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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与家庭行为因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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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２２１００６ꎻ２.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分析徐州市 ６~ １４ 岁中小学生超重肥胖与家庭行为因素的关系ꎬ为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防控策略提
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确定徐州市 １０ 所小学、１０ 所初中的 ６ ２２０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通
过 χ２ 检验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家庭行为因素与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关系ꎮ 结果　 中小学男生超重肥胖率均高
于女生ꎬ城市高于农村(Ｐ 值均<０.０５)ꎮ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与中小学男生超重肥胖相关的家庭行为因素主要有父母肥胖、早
餐不规律、吃快餐、喜食甜食、饮含糖饮料、视屏时间长及睡眠时间短ꎬ与中小学女生超重肥胖相关的家庭行为因素主要有
父母肥胖、早餐不规律、吃快餐及喜食甜食(Ｐ 值均<０.０５)ꎮ 此外ꎬ饮含糖饮料及睡眠时间短与小学女生、视屏时间长与中
学女生超重肥胖均存在关联(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与小学生超重肥胖相关的家庭行为因素主要有早餐
不规律(ＯＲ男 ＝ １.５８ꎬＯＲ女 ＝ １.７４)、吃快餐(ＯＲ男 ＝ １.３７ꎬＯＲ女 ＝ １.１１)、喜食甜食(ＯＲ男 ＝ １.８５ꎬＯＲ女 ＝ １.５２)、饮含糖饮料(ＯＲ男

＝ １.６４ꎬＯＲ女 ＝ １.３３)及睡眠时间短(ＯＲ男 ＝ １.５６ꎬＯＲ女 ＝ １.６９)ꎻ视屏时间长与小学男生超重肥胖相关(ＯＲ ＝ １.１８)ꎮ 与中学生
超重肥胖相关的家庭行为因素主要有父母肥胖(ＯＲ男 ＝ １.２９ꎬＯＲ女 ＝ １.２３)及喜食甜食(ＯＲ男 ＝ １.４４ꎬＯＲ女 ＝ １.５１)ꎻ与中学男
生超重肥胖相关的家庭行为因素还包括早餐不规律(ＯＲ ＝ １.５１)、吃快餐(ＯＲ ＝ １.２２)、饮含糖饮料(ＯＲ ＝ １.７５)及视屏时间
长(ＯＲ＝ １.１５)ꎮ 结论　 家庭行为因素与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存在关联ꎬ且影响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家庭行为因素有所不同ꎮ
应采取以家庭为基础的行为干预方式ꎬ做好中小学生超重肥胖防制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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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重肥胖已成为影响中小学生健康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１] ꎬ我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

率分别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１. １１％ꎬ ０. １３％ 增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２.１％ꎬ７. ３％ꎬ 超重检出率年均增长值在 ０. ２７％ ~

１００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第 ４０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７



０.６３％之间ꎬ肥胖检出率年均增长值在 ０.１０％ ~ ０.５８％
之间[２] ꎮ 有研究表明ꎬ儿童期肥胖与成年后肥胖密切

相关ꎬ始于儿童期的超重肥胖比成年后才肥胖的人更

易罹患各种慢性病ꎬ肥胖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

的近期和远期危害也得到证实[３] ꎮ 多项研究结果表

明ꎬ父母超重肥胖、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儿童青少

年超重肥胖均有影响[４－７]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开

展ꎬ以徐州市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探讨中小学生超

重肥胖的家庭行为因素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ꎬ为有

针对性地制定相应防控策略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样本

量计算公式为 ｎ ＝ ｋ×Ｚ２α / ２Ｐ(１－Ｐ)
δ２ ꎮ 取 α ＝ ０.０５ꎬ中小学

生超重肥胖率 Ｐ ＝ １０.４１％[８] ꎬ容许误差 δ ＝ ０.１５Ｐꎬ设计

效率 ｋ 取 ２ꎬ代入公式ꎬ得 ｎ ＝ ２ ９４０ꎮ 按小学和初中分

两层ꎬ无效问卷按 １０％考虑ꎬ 需调查 ６ ４６８ 人ꎮ 以等

比例原则分配到徐州市的 １０ 个区(县)中ꎬ在各个区

(县)中用分层随机抽样原则抽取学校ꎬ将被抽中学校

同一年级顺序编号ꎬ运用随机数表抽取班级ꎬ小学每

个年级 １ 个班ꎬ初中每个年级 ２ 个班ꎬ每班至少 ４０ 人ꎬ
被抽中班级全部同学参与调查ꎮ 共抽取徐州市 ２０ 所

全日制中小学校(１０ 所小学ꎬ１０ 所初中) ６ ５０６ 名 ６ ~
１４ 岁学生进行调查ꎮ 回收有效问卷 ６ ２２０ 份ꎬ有效率

为 ９５.６０％ꎮ 其中男生 ３ ３２８ 名ꎬ女生 ２ ８９２ 名ꎻ小学生

３ ２２８ 名ꎬ 中学生 ２ ９９２ 名ꎻ 城市 ３ ７９０ 名ꎬ 农村

２ ４３０ 名ꎮ
１.２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并进行预调查ꎬ根据反

馈信息进行修改完善ꎮ 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９ꎮ 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年级)、父
母肥胖、吃早餐频次、吃西式快餐频次、甜食摄入、含
糖饮料摄入、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视屏时间及睡眠时

间等ꎬ现场测量学生身高、体重ꎮ 由班主任发放知情

同意书ꎬ经学生家长签字同意后收回ꎮ 由经过培训的

调查员进入教室再次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ꎬ获
得所有学生的同意后讲解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ꎬ当场

填写当场回收ꎮ 本研究通过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３　 相关定义　 (１)父母肥胖及小学生超重肥胖:父
母肥胖以调查对象主观感受为主ꎬ询问调查对象是否

感觉自己的父母偏胖ꎮ 小学生使用 ２００４ 年中国肥胖

问题工作组颁布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

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 [９] 作为学生超重肥胖的判

断标准ꎮ (２)家庭经济情况:主要填写学生主观感受ꎬ
分好、中、差 ３ 个等级ꎮ (３)饮食:主要调查是否喜食

甜食及含糖饮料ꎮ (４)早餐规律:每周早餐次数≤３ 次

为不规律ꎬ>３ 次为早餐规律ꎮ (５)吃西式快餐:每周

吃西式快餐≥１ 次ꎮ (６)睡眠时间:采用自填方式回忆

前一周周一至周五睡觉和起床时间以及周末睡觉和

起床时间ꎬ两者相加之和除以 ７ꎬ即为每天平均睡眠时

间ꎮ 根据相关规定[１０] ꎬ小学生睡眠不足指每天睡眠时

间<１０ ｈꎮ (７)视屏时间:包括每天看电视、上网(包括

计算机、手机)和玩游戏(包括计算机、手机)时间ꎮ 即

“周一到周五通常每天看电视、上网、玩游戏的时间分

别是多少天” “周六和周日通常每天看电视、上网、玩
游戏的时间分别是多少天”将看电视、上网、玩游戏时

间相加之和除以 ７ꎬ即得到平均每天视屏时间ꎮ (８)身

高、体重:由统一培训人员测量学生的身高、体重ꎬ身
高测量为赤足高度ꎬ均精确到小数点后 １ 位ꎮ 体质量

指数(ＢＭＩ)＝ 体重(ｋｇ) / 身高２(ｍ) ２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

由专人双录入ꎬ经逻辑检错无误后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

件进行分析ꎮ 采用 χ２ 检验对计数资料进行比较ꎮ 以

超重肥胖为因变量ꎬ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

家庭行为因素与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关系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徐州市中小学学生超重肥胖率为

１２.０９％ ( ７５２ / ６ ２２０ )ꎬ 其中小学生 超 重 肥 胖 率 为

１４.３４％(４６３ / ３ ２２８)ꎬ中学生为 ９. ６６％ ( ２８９ / ２ ９９２)ꎮ
男生超重肥胖率高于女生ꎬ小学生高于初中生ꎬ城市

学生高于农村学生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超重肥胖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 ３２８ ４６９(１４.０９) ２６.６０ <０.０１

女 ２ ８９２ ２８３(９.７９)
学段 小学 ３ ２２８ ４６３(１４.３４) ３１.６２ <０.０１

初中 ２ ９９２ ２８９(９.６６)
城乡 城市 ３ ７９０ ４６５(１２.２７) １１.７３ <０.０１

农村 ２ ４３０ ２３０(９.４７)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家庭行为因素与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关系的单因

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与中小学男生超重肥胖相

关的家庭行为因素主要有父母肥胖、早餐不规律、吃
快餐、喜食甜食、饮含糖饮料、视屏时间长及睡眠时间

短ꎮ 中小学女生超重肥胖相关的家庭行为因素主要

有父母肥胖、早餐不规律、吃快餐及喜食甜食ꎻ而与小

学女生超重肥胖相关的因素还有饮含糖饮料及睡眠

时间短ꎻ与中学女生超重肥胖相关的因素还有视屏时

间长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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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徐州市不同家庭行为因素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组别
小学男生

人数 超重肥胖 χ２ 值

小学女生

人数 超重肥胖 χ２ 值

中学男生

人数 超重肥胖 χ２ 值

中学女生

人数 超重肥胖 χ２ 值
父母肥胖 是 ５５５ １０７(１９.２８) ４.１６∗ ５３２ ７７(１４.４７) ４.５７∗ ３８８ ６９(１７.７８) １８.２７∗ ３１７ ３３(１０.４１) ５.３６∗

否 １ １２４ １７１(１５.２１) １ ０１７ １０８(１０.６２) １ ２６１ １２２(９.６７) １ ０２６ ６５(６.３４)
每周早餐次数 >３ １ ４０８ ２１１(１４.９９) １４.９０∗ １ ４０８ １４７(１０.４４) ３１.６７∗ １ ３８２ １４３(１０.３５) １１.９９∗ １ ２０１ ８１(６.７４) ４.３９∗

≤３ ２７１ ６７(２４.７２) １４１ ３８(２６.９５) ２６７ ４８(１７.９８) １４２ １７(１１.９７)
每周吃快餐次数 <１ ６９７ １３７(１９.６６) ７.９０∗ ６２１ ８９(１４.３３) ５.２５∗ ６２０ ９５(１５.３２) １２.９９∗ ５２１ ４８(９.２１) ４.１７∗

≥１ ９８２ １４１(１４.３６) ９２８ ９６(１０.３４) １ ０２９ ９６(９.３３) ８２２ ５０(６.０８)
喜食甜食 是 １ １１３ ２０９(１８.７８) １１.３１∗ １ ０８０ １４６(１３.５２) ７.９３∗ １ １１０ １４４(１２.９７) ６.００∗ ８９３ ７７(８.６２) ６.３５∗

否 ５６６ ６９(１２.１９) ４６９ ３９(８.３２) ５３９ ４７(８.７２) ４５０ ２１(４.６７)
含糖饮料 是 ４４４ ５１(１１.４９) １０.７４∗ ４２８ ３２(７.４８) １０.６４∗ ４８５ ３３(６.８０) １４.６７∗ ３５３ １７(４.８２) ３.８８

否 １ ２３５ ２２７(１８.３８) １ １２１ １５３(１３.６５) １ １６４ １５８(１３.５７) ９９０ ８１(８.１８)
自评家庭经济 好 ４２６ ７３(１７.１４) ０.１６ ３５０ ４６(１３.１４) ０.７０ ４４３ ５３(１１.９６) １.３２ ３７３ ２８(７.５１) ０.０６

中 ８５７ １４１(１６.４５) ７４６ ８８(１１.８０) ８５３ ９２(１０.７９) ６３２ ４５(７.１２)
差 ３９６ ６４(１６.１６) ４５３ ５１(１１.２６) ３５３ ４６(１３.０３) ３３８ ２５(７.４０)

视屏时间 / ｈｄ－１ ≤２ １ ２８１ １９６(１５.３０) ５.８０∗ １ ３８９ １６１(１１.５９) １.２８ １ ２４９ １３２(１０.５７) ４.７７∗ １ ０５４ ６８(６.４５) ４.６１∗

>２ ３９８ ８２(２０.６０) １６０ ２４(１５.００) ４００ ５９(１４.７５) ２８９ ３０(１０.３８)
睡眠时间 / ｈｄ－１ <１０ １ ３０２ ２４３(１８.６６) １７.９４∗ １ １００ １５８(１４.３６) ２０.３５∗ １ ２７４ １６３(１２.７９) ７.５２∗ １ ０５０ ８５(８.１０) ４.０１

≥１０ ３７７ ３５(９.２８) ４４９ ２７(６.０１) ３７５ ２８(７.４７) ２９３ １３(４.４４)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ꎻ∗Ｐ<０.０５ꎮ

２.３　 家庭行为因素与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关系的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超重肥胖(是 ＝ １ꎬ否 ＝ ０)为因变量ꎬ
以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家庭行为因素[父母肥胖

(是＝ １ꎬ否 ＝ ０)ꎬ早餐不规律(是 ＝ １ꎬ否 ＝ ０)ꎬ吃快餐

(是＝ １ꎬ否＝ ０)ꎬ喜食甜食(是＝ １ꎬ否 ＝ ０)ꎬ饮食糖饮料

(是＝ １ꎬ否＝ ０)ꎬ视屏时间( >２ ｈ / ｄ ＝ １ꎬ≤２ ｈ / ｄ ＝ ０)ꎬ
睡眠时间( <１０ ｈ / ｄ ＝ １ꎬ≥１０ ｈ / ｄ ＝ ０)]为自变量ꎬ利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家庭行为因素与中小学生超重

肥胖的关系ꎮ 与体重正常中小学生相比ꎬ与小学生及

中学男生超重肥胖共同相关的家庭行为因素主要有

早餐不规律、吃快餐、喜食甜食及饮含糖饮料ꎻ此外睡

眠时间短与小学生、视屏时间长与中小学男生、父母

肥胖与中学生、饮含糖饮料与中学女生超重肥胖有关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家庭行为因素与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关系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小学男生(ｎ ＝ １ ６７９) 小学女生(ｎ ＝ １ ５４９) 中学男生(ｎ ＝ １ ６４９) 中学女生(ｎ ＝ １ ３４３)
父母肥胖 １.０９(０.７１ ~ １.３１) １.１５(０.８４~ １.５７) １.２９(１.０４ ~ １.５９) １.２３(１.０２ ~ １.５４)
早餐不规律 １.５８(１.１８ ~ ２.１１) １.７４(１.２８~ ２.３６) １.５１(１.２５ ~ １.８３) １.２６(０.７８ ~ ２.０５)
吃快餐 １.３７(１.１０ ~ １.７０) １.１１(１.０３~ １.８９) １.２２(１.０４ ~ ２.１１) ０.９６(０.７８ ~ １.１９)
喜食甜食 １.８５(１.０４ ~ ３.３０) １.５２(１.０３~ ２.８３) １.４４(１.０６ ~ ２.１２) １.５１(１.１３ ~ ２.０１)
饮含糖饮料 １.６４(１.３２ ~ ２.３３) １.３３(１.２１~ ２.０５) １.７５(１.２３ ~ ２.６２) －
每天视屏时间>２ ｈ １.１８(１.０３ ~ １.６７) － １.１５(１.０４ ~ １.９６) １.０８(０.８８ ~ １.３４)
每天睡眠时间<１０ ｈ １.５６(１.１３ ~ ２.１４) １.６９(１.１５~ ２.４６) １.０５(０.８６ ~ １.５５) －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徐州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率

为 １２.０９％ꎬ与陈贻珊等[１１] 对全国儿童青少年调查结

果(１２.２％)基本持平ꎮ 小学生超重肥胖率为 １４.３４％ꎬ
中学生为 ９.６６％ꎬ男生高于女生ꎬ小学生高于初中生ꎬ
城市高于农村ꎬ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２－１４] ꎬ提示

男生和小学生是青少年超重肥胖发生的重点人群ꎬ对
学生进行肥胖干预时ꎬ应考虑性别、年龄和地区的

特点ꎮ
父母肥胖对儿童青少年体重有重要影响ꎬ是由遗

传、生活方式等多种家庭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１５] 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在调整混杂因素后ꎬ父母肥胖

与小学生肥胖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ꎬ而与中学生肥胖

存在统计学关联ꎮ 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父母是否肥

胖为学生的主观感受ꎬ 与父母真实体型存在一定

误差ꎮ
不良饮食行为与青少年肥胖有密切关系ꎮ 甜食

深受儿童青少年喜爱ꎬ使超重肥胖儿童数量增长迅

速[１６] ꎮ Ｐｏｔｉ 等[１７] 研究发现ꎬ西式快餐与超重肥胖有

较强关联ꎮ Ｄａｎｙｌｉｗ 等[１８]研究表明ꎬ６ ~ １１ 岁男生软饮

料摄入高者超重肥胖发生风险是一般摄入者的 ２. ３
倍ꎮ 本次研究同样发现ꎬ喜食甜食、西式快餐、含糖饮

料与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有关ꎬ而与中学女生超重肥胖

相关的仅有喜食甜食ꎮ 除中学女生外ꎬ早餐不规律也

与徐州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相关ꎮ 早餐在全天的能

量供应和营养素摄入中占有重要地位ꎬ不吃早餐会使

中枢神经系统受到空腹刺激ꎬ饥饿感使中小学生在午

餐中不知不觉地过量进食ꎬ从而引起超重肥胖ꎮ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ꎬ儿童青少年的体力活动水

平逐渐降低ꎬ静态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ꎬ本次调查显

示ꎬ每天视屏时间>２ ｈ 与中小学男生超重肥胖有关ꎮ
Ｅｋｅｌｕｎｄ 等[１９]研究发现ꎬ学生看电视时间与超重肥胖

存在相关性ꎮ 张子龙等[２０]研究表明ꎬ静态视屏行为与

体质健康高度相关ꎬ每天看电视、用计算机和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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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２ ｈ 的学生体质不及格的风险高于≤２ ｈ 的学

生ꎮ Ｆｕｌｔｏｎ 等[２１]在美国 ６ ~ １１ 岁的学生中发现ꎬ看电

视>２ ｈ / ｄ 是女生超重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ꎮ 程兰

等[２２]研究结果表明ꎬ小学女生每天视屏时间>１ ｈꎬ超
重肥胖发生的风险会增加ꎮ 但本次调查视屏时间与

中小学女生超重肥胖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在徐州市小学生群体中ꎬ肥胖者

的睡眠时间少于体重正常者ꎮ 睡眠时间不足可能会

改变代谢激素如瘦素、胃饥饿素等水平ꎬ并通过调节

食欲和食物的选择破坏能量平衡[２３] ꎬ刺激个体饥饿感

来促进食欲ꎬ使身体倾向于摄入碳水化合物和高能量

食物[２３－２４] ꎮ 有报道显示ꎬ入睡时间晚和睡眠时间短会

导致夜晚食物摄取行为以及白天疲累感ꎬ从而使运动

量减少[２５] ꎮ 此外ꎬ睡眠不足会影响正常的规律性膳

食ꎬ很多饮食行为如不吃早餐、摄入低营养高能量膳

食会直接促进肥胖的形成[２３ꎬ２６] ꎮ 但本次研究未得出

睡眠时间与中学生超重肥胖间的统计学关联ꎮ 可能

因为中学生课业繁重ꎬ 睡眠时间均有不同程度的

压缩ꎮ
本次研究为横断面调查ꎬ对于家庭行为因素与学

生超重肥胖的研究仅限于关联性研究ꎬ两者是伴随关

系ꎬ无法确定因果关系ꎮ 如要确定家庭行为因素对中

小学生超重肥胖发生的影响还应进行进一步的队列

研究ꎮ 此外ꎬ本研究收集与学生超重肥胖相关的家庭

行为因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如未获得学生的家庭经

济情况及学生父母的准确体重ꎬ未对学生食物摄入进

行定量研究、未对学生身体活动时间进行调查ꎬ均可

能使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ꎮ 总之ꎬ家庭行为因素对中

小学生超重肥胖的发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ꎬ要针对

不同学生人群超重肥胖相关家庭行为因素的特点进

行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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