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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宁夏 ７~ １８ 岁汉族学生超重肥胖率变化趋势ꎬ为宁夏地区预防控制儿童青少年超

重肥胖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宁夏 ４ 次学生体质调研中 ７ ~ １８ 岁汉族学生的身高、体重等数据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趋势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ꎬ宁夏汉族 ７ ~ １８ 岁学生超重肥胖率均呈现上升趋势ꎮ ２０１４ 年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ꎬ总超重率增加 ２.０６ 倍ꎬ肥胖率增加 ４.４０ 倍ꎮ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４ 年男生超重肥胖率均高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９１ꎬ６.２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０ 年城市学生超重率、肥胖率均高于乡村学生(χ２ 值分别为 ９.６３ꎬ５.９７ꎬＰ 值

均<０.０５)ꎮ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宁夏学生超重肥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ꎬ尤其是乡村学生肥胖检

出率与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化率之间的相关性更强( ｒ 值分别为 ０.９８ꎬ
０.９８ꎬ０.９９ꎬ１.００ꎬ０.９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宁夏社会经济水平迅速提高ꎬ７ ~ １８ 岁汉族学生超重肥胖率也不断升高ꎮ 社

会、学校、家长应高度重视该现象ꎬ做好学生超重肥胖的防治工作ꎬ提前防止因超重肥胖引起慢性病发生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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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已成为世界重大的公共卫

生问题之一[１－２] ꎮ 研究表明ꎬ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在

全球范围内发生率急剧增加ꎬ并在部分国家出现流行

趋势[３－５] ꎮ 自 ２１ 世纪以来ꎬ肥胖在我国迅速蔓延ꎬ与
儿童青少年多种慢性病的发生息息相关[６－８] ꎮ 超重肥

胖的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ꎬ其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对其有直接的影响作用ꎮ 经济发展一方面丰富了儿

童青少年的营养基础ꎬ另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膳食模式带来了巨大改变ꎮ 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儿

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ꎬ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水平

又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生活水平[９－１０] ꎮ 因此ꎬ研
究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与经济因素的关系对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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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儿童青少年健康改善政策具有积极意义ꎮ 本文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宁夏地

区的资料ꎬ对汉族 ７ ~ １８ 岁学生的超重肥胖变化趋势

进行动态分析ꎬ了解宁夏汉族学生超重肥胖变化规律

及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ꎬ为防治儿童青少年超重

肥胖提供数据支持与理论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 ４ 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宁夏 ７ ~ １８ 岁汉族

儿童青少年的身高、体重数据ꎮ 研究对象的选择依据

全国儿童体质与健康调研方案确定的方法进行[１１－１４] ꎬ
根据经济水平将宁夏分为银川市(高)、吴忠市(中)、
固原市(低)３ 个片区ꎬ分别在每类片区确定调研点校ꎬ
以年级分层ꎬ以整个教学班为单位随机整群抽样构成

调研样本ꎮ 本次研究共选取 ７ ~ １８ 岁健康在校学生

２８ ７５０名ꎬ男女比例为 １ ∶ １ꎬ其中 ２０００ 年 ７ ２００ 名ꎬ
２００５ 年 ７ ４５５ 名ꎬ２０１０ 年 ７ １９２ 名ꎬ２０１４ 年 ６ ９０３ 名ꎮ
１.２　 身高、体重测量　 身高、体重测量依据«中国学生

体质与健康调研检测细则» [１５] 中的方法进行ꎬ每项指

标测量 ３ 次ꎬ取平均值ꎮ 身高测量采用机械式身高计ꎬ
精确到 ０.１ ｃｍꎻ体重测量采用电子体重计或杠杆秤ꎬ精
确到 ０.１ ｋｇꎮ 计算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
＝ 体重(ｋｇ) / 身高(ｍ) ２ꎮ
１.３　 判定标准　 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在 ２００４ 年

制定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

数值分类标准» [１６] 判断超重、肥胖学生ꎮ 采用三分位

数法将调查年份的经济指标值进行三等分ꎬ依次为低

(人均 ＧＤＰ<１４ ０１８ 元)、中(人均 ＧＤＰ １４ ０１８ ~ ２８ ０３６
元)、高(人均 ＧＤＰ>２８ ０３６ 元)３ 组ꎮ
１.４ 　 经济指标 　 宁夏国民生产总值 (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恩格尔系数等数据均来源于 « 宁夏统计年鉴» [１７] ꎮ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越高ꎬ说明经

济发展越好ꎻ恩格尔系数越低ꎬ说明人民生活水平

越好ꎮ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
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采用 χ２ 检验对儿

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进行比较ꎬ采用双变量相

关分析法分析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与社会经济指标

之间的关系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特征学生超重肥胖检出情况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宁夏汉族学生总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ꎬ各调查年份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７.０４ꎬＰ ＝ ０.００)ꎬ总超重

肥胖检出率均随着年份而增长ꎮ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ꎬ２０１４
年总超重检出率增加 ２.０６ 倍ꎬ肥胖检出率增加 ４.４０
倍ꎻ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总超重检出率增加 １.００ 倍ꎬ肥胖检

出率增加 １.７０ 倍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总超重检出率增加

０.２２倍ꎬ肥胖检出率增加 ０.３７ 倍ꎻ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总超

重检出率增加 ０.２５ 倍ꎬ肥胖检出率增加 ０.４６ 倍ꎮ 同

年份不同性别间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ꎬ除了 ２０１０ 年ꎬ
其他年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各年

份超重检出率(除 ２０００ 年)和肥胖检出率均为男生大

于女生ꎻ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ꎬ２０１４ 年男女生超重检出率分

别增加 ３.００ꎬ１.２７ 倍ꎬ肥胖检出率分别增加 ４.５４ꎬ３.３８
倍ꎮ 同年份城乡之间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ꎬ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０ 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各年份

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均表现为城市学生大于乡村ꎻ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ꎬ２０１４ 年城市、乡村学生超重检出率分别

增加 １.９１ꎬ２. １９ 倍ꎬ肥胖检出率分别增加 ３. ４０ꎬ５. ８３
倍ꎮ 同年份不同学段之间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ꎬ２０１４
年小学、初中、高中超重检出率分别增加 ３.１３ꎬ１.４６ꎬ
１.４５倍ꎬ肥胖检出率分别增加 ３. ７７ꎬ ５. ００ꎬ ６. ４０ 倍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宁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不同特征汉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组别 统计值
２０００ 年

人数 超重 肥胖

２００５ 年

人数 超重 肥胖

２０１０ 年

人数 超重 肥胖

２０１４ 年

人数 超重 肥胖
性别 男 ３ ６００ １１３(３.１) ４５(１.３) ３ ７４５ ２９７(７.９) ∗ １３５(３.６) ∗ ３ ５９２ ３７３(１０.４) ∗ １７３(４.８) ∗ ３ ４９４ ４３５(１２.４) ∗＃ ２５３(７.２) ∗＃

女 ３ ６００ １３４(３.７) ２８(０.８) ３ ７１０ ２０８(５.６) ∗ ６４(１.７) ∗ ３ ６００ ２２６(６.３) ９３(２.６) ∗ ３ ４０９ ２８６(８.４) ∗＃ １１９(３.５) ∗＃

χ２ 值 ５.７０ ４.９１ ０.６１ ６.２０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１

城乡 城市 ３ ６０３ １５５(４.３) ５３(１.５) ３ ７４１ ３１６(８.４) ∗ １４９(４.０) ∗ ３ ５９５ ３７９(１０.５) ∗ １９１(５.３) ∗ ３ ５３６ ４４１(１２.５) ∗＃ ２３３(６.６) ∗＃

乡村 ３ ５９７ ９２(２.６) ２０(０.６) ３ ７１４ １８９(５.１) ∗ ５０(１.３) ∗ ３ ５９７ ２２０(６.１) ７５(２.１) ∗ ３ ３６７ ２８０(８.３) ∗＃ １３９(４.１) ∗＃

χ２ 值 ２.４０ ９.６３ ５.９７ ０.２２
Ｐ 值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６４

学段 小学 ３ ６００ ８６(２.４) ４８(１.３) ３ ５９２ ２２８(６.３) ∗ １２６(３.５) ∗ ３ ５９９ ３１１(８.６) ∗ １８６(５.２) ∗ ３ ４４２ ３４０(９.９) ∗＃ ２１４(６.２) ∗＃

初中 １ ８００ ７３(４.１) １６(０.９) １ ７５３ １１４(６.５) ∗ ３７(２.１) ∗ １ ８００ １４２(７.９) ∗ ５１(２.８) ∗ １ ７７０ １７８(１０.１) ∗＃ ９６(５.４) ∗＃

高中 １ ８００ ８８(４.９) ９(０.５) ２ １１０ １６３(７.７) ∗ ３６(１.７) ∗ １ ７９３ １４６(８.１) ∗ ２９(１.６) ∗ １ ６９１ ２０３(１２.０) ∗＃ ６２(３.７) ∗＃

χ２ 值 ２４.１５ ２０.６０ ２８.６１ １８.６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表示与上一年份的数据比较ꎬＰ<０.０５ꎻ＃表示与 ２０００ 年数据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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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宁夏经济状况　 宁夏的经济水平

呈持续增长趋势ꎬ２０１４ 年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ꎬ宁夏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３.７６ 倍ꎬ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增长 ３.０７ 倍ꎮ 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３.７８ 倍ꎬ乡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 ４.４２ 倍ꎮ 乡

村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城市ꎮ
２.３　 宁夏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与经济指标变化趋势

结果显示ꎬ一方面ꎬ宁夏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与经济

发展水平密切相关ꎬ尤其是乡村学生肥胖检出率与经

济状况之间的相关性更强ꎻ另一方面ꎬ城市、乡村学生

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均与城镇化率具有强相关性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ꎬ宁夏人均 ＧＤＰ、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城镇化率等经济指标与学生超重、肥
胖检出率保持同样的上升发展态势ꎻ宁夏恩格尔系数

呈现持续下降趋势ꎬ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的变化趋

势与此指标呈现相反的变化态势ꎬ即超重、肥胖检出

率变高ꎮ 城市学生表现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超重、肥胖

率增长最快ꎬ乡村学生表现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间超重、
肥胖率增长最快ꎮ 见表 ２ ~ ３ꎮ

表 ２　 宁夏城乡学生超重肥胖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 ｒ 值)

城乡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人均可

支配收入

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

城镇

化率

恩格

尔系数
城镇
　 超重 ０.９２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９４ １.００∗∗ －０.８６
　 肥胖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９４∗ ０.９４ １.００∗∗ －０.８７
乡村
　 超重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４∗ ０.９３ ０.９９∗∗ －０.９８
　 肥胖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９３∗ －０.９９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３　 不同经济状况下城乡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经济水平
城市

人数 超重率 肥胖率

乡村

人数 超重率 肥胖率
低 ４ ７４８ ３５４(７.５) １４０(２.９) ４ ９２３ ２２８(４.６) ５９(１.２)
中 ４ ５７０ ３９５(８.６) １７４(３.８) ４ ６０９ ２４８(５.４) １０６(２.３)
高 ５ １５７ ５４２(１０.５) ３１２(６.１) ４ ７４３ ３０５(６.４) １１９(２.５)
χ２ 值 １１.１４ ７.８５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２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随着人均 ＧＤＰ、人均可支配收入、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城镇化率和恩格尔系数等指标代表

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ꎬ宁夏汉族学生超重、肥胖率也

逐渐增加ꎬ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ꎬ说明社会

经济因素对儿童青少年形态生长具有较大的影响ꎮ
Ｊｏｓｈｉ 等[１８]的研究显示ꎬ社会经济状况和食品消费状

况会影响儿童青少年身体形态发育ꎬ高经济水平组的

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高于其他两组ꎬ说明经济因素

与生长发育水平紧密相关ꎮ 德国科学家研究表明ꎬ儿
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长期趋势与肉类消费状况有

关[１９] ꎮ 日本学者研究显示儿童青少年的身高变化与

牛奶的消费有关[２０] ꎮ 经济发展与儿童青少年的生长

发育水平互相映射ꎬ经济因素影响生长发育水平ꎬ生
长发育水平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公平性ꎮ

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ꎬ农村居民流

向公共服务水平更高的城市ꎬ儿童青少年能够享受更

大的饮食多样性和全面的营养知识ꎬ有益于生长发

育ꎮ ２００５ 年是宁夏经济水平变化的“拐点”ꎬ２００５ 年

之前ꎬ宁夏经济增长较缓慢ꎬ之后经济迅速增长ꎮ 相

应地ꎬ城市学生超重率、肥胖率增长速度也在 ２００５ 年

出现变化ꎬ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超重肥胖率增长较快ꎬ２００５
年之后ꎬ超重肥胖检出率逐渐趋于稳定增长ꎬ说明经

济前期的快速增长对于超重肥胖的发生具有促进作

用ꎮ 但乡村学生肥胖发生率的主要拐点在 ２０１０ 年ꎬ乡
村学生肥胖率增长速度表现为 ２０１０ 年之后大于之前ꎬ
与乡村经济水平比城市滞后有关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ꎬ宁
夏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ꎬ城镇化率由 ３２.５４％上升至

５３.６１％ꎬ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ꎬ农村的大部分土地

被用来进行城市开拓ꎬ进一步促进了宁夏的城市化迅

速发展ꎮ 一方面ꎬ城镇化率的增加说明越来越多的人

拥有城市户口ꎬ相应会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良好的

生活资源ꎻ另一方面ꎬ城镇化率增加意味着越来越多

的儿童青少年得到的教育内容更丰富ꎬ卫生保健更全

面ꎬ这一系列的变化有利于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

的提高ꎮ 由研究结果可知ꎬ随着宁夏城镇化率的不断

提高ꎬ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检出率也相应提高ꎬ两
者变化趋势一致ꎬ说明城镇化进程在影响着儿童青少

年群体的发育水平ꎬ与 Ｚｏｎｇ 等[２１]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城镇化的不断提高和改变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

方式和饮食结构ꎬ甚至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活动和运

动素质水平ꎮ 儿童青少年作为一个正值快速发育的

群体ꎬ更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影响人群ꎮ 就饮食结构

来说ꎬ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ꎬ意味着各地饮食文化交

流越来越频繁ꎬ西方的饮食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ꎬ以
上变化都在逐渐影响着儿童青少年的饮食结构和饮

食习惯ꎬ从而影响生长水平ꎮ 就身体活动而言ꎬ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让越来越多学生的静坐时间增加ꎬ尤其

是手机、电视、电脑等电子化产品的日益增多增加了

学生的静坐时间ꎬ户外活动持续下降ꎬ导致身体素质

也不断下降ꎬ向不好的方向发展ꎮ 建议学校和家长联

合鼓励儿童青少年多参加户外体育活动ꎬ养成良好的

习惯ꎬ多培养兴趣爱好ꎬ减少玩游戏、看电视等时间ꎬ
提高运动素质ꎬ保持身体健康ꎮ

宁夏学生超重和肥胖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和

营养转型的不利结果ꎬ警示要针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

胖提早采取预防措施ꎮ 本研究发现ꎬ宁夏乡村学生的

超重率和肥胖率增长幅度大于城市学生ꎬ与该地区农

民生活方式逐渐城市化有关ꎬ提醒教育和卫生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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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积极关注农村学生不良行为与生活方式ꎬ及早采取

干预措施ꎮ 通常情况下ꎬ城市儿童青少年更容易获得

高能量食品而增加超重肥胖发生的风险ꎬ然而ꎬ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ꎬ农村儿童青少年可能由于生活和饮

食习惯的融合而面临类似的风险ꎮ 农村的儿童青少

年应被视为将来的弱势人群ꎬ即使城市中的同龄人超

重和肥胖的风险更大ꎮ 考虑到超重和肥胖的增加幅

度ꎬ宁夏地区应该将超重和肥胖视为儿童青少年营养

行动的主要关注焦点ꎮ 超重和肥胖的明显增加表明

宁夏地区迫切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政策对策ꎬ包括对含

糖和脂肪的食品及饮料征税ꎬ增加促进饮食多样性的

财政补贴ꎬ提高体育锻炼和健康教育的实施力度ꎬ增
加获得营养服务的机会ꎮ 总之ꎬ决策者要通过多样化

的手段提前预防学生超重肥胖的发生ꎬ为儿童青少年

的健康保驾护航ꎮ

４　 参考文献
[ １]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Ｓ ＵꎬＬＥＥＤＥＲ Ｓꎬ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Ｈ Ｍ.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ａ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ｒｅａｔ[Ｊ]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Ｃａｒｅꎬ２００６ꎬ９(２):
１１１－１１６.

[ ２]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Ａ Ｍ.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Ｉｎｔ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ꎬ２００６ꎬ３５(１):９３－９９.

[３] 　 ＰＡＲＶＥＺ ＨꎬＢＩＳＨＥＲ ＫꎬＭＥＧＵＩＤ Ｅ 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２００７ꎬ３５６
(３):２１３－２１５.

[ ４] 　 ＧＯＲＴＭＡＫＥＲ Ｓ ＬꎬＪＲ Ｄ ＷꎬＳＯＢＯＬ Ａ Ｍꎬ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
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 .Ａｍ Ｊ Ｄｉ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１９８７ꎬ１４１(５):５３５
－５４０.

[５] 　 ＳＫＥＬＴＯＮ Ｊ ＡꎬＣＯＯＫ Ｓ ＲꎬＡＵＩＮＧＥＲ Ｐ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Ｕ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Ａｃａｄ Ｐｅｄｉ￣
ａｔｒꎬ２００９ꎬ９(５):３２２－３２９.

[６] 　 ＬＩＡＮＧ Ｙꎬ ＨＯＵ Ｄꎬ ＺＨＡＯ Ｘ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ａｄｕｌ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Ｊ] .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ꎬ２０１５ꎬ５０ ( １):８７ －

９２.
[７] 　 ＰＥＴＫＥＶＩＣＩＥＮＥ ＪꎬＫＬＵＭＢＩＥＮＥ ＪꎬＫＲＩＡＵＣＩＯＮＩＥＮＥ Ｖꎬｅｔ ａｌ.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ｋａｕｎａｓ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５ꎬ１５(１):２１８.

[８] 　 王烁ꎬ董彦会ꎬ王政和ꎬ等.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７ ~ １８ 岁学生超重与

肥胖流行趋势[Ｊ]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５１(４):３００－３０５.
[９] 　 季成叶.儿童生长发育的长期趋势[Ｊ] .生物学通报ꎬ１９８４(４):１８－

２０.
[１０] 季成叶ꎬ胡佩瑾ꎬ何忠虎.中国儿童青少年生长长期趋势及其公共

卫生意义[Ｊ]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ꎬ２００７(２):１２６－ １３１.ＤＯＩ:
ＣＮＫＩ:ＳＵＮ:ＢＹＤＢ.０.２００７￣０２￣００４.

[１１] 赵建英.２００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公布[Ｊ] .中国学校体

育ꎬ２００１(６):４－５.
[１２]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２００５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

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１３] 佚名.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公布[Ｊ] .中国学校体

育ꎬ２０１１(１０):１６－１７.
[１４]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组.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

作手册[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４:３１－７４.
[１５]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２０１４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报

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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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２００５ꎬ２５(２):９７－１０２.
[１７] 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宁夏统计年鉴[ Ｍ].宁夏:中国统计出版

社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１８] ＪＯＳＨＩ ＮꎬＲＩＫＩＭＡＲＵ ＴꎬＰＡＮＤＥＹ 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ｅｐａｌ[Ｊ] .Ｊ Ｎｕｔｒ Ｓｃｉ Ｖｉｔａｍｉｎｏｌꎬ２００５ꎬ５１(４):２３１－２３８.

[１９]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ＳꎬＨＥＮＤＲＩＫ Ｊ.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Ｇｅｒ￣
ｍａｎ￣ｙ[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ꎬ２０１２ꎬ２１(５):５６２－５７９.

[２０] 唐锡麟.儿童少年卫生学[Ｍ].２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４３－４５.

[２１] ＺＯＮＧ Ｘ ＮꎬＬＩ Ｈ.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５ ｙｅａｒｓ[Ｊ] .Ｂｕ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ꎬ２０１４ꎬ９２(８):
５５５－５６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０４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０


(上接第 ９２４ 页)
[３] 　 李强ꎬ杨放ꎬ何江川.广西聚居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质结构二阶段聚

类分析[Ｊ]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ꎬ２０１０ꎬ１４( １５):２８３８－
２８４１.

[４] 　 张莉ꎬ李晶华ꎬ王竞ꎬ等.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聚类分析[ Ｊ] .中
国高等医学教育ꎬ ２０１８ ( ７): ３７ － ３８. ＤＯＩ: ＣＮＫＩ: ＳＵＮ: ＺＯＧＵ. ０.
２０１８￣０７￣０２１.

[５] 　 吴新宇ꎬ付晓春.大学生体重指数与体质健康指标关系的研究

[Ｊ]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ꎬ２００７ꎬ２９(２):１２７.
[６] 　 杨文瑞.«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实施对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引

导作用[Ｊ]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１７(３):１０８－１１０.
[７] 　 郑佳薇ꎬ崔明月.融入体适能训练公共体育课程对大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的影响研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１):１６９４－１６９６ꎬ
１６９９.

[８] 　 ＪＩ Ｃ ＹꎬＭＡ ＪꎬＺＨＡＮＧ Ｂꎬｅｔ ａｌ.Ｓｔｅｐ￣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Ｊ] .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ꎬ２００５ꎬ３９(６):３７６－
３７９.

[９] 　 陈川ꎬ杨英ꎬ袁新国.太极拳运动结合中药茶饮对肥胖大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的影响[Ｊ] .中国老年学杂志ꎬ２０１９ꎬ３９(１７):４２３５－４２３８.
[１０] ＡＱＵＩＮＯ￣ＪＵＮＩＯＲ Ｊ Ｃ Ｊꎬ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ＢꎬＡＬＭＥＩＤＡ￣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Ａ

Ｒꎬｅｔ ａｌ.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ｈｅｎｏ￣
ｔｙｐｅ[Ｊ]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ꎬ２０１８ꎬ１０４:４６－５２.

[１１] 刘卫ꎬ李丰祥.大学生身体成分特征与运动能力及体质健康的关

系[ Ｊ] .体育学刊ꎬ２００４( １):５２ － ５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ｃｙｔｏ.２０１７.１２.
０２５.

[１２] 李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演进的研究

[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７.
[１３] 邓贤树ꎬ郭宏亮.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各指标分析:以湖北师范大

学和湖北理工学院为例[Ｊ] .当代体育科技ꎬ２０１７ꎬ７(２２):１８－１９ꎬ
２１.

[１４] 孙昌军ꎬ李思民ꎬ高红为.ＢＭＩ 指数与大学生体质测试指标相关分

析:以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为例[Ｊ] .曲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６ꎬ４２(３):１１１－１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２７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５

８２９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