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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数据分析方法在身体活动与健康研究领域的应用展望

张 婷 1，2，李红娟 1，2*

（1.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2.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摘 要：身体活动与健康领域部分数据属于成分数据，在研究成分数据对健康的影响时，若忽视成分数据“定和限

制”的本质，则会对研究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成分数据分析则克服了这一问题，并已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研究梳

理了成分数据分析的发展路程与方法学，并结合身体活动行为数据的特性探讨了传统相关研究的局限性，综述了使

用成分数据分析的活动行为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1）组合行为产生的健康效应大于单一行为；2）传统的孤立研究

的结果存在矛盾性，表明综合分析活动行为与健康结局关联性的必要性；3）成分数据分析的身体活动行为的相关研

究基本支持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oderate to vigorous-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MVPA）的健康效益，但指出 MVPA

水平的保持则更有意义，此外，还强调了在追求 MVPA增加的情况下，剩余时间的合理分配对健康促进的重要意义；

4）未来身体活动与健康领域的研究可着重于行为组合模式与健康结局之间的效应及实证性的追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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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活动相关行为与体质和个体生命质量密切关

联，是身体活动与健康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身体活动不

足密切相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成为世界范围

内的重要健康威胁。身体活动不足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和过早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Lee et al.，2012），而身体活

动（physical activity，PA）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健康促进

的重要因素（Foster et al.，2018）。长期以来，身体活动的

干预研究多着眼于孤立地分析提高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moderate to vigorous-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MVPA）或

降低久坐行为（sedentary behavior，SB）的效应，忽视了

24 h 活动行为在时间使用上的“定和限制”以及整体看待

不同活动行为之间组合模式的重要性。在身体活动与健

康领域的研究中，亦存在其他数据具有此“定和限制”的

特性，如各身体成分构成比等。此类数据含有多个分量

（component），每个分量非负数且相加总和为常数，这种

具有“定和限制”特性的数据称为成分数据。

成分数据各分量完整而详尽地组成一个有限的整

体，各分量之间具有共线性（Matricciani et al.，2018），其

中一个分量量的减少，必然伴随其他一个或多个分量量

的增加。例如，人类一天内所有活动行为时间的总和为

24 h，当 MVPA 时间减少时，相应减少的时间必定会重新

分配至其他日常活动（低强度身体活动、睡眠和 SB）。传

统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未考虑成分数据各分量之间的相

互影响，孤立地研究了它们与健康结局的关系，所得的结

果和结论的解释并不具严格的科学性，需要转变现有的

身体活动研究范式，以“活动-平衡”的研究框架，综合地

看待一天中的所有活动行为（Pedišić，2014）。至此，成分

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开始逐渐应用于身体活动研究领域。

成分数据分析的本质是通过数据转换解决“定和限制”问

题和在消除各分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前提下，采用多元线性

回归等传统统计方法探究身体活动等成分数据变量与健

康结局之间的关系。本文将追溯成分数据分析方法的发

展，梳理其方法学过程，探讨身体活动行为相关研究的思

想与方法理应从“孤立”向“综合”转变的必要性，并综述

身体活动行为对健康结局的综合影响，以期为该领域成分

数据分析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一定参考。

1 成分数据分析方法的提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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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活动与健康研究中存在诸多成分数据性质的

变量，如身体活动相关行为、身体成分等，因而，成分数据

分析方法的提出与发展对该领域产生科学的研究结果具

有重大意义。成分数据分析方法主要经过以下 4 个阶段，

并广泛应用于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研究领域。

1.1 传统统计方法引起质疑阶段

1960 年以前，研究者普遍忽视成分数据“定和限制”

的特点，以（为开放性数据设计的）传统统计方法分析此

类数据。Pearson（1897）明确指出，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的

比例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是伪相关，其未考虑到分子分母

中含有公共部分产生的效应。但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直到 1960 年，地质学家 Chayes 对地球化学成分之间的积

差相关系数的解释性提出质疑，成分数据的统计方法问

题才得到正视。这一阶段仅属于认知层面的改善，研究

集中于证明使用标准统计方法分析成分数据产生的结果

失真，并未提出解决方法。

1.2 成分数据分析方法起步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以 Aitchison 为主的许多学者亦开始

讨论和阐明成分数据的特有属性，指出成分数据显示的

是相对的信息而非全部，各分量可以以比例表示，认为对

单个分量的统计分析是没有意义的（Aitchison，1986），为

成分数据新的统计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1986 年，Aitchi‐

son 发表了首部系统介绍成分数据的论著《成分数据统计

分析》，该著作的核心是提出通过成分向量比值的对数，

即“对数比”对成分数据进行数据转换（非对称性变换及

对称性变换），以适用为开放性数据设计的标准统计分析

方法。同时还介绍了成分数据的样本空间单形、对数比

协方差结构、加法逻辑正态分布等一系列针对成分数据

的理论体系。这一阶段提供了针对成分数据分析的可行

统计方法，是成分数据发展的重要节点。

1.3 成分数据分析方法的发展阶段

21 世纪初，随着研究的深入，成分数据的特有度量向

量空间（a metric vector space）（Billheimer et al.，2001；Paw‐

lowsky-Glahn et al，2001）的定义与方法学得以发展。类

似于实数空间上的加法和数乘运算，成分数据在单形空

间上分别定义了扰动和幂等简单度量标准，以便用于表

示成分数据的空间位置和解释成分数据间的关系。由

此，许多成分数据问题可以在这个空间内以其特定的

Aitchison 几何结构来研究。2003 年，针对现有“对数比”

变换的局限性，Egozcue（2003）等人提出了等距对数比变

换，保证了成分数据在单形空间中的相对距离在经过映

射至欧式空间后仍保持不变。这些针对成分数据的数学

特性的定义及方法的研究解决了成分数据分析的众多挑

战，推动了成分数据分析方法在多领域的应用。

1.4 成分数据分析方法多领域应用阶段

至今，成分数据分析方法发展迅速，已不断应用于多

个领域，包括生物学、基因组学、生态学、经济学、医学、营

养学（Trinh et al.，2019）及流行病学领域。成分数据分析

方法在身体活动流行病学领域的应用最早可追溯至 Zhu

等在 2002 年的研究，该研究以成分数据分析方法比较黑

人和白人妇女的身体活动模式。2013 年，Zhang 在其题为

“成分数据建模及其生物医学应用”的博士论文中，以身

体活动行为为例，展示了成分数据分析的可行方法与应

用领域。但直到 2014 年，澳大利亚学者 Pedišić使用传统

多元统计方法分析身体活动与健康结局关系的不足，该

方法才在该领域被正式接受与应用。与此同时，成分数

据分析方法已逐步发展成为多领域学者所认可的统计学

分支。

2 成分数据分析的方法学

2.1 成分数据的性质

据统计学的定义，成分数据是指任意为正的矢量 X，

满足 x1 + x2，⋯，xD = c，c 为任意常数。成分数据的样本

空间称为单形，单形的统计学定义（Pawlowsky-Glahn et

al.，2015）为：

SD ={ x =[ x1,x2,⋯,xD]; xi > 0,i = 1,2,⋯,D; Σ D
i = 1 xi = c}（1）

与实数集 R［开放性数据取值范围（-∞，＋∞）］的空间

（欧式空间）完全不同。成分数据具有“定和限制”的基本

特征，其分布亦相对复杂。“定和限制”不仅使成分数据间

各分量具有共线性，即当组合内一个分量因某种因素发生

一定量的变化时，则相应地，剩余分量中的一个或多个也

会同时发生量的反向变化，并且导致成分数据各个分量不

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对成分数据的分析和预测成为难

题，限制了涉及成分数据的相关问题的研究。直到 Aitchi‐

son（1986）提出了对数比变换、协方差矩阵及加法逻辑正

态分布等理论及方法，才解决了成分数据分析的分布及定

和限制等问题。

2.2 成分数据分析的方法

成分数据受“定和限制”影响，因而其分析方法不同

于传统的标准多元统计方法。成分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包

括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分别采用几何平均和变异矩阵

的方法来分析。至于统计推断，成分数据需要首先经过

数据变换变为非限制性数据，进而适用于传统的统计方

法，如多元线性回归及等量替代等。但成分数据进行统

计推断的困难不仅来自对成分的定和限制，而且还受成

分数据高维数及可能存在零值数据的影响。

2.2.1 成分数据的描述统计方法

成分数据采用成分几何平均来显示其数据的集中趋

势，并已被证明能更好地显示数据集的中心。传统常用

的标准差适于衡量单变量的离散趋势，而成分数据为多

变量且具有共线性。成分数据单个分量的方差（如 SB 的

方差）实际上不包含任何信息，因为单个分量的变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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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时间使用的变化）必然与另一分量的变化相关。同时，

由于成分数据的定和限制会产生伪相关，因而分量之间

的相互依赖性不能通过传统的相关性分析或协方差来呈

现（Chaves，1975）。鉴于此，Aitchison（1986）提出变异矩

阵，其通过所有成对分量比值对数的方差 [如 ln（SB/MV‐

PA）的方差]，展示了两两分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计算

所得值越小代表两分量间依赖性越大。

2.2.2 成分数据的变换

2.2.2.1 加法对数比变换

加法对数比变换 （the additive log-ratio ，alr）属于一

种非对称变换，也称为 alr 变换，定义为：

a=[ a1,…,aD -1 ]= alr (x)=
é

ë
êêln ( x1

xD
) , ln ( x2

xD
) ,…, ln ( xD-1

xD
)ù
û
úú（2）

非对称性变换具有以下优势：1）具有降维作用，令成

分数据由原先的 D 维空间降至（D-1）维空间，由原先 D 个

线性相关的变量，变换至 D-1 个独立的对数比坐标，解决

了成分数据分量的共线性问题；2）转换后的对数比坐标

为非限制性数据取值在（-∞，＋∞），适于线性模型的应

用；3）在保证成分向量服从 D 维加法逻辑正态分布的情

况下，变换后的向量也会服从（D-1）维正态分布。

但是，对数比变换的关键在于分母的选择。加法对数

比坐标的分母使用的是 χD（最后一个分量，但是排序不同

最后一个分量就不同），这将导致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的

分母，变换后的空间中点之间的距离并不相同。并且这

种分母不定的变换，限制了以成分数据作为因变量的线

性统计方法的科学性。因为当除数有了变化时，线性统

计方法并不能做出相应的适应（Aitchison et al.，2000）。

在模型的解释方面，由于变换后的对数比坐标并不能完

全和原始变量相对应，因此，在实际的分析中还难以得到

采用。

2.2.2.2 中心化对数比变换

中心化对数比变换 （centred log-ratio，clr）是在解决

非对称对数比变换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对称对数比

变换，也称为 clr 变换，定义为：

c = [ c1,c2,…,cD - 1 ]= clr (x)=
é

ë
êêln ( x1

x͂ ) , ln ( x2

x͂ ) ,…, ln ( xD - 1

x͂ )ù
û
úú（3）

中心化对数比变换采用所有分量的几何平均值作为

分母。但其缺点在于变换后的变量产生的协方差矩阵是

奇异的（数据矩阵内的总相关性为-1），在标准统计过程

未做出适应性变化前，难以进行相应的分析（Pawlowsky-

Glahn et al.，2015）。

2.2.2.3 等距对数比变换

等距对数比变换 （isometric log-ratio， ilr）（Egozcue

et al.，2003）是一种基于标准正交基并构建于 clr 坐标 D-1

维超平面上的变换，定义为：

z = [ z1,z2,…,zD - 1 ] = ilr (x) =

[
D - 1

D
ln ( x1

Π D
k = 2 xk

D - 1
) ) ,

D - 2
D - 1

ln

( x2

Π D
k = 3 xk

D - 2
) )…,

D - j
D - j + 1

ln

(
xj

Π D
k = 2 xk

D - j
),…,

1

2
ln (

xD - 1

xD

) ] （4）

等距对数比既不存在 alr 分母的任意性问题，亦不具

clr 的协方差矩阵奇异性问题（Buccianti，2011），为目前最

常用的对数比变换。等距对数比变换保持了变换前各分

量在单形空间的相对距离。该变换克服了成分数据的多

元共线性（Dumuid et al.，2018c；Egozcue et al.，2003）。

等距对数比变换的方式有多种（Van Den Boogaart et

al.，2013），但其类型的不同并不会导致随后分析结果的

不一致。顺序二进制划分方法（sequential binary partition，

SBP）（Egozcue et al.，2005）常被用来确定 ilr 的变换形式。

基于此，研究者可根据有关成分数据的专业知识并针对

特定的研究问题，选择特定的 ilr 的变换方式。但在应用

逆等距对数比变换将变量返回至单形空间时，必须确保

使用的划分方法相同。

2.2.3 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及成分等量替代方法

在成分数据的分析中，多元回归分析常与成分等量替

代同时运用。这是因为成分等量替代具有将自变量的变

化对结局指标产生的效果定量化的作用，且自变量的量

的变化及量的再分配对象可以根据研究者需要来设置

［如 MVPA 的 10 min 或 30 min，重新分配给 SB 或低强度身

体活动（light-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LPA）］。

2.2.3.1 多元回归模型

成分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根据成分数据为自变量还

是因变量，可分为 3 类：1）自变量为成分数据，因变量为实

数数据；2）自变量为实数数据，因变量为成分数据；3）自

变量和因变量均为成分数据。成分回归模型主要有 3 个

步骤：1）数据的转换（对数比转换）；2）以标准多元统计分

析过程进行模型拟合；3）对结果的解释及预测推断。研

究者可根据数据集的性质进行模型的选择，以达到合理

分析数据的目的。

成分多元回归模型的系数解释与传统回归模型略有

不同。D 分量成分数据转换后，将得到（D-1）个坐标，但

只有第一个坐标系数用来解释结果效益。因为只有第一

个坐标包含信息全面，表示相对于其余分量，第一分量在

时间使用分布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模型参数 β1 解释了分

量 x1 的相对信息对ｙ的影响。为了得到其余分量对ｙ的

影响，可以对向量 X 的分量进行顺序置换，使每个分量都

能作为第一个分量。成分多元回归模型消除了分量间共

线性的影响，可用于分析各分量结构性变化对结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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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益，如身体活动时间使用的结构性变化对健康结局

的影响。

2.2.3.2 成分等量替代

成分等时替代分析源自传统等时替代分析，是为了便

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实践，而将某一分量固定时间

的变化对健康产生的效益进行定量化的方法。传统替代

分析是剔除一个或多个分量，同时加入总量（所有分量的

量的总和）加以修正，但其方法仍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主

要包括：1）剔除的分量对健康的影响依旧是未知的；2）未

被剔除的分量之间的共线性未消除，所得结果可能具有

误导性。成分等时替代将经过转换的数据带入模型进行

定量化分析，其优势有：1）克服了成分数据共线性问题，

分析时包含了所有成分数据分量；2）比传统的替代更丰

富，可以“一对一”替代，又可“一对多”替代。

成分替代模型的应用可指明组合内哪些部分对健康

更重要并且量化这种量的变化对健康结局的效益（如

BMI 下降 x%）。成分等时替代使特定健康结局的最佳替

换模式能够被识别。例如，基于样本均值组合作为参考

值，将久坐行为的时间再分配至 MVPA，这一再分配模式

对多数结局指标最有利，并可针对人群中不同时间使用

组合进行相应分析，获得不同的最佳替换模式。因而，在

流行病学研究中常把成分等时替代分析与成分数据分析

结合使用，使研究结果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2.2.4 零值的处理

成分数据需经过对数比变换才能进行分析，而对数比

要求观测值必须严格非零。实际上，数据集中是可能会

存在零值。零值主要分为两类：1）近似零值，源于低于检

测极限而未被仪器测量获得，与仪器的精度有关；2）真实

零值，源于相应的观测值完全不存在，即真正的零值。针

对 近 似 零 值 的 处 理 方 法 主 要 包 括 乘 法 简 单 替 换 法

（Martín-Fernández，2003）、基于 alr 坐标的 EM（expectation

maximisation）算法（Palarea-Albaladejo et al.，2007，2008）、

基于 ilr 坐标的 EM 算法（Martín-Fernández et al.，2012）、乘

法对数正态替换方法（Palarea-Albaladejo et al，2013）、基

于 alr 坐 标 的 数 据 扩 充 算 法（Palarea-Albaladejo et al.，

2014）、Kaplan-Meier 平滑样条替换方法（Palarea-Albalade‐

jo et al.，2015）（常用于生存分析）及基于 ilr 坐标的偏最小

二乘回归插补法（Templ et al.，2016）。针对真实零值的处

理，主要为 Aitchison 等（2003）提出的基于模型建立的参

数方法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混合模型（Stewart et al.，

2010）和对数正态混合模型的处理方法（Bear and et al，

2016）。

3 综合分析身体活动与健康相关研究的必要性

3.1 身体活动行为的性质特点

身体活动行为属于成分数据范畴，本质为多变量，这

些变量的分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关于蓝领工作

者的研究，常将 24 h 活动行为分为工作时间活动行为（步

行、站立、久坐及高强度活动）和休闲娱乐时间的活动行

为（久坐行为、步行、站立、高强度活动和睡眠）（Lund Ras‐

mussen et al.，2019）。亦有研究通过“MARCA 活动层次”对

24 h 活动进行更详细的分类（Olds et al.，2019）。但是，对

大多数人群来说，最常用分类标准仍是以能量消耗为基

础的，主要包含：1）状态（清醒/不清醒）；2）姿势（躺/坐/站

立）；3）相对能量消耗。从而将 24 h 活动行为分为睡眠、

SB、LPA 和 MVPA。成分数据的分类多种，但所生成的不

同组合都具有相同的数学性质（Barcelo-Vidal et al.，2016）

个体典型一天的身体活动相关行为包括 SB、睡眠、

LPA 和 MVPA，时间总和固定为 24 h，占比总和为 100%。

因此，SB、睡眠、LPA 和 MVPA 本质上是共线的和相互影

响的，一种行为时间的增加必然相应减少至少另一种行

为的使用时间。在身体活动与健康领域存在许多此类数

据（成分数据），传统的多数研究已观察到身体活动行为

间的相互影响并发现组合行为产生的效应大于单一行

为，因而综合分析身体活动行为是必要的。

3.2 身体活动行为的交互作用与联合影响

24 h 活动行为是一个活动连续体，但是诸多的干预措

施仅聚焦于 MVPA 的促进（Kohl et al.，2012）和 SB 的减少

（Healy et al.，2017），忽视了身体活动行为之间的交互作

用对健康结局的影响。Chaput 等（2014）曾指出，若儿童

睡眠不足或屏幕时间过长，MVPA 的一些健康效益可能会

丧失。亦有研究指出，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身体活动水

平，进而影响健康结局。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

认为活动行为是相互影响的（Espinel et al.，2015；Wil‐

liams et al.，2014），最佳健康状态可能与行为组合模式有

关，而不是与单个行为有关（Saunders et al.，2016）。身体

活动行为是共同作用后产生了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因而，

从行为组合模式角度整体看待是很有必要的。

不健康行为组合对健康结局的不利效果与健康行为

组合对健康结局的保护作用可能均大于单一行为。24 h

活动行为均与健康结局关联（Rezende et al.，2016；St-

Onge et al.，2016）。当个体不健康行为过多时，对健康产

生的不利影响可能就越大。Pedišić等（2017）曾指出，相比

于肥胖等风险因素，死亡更多是由不健康的时间分布造

成的，即潜在的不健康活动行为组合是一类健康风险因

素，但其是可调整的。在一项大样本实证研究中（Carson

et al.，2015），“活跃的屏幕”（身体活动量较高和屏幕时间

较长，1.19 倍）和“最不健康的运动者”（身体活动量较低、

睡眠时间较短、屏幕时间较长，1.24 倍）与“最健康的运动

者”（屏幕时间较短、睡眠时间较长、身体活动量较高）相

比，超重和肥胖的概率更高，在女性亚组样本中呈现相同

趋势，而男性则不明显。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是由于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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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活动结构不同或研究方法不同。一项行为组合研究

指出，高 PA/长睡眠/低 SB 的儿童和青少年与低 PA/短睡

眠/高 SB 的儿童和青少年相比，肥胖和心脏代谢健康状况

较好（Saunders et al.，2016）。且与短睡眠/高 SB 相比，长

睡眠/低 SB 更益于心脏代谢健康指标，但对肥胖无效益。

由此，应考虑针对个体，特别是女性（Carson et al.，2015）

进行组合行为干预。

3.3 孤立分析身体活动行为效应的矛盾性

身体活动行为属于成分数据，传统孤立分析的研究结

果存在异质性，统计方法的使用亦可能是促因。有研究

指出，高强度身体活动（vigorous 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VPA）更有益于健康结局（Gebel et al.，2015；Lahti et al.，

2014；Owens et al.，2017）；而另有研究认为，中等强度身

体活动（moderate 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MPA）对健康

结局更有利（Sabia et al.，2012）。这些研究的健康结局、

人群、协变量略有差异，可能是部分致因。但不可忽视的

是统计方法是否准确，也许亦是研究结果矛盾性的原因

之一。VPA 的保护效益或许伴随久坐减少或睡眠充足，

而 MPA 的较弱效益也许伴随了久坐的增多或睡眠的不

足。Kikuchi 等（2018）曾指出，在均达到推荐量的情况下，

VPA 与 MPA 可能具有相匹敌的效果。 Kikuchi 据指南

（Haskell et al.，2007）将身体活动活跃者分为 3 类（在 MV‐

PA 中占比：0% VPA、≤30% VPA＞30%VPA），发现与不活

跃者相比，3 类人群全因死亡危险比男性分别为 0.75、0.73

和 0.74，女性分别为 0.71、0.75 和 0.74。从数据中可以发

现，男性后两个人群危险比均小于第一类，差异虽小（可

能与剂量-反应相关）但行为间的联合影响不容忽视。

Moore 等（2017）就指出，在分别控制了 SB 和 MPA 后，VPA

与相应的代谢指标关联性发生变化。

综合分析身体活动行为时间使用的整体分布情况是

趋势。多数研究及活动指南仅考虑提高相应量的 MVPA

所带来的效益，即相当于只要你完成了 60 min 的 MVPA，

那么在剩余的时间里，无论你是久坐不动，还是前一天晚

上睡眠不足都不重要。但事实上，由于一个活动行为时

间的增加只能通过减少至少另一个活动行为的时间来获

得，因而，孤立探究某一活动行为不能确定健康的效益在

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这项活动行为而不是由于时间重新分

配至其他的活动（Rosenberger et al.，2019）。很多研究证

明，提高相应量的身体活动或睡眠会产生不同的健康效

益，具体取决于它是取代何种活动行为（Matricciani et al.，

2018；Winkler et al.，2018），即不仅要考虑健康的主要影

响分量，还要考虑到一天内剩余行为的时间分配情况。

4 基于成分分析，身体活动相关行为对健康结局的综合

影响

孤立分析身体活动相关行为存在局限性，这一事实逐

渐被广泛认可，并推动研究向新的一种流行病学范式转

变［VIRTUE（Viable Integrative Research in Time-Use Epide‐

miology）研究框架］（Pedišić et al.，2017）。基于这一范

式，成分数据分析方法被普遍用来探究身体活动相关行

为与健康结局之间的综合联系。常见的健康结局包含肥

胖、心脏代谢指标、死亡率及一般健康或心肺健康等。

4.1 肥胖

1）活 动 行 为 整 体 与 肥 胖 指 标 相 关（Carson et al.，

2017，2019；Dumuid et al.，2018a；Fairclough et al.，2018；

Talarico et al.，2018），较高强度活动效益更好。具体表现

为，相对于其他活动行为，SB 或 LPA 与 BMI z 分和腰围呈

正 相 关 ，而 MVPA 或 睡 眠 则 呈 负 相 关（Carson et al.，

2016）。但一项幼儿研究发现（Carson et al.，2017），活动

行为整体与 BMI z 分相关，而与腰围无关。睡眠、SB、LPA

或 MVPA 与 BMI 和腰围均不相关。Carson 指出，该研究群

体的特殊性（幼儿时间多用于睡眠）及该研究群体腰围的

国际标准缺乏可能是产生此结果的原因。 Carson 等

（2019）的另一项儿童青少年研究发现，SB 和 VPA 分别与

腰围正、负相关，但仅 VPA 与 BMI z 分负相关，而 MPA 与

两项指标均无关。较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对儿童青少年的

肥胖干预可能更有利。

2）成分等时替代中，健康效益的大小取决于取代或

被取代的活动行为且非对称性（Carson et al.，2016；Du‐

muid et al.，2018d；McGregor et al.，2019b；Talarico et al.，

2018）。在成分等时替代过程中，Carson 等（2016）发现，取

MVPA 10 min 分别再分配至 SB、LPA 和睡眠后，BMI z 分

相应增加 5.1％，1.2％和 1.1％，但是当反向替代时 BMI z

分 均 只 降 低 不 到 1%。 与 其 结 果 相 一 致 ，Dumuid 等

（2018d）曾指出，成分等时替代时，效益不一定对称，且在

MVPA 中体现最明显。MVPA 被不同行为取代，产生的健

康影响 SB 最大，可以看出保持 MVPA 和减少 SB 的重要

性。Talarico 等（2018）亦指出，欲降低 BMI z 分一个单位，

MVPA 增加与 LPA 减少是较有效的方法。

3）强调 MVPA 水平保持的重要性。一项研究发现，儿

童假期与上学日的时间使用差异显著（Olds et al.，2019），

假期不健康行为增多，能量消耗减少，是运动强度下降的

高发时期，是肥胖干预的重要时期。Dumuid 等（2019）亦

指出，MVPA 减少 15 min，躯干脂肪及非躯干脂肪百分比

分别增加 1.7% 和 0.8%，远大于增加 15 min MVPA 所带来

的有利效果，体现了防止 MVPA 水平下降的重要性。另

一项随机干预实验指出，长期地干预身体活动及增加

MVPA，健康效益程度和范围越大（Winkler et al.，2018）。

因而，欲达到效益的可持续性和最佳化，时间的持续性及

运动类型或强度的选择是重点

4.2 一般健康或心肺健康

不同组合模式对健康结局的效益不同，健康行为组合

效益最大。一项基于聚类分析，将生活方式相似的儿童

归类的研究发现，多面健康者（低屏幕时/健康饮食/适量

PA 和 SB）的生活质量得分最高（Dumuid et al.，2017）。健

康的生活方式组合，如低屏幕时间、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均

衡的日常活动行为对儿童的健康效益最大，健康促进的

干预理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另一项基于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 研 究（Dumuid et al.，

2018b）发现，儿童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与其活动行为的

关联受国家 HDI 的影响。但不同国家不同组合模式与健

康的关联性基本相似，因而，在为世界各地的儿童制定

24 h 活动行为指南时，既要考虑组合模式的整体效益，还

应考虑不同区域内发展情况对行为干预的附加要求。

不同人群的日常活动行为模式对健康的影响及可能

的干预方式。Hunt 等（2018）指出，屏幕时间和静坐时间

更长的慢性肺阻塞（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病人风险综合指数（BODE）高，提高身体活动水平

的同时，着重减少静坐行为应是此类患者的干预重点。

在蓝领工人研究中，Gupta 等（2018，2019）通过“一对多”

的成分等时替代发现，增加睡眠和 MVPA 对舒张压（sys‐

tolic blood pressure，SBP）有利，增加 SB 与 LPA 对 SBP 不

利，但仅睡眠和 SB 有统计学意义。MVPA 效益不明显可

能是由“一对多”的替代方式造成的。MVPA 增加的时间

源于剩余行为集体减少的时间，包括 SB、睡眠和 LPA，这

里 SB 减少的时间可能并不足以达到健康水平的一个明

显变化。后续“一对一”替代方式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

MVPA 的效益。同时，工人常有负重等对心血管负担较大

的活动，对血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亦会直接影响休闲领

域的活动行为（Lund Rasmussen et al.，2019）。在对蓝领

等工作者进行健康干预时需考虑这些因素。

4.3 心脏代谢指标

动态性活动行为益于心脏代谢健康，但睡眠的影响亦

不可忽视。一项针对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高危人群的研究（Biddle et al.，2018）发现，动态性

活动行为与代谢指标的关联在进一步修正 BMI 后消失。

但在成分替代时，该行为增加产生的有利效益仍存在。

动态性活动行为可能是患有 T2DM 成年人提高代谢健康

的重要干预手段。另一项包含成人和老年人两个队列的

研究（McGregor et al.，2018）指出，MVPA 在成人中对心脏

代谢指标有利，在老人中这种效益会变弱或消失，不同队

列中产生的效果差异可能源于衰老和 MVPA 的质量（如

持续时间等）等因素。法国学者 Debache 等（2019）就曾指

出，间断的 MVPA 与部分健康指标未发现显著关联。两

篇分别针对加拿大与美国同年龄段儿童（6～17 岁）的研

究，前者发现 MVPA 与心脏代谢指标有利相关（Carson et

al.，2016），而后者几乎没有观察到相关性（Carson et al.，

2019）。鉴于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Carson 指出可能是由

于美国研究未纳入睡眠。而睡眠与 SB 及睡眠与 PA 存在

许多相互作用（Chaput et al.，2017），且睡眠亦与心脏代谢

指标具有关联（St-Onge et al.，2016）。有关活动行为与健

康的系列研究，协变量的纳入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需

关注活动行为的质量。

4.4 死亡风险与骨健康

在死亡风险研究中，MVPA 为主要的影响变量，但在

某些特定情况下，这种影响可能会减弱。一项前瞻性研

究发现，纳入健康状态和身体活动限制后，MVPA 与死亡

风险的相关减弱（McGregor et al.，2019a）。对该相关，

McGregor（2019a）认为部分是因 MVPA 作为个体是否有活

动限制的暗示性指标产生了与死亡风险的关联。当然还

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撑这种现象的产生。

在骨健康研究中，主要影响变量具有性别差异，不同

健康状态的人群干预重点亦不同。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发现，相对于其他活动行为，增加 MVPA 可减缓老年男性

的骨质流失，而增加 LPA 并维持 MVPA 可能是提高老年

女性骨量的最佳方法（Rodriguez-Gomez et al.，2019a）。

另一项骨健康研究发现，降低 SB 可能是提高健康男性骨

量的较好策略，而在虚弱前期的女性中，MVPA 可能是提

高骨骼健康的重要因素（Rodriguez-Gomez et al.，2019b）。

性别之间的这种效果差异与男女之间日常的身体活动类

型及强度差异相关，提示，针对不同性别或人群进行干预

的必要性。

5 成分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前景

在身体活动与健康领域，现有研究表明了身体活动行

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健康的联合影响（成分数据特

性），以及健康（LPA、MVPA）与不健康行为（久坐行为）组

合产生的效应均大于单一行为，因而，整体看待所有行为

的组合模式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而目前基于成分数

据分析，着眼于组合模式的研究甚少，未来有望在相应方

面进行深入研究。

5.1 健康相关行为的最佳组合研究

一直以来，研究多强调高 MVPA 或短 SB 为主要影响

变量，但是一天内剩余时间的活动行为构成也是十分重

要的。部分研究指出，不健康行为（如久坐行为）对健康

的负面影响会抵消健康行为（如 LPA、MVPA）产生的效

益。干预理应从行为组合模式入手。但行为组合的最佳

模式并非需产生最大的健康效益，而需着眼于可行性与

可持续性。从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制定

有针对性并为大多数人所习惯的活动行为模式，才更具

可持续性，才能成为最佳的行为组合模式。

5.2 健康与不健康行为组合的平衡点研究

多面健康者（如短 SB/适度睡眠/高身体活动水平）被

认为是最优的活动行为组合，但是对于达到产生健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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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最大。一项基于聚类分析，将生活方式相似的儿童

归类的研究发现，多面健康者（低屏幕时/健康饮食/适量

PA 和 SB）的生活质量得分最高（Dumuid et al.，2017）。健

康的生活方式组合，如低屏幕时间、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均

衡的日常活动行为对儿童的健康效益最大，健康促进的

干预理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另一项基于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 研 究（Dumuid et al.，

2018b）发现，儿童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与其活动行为的

关联受国家 HDI 的影响。但不同国家不同组合模式与健

康的关联性基本相似，因而，在为世界各地的儿童制定

24 h 活动行为指南时，既要考虑组合模式的整体效益，还

应考虑不同区域内发展情况对行为干预的附加要求。

不同人群的日常活动行为模式对健康的影响及可能

的干预方式。Hunt 等（2018）指出，屏幕时间和静坐时间

更长的慢性肺阻塞（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病人风险综合指数（BODE）高，提高身体活动水平

的同时，着重减少静坐行为应是此类患者的干预重点。

在蓝领工人研究中，Gupta 等（2018，2019）通过“一对多”

的成分等时替代发现，增加睡眠和 MVPA 对舒张压（sys‐

tolic blood pressure，SBP）有利，增加 SB 与 LPA 对 SBP 不

利，但仅睡眠和 SB 有统计学意义。MVPA 效益不明显可

能是由“一对多”的替代方式造成的。MVPA 增加的时间

源于剩余行为集体减少的时间，包括 SB、睡眠和 LPA，这

里 SB 减少的时间可能并不足以达到健康水平的一个明

显变化。后续“一对一”替代方式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

MVPA 的效益。同时，工人常有负重等对心血管负担较大

的活动，对血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亦会直接影响休闲领

域的活动行为（Lund Rasmussen et al.，2019）。在对蓝领

等工作者进行健康干预时需考虑这些因素。

4.3 心脏代谢指标

动态性活动行为益于心脏代谢健康，但睡眠的影响亦

不可忽视。一项针对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高危人群的研究（Biddle et al.，2018）发现，动态性

活动行为与代谢指标的关联在进一步修正 BMI 后消失。

但在成分替代时，该行为增加产生的有利效益仍存在。

动态性活动行为可能是患有 T2DM 成年人提高代谢健康

的重要干预手段。另一项包含成人和老年人两个队列的

研究（McGregor et al.，2018）指出，MVPA 在成人中对心脏

代谢指标有利，在老人中这种效益会变弱或消失，不同队

列中产生的效果差异可能源于衰老和 MVPA 的质量（如

持续时间等）等因素。法国学者 Debache 等（2019）就曾指

出，间断的 MVPA 与部分健康指标未发现显著关联。两

篇分别针对加拿大与美国同年龄段儿童（6～17 岁）的研

究，前者发现 MVPA 与心脏代谢指标有利相关（Carson et

al.，2016），而后者几乎没有观察到相关性（Carson et al.，

2019）。鉴于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Carson 指出可能是由

于美国研究未纳入睡眠。而睡眠与 SB 及睡眠与 PA 存在

许多相互作用（Chaput et al.，2017），且睡眠亦与心脏代谢

指标具有关联（St-Onge et al.，2016）。有关活动行为与健

康的系列研究，协变量的纳入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需

关注活动行为的质量。

4.4 死亡风险与骨健康

在死亡风险研究中，MVPA 为主要的影响变量，但在

某些特定情况下，这种影响可能会减弱。一项前瞻性研

究发现，纳入健康状态和身体活动限制后，MVPA 与死亡

风险的相关减弱（McGregor et al.，2019a）。对该相关，

McGregor（2019a）认为部分是因 MVPA 作为个体是否有活

动限制的暗示性指标产生了与死亡风险的关联。当然还

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撑这种现象的产生。

在骨健康研究中，主要影响变量具有性别差异，不同

健康状态的人群干预重点亦不同。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发现，相对于其他活动行为，增加 MVPA 可减缓老年男性

的骨质流失，而增加 LPA 并维持 MVPA 可能是提高老年

女性骨量的最佳方法（Rodriguez-Gomez et al.，2019a）。

另一项骨健康研究发现，降低 SB 可能是提高健康男性骨

量的较好策略，而在虚弱前期的女性中，MVPA 可能是提

高骨骼健康的重要因素（Rodriguez-Gomez et al.，2019b）。

性别之间的这种效果差异与男女之间日常的身体活动类

型及强度差异相关，提示，针对不同性别或人群进行干预

的必要性。

5 成分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前景

在身体活动与健康领域，现有研究表明了身体活动行

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健康的联合影响（成分数据特

性），以及健康（LPA、MVPA）与不健康行为（久坐行为）组

合产生的效应均大于单一行为，因而，整体看待所有行为

的组合模式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而目前基于成分数

据分析，着眼于组合模式的研究甚少，未来有望在相应方

面进行深入研究。

5.1 健康相关行为的最佳组合研究

一直以来，研究多强调高 MVPA 或短 SB 为主要影响

变量，但是一天内剩余时间的活动行为构成也是十分重

要的。部分研究指出，不健康行为（如久坐行为）对健康

的负面影响会抵消健康行为（如 LPA、MVPA）产生的效

益。干预理应从行为组合模式入手。但行为组合的最佳

模式并非需产生最大的健康效益，而需着眼于可行性与

可持续性。从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制定

有针对性并为大多数人所习惯的活动行为模式，才更具

可持续性，才能成为最佳的行为组合模式。

5.2 健康与不健康行为组合的平衡点研究

多面健康者（如短 SB/适度睡眠/高身体活动水平）被

认为是最优的活动行为组合，但是对于达到产生健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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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组合内身体活动量的最低阈值及久坐行为的最高阈

值或是健康活动行为与不健康活动行为的平衡点并未确

定，其可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同时，不能忽视睡眠时间

的最低阈值，但目前在研究最佳组合模式时，考虑睡眠的

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的。

5.3 特殊人群行为组合模式研究

目前针对临床人群等特殊人群（如糖尿病人）的研

究，多指出主要的影响变量（如 MVPA）及确定这些人群中

最常见的不健康行为，但具体的、针对不同人群健康的活

动行为组合模式的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这些

组合模式的短期及长期的效益需要进行纵向的研究实

证。

5.4 纵向研究

现有纵向研究仅为极少数，大部分结果结论基于横断

面研究，具有局限性。需要大量的纵向实证研究对所得

结果进行验证。

6 结语

身体活动相关行为本质为成分数据，而成分数据具有

“定和限制”，各分量之间相互依赖。单一行为对健康结

局的影响可能伴随了其他活动行为的影响，因而需整体

分析活动行为产生的联合影响。但传统的统计方法并不

适于成分数据也不能进行整体分析，所以需采用成分数

据分析方法对此类数据进行分析。据身体活动相关行为

特性，在日常的活动干预中，需同时考虑主要影响分量

（MVPA）与剩余活动行为的时间使用，从行为组合模式角

度出发。

成分数据分析和成分等时替代统计方法，解决了成分

数据分量间的相互影响对健康结局的效应问题，科学客

观地识别了不同活动行为组合模式对健康指标的影响并

可给出最佳的活动行为模式，为活动指南等指导性规范

或政策提供依据，以提高各群体或个人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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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hysical Literacy

ZHANG Zhen，JU Fangyu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interprets the four meanings of“literacy”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y essentially constitute a set of conceptual clusters with complementary meanings. On this
basis, using the method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onism and holistic body implication of
literacy, and proposes that physical literacy is the meaning of the self-cultiv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era. It conceives five types
of physical literacy, namely: 1) the unity of perception movement and mental development; 2)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bility and mind; 3) the unity of emotional cultivation and physical training; 4) the harmony of un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ity
and art; 5) daily using and lifelong development. This concept of physical literacy advo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 sports,
emphasiz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of the neutrals in the movement, and exercises physical ability and harmonious group
relationship in a ritualized and contextualized atmospher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lso contain a strong contemporary value.
Although this concep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literacy in the modern sense, it can be matched at the bottom of the
philosophical logic of the body.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and constructs
the physical literac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Chinese ancient; physical literacy; monism; holism; embod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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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Compositional Data Analysis Method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ZHANG Ting1，2，LI Hongjuan1，2*

1.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School of Sport Science，Beijing 100084，China；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Exercise and Physical Fitness 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Some compositional data were existed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be
greatly affected if the nature of "constant sum" of compositional data was ignored. Compositional data analysis method overcomes
this problem and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research field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methodology of
compositional data analysis, and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studies by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vement
behavior data. And lastly, this review summarized some related studies on activity behaviors which used compositional data analysis.
It showed that: 1) Health effects of combined behaviors were greater than single behavior; 2) the results of traditional isolated
studies were contradictory, indicating that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tivity behaviors and health outcomes
is necessary; 3) researches on physical activity related behaviors using compositional data analysis basically supports the health

benefits of oderate to vigorous-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MVPA), but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MVPA level was

more meaningful. In addition, it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the remaining time to health
promotion when increasing MVPA; 4) fu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can focu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ehavior patterns and health outcomes by conducting follow-up investigations.
Keywords: compositional data analysis; physical activity; health; constant sum; combined imp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