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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日本儿童青少年体格在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的变化趋势ꎬ为中国儿童青少年体格发展提供科学借

鉴ꎮ 方法　 采用日本总务省提供的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１９２１ꎬ１９４０—１９４７ 年除外)６ ~ １７ 岁日本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数据ꎬ运
用聚类分析法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归类ꎬ每 ５ 年视为一个观察“单位”ꎮ 结果　 日本男女生体格增长率居前 ５ 位的“单

位”为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ꎬ１９５０—１９５５ꎬ１９５５—１９６０ꎬ１９６０—１９６５ꎬ１９６５—１９７０ 年ꎬ居后 ５ 位的“单位”为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０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ꎬ１９００—１９０５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ꎻ日本儿童青少年体格在“二战”前和 ２０ 世纪后期呈现较为匀速的增长趋势ꎬ在
“二战”后的 ２０ 年呈快速增长趋势ꎬ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呈负增长趋势ꎻ聚类分析中ꎬ男生下半区为单一“单位”的为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 年ꎬ特点为体格最高的负增长率ꎮ 结论　 日本儿童青少年体格变化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ꎬ体格变化峰值

处在“二战”后的 ２０ 年左右区间内ꎮ 参照日本经验ꎬ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格发展提供了重要契

机ꎬ但也应重视同时伴随发生的超重和肥胖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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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体格发育是判断和衡量儿童青少年

健康、评价营养的重要指标ꎬ也会直接影响某一地区

的未来人口素质[１] ꎮ 同时ꎬ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育状

况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水平和健康水平

的重要标志之一ꎬ世界诸多国家高度重视本国儿童青

少年体格发育[２] ꎮ 但由于儿童青少年处在身心发展

的特殊时期ꎬ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而导致体格发育

出现不同于正常规律的变化[３] ꎮ 我国山东省资料也

显示ꎬ１９７２ 年女生自青春期开始平均身高水平比 １９５６
年更低ꎬ原因是 ６０ 年代生活水平下降对儿童青少年生

长发育造成的不利影响[４] ꎮ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国

民经济总量快速增长ꎬ居民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等发

生了巨大变化ꎬ儿童青少年体格发育也呈现较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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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趋势ꎮ
自 １９ 世纪末ꎬ日本开始进行儿童青少年体质监测

工作ꎬ至今已经有 １００ 多年历史ꎬ成为世界上儿童青少

年体格发育指标保存较全的国家之一[５] ꎮ 在过去 １００
多年里ꎬ日本社会经历了包括“二战” 等诸多社会变

化ꎬ日本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展也伴随着这些社会变

化表现出不同的趋势与规律ꎮ 作为我国的近邻ꎬ中日

两国具有相同的文化渊源和共同的东亚裔种族遗传

背景ꎬ了解和掌握日本儿童青少年体格发育的变化规

律ꎬ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儿童青少年体格发育具有较

强的现实意义ꎮ 本研究采用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ꎬ日本总务

省提供的日本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数据ꎬ运
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门归类ꎬ并结合日本 １００ 多年

的社会变化发展ꎬ分析和探讨社会变化对日本儿童青

少年体格产生的影响ꎬ进而为促进我国儿童青少年体

格发展提供科学借鉴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采用日本总务省提供的日本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５ 年(１９２１ꎬ１９４０—１９４７ 年除外)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

年身高、体重数据为研究资料ꎮ
１.２　 方法　 根据儿童青少年体格发育特点ꎬ同时为了

能够更好地观察日本儿童青少年在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

体格变化趋势ꎬ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法ꎬ将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５ 年中的每 ５ 年视为 １ 个观察“单位”ꎬ共有 ２３ 个

“单位”ꎮ 然后将各单位的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增长

率作为聚类指标ꎬ进行 Ｑ 型聚类ꎮ 将 ｎ 例样品(２３ 个

观察“单位”)当作 ｍ 维空间(本文为 ２ 个聚类指标)
的 ｎ 个点ꎬ用两点间的欧氏距离定义相似系数ꎮ 具体

的计算过程和聚类分析借助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完成ꎮ

２　 结果

２.１　 日本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增长率　 表 １ 显示ꎬ
日本儿童青少年身高增长率居前 ５ 位的“单位”分别

为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ꎬ１９５０—１９５５ꎬ１９５５—１９６０ꎬ１９６０—１９６５ꎬ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ꎻ体重增长率居前 ５ 位的“单位” 分别为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ꎬ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ꎬ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ꎬ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ꎬ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ꎮ 在 ２３ 个“单位” 中ꎬ日本男生身高增长

率最后 ５ 位的 “ 单位” 分别为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ꎬ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ꎬ２０００—２００５ꎬ１９００—１９０５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ꎬ女生为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ꎬ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ꎬ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ꎻ体重方面ꎬ日本男女生增长率最后 ５ 位的

“单位”分别为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５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ꎬ １９００—１９０５ꎮ 在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ꎬ 除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 年“二战”特殊时期外ꎬ日本儿童青少年无

论男女ꎬ身高和体重变化趋势均大致呈现“正态分布”

特点ꎮ 相比其他年份ꎬ在“二战”后的 ２０ 年左右ꎬ日本

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增长率较高ꎮ 且进入 ２１ 世纪

后ꎬ日本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出现负增长趋势ꎬ女生

下降幅度更大ꎮ

表 １　 日本儿童青少年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身高体重增长率 / ％

年份
身高

男生 女生

体重

男生 女生
１９００—１９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１５
１９０５—１９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２５
１９１０—１９１５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１３
１９１５—１９２０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１３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４１ ０.４０
１９２５—１９３０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３０
１９３０—１９３５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４０
１９３５—１９３９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９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 －０.２４ －０.１４ －０.５０ －０.２７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 ０.４４ ０.３６ ０.８８ ０.８４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８０ ０.７１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 ０.３１ ０.２７ ０.６７ ０.７０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 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８１ ０.６５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７２ ０.７４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５６ ０.４１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４７ ０.２６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３１ ０.２８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４８ ０.３１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２９ ０.２５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１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２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８
合计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３０ ０.２６

２.２　 日本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层次聚类结果　 由图

１ 显示ꎬ当 ２３ 个“单位”分为两类时ꎬ下半区为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８ 年ꎬ特点为身高、体重最高的负增长率ꎬ其余“单

位”划入上半区ꎮ 当 “单位” 进一步被分为三类时ꎬ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ꎬ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ꎬ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ꎬ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ꎬ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 年从上半区中独立出来ꎬ单独分为一类ꎬ
特点为在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ꎬ身高、体重增长率最高ꎮ

图 １　 日本男生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体格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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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２ 显示ꎬ当 ２３ 个“单位”被分为两类时ꎬ下半

区 为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ꎬ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ꎬ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ꎬ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５ꎬ１９６５—１９７０ 年ꎬ特点为身高、体重增长率较高ꎻ
当数据进一步划分为 ３ 类时ꎬ １９００—１９０５ꎬ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及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 年从上

半区中独立出来ꎬ单独划分为一类ꎬ特点为身高、体重

为负增长率ꎮ

图 ２　 日本女生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体格聚类分析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日本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增

长率最快的时间段是“二战”后的 ２０ 年左右ꎬ增长趋

势与日本经济在战后的 ２０ 余年间保持高速增长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ꎮ 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ꎬ日本国民的

生活水平与营养摄入均得到了极大改善ꎬ研究显示ꎬ
在战后 ２０ 年中ꎬ日本国民摄入牛奶、肉类、蛋白质的机

会较战前更多ꎬ“二战”时期的规模性营养不良状况得

以改变ꎮ 加之日本社会普遍对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状

况极为重视ꎬ因此日本儿童青少年可以享受成年国民

所没有的待遇ꎬ如日本小学生和初中生在学校都可以

享受营养午餐[６] ꎮ 营养午餐中的食物基本能够满足

儿童青少年成长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ꎬ特别是钙元

素的补充ꎬ使日本儿童青少年体格在快速生长的同

时ꎬ还能很大程度保证其健康发展ꎮ 日本儿童青少年

从 １９５０ 年代末期至 ７０ 年代中末期体格发展增速加

速ꎬ特别是围绕青春期突增高峰的各年龄组男女生ꎬ
身高的增长速度超过 ２.５ ｃｍ / １０ 年ꎬ被誉为“人类生物

史上的奇迹” [７] ꎮ 尹小俭等[８]对“二战”后的日本青少

年体格特征进行研究显示ꎬ战后日本青少年的身高随

着经济飞速发展逐年增加ꎬ但到 １９７５ 年以后ꎬ这种增

长趋势逐渐变小ꎬ主要是日本经济增速在经历高速增

长后逐渐减缓所导致ꎮ 当然ꎬ日本儿童青少年身高、
体重在“二战”后的 ２０ 年呈现出高增长率ꎬ另外一个

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发育水平在

此期间所表现出的“追赶性增长”ꎬ并在一定的时间内

得到延续[９]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在数据被分为三类时ꎬ可以大

概总结出分别为增长匀速类、增长快速类和负增长

类ꎮ 其中在大部分“单位”ꎬ日本儿童青少年体格呈较

为匀速的增长趋势ꎬ在“二战”后呈快速增长趋势ꎬ而
在“二战”期间呈负增长趋势ꎮ 儿童青少年在大部分

年份ꎬ体格发育呈现较为匀速的正向发展趋势ꎬ符合

生长长期趋势的结果ꎮ 研究表明ꎬ如果社会环境、营
养状况、经济发展等长期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ꎬ
将对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育水平产生正面影响[１０] ꎮ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ꎬ日本社会经历了包括“二战”在内的诸

多社会变化ꎬ但通过数据可以发现ꎬ除“二战”期间儿

童青少年体格发育呈现极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外ꎬ其它

社会事件如经济大萧条等ꎬ并未对日本儿童青少年的

体格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ꎮ “二战”期间ꎬ日本庞

大的军需开支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几近崩溃ꎬ普通民众

食物缺乏成为常态ꎬ营养摄入普遍不足ꎮ 即使在“二

战”结束初始ꎬ由于基础设施破坏严重ꎬ国内经济发展

停滞ꎬ日本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处于举步维艰的状

态ꎮ 在这个时期ꎬ国民正常物质需求难以得到满足ꎬ
儿童青少年长期营养不良ꎬ生长发育受到较为严重的

负面影响ꎮ
从聚类分析中可以看出ꎬ日本男生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

“单位”可以单独归为一类ꎬ而女生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单

位”与 ２１ 世纪的 ３ 个“单位” 归为一类ꎬ说明相比女

生ꎬ日本男生体格负增长趋势在“二战”期间表现更为

明显ꎮ 原因可能与“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严峻的社会

经济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体格影响表现出的性别

差异有关ꎮ Ｂｏｇｉｎ 等[１１]提到社会经济因素会对男性体

格发育产生较大的影响ꎬ但是对女性的影响作用却要

小得多ꎮ 尹小俭等[１２] 对影响我国汉族大学生体格相

关因素男女差异进行研究表明ꎬ社会经济因素对男性

的体格影响要比女性大ꎮ 此外ꎬ虽然日本女生在“二

战”期间的数据和 ２１ 世纪的数据可以归为同一类别ꎬ
但具体的成因却不尽相同ꎮ “二战”期间ꎬ日本女生的

体格发育负增长更多是食物短缺ꎬ营养不良带来的后

果ꎮ 而在 ２１ 世纪初期ꎬ日本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展在

基本保持平稳发展的基础上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ꎬ女
性体现的特别明显ꎮ 究其原因ꎬ可能与日本女生对

“形体美”的追求有一定的关系ꎮ 对日本女性进行的

调查显示ꎬ绝大部分女性青少年认为苗条、偏瘦的身

材更容易受到别人关注[１３] ꎬ从小学就开始减肥者占总

人数比例约为 ７％ꎬ初中开始减肥的约为 ３１％ꎬ而到高

中达到 ５０％左右ꎬ而且在各个学龄段均有着范围扩大

的趋势[１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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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类分析的特点来看ꎬ儿童青少年体格变化与

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ꎮ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ꎬ我国

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ꎬ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ꎬ为
儿童青少年体格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ꎮ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多个层面应共同努力ꎬ充分

发挥社会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ꎬ为儿童青少年体格的

发展保驾护航ꎮ 但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同时出现的还

有超重和肥胖率的快速上升ꎮ 因此ꎬ在关注儿童青少

年体格发展的同时ꎬ还要注意保持营养均衡ꎬ增加体

力活动ꎬ降低超重和肥胖率的发生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ＢＵＮＫＥＴＯＲＰ ＫꎬＭＡＬＭＧＲＥＮ ＨꎬＯＬＳＳＯＮ Ｅ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ｃｕｒ￣

ｒｉｃｕｌａ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ꎬ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５ꎬ ８５
(１０):７０４－７１３.

[２] 　 九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协作组ꎬ首都儿科研究所.２００５ 年中国九

市七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 Ｊ] .中华儿科杂志ꎬ２００７ꎬ４５( ８):
７０９－７１４.

[３] 　 ＴＡＬＭＡ ＨꎬＳＣＨÖＮＢＥＣＫ ＹꎬＶＡＮ ＤＯＭＭＥＬＥＮ Ｐꎬ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ａｌ ａ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５５ ａｎｄ ２００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３ꎬ８(４):ｅ６００５６.

[４] 　 季成叶.儿童少年卫生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５] 　 ＫＡＮＥＤＡ Ｍꎬ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Ｓ.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ｕｎｃ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Ｊ] .Ｎｕｔｒ Ｔｏｄａｙꎬ２０１５ꎬ５０(６):２６８－２７２.
[ ６] 　 ＫＯＨＲＩ ＴꎬＫＡＢＡ ＮꎬＩＴＯＨ Ｔ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ｕｎ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ｂｏ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Ｊ
Ｎｕｔｒ Ｓｃｉ Ｖｉｔａｍｉｎ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６２(５):３０３－３０９.

[ ７] 　 ＴＡＮＮＥＲ Ｊ Ｍ.Ｇｒｏｗｔｈ ａｓ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ｉｃ ｓｔａ￣
ｔｕｓ ｏｆ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Ｈｏｒ Ｒｅｓꎬ１９９２ꎬ３(ｓｕｐｐｌ １):１０６－１１５.

[８] 　 尹小俭ꎬ陈洪淼ꎬ杨静.二战后日本青少年体格特征与 ＧＤＰ 变化

的研究[Ｊ]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０ꎬ３６(９):７６－７９.
[９] 　 ＭＡＲＵＹＡＭＡ Ｓꎬ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Ｓ.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ＢＭＩ ａｍｏ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Ｊ] . Ｅｃｏｎ Ｈｕｍ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１８( ７):１２５ －
１３８.

[１０] ＣＯＬＥ Ｔ Ｊ.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Ｊ] .Ｅｃｏｎ Ｈｕｍ Ｂｉｏｌꎬ２００３ꎬ２９(１):１６１－１６８.

[１１] ＢＯＧＩＮ ＢꎬＷＡＬＬ ＭꎬＭＡＣＶＥＡＮ 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ｏ ａｎｄ Ｍａｙ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ｘ[Ｊ] .Ａｍ Ｊ Ｐｈｙ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ꎬ１９９２ꎬ８９(４):４４７－
５７１.

[１２] 尹小俭ꎬ叶心明ꎬ卢健.关于影响我国汉族大学生体格相关因素男

女差异的研究[Ｊ]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ꎬ２００８ꎬ３１(３):３６２－３６４.
[１３] 山口明顔.痩せ願望青年期女子学生の「美容」 か「健康」 か志向

の違いによる体型および減量法に関する意識について[Ｊ].(日

本)学校保健研究ꎬ２０００ꎬ４２:１８５－１９５.
[１４] 亀山良子.女子短大生のダイエット実施時期およびその方法に

関する研究[Ｊ] .(日本)学校保健研究ꎬ２００１ꎬ４３:２６７－２７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２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４


(上接第 １６０３ 页)
[７] 　 王烁ꎬ董彦会ꎬ王政和ꎬ等.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７ ~ １８ 岁学生超重

与肥胖流行趋势[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４):３００－３０５.
[８] 　 薛红言ꎬ刘言ꎬ段若男ꎬ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流行趋势及

相关影响因素[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８):１２５８－１２６２.
[９] 　 袁贵仁. 全面贯彻中央 ７ 号文件精神 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在全国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

少年体质的意见»推进会议上的讲话[ Ｊ] .中小学校长ꎬ２０１０(８):
４－７.

[１０] 吕丹. ＷＳＲ 系统方法论视域下江苏省小学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Ｄ].扬州: 扬州大学ꎬ２０１５.
[１１] 范晶晶.河南省小学体育“一校一品”特色学校创建活动案例分析

[Ｄ].郑州:河南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７.
[１２] 黄翊彬.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Ｊ] .中华眼科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５４

(１):１１－２２.
[１３] 谭建光. 世界新格局与«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价值[ Ｊ] .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５):１７－２５.
[１４] 赵婀娜. 别让青少年体质成民族隐忧[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４－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４０２ / ｃ１００３ － ２４７９８８４１. ｈｔ￣
ｍｌ.

[１５] 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１０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１－ ０９－
０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ｐｏ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ｎ４ / ｎ１４５ / ｃ３２８６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１６] 日本文部科学省.平成 ２２ 年度全国体力运动能力、运动习惯等

调査结果[概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１－ ０３－ ２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ＳＧ１ / ｅｓｔａｔ / Ｌｉｓｔ.ｄｏ? ｂｉｄ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９８６４＆ｃｙｃｏｄｅ ＝ ０.

[１７] 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１４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１１－
２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ｐｏ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ｎ３１５ / ｎ３２９ / ｃ２１６７８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１８]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科教部ꎬ日本体育协会科学委员会. 中日合作

青少年体质联合调查报告(第 ２ 报)[Ｒ].１９８７.
[１９] 蔡睿ꎬ王欢ꎬ李红娟ꎬ等.中日国民体质联合调查报告[ Ｊ] .体育科

学ꎬ２００８ꎬ２８(１２):３－１３.
[２０] 季成叶ꎬ张欣ꎬ尹小俭ꎬ等.中日两国学生身高发育水平及发展趋

势比较[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１ꎬ３２(１０):１１６８－１１７３.
[２１] 马铮.中日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比较研究[ 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

报ꎬ２０１０ꎬ３６(４):７７－８２.
[２２] 尹小俭ꎬ陈洪淼ꎬ杨静.二战后日本青少年体格特征与 ＧＤＰ 变化

的研究[Ｊ]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０ꎬ３６(９):７６－７９.
[２３] 曹飒.中日两国都市同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对比研究[ Ｄ].沈

阳:辽宁师范大学ꎬ２００８.
[２４] 袁翔ꎬ尹小俭ꎬ张婷ꎬ等.中国日本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发育状况

比较[Ｊ]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１)ꎬ１６１１－１６１５.
[２５] 邵君ꎬ孙毅ꎬ尹小俭ꎬ等.中国日本儿童青少年体质量指数与体能

指数的关系[Ｊ]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１)ꎬ１６１６－１６１９.
[２６] 郑冬华ꎬ毕存箭ꎬ尹小俭ꎬ等.中国日本儿童青少年体质指数与心

肺耐力的关系[Ｊ]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１)ꎬ１６２０－１６２３ꎬ１６２８.
[２７] 谢晴ꎬ吴慧攀ꎬ尹小俭ꎬ等.日本儿童青少年 １９００—２０１６ 年生长长

期趋势[Ｊ]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１)ꎬ１６２４－１６２８.
[２８] 顾金玥ꎬ吴慧攀ꎬ尹小俭ꎬ等.日本儿童青少年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体格

变化的聚类分析[Ｊ]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１)ꎬ１６０７－１６１０.
[２９] 刘新华.日本体力监测系统的建立与实施[ Ｊ] . 体育科学ꎬ２００５

(１０):４７－５２.
[３０] 周进国ꎬ 周爱光ꎬ王梦ꎬ等.中日青少年体质监测比较研究[ Ｊ] .体

育文化导刊ꎬ２０１３ꎬ１２８(２):３７－４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３０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０２

０１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