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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护理专业女大学生对自身体重感知的准确程度ꎬ探讨产生体重感知偏差的影响因素ꎬ以
期为纠正女大学生体重感知偏差、开展学校健康教育提供实证依据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选取上海市 ４ 所医学院校

的 ６００ 名护理专业女大学生ꎬ进行体重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的线上问卷调查ꎮ 结果　 护理专业女大学生能准确感知自身体

重水平的仅占 ４４.５０％(２６７ 名)ꎬ对自身体重高估的比例高达 ５３.８３％(３２３ 名)ꎬ感知体重水平与实际体重水平的一致性较

差(Ｋａｐｐａ＝ ０.２０)ꎮ 护理专业女大学生对自身体重高估的影响因素有自身实际体重水平(ＯＲ＝ ０.０９ ~ １５.０２)、自认在同伴中

的体重水平(ＯＲ＝ １７.８５~ ２０２.６７)、媒体所展示的女性形象对减肥想法的影响( ＯＲ ＝ ３.２１ ~ ６.１４)、生活地区( ＯＲ ＝ １.１２ ~
２.５５)和肥胖刻板印象(ＯＲ＝ ０.９８)(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护理专业女大学生对自身体重感知的准确率不高ꎬ有高估体重

的倾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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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重感知是个体对有关体重的身体尺寸、体型和

体重水平的感知[１] ꎮ 体重感知偏差指感知体重水平

与实际体重水平不一致或存在差距ꎮ 现有数据表明ꎬ
普通民众甚至医务人员对自身体重并不都能准确感

知[２－３] ꎬ即存在高估或低估体重的情况ꎮ 以往研究中ꎬ
国内外学者更关注个体“低估体重”现象ꎬ对“高估体

重”的关注明显不够ꎬ与当前全球肥胖率居高不下有

关ꎮ 从已知研究结果来看[２ꎬ４－５] ꎬ高估体重对于体重水

平正常的人群而言ꎬ可能会使得个体采取不合适的

“减重”行为ꎬ甚至导致饮食失调、营养不良、内分泌紊

乱ꎬ尤其多见于年轻女性ꎮ 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ꎬ

初步了解上海市医学院校护理专业女大学生对自身

体重感知的准确性及其感知偏差特点ꎬ并探索可能的

影响因素ꎬ以期为今后纠正女大学生体重感知偏差、
开展健康教育提供实证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９ 年 ３—４ 月ꎬ采取方便抽样方法ꎬ
在上海市 ４ 所医学院校进行线上问卷调查ꎮ 纳入标

准:护理专业女大学生ꎻ全日制在读ꎮ 排除标准:调查

期间休学者ꎻ存在严重的精神或神经类疾病ꎻ存在各

种急性或慢性器质性疾病ꎻ调查期间怀孕者ꎻ不愿意

参加本次调查者ꎮ 此次调查采用匿名填写方式ꎬ在获

得受试者知情同意后方可进入正式填写阶段ꎮ 受试

者可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退出研究ꎮ 共回收问卷

７２５ 份ꎬ有效问卷 ６００ 份ꎬ有效率 ８２.７６％ꎮ 年龄 １６ ~ ２８
岁ꎬ平均(２０.００±１.３３)岁ꎮ
１.２　 方法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制定问卷ꎬ内容涉及体

重感知的影响因素及其测评工具ꎬ影响因素包括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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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年龄[４－５] 、身高体重[６－７] 、民族[５] 、身体活动[８]

等)、家庭层面(家庭所在地[５] 、父母受教育程度[９] 、父
母态度[１０] 、家庭收入[５]等)和社会层面(宗教信仰[１０] 、
肥胖的社会刻板印象[１１] 、同伴因素[１２] 、大众媒体因

素[１３]等)ꎮ (１)体重感知水平与感知偏差的测量ꎮ 通

过询问 “你认为自己的体重属于哪个水平”测量受试

者的体重感知水平ꎬ该条目来自青少年危险行为问

卷[１４] ꎮ 受试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为符合的选项ꎬ如
“体重不足、正常、超重、肥胖”ꎮ 体重感知偏差ꎬ即个

体实际体重水平与自我感知体重水平之间的差异ꎬ分
为准确感知、低估体重(感知体重水平<实际体重水

平)和高估体重(感知体重水平>实际体重水平) 三

类[１５] ꎮ 本研究中ꎬ实际体重水平根据受试者自我报告

的身高、体重计算得到ꎮ 判断标准参照«中国成人超

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 [１６] 中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
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为体重不足ꎬ１８. ５ ~ ２３. ９ ｋｇ / ｍ２ 为正常ꎬ
２４.０ ~ ２７.９ ｋｇ / ｍ２ 为超重ꎬ≥２８.０ ｋｇ / ｍ２ 为肥胖ꎮ (２)
中文版对肥胖者态度量表 (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Ｏｂｅｓ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ꎬ ＡＴＯＰ)ꎮ 用于调查个体对肥胖的刻板印象ꎬ
采用朱大乔等[１１] 汉化并修订的中文版量表ꎮ 该量表

由 １２ 个条目组成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６ 点评分法ꎬ从“完全不

同意”( －３ 分)到“完全同意”(３ 分)ꎬ不包括 ０ꎮ １２ 个

条目总分加 ３６ 分即为中文版 ＡＴＯＰ 得分(０ ~ ７２ 分)ꎬ
得分越高说明对肥胖者的态度越积极ꎮ 本研究中ꎬ中
文版 ＡＴＯＰ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１ꎮ (３)同伴影响

量表ꎮ 用于评价同伴对个体的影响ꎮ 采用 Ｋｅｅｒｙ
等[１７]编制的三因素量表中的同伴影响分量表ꎮ 该分

量表由 １２ 个条目组成ꎬ采用 ５ 点评分法ꎬ从“总是” (５
分)到“从不”(１ 分)ꎮ 若量表的条目均值<３ 分ꎬ表示

同伴影响较小ꎻ条目均值介于 ３ ~ ５ 分ꎬ则表示同伴影

响较大ꎮ 分值越高表明同伴负面影响越大ꎬ分值越低

表明同伴负面影响越小ꎮ 本研究中ꎬ同伴影响分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注重问卷设计和质量ꎬ如问卷条目尽

可能限制在最低数量ꎬ条目清楚易懂、由简入繁、先一

般后敏感ꎬ强调数据的保密性等ꎬ以便能引起受试者

兴趣、减轻填写负担、提高应答真实性ꎮ 选择各医学

院校护理专业的任课教师作为调查员ꎬ由课题负责人

“一对一”对调查员进行电话培训ꎬ强调问卷填写的目

的、注意事项和知情同意原则ꎮ 所采用的线上调查平

台可即时、自动生成 Ｅｘｃｅｌ 及 ＳＰＳＳ 数据表ꎬ避免了人

工录入可能出现的中间差错ꎮ 所有数据由课题组专

人保管ꎬ严格遵循保密原则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进行数据处理及分

析ꎮ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计数资料以频次、百分比

表示ꎮ 主要统计方法有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女大学生对自身体重感知的准确性和感知偏差

特点 　 护理专业女大学生自我感知体重不足、正常、
超重、肥胖的比例分别为 １２. ３３％ ( ７４ 名)、 ３６. ３３％
(２１８ 名)、４２.１７％ (２５３ 名)、９.１７％ (５５ 名)ꎻ其中ꎬ能
准确感知自身体重水平者的比例为 ４４.５０％(２６７ 名)ꎬ
感知体重水平与实际体重水平的一致性较差(Ｋａｐｐａ ＝
０.２０)ꎮ 女大学生对自身体重感知偏差以高估为主ꎬ占
５３.８３％ ( ３２３ 名)ꎬ低估自身体重者仅占 １. ６７％ ( １０
名)ꎻ实际体重不足组、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出现

体重感知偏差的比例分别为 ５０. ３７％ ( ６８ / １３５ )、
５９.１４％( ２３３ / ３９４)、 ５０. ００％ ( ３０ / ６０ ) 和 １８. １８％ ( ２ /
１１)ꎮ
２.２　 女大学生高估自身体重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由

于样本中体重低估者所占比例仅为 １.６７％ꎬ本次研究

仅分析体重高估和准确感知的影响因素ꎮ 单因素分

析显示ꎬ女大学生体重高估的影响因素包括实际体重

水平、生活地区、父母对体重的负面评价、自认在同伴

中的体重水平、媒体因素(对完美身材的影响、所展示

的女性形象对减肥想法的影响)、压力水平、家庭收

入、肥胖刻板印象ꎮ 准确评估组与高估组同伴影响量

表得分分别为(２.９４±０.６８) (２.９８±０.６４)ꎬ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ｔ ＝ －０.７４ꎬＰ ＝ ０.４６)ꎻＡＴＯＰ 得分分别为(４７.０８
±９.５０)(４４.８３±９.３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８８ꎬＰ ＝
０.００)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护理专业女大学生高估自身体重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人数 高估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实际体重水平 不足 １３５ ６８(５０.３７) ７.８０ ０.０２

正常 ３８８ ２２７(５８.５１)
超重或肥胖 ６７ ２８(４１.７９)

生活地区 北部 ８６ ６０(６９.７７) ９.４０ ０.０１
中部 ９０ ４９(５４.４４)
南部 ４１４ ２１４(５１.６９)

自认在同伴中的 偏胖 ２２０ １６８(７６.３５) ８５.６２ ０.００
　 体重水平 中等 ２７６ １３４(４８.５５)

偏瘦 ９４ ２１(２２.３４)
父母对体重的负面 没有 ２２５ １０９(４８.４４) ５.８３ ０.０２
　 评价 有 ３６５ ２１４(５８.６３)
媒体对完美身材的 影响很大 １３３ ８６(６４.６６) １７.７６ ０.００
　 影响 有点影响 ３４７ １９５(５６.２０)

没有影响 １１０ ４２(３８.１８)
媒体所展示的女性 总是 １１１ ７６(６８.４７) ５７.２１ ０.００
　 形象对减肥想法 经常 １２７ ８６(６７.７２)
　 的影响 有时 １６１ ９１(５６.５２)

偶尔 １０９ ５３(４８.６２)
没有 ８２ １７(２０.７３)

压力水平 没有 ９９ ４０(４０.４０) １２.７８ ０.０１
轻度 ２０５ １０９(５３.１７)
中度 ２２７ １３９(６１.２３)
重度 ５９ ３５(５９.３２)

家庭月收入 / 元 <５ ０００ １３８ ８８(６３.７７) ６.１９ ０.０５
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２３９ １２７(５３.１４)
>１０ ０００ ２１３ １０８(５０.７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女大学生高估自身体重水平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实际体重水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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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地区、父母对体重的负面评价、自认在同伴中的体

重水平、媒体因素(对完美身材的影响、所展示的女性

形象对减肥想法的影响)、压力水平、家庭收入、肥胖

刻板印象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将体重感知偏差作

为因变量(准确感知体重 ＝ ０ꎬ高估自身体重 ＝ １)ꎮ 结

果显示ꎬ实际体重水平、生活地区、自认在同伴中的体

重水平、媒体所展示的女性形象对减肥想法的影响和

肥胖刻板印象是护理专业女大学生体重高估的影响

因素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护理专业女大学生高估自身体重水平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５９０)

自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实际体重水平 正常 ８０.６０ <０.０１ １.００

超重或肥胖 －０.９４ ４３.５３ <０.０１ ０.０９(０.０４ ~ ０.１８)
体重不足 １.０３ ７９.５７ <０.０１ １５.０２(６.３６ ~ ３５.５１)

生活地区 南部 ９.１１ ０.０１ １.００
中部 ０.３８ ０.１５ ０.７０ １.１２(０.６４ ~ １.９６)
北部 ０.０５ ９.１０ <０.０１ ２.５５(１.３９ ~ ４.７０)

自认在同伴中的体重水平 偏瘦 １０３.５４ <０.０１ １.００
中等 １.１１ ３６.６１ <０.０１ １７.８５(７.０２ ~ ４５.３９)
偏胖 ２.０４ ８９.９６ <０.０１ ２０２.６７(６７.６３ ~ ６０７.４２)

媒体所展示的女性形象对减肥想法的影响 没有 ２０.６９ <０.０１ １.００
偶尔 ０.８４ ８.４７ <０.０１ ３.２１(１.４６ ~ ７.０５)
有时 １.０８ １４.６５ <０.０１ ４.４８(２.０８ ~ ９.６４)
经常 １.２４ １６.６２ <０.０１ ５.６６(２.４６ ~ １３.０３)
总是 １.３０ １７.４５ <０.０１ ６.１４(２.６２ ~ １４.３９)

ＡＴＯＰ 得分 －０.１２ ４.２２ ０.０４ ０.９８(０.９６ ~ １.００)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受试女大学生对自身体重感知的准

确率为 ４４.５０％ꎬ且高估体重的问题较为突出ꎬ主要原

因与样本特征有关:(１)本次调查人群均为年轻女性ꎬ
属于易高估自身体重的群体[４－５] ꎮ 现代大众媒体常将

“瘦”“苗条”作为“女性美”的重要特征之一[１８] ꎬ由此

营造的女性审美文化使得“爱美”的年轻女性容易高

估自身体重水平ꎮ ( ２) 根据视觉常态化理论的观

点[１９] ꎬ个体常依据相对体重对自身体重进行感知ꎬ当
周围人群普遍为“正常体重”或“体重不足”时ꎬ容易将

其“正常化”并作为参考标准ꎬ出现高估体重的倾向ꎮ
此次受试女大学生中绝大多数为体重正常或体重不

足ꎬ整体体重处于偏低水平ꎮ 此外ꎬ本次研究采用自

我报告的体重和身高估算实际 ＢＭＩꎬ可能造成所得结

果高于实际情况ꎮ 近期一些大样本研究提示[２０－２１] ꎬ受
“社会期待”的影响ꎬ人们在自我报告身高和体重时倾

向于高估身高而低估体重ꎬ使得得出的 ＢＭＩ 低于实际

测量值ꎮ 该信息偏倚使“计算所得”的高估自身体重

比例有可能高于实际情况ꎮ
本研究发现实际体重不足、自认为在同伴中偏

胖、受媒体影响而想要减肥、有肥胖刻板印象的个体

更可能高估自身体重水平ꎮ 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６－７ꎬ１８ꎬ２２] ꎮ 究其原因ꎬ可能与当前社会媒体宣

扬的“以瘦为美”的审美取向和评价有关ꎮ 护理专业

女大学生虽然对正常体重的医学标准具有很高的知

晓度ꎬ但作为青春期女性ꎬ依旧深受大众传媒所标榜

的“骨感美”的影响ꎬ即使自身实际体重已经偏低ꎬ可
能也难以客观评价自身体重ꎮ 本研究就发现ꎬ实际体

重不足组中ꎬ有 ５０.３７％的女大学生依然自认为体重水

平“正常”或“肥胖”ꎮ 而且ꎬ受媒体影响越大的个体ꎬ

其感知体重水平更可能高于实际体重水平ꎬ越容易产

生减肥的想法[１３ꎬ１８] 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生源地为北方的

女大学生比其他地区者更有可能出现体重高估ꎮ 整

体来说ꎬ北方人比南方人高壮ꎬ当长期生活在北方的

女大学生来到上海这座南方城市时ꎬ普遍会感到周围

同学比较“瘦小”ꎬ从而高估自身体重水平ꎮ 国内外对

此类地域因素的报道鲜见ꎬ这一结果还有待今后研究

加以检验ꎮ
综上所述ꎬ上海市护理专业女大学生对自身体重

感知的准确性不够ꎬ体重高估的问题比较突出ꎬ且与

多种因素有关ꎮ 高校有必要加强“健康美”的宣传ꎬ通
过讲座、心理辅导等方式指导女大学生正确看待当前

“以瘦为美”的大众审美潮流ꎬ逐步提高对自我体重的

客观认知ꎬ以减少盲目“减重”的可能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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