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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宁夏银川、 吴忠两市 ７~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膳食知识水平和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关系ꎬ为儿童

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控制提供合理的干预措施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在银川、吴忠两市抽取

儿童青少年３ ９１０名ꎬ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ꎮ 结果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１０.１％ꎬ５.８％ꎮ 男生超重、肥胖

率(１２ ５％ꎬ７ ４％)均高于女生(７ ７％ꎬ４ 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４ ８６ꎬ１７ ７０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小学、初中、
高中学生的超重率分别为 １３ ８％ꎬ１０ ３％ꎬ６ ９％ꎬ肥胖率分别为 １１ １％ꎬ５ ２％ꎬ２ ５％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３ ２０６ ２７ꎬ３ ５４０ ９６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儿童青少年高膳食知识水平可降低超重肥胖的发生

率(ＯＲ＝ ０ ７１ꎬ９５％ＣＩ＝ ０ ５２~ ０ ９７ꎬＰ＝ ０ ０３)ꎮ 因子分析共确定 ３ 种饮食模式:模式 １ 与油炸食品、高能量零食、含糖软饮

料、西式快餐、在外就餐有关ꎻ模式 ２ 与鲜奶、早餐、蔬菜、水果有关ꎻ模式 ３ 与吃饭速度有关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

示ꎬ超重肥胖在模式 ３ 中的分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ꎬ吃饭速度适中与超重和肥胖呈负性相关(ＯＲ ＝ ０ ５９ꎬ９５％ＣＩ ＝
０ ４７~ ０ ７４)ꎮ 结论　 儿童青少年膳食知识水平及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存在一定的关联ꎮ 提高儿童青少年知识水平可降

低超重肥胖率ꎬ改变饮食行为方式可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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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２６０４３０)ꎮ
【作者简介】 　 李娟(１９９２－　 )ꎬ女ꎬ甘肃静宁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及慢性病防治ꎮ
【通讯作者】 　 赵海萍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ｐｇｊ＠ １６３.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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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

卫生问题之一ꎬ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生

活质量[１－３] ꎮ 有研究表明ꎬ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不

仅会引起高血压、２ 型糖尿病、脂肪肝、睡眠呼吸障碍

和抑郁症等问题ꎬ而且会引起成年期肥胖及其他各种

９０６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１



慢性病ꎬ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带来巨大威胁[４－６] ꎮ 国

内相关研究显示ꎬ超重和肥胖检出率的增高与儿童青

少年膳食知识水平、营养、饮食行为等因素有密切关

系[７－１０] ꎮ 早期了解儿童青少年的膳食知识水平和饮

食模式ꎬ可为预防超重和肥胖的发生提供依据ꎬ本研

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对宁夏银川、吴忠市在校的 ３ ９１０ 名

学生进行相关调查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在银川市

(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吴忠市按小学、初中、高中

进行分层ꎬ随机抽取 １３ 所学校ꎬ每所学校再按二 ~五、
七~八、十 ~ 十一年级各抽取 ２ 个班级的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ꎬ由于毕业班(六、九、十二年级)学生课业负担

重ꎬ应答率低ꎬ故未纳入研究ꎮ 本研究共抽取４ ０１７名
研究对象ꎬ有效样本 ３ ９１０ 名ꎬ有效率为 ９７ ３３％ꎮ 其

中男生 １ ８８２ 名(４８ １％)ꎬ女生 ２ ０２８ 名(５１ ９％)ꎻ小
学生 １ ０１８ 名(２６ ０％)ꎬ初中生 １ ５６６ 名(４０ １％)ꎬ高
中生 １ ３２６ 名 ( ３３ ９％)ꎮ 年龄为 ７ ~ １８ 岁ꎬ 平均

(１２ ８４±２ ８２)岁ꎮ 所有研究对象及监护人自愿参加ꎬ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此次调查通过了宁夏医科大学

伦理委员会的批准ꎮ
１.２　 方法 　 由经过严格统一培训的调查员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ꎮ
问卷由项目组专家设计ꎬ经过多次修改和预调查进行

完善ꎮ 调查问卷的填写以班级为单位ꎬ由调查员负责

发放及回收ꎮ 一至三年级由家长帮助填写ꎬ四年级及

以上由学生本人填写ꎮ 问卷内容包括学生一般资料

(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等)、膳食知识、饮食行

为、肥胖等相关问题ꎮ 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重等的

测量ꎬ 依据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

告” [１１]中的方法进行ꎬ每项指标测量 ３ 次ꎬ取平均值ꎬ
根据身高、体重计算体质量指数 (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 ＝ 体重(ｋｇ) / 身高２(ｍ２)ꎮ
１.３　 判定标准　 采用中国肥胖工作组在 ２００４ 年制定

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 ＢＭＩ 分类标

准» [１２]判断超重、肥胖学生ꎮ 调查问卷的膳食知识部

分共 １０ 题ꎬ判断正确得 １ 分ꎬ判断错误或不知道得 ０
分ꎬ以判断正确率为标准设定 ３ 个等级: 良好 ( ≥
８０％)、中等(≥６０％)、较差( <６０％)ꎮ 得分越高ꎬ表示

膳食知识知晓水平越高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
用 ＳＰＳＳ ２３. 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对儿童青少年膳

食知识水平和超重肥胖的关系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ꎻ对饮食行为进行因子分析和方差最大正交旋

转ꎬ以特征根>１ 确定饮食模式(公因子)的个数ꎻ根据

因子载荷判断饮食行为与饮食模式之间的相关程度ꎬ
计算个人每种饮食模式的因子得分ꎬ因子得分越高表

示摄入该类食物越多ꎮ 进行因子分析之前ꎬ首先进行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ꎬ判断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ꎮ
根据每种饮食模式因子得分的高低ꎬ采用三分位数法

将所有研究对象进行三等分ꎬ依次为低分组、中间组、
高分组ꎮ 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饮食模式与超

重肥胖的关系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　 ３ ９１０ 名学生中ꎬ
检出超重学生 ３９３ 名ꎬ肥胖学生 ２２７ 名ꎬ超重和肥胖检

出率分别为 １０ １％ꎬ５ ８％ꎮ 不同年龄、性别、学段儿童

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

分 别 为 ４６ ５０ꎬ ９４ ４９ꎻ ２４ ８６ꎬ １７ ７０ꎻ ３ ２０６ ２７ꎬ
３ ５４０ ９６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

人口统计学指标 调查人数 超重 肥胖
年龄 / 岁 ７ １６６ ２０(１２.０) １６(９.６)

８ １８４ ２４(１３.０) ２１(１１.４)
９ ２５９ ２７(１０.４) ３２(１２.４)
１０ ３２１ ５３(１６.５) ３６(１１.２)
１１ １３２ ２０(１５.２) １１(８.３)
１２ ５３８ ５３(９.９) ３３(６.１)
１３ ７２１ ８６(１１.９) ４２(５.８)
１４ ２７８ ２０(７.２) ４(１.４)
１５ ４８７ ３６(７.４) １８(３.７)
１６ ５０４ ４２(８.３) １１(２.２)
１７ ２５５ １１(４.３) １(０.４)
１８ ６５ １(１.５) ２(３.１)

性别 男 １ ８８２ ２３６(１２.５) １４０(７.４)
女 ２ ０２８ １５７(７.７) ８７(４.３)

学段 小学 １ ０１８ １４０(１３.８) １１３(１１.１)
初中 １ ５６６ １６２(１０.３) ８１(５.２)
高中 １ ３２６ ９１(６.９) ３３(２.５)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儿童青少年膳食知识水平与超重肥胖关系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儿童青少年是否超重肥胖(是 ＝
１ꎬ否＝ ０)为因变量ꎬ以年龄(７ ~ １２ 岁 ＝ １ꎬ１３ ~ １５ 岁 ＝
２ꎬ１６ ~ １８ 岁＝ ３)、性别(男＝ １ꎬ女＝ ２)、学段(小学＝ １ꎬ
初中＝ ２ꎬ高中＝ ３)和膳食知识水平(低分组 ＝ １ꎬ中间

组＝ ２ꎬ高分组 ＝ ３) 等因素为自变量ꎬ以纳入标准为

０.０５ꎬ剔除标准为 ０.１０ 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上
述影响因素均进入模型ꎬ结果显示ꎬ高分组学生超重 /
肥胖发生率低于低分组(ＯＲ ＝ ０.７１)ꎮ 见表 ２ꎮ

０１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１



表 ２　 儿童青少年膳食知识水平与超重肥胖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９１０)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段 小学 ０.８４ ０.２１ １５.６４ ０.００ ２.３３(１.５３ ~ ３.５３)

初中 ０.３５ ０.１７ ４.３５ ０.０４ １.４２(１.０２ ~ １.９６)
年龄 / 岁 ７ ~ １２ ０.４６ ０.２４ ３.８１ ０.０５ １.５９(１.００ ~ ２.５３)

１３ ~ １５ ０.３６ ０.１９ ３.５４ ０.０６ １.４３(０.９９ ~ ２.０７)
性别 男 ０.６１ ０.０９ ４５.６２ ０.００ １.８５(１.５５ ~ ２.２１)
膳食知识水平 高分组 －０.３４ ０.１６ ４.５４ ０.０３ ０.７１(０.５２ ~ ０.９７)

２.３　 饮食模式　 ＫＭＯ 统计量为 ０.６８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

验 Ｐ<０.０１ꎬ说明该样本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ꎮ 根据特

征根>１ 的标准ꎬ本研究共确定 ３ 种饮食模式ꎬ因子载

荷>０.５０ꎬ则认为该饮食行为与饮食模式有较强的关

联ꎮ 模式 １ 与油炸食品、高能量零食、含糖软饮料、西
式快餐、在外就餐有关ꎻ模式 ２ 与鲜奶、早餐、蔬菜、水
果有关ꎻ模式 ３ 与吃饭速度有关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饮食模式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超重 / 肥胖为因变量(否 ＝ １ꎬ是
＝ ２)ꎬ每种饮食模式因子得分高低(低分组＝ １ꎬ中间组
＝ ２ꎬ高分组＝ ３)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ꎮ 在调整其他膳食模式后ꎬ超重肥胖在模式 ３ 中的

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中间组发生超重肥

胖的风险低于低分组(ＯＲ ＝ ０.６８)ꎮ 进一步调整年龄、

性别、年级后ꎬ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与上述结

果相似ꎬ中间组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仍低于低分组

(ＯＲ ＝ ０.５９)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儿童青少年饮食模式因子载荷矩阵(ｎ ＝ ３ ９１０)

饮食行为 模式 １ 模式 ２ 模式 ３
油炸食品 ０.６９ ０.０６ －０.０４
高能量零食 ０.６７ ０.１４ －０.０８
含糖软饮料 ０.６４ －０.１０ ０.０９
西式快餐 ０.５８ ０.０５ －０.１２
在外就餐 ０.５４ －０.０６ ０.０９
鲜奶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２７
早餐 －０.１０ ０.６３ －０.０６
蔬菜 －０.０９ ０.６３ ０.２５
水果 ０.１２ ０.５９ ０.０２
吃饭速度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３

表 ４　 儿童青少年饮食行为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９１０)

膳食模式 组别
超重肥

胖人数

模型 １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模型 ２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模式 １ 低分组 ２１１ ０.５３ ０.３４
中间组 １９５ ０.９８(０.７９ ~ １.２０) ０.８１ ０.９４(０.７６ ~ １.１７) ０.５７
高分组 ２１４ ０.８９(０.７２ ~ １.１０) ０.２８ ０.８５(０.６８ ~ １.０６) ０.１４

模式 ２ 低分组 １８４ ０.１３ ０.６２
中间组 ２１６ ０.８１(０.６５ ~ １.０１) ０.０６ １.００(０.８０ ~ １.２５) ０.９８
高分组 ２２０ ０.９７(０.７９ ~ １.２０) ０.８０ １.１０(０.８８ ~ １.３６) ０.４１

模式 ３ 低分组 １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０
中间组 ２１７ ０.６８(０.５５ ~ ０.８４) ０.００ ０.５９(０.４７ ~ ０.７４) ０.００
高分组 ２３４ ０.８９(０.７２ ~ １.０９) ０.２５ ０.８３(０.６７ ~ １.０３) ０.０９

　 注:模型 １ 调整其他饮食行为模式ꎬ模型 ２ 进一步调整年龄、性别、年级ꎮ

３　 讨论
近年来ꎬ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ꎬ儿童青少年

的生活方式和饮食行为逐渐发生改变ꎬ导致超重和肥
胖的发生率迅速增长[１３－１５] ꎬ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产生严重的危害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以超重肥胖的影响
因素为出发点ꎬ结合儿童青少年膳食知识水平和饮食

行为模式ꎬ分析其与超重肥胖的关系ꎬ为儿童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提供理论依据ꎮ 本研究显示ꎬ儿童青少年
超重、肥胖检出率(１０.１％ꎬ５.８％)均高于 ２０１０ 年我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８.４％ꎬ４.２％) [１６] ꎬ反映出宁夏儿
童青少年的超重率和肥胖率依然呈缓慢增长趋势ꎬ提
示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健康问题ꎬ应
积极关注并采取合理的干预措施进行早期预防和控
制ꎮ 男生超重、肥胖率 ( １２. ５％ꎬ ７. ４％) 均高于女生
(７.７％ꎬ４.３％)ꎬ与项丹丹[１７] 研究结果一致ꎬ主要原因
可能是女生更重视自己的体型和外在美ꎬ会主动了解

超重肥胖方面的知识并控制自己的饮食行为ꎮ 小学

生超重、肥胖检出率(１３.８％ꎬ１１.１％)明显高于高中生
(６.９％ꎬ２.５％)ꎬ与王翎懿等[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可能
是因为小学生的肥胖相关知识水平较低ꎬ易受美食诱
惑ꎬ自控能力较差ꎻ而高中生的健康知识体系较丰富ꎬ
有较强的自律性ꎮ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同时也

是学习知识和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时期ꎬ膳食知识的

传播和学习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尤为重要ꎬ如果该时
期不了解膳食知识或未对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加以纠

正ꎬ会对饮食行为及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影响ꎮ 据相关

研究报道ꎬ儿童青少年的膳食知识水平与超重和肥胖
之间存在相关关系[１９－２０]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在控制儿
童青少年的年龄、性别、学段后ꎬ高膳食知识水平可以
降低超重肥胖的发生率ꎬ与何勤英等[２１]的研究结果一
致ꎮ 可能是因为具有高膳食知识水平的儿童青少年
深知健康饮食的重要性ꎬ从而指导自身的饮食方式ꎬ
主动形成有益于健康的行为ꎬ减少超重和肥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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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ꎮ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ꎬ儿童青少年的饮食行为与

超重肥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２２－２３] ꎬ但研究结果不一

致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与吃饭速度有关的模式 ３ 中ꎬ相对

于吃饭速度慢者ꎬ吃饭速度适中是超重肥胖的保护因

素ꎬ与李梅等[２４]的研究结果一致ꎬ提示儿童青少年控

制合理的吃饭速度尤为重要ꎮ 本次研究未发现模式 １
和模式 ２ 对超重肥胖的影响ꎬ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

不一致[２５－２８] ꎬ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ꎮ
综上所述ꎬ高膳食知识水平和吃饭速度适中是超

重肥胖的保护因素ꎮ 学校可以设立膳食健康教育课

程ꎬ开展健康知识讲座ꎬ定期监测与学生超重和肥胖

有关的膳食知识和饮食行为ꎬ及时进行干预ꎬ并联合

家长督促儿童青少年学习膳食知识ꎬ提高膳食知识知

晓水平ꎬ促进行为方式向健康和有益的方向改变ꎮ 同

时ꎬ教育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ꎬ以适中的

速度进食ꎬ预防超重肥胖的发生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刘嫚ꎬ席波ꎬ王奇娟ꎬ等.１９９３－２００９ 年 ７ ~ １８ 岁中国学龄儿童超重

肥胖和腹型肥胖率变化趋势[ Ｊ] .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２０
(２):１１７－１２３.

[２] 　 季成叶ꎬ孙军玲ꎬ陈天娇.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０ 年超

重、肥胖流行趋势动态分析[Ｊ]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２５(２):
１６－２１.

[３] 　 段佳丽ꎬ郑茹ꎬ孙颖ꎬ等.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北京市儿童青少年肥胖流

行趋势[Ｊ] .首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１１(３):１０３－１０５.
[４] 　 赵海萍ꎬ王宝珍ꎬ刘秀英ꎬ等.家长对儿童肥胖知识、态度和行为认

知的现状调查[Ｊ]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ꎬ２００９ꎬ３１(４):４７４－４７５.
[５] 　 ＬＡＢＩＢ Ｍ.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ｏ １６８￣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Ｐａｔｈｏｌꎬ２００３ꎬ５６(１):１７－２５.
[６] 　 ＲＥＩＬＬＹ Ｊ ＪꎬＭＥＴＨＶＥＮ Ｅꎬ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Ｚ Ｃꎬ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Ｊ] .Ａｒｃｈ Ｄｉｓ Ｃｈｉｌｄꎬ２００３ꎬ８８(９):７４８－５２.
[７] 　 邹珍ꎬ张静ꎬ郑志杰.国内外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现状及研究进展

[Ｊ]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ꎬ２０１５ꎬ３５(４): ６０１－６０４.
[８] 　 ＰＡＲＫ ＳꎬＯＮＵＦＲＡＫ ＳꎬＳＨＥＲＲＹ Ｂ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ｓｗｅｅｔｅｎｅ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ｍｏｎｇ
ＵＳ ａｄｕｌｔｓ[Ｊ] .Ｊ Ａｃａｄ Ｎｕｔｒ Ｄｉｅｔꎬ２０１４ꎬ１１４(７): １０５９－１０６６.

[９] 　 袁媛ꎬ徐贵法ꎬ蔺新英ꎬ等.济南市小学生肥胖相关知识、态度、行
为的现况调查[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１８(９): ７２３－７２８.

[１０] ＢＯＮＡＣＣＩＯ Ｍꎬ ＤＩ ＣＡＳＴＡＮＺＯ 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ｅａｎ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ｏ￣

ｂｅｓ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ｌｉ￣ｓａｎｉ ｓｔｕｄｙ[Ｊ]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ꎬ２０１３ꎬ６８(５):５１
－５７.

[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０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

[Ｍ].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３２－１３０.
[１２]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

指数值分类标准[Ｊ]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２５(２):９７－１０２.
[１３] 张吉甜ꎬ蔺新英ꎬ胡丽丽ꎬ等.济南市 ８ ~ １２ 岁超重、肥胖儿童的膳

食结构分析[Ｊ]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ꎬ２０１２ꎬ２９(７): ５５４ －５５６.
[１４] ＶＡＬＤＥＳ Ｊꎬ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ＡＲＴＡＬＥＪＯ ＦꎬＡＧＵＩＬＡＲ Ｌꎬｅｔ 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Ｏｂｅｓꎬ２０１３ꎬ８(１): ｅｌ－ｅｌ３.

[１５] 倪国华ꎬ郑风田.洋快餐对儿童健康的影响研究[ Ｊ] .中国软科学ꎬ
２０１２(６): ６８－７７.

[１６] 陈贻珊ꎬ张一民ꎬ孔振兴ꎬ等.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流行现状

调查[Ｊ] .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１(９): ８６６－８６９.
[１７] 项丹丹.南京市中小学生肥胖相关知识与行为的关系[ Ｄ].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ꎬ２０１７.
[１８] 王翎懿ꎬ王宏ꎬ田尧ꎬ等.重庆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现状及其饮食

行为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２):１９４－１９６.
[１９] 魏雪辉ꎬ郭楚英.上海市金山区某校低年级肥胖小学生肥胖相关

知识、态度及行为调查[Ｊ] .职业与健康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９):１２６４－１２６７.
[２０] 姜志杰ꎬ王玉林ꎬ苏立杰ꎬ等.广州市中小学生营养知、信、行现况

及其与体质指数的相关性研究[ Ｊ] .医学动物防制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６):
５９１－５９５.

[２１] 何勤英ꎬ冯群娣ꎬ呙玉红.中国 １２ ~ １８ 岁青少年膳食知识水平与超

重肥胖关系[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９):１３７８－１３８１.
[２２] 张世伟ꎬ卢立新ꎬ杨文娜ꎬ等.青少年饮食、运动及减肥相关行为调

查[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０９ꎬ２５(８):９１５－９１６.
[２３] ＰＯＴＩ Ｊ ＭꎬＤＵＦＦＥＹ Ｋ ＪꎬＰＯＰＫＩＮ Ｂ Ｍ.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ｓｔ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ｓ ｉｔ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ｆｏｏｄ 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ｅｔ? [Ｊ]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４ꎬ９９(１): １６２ －１７１.

[２４] 李梅ꎬ刘莉新ꎬ刘永庆ꎬ等.饮食行为及家庭喂养方式对维吾尔族

小学生肥胖的影响 [ 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 ３６ ( １２): １８７３ －
１８７５.

[２５] 张茜ꎬ谭晓艳ꎬ于连龙ꎬ等.山东省城市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现状及

影响因素研究[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２１(５): ５２８－５３１.
[２６] 武俊青ꎬ戎芬ꎬ李玉艳ꎬ等.无锡市 １０ ~ １４ 岁儿童超重肥胖现状调

查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卫生研究ꎬ２０１２ꎬ４１(５): ７４３－７４７.
[２７] 高曦ꎬ孟派ꎬ廖中强ꎬ等. 上海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相关的膳食

模式分析[Ｊ] .环境与职业医学ꎬ２０１４ꎬ３１(１): １２－１７.
[２８] ＣＡＲＬＳＯＮ Ｊ ＡꎬＣＲＥＳＰＯ Ｎ ＣꎬＳＡＬＬＩＳ Ｊ Ｆꎬｅｔ ａｌ.Ｄｉｅ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２￣ｙｅａ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 .Ｃｈｉｌｄ Ｏｂｅｓꎬ２０１２ꎬ８(２): １１０－１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０７


(上接第 １６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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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基线数据核定工作ꎬ制定全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办法ꎬ建立评议考核

制度并印发实施ꎮ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各

省(区、市)人民政府签订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责

任书ꎬ夯实工作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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