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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ꎬ为提高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增进体质健

康提供依据ꎮ 方法　 收集“２０１４ 年 ６ ~ ６９ 岁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活动及体质状况抽测公报”部分数据指标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描述分析我国 ６~ １９ 岁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现状及特点ꎬ并对影响因素进行逻辑回归筛查ꎮ 结果　 仅 ８.９％的儿童青少年

达到身体活动指南推荐量ꎻ每周参加校内外体育健身活动的人数比例达 ９９.８％ꎬ但有效负荷低(近 １ / ４ 运动时强度较小)ꎮ
课外体育活动(ＯＲ＝ ６.５７ꎬ９５％ＣＩ＝ ５.５８~ ７.７３)、校外体育锻炼(ＯＲ＝ ６.１１ꎬ９５％ＣＩ＝ ５.１７~ ７.２２)和体育课(ＯＲ＝ ５.３２ꎬ９５％ＣＩ ＝
４.４９~ ６.３１)是身体活动积极影响因素ꎬ做作业时间>２ ｈ / ｄ(ＯＲ ＝ ０.５９ꎬ９５％ＣＩ ＝ ０.４４ ~ ０.８０)与身体活动量呈负相关ꎻ保护因

素为父母支持态度、教师带练或教练指导ꎬ限制因素为场地设施单一ꎮ 结论　 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严重不足ꎬ应多角

度引导和促进参与积极性身体活动ꎬ加强有效体育锻炼、减少静坐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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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营养结构转变以及过度依赖现代科

技所致的身体活动下降和久坐行为增加等健康行为

模式的改变[１] ꎬ肥胖及慢性非代谢性疾病发生率在全

球范围内急剧上升并呈低龄化趋势ꎮ 有研究指出ꎬ美
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普遍不足将导致肥胖年轻化

和预期寿命缩短ꎬ当前一代孩子的寿命可能比父辈短

５ 年[２] ꎮ 一项有关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显

示ꎬ中国城市青少年人群普遍缺乏体力活动行为ꎬ只
有 ３２.２％的学生坚持每天参加体育锻炼[３] ꎮ 相对而

言ꎬ我国有关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的系统性基础

健康数据体系和针对性指南建议仍较薄弱ꎮ 尽管国

家积极推行阳光体育计划“每天 １ ｈ 校园体育活动”等
多种教育干预政策促进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ꎬ但收效

甚微ꎮ 解决此问题应转换思路、创新路径ꎬ不应局限

于身体素质指标的测量ꎬ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健康行

为、身体活动模式和相关影响因素的综合评测ꎮ 本研

究将从与体质健康密切相关的身体活动健康行为着

手ꎬ深入了解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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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ꎬ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ꎬ为完善儿童青少年公

共服务体系ꎬ提高身体活动水平和体质健康提供科学

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部分数据来源于由国家体育

总局国民体质监测中心于 ２０１４ 年 ３—５ 月采用多阶段

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 ３０ 个城市 ４９ ３０８ 名 ６ ~ １９
岁儿童青少年人群体育健身活动现状进行的“入户调

查” [４]所得ꎮ 有效样本分布基本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有效样本性别及城乡分布

城乡
６~ <１３ 岁

男 女 小计

１３~ １９ 岁

男 女 小计

总体

男 女 合计
乡村 ６ ６０５ ６ ４６１ １３ ０６６ ５ ８８８ ５ ８０７ １１ ６９５ １２ ４９３ １２ ２６８ ２４ ７６１
城镇 ６ ４５３ ６ ４４１ １２ ８９４ ５ ８１１ ５ ８４２ １１ ６５３ １２ ２６４ １２ ２８３ ２４ ５４７
合计 １３ ０５８ １２ ９０２ ２５ ９６０ １１ ６９９ １１ ６４９ ２３ ３４８ ２４ ７５７ ２４ ５５１ ４９ ３０８

１.２　 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现

状、日常作息、体育课、课外以及校外体育活动等ꎮ 每

周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指每周至少参加过 １ 次校内或校

外健身活动ꎬ包括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校外体育

锻炼ꎻ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指每周参加体育锻炼 ３ 次及

以上ꎬ每次持续时间 ３０ ｍｉｎ 及以上ꎬ且运动强度达到

中等及以上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由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

描述性分析处理ꎮ 影响因素分析则采用 χ２ 检验和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体育健身活动情况　 调查

发现ꎬ每周参加校内外体育健身活动的人数百分比高

达 ９９.８％ꎬ符合“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标准的儿童青少

年为 ８１.７％ꎬ而“每天 １ ｈ 校园体育活动”总达标率为

７７.４％ꎮ 考虑有效运动负荷入内时ꎬ仅 １４.４％的儿童

青少年可达到每天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

水平ꎬ且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ꎮ 我国儿童青少年满

足国际身体活动指南推荐量(Ｍｅｅｔ Ｐ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总达

标率仅为 ８.９％ꎬ低于国际上多数国家儿童青少年身体

活动平均水平(平均达标率约为 ２０％) [５] ꎮ 见表 ２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有近 １ / ４ 的儿童青少年各项身

体活动未达到中等强度ꎬ尤其是 ６ ~ １２ 岁儿童的有效

运动负荷普遍较低[６] ꎮ 儿童身体活动频率达到每周 ３
次以上的主要集中在体育课ꎬ而青少年身体活动参与

频率最高的则为校外体育锻炼ꎮ 持续时间上ꎬ体育课

基本能满足每次 ３０ ｍｉｎ 以上ꎬ其次为校外体育锻炼ꎬ
再次为课外体育活动ꎮ

表 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参与度和身体活动水平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每周参加体

育健身活动

经常体

育锻炼

每天 １ ｈ 校

园体育活动

每天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及

以上强度身体活动

达到国际身体

活动指南推荐量
年龄 / 岁 ６ ~ <１３ ２５ ９６０ ２５ ９３４(９９.９) ２１ ４６９(８２.７) ２１ ２３５(８１.８) ５ ０８８(１９.６) ２ ２５９(８.７)

１３~ １９ ２３ ３４８ ２３ ３０１(９９.８) １８ ９５９(８１.２) １７ ５５８(７５.２) ２ ８０２(１２.０) ２ １０１(９.０)
χ２ 值 １３.７５ ２４.０４ ３５７.１９ ７３９.２６ １.２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６

性别 男 ２４ ７５７ ２４ ７０７(９９.８) ２０ ６９７(８３.６) １９ ６３２(７９.３) ４ ２０９(１７.０) ２ ９２１(１１.８)
女 ２４ ５５１ ２４ ５０２(９９.８) １９ ４９３(７９.４) １８ ５１１(７５.４) ２ ８４８(１１.６) １ ３７１(５.６)

χ２ 值 ０.３５ ２０３.７９ １４２.４４ ４２６.６０ ７５３.５７
Ｐ 值 ０.５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城乡 乡村 ２４ ７６１ ２４ ５２２(９９.９) ２０ ２０２(８２.３) １９ ８５９(８０.９) ３ ８５４(１５.７) １ ９６４(８.０)
城镇 ２４ ５４７ ２４ ６８７(９９.７) ２０ ０８１(８１.１) １８ ４７２(７４.６) ３ ３１８(１３.４) ２ ４０２(９.７)

χ２ 值 ２５.３１ １７.６９ ３５２.４８ ７８.８５ ５７.６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３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育健身活动参与频率 / ％

身体活动 年龄 / 岁 人数 体育课
课外体

育活动

校外体

育锻炼

户外

玩耍

积极交

通行为
中等及以上强度 ６ ~ １２ １９ ６００ ７５.５ ７４.３ ７５.７ － －

１３ ~ １９ １７ ６７４ ７５.７ ７６.４ ７９.７ － －
６~ １９ ３７ ２７７ ７５.６ ７５.６ ７８.３ － －

频率≥３ 次 / 周 ６ ~ １２ １５ ０３１ ５７.９ ３９.９ ５３.１ － －
１３ ~ １９ ６ ４４４ ２７.６ ２４.０ ３９.７ － －
６~ １９ １８ ５８９ ３７.７ ２９.４ ４４.２ － －

每次持续时间 ６ ~ １２ ２５ ９６０ １００.０ ７３.６ ７９.３ ７５.４ １３.７
　 ≥３０ ｍｉｎ １３ ~ １９ ２３ ３４８ １００.０ ７１.４ ７０.３ ６１.９ ２２.７

６ ~ １９ ４９ ３０８ １００.０ ７２.１ ７３.４ ６６.４ １９.６

２.２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育健身状况影响因素 　 将各分组因素纳入身体活动水平和体育健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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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逻辑回归模型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年
龄上每增加 １ 岁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每天 ６０ ｍｉｎ
大强度身体活动水平” 的达标可能性下降 ３％ꎻ满足

“国际身体活动指南推荐量”要求的达标率与年龄呈

正相关(Ｂ ＝ ０.０２)ꎮ 女生各项身体活动水平和体育健

身状况达标率均低于男生ꎬ乡村儿童青少年略高于

城镇ꎮ
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及校外体育锻炼的时间强

度累计量ꎬ均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每天 ６０ ｍｉｎ 大

强度身体活动水平”和“国际身体活动指南推荐量”呈

正相关ꎬ但校外体育锻炼达标对身体活动水平和满足

国际推荐量的贡献作用更大 ( ＯＲ 值分别为 ７. ３５ꎬ
２.５１)ꎮ静坐总时间对身体活动水平指标影响作用较

小ꎻ屏幕时间在 ２ ｈ 以上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

和体育健身活动各项指标达标率普遍较低ꎻ做作业时

间与身体活动水平呈负相关ꎮ
父母对儿童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持限制反对态

度的身体活动水平普遍较低(ＯＲ ＝ ０.９３)ꎮ 体育课上

自由活动、课外体育活动自发组织的身体活动水平均

低于由教师讲解带着练(ＯＲ ＝ ０.７７)和校队特长班(ＯＲ
＝ ０.７８)ꎮ 校内有“２００ ｍ 以上田径场”和“球场、体育

馆”场地设施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总量达标率更高

(ＯＲ ＝ １.３８)ꎮ 小区内仅有“室内健身场地、全民健身

路径”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远低于有“户外健

身场地”(ＯＲ ＝ ０.６７)ꎮ 个体喜好对体育健身状况和身

体活动水平有积极影响ꎬ喜欢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儿

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和体育健身状况均较好ꎻ喜欢

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

均较高(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３０ꎬ１.２７)ꎮ

表 ４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体育健身状况影响因素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４９ ３０８)

自变量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Ｂ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每天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

Ｂ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国际身体活动指南推荐量

Ｂ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基本信息 年龄 －０.０３ ０.９７(０.９６~ ０.９９) ∗ －０.０３ ０.９７(０.９６~ ０.９８) ∗ ０.０２ １.０２(１.００~ １.０４) ∗

性别 －０.１８ ０.８４(０.８０~ ０.８８) －０.３１ ０.７３(０.７０~ ０.７７) ∗ －０.６７ ０.５１(０.４７~ ０.５５) ∗

城乡 －０.０３ ０.９７(０.９３~ １.０２) －０.０７ ０.９３(０.８８~ ０.９８)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９３~ １.０７)
有身体活动行为 体育课 １７.９３ － １.２１ ３.３４(３.０５~ ３.６６) ∗ ０.３３ １.４０(１.２４~ １.５７) ∗

课外体育活动 １６.５２ － １.８７ ６.４８(５.９２~ ７.０９) ∗ ０.３０ １.３５(１.１９~ １.５３) ∗

校外体育锻炼 １７.８７ － １.９９ ７.３５(６.７０~ ８.０６) ∗ ０.９２ ２.５１(２.２３~ ２.８２) ∗

体育兴趣俱乐部 －０.１０ ０.９１(０.８２~ １.０１) －０.０５ ０.９６(０.８６~ １.０７) ０.２２ １.２４(１.０９~ １.４３) ∗

积极的交通方式 ０.１２ １.１２(０.９９~ １.２５) －０.０５ ０.９５(０.８７~ １.０４) ０.０１ １.０１(０.９１~ １.１２)
静坐行为 静坐总时间 ０.１１ １.１１(０.９９~ １.２４) ０.１９ １.２１(１.１５~ １.２８) ∗ ０.３８ １.４６(１.３５~ １.５８) ∗

屏幕时间 －０.０３ ０.９７(０.９５~ ０.９８) ∗ －０.２６ ０.７７(０.７２~ ０.８２) ∗ －０.６７ ０.５１(０.４５~ ０.５７) ∗

做作业时间 －０.０６ ０.９４(０.８７~ １.０２) －０.４８ ０.６２(０.５７~ ０.６７) ∗ －０.２３ ０.８０(０.７１~ ０.９０) ∗

支持性环境 父母支持态度 ０.０１ １.０１(０.９６~ １.０６) －０.０７ ０.９３(０.８９~ ０.９８) ∗ ０.０６ １.０６(０.９９~ １.１４)
体育课组织形式 －０.１５ ０.８６(０.７７~ ０.９６) ∗ －０.３０ ０.７４(０.６５~ ０.８４) ∗ －０.２６ ０.７７(０.７０~ ０.８４) ∗

课外体育活动组织形式 ０.０５ １.０５(０.９９~ １.１２) －０.２２ ０.８０(０.７６~ ０.８５) ∗ －０.２５ ０.７８(０.７１~ ０.８５) ∗

校外体育锻炼指导情况 ０.０６ １.０６(１.０１~ １.１２) ∗ －０.１４ ０.８７(０.８３~ ０.９１) ∗ －０.１３ ０.８８(０.８１~ ０.９４) ∗

学校场地设施 ０.１４ １.１５(０.８９~ １.５０) ０.０６ １.０６(０.８３~ １.３４) ０.３２ １.３８(１.０３~ １.８４) ∗

小区场地设施 ０.０２ １.０２(０.８３~ １.２５) －０.３６ ０.７０(０.５５~ ０.８８) ∗ －０.４０ ０.６７(０.４６~ ０.９７) ∗

个体喜好和认知 喜欢体育课 ０.２６ １.３０(１.０４~ １.６１) ∗ －０.１２ ０.８９(０.７３~ １.０９) ０.０２ １.０３(０.７８~ １.３５)
喜欢课外体育活动 ０.２４ １.２７(１.０１~ １.５９) ∗ －０.１７ ０.８４(０.６８~ １.０５) ０.１４ １.１６(０.８７~ １.５４)
参加校外体育锻炼 －０.３５ ０.７１(０.６０~ ０.８４) ∗ －１.５０ ０.２２(０.１７~ ０.２９) ∗ －０.１７ ０.８５(０.７４~ ０.９９) ∗

　 注:∗Ｐ<０.０５ꎻ性别以男为参照ꎬ城乡以乡村为参照ꎬ身体活动行为均以未达标为参照ꎬ静坐行为均以≤２ ｈ 为参照ꎬ父母支持态度以支持为参照ꎬ体
育课组织形式以讲解带练为参照ꎬ课外体育活动组织形式以特长班为参照ꎬ校外体育锻炼指导情况以专业教练为参照ꎬ学校场地设施以田径场长度

２００ ｍ 以下为参照ꎬ小区场地设施以户外为参照ꎬ个人喜好和认知均以是为参照ꎮ

　 　 对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所有项目变量进行多

因素逐步回归分析ꎬ发现各因素对“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达标率的影响不大ꎻ但对“每天 ６０ ｍｉｎ 大强度身体

活动”和“国际身体活动指南推荐量”有影响的指标如

表 ５ 所示ꎬ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校外体育锻炼对儿

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影响作用较大ꎻ参加体育兴

趣俱乐部对身体活动达标率有一定的贡献作用(ＯＲ ＝
１.３１)ꎮ每天做作业时间>２ ｈ 是限制儿童青少年身体

活动的主要危险因素(ＯＲ ＝ ０.５９)ꎻ自发组织或在课外

体育活动时玩耍ꎬ以及不喜欢课外体育活动的儿童青

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均较低ꎮ

３　 讨论

身体活动和健康效益之间存在量效关系ꎬ积极参

加体育锻炼并达到每日身体活动推荐量ꎬ有助于儿童

青少年骨骼肌系统发育、心肺耐力提高、神经系统的

结构与功能改善ꎬ使其身心健康发展ꎬ并且是抑制超

重和肥胖问题的保护因子[７] ꎬ有着深远的健康效益以

及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８] ꎮ 从身体活动的健康效益

出发ꎬ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儿童青少年不分性别、人种、
民族或收入水平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户外活动、学校

体育课、积极交通往来ꎬ及家庭或社会团体运动ꎬ以达

到身体活动推荐量[９] ꎮ 美国运动医学学会(ＡＣＳＭ)和

美国国家运动及体力学会( ＮＡＳＰＥ)出台有关儿童青

７０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７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６



少年身体活动指南[１０] 建议:５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应每

天累计至少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ꎬ且每

周至少 ３ 次高强度身体活动ꎬ包括强壮肌肉和骨骼的

活动等ꎮ 加拿大等国家更相继发布了关于幼儿身体

活动建议ꎬ 培养终身积极身体活动习惯从娃娃抓

起[１１] ꎮ 从总体身体活动水平来看ꎬ中国儿童青少年每

天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水平总达标率

仅为 １４.４％ꎬ低于 ２００８ 年儿童青少年健康行为调查结

果(１９.１％) [１２] ꎮ 与 ２００３ 年全球学校学生健康调查

( ＧＳＨＳ ) 结果北京市儿童青少年 身 体 活 动 水 平

(２３.９％)相比[１３] ꎬ此次调查结果达标率下降近 １０ 百

分点ꎮ 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

下降的总趋势ꎬ和近年来我国学生体质监测显示体质

和耐力素质下降的总体趋势一致[１４] ꎮ

表 ５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影响因素逐步回归分析(ｎ ＝ ４９ ３０８)

自变量
每天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

Ｂ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国际身体活动指南推荐量

Ｂ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龄 ０.１５ １.１６(１.１１ ~ １.１２) ∗ ０.１１ １.１２(１.０６ ~ １.１９) ∗

性别 －０.２５ ０.７８(０.６６ ~ ０.９１) ∗ －０.５６ ０.５７(０.４７ ~ ０.６９) ∗

体育课 １.６７ ５.３２(４.４９ ~ ６.３１) ∗ ０.７３ ２.０８(１.６８ ~ ２.５９) ∗

课外体育活动 １.８８ ６.５７(５.５８ ~ ７.７３) ∗ ０.５７ １.７７(１.４１ ~ ２.２１) ∗

校外体育锻炼 １.８１ ６.１１(５.１７ ~ ７.２２) ∗ ０.５３ １.７０(１.３７ ~ ２.１１) ∗

体育兴趣俱乐部 － － ０.２７ １.３１(１.０２ ~ １.６９) ∗

做作业时间 －０.５３ ０.５９(０.４４ ~ ０.８０) ∗ － －
体育课组织形式 － － ０.４８ １.６１(１.２９ ~ ２.０２) ∗

课外体育活动组织形式 －０.２０ ０.８２(０.７３ ~ ０.９２) ∗ －０.１４ ０.８７(０.７６ ~ ０.９９) ∗

是否喜欢课外体育活动 －０.６９ ０.５０(０.２４ ~ １.０６) ∗ － －

　 注:∗Ｐ<０.０５ꎮ

　 　 以达到身体活动指南推荐量为标准ꎬ中国儿童青

少年身体活动水平明显低于 ２０１０ 年学龄儿童健康行

为(ＨＢＳＣ)调查[１５]欧美国家水平(１５％ ~ ２３％)ꎮ 对比

２０１４ 年同时期各个国家儿童青少年总体身体活动水

平调查结果ꎬ中国儿童青少年满足身体活动指南推荐

量的总达标率仅为 ８.９％[４] ꎬ低于新西兰[１６] 、墨西哥和

英格兰[１７] 等发达国家(均大于 ５０％)ꎮ 究其原因ꎬ相
比于新西兰等发达国家ꎬ尽管我国儿童青少年日常体

育锻炼的参与度高ꎬ但有效运动负荷较低ꎬ仍有近 １ / ４
的人群参加体育锻炼时身心感觉呼吸、心跳变化不

大ꎬ强度较低ꎻ另一方面可能与本次调查未能有效统

计户外玩耍运动强度和上下学交通方式时间有关ꎮ
从性别上看ꎬ无论是体育健身活动状况或日常身

体活动水平ꎬ女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活跃程度低于

男生ꎬ且每天至少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男

生的所占比重更大ꎻ而达到身体活动指南要求的性别

女 / 男 ＯＲ 值为 ０.５１ꎮ 学龄儿童中男生体育锻炼的参

与度更高ꎬ女生身体活动水平低于男生[１８－１９] ꎮ 原因可

能是:一方面ꎬ教师和家长对女孩的体育教育力度不

够ꎬ思想上并没有引起女生对体育活动的重视[２０] ꎻ另
一方面ꎬ在体育活动的期望价值动机水平上ꎬ男生兴

趣价值和期望信念均高于女生[２１] ꎮ 且到青春期前后

阶段ꎬ男女生体格发育成熟不同ꎬ偏爱运动形式和强

度有差异性[２２] ꎮ 男生在选择运动项目类型上更偏向

于对抗性、大强度运动如篮球、足球等ꎬ而女孩选择的

运动负荷相对较低、身体活动量总体较少[２３] ꎮ
Ｔｒｏｉａｎｏ 等[２４]开展的一项全美范围内健康营养调

查显示ꎬ身体活动水平从儿童阶段到青少年阶段呈逐

渐下降趋势ꎬ４２％的儿童可达到每天 ６０ ｍｉｎ 中等以上

强度身体活动推荐量ꎬ而青少年仅有 ８％ꎬ且这种趋势

持续到成人阶段ꎮ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下降是

国际范围内纵向研究的一致趋势ꎬ且女生比男生更为

严重[２５] ꎮ 可能与儿童青少年上学日体育课对日常身

体活动水平的贡献度较大有关ꎬ且不同年级的课程设

置、学业负担、体育课时和教学内容安排不同ꎮ 根据

我国教育部课程设置规定要求ꎬ小学一 ~ 二年级每周

４ 课时ꎬ小学三 ~六年级和初中每周 ３ 课时ꎬ高中每周

２ 课时ꎬ体育课时呈递减趋势ꎻ另一方面ꎬ随着学龄增

加学业负担和升学压力上升ꎬ可支配用于积极身体活

动的闲暇时间减少ꎬ均导致高年级学龄青少年体育锻

炼参与度和每天身体活动水平低于低年级学龄儿童ꎬ
但因青少年参与大强度身体活动比例较高ꎬ身体活动

指南达标率略高于儿童ꎮ
本次调查数据还显示ꎬ城乡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活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可能与城镇、乡村中小学校

在执行国家教育部体育课程要求的一致性ꎬ绝大部分

学校能切实保证体育课时安排和每天 １ ｈ 的校园体育

活动等因素有关ꎮ 且城乡儿童青少年在选择体育活

动项目、场所、对待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校外体育

锻炼态度上有较高的相似性ꎮ 但城、乡儿童青少年达

到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水平的人数比例

分别为 １５.８％和 １６.６％ꎬ可归因于乡村儿童青少年校

外体育锻炼水平(３１.１％)高于城镇(２６.５％)ꎮ
　 　 分析各板块身体活动行为贡献率发现ꎬ课外体育

活动和校外体育锻炼的有效活动量与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每天 ６０ ｍｉｎ 中等以上运动强度和身体活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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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量的达标率呈正相关ꎬ而体育课上活动量仅对身

体活动水平有积极的贡献作用ꎮ 学校作为儿童青少

年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ꎬ尤其体现在有组织的体育课

对促进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关键作用[２０ꎬ２３] ꎮ 但因

学业负担大和安全性原则为主ꎬ进而体育课上未能达

到有效的运动负荷和频率ꎬ导致体育活动高参与度但

达标率低[２６] ꎮ 尽管学校体育课是学龄儿童青少年身

体活动的主要来源ꎬ但因体育课组织统一性且运动强

度低ꎬ而课外及校外体育锻炼与主观能动性和自发性

参与有关ꎬ校外体育锻炼达标与否对个体身体活动和

体育健身活动达标率的贡献作用更大ꎮ 校外体育活

动频率低、持续时间短ꎬ也是身体活动水平不足的限

制因素之一ꎮ
体育兴趣俱乐部和有体力的交通行为ꎬ均对身体

活动水平起积极贡献作用[２７] 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ꎬ儿童

青少年体育兴趣俱乐部和积极交通行为对身体活动

水平影响度较小ꎬ一方面可能与体育兴趣俱乐部参与

度较低(２４.７％)有关ꎬ一定程度上受家庭经济水平、父
母支持态度以及周围体育场地设施影响ꎻ另一方面ꎬ
在分析积极交通方式的贡献比时ꎬ未能准确统计步行

和骑自行车的速度及对应运动强度ꎬ因而积极交通行

为对身体活动总量贡献作用较小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静坐行为中屏幕时间和作

业时间对“每天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及以上运动强度” “身体

活动指南推荐量”有消极影响ꎬ且是限制其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危险因素ꎮ 但逐步回归发现ꎬ仅“每天做

作业时间 ２ ｈ 以上”限制了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ꎬ
即学业压力大、做作业时间过长仍是主要限制因素ꎮ
静坐行为一定程度上挤压儿童青少年参加身体活动

的时间ꎬ但静坐行为与身体活动可能相对独立ꎬ静坐

少动时间的长短并不直接决定身体活动水平的高

低[２７－２９] ꎮ 在提高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的基础上ꎬ
应减少做作业和屏幕娱乐等静坐行为对健康的危

害[２８] ꎮ
在支持性因素上ꎬ父母支持态度是儿童青少年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保护因素ꎬ与以前研究一致[３０] ꎮ 组

织形式上ꎬ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由教师带领的身体

活动水平高于学生自由活动ꎮ 高达 ７８.１％的儿童青少

年在参加校外体育锻炼时未得到专业指导ꎬ且校内体

育场地及设施单一ꎬ小区场地大多适用于成年人大众

健身ꎬ校外青少年户外营地和青少年宫等专属体育场

所利用率极低ꎬ以上均是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不

足的原因[２８] ꎮ 个体喜好对体育健身状况和身体活动

水平也有积极的影响ꎬ喜欢上体育课和喜欢课外体育

活动的儿童青少年ꎬ达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身体活

动指南要求的比例较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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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ꎬ获取知识、产生态度和形成行为是需要一个相对

较长的时间来转化[１１] ꎮ 如果经过项目组之后 １ 年对

寄宿制学校加强开展的追踪式营养知识专题讲座和

铁酱油健康知识普及工作ꎬ可以预期干预后的学生对

铁相关营养知识的知晓率会进一步的提高ꎮ 早在

２００７ 年李春艳[１２] 对吉林省调查中指出ꎬ提高铁相关

知识的知晓率应尽可能利用广播、报纸、杂志、网络、
户外广告等媒介全面宣传ꎮ 在铁相关营养知识及格

率的单因素分析中发现ꎬ 学生问卷的及格率较低ꎬ在
同年级中ꎬ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ꎬ铁相关营养知识的

及格率有所提高ꎻ随着父母文化程度的增高ꎬ学生的

及格率也随之提高ꎬ且在父亲的文化程度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中ꎬ父亲文化程

度越高ꎬ学生得分越高ꎻ在性别方面ꎬ女生铁营养相关

知识及格率是男生的 １.１６１ 倍ꎻ经济区域越发达ꎬ学生

的及格率越高ꎬ其他地区铁相关营养知识及格率是西

部地区的 １.９２０ 倍ꎬ可能更多的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落后ꎬ接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较少且速度慢有关ꎮ
中小学生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良好的营养

状况不仅是正常发育的基础ꎬ同时也是今后减少某些

慢性病的保障[１３] ꎮ 近年来ꎬ国家不断加大对寄宿制学

校的投入ꎬ学生的营养状况逐步得到改善[１４] ꎬ包括农

村寄宿生就餐状况等多个方面[１５] ꎮ 在基线调查之后

１ 年的干预工作中ꎬ工作组应通过加大对学生铁相关

营养知识的宣教等大量工作ꎬ尽可能使寄宿制学生的

营养状况得到提高和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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