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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无锡市青少年体质量指数状况及减肥行为与体重认知错误之间的相关关系ꎬ为保障身心健康发

展提供支持ꎮ 方法 　 在无锡市方便抽取 ４ 所中学的 ９６０ 名中学生进行问卷及身高、体重的测试ꎬ分析体重认知错误与减

肥行为之间的关系ꎮ 结果　 无锡市中学生体型消瘦的比例为 ６.７７％ꎬ超重肥胖的比例为 ２６.７７％ꎮ 中学生高估自身体重的

报告率为 ２９.５８％ꎬ低估的报告率为 ３３.３３％ꎬ认知正确的报告率为 ３７.０８％ꎮ 男生高估体重的报告率为 １８.０１％ꎬ女生为

４１.５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３.５７ꎬＰ<０.０１)ꎻ男生低估体重的报告率为 ４５.０８％ꎬ女生为 ２１.１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１.６５ꎬＰ<０.０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认为超重肥胖的中学生无论客观体重如何ꎬ与自认为体重正常的学生相比发生

减肥行为的可能性高达 １０９.７５ 倍(Ｐ<０.０１)ꎮ 对自身体重高估的中学生比正确认知体重学生更容易发生减肥行为[ＯＲ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１０.４４(７.０１~ １５.５５)ꎬＰ<０.０１]ꎬ并且男生和女生存在同样的趋势ꎮ 结论　 应对无锡市中学生的体重观进

行干预和引导ꎬ以形成正确的体重观念ꎬ保障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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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阶段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的高峰时期ꎬ这一

阶段学生的生理和心理、认知、行为等都处于急剧变

化的阶段[１－２] ꎮ 中学生对自身体重等影响外在形象的

因素较为看重和敏感[３－４] ꎮ 有关研究显示[５－６] ꎬ青少年

对外在形象的过度看重是导致自身进行体重控制的

重要因素ꎮ 研究还显示ꎬ青少年对以瘦为美的过度看

重是导致自身减肥的重要原因ꎬ采取如节食等不正确

的减肥措施ꎬ将对其身心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ꎬ严
重者影响发育并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７－８] ꎮ 本

研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对无锡市 ９６０ 名中学生进行身

高、体重与有关问卷的调查ꎬ了解这一群体体质量指

数(ＢＭＩ)及减肥行为与体重认知错误之间的相关关

系ꎬ为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减肥和身心健康发展提供

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无锡市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 ４ 所

中学ꎬ其中城市和乡村各 ２ 所ꎬ每所学校初中和高中各

年级各随机抽取 １ 个教学班级ꎬ共抽取 ２４ 个班级的

１ ０１２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身高、体重测试ꎬ调查

后收回有效问卷 ９６０ 份ꎬ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８６％ꎮ
其中男生 ４８８ 名ꎬ女生 ４７２ 名ꎻ初中生 ３０５ 名ꎬ高中生

６５５ 名ꎮ 平均年龄(１５.１２±１.４６)岁ꎮ
１.２　 内容及方法　 调查问卷在参考有关资料[９－１０] 的

基础上由研究组自行设计形成ꎬ并经过 ３ 轮专家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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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和指导ꎬ进行预调查实验后最终确定ꎮ 问卷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０ꎮ 问卷的信息包括人口基本学信

息等 ５ 个条目ꎬ如年龄、性别、班级等ꎻ具体调查内容包

括减肥行为、学生对体重认知的有关条目、营养状况

和体育锻炼状况等共 １２ 个条目ꎬ如对自身体型的评

价、每周锻炼时间和次数等ꎮ 体重认知主要为调查者

认为自身体重属于特别瘦、偏瘦、正常体型、偏胖、特
别胖 ５ 个等级ꎮ 身高、体重的测试根据全国学生体质

健康调研[１１]的有关要求和仪器进行ꎮ 实际体型的划

分依据中国儿童肥胖研究组和学龄儿童制定的儿童

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 ＢＭＩ 标准和学龄儿童青少年营

养不良筛查标准执行[１２－１３] ꎮ 对测试的真实值与调查

主观体重认知结果之间进行比较ꎬ对于主观调查认识

与实际 ＢＭＩ 划分相吻合的学生判定为体重认知正确ꎮ
高估自身体重学生包括自报超重肥胖实测正常、自报

正常实测消瘦、自报超重肥胖实测消瘦的学生ꎻ低估

自身体重学生包括自报消瘦实测正常、自报正常实测

超重肥胖、自报消瘦实测超重肥胖的学生ꎮ 高估和低

估自身体重学生均为体重认知错误学生ꎮ 过度减肥

行为指减肥过程不合理ꎬ如不吃主食、超负荷运动、实
际不胖但仍减肥、减肥速度过快等ꎮ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教师采用规定的指导语进行

问卷调查ꎬ调查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ꎮ 问卷调查后

进行身高、体重的测试ꎬ测试由学校校医完成ꎬ并对测

试仪器进行校准ꎬ保障结果的准确ꎮ 本次调查在自愿

和家长同意的原则下进行ꎬ符合伦理学的调查要求ꎬ
得到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人体伦理学实验委员会

的审批(ＺＹＸＹ２０１６０７３７)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录入ꎬ并由另外

一组人员对其录入数据进行核实与检查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对数据合理化分析后进行处理ꎮ 不同类别

学生 ＢＭＩ 分布比较采用 ｔ 检验、方差分析、χ２ 检验ꎬ实
际体重及错误体重与认知减肥行为之间的关系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Ｆｏｒｗａｒｄ 法)ꎬ以 α ＝ ０.０５ 为双侧检

验水准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类别青少年 ＢＭＩ 比较　 无锡市中学男生的

ＢＭＩ 为( １７ ８９ ± ２ １６) ｋｇ / ｍ２ꎬ女生为( １９ ４７ ± ２ ３８)
ｋｇ / ｍ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０ ７６ꎬＰ<０ ０１)ꎮ 高中

生的 ＢＭＩ 为(１９ １３±２ ０３) ｋｇ / ｍ２ꎬ初中生为(１７ ９２ ±
２ １１)ｋｇ / ｍ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８ ３７ꎬＰ<０ ０１)ꎮ
每周校外锻炼 ≥ ３ 次和 < ３ 次的学生 ＢＭＩ 分别为

(１７ ２１±１ ９８)(２０ ３２±２ ０３) ｋｇ / ｍ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ｔ ＝ ２２ ８２ꎬＰ < ０ ０１)ꎮ 有无过度减肥行为的学生

ＢＭＩ 分别为(１９ ６３±１ ８６) (１７ ０３±１ ８４) ｋｇ / ｍ２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１ ７７ꎬＰ<０ ０１)ꎮ 期待改善体重学

生的 ＢＭＩ 为(２２ ６２±１ ９３) ｋｇ / ｍ２ꎬ不期待改善体重的

学生为(１９ ７８±１ ８５)ｋｇ / ｍ２ꎬ无所谓的学生为(１８ ９４±
２ ０５)ｋｇ / ｍ２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 １２ꎬＰ>０ ０５)ꎮ

无锡市中学生体型消瘦的比例为 ６.７７％ꎬ超重肥

胖比例为 ２６.７７％ꎮ 在性别、年级、有无过度减肥行为、
是否期待改善体重方面不同体型学生比例相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０. ７１ꎬ １. １２ꎬ ０. ９１ꎬ
１.０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在每周校外锻炼次数不同体型学

生间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８.４５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类别青少年体重认知错误报告率比较　 无

锡市中学生高估自身体重的报告率为 ２９.５８％ (２８４ /
９６０)ꎬ低估自身体重的报告率为 ３３.３３％ (３２０ / ９６０)ꎬ
认知正确的学生报告率为 ３７.０８％(３５６ / ９６０)ꎮ

中学男生高估体重报告率低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６３.５７ꎬＰ<０.０１)ꎻ男生低估自身体重的报

告率高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６１. ６５ꎬ Ｐ <
０.０１)ꎮ 不同学段学生高估和低估自身体重报告率比

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６ꎬ０.４７ꎬ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无锡市不同性别学段青少年体重认知错误报告率

性别与学段 人数

高估自身体重

自报超重肥

胖实测正常

自报正常

实测消瘦

自报超重肥

胖实测消瘦
合计

低估自身体重

自报超重肥

胖实测正常

自报正常

实测消瘦

自报超重肥

胖实测消瘦
合计

性别 男 ４８８ ６３(１２.９０) １７(３.４８) ８(１.６４) ８８(１８.０１) １３４(２７.４５) ６７(１３.７２) １９(３.８９) ２２０(４５.０８)
女 ４７２ １６２(３４.３２) ２１(４.４５) １３(２.７５) １９６(４１.５３) ３４(７.２０) ５１(１０.８０) １５(３.１８) １００(２１.１９)

学段 初中 ３０５ ８２(２６.８８) １１(３.６１) ４(１.３１) ９７(３１.８０) ４８(１５.７３) ３１(１０.１６) １８(５.９０) ９７(３１.８０)
高中 ６５５ １４３(２１.８３) ２７(４.１２) １７(２.６０) １８７(２８.５５) １２０(１８.３２) ８７(１３.２８) １６(２.４４) ２２３(３４.０５)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青少年实测 ＢＭＩ 和体重认知与减肥行为的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减肥行为为因变量ꎬ以性别(男生
＝ １ꎬ女生＝ ２)、年龄、学段(初中＝ １ꎬ高中 ＝ ２)、校外锻

炼活动( <３ 次 / 周＝ １ꎬ≥３ 次 / 周 ＝ ２)、营养状况(消瘦
＝ １ꎬ正常 ＝ ２ꎬ肥胖 ＝ ３) 为自变量ꎬ以 α ＝ ０.０５ 和 β ＝
０.１０为纳入和剔除标准进行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模型Ⅰ对性别、学段和年龄进行调整ꎻ模型Ⅱ对性别、

学段、年龄、营养状况等进行调整ꎻ模型Ⅲ对性别、学
段、年龄、营养状况、校外体育锻炼等进行调整ꎮ 分析

结果显示ꎬ实际测量获得的 ＢＭＩ 值在以往发生减肥行

为的 ３ 个关系模型中均无统计学意义ꎬ认知体重超重
肥胖在以往发生减肥行为的 ３ 个关系模型中均存在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特别是在对性别、年级、年
龄、营养状况进行调整后ꎬ其 ＯＲ 值最高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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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年龄、年级、营养状况、校外体育锻炼情况等

进行调整后ꎬ对自身体重高估的中学生比正确认知体

重学生更易发生减肥行为[ ＯＲ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
１０.４４(７.０１ ~ １５.５５)ꎬＰ<０.０１]ꎻ并且男生和女生存在

同样的趋势ꎮ 中学女生出现低估或高估[ＯＲ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值分别为 １０.５５(６.１９ ~ １７.９８)ꎬ０.２９(０.１６ ~
０.５６)]自身体重的学生高于男生[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
ＣＩ) 值分别为 １０. ３４ ( ５. ６６ ~ １８. ９１ )ꎬ ０. ２４ ( ０. １４ ~
０.４３)]ꎮ

表 ２　 无锡市青少年实测 ＢＭＩ 和体重认知与减肥行为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９６０ꎬ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自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实测 ＢＭＩ 消瘦 ０.９９(０.７４ ~ １.３３) １.１７(０.６９ ~ ２.００) １.１５(０.６７~ １.９６)

超重肥胖 １.１５(０.６６ ~ １.９９) １.０４(０.７６ ~ １.４２) １.０６(０.７８~ １.４４)
认知体重 消瘦 １.２８(０.７５ ~ ２.１７) １.２６(０.７３ ~ ２.１６) １.２２(０.７１~ ２.１０)

超重肥胖 １０９.７５(６５.９７~ １８２.５８) ∗∗ １１４.９７(６６.３９ ~ １９９.０７) ∗∗ １１４.１２(６５.９５ ~ １９７.４０) ∗∗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ꎬ无锡市中学生超重肥胖的

比例为 ２６.７７％ꎬ与曹晓晓等[１４] 研究结果一致ꎬ但是高

于谭亚菲等[６] 对西部地区学生的调查结果ꎮ 可能与

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学生饮食过量高能量食品

等存在关系ꎬ也可能与视屏时间、上下学方式、体力活

动水平不同等因素存在差异有关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

示ꎬ无锡市中学生中存在体重认知错误的比例为

６２.９２％ꎬ与美国[１５]同龄学生相比高 １ 倍多ꎬ同时也高

于韩国[１６]的调查结果ꎮ 可能与发达国家对儿童青少

年的健康教育存在密切联系ꎮ
国外研究结果显示[１７－２０] ꎬ男生消瘦和女生肥胖都

将对个体带来不愉快的感受ꎬ同时低估或高估自己体

重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均起到负面影响ꎮ 因此ꎬ
对于青春发育高峰期的男女生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健

康教育ꎬ使其正确认知自身的体重ꎬ做到科学合理的

饮食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无论中学生自身的营养状

况如何ꎬ学生认为自身体重超重或肥胖就存在减肥行

为的风险ꎬ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２１－２２] ꎮ 但也有研究显

示[２３] ꎬ实际存在超重肥胖的青少年发生减肥行为的风

险高于实际体重正常的青少年ꎬ女生更容易受到主观

认识的影响而产生减肥行为ꎮ 原因可能是当前社会

对于女性美的过度强化ꎬ在以瘦为美的评判标准下ꎬ
即使处于正常体重的女生依然追求所谓的“完美”而

过度降低体重ꎬ同时也极易引起女生对自身体重的错

误认知从而引起错误减肥行为的发生ꎬ甚至有时出现

极端的减肥行为ꎬ如节食、服用减肥药物等ꎬ对中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威胁[２４] 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无锡市不同年级学生对体重

的错误认知存在一定差异性ꎬ其中高中学生更多倾向

于低估自己的体重ꎮ 有关研究结果显示[２５] ꎬ随着年级

的增高ꎬ学生对健康知识和外在形象的理性认识ꎬ对
自身的体重认识也在发生着不断变化ꎬ但其产生改变

的具体原因还不明确ꎬ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ꎮ
鉴于男女生不同的体重认知错误特点ꎬ学校应积

极发挥教育的主阵地作用ꎬ对重点学生进行多渠道、
多方式的健康教育[２６] ꎮ 家长也应作为学生的主要教

育者进行健康生活教育ꎬ让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及正确看待体型美和减肥行为等ꎮ 针对青春发育高

峰期阶段的学生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全方位关注

和关心ꎬ在这一急剧生理和心理变化的时期应格外关

注其身心健康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常行为ꎬ并给予及

时的教育和引导ꎬ以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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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ꎬ因时、因地、因人制宜ꎬ根据个体的不同情况调整

体质的偏颇ꎬ改善医学生体质状况ꎬ促进健康ꎬ减少亚

健康或疾病的发生[２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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