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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及其与体质量指数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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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安徽省中小学生睡眠时间随年龄变化特征ꎬ为探讨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与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的关

联提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　 以安徽省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的 ７ ９７４ 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测量身高和体重ꎬ
计算体质量指数ꎮ 问卷调查获得睡眠状况ꎮ 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睡眠时间与 ＢＭＩ－Ｚ 分(Ｚ－ＢＭＩ)的关联性ꎮ 结果

中小学生睡眠时间随年龄的增加而减少ꎮ ９~ １１ 岁、１２~ １４ 岁、１５~ １８ 岁学生中每天睡眠时间超过 ８ ｈ 的比例分别为 ７３％ꎬ
３４.６％ꎬ３.３％ꎮ ９~ １１ 岁、１２~ １４ 岁、１５~ １８ 岁学生中睡眠时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比例分别为 ３.３％ꎬ８.４％ꎬ３.３％ꎬ各年龄组

睡眠时间充足率女生均低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５.２１８ꎬ３.８７６ꎬ２２.７０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５~ １８ 岁组男女

生睡眠时间与 Ｚ－ＢＭＩ 呈负关联(β＝ －０.０７０ꎬＰ<０.０５)ꎬ且两者关联在男生中存在剂量反应关系ꎮ １２ ~ １４ 岁组女生ꎬ随睡眠

时间增加 Ｚ－ＢＭＩ 降低(β ＝ ０.０７３ꎬＰ<０.０５)ꎻ分组分析显示ꎬ与睡眠时间小于 ７ ｈ 组相比ꎬ睡眠≥８ ｈ 组 Ｚ－ＢＭＩ 降低(β ＝
－０.２２９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睡眠时间不足在安徽省中小学生中十分普遍ꎬ睡眠时间不足可能增加 Ｚ－ＢＭＩ 增高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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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不足在全世界儿童青少年中普遍存在ꎬ我国

儿童青少年可能更为严重[１] ꎮ 睡眠是影响儿童青少

年生理和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已经得到人们的共

识[２] ꎮ 近年来有关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间与体质量指

数( ＢＭＩ) 的线性相关关系已被国外众多的研究证

实[３－４] ꎮ 一项队列研究表明ꎬ儿童睡眠不足是 ＢＭＩ 独

立的危险因素[５] ꎮ 本研究通过安徽省体质调研的大

样本的人群研究来分析 ９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间

的分布及其与 ＢＭＩ Ｚ 分(Ｚ－ＢＭＩ)的关系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 ２０１４ 年安徽省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的

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同时参考了 ２０１０ 年安徽省学生

体质调研睡眠时间与 ＢＭＩ 的数据ꎮ ２ 次调研均选自合

肥、宿州、池州 ３ 市相同学校的 ９ ~ １８ 岁在校学生ꎬ其
中 ２０１０ 年有效样本为 ７ ４５９ 名ꎬ２０１４ 年有效样本为

７ ９７４名ꎮ 年龄为 ９ ~ １８ 岁ꎮ 其中男生 ３ ９８１ 名ꎬ占

４９.９％ꎻ女生 ３ ９９３ 名ꎬ占 ５０.１％ꎮ ９ ~ １１ 岁男生 １ １８８
名ꎬ女生 １ ２２４ 名ꎻ１２ ~ １４ 岁男生 １ ２０１ 名ꎬ女生 １ ２０７

４６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３７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８



名ꎻ１５ ~ １８ 岁男生 １ ５９２ 名ꎬ女生 １ ５６２ 名ꎮ
１.２　 方法　 通过全国体质调研组编制的“２０１４ 年全

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学生调查问卷”获得安徽省中

小学生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ꎬ调查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１１ 月 ８ 日ꎮ 因如今睡眠不足的评判标准多样ꎬ
本研究分别采用国外常用的 ８ ｈ[６] ꎻ«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中的儿童青少年每日睡眠时间:小学生不

应少于 １０ ｈꎬ初中生不应少于 ９ ｈꎬ高中生不应少于 ８ ｈ
的标准[７] ꎮ 研究人群分为 ９ ~ １１ 岁、１２ ~ １４ 岁、１５ ~ １８
岁 ３ 组ꎬ分析每天平均睡眠时间的分布特征ꎬ同时将

２０１４ 年睡眠时间的结果与 ２０１０ 年进行比较ꎬ分析近 ５
年来睡眠时间的变化趋势ꎮ 按照“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

质健康研究工作手册” [８] 的要求进行身高、体重的测

量并据此得出 ＢＭＩ 值ꎬ９ ~ １１ 岁、１２ ~ １４ 岁、１５ ~ １８ 岁

各年龄组 ＢＭＩ 分别按年龄、性别 Ｚ 分得出 Ｚ－ＢＭＩ 值ꎮ
因体质调研量表睡眠时间变量是等级分布的ꎬ取每一

个时间段的中间值作为每天平均睡眠时间ꎬ分为 ５.５ꎬ
６.５ꎬ７.５ꎬ８.５ꎬ９.５ꎬ１０.５ ｈ 等 ６ 组ꎬ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模

型分析睡眠时间与 Ｚ－ＢＭＩ 的关联ꎬ同时按照 ８ ｈ 标准

将 １２ ~ １４ 岁、１５ ~ １８ 岁学生睡眠时间分为 ３ 组ꎬ探讨

在线性回归模型下睡眠时间与 Ｚ －ＢＭＩ 的剂量反应

关系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由体育卫生专业的技术人

员组成ꎬ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ꎮ 调研中严格遵守“全

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手册” [８] 的要求采用统一

的检测器材和检测方法ꎮ 问卷调查方式采用现场问

卷调查ꎬ调查时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并明确填表要求ꎬ
由调查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检查有无遗漏及错误ꎮ
１.４　 统计分析　 应用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

研数据录入系统进行数据录入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０.０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ꎮ χ２ 检验分析各年龄组睡眠时间的差

异ꎬ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睡眠时间与 Ｚ－ＢＭＩ 的关

联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安徽省中小学生睡眠时间分布特征 　 以 ８ ｈ 标

准可以看到ꎬ男女生的每天平均睡眠时间充足率随年

龄的增加而迅速的减少ꎻ以国家标准可以看到各年龄

组每天平均睡眠时间充足率男女生均在 １０％以下ꎬ同
时 χ２ 检验的结果显示ꎬ９ ~ １１ 岁、１５ ~ １８ 岁女生睡眠不

足率均高于男生(χ２ 值分别为 ５.２１８ꎬ２２.７０２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图 １ꎮ
２.２　 安徽省中小学生睡眠时间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４ 年比

较　 参考国家标准从安徽省中小学生睡眠时间频率

分布可以看到ꎬ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２０１４ 年男女生各年龄

组每天平均睡眠时间均呈下降趋势ꎬ且女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男生在 １２ ~ １４ 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图 １　 中小学生每天平均睡眠时间充足率

表 １　 安徽省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足报告率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４ 年比较

性别
年龄

/ 岁

２０１０ 年

人数
睡眠时

间不足

２０１４ 年

人数
睡眠时

间不足

χ２ 值 Ｐ 值

男　 ９~ １１ １ ０４２ ９９２(９５.２) １ １８８ １ １３８(９５.８) ０.４５１ ０.５０２
１２~ １４ １ １０５ ９６２(８７.１) １ ２０１ １ ０８７(９０.５) ６.９１３ ０.００９
１５~ １８ １ ４９２ １ ３９６(９３.５) １ ５９２ １ ５１５(９５.２) ３.７１３ ０.０５４

女　 ９~ １１ １ １０６ １ ０５８(９５.７) １ ２２４ １ １９３(９７.５) ５.７９４ ０.０１６
１２~ １４ １ １１８ ９９５(８９.０) １ ２０７ １ １１９(９２.７) ９.６８６ ０.００２
１５~ １８ １ ４７６ １ ３９０(９４.２) １ ５６２ １ ５３４(９８.２) ３４.１９３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与 Ｚ－ＢＭＩ 的关系　 单因素分

析发现ꎬ９ ~ １１ 岁男女生睡眠时间 Ｚ－ＢＭＩ 无关联(Ｐ>
０.０５)ꎬ１２ ~ １４ 岁女生、１５ ~ １８ 岁男女生随每天平均睡

眠时间增多ꎬ Ｚ－ＢＭＩ 逐渐降低(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余

各年龄组两者关联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

调整了城乡、平均每天体育锻炼时间、平均每天家庭

作业时间、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平均每天用手机、平
板计算机、电子游戏机、计算机等玩游戏、看视频或电

子书时间等因素后ꎬ１２ ~ １４ 岁女生、１５ ~ １８ 岁男女生

睡眠时间与 Ｚ－ＢＭＩ 关联仍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进一步对 １２ ~ １４ 岁、１５ ~ １８ 岁男女生睡眠时间按 ８ ｈ
标准进行分组分析ꎬ发现 １５ ~ １８ 岁男生睡眠时间与 Ｚ
－ＢＭＩ 存在剂量反应关系ꎬ与睡眠时间<６ ｈ 相比ꎬ６ ~ ８
ｈ 和≥８ ｈ 的男生 Ｚ－ＢＭＩ 降低(β 值分别为－ ０.１４５ꎬ
－０.３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１２ ~ １４ 岁女生中ꎬ与睡眠时间<
７ ｈ 组相比ꎬ睡眠≥８ ｈ 组 Ｚ－ＢＭＩ 降低(β ＝ －０.２２９ꎬＰ<
０.０５)ꎮ

表 ２　 不同年龄组男女生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与 Ｚ－ＢＭＩ 的关系

年龄 / 岁
男生(ｎ ＝ ３ ９８１)

β 值 ９５％ＣＩ
女生(ｎ ＝ ３ ９９３)

β 值 ９５％ＣＩ
９~ １１ －０.０３６ －０.４１１~ ０.３１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８
１２~ １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３∗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５
１５~ １８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９９∗ －０.１７３~ －０.０２５

　 注:∗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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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安徽省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足现象

严重ꎮ 尽管有研究表明ꎬ童青少年每天平均睡眠时间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９] ꎬ但这种变化更有可能是学

生学业负担迅速增加引起的[１０] 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女
生睡眠不足的检出率高于男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与宋逸等[１１]调查全国汉族中小学生睡眠状况所得结

果一致ꎮ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２０１４ 年安徽省中小学生每

天平均睡眠时间进一步下降且女生下降的更加明显ꎮ
提示未来教育相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改善中小学

生尤其是女生的睡眠状况ꎮ
本研究发现ꎬ１５ ~ １８ 岁组男女生睡眠时间与 Ｚ－

ＢＭＩ 呈负关联(Ｐ<０.０５)ꎬ且两者关联在男生中存在剂

量反应关系ꎮ １２ ~ １４ 岁组女生随睡眠时间增加 Ｚ －
ＢＭＩ 降低(Ｐ<０.０５)ꎻ分组分析显示ꎬ与睡眠时间小于 ７
ｈ 组相比ꎬ睡眠≥８ ｈ 组 Ｚ－ＢＭＩ 降低ꎮ 睡眠时间与 Ｚ－
ＢＭＩ 的关联在不同的研究中结果尚不统一ꎮ Ｌｙｔｌｅ
等[１２]研究发现ꎬ初中生随睡眠时间增加ꎬＺ－ＢＭＩ 呈降

低趋势ꎬ但这种关联在高中生中不明显ꎮ Ｓｕｇｌｉａ 等[１３]

研究发现ꎬ１３ 岁男生 Ｚ－ＢＭＩ 随睡眠时间的增加而降

低ꎬ但进一步纵向研究发现这种关联并不存在ꎮ 李玉

兰等[１４]在 ７ ~ １２ 岁儿童中发现睡眠时间减少ꎬ肥胖发

生率增加ꎬ但 Ｓｕｎｇ[１５] 在青春前期学龄儿童的研究中

发现睡眠时间与 Ｚ－ＢＭＩ 无关联ꎮ 总体而言ꎬ睡眠时间

与 Ｚ－ＢＭＩ 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的关联可能不同ꎬ
后期的研究应关注这种差异ꎮ 睡眠不足引起 ＢＭＩ 升

高的机制尚不明确ꎬ有研究表明ꎬ睡眠不足可能会引

起瘦素、胃泌素、生长激素和皮质醇分泌的改变引起

饮食的增加[１６－１９] ꎮ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ꎬ晚睡且睡眠

不足的儿童会在夜晚额外增加零食的摄入[２０] ꎬ另外睡

眠不足儿童青少年白天的嗜睡和疲劳机体总的能量

水平低[２１] ꎮ 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肥胖的

发生ꎮ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的人群分析 ９ ~ １８ 岁儿童青少

年睡眠时间与 ＢＭＩ 的关系ꎬ表明了这种关联存在性别

和年级的差异ꎮ 然而本研究是基于横断面研究ꎬ因此

不能确定睡眠时间和 ＢＭＩ 之间的因果关联ꎮ
综上所述ꎬ安徽省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现象严重ꎬ

应采取措施改善中小学生的睡眠状况ꎬ未来应着重于

开展队列研究和实验性研究来进一步探讨睡眠睡眠

时间与 Ｚ－ＢＭＩ 的关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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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１３－８１４.

[１９] ＷＨＥＡＴＯＮ Ａ Ｇꎬ ＰＥＲＲＹ Ｇ Ｓꎬ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Ｄ Ｐ.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Ｕ.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Ｓｌｅｅｐꎬ ２０１３ꎬ３６(８):１１３９－１１４５.

[２０] ＢＥＥＢＥ Ｄ Ｗꎬ ＳＩＭＯＮ Ｓꎬ ＳＵＭＭＥＲ Ｓ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ｓｌｅｅｐ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Ｊ] . Ｓｌｅｅｐ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６
(６):８２７－８３４.

[２１] ＳＣＨＭＩＤ Ｓ Ｍꎬ ＨＡＬＬＳＣＨＭＩＤ Ｍꎬ ＪＡＵＣＨ￣ＣＨＡＲ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ｓｌｅｅｐ ｌｏｓ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ｉｍｅ￣ｄｅｐｒｉｖｅ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ｍｅｎ [ 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９ꎬ９０ ( ６):１４７６ －
１４８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２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１３

６６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３７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