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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天津市大学生体力活动水平与身体成分的相关性ꎬ为提高大学生健康水平提供理论参考ꎮ 方法

招募天津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 ３６３ 名在校大学生为测试对象ꎮ 采用 ＩｎＢｏｄｙ ５２０ 人体成分分析仪测量身体成

分ꎬ采用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ＧＴ３Ｘ 加速度计记录 ７ ｄ 体力活动数据ꎮ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分析数据ꎮ 结果　 男生肌肉量、去脂体重、
骨骼肌、躯干肌肉量均高于女生ꎬ体脂百分比低于女生( ｔ 值分别为 ６.２０ꎬ６.１６ꎬ６.１８ꎬ６.４７ꎬ－３.０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男、女生每

天静坐时间均为 １０ ｈꎬ女生每天中高等体力活动时间低于男生ꎮ 男、女生每天静坐时间与体脂百分比、体脂肪均呈正相关ꎬ
与肌肉量、去脂体重、骨骼肌、躯干肌肉量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每天轻体力活动时间、每天中高等体力活动时间、日
均能量消耗、每周运动次数、每周运动时间与体脂百分比、体脂肪均呈负相关ꎬ与肌肉量、去脂体重、骨骼肌、躯干肌肉量均

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静坐时间过长是天津市大学生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ꎬ增加中等以上体力活动时间可以降

低肥胖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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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天津市高校人文社科项目(２０１７ＳＫ０６９)ꎻ中国大学生体

协科研项目(２０１７１３５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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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ꎬ静态生活方式的增加是导致

全球大学生超重、肥胖现象的危险因素之一[１－４] ꎮ 研

究显示[５] ꎬ 全球成年人体力活动不足发生率约为

２３％ꎮ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认为体力活动不足是 ２１
世纪全球最为严重的公共性问题[６] ꎮ 充足的体力活

动会对身体产生积极影响ꎬ缺乏体力活动则会增加心

脏病、结肠癌、乳腺癌、糖尿病、高血压、骨质疏松症、
焦虑和抑郁症等疾病风险[７] ꎮ 大学是从青春期到成

年期的过渡阶段ꎬ是健康生活方式发展和健康行为形

成的关键时期[８] ꎬ在这一阶段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对

未来的人生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旨在了解天津市

大学生的身体成分特征和日常体力活动水平及两者

之间的相关性ꎬ为提高天津市大学生健康水平提供理

论参考ꎮ

５９１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３９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８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７ 月招募天津大学、天津商

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行测试ꎮ 测试

前ꎬ已获得天津体育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纳入标

准:(１)年龄≥１８ 岁ꎻ(２)所有测试对象均知情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１)存在严重生理缺陷及患

有心血管疾病者ꎻ(２)由于个人原因未完成所有测试

者ꎮ 最终纳入 ３６３ 名学生ꎬ其中男生 １７９ 名ꎬ 女生

１８４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美国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ＧＴ３Ｘ 加速度计分别

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１１ 日ꎬ６ 月 １９—２５ 日ꎬ７ 月 ３—９ 日

对 ３６３ 名受试者测量一周体力活动情况ꎮ 测试前向受

试者讲解测试的流程和注意事项ꎬ并将个人信息录入

到加速度计中ꎮ 要求受试者将加速度计佩戴在右侧

髋关节上ꎬ除了游泳、洗澡等与水接触的行为ꎬ其他时

间都必须佩戴[９] ꎮ 采用韩国 ＩｎＢｏｄｙ ５２０ 人体成分分

析仪分别于 ６ 月 １０—１１ 日ꎬ６ 月 ２４—２５ 日ꎬ７ 月 ８—９
日对 ３ 所高校的受试者进行身体成分测试ꎮ 同时按照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手册» [１０] 的测试细

则ꎬ采用国产 ＨＦ－３００ 系列身高—体重测试仪测量身

高、体重ꎮ 身高精确度为 ０. １ ｃｍꎬ体重精确度为 ０. １
ｋｇꎮ 所有测试均由专业人员操作ꎮ 男、女生肥胖程度

根据体脂百分比[１１] 划分为正常组、偏重组、肥胖组ꎮ
体力活动强度按照加速度计中每个时间段的计数

Ｃｏｕｎｔｓ[１２]划分为久坐不动(０ ~ １００)、低强度体力活动

(ＬＰＡꎬ１０１ ~ １ ９５１)、中等强度体力活动(ＭＰＡꎬ１ ９５２ ~
５ ７２４)、高强度体力活动( ＶＰＡꎬ>５ ７２４)ꎬ并按照此强

度将学生分为完全静坐组、体力活动不活跃组、体力

活动活跃组、体力活动高度活跃组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学处理ꎮ 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分析男、女生体力活

动水平、身体成分之间的差异性ꎻ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大学生不同肥胖程度、不同体力活动等级参数之间

的差异性ꎻ体力活动水平与身体成分之间的相关性采

用 Ｐａｒｔｉａｌ 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身体成分测试结果　 结果显示ꎬ男大学生

肌肉量、去脂体重、骨骼肌、躯干肌肉量均高于女生ꎬ
体脂百分比低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大学生身体成分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体脂

百分比 / ％
体脂

肪 / ｋｇ
肌肉

量 / ｋｇ
去脂

体重 / ｋｇ
骨骼

肌 / ｋｇ
躯干

肌肉量 / ｋｇ
男 １７９ １９.７±７.６ １２.２±５.６ ４６.４±７.７ ４９.２±８.１ ２７.３±５.０ ２１.４±３.６
女 １８４ ２１.９±５.８ １２.４±４.２ ４１.５±７.６ ４４.０±８.１ ２４.１±４.９ １９.０±３.５
ｔ 值 －３.０９ －０.２９ ６.２０ ６.１６ ６.１８ ６.４７
Ｐ 值 ０.００ ０.７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不同肥胖程度大学生体力活动水平比较　 结果

显示ꎬ男、女大学生每天静坐时间、每天轻体力活动时

间、每天单位体重能量消耗( ＰＡＥＥ / ｋｇ)性别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每天中高等体力活动时间

(Ｍ￣ＶＰＡ)、日均能量消耗(ＰＡＥＥ)男生高于女生(Ｐ 值

均<０.０５)ꎮ 男生:肥胖组每天静坐时间高于偏重组和

正常组ꎬ肥胖组 ＬＰＡ 低于体重正常组和偏重组ꎬ正常

组 Ｍ￣ＶＰＡ 高于偏重组和肥胖组ꎬ肥胖组 ＰＡＥＥ 低于偏

重组ꎬ正常组单位体重能量消耗高于偏重组和肥胖组

(Ｐ 值均<０.０５)ꎮ 女生:偏重组每天静坐时间高于正

常组ꎬ正常组 ＬＰＡ 高于偏重组ꎬ正常组 Ｍ￣ＶＰＡ 高于偏

重组ꎬ肥胖组 ＰＡＥＥ 高于体重正常组和偏重组ꎬ偏重组

单位体重能量消耗低于体重正常组和肥胖组(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肥胖程度受试者体力活动情况比较(ｘ±ｓ)

性别 肥胖程度 人数 统计值
每天静坐

时间 / ｍｉｎ
每天轻体力

活动时间 / ｍｉｎ

每天中高等

体力活动

时间 / ｍｉｎ

日均能量

消耗 / ｋｃａｌ

每天单位体

重能量消耗

/ (ｋｇｋｃａｌ－１)

每周

运动次数

每周运动

时间 / ｍｉｎ

男 正常 ９８ ６２６.７±１０７.０ ２００.６±７７.４ ３３.４±８.２ ２ ２７４.４±３２３.７ ３７.７±３.６ ２.９±０.４ １８８.４±４５.８
偏重 ４１ ６２１.９±１０１.９ １９４.２±７４.２ ２０.５±５.３∗ ２ ３５３.１±５５０.６ ３６.７±２.０∗ １.９±０.５∗ １０５.７±２５.７∗∗

肥胖 ４０ ６７６.５±９４.７∗∗＃＃ １５４.４±５８.３∗∗＃ １３.０±３.４∗∗ ２ １７３.５±３１８.４＃ ３５.５±１.７∗∗ １.６±０.３∗∗ ７６.４±１８.８∗∗＃＃

合计 １７９ ６３６.７±１０４.９ １８８.８±７４.８ ２５.９±４.９ ２ ２６９.９±３８８.７ ３７.０±３.１ ２.４±０.４ １４４.４±３６.９
Ｆ 值 ３.８６ ５.８４ ９.４９ ２.２０ ９.０７ ６.４７ １０.４６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女 正常 １３７ ６２８.０±８６.２ １８９.８±７２.１ ２２.６±４.７ ２ ０４６.９±３９５.５ ３６.８±２.４ ２.４±０.６ １２４.５±３３.１
偏重 ３３ ６７４.８±８７.６∗∗ １５６.０±５２.３∗ １６.８±３.９∗ １ ９８７.９±２４０.２ ３５.２±１.３∗∗ １.９±０.４∗ １０８.８±２０.１∗∗

肥胖 １４ ６６７.０±５６.４ １７４.９±５０.４ １５.５±３.５∗∗ ２ ２９８.４±１２７.７∗＃＃ ３６.８±１.５＃＃ １.６±０.６ ９５.７±１８.４∗∗＃

合计 １８４ ６３９.４±８６.５ １８２.６±６８.５ ２０.２±４.３△ ２ ０５５.５±３６４.６△△ ３６.５±２.３ ２.０±０.５ １１５.０±２８.０△

Ｆ 值 ４.８７ ３.４１ ３.３７ ３.８３ ６.７０ ２.９０ ３.７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注: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１ꎬ∗∗Ｐ<０.０１ꎻ与偏重组比较＃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与男生比:△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１ ｋｃａｌ ＝ ４.１７ ｋＪꎮ

２.３　 不同体力活动等级大学生身体成分比较　 男生

的体脂肪含量随着体力活动等级的增加呈逐渐下降

趋势ꎻ其余各项身体成分指标随着体力活动水平的增

加呈逐渐升高趋势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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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ꎮ 女生不同体力活动等级的身体成分呈现出与

男生相同的趋势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受试者体力活动水平与身体成分相关性　 结果

显示ꎬ男、女大学生每天静坐时间与体脂百分比、体脂

肪呈正相关ꎬ与肌肉量、去脂体重、骨骼肌、躯干肌肉

量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每天轻体力活动时间、每
天中高等体力活动时间、日均能量消耗、每周运动次

数、每周运动时间与体脂百分比、体脂肪呈负相关ꎬ与
肌肉量、去脂体重、骨骼肌、躯干肌肉量呈正相关(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男女大学生不同体力活动等级间身体成分比较 (ｘ±ｓꎬｋｇ)

性别 体力活动等级 人数 统计值 体脂肪 肌肉量 去脂体重 骨骼肌 躯干肌肉量
男 完全静坐 １７ １４.９±６.７ ４４.８±６.９ ４７.５±７.３ ２６.２±４.５ ２０.９±３.１

体力活动不活跃 ５５ １２.６±５.７ ４３.７±６.３ ４６.４±６.７ ２５.５±４.１ ２０.０±３.０
体力活动活跃 ５４ １３.２±５.４ ４５.８±８.７ ４８.５±９.１ ２６.９±５.６ ２１.１±４.１
体力活动高度活跃 ５３ １０.０±４.５ ５０.４±６.５ ５３.４±６.９ ３０.０±４.２ ２３.３±３.１

Ｆ 值 ５.２７ ８.４２ ８.２３ ８.８９ ８.５４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女 完全静坐 １１ １５.１±３.２ ４４.９±７.２ ４７.７±７.５ ２６.２±４.７ ２０.７±３.４
体力活动不活跃 ７５ １３.２±３.９ ４０.２±６.７ ４２.７±７.１ ２３.３±４.２ １８.５±３.０
体力活动活跃 ７５ １１.９±４.２ ４０.６±８.１ ４３.１±８.５ ２３.６±５.２ １８.６±３.７
体力活动高度活跃 ２３ ９.８±４.０ ４６.５±６.８ ４９.３±７.２ ２７.５±４.４ ２１.３±３.１

Ｆ 值 ６.４５ ５.５１ ５.４１ ５.８０ ５.６７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 ４　 男女大学生身体成分指标与体力活动的偏相关系数( ｒ 值)

性别 体成分
每天

静坐时间

每天轻体力

活动时间

每天中高等

体力活动时间

日均

能量消耗

单位体重

能量消耗

每周

运动次数

每周

运动时间
男 体脂百分比 ０.２１∗∗ －０.１６∗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３５∗∗

(ｎ ＝ １７９) 体脂肪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３５∗∗

肌肉量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３５∗∗

去脂体重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３５∗∗

骨骼肌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３５∗∗

躯干肌肉量 －０.２３∗∗ ０.１５∗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３４∗∗

女 体脂百分比 ０.３５∗∗ －０.２６∗∗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４０∗∗

(ｎ ＝ １８４) 体脂肪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４０∗∗

肌肉量 －０.３６∗∗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４０∗∗

去脂体重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４０∗∗

骨骼肌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１∗∗ ０.４０∗∗

躯干肌肉量 －０.３５∗∗ ０.２７∗∗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３６∗∗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天津市大学生超重肥胖现象仍比较

严重ꎬ男生偏重率为 ２２.９％ꎬ肥胖率为 ２２.３％ꎻ女生偏

重率为 １７.９％ꎬ肥胖率为 ７.６％ꎬ男生肥胖率高于女生ꎬ
女生肥胖率低于男生ꎬ与国内外研究一致[１３－１５] ꎮ 静坐

时间过长会严重影响大学生的身体健康[１６－１７] ꎮ 本研

究中ꎬ天津市男、女大学生每天静坐时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ꎬ均为 １０ ｈ 左右ꎬ高于之前研究的 ９ ｈ[１１] ꎮ 研

究显示ꎬ静坐时间超过 ４ ｈ 将导致成年人肥胖 / 超重的

风险增加[１８] ꎮ 如今随着社交媒体软件的发展 ( 如

ＱＱ、微信、微博等)ꎬ大学生视屏时间急剧增长ꎮ 研究

显示ꎬ超过 ２ ｈ 的视屏相关行为与不健康的身体构成、
心脏代谢风险以及较低的健康水平有关[１９] ꎮ 天津市

男、女大学生静坐时间与体脂百分比呈正相关ꎬ与肌

肉量、去脂体重、骨骼肌、躯干肌肉量呈负相关ꎮ 有研

究显示ꎬ久坐人群的腹部及臀部较易堆积脂肪ꎬ致使

整体腰臀比变化不明显ꎬ 而体脂百分比会显著增

高[２０] ꎮ

本研究显示ꎬ体力活动高度活跃组体脂肪低于其

他各组ꎬ肌肉量、去脂体重、骨骼肌、躯干肌肉量高于

其他各组ꎬ且男生高度活跃率高于女生ꎮ 与汤强等[２１]

研究结果相同ꎮ Ｇａｍｍａｇｅ 等[２２] 认为ꎬ男、女大学生运

动自我效能的差异性是男生体力活动水平高于女生

的主要原因ꎮ 女生主要进行形体类的体育活动且不

运动的人较多ꎬ而男生普遍较活跃ꎬ平时喜欢进行强

度较大的运动ꎬ参与锻炼的比例也大于女生[２３] ꎮ 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每周 ５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 以上的中强度体

力活动ꎬ可增加每天能量消耗ꎬ降低肥胖风险[２４] ꎮ 国

内推荐每周 ３ 次以上、每次至少 ３０ ｍｉｎ 的中高等体力

活动对提高健康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２５] ꎮ 而天

津市大学生的体力活动水平远低于推荐的标准ꎮ
研究发现ꎬ男、女大学生 ＬＰＡꎬＭ￣ＶＰＡꎬＰＡＥＥ / Ｋｇ

均与体脂肪、体脂百分比呈负相关ꎬ与 Ｆｅｒｒａｒｉ 等[２６] 的

研究结果一致ꎮ Ｍ￣ＶＰＡ 时间越长会降低体脂百分比ꎬ
表明在一定范围内中等以上的体力活动时间越久对

减轻肥胖有明显的益处[２７] ꎮ 日均能量消耗与肌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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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脂体重、骨骼肌、躯干肌肉量呈正相关ꎬ与体脂百分

比、体脂肪呈负相关ꎮ 宋雅伟等[２８] 的研究显示ꎬ日均

能量消耗量少易导致超重、肥胖的发生ꎮ 体重较大者

虽然有较高的能量消耗ꎬ但单位体重能量消耗不一定

会大ꎮ 研究证明ꎬ在探究体脂百分比与能量消耗的关

系时ꎬ单位体重能量消耗越高对降低肥胖有明显促进

作用[２９] ꎮ
综上所述ꎬ天津市大学生体力活动水平对体成分

产生不同的影响ꎬ且静坐时间较长ꎬ每周锻炼次数未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ꎮ 建议大学生应积极

参加体育锻炼ꎬ减少静坐时间ꎬ降低肥胖发生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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