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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拉萨市藏族初中生体力活动状况及其与身体成分之间的关联ꎬ为藏族初中生青春期体质健康促

进提供支持ꎮ 方法　 按方便抽样ꎬ兼顾城郊分布的原则ꎬ在西藏拉萨市 ６ 所初中的 １ ２４６ 名藏族学生进行身体成分及体力

活动调查ꎮ 结果　 拉萨市藏族初中生久坐时长为(５６２.５±８８.３) ｍｉｎ / ｄ、中高强度为(５４.２±１１.２) ｍｉｎ / ｄꎻ男生中强度、高强

度、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０.９４ꎬ３８.９１ꎬ１７.５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男生总体力活

动量、总能量消耗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３５.９８ꎬ２３.２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每天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达

６０ ｍｉｎ 及以上人数比例为 ２８.１％ꎮ 初中生超重、肥胖体型的人数比例分别为８.４％ꎬ７.５％ꎬ腰高比≥０.５ 的学生占１９.７％ꎮ 男

生在身高、体重、腰围、去脂体重指标方面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５.１８ꎬ１４.９４ꎬ８.５８ꎬ２３.２６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男生体脂百分比低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４０.３３ꎬＰ<０.０１)ꎮ 男生和女生腰高比、身体脂肪含量、体脂百分比

与久坐时长均呈正相关ꎬ与低强度、中强度、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拉萨市藏族初中生

体力活动水平相对较高ꎬ体力活动时间与身体成分呈负相关ꎬ保持一定体力活动对身体脂肪控制起积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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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ꎬ人们物质生活不断丰富ꎬ
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发生巨大改变ꎬ因此带来一系列

负面健康问题ꎬ如体力活动下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增加、视屏时间增加等均对健康带来威胁[１] ꎮ 因体力

活动不足导致世界人口死亡每年高达 ５００ 万ꎬ并带来

每年 ５３８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２] ꎮ 青少年体力活

动不足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公共卫生问

题ꎮ ２０１８ 年美国体力活动指南要求儿童青少年每天

进行不少于 ６０ ｍｉｎ 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ꎬ并且每周进

行 ２ ~ ３ 次的肌肉和骨骼锻炼[３] ꎮ 我国体力活动指南

也要求青少年每天进行不少于 ６０ ｍｉｎ 的中高强度体

力活动[４] ꎻＧｕｔｈｏｌｄ 等[５]研究显示ꎬ全球有 ８０％以上的

儿童青少年未达到这一体力活动标准ꎮ 体力活动不

足将会使青少年身体脂肪含量增高ꎬ从而引起高血

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ꎬ对健康带来威胁ꎬ并将

影响成年期健康[６] ꎮ 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海拔

高度、民族成分青少年的体力活动与身体脂肪率均不

同[７] ꎮ 藏族主要生活在我国高海拔地区ꎬ因受生活环

境、生活方式、民族影响ꎬ与其他地区青少年存在一定

差异[８] ꎮ 为此ꎬ笔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４—７ 月对拉萨市藏族

初中生进行身体成分及体力活动调查ꎬ以了解两者之

间的关联ꎬ为藏族青少年青春期体质健康发展提供

帮助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兼顾城郊分布的原

则ꎬ在西藏拉萨市抽取 ６ 所初中学校ꎬ每所学校初一至

初三所有藏族班级中各随机抽取 ２ 个教学班级ꎬ共调

查 ３６ 个班级 １ ３８９ 名藏族初中生ꎮ 纳入标准:无重大

身心疾病、在藏生活 １０ 年及以上、父母均为藏族、自愿

接受调查ꎬ家长和本人签订书面知情同意书ꎮ 调查后

剔除无效数据ꎬ共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２４６ 份ꎬ有效回收率

为 ８９.７％ꎮ 其中男生 ６４２ 名、女生 ６０４ 名ꎻ平均年龄

(１４.１５±１.６９)岁ꎮ 研究得到郑州西亚斯学院伦理学委

员会审批(批号:２０１８０２４１３)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身体形态测试　 依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

康调研要求的仪器进行调查[９] ꎬ仪器包括身高计、体
重计等ꎬ腰围采用尼龙尺进行测量ꎮ 每天测量前由专

人进行校准ꎬ各项目由专人负责测试ꎮ 身高、体重、腰
围分别精确到 ０. １ ｃｍ、０. １ ｋｇ、０. １ ｃｍꎮ 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体重( ｋｇ) / [身高( ｍ)] ２ꎬ超重肥胖界定标准

依据我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标准进

行[１０](因消瘦人数较少ꎬ在本研究统计时归入正常体

型群体)ꎮ 腰围身高比≥０.５ 界定为向心性肥胖[１１] ꎮ
１.２.２　 身体成分测试 　 采用生物电阻抗法进行身体

成分测试ꎬ仪器为韩国 ＩｎＢｏｄｙ ５２０ 身体成分测试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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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前 ２ ｈ 要求学生禁止进食ꎬ测试前排空大小便ꎬ测
试时尽量穿轻便衣物进行测量ꎮ 测试前将学生身高

输入测试系统ꎬ学生站在电极板上双手下垂手握电

极ꎬ测试过程要求测试者站立不语ꎬ测试时间约１ ｍｉｎꎮ
１.２.３　 体力活动测试　 采用美国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ＧＴ３Ｘ 加

速度计进行体力活动测量ꎬ测量期间配合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
７ ｄ体力活动日记测量ꎮ 测试前将学生编号、性别、年
龄、左 / 右利手、开始 / 停机时间分别输入仪器ꎮ 仪器

发放前由班主任配合测试教师向学生讲明未来 ７ ｄ 仪

器佩戴要求:(１)要求学生严格执行佩戴要求ꎬ佩戴期

间存在的问题及时向老师反馈并给予解答ꎻ(２)在家

长微信群通知要求家长给予重视ꎬ对异常问题及时反

馈ꎻ(３)７ ｄ 中除游泳、洗澡等涉及进水活动外ꎬ其他时

间均要佩戴ꎻ(４)根据有利手情况严格佩戴左侧或右

侧腰间ꎻ(５)学生之间加速度计不能随意调换ꎮ 收集

加速度计的同时给予学习用品奖励ꎮ 根据要求[１２] ꎬ数
据筛选 ５ ｄ 工作日必须满足 ３ ｄ 及以上ꎬ并且 ２ ｄ 周末

时间必须满足 １ ｄ 及以上者才属合格数据ꎮ 依据

Ｅｖｅｎｓ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１３]方程规定ꎬ久坐行为、轻体力活动、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高强度体力活动切点分别为 ０ ~
１００ꎬ１０１ ~ ２ ２９５ꎬ２ ２９６ ~ ４ ０１１ꎬ ≥４ ０１２ ｃｏｕｎｔｓ / ｍｉｎꎮ
ＷＨＯ 体力活动指南要求青少年每天应进行≥６０ ｍｉｎ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１４] 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进行处理和分

析ꎻ定性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定量资料符合正态分

布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ꎬ不同肥胖和体力活动群体之间的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并进一步采用 ＬＳＤ 方法进

行组间两两比较ꎻ体力活动与身体成分之间的关系采

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分析进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拉萨市藏族初中学生体质状况　 拉萨市藏族初

中生正常、超重、肥胖体型分布分别为 ８４.０％ (１ ０４７
名)ꎬ８.４％(１０５ 名)ꎬ７.５％(９４ 名)ꎮ 其中男生正常、超
重、肥胖比例分别为 ７９. ６％ ( ５１１ / ６４２)ꎬ ９. ３％ ( ６０ /
６４２)ꎬ１１.１％(７１ / ６４２)ꎬ女生分别为 ８８.７％(５３６ / ６０４)ꎬ
７.５％(４５ / ６０４)ꎬ３.８％(２３ / ６０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９２７.８６ꎬ１ ２５３.４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性别藏族初中学生体质指标比较　 男生在

身高、体重、腰围、去脂体重指标方面均高于女生ꎬ体
脂百分比低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拉萨市不同性别藏族初中学生体质指标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腰围 / ｃｍ 腰高比 脂肪含量 / ｋｇ 体脂百分比 / ％ 去脂体重 / ｋｇ
男 ６４２ １６４.２±９.２ ５８.５±９.９ ２２.６±５.３ ７４.６±１４.１ ０.５±０.１ １４.８±２.２ ２０.１±３.３ ４４.８±９.１
女 ６０４ １５７.６±５.６ ５０.２±９.７ ２２.５±５.４ ６８.９±８.５ ０.４±０.１ １５.１±２.４ ２８.１±３.７ ３５.４±４.１
合计 １ ２４６ １６０.８±８.２ ５４.８±９.８ ２２.５±５.３ ７１.５±１１.４ ０.５±０.１ １４.５±２.２ ２４.２±３.４ ３９.５±６.２
ｔ 值 １５.１８ １４.９４ ０.３３ ８.５８ １.８２ －０.７７ －４０.３３ ２３.２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７４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４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不同性别藏族初中学生每天体力活动及能量消

耗比较 　 藏族初中生每天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６０ ｍｉｎ 人数比例为 ２８.１％(３５０ 名)ꎮ 藏族初中生久

坐时长为(５６２.５±８８.３) ｍｉｎ / ｄꎬ男、女生久坐时长占加

速度计佩戴时间的比例分别为 ６４.３％ꎬ６８.５％ꎬ女生久

坐时长高于男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藏族

初中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为(５４.２±１１.２) ｍｉｎ / ｄꎻ
男生中强度、高强度、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均高于

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男生的

总体力活动量、总能量消耗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拉萨市不同性别藏族初中生每天体力活动及能量消耗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加速度计佩

戴时间 / ｍｉｎ
久坐时长 /

ｍｉｎ
体力活动时间 / ｍｉｎ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中高强度

总体力活动量 /

(ｃｏｕｎｔｓｄ－１)

总能量消耗 /
ｋｃａｌ

男 ６４２ ８４１.２±７２.５ ５４１.３±８７.６ ２３９.２±３９.５ ５５.３±９.８ ５.１±１.４ ６０.４±１４.５ ２９５ ６４５.５±４８ ５８９.３ ２ ５９６.６±４１２.５
女 ６０４ ８４８.４±６７.２ ５８１.２±８８.３ ２３７.６±３４.６ ４４.６±８.１ ２.８±０.４ ４７.５±１１.２ ２２４ ５０８.３±３６ ８３３.９ ２ １５６.２±２２１.３
合计 １ ２４６ ８５１.９±６７.２ ５６２.５±８８.３ ２３５.２±３４.６ ５０.２±８.１ ３.９±０.４ ５４.２±１１.２ ２４９ ５６２.５±４２ ７９６.２ ２ ３１２.６±２２１.３
ｔ 值 －１.３４ －８.００ １.１２ ２０.９４ ３８.９１ １７.５０ ３５.９８ ２３.２８
Ｐ 值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１ ｋｃａｌ ＝ ４.１８ ｋＪꎮ

２.４　 不同体型藏族初中生体力活动时间比较　 不同

体型藏族初中男生在久坐时长、低强度、中强度、中高

强度体力活动时间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ꎻ不同体型女生在久坐时长、低强度、中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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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正常体

型男、女生之间ꎬ在久坐时长、低强度、中强度、高强

度、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ꎻ女生超重体型、肥胖体型的久坐时长

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

表 ３ꎮ

表 ３　 拉萨市不同体型藏族初中生每天体力活动时间比较(ｘ±ｓ)

性别 体型 人数 统计值 久坐时长 / ｍｉｎ
体力活动时间 / ｍｉｎ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中高强度
男 正常 ５１１ ５１９.２±８２.５ ２６１.５±４７.６ ５９.５±８.４ ６.１±０.７ ６５.６±１３.２

超重 ６０ ６０５.２±７０.２＃ １８８.６±３１.４＃ ３５.６±６.５＃ ２.６±０.４＃ ３９.２±８.５＃

肥胖 ７１ ６２１.２±６０.２＃ １８３.５±３８.２＃ ３３.２±７.５＃ ２.５±０.４＃ ３５.６±７.５＃

Ｆ 值 １５.１２ １４.２５ １２.８９ ４.５６ １３.４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１

女 正常 ５３６ ５６６.５±７６.２∗ ２３７.９±４６.１∗ ４７.５±８.２∗ ５.８±０.６∗ ５３.２±１.５∗

超重 ４５ ６９９.５±５３.２∗＃ １８２.５±３３.５＃ ３２.３±６.５＃ １.７±０.３ ３３.９±７.５＃

肥胖 ２３ ７０６.３±３７.１∗＃ １５８.９±１５.５＃ ２８.３±５.１＃ １.５±０.２ ２９.２±５.６＃

Ｆ 值 １６.２５ ６.５６ ５.５９ ２.６８ ５.９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注:与男生相比ꎬ∗Ｐ<０.０５ꎻ经 ＬＳＤ 法检验ꎬ与同性别正常人群相比ꎬ＃Ｐ<０.０５ꎮ

２.５　 藏族初中生不同体力活动时间与身体成分的相

关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分析显示ꎬ藏族初中男生和

女生腰高比、身体脂肪含量、体脂百分比与久坐时长

均呈正相关ꎬ与低强度、中强度、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

间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拉萨市藏族初中生不同体力活动时间与腰高比和身体成分的相关系数( ｒ 值)

性别 腰高比和身体成分 久坐时长
体力活动时间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中高强度
男 腰高比 ０.６１∗∗ －０.６７∗∗ －０.６４∗∗ －０.４２∗∗ －０.６４∗∗

(ｎ＝ ６４２) 身体脂肪含量 ０.６４∗∗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４６∗∗ －０.６５∗∗

体脂百分比 ０.６２∗∗ －０.５５∗∗ －０.６５∗∗ －０.４８∗∗ －０.７７∗∗

女 腰高比 ０.４３∗∗ －０.３３∗ －０.４６∗∗ －０.２１ －０.４３∗∗

(ｎ＝ ６０４) 身体脂肪含量 ０.５７∗∗ －０.３９∗ －０.４８∗∗ －０.２６ －０.４７∗∗

体脂百分比 ０.４１∗∗ －０.３７∗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４２∗∗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拉萨市藏族初中生超重、肥胖体型的人数比例分

别为 ８.４％ꎬ７.５％ꎬ与陈贻珊等[１５]对全国儿童青少年的

超重(１２.２％)、肥胖率(７.１％)调查结果相比ꎬ藏族超

重率较低ꎬ肥胖率基本一致ꎮ 与肖艳杰等[１６] ２０００ 年

对拉萨市初中学生超重(６.８％)、肥胖(１.８％)调查结

果相比显著升高ꎮ 表明藏族中学生超重率虽然低于

全国水平ꎬ但与自身历年结果相比依然呈现快速上升

趋势ꎮ 可能因随着我国西部开发和脱贫任务的开展ꎬ
西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大幅提高ꎬ藏族青少年生

活水平、营养状况、健康素养水平等均得到显著改善ꎬ
由此带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的上升ꎬ与全国存在同样

的趋势[１７] ꎮ 因此对藏族青少年肥胖问题应引起足够

重视ꎬ除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客观原因外ꎬ还应深入分

析导致超重肥胖的个体因素ꎬ以便采取针对性的干预

方式ꎮ 本调查还显示ꎬ藏族初中生腰高比大于 ０.５ 的

比例为 １９.７％ꎬ表明藏族青少年向心性肥胖比例已经

接近国内其他地区水平[１８] ꎮ Ｐａｎｄｅｙ 等[１９] 研究显示ꎬ
向心性肥胖发生将会导致患糖尿病、高血压、抑郁、焦

虑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上升ꎬ对青少年身心健

康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ꎬ同时还将对成年期健康带

来威胁ꎬ并对社会和家庭带来经济负担ꎮ 本研究结果

还显示ꎬ藏族初中生总能量消耗高于国内其他地区青

少年[２０] ꎮ 可能因为藏族青少年长期生活在拉萨市ꎬ氧
气稀薄、温差大、日照时间长ꎬ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体

要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ꎮ
在体力活动方面ꎬ藏族初中生久坐时长为(５６２.５±

８８.３)ｍｉｎ / ｄ、中高强度时间为(５４.２±１１.２)ｍｉｎ / ｄꎬ女生

久坐时长高于男生ꎬ男、女生久坐时长分别占佩戴时

间的 ６４.３％ꎬ６８.５％ꎮ 与何晓龙等[２１] 对我国青少年的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长(２６ ｍｉｎ / ｄ)相比较高ꎮ 表明

藏族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相对较高ꎮ 但本研究还显

示ꎬ藏族初中生每天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达 ６０ ｍｉｎ
及以上人数比例为 ２８.１％ꎬ高于孙建翠等[２２] 对我国 ８
~ １５ 岁青少年的调查结果(５.３％)ꎬ也高于美国青少年

(２０.０％) 的调查结果[２３] ꎮ Ｌａｇｕｎａ 等[１２] 研究显示ꎬ女
生久坐时长高于男生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总体来

看ꎬ本研究藏族初中生体力活动水平高于国内青少

８０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１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９



年ꎬ可能一方面与各民族之间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有关ꎻ另一方面ꎬ藏族学生受到民族政策倾斜ꎬ学业压

力相对较低ꎬ放学后有充分的体育锻炼活动时间ꎻ第
三ꎬ藏族青少年主要生活在我国海拔 ４ ０００ ｍ 的青藏

拉萨市ꎬ日照时间长ꎬ下午放学后还有较长时间可以

在操场进行课外锻炼ꎮ
藏族初中生腰高比、身体脂肪含量、体脂百分比

与久坐时长均呈正相关ꎬ与低强度、中强度、中高强度

体力活动时间均呈负相关ꎬ与有关研究结论一致[２４] ꎮ
研究显示[２５－２６] ꎬ肥胖与体力活动水平之间存在密切关

联ꎬ体力活动水平越高者体内脂肪堆积的概率越低ꎬ
更有利保持身体处于健康水平ꎮ 另外ꎬ较低水平的体

力活动与久坐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ꎬ长时间久坐行

为会引起体内脂肪堆积ꎬ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增高ꎬ
并且体力活动增加有利于减少体内脂肪堆积ꎬ促进青

少年身体成分的改善和优化[２７] ꎮ 本研究显示ꎬ超重和

肥胖体型藏族初中生低、中、高体力活动时间均低于

正常体型学生ꎬ且久坐时长高于正常体型学生ꎬ表明

久坐对肥胖也存在重要影响作用ꎬ与有关研究结论一

致[２８] ꎮ Ｒｉｓｏ 等[２９] 研究显示ꎬ对超重和肥胖青少年来

说ꎬ适当增加每天体力活动水平比单纯降低静坐行为

时间更有效ꎬ尤其增加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将对降

低身体脂肪量更有益ꎬ效率更高ꎮ
总之ꎬ拉萨市藏族初中生体力活动水平虽然较

高ꎬ但仍有 ７０％未达到 ＷＨＯ 推荐的中高强度体力活

动时间要求ꎻ超重肥胖比例虽然低于或与全国水平持

平ꎬ但与自身历年相比呈现明显上升趋势ꎬ因此依然

面临严峻形势ꎮ 初中阶段正处于青春发育高峰时期ꎬ
也是青少年健康素养、健康习惯、生活方式、认知等养

成的重要阶段ꎬ这一阶段健康发展将对未来成年期健

康起到重要作用ꎮ 建议拉萨市藏族学校、家庭增加子

女的体力活动时间ꎬ提高健康认知水平ꎬ结合民族地

域特点开展锻炼项目ꎬ提高学生的锻炼积极性ꎬ以促

进身心健康发展ꎮ
本研究不足:一方面ꎬ研究仅在拉萨市部分学校

开展ꎬ藏族学生代表性存在局限ꎬ外推力不足ꎻ另一方

面ꎬ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ꎬ仅能说明体力活动与身体

脂肪之间的关联ꎬ无法说明其存在的因果关系ꎻ第三ꎬ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入更多社会因素的调查ꎬ如家庭

收入、经济状况、父母学历等ꎬ以更好地了解影响因

素ꎬ对藏族青少年健康干预提供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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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贵州省贫困地区 ７ ~ ８ 岁儿童贫血状况与影响因素

刘应洁１ꎬ杨雯雁２ꎬ丰瑜２ꎬ周慧敏３ꎬ王士然１ꎬ廖庭海４ꎬ刘越５ꎬ杨大刚１ꎬ２

１.贵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ꎻ２.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ꎻ

３.贵州省骨科医院营养科ꎻ４.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学院ꎻ５.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贵州省贫困地区 ７~ ８ 岁儿童的贫血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今后贫困地区的贫血预防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４—９ 月对贵州省 ５ 个自治州或市贫困地区 １ ９１９ 名 ７ ~ ８ 岁儿童进

行身高、体重和血红蛋白的测定ꎬ同时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儿童贫血检出率为 ２１.２６％ꎬ轻度贫血率为 １４.１７％ꎬ中度贫血

率为 ７.０９％ꎻ其中男生贫血率为 ２１.６５％ꎬ女生为 ２０.７６％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４７ꎬＰ＝ ０.７９)ꎮ ５ 个地区中ꎬ安顺市的贫

血率最低(１１.９０％)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区的贫血率最高( ２５.００％)ꎬ各地区间贫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９.４８ꎬＰ<０.０１)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主要看护人是其他、食肉频次少、食蛋频次少、１ 年内健康体检次数少、家
庭经济水平差与贫血呈正相关(ＯＲ＝ １.２３~ ２.５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贵州省贫困地区 ７ ~ ８ 岁儿童贫血率较高ꎬ贫血类

型以轻度贫血为主ꎮ 改善贫困家庭经济状况、对儿童看护人进行营养宣教等有助于降低贫困地区儿童贫血率ꎮ
【关键词】 　 贫血ꎻ患病率ꎻ回归分析ꎻ儿童ꎻ贫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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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应洁(１９９３－　 )ꎬ女ꎬ重庆垫江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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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血( ａｎｅｍｉａ)指人体单位容积循环血液内红细

胞计数、红细胞总体积或血红蛋白的总含量低于正常

人群的参考值[１] ꎮ 儿童生长期处于贫血状态会导致

认知发育受损、学习能力下降等ꎬ故儿童贫血问题不

容忽视[２] 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ꎬ贫困地区学生营养

状况得到改善ꎬ但偏远地区学生营养知识知晓率仍较

低ꎬ形成不合理的饮食规律和饮食结构ꎬ贫血、营养不

良问题依然存在[３] ꎮ ７ ~ ８ 岁儿童处于青春前期ꎬ营养

储备需求量大ꎮ 本研究通过了解贵州省贫困地区 ７ ~
８ 岁儿童的贫血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今后贫困地区

的预防工作重点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９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

方法ꎬ抽取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市、安顺市、铜仁市 ５ 个地区ꎬ在
以上地区各抽取 ２ 个国民生产总值较低[４] 的县ꎬ在各

县中抽取 ４００ 名左右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 ７ ~ ８ 岁健

康儿童ꎬ男、女比例 １ ∶ １ꎬ平均年龄(７.６４ ± １.１３) 岁ꎮ
对抽中的儿童进行身高、体重和血红蛋白检测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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