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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膳食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王素芳穆敏赵艳李湖中

方炎福王海林李李胡传来

目的了解大学新生的膳食模式，分析其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方法采取分层

【摘要】

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１３１９名大学新生的膳食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４种膳食模

式：Ｉ（摄人较多的汉堡包及油炸食品、腌制食品、坚果类、零食、可乐、雪碧、咖啡、糖类）、Ⅱ（摄入
较多的猪肉、羊肉、牛肉、禽肉、动物肝脏、鱼虾类、海带／海鱼／紫菜等海制品、坚果类）、ｍ（摄入较多
新鲜水果、鸡蛋、鱼虾类、海带／海鱼／紫菜等海制品、奶及奶制品、豆类及豆制品、坚果类）、Ⅳ（摄入

较多的粮谷类、新鲜蔬菜、新鲜水果、猪肉）。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主要影响其膳食模式
的因素：（１）男生膳食模式Ｉ、Ⅱ与居住地点（ＯＲ－－－－１．６７。９５％Ｃ／：０．８７—３．１９；ＯＲ＝１．５ｌ，９５％ＣＩ：
０．７９—２．８８）、就餐地点（ＯＲ＝１．６３，９５％ｃ，：１．０３—２．５９；ＯＲ＝１．８３，９５％Ｃ／：１．０４—３．２３）、母亲的文化
程度（ＯＲ－－－－２．５２，９５％Ｃ／：１．０７—５．９５；ＯＲ＝３．３８。９５％ｃ，：１．５０—７．６３）、家庭经济状况（ＯＲ＝２．２４，
９５％ｃ，：１．３０一３．８８；ＯＲ－－－－－３．０６，９５％Ｃ／：１．７７—５．２９）、被动吸烟（ＯＲ＝１．８０。９５％Ｃ／：０．７０—４．５９；ＯＲ＝

１．８３．９５％ＣＩ：Ｏ．７５—４．４５）呈正相关。膳食模式Ⅲ与母亲的文化程度呈负相关（ＯＲ＝Ｏ．５６，９５％ＣＩ：
０．１７一１．７９）；膳食模式Ⅳ和就餐地点呈正相关（ＯＲ－－－－１．８３，９５％ＣＩ：１．０４—３．２３），但是与母亲的文化
程度呈负相关（ＯＲ＝Ｏ．５６。９５％ＣＩ：０．１７一１．７９）。（２）女生与男生相比．膳食模式Ｉ和居住地点、就餐
地点关系不大；而对于膳食模式Ⅱ、Ⅲ来说，被动吸烟对女生影响也不大。结论大学新生的膳食
模式受社会人口统计学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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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模式以习惯性食物消费为特点…。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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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大学新生４种膳食模式和因子载荷的分布

于单个食物或营养素，膳食模式对健康的影响更
食物的种类

大乜】。调查特殊人群的膳食模式可以更好地了解
饮食与健康之问的复杂关系。膳食模式受生物
学、营养学、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学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大学新生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期，其饮

粮谷类

膳食模式
ｌ
０．１ １９

Ⅱ

Ⅲ

Ⅳ

０．０５９．ｏ．０７９

ｏ．７２２

新鲜蔬菜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９

０．２２０

仉７５９

新鲜水果

０．０７８

０．２７４

０３３８

０．６０２

Ｏ躺０．０７０

０．５１３

猪肉

Ｏ．２２４

羊肉和牛肉

０．２４７仉６９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３８

究通过对大学新生膳食进行调查，了解这一人群的

禽肉

Ｏ．１３６仉６酊０．１０３

０．１８７

膳食模式。

动物肝脏

０．０６７

Ｏ．６９４

Ｏ．０９３

Ｏ．０２０

鸡蛋

Ｏ．０１０

０．１８３

Ｏ．６４０

Ｏ．２∞

鱼虾类

０．１９５

Ｏ．Ｓ３６

Ｏ．３３ｌ

Ｏ．２２４

海带，海鱼，紫菜等海产品

０．１３５

０４４５

ｏ．４２２

Ｏ．０９３

奶及奶制品

Ｏ．１９９

０．２０１

ｏ．研

Ｏ．２４５

取合肥市４所高校大学新生２１４３人，１４１４人同意参

豆类及豆制品

Ｏ．１０６

Ｏ．０６３

０．７８３－ｏ．０６０

加调查（调查员询问填表），其中９５份由于没有完成

汉馒包及油炸食品

０．蝴０．２２７

０．０８８－ｏ．１２２

问卷或者质量太差被剔除，最后纳入分析１３１９份问

腌制食品

Ｏ．５１７

０．２７１．ｏ．０６５—Ｏ．０３５

卷。本研究获得所有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
２．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膳食调查两部分，

坚果类

０．３１７

０．４１８

零食。

ｏ．７∞－ｏ．０１９

０．２６８

０．１６７

可乐及雪碧

０．６７６

０．２１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４

咖啡

ｏ．６盯０．１４２

０．０３ｌ

０．０７４

ｏ．６１３－ｏ．００６

０．２３７

０．１５９

食习惯会对以后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研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

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一对一进行询问调查。
（１）一般情况：姓名、性别、专业、宿舍号、出生日
期、民族、高中就餐地点、父母身高和体重、父母的文
化程度、父母的职业、家庭收入、是否被动吸烟（被动

吸烟定义为每周至少一天处于别人吸烟环境中超过
１５

ｍｉｎ）。

糖类

Ｏ．３９３－ｏ．０４７

注：黑体字表明因子载衙＞Ｏ．３；‘包括饼干、蛋挞、巧克力、蛋
糕等

水果、猪肉）。
２．影响因素：

（２）膳食调查：用食物频率表让调查者对过去一

（１）男生：①与膳食模式Ｉ呈正相关：居住在城

年食用食物的频率进行回忆（经常食用的频率单位：

镇（锨＝１．６７，９５％ＣＩ：０．８７—３．１９）；母亲文化程度低

次，周，不经常食用的频率单位：次／月）。

（ＯＲ＝２．５２，９５％ＣＩ：１．０７—５．９５）；家庭经济状况为中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因子分析

等（ＯＲ＝２．２４，９５％ＣＩ：１．３０—３．８８）；无被动吸烟经历

中的ＰＡＣ法及方差最大正交旋转（ｖａｒｉｍａｘ）法，将食
物频率表上的１９种食物条目全部纳入分析，判断膳

（伽＝１．８０，９５％ＣＩ：０．７０—４．５９）。②与膳食模式Ⅱ

食模式。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潜在的
影响因素。
结

果

１．膳食模式：因子分析的结果提示４种膳食模
式较为有意义，其特征值均＞１．５，分别为２８．１２４、
９．７４２、６．７９０和６．４４０，且这４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
５１．１％。因子载荷＞Ｏ．３，则认为该食物条目与该膳食

呈正相关：居住在城镇（ＯＲ＝１．５１，９５％ｃ，：０．７９—

２．８８）；在校外小吃部就餐（鲫＝１．６３，９５％ＣＩ：１．０３。
２．５９）；父母亲文化程度低（ＯＲ＝２．０８．９５％ＣＩ：１．１６．
３．７５；ＯＲ－－－－３．３８，９５％ＣＩ：１．５０—７．６３）；家庭经济状况
为中等（ＯＲ＝３．０６，９５％ａ：１．７７～５．２９）和贫困（ＯＲ＝
１．６９，９５％ＣＩ：０．９４—３．０２）；无被动吸烟经历（０Ｒ＝

１．８３，９５％Ｃ１：０．７５—４．４５）。③与膳食模式Ⅲ呈负相
关：父母亲文化程度均较低（ＯＲ＝Ｏ．５６，９５％ＣＩ：

模式因子呈较强的关联（表１）。这４种模式为：Ｉ

０．１７—１．７９；ＯＲ＝Ｏ．３７，９５％ＣＩ：０．１４～０．９７）。④与膳
食模式Ⅳ呈正相关：在校外小吃部就餐（Ｄ尺＝１．８３，

（摄人较多汉堡包及油炸食品、腌制食品、坚果类、零

９５％ＣＩ：１．０４—３．２３）；负相关：母亲文化程度低（伽＝

食、可乐、雪碧、咖啡、糖类）、Ⅱ（摄入较多猪肉、羊

０．５５，９５％ＣＩ：０．１７—１．７９），见表２。

肉、牛肉、禽肉、动物肝脏、鱼虾类、海带／海鱼／紫菜等
海制品、坚果类）、Ⅲ（摄人较多新鲜水果、鸡蛋、鱼虾
类、海带／海鱼／紫菜等海制品、奶及奶制品、豆类及豆
制品、坚果类）、Ⅳ（摄入较多粮谷类、新鲜蔬菜、新鲜

（２）女生：与男生相比，不同的是：①膳食模式
Ｉ：与居住地点及是否被动吸烟关联不大；②膳食模
式Ⅱ：与居住地点、是否被动吸烟关联不大；③膳食
模式Ⅲ、Ⅳ：与是否被动吸烟关联也不大（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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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Ｊ

·８７１·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９

膳食模式

量

Ｉ

Ⅱ

Ⅲ

Ⅳ

注：同表２

讨

论

膳食模式Ｉ是一种不健康的膳食模式，与西方
食物型膳食模式相似，有研究表明这种方式会导致

Ⅱ也是一种不健康的膳食模式，长期大量食用肉类
食品尤其是红肉类会增加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
等疾病。过多的摄人肉类食物也会导致肥胖．大学新
生处在身体发育阶段。肉类不可缺少。但不宜过量。

患前列腺癌的危险增加№１；这种膳食模式摄人的脂

膳食模式Ⅲ、Ⅳ是比较健康的两种膳食模式．尤其在
大学新生这个阶段．膳食模式Ⅲ有助于骨骼发育。结

肪较多．因此会增加肥胖的危险性¨Ｊ。大学新生现在
的肥胖会增加以后患心血管疾病、２型糖尿病、中

果表明经常食用水果、蔬菜、牛奶和豆类等食物的人
群．骨密度会明显高于经常食用高盐食物、比萨、面

风、骨质疏松以及一些癌症的危险性阻ｍＪ。膳食模式

包、肉类和土豆的人群…ｊ。而素食主义者的骨密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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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

遍比较低¨引。膳食模式Ⅳ脂肪含量低，同时含有肉
类和新鲜蔬菜、水果，也是比较理想的膳食模式。
膳食模式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各因素之间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Ｌｅｎｚ等¨纠研究表明膳食模式受
到是否上班、运动、年龄等因素的影响。
Ｋｒｉａｕｃｉｏｎｉｅｎｅ等¨引研究表明膳食模式受文化程度、
居住地点、年龄和性别的影响。
研究表明，高中期间居住在城镇的大学新生经
常选择膳食模式Ｉ、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这部分人健康理念比较落后，大学新生过去一
年又处在高ｊ这个特殊的时期，按照传统观念饮食
上尽量多食用大补的食品。高中时期就餐地点在校
外小吃部的大学新生也会经常选择膳食模式Ｉ、Ⅱ，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这部分人经济比较宽
裕、对饮食了解很少。Ｊａｉｎ等¨纠研究表明吸烟者与
不吸烟者相比，摄人牛奶、豆类、蔬菜、水果等食物明
显较少。有研究则表明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的
饮食是不健康的，摄人的维生素Ｃ也较少【ＩＥ”】。在
本研究中，被动吸烟会增加大学新生选择膳食模式
Ｉ、Ⅱ这两种不健康膳食模式的危险性。
本研究采用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大学新生的
膳食模式。大学新生此时处于身体和心理发育关键
时期，对于自己的饮食习惯是否健康的重视度不够，
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分析其膳食模式的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对其进行正确宣传教育，使其选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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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Ｍａｒａｎｇｏｎ

Ｎｕｆｆ，２００１．８５（２）：２１９－２２５．

ａ１．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ｔｓｔｌｌＳ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埘ｔｈ ｄｉｃＬ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ｅｄ Ｊ．２００９。５０

［１６］Ｅｎｕｎｏｎｓ ＫＭ，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Ｂ，Ｆｅｎｇ

２０３．

［３］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Ｋ，Ｖａｒｍａ Ｍ．ｅｔ

（本文编辑：万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