / 出租车者的舒张压较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女
生中ꎬ选择其他上学方式者的舒张压水平偏高(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上学方式对儿童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影响

血压 上学方式
男生(ｎ ＝ ２ ４４８)

β 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女生(ｎ ＝ ２ ２０３)

β 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收缩压 公交车 / 地铁 ２.８５ １.０６ ２.７０ <０.０１ ０.８７ ０.９６ ０.９０ ０.３６６
出租车 / 私家车 ３.５９ １.３２ ２.７２ <０.０１ ２.２１ １.３１ １.６９ ０.０９１
其他 ２.７４ ０.５８ ４.７４ <０.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５７ ２.１４ ０.０３３

舒张压 公交车 / 地铁 １.９０ ０.７９ ２.４２ ０.０１６ １.２６ ０.７５ １.６９ ０.０９２
出租车 / 私家车 ２.５１ ０.９８ ２.５５ ０.０１１ ０.４３ １.０１ ０.４２ ０.６７２
其他 １.１６ ０.４３ ２.７０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４４ ２.７０ <０.０１

　 注:上学方式以步行为参照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调整年龄、地区、ＢＭＩ 和体育锻

炼等协变量后ꎬ男生步行上学者的血压水平较低ꎬ而
乘坐机动车辆者的血压水平偏高ꎻ女生不同上学方式
对血压水平的影响不明显ꎮ 由此可见步行上学方式ꎬ
作为一种轻度的体力活动ꎬ对儿童血压具有一定的保
护作用ꎮ 而乘坐机动车辆上学是长时间的久坐行为ꎬ
不利于儿童血压水平ꎮ

国外研究表明ꎬ骑自行车或步行上班与心血管病
相关危险因素如 ＢＭＩ、血脂和血压水平等均呈负相
关[１１] ꎮ 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指出ꎬ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上班
方式对心血管病死亡、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和高血
压均有保护作用ꎬ在女性中表现得更为明显[１２] ꎮ 而本
研究发现ꎬ步行上学方式对男孩的血压值影响比女孩
明显ꎬ与 ２００９ 年 Ｐｅｎｎｙ 等[１３] 在 １８ ~ ３０ 岁人群中的研
究结果相似ꎮ 女性在往返途中的活动密集度或强度
较男性小ꎬ可能导致积极的交通方式(步行或骑自行
车)对血压的降低作用不明显ꎮ

中国近 １０ 年由于城市化的加快、家庭收入的增
加、机动车的普及和交通环境的改变ꎬ越来越多的中
小学生放弃步行和骑自行车上学ꎬ而选择公交车 / 地
铁以及私家车 / 出租车[１４] ꎬ导致学生较多的久坐行为ꎮ
研究表明ꎬ久坐行为会带来各种健康危害[１５] ꎬ而体力
活动是预防高血压的一种有效途径[１６] ꎮ 步行上学方
式则是儿童青少年另一种重要的运动方式ꎬ不需要额
外占据时间ꎬ而达到预期健康效果ꎮ 本文研究结果支
持儿童采取积极的上学方式(如步行)ꎬ从而预防高
血压ꎮ

本研究存在以下 ２ 点不足之处:(１)ＣＨＮＳ 数据库
未提供学龄儿童骑自行车上学方式的信息ꎬ因此本研
究无法分析ꎬ有待于今后研究进一步补充ꎻ(２)本研究
为横断面分析ꎬ无法做因果推断ꎬ需要队列研究进行
验证ꎮ

综上所述ꎬ步行的上学方式可能是学龄儿童尤其
是男生血压偏高的重要保护因素ꎮ 政府部门可以综

合考虑城市区域规划和城市交通设施便利方面ꎬ为学
龄儿童步行上学提供保障ꎻ学校可以通过积极开展健
康教育ꎬ鼓励学生步行上学ꎻ还可以通过对学生家长
的健康教育ꎬ促使家长改变对学生上学方式的观念ꎬ
主动督促学生步行上学ꎬ这将对预防儿童高血压具有
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ꎮ

志谢　 感谢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营养所和美国北卡罗来

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提供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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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高血压防控专栏 健康教育

含糖饮料摄入频率对儿童青少年血压水平的影响

杨丽丽１ꎬ马传伟１ꎬ梁亚军２ꎬ３ꎬ席波１

１.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ꎬ济南 ２５００１２ꎻ２.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公共卫生系ꎻ３.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含糖饮料摄入频率对儿童青少年血压水平的影响ꎬ为预防和控制儿童高血压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

法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２００４ꎬ２００６ꎬ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轮调查中儿童青少年部分的调查数据ꎬ分析收缩压( ＳＢＰ)、
舒张压(ＤＢＰ)水平随含糖饮料摄入频率增加的变化趋势ꎮ 结果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我国 ６~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摄入频

率由 ２００４ 年的 ７６.５％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１.５％(Ｐ<０.０１)ꎮ 调整性别、年龄、地区、调查年份以及 ＢＭＩ 等因素后ꎬＳＢＰ 和 ＤＢＰ
水平随含糖饮料摄入频率的增加而升高(Ｐ 值分别为 ０.０２６ 和 ０.０１２)ꎮ 与含糖饮料低摄入组( <１ 次 / 周)相比ꎬ高摄入组( >
３ 次 / 周)儿童青少年的 ＳＢＰ 和 ＤＢＰ 分别升高 １.１ 和 ０.８ ｍｍＨｇꎮ 结论　 我国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摄入频率呈上升趋势ꎬ降
低含糖饮料摄入对降低儿童青少年血压水平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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