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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规律运动对身心皆有益处[１] ꎮ 静态的身体

活动形态是造成青少年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２] ꎬ缺少

身体活动也是造成慢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之

一[３] ꎬ肥胖会造成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危害ꎬ如
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４] ꎬ可能会减

少 ２ ~ ５ 年的期望寿命[５] ꎬ持续的肥胖势必会影响国人

健康ꎬ造成医疗费用和社会成本的增加ꎮ 跨理论模式

横跨心理治疗与行为改变的 ２ 个理论论点ꎬ最初应用

于戒毒的行为改变[６] ꎬ近年来发展到健康有关的领

域ꎬ其中包括健身运动行为ꎮ 本研究选择无锡机电高

职肥胖青少年学生为研究对象ꎬ以跨理论模式为基

础ꎬ验证各变项对于肥胖青少年运动行为改变的适用

性ꎬ分析肥胖青少年运动行为的改变阶段特征ꎬ最终

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无锡机电高职选择五年制高职一、二年

级的肥胖青少年学生ꎬ肥胖的判定标准为中国青少年

超重、肥胖的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筛查

标准(ＷＧＯＣ 标准) [７] ꎮ 排除标准:身体残疾ꎬ患有心

脏病、哮喘等疾病ꎬ有使用减肥药物ꎮ 共有 １２６ 名研究

对象进入研究ꎮ 将学生随机分为实验组(６２ 名)和对

照组(６４ 名)ꎮ 本研究通过无锡机电高职伦理委员会

的批准ꎬ所有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其中对照组男

生 ３８ 名ꎬ女生 ２６ 名ꎬ年龄 １５ ~ １７ 岁ꎬ平均( １５. ３６ ±
１.０２)岁ꎬＢＭＩ(２８.７７±１.１８) ｋｇ / ｍ２ꎻ实验组男生 ４０ 名ꎬ
女生 ２２ 名ꎬ年龄 １５ ~ １７ 岁ꎬ平均(１５.３２±０.９０)岁ꎬＢＭＩ
(２８.３６±１.７５)ｋｇ / ｍ２ꎮ 两组性别、年龄、ＢＭＩ 比较ꎬ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干预方法　 个体的运动行为在各阶段变化时ꎬ
可能采取一些明显的或者内隐的行动改变其运动的

经验和环境ꎬ以修饰其行为[８] ꎮ 根据跨理论的模型将

运动行为分为无意向期、意向期、准备期、行动期和维

持期 ５ 个阶段ꎬ并根据跨理论模式的 １０ 个运动行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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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方法(认知层面的意识觉醒、情感唤起、环境再评

价、自我再评价、社会解放ꎻ行为层面的情景替代、人
际关系、增强管理、激情控制、自我解放) [９] 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１ 月ꎬ设计包括运动认识教育课程及有氧运动

的运动行为改变方法对实验组学生进行 ８ 周干预ꎬ对
照组不接受任何实验处理ꎮ 运动认知课程主要是以

跨理论模式的横跨心理治疗其行为改变的 １０ 个改变

方法为课程设计基础ꎬ包含提供运动健康的相关知

识、教导正确健康的运动行为、运动效益、规律运动的

重要性、运动与能量代谢、体能概念等ꎻ实际运动课程

包含慢跑、健走、跳绳、球类等活动ꎬ有专业体育教师

负责ꎬ每周进行 ３ 次ꎬ每次 ６０ ｍｉｎꎬ运动强度设定在

６５％ ~ ７０％ꎬ视学生当天身体状况与运动情形稍作增

减ꎬ运动训练中对学生测量脉搏ꎬ以确认达到该运动

强度ꎮ
１.２.２　 测量方法　 实验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身

高、体重、腰围、臀围)的肥胖指标由经过培训的专业

人员使用同型号的器械、统一标准测量ꎮ 身高使用机

械式身高测量方法ꎬ读数精确到 ０.１ ｃｍꎻ体重使用杠杆

体重测量方法ꎬ读数精确到 ０.１ ｋｇꎻ腰臀围的测量使用

卷尺ꎬ腰围采用绕脐 １ 周进行测量ꎬ臀围经臀部后最突

出的部位 １ 周测量ꎬ读数精确到 ０.１ ｃｍꎻ根据测量数据

计算个体的 ＢＭＩ 和腰臀围比ꎮ 在运动行为方面ꎬ运用

运动阶段量表(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１９９７) [１０] 进行调查ꎬ此量表包

括 ５ 个选项序位:(１)无意向期:除了体育课外ꎬ目前

没有从事任何运动ꎬ且未来 ６ 个月内也不打算开始运

动ꎻ(２)意向期:除了体育课外ꎬ目前并没有从事运动ꎬ
但打算在未来的 ６ 个月内开始运动ꎻ(３)准备期:除了

体育课外ꎬ目前有从事运动ꎬ但是并不规律ꎻ(４)行动

期:除了体育课外ꎬ目前有从事规律运动ꎬ但还持续不

到 ６ 个月ꎻ(５)维持期:除了体育课外ꎬ目前从事体育

运动ꎬ且持续了 ６ 个月ꎮ 该量表还指出每周至少运动

３ ｄꎬ每次 ２０ ｍｉｎꎬ每次运动都有累、喘、流汗等 ３ 种感

觉ꎬ称之为规律身体活动ꎮ 运用该量表分别在实验前

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进行测量ꎬ经信度重测检

验ꎬ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处理数据ꎬ采
用平均值±标准差、百分比等进行描述性分析ꎬ推论性

统计分析包括 ｔ 检验、单因子分析以及 χ２ 检验等ꎬ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两组学生肥胖生理指标比较　 干预前

两组被试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运动课程介入后ꎬ两组身高、ＢＭＩ、腰围、臀围、
腰臀围比等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干预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肥胖指标比较(ｘ±ｓ)

干预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腰围 / ｃｍ 臀围 / ｃｍ 腰臀围比
干预前 实验组 ６２ １７１.３±８.３ ８４.７３±１２.８５ ２８.３６±１.７５ ９２.７７±９.９４ １０４.０５±８.００ ０.８０±０.０６

对照组 ６４ １７０.９±４.６ ８４.４６±７.５０ ２８.７７±１.１８ ９１.４５±７.１２ １０４.１４±５.５９ ０.８６±０.５５
ｔ 值 ０.４７ ０.１４ ０.５８ ０.８５ ０.０７ ０.８５
Ｐ 值 ０.６４ ０.７０ ０.５５ ０.３９ ０.９４ ０.１７

干预后 实验组 ６２ １７２.９±５.４ ８４.６２±９.７４ ２７.５５±２.５６ ８８.６７±８.３２ １０１.４０±５.８５ ０.７５±０.５９
对照组 ６４ １７０.９±５.２ ８５.１６±８.１０ ２９.１６±２.６４ ９１.６４±７.９１ １０４.００±５.３２ ０.９６±０.５５

ｔ 值 ２.１１ ０.３４ ３.４７ ２.０５ ２.６１ ２.０６
Ｐ 值 ０.０４ ０.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４

２.２　 干预前后两组学生运动阶段分布比较　 干预前ꎬ
两组学生运动阶段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
干预后ꎬ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运动阶段分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以有无规律运动[１０] (处于行动

期和维持期为有规律运动)来划分ꎬ干预前实验组学

生仅有 ２４.２０％有规律运动习惯ꎬ干预后有规律运动习

惯者提至到 ５９.７０％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干预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运动阶段分布比较

干预前后 组别 人数 无意向期 意向期 准备期 行动期 维持期 χ２ 值 Ｐ 值
干预前 实验组 ６２ ７(１１.３０) ２１(３３.９０) １９(３０.６０) １１(１７.７０) ４(６.５０) ５.８４ >０.０５

对照组 ６４ ５(７.８０) １５(２３.４０) ２８(４３.８０) ７(１０.９０) ９(１４.１０)
干预后 实验组 ６２ １(１.６０) ９(１４.５０) １４(２２.６０) １５(２４.２０) ２２(３５.５０) １１.８２ <０.０５

对照组 ６４ ３(４.７０) １７(２６.６０) ２３(３５.９０) ６(９.４０) １３(２０.３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３.１　 运动课程介入对研究对象生理指标的影响本研

究运用跨理论的结合运动认知课程及实际有氧运动

参与的介入方式干预肥胖青少年的生理指标ꎬ可以避

免节食和药物减肥对青少年身体的伤害[１１] ꎮ 运动认

知课程可提高肥胖青少年对于运动理论知识的认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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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有氧运动课程可抑制过度进食所引起的脂肪组

织的增加ꎬ减轻低脂到高脂饮食造成的正脂肪平衡ꎬ
消耗能量[１２] ꎮ 运动不但使身体消耗能量ꎬ 而且影响

安静代谢率及食物的特殊动力作用[１３] ꎮ 虽然单一运

动的减肥效果仍存在争议ꎬ 但本实验每周进行 ３ 次、
每次 ６０ ｍｉｎꎬ运动强度为 ６５％ ~ ７０％的有氧运动ꎬ改善

脂肪在体内的分布ꎬ 在控制肥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ꎮ 腰围、臀围能反映腹部脂肪和臀部脂肪的分布ꎬ
腰臀围比例是人体脂肪分布的指标[１４] ꎮ 通过 ８ 周的

运动认知课程及实际有氧运动相结合的干预ꎬ实验组

学生的身高、ＢＭＩ、腰围、臀围、腰臀围比较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能量的摄入和运动的消耗是决定体重的重要因

素[１５] ꎮ 干预后两组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可能是由

于实验组非健康饮食没有得到控制或是干预的时间

太短ꎮ
３.２　 运动课程介入对实验组与对照组运动行为改变

阶段的影响　 目前ꎬ国内外关于说明和预测运动行为

的理论ꎬ主要有健康信念模式、社会认知理论、理性行

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及跨理论模式[１６] ꎬ其中多数理

论都将研究对象的运动行为分为运动与不运动两类ꎬ
而忽视个体会有处在不同运动阶段的可能性ꎬ以及不

同阶段应采取的不同介入策略ꎮ 同时对运动行为简

略的划分ꎬ无法针对影响和决定运动行为的各种社会

心理因素及心理变化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与分

析ꎮ 跨理论模式是横跨心理治疗与行为改变的 ２ 个理

论模式ꎬ可以适度弥补上述缺憾ꎬ跨理论模式的 ５ 个运

动行为阶段ꎬ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特点ꎬ该理论认为个

体行为变化是一个连续、动态循环的过程[１７] ꎬ因此在

不同阶段应对个体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ꎬ 以及通过影

响其不同阶段的心理因素对锻炼行为的阶段变化进

行说明和预测ꎬ建立适合处在不同阶段青少年锻炼行

为改变的运动处方ꎬ促进其锻炼行为向更高阶段转

化ꎮ 跨理论模式对于处在意向期以后的肥胖青少年

体育锻炼行为进行干预时ꎬ注意培养他们的自我效能

感和对结果期望值的认识ꎮ 司琦[１８]研究发现ꎬ自我效

能及利弊均衡决策对锻炼行为阶段的影响有统计学

意义ꎮ 本研究实验组在运动课程介入后各运动阶段

构成比相对于介入前变化显著ꎬ运动阶段也由大部分

处于意向期变化为大部分处于维持期ꎮ
运动课程介入后ꎬ实验组各运动阶段构成比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有规律运动习惯者由

２４.２０％上升至 ５９.７０％ꎬ表明利用行为改变的跨理论

模式对处在不同运动行为阶段的肥胖青少年学生锻

炼行为进行恰当干预具有一定的效果ꎬ为开发适合改

变青少年肥胖的有效运动行为干预模式提供了一定

的依据和参考价值ꎮ 但是人们行为改变的过程是以

螺旋状而非线性的方式移动ꎬ即个体在持续前进的过

程中有可能回到之前的阶段[１９] ꎮ 因此学校在运用跨

理论模式对肥胖青少年的运动行为进行干预时ꎬ应对

处于不同运动阶段的学生进行持续干预以维持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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