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滞后ꎬ且要大大增加疫情控制的成本ꎮ 另外ꎬ在猩红

热疫情防控中采取环境物品消毒、开窗通风以及健康

教育ꎬ让患者发病后尽量减少或避免与其他儿童接触

等综合性的防控措施也是必要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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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维吾尔族青少年超重肥胖现状及与睡眠时间关系

张婷１ꎬ张凤２ꎬ阿卜杜合力力３

１.新疆农业大学体育部ꎬ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ꎻ２.新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ꎻ３.和田地区教育局基教科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现状及其与睡眠时间的关系ꎬ为促进维吾尔族中小

学生健康成长提供支持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新疆和田地区抽取 ３０ 所中小学校 １８０ 个班级的 ７ １１８ 名维

吾尔族学生ꎬ进行身高、体重、睡眠时间的测试ꎬ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新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在校中小学生的超

重率为 １１.１４％ꎬ肥胖率为 ５.６１％ꎮ 维吾尔族男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为 １５.４６％ꎬ７.１１％ꎬ女生为 ６.２４％ꎬ３.９０％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５２.２３ꎬ３４.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维吾尔族中小学生不同年龄段超重和肥胖率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值分别为 ５６.０３ꎬ１１４.２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维吾尔族中小学生每天锻炼时间≥１ ｈ 的学生占 １４.９９％ꎻ每天看电视≥２ ｈ
的占 １１.９０％ꎻ睡眠不足学生报告率为 ９２.４０％ꎮ 睡眠不足学生超重检出率为 １１.４６％ꎬ睡眠充足学生超重检出率为７.２１％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９.１４ꎬＰ<０.０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睡眠不足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超重风险是睡眠充足者的

１.９６倍ꎮ 结论　 睡眠不足是维吾尔族中小学生超重的危险因素ꎮ 应通过改善睡眠状况干预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体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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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ꎬ青
少年肥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健康

问题[１－３] 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ꎬ
我国青少年的肥胖率持续上升ꎬ形式严峻ꎬ应引起足

够的重视[４] ꎮ 青少年肥胖会对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

响ꎬ同时对成年后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危险ꎬ导致心脑

血管疾病的发生[５－７] ꎮ 一直以来ꎬ有关肥胖影响因素

的研究较多ꎬ多数集中于体育锻炼和饮食方面的干预

研究[８－９] ꎮ 近年来ꎬ有研究显示ꎬ青少年睡眠不足也是

导致出现超重肥胖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１０] ꎮ 但具体

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分歧ꎬ如性别、年龄不同ꎬ睡眠时间

与超重肥胖的关系也不同[１１] ꎮ 还有研究显示ꎬ只有青

春期女性睡眠时间与超重肥胖存在相关性等[１２] ꎮ 本

研究以新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ꎬ
了解超重、肥胖现状及其与睡眠时间的关系ꎬ为该地

区维吾尔族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提供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新疆和田地

４０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第 ３８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７



区所有中小学中各随机抽取 １５ 所中学和小学ꎬ每所学

校随机抽取 ６ 个教学班级ꎬ班级内全体维吾尔族学生

作为调查对象ꎬ共调查 ３０ 所中小学校 １８０ 个班级的

７ ２９６名维吾尔族中小学生ꎬ 调查后收回有效问卷

７ １１８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５６％ꎮ 其中男生 ３ ７８４ 名ꎬ
女生３ ３３４名ꎻ小学生 ３ ６８４ 名ꎬ初中生 １ ７２６ 名ꎬ高中

生１ ７０８名ꎻ平均年龄为(１２.３５±３.１４)岁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６ 月ꎮ
１.２　 方法　 身高、体质量依据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

的测试方法和要求进行测试ꎬ仪器设备与全国要求的

一致[１３] ꎮ 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出维吾尔族中小学生

的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ＭＩ)ꎬ根据中国学龄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标准进行筛查[１４] ꎮ 睡眠时

间的分类根据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编制

的中小学生 １ ｄ 学习时间卫生要求进行划分[１５] ꎬ即小

学生睡眠时间<１０ ｈꎬ初中生<９ ｈꎬ高中生<８ ｈ 判定为

睡眠不足ꎮ 由课题组经过培训的维吾尔族教师进行

测试ꎬ学生于身高、体质量测试后填写睡眠时间等调

查问题ꎬ并当场上交课题组ꎮ
１.３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双录

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ꎬ统计方

法采用 χ２ 检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组别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７ １１８
名新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在校学生的超重率为

１１.１４％(７９３ 名)ꎬ肥胖率为 ５.６１％(３９９ 名)ꎮ 维吾尔

族男生的超重检出率为 １５.４６％ꎬ女生为 ６.２４％ꎻ肥胖

率男生(７.１１％)高于女生(３.９０％)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不同年龄段维吾尔族中小学生

超重和肥胖率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维吾尔族城市中小学生超重率高于乡村(Ｐ<
０.０１)ꎮ 每天锻炼时间≥１ ｈ 的学生占 １４.９９％(１ ０６７

名)ꎻ每天看电视≥２ ｈ 的占 １１.９０％(８４７ 名)ꎻ睡眠不

足学生人数比例为 ９２.４０％ (６ ５７７ 名)ꎮ 睡眠不足学

生超重检出率为 １１.４６％ꎬ睡眠充足学生为 ７.２１％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睡眠充足学生肥胖检出率

低于睡眠不足学生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同睡眠状况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按性别年龄分层ꎬ对不同睡眠状况维吾尔族中

小学生超重肥胖率比较ꎬ结果显示ꎬ维吾尔族中小学

女生及各年龄段睡眠不足与充足者超重率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睡眠充足与不足对维吾

尔族中小学生肥胖率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组别维吾尔族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超重 肥胖
性别 男 ３ ７８４ ５８５(１５.４６) ２６９(７.１１)

女 ３ ３３４ ２０８(６.２４) １３０(３.９０)
χ２ 值 １５２.２３ ３４.５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年龄 / 岁 ７~ １２ ３ ６８４ ５０８(１３.７９) ３０９(８.３９)
１３~ １５ １ ７２６ １５６(９.０４) ５６(３.２４)
１６~ １８ １ ７０８ １２９(７.５５) ３４(１.９９)

χ２ 值 ５６.０３ １１４.２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城乡 城市 ３ ２８４ ４６７(１４.２２) １８７(５.６９)
乡村 ３ ８３４ ３２６(８.５０) ２１２(５.５３)

χ２ 值 ５８.４１ ０.０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每天体育锻炼 ≥１ １ ０６７ １６３(１５.２８) ６８(６.３７)
　 时间 / ｈ <１ ６ ０５１ ６３０(１０.４１) ３３１(５.４７)

χ２ 值 ２１.６９ １.４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每天看电视时 ≥２ ８４７ １０３(１２.１６) ５２(６.１４)
　 间 / ｈ <２ ６ ２７１ ６９０(１１.００) ３４７(５.５３)

χ２ 值 １.０１ ０.５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每天玩手机、 ≥２ ９４７ １２５(１３.２０) ６０(６.３４)
　 计算机时间 / ｈ <２ ６ １７１ ６６８(１０.８２) ３３９(５.４９)

χ２ 值 ４.６８ １.１１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睡眠时间 充足 ５４１ ３９(７.２１) ２９(５.３６)
不足 ６ ５７７ ７５４(１１.４６) ３７０(５.６３)

χ２ 值 ９.１４ ０.０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２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维吾尔族中小学生不同睡眠状况超重肥胖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性别与年龄
睡眠

时间
人数

超重

检出人数 检出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肥胖

检出人数 检出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充足 ３０１ ２４ ７.９７ １ ２５ ８.３１ １

不足 ３ ４８３ ６５５ １８.８１ ２.４３(１.１５ ~ ５.１２) ∗ ２４１ ６.９２ ０.７８(０.３６ ~ １.６５)
女 充足 ２４０ １５ ６.２５ １ ４ １.６７ １

不足 ３ ０９４ ９９ ３.２０ ０.９９(０.３５ ~ ２.７７) １２９ ４.１７ １.９７(０.２７ ~ １４.５２)
年龄 / 岁 ７~ １２ 充足 １３８ ２１ １５.２２ １ １７ １２.３２ １

不足 ２ ５４８ ５１２ ２０.０９ １.６９(０.６９ ~ ４.１５) ２３４ ９.１８ ０.８２(０.３１ ~ ２.１４)
１３ ~ １５ 充足 １８６ ７ ３.７６ １ ７ ３.７６ １

不足 ２ ０２０ １８０ ８.９１ ２.７３(０.６５ ~ １１.３９) ７３ ３.６１ １.１２(０.２６ ~ ４.７９)
１６ ~ １８ 充足 ２１７ １１ ５.０７ １ ５ ２.３０ １

不足 ２ ００９ ６２ ３.０９ １.２７(０.４５ ~ ３.６１) ６３ ３.１４ ０.５９(０.１３ ~ ２.５８)
合计 充足 ５４１ ３９ ７.２１ １ ２９ ５.３６ １

不足 ６ ５７７ ７５４ １１.４６ １.９６(１.０７ ~ ３.５８) ∗ ３７０ ５.６３ ０.９０(０.４５ ~ １.８１)
　 注:∗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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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新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中小学

生的超重率为 １１.１４％ꎬ肥胖率为 ５.６１％ꎬ与刘宏等[１６]

对云南青少年的研究结果相比较低ꎮ 原因可能与两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成分等方面的不同有关ꎮ
根据马军[１７]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级别分类ꎬ新疆和田
地区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超重肥胖率为标准的中等
水平ꎮ 维吾尔族中小学男生的超重肥胖率均高于女
生ꎬ城市高于乡村ꎬ低年龄段高于高年龄段ꎬ与杨漾
等[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有关研究显示ꎬ青少年学生长时间看手机、电视
等静态活动是导致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１９－２０] ꎮ 本研
究结果显示ꎬ维吾尔族中小学生除了玩手机、计算机
时间长短是导致超重的危险因素外ꎬ其他方面如看电
视时间等并未发现是导致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ꎮ 原
因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选择调查人群的民族成分不
同导致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ꎬ具体
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每天
体育锻炼时间≥１ ｈ 的中小学生超重率明显高于体育
锻炼时间<１ ｈ 的学生ꎬ与马春莲等[２１] 的研究结果不
同ꎮ 可能是因为维吾尔族超重肥胖中小学生已经意
识到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性ꎬ同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
体育锻炼中ꎬ但是因参与体育锻炼的强度较低ꎬ起不
到较好的锻炼效果ꎮ 另外可能还与锻炼后不能较好
的控制饮食等存在一定关系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在有效控制了维吾尔族中小
学生的年龄、性别、城乡及体育锻炼时间和看电视、手
机等静态活动因素后ꎬ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维吾尔
族中小学生睡眠不足是导致超重的危险因素ꎬ发生率
是睡眠充足者的 １.９６ 倍ꎬ但对肥胖的影响效果不明
显ꎬ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２２] ꎮ 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维吾
尔族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样本量较少ꎬ不能反映两者
之间的关系ꎬ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本研究结果还
显示ꎬ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男生睡眠不足的超重率是睡
眠充足者的 ２.４３ 倍ꎬ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Ｓｕｇｌｉａ
等[２３]的研究显示ꎬ因男生与女生生长发育的生理机制
存在差异ꎬ特别是对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小学生来说ꎬ
身体生长发育的性别差异模糊了女生睡眠时间与超
重肥胖的关系ꎮ 另外ꎬ男生超重率存在差异是纯粹的
生理原因导致的ꎬ而对女生来说ꎬ超重或肥胖还可能
导致出现抑郁等心理疾病的发生ꎬ导致睡眠出现障
碍ꎬ进一步弱化了超重或肥胖与睡眠之间的关系ꎮ 提
示在今后的研究中不应单纯的研究睡眠时间与超重
肥胖之间的关系ꎬ还应考虑睡眠的质量问题ꎮ Ｌｙｔｌｅ
等[２４]的研究显示ꎬ与女生相比较ꎬ男生应对睡眠不足
的压力及环境的变化能力相对较弱ꎬ睡眠不足对体重
的影响较为明显ꎬ而女生则对体重的影响较小ꎮ

Ｆａｔｉｍａ 等[２５]的研究显示ꎬ年龄较大的学生应对睡
眠不足的能力较强ꎬ对因睡眠不足导致的超重肥胖影
响较小ꎮ 但是本研究中对维吾尔族中小学生分年龄
段的分析中并没有发现睡眠时间与超重肥胖之间存
在统计学意义ꎮ 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未考虑睡眠时间
对超重肥胖影响的中介因素ꎬ如抑郁、能量摄入较多

等ꎮ 另外ꎬ本研究并未从因果路径方面分析睡眠与超
重肥胖之间的作用ꎬ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两者之间的
关系ꎮ 以上均是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ꎬ在今后的研
究中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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