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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初中生平均每日在校内外户外活动时间与呼吸道症状之间的关系ꎬ为预防青少年患呼吸道相关

疾病提供依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６ 年在武汉市方便选取 ２ 所中学ꎬ对所有的八年级学生共 ８６０ 名进行问卷调查ꎬ利用 ＳＡＳ ９.４
软件进行广义线性分析ꎮ 结果　 学习日男女生平均校外户外活动时间为(１.８４±２.３０)(１.５１±１.９９) ｈꎻ校内户外活动时间男

生为(１.７４±１.５０)ｈꎬ女生为(１.４９±１.２０)ｈ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１９ꎬ２.６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因素广义线性分

析结果显示ꎬ在控制性别、年龄以及自我感觉身体状况的影响下ꎬ学习日在教室外的活动时间越长ꎬ发生咽喉以及鼻腔部位

症状的可能性越低(估计值分别为－０.０６ꎬ－０.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青少年在上学期间花更多时间在教室外进行活动ꎬ
可有效预防呼吸道相关疾病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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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时期作为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ꎬ良好的行

为习惯对身心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学校

由于人口密集ꎬ学生之间接触密切ꎬ为传染病的传播

提供了有利条件[１] ꎮ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河南、湖北、西安

等多个地区的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中事件类

型以传染病暴发疫情为主(９１.０３％ ~ ９８.４５％)ꎬ 主要

为呼吸道传染病暴发(８６.４７％ ~ ９３.８８％) [２－４] ꎮ 即使

在相同的环境中ꎬ如果人群的活动模式不同ꎬ引起的

健康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５－９] ꎮ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６ 年瑞

典博伦厄市与武汉市合作进行青少年健康状况调查ꎬ

研究八年级学生每日在不同环境下进行室外活动的

时间与呼吸道症状的关系ꎬ为促进青少年健康生活模

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方便选取武汉地区 ２ 所初级中学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１２ 月期间对所有八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８７８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８６０ 份ꎬ合格率为

９８.２９％ꎬ所有参与研究的学生家长均已签署知情同意

书ꎮ 其中男生 ４７３(５５.０％)名ꎬ女生 ３８７(４５.０％) 名ꎻ
年龄为 １１ ~ １６ 岁ꎬ平均年龄(１３.４７±０.５７)岁ꎮ
１.２　 方法　 采用的调查问卷为基于瑞典中学生日常

健康调查表ꎬ并结合武汉市现状进行适当调整自编而

成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２ꎮ 以班级为单位ꎬ由经培训

的调查员进行数据收集工作ꎬ问卷不署名ꎬ集中答卷ꎬ
独立填写ꎬ当场收回ꎮ 内容包括:(１)基本情况ꎬ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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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性别、出生日期、身高、体重和视力等ꎻ(２)学习环

境ꎻ(３)食物和健身运动ꎻ( ４) 身心健康状况ꎻ( ５) 酒

精 / 毒品 / 香烟ꎻ(６)在学校的感受ꎮ
１.３　 变量说明

１.３.１　 室外停留时间 　 数据获取是基于参与者回忆

在最后 １ 周内每天在不同室外环境下平均停留的时

间ꎬ将调查的环境分为校内户外(在校上课期间的室

外活动时间)和校外户外(在家室外等环境下的活动

时间)ꎮ
１.３.２　 最近 １ 周呼吸道疾病症状　 研究对象需回忆

近 １ 周内患呼吸道疾病的症状状况ꎬ根据患病症状的

部位分为 ２ 个部分ꎬ每个症状记为 １ 分ꎬ根据症状数量

累加求和即为得分ꎮ 咽喉:(１)咳嗽ꎻ(２)咳痰ꎻ(３)咽

痛ꎻ(４)嗓子哑ꎻ(５)呼吸困难ꎻ(６)喘鸣ꎮ 鼻腔:(１)流

鼻涕ꎻ(２)鼻子痒、干ꎻ(３)鼻塞ꎻ(４)流鼻血ꎻ(５)频繁

打喷嚏ꎮ
１.３.３　 自我感觉身体状况　 采用条目“我觉得我的身

体...”进行询问ꎬ答案分为 ５ 个等级ꎬ分别计为非常好

＝ ５ꎬ良好＝ ４ꎬ不好不坏＝ ３ꎬ不好＝ ２ꎬ非常不好＝ １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双录入建立数据

库ꎬ使用 ＳＡＳ ９.４ 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计量资料采用(ｘ±
ｓ)表示ꎻ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ꎮ 广义线性

模型的因变量不仅限于定量变量ꎬ还可以是诸如二项

分布、Ｐｏｉｓｓｏｎ 分布、负二项分布等非定量变量ꎬ而本研

究中的自变量为非正态分布的定量变量ꎮ 因此ꎬ分别

运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广义线性模型分析校内外户外

活动时间与不同部位呼吸道症状的关系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校内外户外活动时间　 在学习日ꎬ男生和女生平

均在校外进行户外活动时间相近ꎬ分别为(１.８４±２.３０)
和(１.５１±１.９９)ｈꎻ上学期间男生平均有(１.７４±１.５０) ｈ
在校内进行户外活动ꎬ而女生只有(１.４９±１.２０)ｈ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ｔ 值分别为 ２. １９ꎬ ２. ６８ꎬ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周末男生在校外与校内的户外活动时间均比女

生长ꎬ男生为(３ ５１±３ ３４)和(０ ７４±１ ６５) ｈꎻ女生为

(２ ４７±２ ５８)和(０ ６８±１ ２０) ｈꎬ其中校外的户外活动

时间男、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５ ０１ꎬＰ<０ ０１)ꎮ
２.２　 最近 １ 周自我感觉身体状况及症状　 对于最近１
周自我感觉身体状况ꎬ男生中有 １８４ 名(３８.９％)感觉

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好ꎬ而女生只有 ８７ 名(２２.５％)ꎻ
其他情况男女基本一致ꎬ有４１.０％的男生和 ４９.４％的

女生感觉良好ꎬ近 ２０.１％的男生和 ２８.１％的女生认为

自己近期的身体状况不好不坏甚至非常不好ꎮ
患病症状:咳嗽(３１.６％)、流鼻涕(３６.９％)、鼻塞

(２４.９％)以及频繁打喷嚏(２６.６％)等 ４ 个症状的发生

率均在 ２０％以上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初中生最近 １ 周不同呼吸道症状男女生发生率

症状
男生(ｎ ＝ ４７３)

例数 发生率 / ％
女生(ｎ ＝ ３８７)

例数 发生率 / ％
咳嗽 １３７ ２９.０ １３５ ３４.９
咳痰 ８２ １７.３ ７２ １８.６
咽痛 ５５ １１.６ ６４ １６.５
嗓子哑 ３５ ７.４ ７６ １９.６
呼吸困难 １０ ２.１ １５ ３.９
喘鸣 ８ １.７ １ ０.３
流鼻涕 １５５ ３２.８ １６２ ４１.９
鼻子痒、干 ４４ ９.３ ３５ ９.０
鼻塞 １０９ ２３.０ １０５ ２７.１
流鼻血 １６ ３.４ １５ ３.９
频繁打喷嚏 １１５ ２４.３ １１４ ２９.５

２.３　 校内外户外活动时间对患病情况的广义线性分

析　 结果表明ꎬ只有学习日在校内户外活动的时间对

咽喉及鼻腔部位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在控制年龄、性别以及自我感觉身体

状况的影响下ꎬ将不同的时间因素作为自变量ꎬ呼吸

道相关部位患病症状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广义线

性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学习日在校内进行户外活动的时

间对咽喉及鼻腔部位症状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估计

值(９５％ＣＩ)分别为－０.０６( －０.１１ ~ ０.００)、－０.０７( －０.１３
~ ０.０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２　 初中生呼吸道相关部位症状影响的单因素分析(ｎ ＝ ８６０)

自变量
咽喉

估计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９５％ＣＩ
鼻腔

估计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９５％ＣＩ
校内户外活动时间　 学习日 －０.０７ ０.０３ －２.２２ <０.０５ －０.１２ ~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３ －２.４５ <０.０５ －０.１４ ~ －０.０２
　 　 　 　 　 　 　 　 　 周末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９８ －０.０５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３ －１.５５ ０.１２ －０.１０ ~ ０.０１
校外户外活动时间　 学习日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０６ ０.２９ －０.０５ ~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１.４４ ０.１５ －０.０７ ~ ０.０１
　 　 　 　 　 　 　 　 　 周末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３６ －０.０４ ~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２５ －０.０４ ~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调查结果表明ꎬ中学生平均每日至少有

１２.５％的时间在进行室外活动ꎮ 庄祖嘉等[１０] 研究结

果表明ꎬ中小学生上学期间平均每日在室外时间为

１１６. ４ ｍｉｎꎬ占全天时间的 ８.１％ꎬ因该数据包括了 ６ ~
１７ 岁所有的学生ꎬ高中生每日学习时间较长ꎬ室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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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少ꎬ因此与本实验结果有一定差异ꎮ
分析结果表明ꎬ青少年学习日在教室外进行室外

活动的时间越长ꎬ咽喉和鼻腔部位呼吸道相关症状的

可能性越低ꎮ 一方面ꎬ在室外进行活动时空气流通量

大ꎬ钱华等[１１]通过预测模型推断呼吸道疾病通过空气

传播的感染概率ꎬ结果表明ꎬ除特别极端的案例以外ꎬ
大的通风量能够快速稀释感染者所呼出的飞沫核ꎬ从
而有效降低感染率ꎻ另一方面ꎬ在校上课期间的户外

活动时间多为体育课和课间休息ꎬ而适度的运动能增

强身体免疫力ꎬ降低患病概率[１２] ꎮ 国内外的研究均表

明ꎬ户外运动是呼吸道疾病发生和流行的重要因素ꎬ
适度的运动对上呼吸道感染有降低作用ꎬ并可增进运

动者的免疫功能[１３－１４] ꎮ 罗艳侠等[１５] 研究表明ꎬ运动

较少、居住和工作环境越封闭越容易患呼吸道疾病ꎬ
与本研究结论一致ꎮ

此外ꎬ青少年学习压力大ꎬ在户外活动时心态放

松ꎬ心情愉悦ꎮ 有研究表明ꎬ神经系统会影响免疫系

统ꎬ免疫系统亦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反应[１６] ꎮ Ｓ－ＩｇＡ 是

体液免疫系统的成分ꎬ是身体防御上呼吸道感染的重

要屏障[１７] ꎮ 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增强 Ｓ－ＩｇＡ 的分泌ꎬ
提高免疫反应水平[１８] ꎮ

为增强青少年体质ꎬ我国已出台的多个涉及学生

健康的重要文件均指出“每天锻炼 １ ｈꎬ并保证户外活

动时间”的要求[１９－２０] ꎮ 但调查结果显示ꎬ实际远未达

到标准[２１] ꎮ 此外ꎬ２００５ 年ꎬ我国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

行为调查也显示ꎬ仅 ２０.６％的中小学生每天能保证 １ ｈ
以上的体力活动[２２] ꎮ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缺少呼吸道疾病症状相

关的准确定义ꎬ同时ꎬ每个研究对象在校外的生活环

境状态存在一定的差异ꎬ可比性缺乏考虑ꎮ 此外ꎬ调
查时间对患病情况也有一定影响[２３] ꎬ但推断结论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本研究从青少年

角度分析每日在校内外进行户外活动时间的长短对

呼吸道症状的影响ꎬ呼吁青少年在安排作息时间时进

行合理调整ꎬ在上学期间多进行户外活动ꎬ更有利于

预防呼吸道疾病症状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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