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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 ２１ 个省农村寄宿制初中生铁营养相关知识知晓情况ꎬ为通过食物强化评估学生铁营养状

况改善情况提供基线资料和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对我国东、中、西部 ３ 个经济区域内 ２１ 个省农

村寄宿制 ２ ７１６ 名初中生进行铁相关营养知识知晓状况问卷调查ꎮ 结果　 学生对铁缺乏和人体健康有关的知识知晓率高

达 ８７.００％ꎬ使用铁锅是否还需要补铁、营养性贫血的发生与哪种物质有关、微量营养素补充的好方法、１２ ~ １４ 岁血液中血

红蛋白值低于多少属于贫血、铁强化酱油中添加的是何种铁、缺铁有哪些症状的知晓率分别为 ５７.５８％ꎬ５６.１９％ꎬ１６.３１％ꎬ
１５.０２％ꎬ１２.８５％和 ５.９６％ꎻ在哪种食物铁含量丰富且易被人体吸收、食用“铁强化酱油”的作用和铁缺乏会对学生有哪些影

响 ３ 个问题上ꎬ男、女生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６.００２ꎬ７.０９３ꎬ５.６２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 )ꎮ 学生铁相关营养知

识得分情况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性别、经济区域和父亲文化程度(χ２ 值分别为 ６.９０１ꎬ５９.９９１ꎬ３２.１３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影响学生铁营养相关知识及格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性别、经济区域和父亲文化程度(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１６１ꎬ１.９２０ 和 １.２８４)ꎮ 结论　 农村寄宿制中学生铁相关营养知识的知晓程度相对较低ꎮ 应加强中小学生相关知识和行

为的教育及宣传工作ꎬ从铁相关疾病危险因素方面预防和控制铁缺乏及贫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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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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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营养干预方面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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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缺乏作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营养素缺乏问题ꎬ已
经成为导致疾病、伤残和死亡较为重要的危险因素之

一[１] ꎮ 发展中国家铁缺乏的流行主要是由于低吸收

率的铁膳食引起的[２] ꎬ尚未发展到贫血阶段的铁缺乏

人群数量较为庞大ꎬ一旦发展到缺铁性贫血时ꎬ则已

经达到了铁缺乏的严重程度[３] ꎮ 初中阶段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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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发育的关键阶段ꎬ也是营养知识学

习、良好饮食习惯形成的重要时期ꎮ 为此ꎬ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对铁缺乏及贫血预防和

控制进行了研究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先后在我国 ２１
个省分别选择部分初中寄宿制中学生进行铁相关营

养知识的基线调查ꎬ为今后制定解决我国铁缺乏及贫

血等相关问题的公共卫生策略和政策提供框架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按照传统的

行政管理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将进行基线调查的 ２１ 个

省份分为东部地区(河北省、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
福建省、山东省和海南省)、中部地区(山西省、内蒙古

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和

湖南省)和西部地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

省、甘肃省和重庆市)ꎻ分别从每省监测辖区中 １ ~ ２ 个

县(区)所辖农村寄宿制中学初中一年级随机抽取 １ ~
２ 个班级ꎬ抽取班级全体学生作为监测对象ꎬ保证每省

初中一年级学生不低于 １００ 名ꎮ 共调查 ２ ７１６ 名学

生ꎮ 其中男生 １ ４５０ 名ꎬ女生 １ ２６６ 名ꎻ东部地区学生

９６４ 名ꎬ中部地区学生 １ ０７６ 名ꎬ西部地区学生 ６７６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１３.１２±１.０９)岁ꎮ 父母亲的职业类型排名

前三的为农民、企业工人和个体业主ꎬ在父亲职业中ꎬ
农民、企业工人和个体业主的比例分别为 ５６. ８９％ꎬ
１２.７８％和 ６.４４％ꎻ母亲职业中ꎬ农民、企业工人和个体

业主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８２％ꎬ９.８３％和 ６.２２％ꎮ
１.２　 方法　 调查问卷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成立的项目质量控制专家组设计并完善ꎬ根
据专家审阅和建议最终确定问卷内容ꎮ 本文只针对

学生基本信息和铁相关营养知识问卷的基线状况进

行统计和分析ꎮ 参加监测学生需在监测前签署知情

同意书ꎬ监测学生基本信息登记内容包括姓名、性别、
出生日期(公历)、班级和父母基本情况等ꎻ铁相关营

养知识共涉及 １０ 个选择题ꎬ其中单项选择题 ７ 题ꎬ每
题 １ 分ꎬ共 ７ 分ꎬ答对 １ 题得 １ 分ꎬ答错不得分ꎻ多项选

择题 ３ 题ꎬ共 １１ 分ꎬ答对 １ 个选项得 １ 分ꎬ答错任意选

项本题均不得分ꎮ 问卷采用自答形式ꎬ采取现场发放

问卷、当场收回的形式ꎬ班主任配合经过培训的人员

进行问卷的解答和发放ꎬ从而确保调查内容的完整和

可靠性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以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进行数据双录

入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营养知

识得分以(ｘ± ｓ) 表示ꎬ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
验ꎻ不同区域、性别、年龄和父母文化程度单因素分析

采用 χ２ 检验ꎬ多因素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以 Ｐ <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铁相关营养知识知晓率　 认为铁缺乏和人

体健康有关系的知晓率高达 ８７.００％ꎬ知晓“铁强化酱

油”作用的学生达到 ７２.２８％ꎻ另外ꎬ知道营养性贫血的

发生与哪种物质有关和使用铁锅是否还需要补铁的

知晓率分别为 ５６.１９％和 ５７.５８％ꎬ除以上 ４ 题外ꎬ其他

铁相关营养知识的知晓率均较低ꎮ 在哪种食物铁含

量丰富且易被人体吸收、食用“铁强化酱油”的作用和

铁缺乏会对学生有哪些影响 ３ 个问题的比较分析中ꎬ
男女生的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ꎬ而其他的铁相关营养知识的知晓率男女生之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铁相关营养知识知晓率男女生比较

知识
男生

(ｎ ＝ １ ４５０)

女生

(ｎ ＝ １ ２６６)

合计

(ｎ ＝ ２ ７１６)
χ２ 值 Ｐ 值

认为铁缺乏和人体健康有关 １ ２５３(８６.４１) １ １１０(８７.６８) ２ ３６３(８７.００) ０.９５５ ０.３２８
知道营养性贫血的发生与哪种物质有关 ８３８(５７.７９) ６８８(５４.３４) １ ５２６(５６.１９) ３.２６５ ０.０７１
１２ ~ １４ 岁青少年血液中血红蛋白值低于多少属于贫血 ２３３(１６.０７) １７５(１３.８２) ４０８(１５.０２) ２.６７１ ０.１０２
使用铁锅是否还需要补铁 ８２７(５７.０３) ７３７(５８.２１) １ ５６４(５７.５８) ０.３８６ ０.５３５
哪种食物铁含量丰富且易被人体吸收 １７９(１２.３４) １１９(９.４０) ２９８(１０.９７) ６.００２ ０.０１４
食用“铁强化酱油”的作用 １ ０１７(７０.１４) ９４６(７４.７２) １ ９６３(７２.２８) ７.０９３ ０.００８
铁强化酱油中添加的是何种铁 １８２(１２.５５) １６７(１３.１９) ３４９(１２.８５) ０.２４７ ０.６１９
缺铁有哪些症状 ７７(５.３１) ８５(６.７１) １６２(５.９６) ２.３７４ ０.１２３
铁缺乏会对学生有哪些影响 ３２８(２２.６２) ３３６(２６.５４) ６６４(２４.４５) ５.６２２ ０.０１８
微量营养素补充的好方法 ２３７(１６.３４) ２０６(１６.２７) ４４３(１６.３１) ０.００３ ０.９５９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２　 影响学生铁相关营养知识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问卷铁相关营养知识满分为 １８ 分ꎬ在 ２ ７１６ 名学生

中ꎬ最高分为 １６ 分ꎬ最低分为 １ 分ꎬ平均得分(８.４２ ±
３.２５)分ꎮ其中ꎬ男生平均( ８. ２４ ± ３. ２３) 分ꎬ女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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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３.２５)分ꎬ男、女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１６３ꎬＰ ＝ ０.００２)ꎮ 根据学生的问卷得分情况ꎬ将得

分(折合成百分制)分为>１４ 分(百分制中≥８０ 分)、１１
~ １４ 分(百分制中 ６０ ~ <８０ 分)及<１１ 分(百分制中<

６０ 分)ꎬ其中得分>１４ 分和 １１ ~ １４ 定为及格ꎬ<１１ 分则

为不及格ꎮ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铁相关营养知识及

格率在学生性别、经济区域和父亲的文化程度影响因

素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初中生铁相关营养知识得分及格率比较 / ％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及格

>１４ 分 １１ ~ １４ 分 合计
不及格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４５０ ３.１０ ２３.４５ ２６.５５ ７３.４５ ６.９０１ <０.０１
女 １ ２６６ ３.４０ ２７.７３ ３１.１３ ６８.８７

经济区域 东部 ９６４ ０.８３ ２５.６２ ２６.４５ ７３.５５ ５９.９９１ <０.０１
中部 １ ０７６ ７.２５ ２９.０９ ３６.３４ ６３.６６
西部 ６７６ ０.３０ １９.３８ １９.６８ ８０.３２

年龄 / 岁 ≤１１ ７９ ０ １８.９９ １８.９９ ８１.０１ ４.５９１ ０.１０１
１２ ~ <１６ ２ ５８２ ３.３７ ２５.４８ ２８.８５ ７１.１５
≥１６ ５５ １.８２ ３２.７３ ３４.５５ ６５.４５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６７３ １.６３ ２１.４０ ２３.０３ ７６.９７ ３２.１３７ <０.０１
初中 １ ５１６ ２.９７ ２５.３３ ２８.３０ ７１.７０
高中或中专 ３８９ ５.４０ ３２.９０ ３８.３０ ６１.７０
大专及以上 ８０ ７.５０ ３１.２５ ３８.７５ ６１.２５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 ０４８ １.３４ ２８.５３ ２９.８７ ７０.１３ ４.９１７ ０.１７８
初中 １ ２６１ ３.４９ ２６.５７ ３０.０６ ６９.９４
高中或中专 ２８２ ８.１６ ２５.８９ ３４.０５ ６５.９５
大专及以上 ７０ ５.７１ ３４.２９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注: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ꎮ

２.３　 影响学生铁相关营养知识得分的多因素分析　
以学生铁相关营养知识得分及格情况为因变量(及格

＝ １ꎬ不及格＝ ０)ꎬ选择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

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强迫引

入法)分析ꎮ 性别:男 ＝ ０ꎬ女 ＝ １ꎻ父亲文化程度:小学

及以下＝ ０ꎬ初中＝ １ꎬ高中及中专 ＝ ２ꎬ大专及以上 ＝ ３ꎻ

经济区域采用哑变量赋值ꎬ西部地区 ＝ ０ꎬ其他地区 ＝
１ꎮ 分析发现ꎬ学生得分及格率与学生的性别、父亲文

化程度和经济区域发达程度具有相关性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父亲文化程度越高ꎬ学生及格率越高ꎻ女生比男

生营养知识及格率高ꎻ经济区域越发达ꎬ学生的营养

知识及格率越高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初中生铁相关营养知识及格率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 ７１６)

影响因素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４ ５.５０５ ０.０１９ １.１６１(１.０２５ ~ １.３１５)
父亲文化程度 ０.２５０ ０.０４４ ３２.０１８ ０.０００ １.２８４(１.１７７ ~ １.４００)
经济区域 ０.６５２ ０.１０８ ３６.３９７ ０.０００ １.９２０(１.５５３ ~ ２.３７３)

３　 讨论

铁缺乏是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的一项公共卫生

问题ꎮ 目前ꎬ与铁缺乏紧密相关的贫血问题的主要防

治手段有增加饮食多样性以提高铁的摄入量和生物

利用度、选择性的植物栽培或基因工程提高主要食用

农作物的铁含量或降低其中铁吸收抑制因子、口服药

用剂量的补铁剂以及对商业加工食品进行的铁强化

等[４－５] 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在卫计

委的支持下ꎬ开展了多项食物强化的研究和推动工

作ꎮ 而针对铁相关营养知识、铁缺乏及贫血危害的一

系列教育宣传工作也成为整个项目不可或缺的部分ꎮ
本次铁营养相关知识基线调查结果显示ꎬ全国 ２１

省农村寄宿制中学初中生铁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较低ꎬ

如对“缺铁有哪些症状”的知晓率仅 ５.９６％ꎬ１０ 道问题

中ꎬ正确率能达到 ６０％以上的问题只有 ２ 道ꎬ这与学

生所处的地区、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环境有很大的

关系ꎮ 段一凡等[６] 对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

知识现状分析中指出ꎬ有关铁营养知识的掌握情况仍

不容乐观ꎻ贾晓瑜等[７] 在重庆市农村寄宿制学校中学

生营养知识调查显示ꎬ有关铁的来源只有 １０.８２％的学

生答对ꎻ何晓庆等[８] 对金华市区妇女和儿童的铁营养

和铁酱油调查结果也反映出整体知晓率偏低ꎮ 沙怡

梅等[９]在北京地区调查结果也显示铁营养知识知晓

率相对欠缺ꎮ 左娇蕾等[１０]研究表明ꎬ农村寄宿制学校

中无论教师、食堂工作人员还是学生ꎬ营养知识普遍

匮乏ꎮ “知信行”模式是人类健康相关行为的模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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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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参考文献
[１] 　 ＷＨ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

[Ｒ].Ｇｅｎｅｖａ:ＷＨＯꎬ２００２.

[２]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 Ｒ ＷꎬＢＯＴＨＷＥＬＬ Ｔ Ｈ. Ｉｒｏ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Ｊ] .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Ｍｅｄꎬ１９８３ꎬ３４:５５－６８.

[３] 　 王波ꎬ詹思延ꎬ夏愔愔ꎬ等.乙二胺四乙酸铁钠与硫酸亚铁改善铁

缺乏的效果比较: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 [ Ｊ] . 现代预防医学ꎬ

２０１１ꎬ３８(７):１２４０－１２４６.

[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Ｆｏｕｒ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Ｒ].Ｇｅｎｅｖａ:ＡＣＣ / ＳＣ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２０００.

[５] 　 ＨＵＲＲＥＬＬ ＲꎬＲＡＮＵＭ ＰꎬＤＥＰＥＥ Ｓꎬｅｔ ａｌ.Ｒｅｖｉｓｅ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ｒｏｎ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ｆｌｏｕｒ ａｎｄ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ｈｅａｔ ｆｌｏｕｒ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Ｊ] .Ｆｏｏｄ

Ｎｕｔｒ Ｂｕｌｌ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１):７Ｓ－２１Ｓ.

[６] 　 段一凡ꎬ李艳平ꎬ鞠波ꎬ等.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知识现

状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９):１０３１－１０３４.

[７] 　 贾晓瑜ꎬ张亚妮ꎬ华隆超ꎬ等.重庆市农村寄宿制学校中学生营养

知识知晓现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１２):１４２６－１４２８.

[８] 　 何晓庆ꎬ裘淑华ꎬ盛建荣ꎬ等.金华市区妇女和儿童贫血情况调查

研究[Ｊ] .中国妇幼保健ꎬ２０１２ꎬ２７(１８):２８１５－２８１７.

[９] 　 沙怡梅ꎬ徐筠ꎬ孙静ꎬ等.北京市铁强化酱油健康教育干预效果分

析[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０８ꎬ２４(５):３３４－３３６.

[１０] 左娇蕾ꎬ胡小琪.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状况及干预策略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９):１０３５－１０３８.

[１１] 孙静ꎬ霍军生ꎬ王波ꎬ等.应用铁强化酱油控制贫血效果观察[ Ｊ] .

卫生研究ꎬ２００８ꎬ３７(５):３３３－３３４.

[１２] 李春艳.吉林省铁强化酱油项目监测结果分析[ Ｄ].长春:吉林大

学ꎬ２００７.

[１３] 孔灵芝.我国儿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现状与预防[ Ｊ] .中国

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３ꎬ２４(５):４２８－４３２.

[１４] 房红芸ꎬ马冠生.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问题及对策[ 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９):１０３９－１０４０.

[１５] 徐海泉ꎬ张倩ꎬ李荔ꎬ等.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寄宿生膳食

行为及营养状况分析[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 １２):１７７９ －

１７８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２５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上接第 ８０９ 页)
[２０] 李红娟ꎬ李新ꎬ王艳ꎬ等.北京市某初中 １ ~ ２ 年级学生在校身体活

动水平定量评估[Ｊ] .卫生研究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４):５８９－５９５.

[２１] 王玉冰.上海市初中生动机水平、体育知识和体育活动之间关系

的研究[Ｄ].上海:上海体育学院ꎬ２０１４.

[２２] 王超.中国儿童青少年日常体力活动推荐量研究[ Ｄ].上海:上海

体育学院ꎬ２０１３.

[２３] 付强.７－１０ 岁小学生体力活动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Ｄ].苏

州:苏州大学ꎬ２０１２.

[２４] ＴＲＯＩＡＮＯ Ｒ ＰꎬＢＥＲＲＩＧＡＮ ＤꎬＤＯＤＤ Ｋ Ｗꎬ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Ｊ] .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

ｘｅｒꎬ２００８(１):１８１－１８８.

[２５] ＤＵＭＩＴＨ Ｓ ＣꎬＧＩＧＡＮＴＥ Ｄ Ｐꎬ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Ｓ Ｍ Ｒꎬ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 ｐｏｏｌｅｄ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Ｉｎｔ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ꎬ２０１１(３):６８５－６９８.

[２６] 石文韬.重庆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研

究[Ｄ].重庆:西南大学ꎬ２０１３.

[２７] 阿斯亚阿西木ꎬ刘艳ꎬ何志凡.成都市中小学生日常生活身体活

动情况[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６):６７７－６７９.

[２８] 朱斌ꎬ宗敏.身体活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策略分析[ Ｊ] .中国学校

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５):６０４－６０６.

[２９] 郭亚文ꎬ姜庆五ꎬ罗春燕.中学生闲暇生活影响因素逐步判别分析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１):３４－３６.

[３０] 郑育滨ꎬ温煦ꎬ谢小菲ꎬ等.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与父母教养方式

关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５):５８６－５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１０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０３

３１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７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