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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经济和科学的持续发展ꎬ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体力活动)在逐渐减少ꎬ电子视屏等静态生活时间不

断增加ꎬ形成了久坐少动的行为模式(静态行为)ꎮ 静态行为尤其是电子视屏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健康各个维度均有危害ꎮ
自 ２０１６ 年起ꎬ国际上儿童青少年活动指南的发布ꎬ已经倾向于发布维度更加全面、指标更加细化、操作性更强的儿童青少

年 ２４ ｈ 活动指南ꎮ 但儿童青少年 ２４ ｈ 活动指南本身仍然存在缺乏充足的循证医学证据ꎬ以及指标达标率极低等问题ꎬ对
绝大多数儿童而言更像是一种理想目标ꎮ 作者旨在探讨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和静态行为现况、梳理指南的制定和演变历

程ꎬ通过文献分析ꎬ探讨体力活动、静态行为对于儿童健康的独立影响及联合效应ꎬ分析和思考 ２４ ｈ 活动指南对于儿童青

少年健康的意义ꎬ为今后学生健康促进和行为干预提供思路和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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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美国运动医学学会(ＡＣ￣
ＳＭ) ( １９９５ꎬ ２００６)、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ＣＤＣ)
(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６) [１－２]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２０１０) [３] 等

专业 协 会 以 及 美 国 ( ２００８ꎬ ２０１８ ) [４－５] 、 加 拿 大

(２００２) [６－７] 、英国[８] 、澳大利亚[９] 和中国(２０１８) [１０] 等

政府机构或研究机构已经相继发布了各自版本的“儿

童青少年体力活动(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ＰＡ)指南”ꎬ提议

儿童青少年每天不少于 ６０ ｍｉｎ 的中高强度的身体活

动(ＭＶＰＡ)ꎬ每周不少于 ３ 次剧烈的 ＰＡ 和肌肉力量

训练对于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体质健康至关重要ꎻ为
获得最佳的健康效益ꎬ应同时限制其久坐时间(尤其

是视屏时间)ꎮ 加拿大甚至单独发布了«加拿大儿童

青少年久坐行为指南» (２０１１) [１１] ꎬ作为 ＰＡ 指南的补

充和延伸ꎮ ２０１６ 年起ꎬ加拿大和 ＷＨＯ 相继推出«儿

童青少年 ２４ ｈ 活动指南:融合 ＰＡ、久坐行为和睡眠»
(２０１６) [１２] 、«５ 岁以下儿童的 ＰＡ、久坐行为和睡眠指

南»(２０１９) [１３] ꎬ希望为儿童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提供更

全面、更科学的指导ꎬ其发布和实施也引起了全球广

泛关注ꎬ同时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促进和行为规

范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目前无论是对于静态生活方式 /
视屏行为ꎬ还是更为复杂的 ２４ ｈ 活动模式的研究ꎬ仍
然缺乏基于随机试验和纵向研究的有力循证医学证

据ꎬ包括与各种健康结局的剂量关系及潜在机制ꎮ 可

以预计ꎬ科技发展一定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为方

便、快捷、无负担而又精确评估 ＰＡ、静态行为和睡眠

模式的简易设备ꎬ以利于对不同静态行为ꎬ包括复合

的活动模式的客观评估ꎮ 学者们在评估其生物 / 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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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同时ꎬ还要考量其对社会心理和认知的影响ꎬ
以更好地理解整体的风险及收益ꎮ

１　 儿童青少年 ＰＡ 和静态行为现状

ＰＡ 又称为身体活动ꎬ１９８５ 年最早被 Ｃａｓｐｅｒｓｅｎ 定

义为“由于骨骼肌的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消耗能量的身

体移动形式” [１４] ꎬ被 ＷＨＯ 和世界各地的研究学者延

用至今ꎮ ＰＡ 主要包括体育锻炼活动、社区活动、居家

活动、交通活动以及工作活动等形式ꎮ 虽然目前已有

成熟的 ＰＡ 国际指南ꎬ但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表明ꎬ全球超

过 ８０％的 １１ ~ １７ 岁青少年 ＰＡ 水平未达到推荐标

准[１５] ꎬ欧、美国家的青少年能够满足该活动建议的比

例仅分别为 １５.０％[１６] 和 １５.４％[１７] 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的

数据显示ꎬ中国学生满足 ＰＡ 推荐标准的比例约为

３１.１％[１８] ꎮ 本课题组采用佩戴加速度计测量法ꎬ发现

广州市城区小学和初中学生每天中等强度 ＰＡ 满足 １
ｈ 的分别占 ４９.２％和 ２９.９％[１９] ꎮ

静态生活方式(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ꎬ ＳＬ)ꎬ又称久坐

少动行为模式ꎬ是指坐或躺的较低能量消耗的行为组

合ꎬ或者是任何非睡眠状态下ꎬ能量消耗≤１.５ ＭＥＴｓ
的坐或倚靠的姿势ꎬ或是低于 １００ 步 / ｍｉｎ 的轻体力活

动(ＬＩＰＡ)行为[２０] ꎮ 与 ＰＡ 一样ꎬＳＬ 也分为多种类别:
交通(开车或者乘车)、工作(电脑前工作)和 / 或休闲

(坐或躺着看电视、玩电子游戏)ꎮ ＷＨＯ 权威的 ２ 个

ＰＡ 和 ＳＬ 数据库( ＨＢＳＣ 和 ＧＳＨＳ)数据显示ꎬ欧美 ４０
多个国家的 １３ ~ １５ 岁儿童青少年中 ６６％ 的男童和

６８％的女童每天看电视时间超过 ２ ｈꎬ过半儿童超过 ３
ｈ[２１] ꎮ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ꎬ在全球 １２ 个国家的 ９ ~
１１ 岁儿童中ꎬ平均 ５４.５％的儿童没有达到每天不超过

２ ｈ 自由视屏时间的要求[２２] ꎮ 来自欧洲和北美 ４２ 个

国家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行为数据显示ꎬ绝大多

数青少年(１３ 岁 ６２％ꎬ１５ 岁 ６３％)超过了视屏时间指

南标准[２３] ꎮ 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国家营养健康监测

数据 的 分 析 显 示ꎬ 我 国 儿 童 ＳＬ 的 平 均 时 间 为

２.９２ ｈ / ｄ[２４] ꎮ 研究也发现ꎬ我国学生将时间花在 ＳＬ
上的增长趋势越来越明显ꎬ尤其是看电视、坐在电脑

前和玩电子游戏[２５] ꎮ ２０１４ 年一项调查结果表明ꎬ广
州市 ９ ~ １２ 岁儿童平均每天 ＳＬ 大约 ７.２１ ｈ[２６] ꎬ而课余

时间主要的 ＳＬ 类型为做功课、电子视屏和乘搭交通

工具上下学ꎬ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每日课余 ＳＬ 总时间

分别为 １９５.７ 和 ２７５.８ ｍｉｎꎬ每日电子视屏时间≥２ ｈ
比例分别为 ６.７％和 １１.０％[１９] ꎮ

２　 儿童青少年活动指南的制定和演变

ＳＬ 带来了一系列生理、心理问题ꎬ世界各国政府

机构和组织相继制定相关公共卫生指南ꎬ引导大众的

ＰＡ 达到最佳水平ꎬ以达到健康效益ꎮ ＰＡ 指南已经存

在多年ꎬ并且在世界各地相对一致ꎮ １９９５ 年美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和美国运动医学会(ＡＣＳＭ)在美

国首次发布了«ＰＡ 和大众健康:来自 ＣＤＣ 和 ＡＣＳＭ 的

建议» [１] ꎬ报告建议ꎬ各年龄段人群每周至少 ５ ｄꎬ每天

积累至少 ３０ ｍｉｎ 中等强度的 ＰＡ 将会有效降低成年期

冠心病、２ 型糖尿病、高血压、中风和某些癌症的风险ꎻ
该指南首次有争议地提出ꎬ每天 ＰＡ 可以采取多回合ꎬ
每次 ８ ~ １０ ｍｉｎ 的活动形式即可ꎬ而不需要至少持续

３０ ｍｉｎ 的单回合运动方式ꎬ并同时强调了中等 ＰＡ 也

能够带来潜在的健康益处的观点ꎮ 这些都与当时学

界的主流学术观点有很大偏差ꎮ ２００６ 年该指南进行

第二次修订ꎬ对 ＰＡ 的建议更加细化ꎮ
２００２ 年加拿大发布了«加拿大儿童青少年 ＰＡ 指

南» [２７] ꎮ ２０１０ 年 ＷＨＯ 提出«关于 ＰＡ 有益健康的全

球建议» [３] ꎬ对于 ５ ~ １７ 岁的儿童应该每天累计至少

６０ ｍｉｎ 的 ＭＶＰＡꎻ>６０ ｍｉｎ 的 ＰＡ 可提供更多的健康效

益ꎻ大多数日常 ＰＡ 应该是有氧活动ꎬ每周应该进行至

少 ３ 次高强度 ＰＡꎬ包括强壮肌肉和骨骼的活动等ꎮ 随

着研究的深入ꎬ发现 ＳＬ 不等同于 ＰＡ 不足ꎬ并且 ＳＬ 与

ＰＡ 对健康有着不同的影响ꎮ 同时屏幕技术不断进

步ꎬ屏幕娱乐设备的发展趋势和使用已成为日常生活

中固定的一部分ꎮ 视屏行为作为 ＳＬ 的一种ꎬ人们逐

渐认识到其对日常行为的影响ꎮ 加拿大率先提出儿

童青少年 ＳＬ 指南ꎬ建议 ５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应该尽量

减少久坐时间ꎬ每日视屏时间应< ２ ｈ[２８] ꎮ 基于近 １０
年来 ＰＡ 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循证证据ꎬ２０１８ 年美

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ＨＨＳ) 发布了第 ２ 版« ＰＡ 指

南»ꎬ内容涵盖儿童青少年群体ꎬ向大众提供了有实质

性健康益处的 ＰＡ 类型和数量ꎬ同时强调减少电子视

屏时间( <２ ｈ / ｄ)的重要性ꎮ 中国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颁布了«中国儿

童青少年 ＰＡ 指南» [１０] ꎬ首次提出了中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

青少年每天 ＰＡ 和 ＳＬ 的推荐量ꎮ
上述的 ＰＡ 指南多对单个运动行为提出建议ꎬ强

调了儿童青少年 ＭＶＰＡ 和低静态生活时间的重要性ꎮ
事实上ꎬ即使在活跃的儿童青少年中ꎬＭＶＰＡ 也仅占一

天之中 ２４ ｈ 的一小部分( <５％)ꎬ轻度 ＰＡ(１５％)、久坐

行为( ４０％) 和睡眠( ４０％) 约占一天的 ９５％[２９] ꎮ 为

此ꎬ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相关学会在 ２０１６ꎬ
２０１７ 与 ２０１９ 年相继推出了不同版本的 ２４ ｈ 儿童和青

少年活动指南ꎬ进一步继承和完善了儿童青少年 ＰＡ
和静态行为指南ꎬ同时将睡眠推荐也纳入指南中ꎮ 连

续不同运动行为(ＰＡ、久坐行为和睡眠) 的相互作用ꎬ
使得对健康的综合影响超出了每种行为的单独作用ꎬ
因为一种“不健康”的运动行为可以减少另一行为的

２６７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２



健康益处ꎬ比如儿童青少年的睡眠习惯不良和过度久

坐不动ꎬ就会减轻 ＭＶＰＡ 的健康益处ꎮ ２４ ｈ 活动指南

强调整日发生的所有活动行为的整合ꎬ建议 ５ ~ １７ 岁

的孩子每天进行至少 ６０ ｍｉｎ 的 ＭＶＰＡꎬ包括各种有氧

运动ꎻ每周至少 ３ ｄ 剧烈的 ＰＡ、肌肉和骨骼强化活动ꎻ
每天几个小时的各种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低 ＰＡꎻ５ ~
１３ 岁的孩子每晚睡眠不受干扰 ９ ~ １１ ｈꎬ１４ ~ １７ 岁孩

子每晚睡眠 ８ ~ １０ ｈꎬ并有固定的上床和起床时间ꎻ限
制 ＳＬ 时间ꎬ每天不超过 ２ ｈ 的娱乐视屏时间[１２] ꎮ ２４ ｈ
活动指南的提出反映了学界在全球“大健康”“全面健

康”概念下ꎬ对于人体活动的一种深入思考ꎬ更趋向于

整体、全面、均衡和辩证ꎮ

３　 儿童 ＰＡ 和 ＳＬ 对健康的影响

３.１　 ＰＡ 和 ＳＬ 对健康的独立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ＷＨＯ 统

计表明ꎬ缺乏 ＰＡ 已成为全球范围死亡的第 ４ 位主要

危险因素(全球死亡归因的 ６％) [３０] ꎮ 与此同时ꎬＷＨＯ
也表明ꎬＰＡ 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人群的身体发育、身
心健康ꎬ提高社交能力ꎬ同时能够降低儿童青少年人

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以及近视率ꎮ 柳叶刀 ＰＡ 研

究组在总结全球范围大样本研究后发现ꎬＳＬ 可导致约

６％的冠心病ꎬ７％的 ２ 型糖尿病ꎬ１０％的乳腺癌ꎬ１０％的

结肠癌以及 ９％的过早死亡率ꎬ反映出人群中 ＳＬ 已成

为最常见的行为模式ꎬ且具有致病的特异性[３１] ꎮ 随着

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ꎬ城市化进程推进使儿童青少年

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发生了很大改变ꎬ课业负担加重、
ＳＬ 以及建成环境等因素正危害着我国儿童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 [３２]

显示ꎬ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ꎬ
且呈低龄化趋势ꎬ各年龄段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ꎮ
３.２　 ＰＡ 和 ＳＬ 对健康结局影响的剂量效应　 流行病

学资料显示ꎬ如果日常 ＳＬ 时间过久ꎬ即使有规律的运

动也不能防止这部分人出现较高的过早死亡率和多

达 ３２ 种慢性病发生的风险[３３－３５] ꎮ 在该领域中ꎬ人们

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ꎬＳＬ 与慢性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

之间的关联是否被 ＰＡ 所修正或调节ꎮ Ｋｕｌｉｎｓｋｉ 等[３６]

的研究显示ꎬ静坐 ２ ｈ 会抵消 ２０ ｍｉｎ 运动所带来的心

肺健身效果ꎬ而如果用步行代替 ３０ ｍｉｎ 静坐时间ꎬ则
会使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降低 ２８％ꎬ患 ２ 型糖尿病的

风险降低 ２１％[３７] ꎮ ２０１６ 年 Ｅｋｅｌｕｎｄ 等[３８] 对成人的一

项荟萃分析表明ꎬＭＶＰＡ(６０ ~ ７５ ｍｉｎ / ｄ)似乎可以消除

长时间静坐时间( > ８ ｈ / ｄ) 带来的死亡风险ꎻ然而ꎬ
ＭＶＰＡ 只能减少却不能消除长时间看电视时间( ≥５
ｈ / ｄ)带来的死亡风险ꎮ 可以推测 ＰＡ 和 ＳＬ 对健康结

局存在剂量效应ꎬ即使 ＰＡ 能够达到 ＷＨＯ 的推荐标

准ꎬ过长的静坐时间仍会导致患多种慢性病的风险ꎮ

随后 Ｋａｔｚｍａｒｚｙｋ 等[３９] 对 Ｅｋｅｌｕｎｄ 的结果进行重新绘

制发现ꎬ在所有不同坐姿水平中ꎬＭＶＰＡ 与死亡率之间

存在相似的剂量反应关系ꎮ 最接近 ＰＡ 指南的一组

(每周 １６ ＭＥＴ / ｈ 或每天 ２５ ~ ３５ ｍｉｎ ＭＶＰＡ)相对风险

仍然高于参照组(每周 ３５.５ ＭＥＴ / ｈ 或每天 ６０ ~ ７５ ｍｉｎ
ＭＶＰＡ)ꎮ 除了促进减少久坐行为外ꎬ以上结果表明ꎬ
无论人们每天坐着的时间长短ꎬ增强 ＭＶＰＡ 水平都应

该是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卫生重点ꎮ 对于究竟采用何

种行为方式可以使个体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ꎬ学者们

仍然存有疑虑ꎮ
３.３　 ＰＡ 和 ＳＬ 对健康的影响机制　 目前对于 ＳＬ 生理

或心理机制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卧床研究或者动

物实验研究ꎮ 有研究显示ꎬ５ ｄ 的卧床休息足以导致

胰岛素抵抗增加、代谢功能下降ꎬ进而引起大脑海马

功能和认知能力下降[４０] ꎮ 变化的诱因是因为缺乏运

动还是极端的 ＳＬ 时间增加ꎬ抑或两者皆有ꎬ目前还不

明确ꎮ 动物实验发现局部缺乏运动可导致该部位脂

蛋白酶(ＬＰＬ)活性迅速下降ꎬ三酰甘油( ＴＧ)上升ꎬ血
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和基因表达谱发生

改变[４１] ꎮ ＬＰＬ 直接调节脂蛋白的代谢ꎬ与心血管疾病

和慢性代谢疾病的临床愈后有关ꎬ预计 ＳＬ 降低 ＬＤＬ－
Ｃ 很可能是导致多种疾病发生的机制之一ꎮ 目前临床

人群的实验证据明显不足ꎬ尤其缺乏直接由不同 ＳＬ
模式诱导的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证据ꎮ 这也是目前

静态生活模型或者理论急需的依据ꎮ
３.４　 ２４ ｈ 活动情况和健康结局　 学龄儿童在一天 ２４
ｈ 内的时间是由连续的各种强度的 ＰＡ、ＳＬ 和睡眠组

成ꎮ ＰＡ、ＳＬ 和睡眠 ３ 种运动行为会激发不同的生理

过程ꎬ并在一天内相互作用ꎬ从而产生混合的生物效

应[４２] ꎮ ２０１６ 年一项关于 ５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 ＰＡ、ＳＬ
和睡眠的组合与重要健康指标之间关系的综述[４３] 表

明ꎬ与低 ＰＡ / 短睡眠 / 高 ＳＬ 相比ꎬ高 ＰＡ / 长睡眠 / 低 ＳＬ
的儿童青少年有更理想的肥胖和心脏代谢健康指标ꎻ
高 ＰＡ / 长睡眠或高 ＰＡ / 低 ＳＬ 的孩子的健康益处也被

观察到ꎻ３ 种运动行为中ꎬＰＡ(尤其是 ＭＶＰＡ)与理想

健康指标的相关性最为一致ꎮ 说明不同行为活动之

间存在联合作用ꎬ在某些运动行为组合的人群中可能

会获得最佳的健康效益ꎮ
加拿大制定的 ２４ ｈ 活动指南代表了人们对运动

行为的思维模式从关注单一的特定的运动行为类型

到一个综合的运动行为模型的转变ꎮ 在包含 １２ 国 ９ ~
１１ 岁儿童的研究中发现ꎬ符合所有 ３ 项运动行为建议

的儿童肥胖率最低ꎬ符合 ２ 项建议比符合 １ 项建议好ꎬ
符合 １ 项建议比 １ 项都不符合好[４４] ꎮ 在儿童心理健

康方面也有同样的发现ꎬ一项在儿童早期的研究表

明ꎬ满足更多的 ２４ ｈ 活动指南建议的孩子具有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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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情感问题[４５] ꎮ 在 ８ ~ １１ 岁美国儿童的研究中

发现ꎬ满足 ２４ ｈ 活动建议越多与更好的认知表现有

关[４６] ꎮ 从运动连续体的角度来看ꎬ一整天的运动行为

都很重要ꎬ鼓励儿童青少年达到最佳的 ＭＶＰＡ 水平、
限制娱乐屏幕时间、获得足够的睡眠对促进儿童身心

健康都具有一定的公共卫生学意义ꎮ

４　 儿童青少年静态行为干预策略

实质上ꎬ即便各国政府机构和组织制定了 ＰＡ 指

南ꎬ儿童青少年 ＳＬ 时间仍然逐年增加ꎬ已成为世界发

达国家共同面对的难题ꎮ 随着逐渐认识到 ＳＬ 与多种

疾病的相关性ꎬ如何进行有效干预成为相关学者考虑

的问题ꎮ 如前所示ꎬ即使是满足推荐运动量的人群也

可能出现长时间的 ＳＬꎬ因此ꎬ日常生活中的 ＬＩＰＡ 受到

关注ꎮ 研究发现ꎬ人们大部分清醒时间用于 ＬＩＰＡꎬ大
部分没有经过运动训练的健康人在 １ 周中有很多时间

在进行日常 ＬＩＰＡꎬ如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照顾老

人孩子等ꎮ 提示进行 ＬＩＰＡ 更能为普通人群所接受ꎮ
很明显ꎬ静坐少动时间和 ＬＩＰＡ 之间存在负相关ꎬ进行

ＬＩＰＡ 的时间越长ꎬ静坐少动的时间越少ꎬ对于减少久

坐的时间本身就有益处ꎮ 研究静态生活时间与死亡

率、疾病预后和临床生物标志物之间的关系ꎬ发现减

少每天处于坐位和斜卧位的时间可能会给健康带来

潜在的益处ꎬ这独立于参加体育运动ꎮ
Ｌｅｖｉｎｅ 研究团队[４７]和 Ｈｉｌｌ 的研究团队[４８] 就身材

苗条和肥胖 ２ 个群体身体能量消耗的研究发现ꎬ２ 个

群体能量代谢的最大差异不是体育运动产生的能量

消耗ꎬ而是非体育运动能量消耗( ｎｏｎ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ｉｓꎬＮＥＡＴ)ꎬ主要活动形式包括坐、站、行

走、姿态保持等ꎮ 身体肥胖的人要比身材苗条的人平

均每天多坐 ２ ｈꎮ 因此建议ꎬ当人们想更好地控制体

重时ꎬ不一定每天跑马拉松或者去健身房ꎬ如果身体

肥胖人群把每天多坐的 ２ ｈ 改为走路甚至站立ꎬ每天

就可以多消耗 ３５０ ｃａｌ(１ ｃａｌ ＝ ４.１８ Ｊ)的能量ꎬ即导致

肥胖的多余能量ꎮ
运动生理学和 ＰＡ 不足生理学的剂量－反应参数

的一个主要区别与 ＰＡ 强度有关ꎮ 根据 ＡＣＳＭ 运动测

试与运动处方指南[４９] 中的定义ꎬ中等强度 ＰＡ 是 ３ ~
５.９ ＭＥＴｓꎬ较大强度 ＰＡ 是 ６ ＭＥＴｓ 以上ꎮ 但是日常生

活活动的强度通常都很小ꎬ对于很小强度活动的细胞

学反应或对预防疾病的作用目前了解的还很少ꎮ 低

强度活动下的主观感觉和生理学反应(如心率)很小ꎬ
支持通过低强度活动减少久坐时间并不足以预防疾

病这一观点ꎮ 相反ꎬＰＡ 不足生理学已经发现ꎬ缺乏

ＰＡ 会诱导出强烈的细胞信号ꎬ从而引发不良生理反

应ꎮ 可以抵消信号的活动仅仅是低强度、高度间歇性

的活动ꎬ 远低于基于运动科学研究所得出的传统

指南ꎮ
当肌肉收缩时ꎬ能量消耗迅速增加到安静时的

１００ 倍ꎮ 如一名 ６０ ｋｇ 的女性在完全静息状态下ꎬ想要

使全身代谢率增加 １ 倍ꎬ只需多动员全身肌肉的一小

部分 ( ３％ 或 １ ｋｇ 肌肉) 即可ꎬ ＬＩＰＡ 可以起到这个

作用ꎮ
除运动、ＬＩＰＡ 外ꎬ研究证明ꎬ即使只是久坐少动的

时间被打断的频率增加ꎬ人体也能获得一定的健康益

处ꎬ不断打断久坐少动的方式或许是一个潜在的预防

方法ꎮ 加拿大一项调查表明ꎬ工作日课余时间男童的

静态生活总时间和静态时间中断次数都高于女童ꎬ超
重 / 肥胖儿童的静态生活总时间和持续静态时间都高

于体重正常儿童[５０] ꎮ 进一步分析表明ꎬ１１ ~ １４ 岁的男

童放学后持续静态生活时间与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和腰

围呈正比ꎬ每增加 １ ｈ 的静态生活时间ꎬＢＭＩ 增加 １.４
ｋｇ / ｍ２ꎬ腰围增加 ３.４ ｃｍ[５１] ꎮ Ｃａｒｓｏｎ 等[５１] 研究显示ꎬ
除增加 ＭＶＰＡ 外ꎬ增加静态时间的中断次数对于良好

的体重状态可能会有更重要的意义ꎮ 在相同的静态

生活总时间中ꎬ儿童静态时间中断次数越多ꎬ腰围、
ＢＭＩ、ＴＧ 以及餐后 ２ ｈ 的血糖反应越理想[５２] ꎮ 因此ꎬ
经常打断久坐少动状态可能对代谢健康会产生良好

影响ꎬ可能是降低总体 ＳＬ 时间对健康益处的补充ꎮ
相较于运动与 ＬＩＰＡꎬ这种方式无疑更容易做到ꎮ

５　 需要关注的科学问题

对于儿童青少年健康而言ꎬ显然有必要实行“少

坐、多动、充足睡眠”的教育理念和干预策略ꎮ 一些静

态行为相关的研究结果已经开始被转化到临床和社

区实施ꎮ 在不久的将来ꎬ有关儿童青少年活动行为可

能需要思考和试图解决如下问题:(１)需针对不同久

坐模式(如电子视屏行为、阅读等)和姿势进行客观、
便捷ꎬ低负担的测量(如生活记录仪、可戴式相机、倾
斜计等)ꎬ同时提升测量工具的辨识度(辨别现代社会

各种复合性的静态行为ꎬ如同时使用多个屏幕或不同

类型电子设备)ꎬ以更好地评估静态行为及其相关健

康结局ꎮ (２)需要比较目前应用广泛的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会议室一体机等新型电子设备与传统的视屏

行为(如电视、视频游戏)是否具有相同的健康影响ꎮ
这也包括使用这些电子设备从事有益的认知和学习

活动ꎮ (３)需要提供更有力的循证证据(随机试验和

纵向研究)ꎬ以观察综合的运动行为(ＰＡ、ＳＬ 和睡眠)
方式(跨模式和跨领域)与各种健康结局的剂量关系ꎬ
监测其代偿性调整及影响(如打破一种静态行为可能

会导致另外类别的久坐时间和 / 或不健康饮食行为ꎻ
减少静态行为可能导致睡眠过量等)和潜在生理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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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等ꎬ以更好理解其潜在的风险及收益ꎮ (４)对

于儿童青少年行为干预的有效性仍需在不同的领域

进行持续测试 ( 如职业 / 教育、休闲 / 任意、 交通 / 家
庭)ꎬ并确定行为变化和影响健康的阈值ꎬ然后才能扩

大范围进行大人群干预ꎮ 另外ꎬ可以优先考虑针对高

危人群(如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的个体)的研究ꎬ因为

该群体可以从静态行为的干预中获益最多ꎮ (５)增加

极端视屏行为类型的研究ꎬ 如游戏成瘾等ꎮ

６　 小结

２０１８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 ＰＡ 指南»发布ꎬ首次提

出了中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每天 ＰＡ 和 ＳＬ 的推荐

量ꎮ 但是ꎬ目前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依然突

出ꎬ对于儿童青少年体质和相应健康促进措施的研究

需进一步加强ꎮ 虽然儿童青少年 ２４ ｈ 活动指南仍然

存在建议指标的达标率较低等问题ꎬ但依然给学生体

质健康促进及相关研究工作很多启示ꎮ 我们应借鉴

这些经验ꎬ加强对中国儿童青少年 ＰＡ、ＳＬ 和睡眠等规

律的科学化研究ꎬ科学、合理地安排他们每周或每天

的活动行为(ＰＡ、ＳＬ 和睡眠)ꎬ以发挥最大健康效益ꎮ
在公共卫生层面ꎬ中国未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ꎬ制定

适合儿童个体的最佳 ＰＡ、ＳＬ 和睡眠时长标准ꎻ在科学

研究层面ꎬ无论是对 ＰＡ、ＳＬ 和睡眠的干预模式ꎬ还是

相应机制都要进行探讨ꎮ

７　 参考文献
[ １] 　 ＰＡＴＥ Ｒ ＲꎬＰＲＡＴＴ ＭꎬＢＬＡＩＲ Ｓ Ｎꎬ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 ＪＡＭＡꎬ
１９９５ꎬ２７３(５):４０２－４０７.

[２]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ＬꎬＢＡＬＡＤＹ ＧꎬＢＥＲＲＲＹ Ｍꎬｅｔ ａｌ.ＡＣＳＭ’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 Ｍ].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２００６.

[３] 　 ＷＨＯ.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Ｒ].Ｇｅ￣
ｎｅｖａ:ＷＨＯꎬ２０１０.

[４]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０８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 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２００８.

[５] 　 ＰＩＥＲＣＹ Ｋ ＬꎬＴＲＯＩＡＮＯ Ｒ ＰꎬＢＡＬＬＡＲＤ Ｒ Ｍ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 Ｊ] . ＪＡＭＡꎬ２０１８ꎬ ３２０ ( １９):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８.
[６]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ａｄａ’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ｈ[ Ｒ].ＯｔｔａｗａꎬＣａｎａｄａ:Ｍｉｎ￣
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ｎａｄａꎬ２００２.

[７]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ａｄａ’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Ｒ]. Ｏｔｔａｗａꎬ Ｃａｎａｄ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ｎａｄａꎬ２００２.

[８] 　 ＵＫ Ｃｈｉｅ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０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ｕｋ－ｃｈｉｅ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２４￣ｈｏｕ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５ － １７ ｙｅａｒ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１.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ｏｖ. ａｕ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ｍａｉｎ /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ｎｓｆ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ｉ－５－１７ｙｅａｒｓ.

[１０]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 Ｊ] .中国循

证儿科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１１(６):４０１－４０９.
[１１]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 Ｍ ＳꎬＬＥＢＬＡＮＣ Ａ ＧꎬＪＡＮＳＳＥＮ Ｉꎬｅｔ ａｌ.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ｅｄｅｎ￣

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３６(１):５９－６４.

[１２]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 Ｍ ＳꎬＣＡＲＳＯＮ Ｖ ꎬＣＨＡＰＵＴ Ｊ.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ｎａ￣
ｄｉａｎ ２４￣ｈｏｕ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ꎬ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 Ｊ ] .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６ Ｓｕｐｐｌ ３) :Ⅲ－ｌＶ.

[１３]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ｕｎｄｅｒ 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ｇｅ[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ｉｒｉｓ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６６５ /
３１１６６４.

[１４] ＣＡＳＰＥＲＳＥＮ Ｃ ＪꎬＰＯＷＥＬＬ Ｋ Ｅꎬ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Ｇ Ｍ.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ꎬ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ꎬ１９８５ꎬ１００( ２):１２６ －

１３１.
[１５] ＷＨ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０２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１６] ＧＵＴＨＯＬＤ ＲꎬＣＯＷＡＮ Ｍ ＪꎬＡＵＴＥＮＲＩＥＴＨ Ｃ Ｓꎬ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 ３４￣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
ｉｓｏｎ[Ｊ]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２０１０ꎬ１５７(１):４３－４９.

[１７] ＫＡＮＮ ＬꎬＭＣＭＡＮＵＳ ＴꎬＨＡＲＲＩＳ Ｗ Ａ.Ｙｏｕ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
ｌａｎｃ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２０１７ [ Ｊ] .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８ꎬ６７(８):１－１１４.

[１８] ＷＡＮＧ ＮꎬＨＥ ＪꎬＷＡＮＧ Ｚ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８ꎬ１６３:６７
－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ｐｕｈｅ.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９.

[１９] 马璐.广州市 ８ ~ １５ 岁儿童体力活动、静态生活方式与代谢性心血

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Ｄ].广州:中山大学ꎬ２０１５.
[２０] ＳＢＲＮ Ｓ Ｂ Ｒ Ｎ.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 " [ Ｊ ] .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ꎬ２０１２ꎬ３７(３):５４０－５４２.

[２１] ＨＡＬＬＡＬ Ｐ Ｃꎬ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Ｌ ＢꎬＢＵＬＬ Ｆ Ｃꎬｅｔ 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ｐｉｔｆａｌｌｓꎬ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Ｊ]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２０１２ꎬ３８０(９８３８):２４７－２５７.

[２２] ＬＥＢＬＡＮＣ Ａ ＧꎬＫＡＴＺＭＡＲＺＹＫ Ｐ ＴꎬＢＡＲＲＥＩＲＡ Ｔ Ｖꎬｅｔ ａｌ.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ｉｎ ９－１１ 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５ꎬ１０(６):ｅ１２９６２２.

[２３] ＩＮＣＨＬＥＹ Ｊ Ｃ Ｄ Ｙ Ｔ.Ｇｒｏｗｉｎｇ ｕｐ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Ｒ].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
ｅｎ: ＷＨ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ꎬ２０１６.

[２４] ＳＯＮＧ ＣꎬＧＵＯ ＨꎬＧＯＮＧ Ｗꎬｅｔ 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ｐｉｌｓ ｉ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Ｊ] .Ｗｅｉ 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 Ｊｉｕꎬ
２０１７ꎬ４６(５):７０５－７２１.

[２５] ＤＥＡＲＴＨ￣ＷＥＳＬＥＹ ＴꎬＨＯＷＡＲＤ Ａ ＧꎬＷＡＮＧ Ｈꎬｅｔ ａｌ.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ｄｏ￣
ｍ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６７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２００４－２０１１[Ｊ]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Ｎｕｔｒ Ｐｈｙｓ Ａｃｔꎬ２０１７ꎬ１４
(１)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９６６－０１７－０５９８－４.

[２６] ＷＡＮＧ ＪꎬＡＤＡＢ ＰꎬＬＩＵ Ｗ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ꎬｑｕａｌｉｔｙꎬａｎｄ ｔｉｍ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９ － １２￣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Ｃｈｉｎａ[ Ｊ] .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２７(１１):５３１－

５３７.
[２７]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 Ｍ ＳꎬＳＨＥＰＡＲＤ Ｒ ＪꎬＢＲＡＷＬＥＹ Ｌ 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ｌｌｕｍｉ￣

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ꎬ２００７ꎬ３２(Ｓｕｐｐｌ ２Ｆ):Ｓ１－Ｓ９.

[２８]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 Ｍ ＳꎬＬＥＢＬＡＮＣ Ａ ＧꎬＪＡＮＳＳＥＮ Ｉꎬｅｔ ａｌ.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ｅｄｅｎ￣
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ꎬ２０１１ꎬ３６(１):５９－７１.

[２９] ＣＨＡＰＵＴ ＪꎬＣＡＲＳＯＮ ＶꎬＧＲＡＹ Ｃꎬ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ｌ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ａ ２４ ｈｏｕ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ｈｅａｌｔｈ[Ｊ]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４ꎬ１１(１２):１２５７５－１２５８１.

[３０] ＷＨＯ.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Ｒ].Ｇｅｎｅｖａ:ＷＨＯꎬ２００２.
[３１] ＬＥＥ Ｉ ＭꎬＳＨＩＲＯＭＡ Ｅ ＪꎬＬＯＢＥＬＯ Ｆ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ｕｒ￣
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Ｊ] .Ｌａｎｃｅｔꎬ２０１２ꎬ３８０(９８３８):２１９
－２２９.

[３２]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组.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３３] ＴＨＹＦＡＵＬＴ Ｊ ＰꎬＤＵ ＭꎬＫＲＡＵＳ Ｗ Ｅꎬ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 .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ꎬ２０１５ꎬ４７(６):１３０１－１３０５.

[３４]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Ｄ ＥꎬＬＥＥ ＩꎬＹＯＵＮＧ Ｄ Ｒꎬｅｔ 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ꎬ２０１５ꎬ４７(６):
１３１１－１３１５.

[３５] ＬＹＤＥＮ ＫꎬＫＯＺＥＹ Ｋ Ｓ ＬꎬＳＴＡＵＤＥＮＭＡＹＥＲ Ｊ Ｗꎬｅｔ 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ｏ ｗｅａｒａｂｌ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ｂｒｅａｋ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ｔｉｍｅ[Ｊ]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ꎬ２０１２ꎬ４４(１１):２２４３－２２５２.

[３６] ＫＵＬＩＮＳＫＩ Ｊ ＰꎬＫＨＥＲＡ ＡꎬＡＹＥＲＳ Ｃ Ｒꎬ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ｒｄｉｏ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８９(８):１０６３－１０７１.

[ ３７] ＶＡＮ ＤＥＲ ＢＥＲＧ Ｊ Ｄꎬ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ＬＤＥ ＪꎬＤＥ ＷＡＡＲＤ Ｅꎬｅｔ ａｌ.Ｒ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ｔｉｍｅ ｏ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ａｓ￣
ｔｒｉｃｈｔ ｓｔｕｄｙ[Ｊ]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ꎬ２０１７ꎬ４９(７):１３５１－１３５８.

[３８] ＥＫＥＬＵＮＤ Ｕ ＰꎬＳＴＥＥＮ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Ｎ Ｊ ＰꎬＢＲＯＷＮ Ｗ Ｊ Ｐꎬｅｔ
ａｌ.Ｄｏｅ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ꎬｏｒ ｅｖｅ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ꎬｔｈ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Ｊ] .Ｌａｎｃｅｔꎬ２０１６ꎬ
３８８(１００５１):１３０２－１３１０.

[３９] ＫＡＴＺＭＡＲＺＹＫ Ｐ ＴꎬＰＡＴＥ Ｒ 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ｉｔｔｉｎｇ[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２０１７ꎬ６(２):３２－

３３.

[４０] ＧＨＡＳＥＭＩ ＲꎬＤＡＲＧＡＨＩ ＬꎬＨＡＥＲＩ Ａꎬｅｔ ａｌ.Ｂｒａｉｎ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Ｊ] .
Ｍｏｌ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４７(３):１０４５－１０６５.

[４１]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Ｍ Ｔꎬ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 ＧꎬＺＤＥＲＩＣ Ｔ Ｗ.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
ｔｅｓꎬ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２００７ꎬ５６ ( １１):２６５５ －

２６６７.
[４２] ＣＨＡＰＵＴ ＪꎬＣＡＲＳＯＮ ＶꎬＧＲＡＹ Ｃꎬ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ｌ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ａ ２４ ｈｏｕ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ｈｅａｌｔｈ[Ｊ]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ｌ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４ꎬ１１(１２):１２５７５－１２５８１.

[４３]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Ｔ ＪꎬＧＲＡＹ Ｃ ＥꎬＰＯＩＴＲＡＳ Ｖ Ｊ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６ Ｓｕｐｐｌ ３):Ｓ２８３－Ｓ２９３.

[４４] ＲＯＭＡＮ￣ＶＩÑＡＳ ＢꎬＣＨＡＰＵＴ ＪꎬＫＡＴＺＭＡＲＺＹＫ Ｐ Ｔꎬｅｔ ａｌ.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２４￣ｈｏｕ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ａ １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Ｊ]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Ｎｕｔｒ Ｐｈｙｓ Ａｃｔꎬ２０１６ꎬ１３(１):１３３.

[４５] ＣＡＲＳＯＮ ＶꎬＥＺＥＵＧＷＵ Ｖ ＥꎬＴＡＭＡＮＡ Ｓ Ｋꎬｅｔ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２４￣ｈｏｕ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ｍｏｎｇ ３￣ｙｅａｒ￣ｏｌｄｓ[ Ｊ] .Ｊ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ꎬ２０１９ꎬ２２(７):７９７－８０２.

[４６] ＷＡＬＳＨ Ｊ Ｊꎬ ＢＡＲＮＥＳ Ｊ ＤꎬＣＡＭＥＲＯＮ Ｊ Ｄ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２４ ｈｏｕ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Ｓ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８ꎬ２(１１):７８３－７９１.

[４７] ＬＥＶＩＮＥ Ｊ ＡꎬＬＡ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ＦＯＳＴＥＲ Ｌ ＭꎬＭＣＣＲＡＤＹ Ｓ Ｋ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０５ꎬ３０７(５７０９):５８４－５８６.

[４８] ＨＩＬＬ Ｊ ＯꎬＷＹＡＴＴ Ｈ ＲꎬＲＥＥＤ Ｇ Ｗꎬｅｔ ａｌ.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ｗｅ ｇｏ ｆｒｏｍ ｈｅｒｅ?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０３ꎬ２９９( ５６０８):
８５３－８５５.

[４９] 美国运动医学学会.ＡＣＳＭ 运动测试于运动处方指南[ Ｍ].９ 版.王
正珍ꎬ等.译.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５０] ＣＯＬＬＥＹ Ｒ ＣꎬＧＡＲＲＩＧＵＥＴ ＤꎬＪＡＮＳＳＥＮ Ｉ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Ｊ] .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３ꎬ１３:２００.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１４７１ －

２４５８－１３－２００.
[５１] ＣＡＲＳＯＮ ＶꎬＳＴＯＮＥ Ｍꎬ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６
(１):９５－１０２.

[５２] ＨＥＡＬＹ Ｇ ＮꎬＤＵＮＳＴＡＮ Ｄ ＷꎬＳＡＬＭＯＮ Ｊꎬｅｔ ａｌ.Ｂｒｅａｋｓ ｉｎ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ｔｉｍ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ｉｓｋ[Ｊ] .Ｄｉａｂ Ｃａｒｅꎬ２００８ꎬ
３１(４):６６１－６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２０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２８

 




















 



更正
因编校失误ꎬ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０ 卷第 １１ 期«日本儿童青少年 １９００—２０１６ 年体格变化的聚类分析»一文ꎬ文题、中英文摘要及

正文中“２０１６”年均应为“２０１５”年ꎮ 特此更正ꎬ并向作者及广大读者致歉!
«中国学校卫生»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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