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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维吾尔族中学生膳食因素对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的影响ꎬ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开展营养健康干预

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法　 随机选取乌鲁木齐、喀什各 ２ 所中学ꎬ每所中学在初一至高三年级各随机整群抽取 ２ 个教学班级ꎬ
共调查 ４８ 个班级ꎬ班级内全体 １ ６８２ 名维吾尔族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对其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新疆维吾尔族中学生

男生超重率为 １９.７９％ꎬ女生为 １２.７５％ꎻ男生肥胖率为 １０.７６％ꎬ女生为 ７.６７％ꎮ 维吾尔族男女生的超重肥胖检出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３.１０６ꎬＰ<０.０１)ꎻ维吾尔族中学生在 １４ 和 １５ 岁年龄段男生、女生超重肥胖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６.３４８ꎬ６.４２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经常加餐的维吾尔族中学生超重、肥胖比例均高于不经常加餐学生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１２.４３５ꎬＰ<０.０１)ꎮ 维吾尔族中学生蛋类、肉禽类、谷物类摄入量与超重肥胖检出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３２ꎬ０.４１２ꎬ０.３９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维吾尔族中学生水果、蔬菜的摄入量与超重肥胖检出率呈现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０５８ꎬ
－０.０６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加餐、能量、脂肪、肉禽类是维吾尔族中学生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ꎬ蔬菜摄入

是其保护因素(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７５２ꎬ２.０４５ꎬ１.０８２ꎬ１.５９９ꎬ０.７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维吾尔族中学生膳食行为和摄入食物

种类对 ＢＭＩ 均有影响ꎬ应进一步改善维吾尔族中学生膳食结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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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生正处于身体生长发育的高峰期ꎬ膳食营养

状况将会对身体的生长发育带来直接的影响[１－２] ꎮ 体

质量指数(ＢＭＩ)是有效衡量营养状况、身体匀称度的

常用指标[３] ꎮ 研究显示ꎬ我国中学生肥胖率过高ꎬ同
时与性别和地域发展水平等存在一定关系ꎬ应进一步

科学合理调整ꎬ以确保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４－５] ꎮ 维

吾尔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ꎬ主要生活在我国新疆地

区ꎬ维吾尔族中学生健康状况将直接关系到新疆地区

乃至全国的稳定和发展[６]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对

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地区的 １ ６８２ 名维吾尔族中学生

进行调查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乌鲁木齐市、喀什市所有中学中各随机

选取 ２ 所中学ꎬ在每所中学初一至高三年级各随机整

群抽取 ２ 个教学班级ꎬ共调查 ４８ 个班级ꎬ班级内全体

维吾尔族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进行问卷调查ꎬ共发

放问卷 １ ７０３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６８２ 份ꎬ问卷有效回

收率为 ９８.７７％ꎮ 其中男生 ８７４ 名ꎬ女生 ８０８ 名ꎻ初一

学生 ２６４ 名ꎬ初二学生 ２７１ 名ꎬ初三学生 ２８６ 名ꎬ高一

学生 ２８８ 名ꎬ高二学生 ２８２ 名ꎬ高三学生 ２９１ 名ꎮ 平均

年龄为(１４.７３±２.３５)岁ꎮ
１.２　 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维吾尔族中学生人口学基

本信息、饮食、运动、患病情况等ꎬ另外还包括中学生

膳食行为方面的调查ꎬ如吃西式快餐的频率、挑食偏

食等ꎮ 膳食情况调查主要采用 ３ ｄ 摄食记录和摄取食

物频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ꎬ计算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

情况ꎮ 身高体重测量根据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中

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调查[７] ꎬ调查人员经过统一培训

后进行调查ꎮ 根据调查结果计算 ＢＭＩ 值ꎬ根据中国青

少年超重、肥胖筛查标准进行营养状况判定[８] ꎮ
１.３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进行录

入ꎬ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检验、相关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维吾尔族不同年龄段中学男女生超重肥胖检出

率比较　 新疆维吾尔族中学生男生超重率为１９.７９％ꎬ
女生为 １２.７５％ꎻ男生肥胖率为 １０.７６％ꎬ女生为７.６７％ꎮ
维吾尔族男女生的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２３.１０６ꎬＰ<０.０１)ꎮ 在年龄方面ꎬ维吾尔族

中学生只有 １４ 和 １５ 岁年龄段男生、女生超重肥胖检

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６.３４８ꎬ６.４２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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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维吾尔族不同年龄段中学男女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年龄 / 岁 性别 人数 超重 肥胖 χ２ 值 Ｐ 值
１３　 男　 ７６ １８(２３.６８) １０(１３.１６) ２.２４７ ０.３４２

女　 ６０ ９(１５.００) ６(１０.００)
１４　 男　 １５７ ３６(２２.９３) １７(１０.８３) ６.３４８ ０.０４８

女　 １４０ １８(１２.８６) １２(８.５７)
１５　 男　 １５３ ３３(２１.５７) １７(１１.１１) ６.４２３ ０.０４４

女　 １６４ ２１(１２.８１) １２(７.３２)
１６　 男　 １４７ ２８(１９.０５) １５(１０.２０) ２.２５８ ０.３５１

女　 １２２ １６(１３.１１) １０(８.２０)
１７　 男　 １４３ ２６(１８.１８) １５(１０.４９) １.４６９ ０.５２４

女　 １２６ １７(１３.４９) １１(８.７３)
１８　 男　 １３６ ２３(１６.９１) １４(１０.２９) ３.１４６ ０.２４１

女　 １４３ １７(１１.８９) ８(５.５９)
１９　 男　 ６２ ９(１４.５２) ６(９.６８) １.９７４ ０.３８２

女　 ５３ ５(９.４３) ３(５.６６)
合计 男　 ８７４ １７３(１９.７９) ９４(１０.７６) ２３.１０６ <０.０１

女　 ８０８ １０３(１２.７５) ６２(７.６７)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维吾尔族不同饮食行为中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

比较　 经常加餐的维吾尔族中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

均高于不经常加餐的中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经常吃西式快餐者的超重、肥胖检出率

高于不经常吃西式快餐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ꎮ挑食的维吾尔族中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低于

不挑食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单

因素分析显示ꎬ维吾尔族中学生蛋类、肉禽类、谷物类

摄入量(摄入量少 ＝ １ꎬ适中 ＝ ２ꎬ较多 ＝ ３)与超重肥胖

检出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３２ꎬ０.４１２ꎬ０.３９５ꎬＰ 值

均<０.０５)ꎬ维吾尔族中学生水果、蔬菜的摄入量与超

重肥胖检出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０５８ꎬ－０.０６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２　 维吾尔族中学生不同饮食行为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饮食行为　 　 人数 超重 肥胖 χ２ 值 Ｐ 值
是否挑食偏食 是 ７６８ １１２(１４.５８) ６０(７.８１) ６.４１４ ０.０３８

否 ９１４ １６４(１７.９４) ９６(１０.５１)
加餐频率　 　 经常 ５７１ １０５(１８.３９) ６９(１２.０８) １２.４３５ ０.００２

不经常 １ １１１ １７１(１５.３９) ８７(７.８３)
西式快餐频率 经常 ３３６ ６４(１９.０５) ４２(１２.５０) ７.９６８ ０.０１７

不经常 １ ３４６ ２１２(１５.７５) １１４(８.４７)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３　 维吾尔族中学生超重肥胖的膳食影响因素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见表 ３ꎮ

表 ３　 维吾尔族中学生超重肥胖

的膳食影响因素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１ ６８２)

影响　
因素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能量　 ０.７１６ ０.１７６ １６.７２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４５(１.４５２ ~ ２.８７８)
加餐　 ０.５６２ ０.１５３ １３.６２９ ０.０００ １.７５２(１.３０１ ~ ２.３５９)
肉禽类 ０.４６８ ０.１８１ ６.７６８ ０.００８ １.５９９(１.２８１ ~ ２.２８６)
脂肪类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８ ４.５２１ ０.０３３ １.０８２(１.００７ ~ １.１６２)
蔬菜类 －０.３４２ ０.１５２ ５.０８９ ０.０２５ ０.７１３(０.５２８ ~ ０.９５９)

　 注:不经常加餐＝ １ꎬ经常加餐＝ ２ꎻ能量与食物赋值为摄入量少 ＝ １ꎬ适
中＝ ２ꎬ过多＝ ３ꎮ

　 　 对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膳食因素进行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加餐、能量、脂肪、肉禽类是

造成维吾尔族中学生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ꎬ蔬菜摄入

是超重肥胖的保护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３　 讨论

中学阶段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ꎬ该阶段的

营养状况将直接影响身体的生长发育ꎬ同时影响中学

生后期的健康成长和疾病的发生[９] ꎮ ＷＨＯ 调查结果

显示ꎬ全球各国人群的 ＢＭＩ 近 １０ ａ 来均呈现逐渐增长

趋势[１０] ꎮ 美国 ６ ~ １９ 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率

均在 ３５％以上[１１] ꎮ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

调研数据显示ꎬ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肥胖检出率也在不

断逐年上升[１２] 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新疆维吾尔族

１３ ~ １９ 岁中学生超重率为 １６.２７％ꎬ肥胖率为９.２２％ꎮ
这一结果与我国大城市 ７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

率结果相比均较高[１３] ꎮ 本结果还显示ꎬ新疆维吾尔族

中学生男女生在 １３ 岁年龄段肥胖率均较高ꎮ 表明这

一年龄段是青少年肥胖的高发年龄段ꎬ应引起重点关

注ꎮ 当前儿童青少年肥胖率的不断增长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ꎬ调查研究显示ꎬ青少年的膳食结构不合理

是导致超重肥胖检出率增长的重要因素[１４] ꎮ Ｐｏｐ￣
ｋｉｎ[１５]的调查研究显示ꎬ因膳食结构的变化导致总能

量摄入量不断下降ꎬ但是脂肪的供能比却大幅增加ꎬ
从而导致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和超重率不断增加ꎮ
相关研究显示ꎬ男性的能量摄入量与超重肥胖检出率

呈正相关[１６] ꎮ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ꎬ维吾尔族中学生

膳食行为中ꎬ不挑食偏食、经常加餐、经常吃西式快餐

的中学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均较高ꎮ 笔者认为ꎬ晚上

加餐多以高脂肪的食物为主ꎬ如方便面、甜点等食品ꎬ
因此极易造成能量过剩ꎬ加之晚上运动量较少ꎬ长此

以往极易造成能量堆积ꎬ导致肥胖ꎮ 胡小琪[１７] 研究显

示ꎬ经常吃快餐的学生超重和肥胖比例均较高ꎮ 国外

学者研究显示ꎬ西式快餐摄入过多极易导致肥胖[１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维吾尔族挑食偏食的学生超重和肥

胖率较低ꎬ主要是因为长期挑食偏食学生极易造成某

些营养素和能量摄入不足ꎬ不能满足青少年生长发育

的需求ꎬ导致体格发育出现异常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维
吾尔族中学生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素的

摄入量与 ＢＭＩ 呈正相关ꎮ 国外研究结果表明ꎬ儿童青

少年摄入高脂肪、高能量的食物过多是导致肥胖的主

要原因[１８] ꎮ 蔬菜水果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及

膳食纤维ꎬ且含糖量低ꎬ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增加饱

腹感、降低体重的作用ꎬ可达到减肥的目的ꎮ 本研究

结果显示ꎬ摄食的水果、蔬菜与超重肥胖检出率呈负

相关ꎬ表明增加水果和蔬菜摄食量有助于维吾尔族中

学生控制体重ꎬ促进健康成长ꎬ与刘军祥等[１９]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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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致ꎮ 多因素分析显示ꎬ肉禽类、脂肪类食物是

造成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ꎬ蔬菜是维吾尔族中学生超

重肥胖的保护因素ꎮ 因此ꎬ若要保持维吾尔族中学生

身体健康ꎬ必须限制摄入脂肪含量高的食物ꎬ适当增

加蔬菜、水果类食物的摄入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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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生处于生长发育重要阶段ꎬ良好的饮食习惯

对于身体正常发育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ꎬ人
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ꎬ而中学生正常的饮食习惯

尚未完全建立ꎬ容易养成经常吃甜食、经常吃油炸食

品、少吃水果蔬菜等不良饮食行为ꎬ极大影响了中学

生营养的摄入ꎬ容易引起肥胖和营养不良[１－２] ꎮ 郑州

市中学生肥胖比例近年来上升较为明显[３] ꎮ 为了解

该市中学生饮食及控制体重现状ꎬ为更好改进中学生

饮食行为提供基础资料ꎬ笔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对郑州

市中学生饮食及控制体重行为进行调查ꎬ结果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对郑州市市区内全日制中学采用分层随

机整群抽样法ꎬ抽取初中 ４ 所ꎬ高中 ６ 所ꎬ其中普通初

中、示范初中各 ２ 所ꎬ普通高中、示范高中、职业高中各

２ 所ꎻ每所学校一到三年级各抽 １ ~ ２ 个班级ꎬ对抽到

班级的所有学生进行调查ꎮ 共调查 １ ９８７ 名学生ꎬ其
中男生 ８９９ 名ꎬ女生 １ ０８８ 名ꎻ初中生 ８１８ 名ꎬ高中生

１ １６９名ꎻ住宿生 ８５０ 名ꎬ其中初中住宿生 １０８ 名ꎬ高中

住宿生 ７４２ 名ꎻ认为自己体重偏重的女生(４９.１％)高

于男生 ( ３４. ０％) ( χ２ ＝ ７８. ５８４ꎬＰ < ０. ０１)ꎬ 初中女生

(４３.５％)高于初中男生 ( ３４. ７％) ( χ２ ＝ １２. ６３３ꎬ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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