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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近 １０ 年内应用加速度计客观测量的中国儿童青少年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ｖｉｇｏｒ￣
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ＶＰＡ)水平及静态行为(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ＳＢ)ꎬ为中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干预及公共卫生决策提

供可靠的基线数据ꎮ 方法　 通过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ＯＲＴＤｉｓｃｕｓ、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及静态行为相关的文献ꎮ 依据基于 ＰＩＣＯＳ 原则制定的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严格筛选文献ꎮ 采

用基于 ＳＴＲＯＢＥ 声明修订的文献质量评价表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ꎮ 提取 ＭＶＰＡ、ＳＢ 时间等数据资料并应用 ＣＭＡ Ｖ２ 软件

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结果　 共 １６ 篇文献(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进入 Ｍｅｔａ 分析ꎬ样本量范围为 ９６~ ２ １６３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表明ꎬ中国

儿童青少年日均 ＭＶＰＡ 时间为 ３７.６６ ｍｉｎ / ｄꎬＳＢ 时间为 ５３９.６１ ｍｉｎ / ｄꎻ男生 ＭＶＰＡ 高于女生(Ｐ<０.０１)ꎻ上学日的 ＭＶＰＡ、ＳＢ
均高于周末(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中国儿童青少年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不足ꎬ静态行为较多ꎻ女孩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尤其

不足ꎬ上学日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及静态行为时间均高于周末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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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律的体力活动(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ＰＡ)是降低发

病及死亡风险的关键健康行为之一[１] ꎮ 促进体力活

动参与ꎬ尤其是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ｖｉｇｏｒ￣
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ＶＰＡ)能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ꎬ
提高运动能力ꎬ降低肥胖、抑郁及焦虑等风险[２－４] ꎮ 儿

童青少年时期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会对成年时期体力

活动产生积极影响ꎬ与成年时期慢性疾病风险降低密

切相关[５] ꎮ 此外ꎬ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ꎬ静态行为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ＳＢ)具有独立于体力活动不足的

健康危害[４] ꎮ 长时间的静态行为可能会导致体质下

降、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２ꎬ６] ꎬ甚至会影响心理

健康状况[７] ꎮ 因此ꎬ增加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或减少静

态行为时间均能改善儿童青少年健康状况ꎮ
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与静态行为评估是制定儿

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健康促进策略的重要基础和前

提ꎮ 目前ꎬ体力活动与静态行为评估方法主要包括主

观自我报告和客观测量 ２ 种方法ꎮ 基于大样本人群的

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调查常采用自我报告方式[８－９]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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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研究表明ꎬ自我报告数据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较

差ꎬ可能高估体力活动水平[１０] ꎮ 客观测量方法是精准

有效测量日常体力活动的重要方法ꎮ 加速度计作为

一种客观测量工具ꎬ已逐渐成为体力活动与静态行为

测量中常用的工具ꎮ 国内越来越多的体力活动研究

也采用较为准确的客观测量工具———加速度计ꎬ但由

于受到各种因素限制ꎬ多数研究为小样本研究ꎬ并且

各研究中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及静态行为时间不尽

相同ꎬ很难有效反映中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ꎮ
因此ꎬ本文采用描述性研究的 Ｍｅｔａ 分析ꎬ系统分析近

１０ 年内采用加速度计测量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的体力

活动及静态行为数据ꎬ准确了解我国儿童青少年的体

力活动水平及静态行为现状ꎬ为制定我国儿童青少年

体力活动与健康干预项目及公共卫生决策提供基线

数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中 Ｍｅｔａ 分析严格遵循 ＰＲＩＳＭＡ 系统综述

指导原则[１１] ꎮ
１.１　 文献检索策略　 通过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ＯＲＴＤｉｓ￣
ｃｕｓ、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相关文

献ꎮ 中文检索词:(“体力活动” 或“身体活动” 或“静

态行为”或“久坐行为”) ＡＮＤ(“儿童”或“青少年”或

“学生” 或 “ 初中生” 或 “ 高中生”)ꎮ 英文检索词: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 ’ ＯＲ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Ｒ ‘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Ｒ ‘ ａｄｏｌｅｓｃ∗ ’ ＯＲ ‘ ｔｅｅｎ∗ ’
ＯＲ ‘ ｙｏｕｔｈ’ ＯＲ ‘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Ｒ ‘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ꎮ 采用

主题词＋关键词的检索方式对各数据库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文献进行检索ꎬ同时追踪纳

入研究的参考文献ꎬ扩大文献数量ꎮ
１.２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基于 Ｍｅｔａ 分析文献选取

的 ＰＩＣＯＳ 原则[１１] ꎬ制订文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ꎮ
纳入标准为(１)研究对象:中国大陆儿童青少年(７ ~
１８ 岁或一至十二年级)ꎻ(２) 干预 / 暴露:ＭＶＰＡ、ＳＢꎻ
(３)比较:比较不同年龄、性别和时段差异ꎻ(４)结果:
加速度计测量每天的 ＭＶＰＡ 和 ＳＢ 时间ꎻ(５) 研究设

计:横断面研究或追踪研究(中、英文)ꎮ 此外ꎬ若文献

样本来源相同ꎬ仅纳入样本量最多的文献ꎮ
排除标准:(１)仅调查某时段的 ＭＶＰＡ 或 ＳＢ(如

体育课)ꎻ(２)会议摘要或综述ꎻ(３)应用问卷或计步器

等非加速度计测量工具评估的 ＭＶＰＡ 或 ＳＢꎮ
１.３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文献筛选:依据检索策略

进行数据库检索ꎬ然后由 ２ 位研究员根据纳入标准对

标题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ꎬ不符合的文献予以排除ꎻ
然后下载全文ꎬ再次筛选ꎮ 对 ２ 位研究员的筛选结果

进行对比ꎬ若出现不一致ꎬ协商或请教第三人ꎮ

使用 Ｅｘｃｅｌ 提取文献资料信息ꎬ包括作者、调查地

区和出版年份、受试者信息(样本量、性别、年龄等)、
ＭＶＰＡ 或 ＳＢ 测量方案和工具、ＭＶＰＡ 或 ＳＢ 切点值、
ＭＶＰＡ 和 ＳＢ 时间等ꎮ
１.４　 文献质量评价　 目前国内外无统一的调查研究

文献质量评价标准ꎬ因此本研究参考规范调查研究的

ＳＴＲＯＢＥ 声明[１２] ꎬ制定文献质量评价标准ꎮ 本研究中

文献质量评价包括 ５ 个条目:研究设计为横断面或纵

向研究ꎻ研究对象是否符合年龄范围ꎻ是否报告每天

的 ＭＶＰＡ 或 ＳＢ 时间ꎻ是否有 ＭＶＰＡ 或 ＳＢ 的切点值ꎻ
是否有 ＭＶＰＡ 或 ＳＢ 的详细测试方案ꎮ 根据各条目ꎬ
符合记 １ 分ꎬ不符合记 ０ 分ꎬ得分范围为 ０ ~ ５ 分ꎬ３ ~ ５
分可纳入 Ｍｅｔａ 分析ꎬ排除≤２ 分的文献ꎮ
１.５　 统计分析 　 应用 ＣＭＡ Ｖ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２)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计算合并效应值及

其 ９５％ＣＩꎮ 采用 Ｑ 检验和 Ｉ２ 检验评价异质性ꎬ若 Ｐ<
０.０５ 且 Ｉ２ > ５０％ꎬ表明存在异质性ꎬ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ꎻ反之ꎬ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ꎮ 按性别、年龄或年

级、时段进行亚组分析ꎮ 采用 Ｂｅｇｇ’ｓ 秩相关法检验发

表性偏倚ꎬ若 Ｐ>０.０５ꎬ表示不存在发表偏倚ꎬ反之则存

在发表偏倚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　 共检索到中国儿童青少年体力

活动及静态行为相关的文献 ４ ７５５ 篇ꎮ 剔除重复文献

并筛查题目和摘要后ꎬ初步获得文献 ２１５ 篇ꎮ 阅读全

文ꎬ根据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剔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

１９９ 篇文献后ꎬ获得相关文献 １６ 篇ꎮ 最终共有 １６ 篇

文献纳入 Ｍｅｔａ 分析ꎮ 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１ꎮ

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２.２　 纳入文献特征 　 纳入的 １６ 篇文献(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发表)ꎬ其样本量范围为 ９６ ~ ２ １６３ꎬ调查地区包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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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上海、天津、南京、南通、青海和沈阳ꎬ此外有 １ 项研

究调查了 １１ 个省的 ９ ~ １７ 岁人群的体力活动ꎮ 有 ４
篇为追踪研究ꎬ１２ 篇为横断面研究ꎮ 所有文献中体力

活动或静态行为均采用加速度计(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ꎬ ＦＬ) 测

量ꎮ １６ 篇文献中ꎬ１０ 篇调查了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和静态行为时间ꎬ５ 篇仅调查了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

间ꎬ１ 篇文献仅调查了静态行为时间ꎮ 纳入文献采用

的体力活动和静态行为切点值包括: Ｅｖｅｎｓｏｎ 切点

值[１３](ｎ ＝ ８)、中国儿童青少年切点值[１４](ｎ ＝ ４)、Ｗｅｌｋ
切点值[１５](ｎ ＝ ２)和其他的切点值(ｎ ＝ ２)ꎮ 此外ꎬ根据

文献质量评价标准ꎬ１６ 篇文献的得分均在在 ３ ~ ５ 分ꎮ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见表 １ ~ ２ꎮ

表 １　 纳入横断面研究文献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
发表
年份

调查
城市

样本量 年龄或年级 测试工具 测试方案 切点值
ＭＶＰＡ 均值 /
(ｍｉｎｄ－１)

ＳＢ 均值 /
(ｍｉｎｄ－１)

质量
评分

Ｎｉｅ[１６] ２０１９ 青海 ３９７ 四至十二年
级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５ ｓꎬ每天佩
戴 ２４ ｈꎬ共佩戴 ７ ｄ

ＭＶＰＡ≥２ ２９６ ｃｐｍ ６２.３±２１.７ － ３

王超[１７] ２０１８ 北京 ３２９ １２~ １４ 岁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５ ｓꎬ上学日
佩戴 １０ ｈ / ｄꎬ周末佩
戴 ８ ｈ / ｄꎬ共佩戴 ７ ｄ

ＭＶＰＡ≥２ ８００ ｃｐｍ ４０.０±１７.２ － ３

孙晨[１８] ２０１８ 上海 ５３６ 四、八年级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１０ ｓꎬ每天
佩戴≥８ ｈꎬ共佩戴 ７ ｄ

ＭＶＰＡ≥２ ２９６ ｃｐｍ 四年 级: 男 ( ３７. ４ ±
１１.３)ꎬ女(２８.５±６.５)ꎻ
八年 级: 男 ( ３５. １ ±
５.４)ꎬ女(２７.８±６.２)

－ ３

李超[１９] ２０１８ 北京 １５３ １２~ １４ 岁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每天佩戴≥１０ ｈꎬ共佩
戴 ７ ｄ

ＭＶＰＡ≥２ ２９６ ｃｐｍ ４２.７±１７.２ － ３

Ｓｉｌｖａ[２０] ２０１８ 天津 ４６３ ９~ １１ 岁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每天佩戴≥１０ ｈꎬ共佩
戴 ７ ｄ

ＭＶＰＡ ≥ ２ ２９６ ｃｐｍꎬ
ＳＢ≤１００ ｃｐｍ

４５.２±１５.９ ５６４.７±６７.７ ４

朱超慧[２１] ２０１７ 上海 １３４ 六至八年级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６０ ｓꎬ共佩
戴 ７ ｄ

ＳＢ≤ １００ ｃｐｍꎬ ＭＶＰＡ
≥２ ８００ ｃｐｍ

２３.５±１２.１ ５７２.１±９５.２ ４

张海平[２２] ２０１６ 沈阳 １４７ １２~ １４ 岁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１０ ｓꎬ共佩
戴 ７ ｄ

ＳＢ< １ＭＥＴＳꎬ ＭＶＰＡ ≥
３ＭＥＴＳ

－ 调查男、女生在上
学日和周末的 ＳＢ

３

李晓彤[２３] ２０１６ 北京 ２８８ １２~ １４ 岁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每天佩戴> １０ ｈꎬ共佩
戴 ７ ｄ

ＳＢ≤ １００ ｃｐｍꎬ ＭＶＰＡ
≥２ ２９６ ｃｐｍ

４４.８±１６.８ ６６０.５±７５.６ ４

Ｗａｎｇ[２４] ２０１６ 上海 ６１２ 五至八年级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３０ ｓꎬ每天
佩戴>１０ ｈ

ＭＶＰＡ≥２ ８００ ｃｐｍ ２２.０±１４.５ － ３

李松骏[２５] ２０１３ 南通 ２８６ １１. ７ ~ １７. ８
岁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每天佩戴> ８ ｈꎬ共佩
戴 ７ ｄ

ＳＢ<１００ ｃｐｍꎬＭＶＰＡ≥
１ ９５２ ｃｐｍ

男(４５.８±１９.６)ꎬ
女(３１.５±１５.５)

男(６２４. ０± １０２. ０)ꎬ
女(６７８.０±７８.０)

４

Ｗａｎｇ[２６] ２０１３ １１ 城
市

２ １６３ ９~ １７ 岁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 或
ＧＴ３Ｘ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６０ ｓꎬ每天
佩戴>１０ ｈꎬ共佩戴７ ｄ

ＳＢ≤ １００ ｃｐｍꎬ ＭＶＰＡ
≥２ ８００ ｃｐｍ

２８.３±１７.７ ５２１.５±１１０.０ ５

付强[２７] ２０１２ 南京 ２２８ ７~ １０ 岁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６０ ｓꎬ共佩
戴 ７ ｄ

ＳＢ≤ １００ ｃｐｍꎬ ＭＶＰＡ
≥２ １７２ ｃｐｍ

男(４８.０±２０.４)ꎬ
女(４０.１±１６.０)

男( ５６５. ６ ± ６１. ３)ꎬ
女(５３９.６±８７.５)

４

表 ２　 纳入追踪研究文献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
发表

年份

调查

城市

基线年

龄或年级

样本量

基线 追踪 １ 年后 追踪 ２ 年后
测试方案及工具 切点值 / ｃｐｍ 结果

质量

评分

方慧[２８] ２０１８ 上海 (４.６±０.５)岁 １２７ － １２７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１０ ｓꎬ每天佩戴>８ ｈꎬ
共佩戴 ７ ｄ

ＳＢ≤１００ꎬ
ＭＶＰＡ≥２ ２９６

由于基线儿童年龄不符合ꎬ因此排

除基线结果

追踪 ２ 年后分别报告男生、女生在

上学日和周末的 ＭＶＰＡ 和 ＳＢ

５

孙蕃[２９] ２０１７ 南通 四、七、十年级 ４７９ ４６７ ４５５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６０ ｓꎬ每天佩戴>８ ｈꎬ
共佩戴 ７ ｄ

ＳＢ≤１００ꎬ
ＭＶＰＡ≥２ ２９６

分别报告小学、初中、高中的男、女
生在基线、追踪 １ 年、２ 年后的 ＭＶ￣
ＰＡ 和 ＳＢ

５

祝芳芳[３０] ２０１５ 上海 七年级 １５８ １５８ －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每天佩戴>８ ｈꎬ共佩戴 ７ ｄ

ＳＢ≤１００ꎬ
ＭＶＰＡ≥２ ２９６

分别报告青少年在基线及追踪 １ 年

后的 ＭＶＰＡ 和 ＳＢ
４

王哲[３１] ２０１３ 南京 一至三年级 ９６ ９６ ９６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采样间隔 ６０ ｓꎬ每天佩戴>１０ ｈꎬ
共佩戴 ７ ｄ

ＳＢ≤１００ꎬ
ＭＶＰＡ≥２ １７２

分别报告小学男、女生在基线、追踪

１ 年、２ 年后上学日和周末的 ＭＶＰＡ
和 ＳＢ

５

２.３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２.３.１　 中国儿童青少年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和静坐行

为 Ｍｅｔａ 分析　 分别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的 ＭＶＰＡ 和 ＳＢ
进行异质性检验ꎬ结果发现 ２ 个结果变量均有异质性

(Ｐ<０.０１ꎬＩ２ >５０％)ꎮ 因此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合并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中国儿童青少年 ＭＶＰＡ 时间为

３７.６６ ｍｉｎ / ｄ(９５％ＣＩ ＝ ３４.８６ ~ ４０.４６)ꎬＳＢ 时间为５３９.６１
ｍｉｎ / ｄ(９５％ＣＩ ＝ ５１６.８３ ~ ５６２.４０)ꎬ见表 ３ꎮ
２.３.２　 发表性偏倚　 采用 Ｂｅｇｇ’ ｓ 秩相关检验发表性

偏倚ꎮ 结果表明ꎬ中国儿童青少年 ＭＶＰＡ 及 ＳＢ 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ｓ ｔａｕ 值分别为 ０.１５ꎬ－０.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均
不存在发表性偏倚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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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儿童青少年 ＭＶＰＡ 和 ＳＢ 异质性及发表偏倚

结局指标 文献数 样本量 效应量(９５％ＣＩ) 标准误
异质性

Ｑ 值 Ｐ 值 Ｉ２ 值

发表偏倚检验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ｓ ｔａｕ 值 Ｐ 值
ＭＶＰＡ １５ ７ ０９６ ３７.６６(３４.８６ ~ ４０.４６) １.４３ ２ ９１４.０４ <０.０１ ９８.７０％ ０.１５ ０.１８
ＳＢ １１ ５ ３６３ ５３９.６１(５１６.８３ ~ ５６２.４０) １１.６２ ３ ０７４.５６ <０.０１ ９８.８９％ －０.１２ ０.３７

２.３.３　 中国儿童青少年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亚组分

析　 结果表明ꎬ中国儿童青少年 ＭＶＰＡ 存在性别差

异ꎬ男生 ＭＶＰＡ(４３. ７８ ｍｉｎ / ｄ) 高于女生(３４. ４４ ｍｉｎ /
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中国儿童青少年上

学日 ＭＶＰＡ(３９.４５ ｍｉｎ / ｄ)高于周末(３３.０４ ｍｉｎ / ｄ)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中国 ７ ~ １２ 岁或一至六年

级儿童 ＭＶＰＡ(３７.６２ ｍｉｎ / ｄ)与 １２ ~ １８ 岁或七至十二

年级青少年 ＭＶＰＡ(３９.８８ ｍｉｎ / 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 ＝ ０.４１)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中国儿童青少年 ＭＶＰＡ 亚组分析

调节变量 文献数量 样本量 ＭＶＰＡ(９５％ＣＩ) / (ｍｉｎｄ－１ ) 标准误 Ｉ２ 值 / ％ Ｐ 值
性别
　 男 １１ ２ ８４１ ４３.７８(３９.７２ ~ ４７.８５) ２.０７ ９８.１６ <０.０１
　 女 １１ ２ ９１９ ３４.４４(３０.８３ ~ ３８.０５) １.８４ ９８.５１
年龄或年级
　 ７ ~ １２ 岁或一至六年级 ６ ２ ５４９ ３７.６２(３３.５９ ~ ４１.６６) ２.０６ ９８.１７ ０.４１
　 １２ ~ １８ 或七至十二年级 １０ ３ ９３５ ３９.８８(３６.２８ ~ ４３.２８) １.８４ ９８.６５
时段
　 上学日 １０ ５ ４２２ ３９.４５(３５.５４ ~ ４３.３６) １.９９ ９８.８４ ０.０２
　 周末 １０ ５ ３８４ ３３.０４(２９.３４ ~ ３６.７３) １.８９ ９８.９９

２.３.４　 中国儿童青少年静态行为的亚组分析 　 结果

表明ꎬ中国儿童青少年上学日的 ＳＢ(５４１.１３ ｍｉｎ / ｄ)高

于周末 ( ５００. ２３ ｍｉｎ / ｄ)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５)ꎻ中国儿童青少年男生 ＳＢ(５２６.６５ ｍｉｎ / ｄ) 低于

女生(５５４.４６ ｍｉｎ / ｄ)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ꎻ
中国儿童 ＳＢ ( ５２３. ８９ ｍｉｎ / ｄ) 低于青少年 ( ５５３. ５１
ｍｉｎ / ｄ)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５ꎮ

表 ５　 中国儿童青少年 ＳＢ 亚组分析

调节变量 文献数量 样本量 ＳＢ(９５％ＣＩ) / (ｍｉｎｄ－１ ) 标准误 Ｉ２ 值 / ％ Ｐ 值
性别
　 男生 ７ ２ １５８ ５２６.６５(４９０.４３ ~ ５６２.８８) １８.４８ ９８.７６ ０.３６
　 女生 ７ ２ １８７ ５５４.４６(５０７.９３ ~ ６００.９８) ２３.７４ ９９.３５
年龄或年级
　 ７ ~ １２ 岁或一至六年级 ５ ２ １１２ ５２３.８９(４９９.９１ ~ ５４７.８７) １２.２３ ９８.２９ ０.１８
　 １２ ~ １８ 岁或七至十二年级 ７ ３ ２５１ ５５３.５１(５１７.４６ ~ ５８９.５７) １８.４０ ９９.１０
时段
　 上学日 ９ ４ ３０７ ５４１.１３(５１９.４８ ~ ５６２.７９) １１.０５ ９７.９９ ０.０１
　 周末 ９ ４ ２７３ ５００.２３(４７９.８５ ~ ５２０.６１) １０.４０ ９６.０６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我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

(３７.６６ ｍｉｎ / ｄ)未达到我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指南

推荐的每天至少 ６０ ｍｉｎ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标

准[３２] ꎮ 澳大利亚儿童青少年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约 ３６.６ ｍｉｎ / ｄ[３３] ꎬ与本研究结果比较接近ꎮ 但我国儿

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低于加拿大(５９ ｍｉｎ / ｄ) [３４] 、英
国(６０.５ ｍｉｎ / ｄ) [３５]及美国(４８ ｍｉｎ / ｄ) [３６] ꎮ 总体看来ꎬ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低于欧美国家ꎮ 我国

儿童青少年静态行为时间为 ５３９.６１ ｍｉｎ / ｄ(约 ９ ｈ / ｄ)ꎮ
加拿大[３４] 、欧洲 ５ 国[３７] 、亚洲和英澳[３８] 儿童青少年

静态时间约为 ５００ ｍｉｎ / ｄꎮ 本研究结果与来自全球的

调查结果基本一致ꎮ 由此可见ꎬ全球儿童青少年基本

处于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ꎬ即在清醒状态下ꎬ静坐时

间超过 ８ ｈ[３９] 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我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不足

及静态行为时间较长不仅会造成儿童青少年体质状

况下滑ꎬ而且还预示着进入成年期后可能面临更多的

健康风险ꎬ从而严重制约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水平提

高ꎮ 因此ꎬ探索切实可行的干预策略增加儿童青少年

体力活动及减少静态行为是目前全社会亟待解决的

健康问题ꎮ
本研究中ꎬ男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高于女

生ꎬ与 Ｈａｌｌａｌ 等[１ꎬ４０－４１]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其原因可能

是男生和女生的生理和心理发育特点不同ꎬ以及男女

生的社会角色不同ꎬ男生倾向于积极参与到运动中ꎬ
而女生则倾向于选择静态性的活动方式ꎮ 在生长发

育阶段ꎬ合理的体力活动有助于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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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ꎬ因此ꎬ在体力活动干预阶段应当高度关注女

生体力活动不足这一现象ꎬ鼓励和引导女生积极参与

到体力活动中ꎮ 目前多数研究[４２－４３] 发现儿童的中高

强度体力活动水平高于青少年ꎬ但本研究发现儿童阶

段与青少年阶段的体力活动水平不存在差异ꎬ可能是

尽管课业负担随年龄而不断加重导致静坐时间增加ꎬ
但静坐时间增加并未对体力活动参与造成明显的影

响ꎮ 其次ꎬ本研究发现ꎬ儿童青少年上学日的中高强

度体力活动水平高于周末ꎮ 我国及加拿大等多数研

究均支持该结论[４４－４５] ꎮ 儿童青少年上学日的中高强

度体力活动水平更高可能是由于上学期间有结构性

的体育课程ꎬ能够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参与中高强度体

力活动的机会ꎬ促进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的提

高ꎮ 另外ꎬ本研究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前我国

儿童青少年家庭中的体力活动水平较低ꎬ父母对于儿

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促进不够重视ꎬ多数的家庭也未形

成较好的家庭运动氛围ꎮ 因此ꎬ制定体力活动家庭干

预策略也是提高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的重要

环节ꎮ
本研究中ꎬ儿童青少年的静态行为时间没有性别

差异ꎮ 郭强等[４２ꎬ４６－４７]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但也有其他研究发现ꎬ男生的 ＳＢ 时间少于女生[４８] ꎮ
因此ꎬ目前有关儿童青少年静态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差

异的研究结果并不是完全一致ꎮ
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静态行为时间不存在年龄差

异ꎬ但儿童的静态行为时间(５２３.８９ ｍｉｎ / ｄ)低于青少

年(５５３.５１ ｍｉｎ / ｄ)ꎬ与前人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４３ꎬ４９] ꎮ
可能随着年龄增长ꎬ所面临的升学压力较大ꎬ课业负

担越来越重ꎬ青少年在学习上投入更多的时间ꎬ导致

青少年时期的静态行为时间高于儿童时期ꎮ 本研究

结果还表明ꎬ我国儿童青少年上学日的静态行为时间

高于周末ꎬ与其他多数研究结果[４３ꎬ４５] 一致ꎮ 可能是上

学期间儿童青少年有较长的常规课堂学习ꎬ放学后还

要承担相应的课外作业及其他(如吃饭、阅读等)静态

活动[５０] ꎮ
近年来ꎬ尽管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如阳光体育)来促进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ꎬ但是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仍然不足且静坐少动时间

依旧过长ꎬ男生的体力活动水平高于女生ꎬ上学日的

体力活动水平和静态行为均高于周末ꎮ 因此ꎬ构建学

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

促进的干预模式是减少其静坐行为、促进儿童青少年

积极参与体力活动的重要措施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１)纳入文献的

数量有限ꎬ总体样本量较少ꎻ(２)尽管应用加速度计能

准确评估我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和静态行为水平ꎬ
但无法获得体力活动和静坐的行为特征ꎻ(３)纳入的

文献中所采用的体力活动水平和静态行为评估的切

点值不同ꎬ可能会影响结果的评估ꎻ(４)本研究中体力

活动及静态行为调查多来自于城市ꎮ 因此ꎬ在未来研

究中ꎬ为了更客观、更准确地了解我国儿童青少年体

力活动与静态行为状况ꎬ应采用大样本量、多层面及

体力活动行为调查与客观测试相结合等质量更高的

调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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