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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 ＡＳＤ 儿童与正常体重儿童的体成分差异和肥胖状况ꎬ为开展 ＡＳＤ 儿童的综合干预提供依据ꎮ
方法　 应用 Ｉｎｂｏｄｙ Ｊ ３０ 体成分测试仪ꎬ对 ４８ 例 ＡＳＤ 儿童和按年龄—性别匹配的 ４８ 名正常儿童的身高、体重、体脂含量、
身体总水分、蛋白质、无机盐、骨骼肌等体成分指标进行测量ꎬ并联合应用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体脂率( ＰＢＦ)、腰围( ＷＣ) ３
种评价标准评定 ＡＳＤ 儿童和正常儿童的肥胖状况ꎮ 结果　 ＡＳＤ 儿童的身体总水分、蛋白质、体脂量、去脂体重等含量以及

ＰＢＦꎬＢＭＩ 指标均明显高于正常儿童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６７ꎬ３.１１ꎬ２.８４ꎬ２.６９ꎬ２.０５ꎬ３.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按
ＢＭＩꎬＰＢＦꎬＷＣ 评价标准ꎬＡＳＤ 儿童肥胖检出率均明显高于正常儿童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６.０７１ꎬ６.０２６ꎬ５.
９７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ＡＳＤ 儿童与正常儿童的体成分和肥胖检出率存在差异ꎮ 在针对 ＡＳＤ 儿童进行康复教育训练的

同时ꎬ应加强膳食行为指导、开展综合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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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症谱系障碍(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ＡＳＤ)
是以不同程度的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狭隘兴趣

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的一类神经发育障碍类

疾病[１] ꎬ目前已成为全球人数增长最快的精神残障类

疾病[２] ꎮ 与正常儿童相比ꎬＡＳＤ 儿童不仅存在更多的

饮食行为问题[３] ꎬ还缺乏规律的体力活动[４] ꎬ因此更

容易发生肥胖ꎮ 无论从临床观察还是文献报道ꎬＡＳＤ

儿童发生肥胖的风险均高于正常儿童[５] ꎬ尤其是进入

青春期以后的 ＡＳＤ 儿童肥胖问题更为严重[６] ꎮ 儿童

期肥胖不仅对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构成威胁ꎬ也是成

年期肥胖、心脑血管病、２ 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发生的

重要危险因素[７] ꎬ而这些疾病可能会严重并长期影响

ＡＳＤ 儿童的生命健康和质量ꎮ 本研究旨在应用生物

电阻抗分析(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ＢＩＡ) 技

术进行 ＡＳＤ 儿童体成分分析ꎬ了解 ＡＳＤ 儿童体成分

现状及肥胖状况ꎬ并与正常儿童进行比较ꎬ为进一步

开展 ＡＳＤ 儿童的饮食行为指导、开展综合干预、预防

成年期慢性疾病的发生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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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收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期间哈

尔滨医科大学儿童发育行为研究中心就诊以及接受

康复训练的 ＡＳＤ 儿童 ４８ 名(均为哈尔滨城市人口)ꎬ
其中男童 ４２ 名(８７.５０％)ꎬ年龄范围在 ３.１０ ~ ５.９０ 岁

之间ꎬ 平 均 年 龄 为 ( ４. ４６ ± ０. ８３ ) 岁ꎻ 女 童 ６ 名

(１２.５０％)ꎮ采用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ꎬ ＡＤＯＳ)作为评估患儿的金

标准[８] ꎮ 所有患儿均经 ２ 名副高以上职称精神科医

生或儿科医生诊断ꎬ符合美国 ＤＳＭ￣Ｖ 孤独症谱系障碍

儿童诊断标准[９] ꎮ 按照性别和年龄 １ ∶ １ 匹配原则ꎬ
在哈尔滨市随机抽取 ３ 所幼儿园 ４８ 名正常儿童(年

龄相差不超过 ３ 个月ꎬ均为哈尔滨城市人口)作为对

照ꎮ 其中男童 ４２ 名(８７.５０％)ꎬ女童 ６ 名(１２.５０％)ꎬ
年龄范围在 ３.０１ ~ ５.９５ 岁之间ꎬ平均年龄为(４.４６±０.
７９)岁ꎮ 经 ｔ 检验结果表明ꎬ两组儿童年龄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ｔ ＝ ０.３０ꎬＰ ＝ ０.７７)ꎮ 所有被试儿童的父母或

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ꎬ并经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

伦理委员会通过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体成分和腰围的测量 　 采用人体成分分析仪

(ＩｎＢｏｄｙ Ｊ ３０ꎬ韩国 ＩｎＢｏｄｙ 公司)通过生物电阻抗原理

测定人体成分ꎮ 具体体成分指标包括身高、体重、体
脂量、体脂率(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ｂｏｄｙ ｆａｔꎬ ＰＢＦ)、去脂体重、
身体总水分、蛋白质、无机盐、骨骼肌、骨矿物质含量、
基础代谢率等ꎮ 采用软尺测量腰围ꎬ要求受试者空腹

直立ꎬ平稳呼吸ꎬ取双侧腋中线处髂前上嵴与肋骨下

缘连线中点的水平方向ꎬ在正常呼气末测量ꎬ精确至

０.１ ｃｍꎮ
１.２.２　 肥胖判定标准 　 结合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体脂率、腰围(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ＷＣ)
３ 种评价标准对 ＡＳＤ 儿童和正常儿童的肥胖状况进

行分析ꎮ ＢＭＩ 判定肥胖的标准为与成年人界值点接轨

的中国 ２ ~ １８ 岁儿童超重、 肥胖筛查 ＢＭＩ 界值点

法[１０] ꎬ将受试对象分为正常、超重、肥胖ꎮ ＢＭＩ 值由

ＩｎＢｏｄｙ Ｊ ３０ 体成分分析仪按照公式 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２(ｍ２)自动计算获得ꎮ ＰＢＦ 判定肥胖的标准为根

据 ＩｎＢｏｄｙ 公司提供的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人体 ＰＢＦ
的标准范围ꎬ将受试对象分为正常、轻度肥胖、肥胖ꎻ
标准值范围为男童 １５％ ~ １７％ꎬ女童 １６％ ~ ２３％ꎬ标准

值±５％判定为正常ꎬ大于标准值上限 ５％而低于 １０％
判定为轻度肥胖ꎬ ≥标准值上限 １０％ 判定为肥胖ꎮ
ＷＣ 的界值[１１] 为性别年龄组的 Ｐ８０ꎬ将受试对象分为

正常体重组和超重肥胖组ꎬ即 ＷＣ ≥Ｐ８０ 为超重肥胖

组ꎬ<Ｐ８０为正常体重组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参与调查和测试的人员进

行严格培训ꎬ使其熟悉 ＩｎＢｏｄｙ Ｊ ３０ 体成分测试仪的性

能、熟练操作方法ꎮ 测试仪器进行标准化校正ꎬ并对

受试对象进行预测试ꎬ要求受试对象空腹、着单衣、排
空大小便后接受测量ꎮ 为证实测试的可靠性ꎬ本研究

随机抽取 ２９ 名儿童进行重测ꎬ并进行了体成分各指标

的重测信度分析ꎬ结果各项体成分指标的重测信度系

数范围为 ０.８５ ~ ０.９５ꎬ证实了 ＩｎＢｏｄｙ Ｊ ３０ 体成分测试

仪本身的高度可重复性ꎮ 腰围的测量重复 ３ 次ꎬ结果

取平均值ꎬ并由同一人操作完成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有原始资料由 ＩｎＢｏｄｙ Ｊ３０ 软件

自动导出为 Ｅｘｃｅｌ 文档ꎬ釆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ꎬ计量数据釆用(ｘ±ｓ)表示ꎬ分类资料釆用构成比

或率表示ꎮ 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分类资

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ＡＳＤ 儿童与正常儿童体成分比较　 两组儿童在

体重、ＢＭＩ、体脂量、骨骼肌质量、左臂去脂质量、蛋白

质、ＰＢＦ、身体总水分、去脂体重、右臂去脂质量、右腿

去脂质量、左腿去脂质量、躯干去脂质量指标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而身高、无机盐、
骨矿物质质量、基础代谢率的指标在两组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ＡＳＤ 与正常儿童体成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ＰＢＦ / ％ 身体总水分 / ｋｇ 蛋白质 / ｋｇ 无机盐 / ｋｇ 体脂量 / ｋｇ
病例组 ４８ １０７.３１±７.６９ ２０.３５±５.３３ １７.４８±２.９８ ２５.５３±７.４６ １０.９８±１.９５ ２.９４±０.５４ ０.９６±０.２０ ５.４８±３.２２
对照组 ４８ １０６.０１±７.０５ １８.１８±３.５４ １６.０６±１.７３ ２３.０６±６.２６ １０.２７±１.６７ ２.７１±０.４５ ０.９０±０.１８ ４.２９±１.９６
ｔ 值 １.４０ ３.２６ ３.４９ ２.０５ ２.６７ ３.１１ １.６９ ２.８４
Ｐ 值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１

组别 人数
骨骼肌

质量 / ｋｇ

骨矿物质

质量 / ｋｇ

去脂体

重 / ｋｇ

右臂去脂

质量 / ｋｇ

左臂去脂

质量 / ｋｇ

躯干去脂

质量 / ｋｇ

右腿去脂

质量 / ｋｇ

左腿去脂

质量 / ｋｇ

基础代谢

率 / ｃａｌ
病例组 ４８ ６.８１±１.５８ ０.７９±０.１７ １４.８７±２.６４ ０.６４±０.１８ ０.６５±０.１７ ６.２４±１.５４ １.７２±０.４７ １.７２±０.４７ ６９１.２７±５６.９７
对照组 ４８ ６.２１±１.３６ ０.７４±０.１４ １３.８９±２.２７ ０.５８±０.１１ ０.５８±０.１１ ５.７２±１.１５ １.５６±０.３７ １.５６±０.３７ ６８１.９８±４８.９２
ｔ 值 ２.７４ １.８６ ２.６９ ２.５３ ２.７１ ２.５１ ２.２８ ２.３２ －１.６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０

　 注:１ ｋｃａｌ ＝ ４.１８ ｋ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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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ＢＭＩꎬＰＢＦꎬＷＣ 评价标准测定两组儿童肥胖检出

率比较　 按 ＢＭＩ 参考值评估ꎬ４８ 名 ＡＳＤ 儿童中ꎬ肥胖

１４ 人ꎬ超重 ９ 人ꎬ正常 ２５ 人ꎻ４８ 名正常儿童中ꎬ肥胖 ９
人ꎬ超重 ３ 人ꎬ正常 ３６ 人ꎬ两组儿童的超重、肥胖检出

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０７１ꎬＰ<０.０５)ꎻ按 ＰＢＦ
标准评价ꎬ４８ 名 ＡＳＤ 儿童中ꎬ肥胖 １５ 人ꎬ轻度肥胖 ２０
人ꎬ正常 １３ 人ꎻ４８ 名正常儿童中ꎬ肥胖 １３ 人ꎬ轻度肥

胖 １１ 人ꎬ正常 ２４ 人ꎬ两组肥胖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６.０２６ꎬＰ<０.０５)ꎻ按 ＷＣ 评价ꎬ４８ 名 ＡＳＤ 儿

童中ꎬ超重肥胖 ２０ 人ꎬ正常体重 ２８ 人ꎻ４８ 名正常儿童

中ꎬ超重肥胖 ９ 人ꎬ正常体重 ３９ 人ꎬ两组儿童肥胖的检

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９７８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目前ꎬ针对 ＡＳＤ 儿童研究更多的是其社会交流、
语言和行为方面问题ꎬ而对该人群的身体发育状况和

营养状况关注较少[１２] ꎬ忽视了更可能威胁其生命本身

伴发的慢性疾病(超重和肥胖、代谢综合征等)ꎬ而这

些疾病可能会严重并长期地影响生命健康和质量ꎮ
近年来ꎬＡＳＤ 儿童的肥胖问题已引起更多关注ꎬ临床

资料表明ꎬＡＳＤ 儿童在体格发育方面存在异常ꎬ如身

高、体重增长异常[１３] ꎬ从而导致超重、肥胖问题ꎬ尤其

是青春期后ꎬ更多的 ＡＳＤ 儿童出现超重、肥胖特征ꎬ患
有慢性疾病的概率明显增加ꎮ 因此ꎬ从小年龄段关注

ＡＳＤ 儿童的体格状况和发展ꎬ对开展健康饮食及行为

指导以及肥胖等问题防控也愈加重要ꎮ
体成分主要由脂肪和去脂体重(水分、蛋白质、无

机盐)两大部分组成ꎬ体成分的均衡发展是保障人体

营养与健康的重要因素ꎮ 而目前应用的 ＢＩＡ 技术能

简单、快速、直接测量人体多种成分ꎬ可以根据人体体

内各种组织成分确定营养状况ꎬ了解发育状况ꎬ在儿

童中的应用逐渐增多ꎬ但目前鲜有对 ＡＳＤ 儿童进行体

成分相关分析的报道ꎮ 同时ꎬ多项研究表明ꎬ与 ＢＭＩ
和 ＷＣ 相比ꎬＰＢＦ 等体成分指标是反映人体健康状况

和肥胖程度的更合理指标[１４] ꎬ与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综

合征等肥胖相关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１５] ꎮ 因此ꎬ对
ＡＳＤ 儿童体成分的分析将对评价其生长发育状况、肥
胖状况及预测肥胖相关疾病有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首次运用 ＢＩＡ 技术对 ＡＳＤ 儿童和正常儿

童的体成分进行分析ꎬ结果显示ꎬ两组儿童的体成分

存在明显差异ꎬ其中体重、体脂量、去脂体重、身体总

水分、蛋白质、ＰＢＦ、ＢＭＩ 等体成分指标均比正常儿童

高ꎮ Ｍｅｇｕｉｄ 等[１３] 通过人体测量学指标对 ３ ~ １０ 岁

ＡＳＤ 儿童与正常儿童的体成分进行比较发现ꎬＡＳＤ 儿

童的体重、ＢＭＩ 均较正常儿童高ꎬ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ꎬ同时 ＡＳＤ 儿童较正常儿童的皮褶厚度有差异ꎬ间
接反映了 ＡＳＤ 儿童的体脂肪含量高于正常儿童ꎻＲｏｋｅ
等[１６]通过双能 Ｘ 线吸收测定法( Ｄｕ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Ｘ￣ｒａｙａｂ￣
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ｔｒｙꎬ ＤＸＡ)对 １０ ~ ２０ 岁 ＡＳＤ 和破坏性行为障

碍男性儿童青少年的研究发现ꎬＡＳＤ 和破坏性行为障

碍男性儿童青少年的体脂量高于正常人群ꎮ 本研究

结果也进一步支持该结论ꎮ 因此ꎬＡＳＤ 儿童体成分的

监测对确定营养及发育状况ꎬ减少儿童期及成人期肥

胖等相关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１７] ꎮ 本研究首次

应用 ＢＭＩꎬＰＢＦꎬＷＣ 等 ３ 种评价标准联合评定 ＡＳＤ 儿

童和正常儿童的肥胖状况ꎬ结果表明ꎬ无论按哪一种

肥胖评价标准ꎬＡＳＤ 儿童肥胖的检出率均比正常儿童

高ꎮ Ｂｒｏｄｅｒ￣ｆｉｎｇｅｒｔ 等[１８] 以 ＢＭＩ 为标准对 ２ ~ ２０ 岁孤

独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的超重、肥胖现况进行分

析ꎬ结果表明ꎬ各个年龄段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

儿童的超重、肥胖检出率均比正常儿童高ꎬ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ꎻ而 Ｈｉｌｌ 等[６] 同样以 ＢＭＩ 为标准对 ２ ~ １７
岁 ＡＳＤ 儿童肥胖检出率的研究结果显示ꎬ ２ ~ ５ 岁

ＡＳＤ 儿童超重和肥胖的检出率为 ４８.１％ꎬ６ ~ １１ 岁为

５３.５％ꎬ１２ ~ １７ 岁则高达 ６８.７％ꎬ其中 ２ ~ ５ 岁和 １２ ~ １７
岁 ＡＳＤ 儿童超重和肥胖的检出率与正常儿童相比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ＡＳＤ 儿童肥胖检出率均明显高于

同年龄段同性别的正常儿童青少年ꎬ并且其肥胖问题

从学龄前期就开始凸显ꎬ说明在开展 ＡＳＤ 患儿核心训

练的同时ꎬ必须开展适当的膳食及行为指导ꎬ进行综

合干预ꎬ促进其体质健康ꎮ
ＡＳＤ 儿童体成分与正常儿童明显不同的原因可

能为:(１)ＡＳＤ 儿童普遍存在严重的饮食行为问题[３] ꎬ
倾向于一些低营养高能量的食物ꎬ经常拒绝水果、蔬
菜和谷类食物ꎻ(２) ＡＳＤ 儿童缺乏有规律的体育锻炼

和体力活动[４] ꎻ(３) ＡＳＤ 儿童可能服用一些精神类药

物ꎬ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肥胖[１９] ꎻ(４)一些 ＡＳＤ 儿童

可能存在与肥胖相关的基因缺陷ꎬ如 １１ｐ１４.１ꎬ１６ｐ１１.２
的微缺失[２０－２２] ꎬ１５ｑ１１.２ 的重复[２３] 等ꎮ 以上这些因素

均可能与 ＡＳＤ 儿童肥胖的检出率增高有关ꎬ但究竟是

由于缺乏交流和沟通能力而导致的活动下降ꎬ还是由

于饮食行为不当导致膳食摄入异常ꎬ目前还需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ꎮ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ꎬ样本来源受

限ꎬ仅对 ３ ~ ５ 岁 ＡＳＤ 儿童的体成分和肥胖现状进行

了分析ꎬ未分析大年龄段尤其是进入青春期阶段 ＡＳＤ
儿童ꎬ需要扩大年龄段ꎬ对其体重和体成分的变化规

律进行了解ꎻ同时ꎬ样本例数较少ꎬ由于 ＡＳＤ 男童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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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高于女童ꎬ且本研究女童人数较少ꎬ因此未进行

年龄和性别的分层比较ꎬ需扩大样本量进行后续研

究ꎮ 此外ꎬ本研究未能结合两组儿童生长激素、瘦素、
胰岛素等实验室检测指标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分析验

证ꎮ 这些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深入补充ꎮ 但研究

结果表明ꎬＡＳＤ 儿童肥胖问题从学龄前期就已经开

始ꎬ提示应从小年龄段关注 ＡＳＤ 的体格状况和发展ꎬ
在针对其核心损害进行干预训练的同时ꎬ适时开展

ＡＳＤ 儿童的健康饮食及行为指导也愈加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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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强化学校体育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等文件

精神ꎬ及时研讨我国学校卫生和儿少卫生研究新进展ꎬ不断提升广大学校卫生和儿少卫生工作者业务知识水平ꎬ«中国学校卫生»
杂志社决定 ７ 月 ２９ 日—８ 月 ２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学校卫生与儿少卫生发展论坛暨 ２０１６ 年度全国学校卫生工作者业务知识

培训班”ꎬ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报名参加ꎮ 电话:０５５２－２０５４２７６ꎬ２０７４７７９ꎻ联系人:汤建军ꎻＥ￣ｍａｉｌ:ｔｘ＠ ｃｊｓｈ.ｏｒｇ.ｃｎꎮ 本通知电子版可在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网站(ｗｗｗ.ｃｊｓｈ.ｏｒｇ.ｃｎ)下载ꎮ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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