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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ꎬ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的冲动特质分量表、自动思维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量表的消极应对分量表

和一般健康问卷ꎬ对方便抽取的山西 ３ 所高校 ９３１ 名大学生进行测量ꎮ 结果　 大学生冲动特质与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

方式之间均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６１ꎬ０.２５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负性自动思维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呈正相关( ｒ＝ ０.４４１ꎬＰ<
０.０１)ꎻ心理健康与冲动特质、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３０９ꎬ－０.５８８ꎬ－０.３５３ꎬ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ꎬ冲动特质主要通过 ３ 条路径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负性自动思维可独立地中介冲动特质

与心理健康的关系(β＝ －０.１８)ꎬ消极应对方式可独立地中介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β ＝ －０.０６)ꎬ负性自动思维—消极

应对方式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链式中介效应(β＝ －０.０２)ꎮ 结论　 改变负性自动思维和培养积极应对方式可能有

助于消除冲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危害ꎮ
【关键词】 　 冲动行为ꎻ精神卫生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７９　 Ｂ ８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４５￣０４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 ＨＵ
Ｙｏｎｇｊ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ｐｉｎｇ ＸＵＥ Ｚｈａｏｘｉａ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ｈａｎｘ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
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９３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ｂ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Ｄｕａｌ￣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ａｌｅ  ＤＭＳＣ￣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ＴＱ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ｕｂ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ｉｔ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ＴＣＳＱ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ＧＨＱ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ｒ＝ ０.３６１ ０.２５９ Ｐ<０.０１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ｒ ＝ ０. ４４１ Ｐ< ０. ０１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ｒ＝ －０.３０９ －０.５８８ －０.３５３ Ｐ<０.０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ｆ￣
ｆｅｃｔｅ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ｔｈ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ｃ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β＝ －０.１８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ｃ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β ＝ －０.０６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ｐｌａｙｓ ａ ｃｈａ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β ＝ －０.０２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ｈａｒｍ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基金项目】 　 ２０ １ ５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１５ＹＪＡ１９０００９)ꎻ山西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校级项

目资助(２０１６１１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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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学校心理卫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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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心理学家将冲动性看作是一种人格特质ꎬ具
有冲动性特质的个体常常在内外环境的作用下迅速

做出反应ꎬ而不考虑是否会对自己或他人产生消极影

响[１] ꎮ 具有冲动性特质的个体通常偏爱及时满足ꎬ行
为决策缺乏长远打算[２] ꎬ在情绪反应中容易出现注意

转换困难ꎬ对当下行为难以做出客观的理性评价[３] ꎬ

从而诱发个体心理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ꎮ 自动

思维是贝克认知疗法的核心ꎬ具有负性自动思维的青

少年比较敏感多疑ꎬ遇到压力事件时很容易出现自我

否定、孤独伤感等消极体验[４] ꎬ对焦虑、抑郁等情绪障

碍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５] ꎮ 应对方式是应激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应激源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间变

量ꎬ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６] ꎮ 个体使用寻求

帮助、解决问题等积极应对方式可以促进心理健康ꎬ
使用逃避、 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则会引发心理症

状[７－８] ꎮ 纵向研究也发现ꎬ较多使用消极应对方式的

个体生活满意度较低ꎬ自杀等问题行为更为严重[９] ꎮ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以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

应对方式为切入点ꎬ探究冲动性人格特质对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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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中介机制ꎬ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中旬至 １０ 月中旬ꎬ采用方

便抽样的方法对山西省 ３ 所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医

科大学和山西财经大学) 的 ９８６ 名学生进行问卷测

试ꎬ回收问卷 ９３１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４.４％ꎮ 其中男生 ３０２
名ꎬ女生 ６１０ 名ꎬ１９ 名性别缺失ꎻ大一学生 ３３５ 名ꎬ大
二学生 ２３６ 名ꎬ大三学生 ２０９ 名ꎬ大四学生 １５１ 名ꎮ 被

试年龄为 １７ ~ ２１ 岁ꎬ平均(１８.９５±０.８７)岁ꎮ 在测试之

前均已由辅导员告知具体情况ꎬ做到了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冲动性的测量 　 采用由 Ｄｖｏｒａｋ 等[１０] 编制ꎬ由
谢东杰等[１１]修订的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中冲动特质

分量表( Ｄｕａｌ￣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ａｌｅꎬ ＤＭＳＣ － Ｓ)ꎮ
该分量表由 １２ 个条目组成ꎬ包括冲动性、易分心和低

延迟满足 ３ 个维度ꎬ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计

１ ~ ５ 分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０ꎮ 得分越高ꎬ
个体的冲动性越强ꎮ 本研究中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０.８７ꎮ
１.２.２　 自动思维的测量 　 采用 Ｈｏｌｌｏｎ 等编制后修订

的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ＡＴＱ ) 中 文

版[１２] ꎮ 量表由 ３０ 个条目组成ꎬ从“无”到“持续存在”
计 １ ~ ５ 分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６ꎮ 得分越

高ꎬ自动思维出现频率越高ꎮ 本研究中ꎬ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６ꎮ
１.２.３　 消极应对方式的测量　 采用姜乾金等[１３] 编制

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Ｔｒａｉｔ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ＴＣＳＱ)中消极应对分量表ꎮ 该分量表由 １０ 个条目组

成ꎬ从“肯定不是”到“肯定是”计 １ ~ ５ 分ꎬ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０.６９ꎮ 得分越高ꎬ个体越倾向于使用消

极应对方式ꎮ 本研究中ꎬ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０.７５ꎮ
１.２.４　 一般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量 　 采用 Ｄａｖｉｄ 等编

制ꎬ郑泰安修订的一般健康问卷(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ＧＨＱ) [１４] ꎮ 量表由 １２ 个条目组成ꎬ分为疾

病和健康 ２ 个维度ꎮ 疾病维度从“比平时多很多”到

“完全没有”计 ０ ~ ３ 分ꎬ健康维度从“比平时差很多”
到“比平时好”计 ０ ~ ３ 分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４ꎮ 得分越高ꎬ个体越健康ꎮ 本研究中ꎬ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４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集体施测ꎬ由经过严格培训的心

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ꎬ被试于 ３０ ｍｉｎ 内作答后当场收

回问卷ꎮ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和 ＡＭＯＳ １７.０ 软

件进行处理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冲动特质、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

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结果表明ꎬ大学生冲动特质与负

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均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

别为 ０.３６１ꎬ０.２５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负性自动思维与消

极应对之间存在正相关( ｒ ＝ ０.４４１ꎬＰ<０.０１)ꎻ心理健康

与冲动特质、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之间均存在负

相关( ｒ 值分别为 － ０. ３０９ꎬ － ０. ５８８ꎬ － ０. ３５３ꎬＰ 值均 <
０ ０１)ꎮ
２.２　 冲动特质影响心理健康的多重中介模型　 采用

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对消极应对方式和自动思维的

中介作用进行检验ꎬ其中冲动性、易分心和低延迟满

足作为冲动特质的观测变量ꎬ并且采用随机法对负性

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方式 ２ 个量表的各项目打包ꎬ生
成思维 １、思维 ２、思维 ３、应对 １、应对 ２、应对 ３ꎮ 首先

检验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方式的独立中介作用ꎬ
构建以冲动特质为自变量ꎬ分别以负性自动思维和消

极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ꎬ心理健康为因变量的模型

１ 和模型 ２ꎮ 检验负性自动思维与消极应对的共同中

介作用ꎬ构建以冲动特质为自变量ꎬ负性自动思维和

消极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ꎬ心理健康为因变量的模

型ꎮ 模型 ３:冲动特质通过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

方式预测心理健康ꎬ冲动特质也可以直接预测心理健

康ꎮ 模型 ４:冲动特质通过负性自动思维预测消极应

对方式预测心理健康ꎬ冲动特质可以直接预测消极应

对方式ꎬ冲动特质可以直接预测心理健康ꎮ 结果表

明ꎬ模型 ４ 的拟合指数较好ꎬ但冲动特质到心理健康的

路径系数无统计学意义(ｂ ＝ －０.０５７ꎬＰ>０.０５)ꎮ 各模型

拟合指数见表 １ꎬ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１ꎮ

表 １　 各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ｎ ＝ ９３１)

模型 χ２ / ｄｆ 值 ＧＦＩ 值 ＮＦＩ 值 ＩＦＩ 值 ＴＬＩ 值 ＣＦＩ 值 ＲＭＳＥＡ 值
１ １.３９５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６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６ ０.０３６
２ ２.１８４ ０.９７６ ０.９４７ ０.９７１ ０.９４８ ０.９７０ ０.０６１
３ ２.６６９ ０.９４９ ０.９４７ ０.９６６ ０.９５０ ０.９６６ ０.０７３
４ １.９６１ ０.９６３ ０.９６２ ０.９８１ ０.９７１ ０.９８１ ０.０５５

图 １　 大学生冲动特质影响心理健康的多重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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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中介效应检验　 从模型 ４ 可以看出ꎬ冲动特质到

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的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 (抽样 １ ０００
次)检验中介效应的统计学意义ꎮ 负性自动思维在冲

动特质与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１８(９５％ＣＩ ＝ －
０.３６ ~ －０.０９)ꎬ因此负性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心理

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ꎮ 消极应对方式

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６(９５％ＣＩ
＝ －０.２９ ~ －０.０３)ꎬ因此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特质与心

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ꎮ 而且ꎬ负性自

动思维和消极应对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链

式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２(９５％ＣＩ ＝ －０.１２ ~ －０.０１)ꎬ负性

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有

统计学意义ꎬ因此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冲

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大学生冲动特质与负性自动思维、

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呈正相关ꎬ冲动特质、负性自动思

维、消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呈负相关ꎬ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一致[７ꎬ１５－１６] ꎮ 表明冲动性人格特质与消极

应对方式和负性自动思维有关ꎬ均对心理健康具有重

要影响ꎮ
本研究发现ꎬ负性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

康之间起中介作用ꎮ 冲动性人格特质作为一种消极

的心理倾向ꎬ易使个体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１７] ꎮ
冲动性人格特质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行为抑制能力受

损[１８] ꎬ表现为个体难以停止正在进行或即将发生的行

为ꎮ 在面对困难时ꎬ无法抑制突然闪现的消极想法ꎬ
出现一事无成、未来没有希望、总是无法成功等负性

自动思维ꎮ 因此ꎬ冲动性人格特质是个体产生负性自

动思维的一个危险因素ꎮ 同时ꎬ负性自动思维作为一

种消极自我认知ꎬ会引发个体的消极情感反应ꎬ如抑

郁[１９] 、孤独感[４]等ꎬ从而影响心理健康ꎮ 说明冲动性

人格特质可以通过负性自动思维的中介作用进而影

响心理健康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人格特质与

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ꎬ与薛朝霞等[２０] 研究结果一

致ꎮ 冲动性人格特质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行为决

策能力受损[２１] ꎬ决策能力受损的个体ꎬ更倾向于关注

当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ꎮ 在面对压力时ꎬ倾向于使

用消极应对方式来逃避当下的困境ꎬ而消极应对方式

则是影响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８] ꎮ Ｋｅｏｕｇｈ 等[２２] 以高

社交焦虑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结果表明ꎬ具有冲动

性特质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ꎬ从而增加

酗酒的风险ꎮ 日本一项针对社区居民的体检报告也

发现ꎬ经常使用对抗、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ꎬ更
容易出现抑郁情绪ꎬ心理健康状况更差[２３] ꎮ 因此ꎬ冲
动性人格特质可以通过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影

响心理健康ꎮ
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中ꎬ

负性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起中

介作用ꎮ 说明负性自动思维作为一种消极认知评价ꎬ
可以使个体产生逃避、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ꎬ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４] ꎮ 中介作用显示ꎬ负性自动思维和

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性人格特质和心理健康之间起

完全中介作用ꎬ即加入中介变量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

应对方式后ꎬ冲动特质对心理健康的直接预测效应消

失ꎮ 说明具有冲动性特质的个体ꎬ可能是因为经常出

现负性自动思维ꎬ使用消极应对方式解决困难ꎬ导致

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ꎮ 而且ꎬ在冲动性人格特质与

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中ꎬ负性自动思维的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６９.２３％ꎬ说明负性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心

理健康的中介效应中起主要作用ꎬ进一步印证了认知

思维在个体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性ꎮ 因此ꎬ在心理健康

教育中ꎬ应更加关注具有冲动性特质的学生ꎬ通过个

体或者团体咨询等形式ꎬ引导其减少负性自动思维ꎬ
提升自我评价ꎬ学会使用积极应对方式解决问题ꎬ从
而促进心理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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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１ ０００ ｍ 跑不及格率最高ꎬ达到了 ２１.８７％ꎮ 不同

肌肉量水平男大学生的 １ ０００ ｍ 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ꎬ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不一致[２１－２３] ꎮ 可能是研究

对象不同ꎬ其他研究的都是男运动员ꎬ运动员长期进

行针对性训练ꎬ注重减脂增肌和身体肌肉含量比例的

协调性ꎬ肌肉量含量比普通人要高ꎬ肌肉发达ꎬ脂肪比

例合理ꎻ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ꎬ他们的肌肉量

可能未达到能影响耐力运动的程度ꎮ
综上所述ꎬ男大学生不同的肌肉量水平会对体测

成绩产生不同的影响ꎮ 建议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应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ꎬ提升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力量ꎬ同
时保持身体肌肉量和脂肪的均衡发展ꎬ对提高身体素

质ꎬ维持体质健康有利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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