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控制

银川市城区隐性肥胖与正常中学生血压及血液生化指标比较

李凯凯１ꎬ尚艾莉２ꎬ贾磊娜１ꎬ杨清梅１ꎬ马萍１ꎬ丁文清１

１.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ꎬ银川 ７５０００４ꎻ２.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医务室

　 　 【摘要】 　 目的　 分析银川市城区中学生体重正常而体脂肪含量超标的隐性肥胖学生与体重正常且体脂肪含量正常

学生心血管(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ꎬＣＶ)危险因素间的差异ꎬ为早期识别中学生隐性肥胖及控制心血管代谢疾病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

法　 采用现况研究ꎬ以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共抽取银川市城区中学生 １ ０４３ 名ꎬ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
体成分测定和血脂 ４ 项检测ꎬ并将体质量指数(ＢＭＩ)正常的 ７４５ 名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ꎮ 结果　 银川市城区中学生隐性

肥胖检出率为 ３１.１％ꎮ 女生隐性肥胖检出率在不同年龄组均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３７ꎬ１０６.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男生隐性肥胖组总胆固醇(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ｄꎬＴＣ)高于正常组ꎬ而女生隐性肥胖组舒张压(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ꎬＤＢＰ)、三酰甘油(ｔｒｉｇｌｙ ｇｅｒｉｄｅꎬＴＧ)、ＴＣ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ＬＤＬ－Ｃ)均高于正常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２.３７ꎬ－３.８２ꎬ－３.４８ꎬ－４.４６ꎬ－４.６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女生隐性肥胖组血压偏高、高 ＴＣ 血

症和高 ＬＤＬ－Ｃ 血症的检出率均高于正常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４.１７ꎬ８.７７ꎬ５.９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隐性肥胖组

学生≥２ 项 ＣＶ 危险因素的检出率高于正常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银川市城区中学生隐性肥

胖检出率较高ꎬ尤其是女生ꎬ隐性肥胖学生存在心血管危险因素代谢异常的比例高于正常学生ꎮ 应及早采取干预措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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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６６０５６５)ꎮ
【作者简介】 　 李凯凯(１９９１－　 )ꎬ男ꎬ陕西省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儿童青少年慢性病流行病学ꎮ
【通讯作者】 　 丁文清ꎬＥ￣ｍａｉｌ:ｄｗｑｄｚ＠ １６３.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８.０２２

　 　 目前ꎬ儿童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肥胖问题令人担 忧[１] ꎮ 国际上通常采用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作为评价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筛查标准ꎬ但无

法区分体成分ꎬ且与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２] ꎮ 有关研

究显示ꎬＢＭＩ 与心血管(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ꎬＣＶ) 疾病之间

存在关联ꎬ并且 ＢＭＩ 定义的肥胖会影响心血管代谢相

关疾病[３] ꎮ 虽然 ＢＭＩ 是一种重要的流行病学和临床

指标ꎬ但不能区分脂肪量和去脂肪量ꎬ不表示脂肪在

３０２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８



体内的分布ꎮ 另外ꎬＢＭＩ 相同的个体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肥胖ꎬ同样在普通人群中一些脂肪量高、肌肉量小

的人也会被归为正常体重[４] ꎮ 此外ꎬ在 ＢＭＩ 正常的人

群中ꎬ过多的体脂百分比(ｆａｔ ｍａｓ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ＦＭＰ)会

增加心血管代谢疾病的风险[５] ꎮ 因此ꎬ许多 ＢＭＩ 正

常、ＦＭＰ 超标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存在健康问题的风

险[６] ꎮ 本研究采用生物电阻抗分析法对银川市城区

中学生进行体成分测定ꎬ分析中学生体重正常而体脂

肪含量超标的隐性肥胖学生与正常学生心血管危险

因素之间的差异ꎬ为早期识别中学生隐性肥胖及控制

心血管代谢疾病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对银川市城区中学生进

行现况调查ꎬ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先确定初中

和高中学校ꎬ然后以年级分层ꎬ再从每个年级整群抽

取班级ꎮ 本次共调查 １ ０４３ 名中学生ꎬ所有受试者均

完成问卷调查、体格检查、体成分测定和血脂 ４ 项检

测ꎮ 采用李辉等[７]提出的中国 ＢＭＩ 筛查标准ꎬ将 ＢＭＩ
正常的 ７４５ 名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其中初中生 ４０９
名(５４.９％)ꎬ高中生 ３３６ 名(４５.１％)ꎻ年龄 １２ ~ １７ 岁ꎬ
平均(１４.５±１.８)岁ꎮ 排除不愿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者ꎬ身体残缺、畸形者ꎬ患有先天性遗传病和影响心血

管代谢有关疾病者ꎮ 本研究已获得宁夏医科大学医

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ꎮ
１.２　 方法　 调查前ꎬ所有参加调查者都经过研究对象

本人和监护人的同意ꎬ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ꎬ由受

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

查、体成分测定和血脂 ４ 项检测ꎮ
１.２.１　 问卷调查 　 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

资料(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年月等)ꎮ
１.２.２　 体格检查　 依据“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手册” [８]的要求进行测量ꎬ内容包括身高、体重和

血压ꎮ 身高和体重连续测量 ２ 次ꎬ身高精确到 ０.１ ｃｍꎬ
体重精确到 ０. １ ｋｇꎬ ２ 次测量误差身高不得超过

０.５ ｃｍꎬ体重不得超过 ０.５ ｋｇꎬ取平均值ꎬ计算 ＢＭＩ ＝体

重(ｋｇ) / 身高２( ｍ) ２ꎮ 采用欧姆龙 ＨＥＭ－７０１２ 电子血

压计对受试者的收缩压(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ＳＢＰ)
和舒张压 (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ＤＢＰ ) 连续测量 ３
次ꎬ每次至少间隔 １ ｍｉｎ 以上ꎬ相邻 ２ 次测量值之差不

超过 ４ 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 ＝ ０.１３３ ｋＰａ)ꎬ取后 ２ 次平均值

作为受试者血压值ꎮ
１.２.３ 　 体成分测定 　 主要包括体脂肪量 (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ｍａｓｓꎬＢＦＭ)、去脂肪量(ｆａｔ ｆｒｅｅ ｍａｓｓꎬＦＦＭ)和体脂百分

比(ＦＭＰ)的检测ꎮ 采用韩国 Ｂｉｏｓｐａｃｅ 公司生产的 Ｉｎ￣
Ｂｏｄｙ３７０ 生物电阻抗分析法(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ＢＩＡ)对受试者进行测定ꎮ
１.２.４　 血脂检测 　 包括三酰甘油( ｔｒｉｇｌｙ ｇｅｒｉｄｅꎬＴＧ)、
总胆固醇(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ｄꎬＴ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ＨＤＬ－Ｃ)和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ＬＤＬ－
Ｃ)ꎬ使用日立 ７０６０Ｃ 型全自动生化仪进行生化指标

检测ꎮ
１.３　 诊断标准

１.３.１　 ＢＭＩ 和 ＦＭＰ 标准　 ＢＭＩ 采用李辉等[７] ２０１０ 年

提出的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 ＢＭＩ 界值点

的研究ꎮ ＦＭＰ 采用 ２０１２ 年季成叶在«儿童少年卫生

学» [９]中提出的判定标准ꎬ本研究中将 ＢＭＩ 正常ꎬ男生

ＦＭＰ≤２０％ꎬ女生 ＦＭＰ ≤２５％的学生分为正常组ꎻ将
ＢＭＩ 正常ꎬ男生 ＦＭＰ >２０％ꎬ女生 ＦＭＰ >２５％的学生分

为隐性肥胖组ꎮ
１.３.２　 血压及血液生化指标　 血压参考范晖等[１０] 提

出的中国儿童青少年血压参照标准ꎬＳＢＰ 或 ＤＢＰ≥同

性别、同年龄和身高的(Ｐ９５)值ꎮ 血脂 ４ 项的判定依据

中国血脂标准[１１] ꎬＴＧ≥１.７０ ｍｍｏｌ / Ｌ 为高 ＴＧ 血症ꎬＴＣ
≥５.１８ ｍｍｏｌ / Ｌ 为高 ＴＣ 血症ꎬＨＤＬ－Ｃ≤１.０４ ｍｍｏｌ / Ｌ
为低 ＨＤＬ－Ｃ 血症ꎬＬＤＬ－Ｃ≥３.３７ ｍｍｏｌ / Ｌ 为高 ＬＤＬ－Ｃ
血症ꎬ其中有 １ 项诊断异常则为血脂异常ꎮ
１.３.３　 ＣＶ 危险因素聚集 　 指存在血压偏高、高 ＴＧ、
高 ＴＣ、低 ＨＤＬ－Ｃ 和高 ＬＤＬ－Ｃ 等 ５ 个 ＣＶ 危险因素的

个数[１２] 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录入数据ꎬ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定量资料服从正态分

布采用(ｘ±ｓ)表示ꎬ组间比较用 ｔ 检验ꎻ定性资料用百

分率表示ꎬ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男生身高、体重、ＳＢＰ 均高于女生ꎬ女
生 ＦＭＰꎬＴＣꎬＨＤＬ－Ｃ 均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研究对象身体形态指标与血液生化指标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ＳＢＰ / ｍｍＨｇ ＤＢＰ / ｍｍＨ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ＦＭＰ / ％

ＴＧ /
(ｍｍｏｌＬ－１)

ＴＣ /
(ｍｍｏｌＬ－１)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Ｌ－１)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Ｌ－１)

男 ３５０ １６９.１５±９.７７ ５３.９９±９.３５ １１４.２２±１０.３６ ６８.０６±７.３４ １８.７８±１.９４ １４.４３±５.６０ ０.９７±０.３４ ３.５３±０.６８ １.２５±０.２３ １.９５±０.６３
女 ３９５ １６２.１６±６.０６ ４９.５８±６.５２ １０９.２８±８.６１ ６７.９６±６.７２ １８.９１±１.９６ ２４.５１±５.６３ １.０１±０.３３ ３.６５±０.６３ １.３１±０.２２ １.９６±０.５８
ｔ 值 １１.８６ ７.４１ ７.１１ ０.１９ －０.９３ －２４.４５ －１.６５ －２.４５ －３.６３ －０.２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８３

　 注:１ ｍｍＨｇ ＝ ０.１３３ ｋＰ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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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各年龄组 ＢＭＩ 正常学生体成分指标比较 　 男、
女生不同年龄组 ＢＦＭꎬＦＦＭ 和 ＢＭＩ 均随年龄的增加而

增加ꎻ女生 ＦＭＰ 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不同性别间比较ꎬ女生 ＢＦＭ

和 ＦＭＰ 均高于男生ꎬ男生 ＦＦＭ 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１７.１３ꎬ－２４.４５ꎬ１８.５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 ＢＭＩ 在男、女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９３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年龄组 ＢＭＩ 正常学生体成分指标比较(ｘ±ｓ)

性别 年龄 / 岁 人数 统计值 ＢＦＭ / ｋｇ ＦＦＭ / ｋｇ ＦＭＰ / ％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男 １２~ １４ １７４ ７.２０±３.１８ ４１.７５±７.９４ １４.８１±６.４７ １８.０６±１.６６

１５~ １７ １７６ ８.４５±３.２８ ５０.７９±５.８８ １４.０５±４.５７ １９.４９±１.９４
合计 ３５０ ７.８３±３.２９ ４６.３０±８.３１ １４.４３±５.６０ １８.７８±１.９４

ｔ 值 －３.６３ －１２.０９ １.２８ －７.３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女 １２~ １４ ２３５ １１.０６±３.６３ ３６.３８±３.９９ ２２.９０±５.４３ １８.２５±１.８１
１５~ １７ １６０ １４.３９±３.７０ ３８.５９±３.３４ ２６.８７±５.０７ １９.８９±１.７４
合计 ３９５ １２.４１±４.００ ３７.２８±３.８９ ２４.５１±５.６３ １８.９１±１.９６

ｔ 值 －８.８８ －５.７５ －７.３３ －８.９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中学生隐性肥胖检出情况　 中学生总体隐性肥

胖检出率为 ３１.１％ꎬ１２ ~ １４ 岁学生隐性肥胖检出率为

２９.１％ꎬ１５ ~ １７ 岁学生隐性肥胖检出率为 ３３.４％ꎬ年龄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６２ꎬＰ>０.０５)ꎮ 男生 １２
~ １４ꎬ１５ ~ １７ 岁组隐性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２０. ７％ꎬ
８.０％ꎬ均低于女生的 ３５.３％ꎬ６１.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３７ꎬ１０６.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　 隐性肥胖组与正常组学生血压及血液生化指标

比较男生隐性肥胖组 ＴＣ 高于正常组ꎬＳＢＰ 低于正常

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女生隐性肥

胖组 ＤＢＰꎬＴＧꎬＴＣ 和 ＬＤＬ－Ｃ 均高于正常组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３.８２ꎬ－３.４８ꎬ－４.４６ꎬ－４.６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隐性肥胖组与正常组学生血压及血液生化指标比较(ｘ±ｓ)

性别 分组 人数 统计值 ＳＢＰ / ｍｍＨｇ ＤＢＰ / ｍｍＨｇ
ＴＧ /

(ｍｍｏｌＬ－１)
ＴＣ /

(ｍｍｏｌＬ－１)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Ｌ－１)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Ｌ－１)
男 正常组 ２９９ １１５.０５±１０.２８ ６８.３３±７.４０ ０.９６±０.３３ ３.４９±０.６７ １.２５±０.２３ １.９３±０.６３

隐性肥胖组 ５１ １０９.３５±９.５０ ６６.４７±６.８６ １.０４±０.４０ ３.７４±０.７３ １.２５±０.２２ ２.１０±０.６４
ｔ 值 ３.７０ １.６８ －１.５７ －２.３７ －０.０２ －１.７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０８

女 正常组 ２１４ １０８.９５±８.０９ ６６.７９±６.０６ ０.９６±０.２８ ３.５２±０.５０ １.３０±０.２１ １.８４±０.４４
隐性肥胖组 １８１ １０９.６６±９.１９ ６９.３４±７.２１ １.０７±０.３６ ３.８０±０.７３ １.３２±０.２３ ２.１１±０.６８

ｔ 值 －０.８２ －３.８２ －３.４８ －４.４６ －０.８７ －４.６８
Ｐ 值 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

　 注:１ ｍｍＨｇ ＝ ０.１３３ ｋＰａꎮ

２.５　 隐性肥胖组与正常组学生血压及血液生化指标

代谢异常检出率比较　 男生隐性肥胖组的血压偏高、
高 ＴＧ 血症、高 ＴＣ 血症、低 ＨＤＬ－Ｃ 血症和高 ＬＤＬ－Ｃ
血症的检出率与正常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女生隐性肥胖组血压偏高、高 ＴＣ 血症和

高 ＬＤＬ－Ｃ 血症的检出率高于正常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４.１７ꎬ８.７７ꎬ５.９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

表 ４ꎮ 隐性肥胖组学生≥２ 项 ＣＶ 危险因素检出率

(１０.８％)高于正常组(４.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４　 隐性肥胖组与正常组学生血压及血液生化指标代谢异常检出率比较

性别 分组 人数 统计值 血压偏高 高 ＴＧ 血症 高 ＴＣ 血症 低 ＨＤＬ－Ｃ 血症 高 ＬＤＬ－Ｃ 血症
男 正常组 ２９９ ３８(１２.７) １１(３.７) ４(１.３) ４９(１６.４) ９(３.０)

隐性肥胖组 ５１ ４(７.８) ５(９.８) ２(３.９) ８(１５.７) ２(３.９)
χ２ 值 ０.９８ ２.４７ １.３６ ０.０２ ０.００
Ｐ 值 ０.３２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９０ １.００

女 正常组 ２１４ １７(７.９) ４(１.９) ０ ２３(１０.７) ２(０.９)
隐性肥胖组 １８１ ２６(１４.４) １０(５.５) ９(５.０) ２１(１１.６) ９(５.０)

χ２ 值 ４.１７ ３.８３ ８.７７ ０.０７ ５.９１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７９ ０.０２

合计 正常组 ５１３ ５５(１０.７) １５(２.９) ４(０.８) ７２(１４.０) １１(２.１)
隐性肥胖组 ２３２ ３０(１２.９) １５(６.５) １１(４.７) ２９(１２.５) １１(４.７)

χ２ 值 ０.７７ ５.１９ １０.７８ ０.３２ ３.７６
Ｐ 值 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７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５０２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８



３ 讨论

近年来ꎬ随着高能量食物的广泛供应和消费ꎬ加
上久坐和缺乏运动ꎬ导致目前肥胖的流行ꎬ尤其是儿

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呈持续上升趋势ꎮ 儿童期肥胖

可持续至成年期ꎬ增加患 ２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１３] ꎮ ＢＭＩ 是超重和肥胖的标准诊断评估指标ꎬ具
有较高的特异性ꎬ但对检测过度肥胖的敏感性较低ꎬ
不能准确估计 ＦＭＰ 和不能识别超过 ２５％的儿童体内

脂肪比例过高[５ꎬ１４] ꎮ 目前常选用双能 Ｘ 射线吸收测

定法(ｄｕ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ｘ￣ｒａｙ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ｔｒｙꎬＤＸＡ)和生物电阻

抗分析法(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ＢＩＡ) 来测

量儿童青少年体脂肪分布ꎬ由于 ＤＸＡ 成本高、时间长ꎬ
通常难以获得ꎮ 此外ꎬ大量肥胖个体无法接受 ＤＸＡ 扫

描ꎬ因为其超过了体重限制或体型超过了扫描面积ꎻ
ＢＩＡ 是一种可以直接测量儿童青少年全身、躯干和四

肢的体脂肪分布ꎬ快速、安全、无创、准确性高、操作简

便、区域测量能力强以及相对便宜等优势[１５] ꎮ 有关研

究显示ꎬ与体重正常和体内脂肪含量低的人相比ꎬ隐
性肥胖通常与心血管代谢状况异常有关ꎬ被有关学者

认为是心血管疾病和代谢失调的重要危险因素[１６] ꎮ
本调查发现ꎬ银川市城区中学生总体隐性肥胖检出率

为 ３１.１％ꎬ１２ ~ １４ 岁学生为 ２９.１％ꎬ１５ ~ １７ 岁学生为

３３.４％ꎬ略低于王瑞凤等[１７] 对哈尔滨某中学青少年的

调查结果(３６.３％)ꎬ可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导致中小

学生营养状况和身体发育存在差异ꎬ也可能与两地调

查的样本量及测量仪器不同有关ꎮ 总体上来说ꎬ银川

市城区中学生隐性肥胖检出率较高ꎬ应对中学生定期

进行体检筛查ꎬ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ꎬ从而减少隐性

肥胖的检出率ꎮ
一项对石家庄市 ３ １９３ 名初中生调查结果显示ꎬ

女生隐性肥胖检出率高于男生[１８] ꎬ性别的差异与本文

调查结果一致ꎮ 另外ꎬ本研究发现ꎬ银川市城区中学

女生 ＢＦＭ 和 ＦＭＰ 均高于男生ꎬ男生 ＦＦＭ 高于女生ꎮ
可能与女生青春期延迟ꎬ总脂肪质量和腹部脂肪蓄积

较多ꎬ从而导致 ＦＭＰ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ꎬ而男生

随着年龄的增加 ＦＦＭ 也随之增加[１９－２０] ꎬ与 Ｈｅ 等[１９]

对青春期青少年体成分的调查结果一致ꎮ 正处于青

春期的青少年体脂肪含量过多会对自身的生长发育

及生理功能产生一定影响ꎮ
本研究显示ꎬ男生隐性肥胖组 ＴＣ 高于正常组ꎬ女

生隐性肥胖组 ＤＢＰꎬＴＧꎬＴＣ 和 ＬＤＬ－Ｃ 均高于正常组ꎮ
相关研究也发现ꎬ中学男生隐性肥胖组的 ＴＣ 高于正

常组ꎬ而女生隐性肥胖组的 ＴＣꎬ ＬＤＬ － Ｃ 高于正常

组[２１] ꎮ 有研究表明ꎬ与正常组相比ꎬ隐性肥胖的女性

血压、胆固醇和空腹血糖都有所升高[１６] ꎬ与本文的结

果相似ꎮ 另外ꎬ有关研究发现ꎬ 与低 ＦＭＰ 相比ꎬ 高

ＦＭＰ 个体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代谢异常发生率较高ꎬ且
过多的身体脂肪与许多共患病有关ꎬ包括高血压、胰

岛素抵抗、血脂异常和全身炎症等[３] ꎮ Ｒｏｍｅｒｏ￣Ｃｏｒｒａｌ
等[２２]研究结果表明ꎬ隐性肥胖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

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较高ꎮ Ｊｉａ 等[１４] 同样证明ꎬ隐性

肥胖人群的心血管代谢风险显著增加ꎮ 芦晓磊[２１] 研

究显示ꎬ隐性肥胖的中学生患血脂代谢异常的比例较

高ꎮ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ꎬ女生隐性肥胖组血压偏高、
高 ＴＣ 血症和高 ＬＤＬ－Ｃ 血症的检出率高于正常组ꎬ隐
性肥胖组学生≥２ 项 ＣＶ 危险因素检出率均高于正常

组ꎬ与上述结果一致ꎮ
综上所述ꎬ银川市城区中学生隐性肥胖率较高ꎬ

且隐性肥胖的学生存在一定比例的血压偏高、血脂异

常等心血管危险因素代谢异常的风险ꎮ 为减少中学

生隐性肥胖的漏查率ꎬ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ꎬ
学校及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学生的监督管理ꎬ并采用

ＢＩＡ 对中学生定期进行形态和体脂含量测量ꎬ让中学

生了解和认识自己的生长发育状况ꎬ以便全面了解隐

性肥胖的流行现况及发生与心血管危险因素间的联

系ꎬ从而采取合理的饮食和有效的体能锻炼进行

防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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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水平得到较大提高ꎬ尤其是通过安全教育平台、
放学 ５ ｍｉｎ 安全教育活动等有计划地广泛开展预防溺

水、火灾、道路安全等专题安全教育ꎬ师生家长安全意

识也大大提升ꎮ 但是ꎬ部分学校未能完全按照教育部

«中小学安全教育指导纲要»要求ꎬ根据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地ꎬ有系统地开展常见学生伤害的预防教育、行
为干预和环境改善ꎬ而是简单地从限制学生校内活动

范围、减少体育锻炼机会等方式意图减少伤害ꎮ
综上所述ꎬ中山市中学生伤害发生情况不容忽

视ꎬ仍然需要以问题为导向ꎬ通过积极主动预防ꎬ有针

对性地开展预防伤害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ꎬ有效避免

伤害发生ꎬ或将其造成的危害减小到最低限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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