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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广东省青少年睡眠时间、运动情况与超重肥胖的关系ꎬ为青少年体重管理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

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广东省深圳市、阳江市、清远市 ３ ０２０ 名初中和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采用青少年身心健康问卷

调查睡眠时间、运动等情况ꎬ测量研究对象的身高、体重ꎬ并计算体质量指数(ＢＭＩ)ꎮ 结果　 广东省青少年学生超重肥胖的

发生率为 １１.４９％ꎬ初中生超重肥胖发生率为 １３.１８％ꎬ高中生为 ９.５４％ꎻ初中生和高中生每天睡眠时间<８ ｈ 的比例分别为

７４.８３％和 ９４.２３％ꎻ初中生参加充足( ≥３ 次 / 周) 大强度和小强度运动的比例分别为 ３２.６１％和 ２９.０２％ꎬ高中生分别为

１８.５２％和 １８.８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７７.５２３ꎬ４２.０６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高中生每天睡眠时间

<８ ｈ 的学生超重肥胖发生率为 ９.９９％ꎬ高于睡眠充足的学生(２.４７％)ꎮ 多因素分析显示ꎬ在调整性别、运动、城乡、父母文

化程度、是否独生等因素以后ꎬ睡眠时间<８ ｈ / ｄ 仍是高中生超重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 ＝ ２.７７ꎬ９５％ＣＩ ＝ １.３４ ~ ５.７５)ꎬ运
动情况与青少年超重肥胖无相关性ꎮ 结论　 睡眠不足为高中生超重肥胖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ꎬ是否参与运动与青少年超

重 / 肥胖的发生无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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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超重肥胖是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ꎬ在世界

范围内呈现持续增长趋势[１] ꎮ 除遗传因素、饮食习惯

外ꎬ睡眠和运动情况也是影响超重肥胖的重要因

素[１－２] ꎮ 既往研究显示ꎬ睡眠时间缩减不仅是青少年

超重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ꎬ而且会增加成年期肥胖的

发生风险[２－３] ꎮ 而运动对肥胖影响的结论不一ꎬ有学

者认为有氧运动能有效控制体重[４] ꎻ也有学者认为如

果不限制能量的摄入ꎬ单纯依靠运动减肥的效果甚

微[５] 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对广东省

深圳市、清远市和阳江市 ３ ０２０ 名初中生和高中生的

超重 / 肥胖、睡眠持续时间、运动情况进行了调查ꎬ并

８３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第 ３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３



分析睡眠时间和运动与超重肥胖的关系ꎬ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首先在广东省抽

取深圳、阳江和清远作为研究现场ꎻ然后ꎬ在每个研究

现场农村和城市分别随机选取 １ 所高中和 １ 所初中ꎻ
以班级作为抽样单位ꎬ从被选择的学校每个年级(初

中一~三年级、高中一 ~ 二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ꎬ被
抽取班级中所有学生均为研究对象ꎬ排除严重生理和

心理疾病者ꎮ 共调查 ３ ０２０ 名学生ꎬ其中男生 １ ４９７ 名

( ４９. ５７％)ꎬ女生 １ ５２３ 名 ( ５０. ４３％) ꎬ平均年龄为

(１４.３０±１.２７)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自行编制的中国青少年身心

健康问卷ꎬ该问卷的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家庭

所在地、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日常睡眠时间、每
周参加不同强度运动的情况等ꎮ 获得知情同意后ꎬ由
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班调查ꎮ 调查员或班主任

统一讲解问卷的填写方法ꎬ学生独立完成问卷ꎮ 问卷

回收前ꎬ调查员检查问卷完整性ꎬ如有遗漏项目ꎬ现场

补全ꎬ合格后收回ꎮ
１.２.２　 体格检查 　 由经专门培训的体检医生测量研

究对象的身高和体重ꎬ测量过程中要求受试者空腹、
脱鞋ꎬ穿统一的单件校服进行测量ꎮ 身高和体重测量

采用立柱式身高坐高计和杠杆式体重计ꎬ严格按调研

手册进行测量ꎮ 记录时减去衣服重量ꎮ
１.２.３　 相关指标的界定　 (１)睡眠时间:按照美国国

家睡眠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建议的睡眠

时间界定ꎬ青少年<８ ｈ / ｄ 的睡眠为睡眠不足ꎮ (２)运

动情况:每周有 ３ 次以上参加打球、跑步ꎬ每次出汗ꎬ气
喘吁吁ꎬ且每次至少 ２０ ｍｉｎ 时间定义为有充足大强度

运动ꎻ每周有 ３ 次以上散步、打太极拳等ꎬ且每次至少

２０ ｍｉｎ 时间定义为有充足小强度运动[６] ꎮ (３)超重肥

胖: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２ ( ｍ２ )ꎬ根据

«中国 ２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体重指数

界值点的研究»中建立的标准筛查超重和肥胖[７]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采用

双人双录入法录入数据ꎬ核对无误后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定量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

进行描述ꎬ计数资料采用率、构成比进行描述ꎬ采用 ｔ
检验、χ２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ꎬ多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模型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以及睡眠、运动情况　 共

检出超重肥胖者 ３４７ 人ꎬ检出率为 １１.４９％ꎮ 初中生超

重肥胖检出率为 １３.１８％ꎬ高于高中生的 ９.５４％ ( χ２ ＝
９.４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中学生睡眠不足报告率为 ８２.７８％ꎬ
高中生报告率(９４.２３％) 高于初中生(７２.８３％) ( χ２ ＝
２３５.５０１ꎬＰ<０.０１)ꎮ 参加充足的大强度运动和小强度

运动的青少年分别占 ２６.０６％和 ２４.３０％ꎬ初中生参加

运动的比例(３２.６１％ꎬ２９.０２％)高于高中生(１８.５２％ꎬ
１８.８７％)(χ２ 值分别为 ７７.５２３ꎬ４２.０６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睡眠时间和运动情况与超重肥胖的单因素分析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广东省初高中学生影响超重肥胖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初中

人数 超重 / 肥胖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高中

人数 超重 / 肥胖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区域 农村 １ ００２ １１３(１１.２８) １４.６７ <０.０１ ８１７ ５０(６.１２) ２５.２３５ <０.０１

城市 ６１４ １００(１６.２９) ５８７ ８４(１４.２９)
性别 男 ９０７ １４４(１５.８８) １２.８２６ <０.０１ ５９０ ８０(１３.５８) １８.９６５ <０.０１

女 ７０９ ６９(９.７９) ８１４ ５４(６.６５)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２９１ ６０(２０.６２) １８.８５４ <０.０１ ３１３ ５４(１７.２５) ２８.５５２ <０.０１

否 １ ３２５ １５３(１１.５５) １ ０９１ ８０(７.３３)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５８ ２８(１０.８８) ７.０５６ ０.０８６ ２９６ ２０(６.７６) １８.１９６ <０.０１

初中 ７３９ ８８(１１.８６) ４９４ ３３(６.６４)
高中或中专 ４４５ ６６(１４.８１) ３９２ ４７(１１.９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７４ ３１(１７.８４) ２２２ ３４(１２.２６)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５５７ ６５(１１.６７) １０.１７６ ０.０３１ ５００ ２６(５.２４) ２６.６１６ <０.０１
初中 ６３１ ７４(１１.７４) ４３９ ３９(８.８７)
高中或中专 ３１７ ５６(１７.６５) ３１８ ４６(１４.４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１１ １８(１６.２４) １４７ ２３(１５.５７)

睡眠时间 / (ｈｄ－１ ) <８ １ １７７ １５５(１３.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９７６ １ ３２３ １３２(９.９８) ４.９９７ ０.０２５
≥８ ４３９ ５８(１３.２３) ８１ ２(２.４７)

充足大强度运动 有 ５２７ ７８(１４.８０) １.８９７ ０.１８１ ２６０ ２９(１１.１５) １.０３１ ０.３４７
无 １ ０８９ １３５(１２.４０) １ １４４ １０５(９.１８)

充足小强度运动 有 ４６９ ７０(１４.９３) １.８０２ ０.１９４ ２６５ ２７(１０.１９) ０.１３１ ０.７２８
无 １ １４７ １４３(１２.４７) １ １３９ １０７(９.３９)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由表 １ 可见ꎬ初中生超重肥胖与城乡、性别、是否

独生子女、母亲文化程度相关ꎻ高中生超重肥胖与城

乡、性别、睡眠时间、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

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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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睡眠时间和运动情况对青少年超重肥胖影响的

多因素分析　 以超重肥胖作为因变量ꎬ以性别、城乡、
运动情况、睡眠情况、父母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等

因素为自变量ꎬ采用逐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向前回归的方法建

立回归模型ꎬ入选水准 α＝ ０.０５ꎬ剔除水准 β ＝ ０.１０ꎮ 结

果显示ꎬ初中生超重肥胖与母亲的文化程度、是否独

生子女、城乡等有关ꎬ而与睡眠时间和运动情况无统

计学意义相关ꎻ高中生超重肥胖与睡眠时间<８ ｈ / ｄ、
是否独生子女、城乡相关ꎬ而与运动情况无统计学意

义相关性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广东省初高中学生超重肥胖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初中(ｎ ＝ １ ６１６)

Ｂ 值 χ２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高中(ｎ ＝ １ ４０４)

Ｂ 值 χ２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睡眠时间 <８ ｈ / ｄ ０.４３ １.３３４ １.５４(０.９６ ~ ２.０８) １.０２ ４.２４２ ２.７７(１.３４ ~ ５.７５) ∗

性别 女 －０.４２ ４.９４２ ０.６６(０.４６ ~ ０.９４) ∗ －０.６６ ９.５１４ ０.５２(０.３４ ~ ０.７９) ∗

独生子女 是 ０.６６ １０.９３０ １.９４(１.３１ ~ ２.８７) ∗ ０.５８ ６.１１０ １.７９(１.１３ ~ ２.８４) ∗

城乡 城市 ０.３５ ４.１１４ １.４６(１.０１ ~ ２.０９) ∗ ０.５３ ４.５３６ １.６９(１.０４ ~ ２.７５) ∗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 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１.０２(０.４８ ~ ２.１８) －１.２３ １.１８０ ０.２９(０.０３ ~ ２.６８)
高中或中专 －０.５３ ６.１６８ ０.５９(０.５１ ~ ０.６８) ∗ －０.８８ ０.５９４ ０.４１(０.０４ ~ ３.９０)
大专及以上 －０.６９ ７.８４３ ０.５０(０.４５ ~ ０.５５) ∗ －０.９８ ０.６９９ ０.３８(０.０４ ~ ３.７３)

充足大强度运动 有 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１.０２(０.７０ ~ １.４７) ０.１０ ０.１４４ １.１１(０.６６ ~ １.８５)
充足小强度运动 有 ０.０９ ０.２５７ １.１０(０.７６ ~ １.６０) －０.４４ ２.３５２ ０.６５(０.３７ ~ １.１３)

　 注:∗Ｐ<０.０５ꎮ 睡眠时间以≥８ ｈ / ｄ 为参照ꎬ性别以男为参照ꎬ独生子女以否为参照ꎬ城乡以农村为参照ꎬ母亲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ꎬ充足

大强度运动和充足小强度运动均以无为参照ꎮ

３　 讨论

青少年超重肥胖已经是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

题ꎬ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估计ꎬ２００４ 年全球约有

１０％的儿童青少年为超重和肥胖[８] ꎮ 美国国家营养和

健康调查(ＮＨＡＮＥＳ)显示ꎬ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间的 １２ ~ １９
岁青少年肥胖发生率是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的 ３ 倍之多[９] ꎮ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显示ꎬ１９９１—２０１１ 年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肥胖率由 １.６３％上升到 ５.９９％[１０] ꎮ
本调查数据显示ꎬ 青 少 年 超 重 肥 胖 的 检 出 率 为

１１.５１％ꎬ和国内以往的文献报道一致[１１－１２] ꎮ
充足的睡眠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育的一个重要

因素ꎬ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认为青少年每天<８ ｈ 的睡

眠时间为睡眠不足[１３－１４] ꎮ 据此标准ꎬ国内外青少年睡

眠不足的现象十分普遍ꎬ如我国 ２０１０ 年全国汉族中小

学生睡眠情况调查显示ꎬ初中生睡眠不足报告率为

６８.６９％ꎬ高中生为 ９１.１１％[１５] ꎻ美国亚特兰大高中生睡

眠不足报告率为 ６９.０％[１６] ꎻ沙特阿拉伯 １５ ~ １９ 岁青少

年睡眠不足报告率约为 ５０％[１７] ꎮ 本次调查中广东省

青少年的睡眠不足与以上报道类似ꎬ可能与青少年群

体学习负荷过大有关ꎮ
以往研究显示睡眠缩减可以增加青少年肥胖的

发生风险[１８－１９] ꎮ 而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当调整了性别、
城乡、父母文化程度等因素以后ꎬ睡眠时间<８ ｈ / ｄ 是

高中生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ꎬ但这一关联并未在初中

生中发现ꎮ 目前对睡眠不足可能导致肥胖的生物学

证据主要为睡眠剥夺会放松对瘦素和胃饥饿素的控

制ꎬ而瘦素通过抑制食物摄取和刺激能量消耗来控制

食欲ꎬ胃饥饿素通过刺激饥饿、脂肪生产和身体增长

来控制食欲[２０] ꎮ 此外ꎬ也有研究证实睡眠减少可导致

零食类食物摄入增加[１９] ꎮ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每周超过 ３ 次的大

强度或小强度运动与超重肥胖无统计学意义相关ꎬ与
国外部分研究的结果类似ꎬ如 Ｋｗｏｎｇ 等[２１]的研究结果

也显示仅依靠体育锻炼并不能有效减轻体重ꎬ运动应

该与饮食控制结合才能较好地控制体重ꎮ 此外ꎬ本研

究结果还显示在初中生人群中母亲文化水平与超重

和肥胖相关ꎬ提示应加强对母亲的健康教育ꎬ提高母

亲对肥胖的认识及相关预防超重肥胖的技能有助于

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预防和控制ꎮ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１)以睡眠时间<８ ｈ / ｄ

界定为睡眠不足ꎬ并未考虑到研究对象中可能存在睡

眠障碍的青少年ꎬ而睡眠障碍与超重和肥胖的关系可

能会影响睡眠不足与超重肥胖的关系ꎻ(２)超重肥胖

与睡眠、运动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ꎬ但
本研究未能涵盖所有的因素ꎻ这些局限性影响了本研

究结果的外推ꎬ在以后的研究中有望进一步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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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实施者ꎬ家长作为学生健康的第一保护人的作

用ꎮ 学校教师要在课间主动督促、带领孩子到户外活

动ꎬ同时做好运动防护ꎬ及时纠正孩子活动中危险动

作ꎬ既保证安全又促进锻炼ꎮ 另外ꎬ学校可以通过留

家庭锻炼作业的方式ꎬ建立起家校联动的机制ꎬ指导

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带领孩子一起锻炼ꎬ让运动成为学

生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ꎬ共同促进学生体育锻炼及

运动习惯的培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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