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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和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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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２０２０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 学校卫生学术年会聚焦了传染病对儿童青少年带来的影响、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
健康危险行为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青少年近视与心理健康等儿童青少年 / 学校卫生主要问题ꎬ讨论了健康项目中青

少年参与儿童青少年肥胖准确判定、高血压风险因素、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研究热点ꎬ并促进了学术交流ꎬ对儿童少年卫生

学 / 学校卫生学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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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军(１９６１－　 )ꎬ男ꎬ宁夏盐池人ꎬ博士ꎬ教授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生长发育及影响因素、成年期疾病早期预防和学

校卫生管理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１

　 　 学术会议是一种以促进科学发展、学术交流、课
题研究等学术性话题为主题的会议ꎬ具有权威性、高
知识性、高互动性等特点ꎬ通过参与学术会议能快速

了解本领域及相近领域的学术前沿、分享研究成果、
启发科研思路[１] ꎮ ２０２０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 学校卫生

学术年会于 ７ 月 ２４—２７ 日及 ８ 月 ７ 日采用现场会议、
网络会议和视频直播相结合的形式顺利举办ꎮ 会议

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儿少卫生分会、中国卫生监督协会

学校卫生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学

校分会共同主办ꎬ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
中山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中南大学、重庆医科

大学、辽宁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驻华办事处等 １５ 家单位联合承办ꎻ会议共设置 １１ 个

分会场ꎬ涉及 １７ 个主题ꎬ有 ７１ 家单位的 １９９ 人次在会

议中进行会议报告、致辞、主持或点评ꎬ共有 ４ ７００ 余

人次通过线下、线上参加或观看学术交流ꎮ 本文梳理

了 ２０２０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 学校卫生学术年会的内

容ꎬ提炼出儿童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和研究热点

如下ꎮ

１　 儿童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

２０２０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 学校卫生学术年会主要

聚焦了传染病、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健康危险行为

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等儿童少年卫生学 / 学校卫

生主要问题ꎮ
１.１　 传染病对儿童青少年带来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ꎬ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ＣＯＶＩＤ－１９) [２] ꎬ
属于乙类传染病ꎬ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进行管

理[３] ꎻ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８ 日ꎬ包括中国在内的 ２１３ 个

国家和地区报告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为

１８ ９０２ ８５５和 ７０９ ５１２ 例ꎬ其中中国分别为 ８９ ０５７ 和

４ ６８８例ꎬ中国之外地区分别为 １８ ８１３ ７９８ 和 ７０４ ８２４
例[４] ꎮ 新冠肺炎人群普遍易感ꎬ儿童青少年有确诊、
死亡病例ꎬ居家学习、网络教学又带来近视、肥胖等其

他健康问题ꎮ
学校卫生监督论坛主要聚焦学校突发公共事件

应对、传染病防控监督方面进行主题报告及地方特色

经验介绍ꎬ有助于提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学校传染

病预防控制监督执法能力ꎬ指导各级卫生监督部门有

效开展学校卫生监督执法工作ꎮ 疾病预防控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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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ꎬ讨论学校新冠疫情防控策

略、组织管理、清洁消毒、应急处置ꎬ以及对学生身心

健康的影响ꎮ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论坛聚焦新冠疫

情与学校健康教育ꎬ讨论了如何做好健康知识、技能

传播ꎬ提高师生员工疫情防护意识和能力ꎮ 传染病仍

然是儿童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之一ꎬ做好常见传染病

预防控制的同时ꎬ重点要解决好再发传染病(如肺结

核)和新发传染病(艾滋病、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中
东呼吸综合征、新冠肺炎等)的预防控制ꎮ
１.２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　 性与生殖健康对于个人、
家庭、社会、国家、民族都非常重要ꎬ是健康正确人生

观、价值观和恋爱观的重要体现ꎬ是减少青少年危险

性行为的重要途径和措施ꎮ
青少年时期性需求表达与性尝试是预料之内的、

健康的表现ꎬ但青少年缺乏相关知识和心理支持ꎬ会
努力掩盖自己身体形象和性方面的发展和变化ꎬ以消

除误解、恐惧和不安全感ꎮ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全球

核心议题包括人口红利、童(早)婚、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青春期妊娠ꎮ ２０１９ 年全球每

天约有 ４ ５００ 人(成人和儿童)新感染 ＨＩＶꎬ其中 １５ 岁

以下的儿童约 ４００ 名ꎬ１５ 岁以上人群约 ４ １００ 名(约

３１％为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人)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报告发病人数排到了中国学校发生甲乙类传染病发

病顺位的第 ５ 位[５] ꎬ第 ６ꎬ７ 位分别是梅毒和淋病ꎬ近几

年 ＨＩＶ / ＡＩＤＳ、梅毒和淋病报告发病人数每年分别以

约 ７％ꎬ２９％和 ３７％的速度递增ꎻ自 ２０１４ 年起艾滋病造

成的死亡排到了学校传染病死亡顺位的第 １ 位ꎻ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一项调查显示ꎬ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

为 １３.２％ꎬ非意愿首次性行为发生率为 １０.９％ꎬ而首次

性行为不避孕者占 ３１. ９％ꎬ 多性伴行为发生率为

２５.７％ꎬ说明大学生不安全性行为问题形式严峻[６] ꎮ
因此ꎬ预防控制青少年性传播疾病必须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ꎮ
另外ꎬ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中国青少年(１５ ~ ２４ 岁女性)

已婚率和生育率整体呈下降趋势[７] ꎬ虽然«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为 ２０ 岁ꎬ
但 １５ ~ １９ 岁女性已婚(应该是事实性婚姻)和早育仍

然存在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我国 １５ ~ １９ 岁女性已婚率(事

实性婚姻)和生育率的反弹性上升值得关注ꎬ２０ ~ ２４
岁女性已婚率和生育率持续降低也应值得关注ꎬ与全

球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核心议题[人口红利、童(早)
婚、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青春期

妊娠等]有直接关系ꎮ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论坛可聚

焦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控、青少年行为与健康等ꎬ讨论

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控挑战与对策、分享禁毒防艾健康

传播典型案例、探索小学生全面性教育效果监测研究

的可行性等ꎮ

儿童性健康是个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不仅影

响当代人的健康ꎬ也与下一代的健康息息相关ꎮ 儿童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ꎬ其健康状况关系到国家

人口的基本素质ꎬ甚至民族的兴旺发达ꎮ 因此ꎬ科学、
规范、全面的性健康教育有助于青少年做出明智的性

健康决定ꎬ减少危险性行为ꎬ促进性与生殖健康ꎮ
１.３　 健康危险行为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　 慢性

非传 染 性 疾 病 (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ＮＣＤｓ)虽然严重威胁中国成年人健康和生命ꎬ但 ＮＣＤｓ
的发生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８] ꎬ儿童青少年 ＮＣＤｓ
患病率也明显增加ꎬ主要与健康危险行为有着密切的

关系ꎮ 我国政府倡导生命全程的危险因素干预以防

控 ＮＣＤｓꎬ健康危险行为和空气污染是当前主要 ＮＣＤｓ
的环境危险因素ꎬ健康危险行为主要在青少年时期形

成并保持轨迹现象ꎬ主要包括吸烟、饮酒、体力活动不

足、蔬菜水果摄入少、视屏时间过长、网络游戏成瘾、
快餐 / 外卖食用多、喜好含糖饮料、睡眠不足等ꎬ青少

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共性病因是生物钟紊乱ꎬ拓展了青

少年健康危险行为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机制研究的

领域和方向ꎮ
健康危险行为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相关问

题还包括儿童青少年肥胖与高血压、儿童青少年心血

管代谢与健康、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儿童健康的

(出生)队列研究等专题ꎬ从孕期邻苯二甲酸酯(塑化

剂)暴露的母婴健康效应、孕期应激与婴儿肠道菌群

定植等环境与儿童健康的队列研究ꎬ以及从中国儿童

青少年营养与体质状况长期趋势和皮褶厚度等多方

面探讨儿童肥胖与高血压的现状、机制及未来研究

方向ꎮ
１.４　 青少年近视与心理健康等主要问题　 儿童青少

年心理健康ꎬ如自杀行为影响因素、学习困难学生的

心理问题研究ꎬ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孤独症谱系障

碍等ꎬ以及儿童阅读障碍遗传和家庭环境交互作用等

也是当前儿童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的研究内容ꎮ 另

外ꎬ儿童青少年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建、新冠疫情对

近视防控影响及近视防控要点、学校疾病预防控制工

作指南、学校健康教育及相关领域研究进展等领域ꎬ
更加贴近基层学校卫生工作人员专业交流、知识培训

需求ꎮ

２　 学科研究热点

２.１　 健康项目中青少年参与　 青少年健康不仅影响

当前自身健康ꎬ也会影响未来身体健康、晚年生活质

量ꎬ甚至会影响下一代身心健康、家庭健康和社会健

康ꎮ 在制定青少年健康相关政策、促进健康相关措施

时应该积极推动青少年参与ꎬ希望青少年从其独特视

角ꎬ参与到影响自身健康相关策略制定和措施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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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ꎬ发挥青少年积极、有效作用ꎮ 青少年参与包括 ４
种模式:(１)没有参与ꎬ在大多数情况下ꎬ青少年缺乏

或很少有机会去表达他们的观点ꎻ(２)咨询式参与ꎬ由
成人发起ꎬ成人主导、管理ꎬ青少年缺乏控制结果的机

会ꎬ认可青少年观点、知识和经验的贡献ꎻ(３)协作式

参与ꎬ由成人发起ꎬ与青少年合作ꎬ青少年有机会影响

或提问过程及结果ꎬ允许青少年自主的行动ꎻ(４)青少

年主导的参与ꎬ由青少年发现并提出议题ꎬ成人更多

是引导而非主导ꎬ青少年主导整个过程和结果ꎮ
２.２　 肥胖准确判定 　 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是评价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重要指标之一ꎬ可
以作为心血管疾病危险的指标[９] ꎻＢＭＩ 评价儿童过度

肥胖具有较高的特异性ꎬ但敏感性较低[１０] ꎬ与年龄的

正相关使得 ＢＭＩ 不适合对生长期儿童的长期随

访[１１] ꎬＢＭＩ 不能反映脂肪含量较高儿童青少年的体脂

分布情况[１２] ꎮ 儿童青少年腹部皮褶厚度与中心性肥

胖密切相关ꎬ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肥胖不仅要关注体脂

的含量ꎬ更要关注体脂分布[１３] ꎮ 腰围作为学龄前儿童

高躯干脂肪含量的一个指标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１４] ꎬ
１９９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腰围明显增

加ꎬ男女生腹型肥胖检出率分别从 ４.０８％和 ６.２９％增

至 ２０.６４％和 ２０.９８％ꎻ无论 ＢＭＩ 是否超过超重阈值ꎬ儿
童青少年腹型肥胖的发生率均呈上升趋势ꎬ腹型肥胖

在 ＢＭＩ 低于超重阈值学生中的发生率从 ３.０３％增加

至 ９. ２１％[１５] ꎮ 腰 围 身 高 比 ( ｗａｉｓｔ￣ｔｏ￣ｈｅｉｇｈｔ ｒａｔｉｏꎬ
ＷＨｔＲ)对于中国儿童青少年腹型肥胖有很高的鉴别

能力[１６] ꎮ 另 外ꎬ 脂 肪 质 量 指 数 ( ｆａｔ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ＦＭＩ) [１７] 、脐腰高比(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ｗａｉｓｔ￣ｔｏ￣ｈｅｉｇｈｔ ｒａｔｉｏꎬＷ￣
ｔｏ￣Ｈｔ) [１８] 、三次方体重指数( ｔｒｉ￣ｐｏｎｄｅｒａｌ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ＴＭＩ３) [１９]在评价儿童青少年腹型肥胖方面优于 ＢＭＩꎮ
２.３　 高血压风险因素　 儿童青少年血压水平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ꎬ肥胖是主要危险因素ꎬ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肥胖与高血压有关ꎮ ＢＭＩ 可以作为独立预测儿童

青少年时期高血压的指标之一[２０－２１] ꎬ联合使用 ＢＭＩ 和
腰围并不优于单独使用 ＢＭＩꎮ ＢＭＩ、腰围和 ＷＨｔＲ 均

与血压偏高相关ꎬＢＭＩ 与腰围或腰高比存在联合作用ꎬ
保持正常体重和正常腰围 / ＷＨｔＲ 可能利于控制血压

偏高[２２] ꎮ 在 ６ ~ ９ 岁儿童和 １０ ~ １５ 岁青少年中ꎬ三酰

甘油和葡萄糖指数 (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ＴｙＧ)升高与高血压前期、高血压显著相关ꎬ提示胰岛

素抵抗在高血压发病中起着关键作用[２３] ꎮ 高胰岛素

血症可能通过增加钠的重吸收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活

化而引起高血压ꎬ从而导致儿茶酚胺的释放ꎮ 因此ꎬ
胰岛素代谢异常会影响血管和肾脏功能ꎬ在儿童青少

年健康检测中应关注血糖变化ꎮ
２.４　 心血管疾病风险　 ＢＭＩ 可作为心脏代谢风险的

良好指标[２４] ꎬ尤其是血脂性心脏代谢危险预测[２５] ꎬ

ＢＭＩ 与儿童心血管疾病风险密切相关[２６] ꎮ 肥胖可能

增加儿童青少年的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水平和颈动脉

内中膜厚度增厚检出率[２７] ꎮ 应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

控制儿童青少年肥胖ꎬ降低儿童青少年血管结构异常

风险ꎮ ＷＨｔＲ 评估腹部肥胖ꎬ比 ＢＭＩ 更能预测儿童肥

胖相关的心血管疾病风险[２８] ꎻＷＨｔＲ 在预测血脂性心

脏代谢危险因素方面具有较高价值ꎬ腰围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
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ＷＣ)也是预测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心

血管疾病风险的良好指标[２９] ꎬ且儿童 ＷＣ 对心血管疾

病风险预测的效率高于 ＢＭＩ[３０] ꎮ 体脂百分比 ( ｆａｔ
ｍａｓ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ＦＭＰ)和 ＷＣ 预测血压偏高、血脂异常

的能力相差不大ꎬ均可作为预测学龄儿童青少年心血

管病以及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的检测指标ꎬＦＭＰ 与

ＷＣ 结合可以预测学龄儿童青少年罹患心血管疾病以

及血脂异常危险因素的风险[３１] ꎮ 体型指数( ａ ｂｏｄｙ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ꎬＡＢＳＩ)ꎬ是一个独立的人体测量指标ꎬ与超

重和肥胖儿童的心脏代谢风险指标显著相关[３２] ꎮ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严重、中国疫情常态化

防控的形势下ꎬ线上会议和线下会议结合成为了目前

国内学术交流会的主要方式ꎬ这不仅改变了人们学术

交流方式ꎬ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ꎮ
２０２０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 学校卫生学术年会成功举

办ꎬ给全国儿少卫生 / 学校卫生领域的研究者、实践

者、学生增加了学术交流的机会ꎬ也进一步增加了普

通大众对知识的可及性ꎬ让科研成果更多予惠于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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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潘建平教授主编的学术专著«中国儿童忽视科学研究与防控管理»ꎬ已经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ꎮ 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儿童忽视的研究型学术著作ꎬ全书约 ４７ 万字ꎬ总结、展示了由潘建平教授主持的三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３０６７１７７２、３０８７２１２７、８１１７２６８８)资助、历时 １５ 年(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完成的研究内容和学术成果ꎬ完
整发布了中国城乡 ０~ １７ 岁儿童、中小学生忽视评价量表和判断标准ꎮ 本书除了学术和档案价值ꎬ还可作为各高等院校相

关专业、各研究院所和档案机构、各级妇幼保健院、各级医院儿科和儿保科、各学校卫生机构专业和管理工作者、研究生的

工具和专业参考书ꎮ 定价 １５８ 元ꎬ现时邮购者优惠至 １００ 元(快递费自理)ꎮ 如有需要者ꎬ请与西安市妇幼保健院基层保健

科杨武悦医生联系(手机:１７７８２７６８６１６ꎬ邮箱:２８７９３３２２４＠ ｑｑ.ｃｏｍ)ꎮ

４８２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１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