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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广州 ５１０３１０ꎻ２.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城区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ꎬ为中学生营养教育和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依托广州市中小学生常规体检工作ꎬ对城区 ２７ 所学校的初一和高一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ꎬ收集饮食行为等

资料ꎮ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建立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ꎬ采用多因素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ꎮ 结果

因子分析得到 ３ 种饮食行为模式:模式Ⅰ(３７.０９％)属于健康饮食行为模式ꎬ模式Ⅱ(３３.３７％)和模式Ⅲ(２９.５４％)属于西式

饮食行为模式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ꎬ住校(ＯＲⅡ ＝ １.５７ꎬ９５％ＣＩ＝ １.３３~ １.８５ꎻＯＲⅢ ＝ １.２８ꎬ９５％ＣＩ＝ １.０７~ １.５２)、视
屏时间≥２ ｈ / ｄ(ＯＲⅡ ＝ ２.８９ꎬ９５％ＣＩ＝ ２.５１~ ３.３３ꎻＯＲⅢ ＝ ２.１４ꎬ９５％ＣＩ ＝ １.８５ ~ ２.４８)与模式Ⅱ和Ⅲ呈正关联ꎻ家庭人均月收入

≥５ ０００ 元(ＯＲⅢ ＝ １.３１ꎬ９５％ＣＩ＝ １.１４~ １.５１)与模式Ⅲ呈正关联ꎻ高中生(ＯＲⅡ ＝ ０.８３ꎬ９５％ＣＩ ＝ ０.７３ ~ ０.９５ꎻＯＲⅢ ＝ ０.７４ꎬ９５％
ＣＩ＝ ０.６４~ ０.８５)、父母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父 ＯＲⅡ ＝ ０.６４ꎬ９５％ＣＩ ＝ ０.５２ ~ ０.７９ꎻ母 ＯＲⅡ ＝ ０.６７ꎬ９５％ＣＩ ＝ ０.５４ ~ ０.８２ꎻ父
ＯＲⅢ ＝ ０.７２ꎬ９５％ＣＩ＝ ０.５８~ ０.９０ꎻ母 ＯＲⅢ ＝ ０.７３ꎬ９５％ＣＩ＝ ０.５９~ ０.８９)与模式Ⅱ和Ⅲ呈负关联ꎮ 结论　 广州市城区中学生存

在 ３ 种饮食行为模式ꎬ父母文化程度、视屏时间、年级、住校情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是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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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１６０７０１０１４３)ꎻ广东省科技计划

项目(２０１６Ａ０２０２１５１５５)ꎻ２０１７ 年度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

重点课题项目(１２０１７２１３３３)ꎮ
【作者简介】 　 李帮海(１９９３－　 )ꎬ男ꎬ广东韶关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疾病预防与控制ꎮ
【通讯作者】 　 杨翌ꎬ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ｙｉｇｚ＠ １６３.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９

　 　 饮食行为模式是通过对饮食行为进行整体分析ꎬ
考虑各种摄食活动的综合效应ꎬ比单独研究某些饮食

行为更能全面反映人群的食物选择和饮食习惯[１－２] ꎮ
青少年的饮食行为模式不但影响生长发育ꎬ而且与肥

胖、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综合征等的发生密切关联[３－５] ꎮ
近年来ꎬ我国学者对于饮食行为模式的研究多集中在

学龄前儿童、青年及老年人群[６－８] 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６—１１ 月对广州市城区 ２７ 所中学的初一和高一学生

进行研究ꎬ探讨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ꎬ
为中学生营养教育和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２７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中小学生

常规体检ꎬ对 ２７ 所学校的 １３ ５１７ 名初一、高一学生及

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收回有效学生问卷 １３ ３００
份(回收率 ９８. ３９％)ꎬ家长问卷 １０ ３６７ 份 ( 回收率

７６.７０％)ꎮ 将人口学信息、家庭信息、饮食行为等资料

完整的 ８ ４８７ 名学生纳入统计分析ꎮ 其中 ９８.６６％为

汉族ꎻ４７.９７％为男生ꎬ５２.０３％为女生ꎻ初、高中学生的

比例分别为 ５９.９５％ꎬ４０.０５％ꎮ 本研究获得广东药科

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医伦审[ ２０１６] 第 １７
号)ꎬ所有调查对象均自愿参与ꎮ
１.２　 方法　 参考“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学生调查问卷” [９] 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ꎻ经专家审阅修

改后进行预调查ꎬ根据预调查的反馈信息进行修改完

善后定稿ꎮ 调查问卷包括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ꎬ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７ꎬ０.８４ꎮ 学生问卷主要包括性

别、年龄、年级、民族等人口学信息ꎬ体育锻炼情况、视
屏时间等体力活动情况ꎬ过去 ７ ｄ 饮食行为发生频次

情况ꎬ包括吃早餐、豆腐或豆制品类食物、鸡蛋和鸭蛋

等蛋类、肉类食物、水产品、奶及奶制品、新鲜蔬菜和

水果、油炸类食品、西式快餐、甜食、零食的频次及在

外就餐频次ꎮ 上述饮食行为频次共分 ５ 个等级(从不

＝ ０ꎬ不足 １ 次＝ １ꎬ１ ~ ２ 次＝ ２ꎬ３ ~ ５ 次＝ ３ꎬ６ ~ ７ 次＝ ４)ꎮ
家长问卷主要包括父母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ꎬ
家庭人均月收入等ꎮ

由统一规范化培训的调查员进入班级完成问卷

调查ꎮ 学生问卷由学生独立填写ꎬ当场收回ꎻ家长问

卷由学生转交家长填写ꎬ限时统一收回ꎮ
饮食行为指受有关食物和健康观念支配的人们

的摄食活动ꎬ包括食用食物的种类和频度、食用的地

点等[１０] ꎮ 体育锻炼时间指每天锻炼(包括散步等轻缓

型运动ꎻ交谊舞等社交舞蹈ꎻ篮球等中高等强度球类

运动ꎻ跑步等中高等非球类运动)的时间ꎬ根据«中国

学龄儿童超重和肥胖预防与控制指南 ( 试用)» 推

荐[１１] ꎬ将体育锻炼时间划分为 ２ 类ꎬ分别为≥１ ｈ / ｄ 和

<１ ｈ / ｄꎮ 视屏时间指学生每天看电视ꎬ使用计算机、
手机、电子游戏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ꎬ根据美国儿科

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ＡＡＰ)推荐的标

准[１２] ꎬ将视屏时间划分为 ２ 类ꎬ分别为≥２ ｈ / ｄ 和<２
ｈ / ｄ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对数据进行双

录入和一致性检验ꎬ使用 ＳＡＳ ９.４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首先进行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以明确样本是否

适合使用因子分析ꎻ然后采用主成分提取法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ꎬ将饮食行为情况纳入模型ꎬ同时采用方

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ꎻ根据因子特征根大于 １、碎石

图、因子解释方差的比例和专业知识ꎬ确定公因子(饮

食行为模式)个数ꎮ 如因子载荷大于 ０.３０ꎬ则认为该

食物条目与饮食行为模式呈较强的关联[６] ꎮ 得到标

准因子积分模型后ꎬ将标准化变量还原成原变量ꎬ获
得以原指标表达的因子积分模型ꎬ以各饮食行为模型

计算所得因子积分的最大值确定每个研究对象的饮

食行为模式[１３] ꎮ 采用多因素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模型ꎬ以 ３ 种饮食行为模式类型为因变量(模式Ⅰ为

参照组)探讨广州市城区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的影响

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广州市城区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的因子载荷分

布　 ＫＭＯ 统计量为 ０.７３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ｓ 球形检验 Ｐ 值小

于 ０.０１ꎬ说明此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ꎮ 因子分析结果

显示ꎬ特征根大于 １ 的因子共有 ３ 个ꎬ模式Ⅰ贡献率为

１９.１５％ꎬ主要与吃早餐、摄入豆腐或豆制品类食物、鸡
蛋、鸭蛋等蛋类、肉类食物、水产品、奶及奶制品、新鲜

蔬菜和水果有关ꎻ模式Ⅱ贡献率为 １５.０９％ꎬ主要与摄

入油炸类食品、西式快餐、甜食、零食有关ꎻ模式Ⅲ贡

献率为 ８.０４％主要与在外就餐、吃西式快餐有关ꎮ 其

中模式Ⅰ有 ３ １４８ 名( ３７. ０９％)ꎬ模式Ⅱ有 ２ ８３２ 名

(３３.３７％)ꎬ模式Ⅲ有 ２ ５０７ 名(２９.５４％)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广州市城区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因子载荷矩阵(ｎ ＝ ８ ４８７)

饮食行为 模式Ⅰ 模式Ⅱ 模式Ⅲ
早餐 ０.５０ －０.０９ －０.３６
豆腐或豆制品类食物(豆浆、豆腐干、豆芽等) ０.４９ －０.０９ －０.３５
鸡蛋、鸭蛋等蛋类 ０.５９ ０.００ ０.０９
肉类食物(猪肉、牛肉、鸡鸭鹅肉等) ０.５０ ０.２１ －０.０４
水产品(鱼、虾、蟹、贝等) ０.４８ ０.１４ ０.２９
奶及奶制品(酸奶、奶酪、奶粉等) ０.５４ ０.１１ ０.０８
新鲜蔬菜 ０.５８ －０.１１ －０.２４
新鲜水果 ０.５６ ０.０３ －０.０８
油炸类食品 ０.０３ ０.６９ ０.２６
西式快餐(麦当劳、肯德基等) －０.０６ ０.５５ ０.４７
甜食(糖果、巧克力、糕点等) ０.１４ ０.７６ －０.１３
零食(饼干、膨化食品、花生、瓜子等) ０.０６ ０.８１ －０.１１
在外就餐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６９

２.２　 广州市城区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的影响因素分

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性别、年级、住
校情况、体育锻炼时间、视屏时间、父母文化程度和家

庭人均月收入等因素纳入多因素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ꎮ 调整性别因素后结果显示ꎬ住校(ＯＲ 值分

别为 １. ５７ꎬ１. ２８)、视屏时间≥２ ｈ / ｄ ( ＯＲ 值为 ２. ８９ꎬ
２.１４)与模式Ⅱ和Ⅲ呈正关联ꎻ与走读生相比ꎬ住校生

更倾向于模式Ⅱ和Ⅲꎬ视屏时间≥２ ｈ / ｄ 的中学生更

倾向于模式Ⅱ和Ⅲꎻ家庭人均月收入≥５ ０００ 元(ＯＲ ＝
１.３１)与模式Ⅲ呈正关联ꎬ家庭人均月收入≥５ ０００ 元

的中学生更倾向于模式Ⅲꎻ高中生(ＯＲ 值分别为０.８３ꎬ
０.７４)、父母亲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 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６４ꎬ０.７２ꎬ０.６７ꎬ０.７３)与模式Ⅱ和Ⅲ呈负关联ꎻ与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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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比ꎬ初中生更倾向于模式Ⅱ和Ⅲꎬ父母为大专及 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学生更倾向于模式Ⅰ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广州市城区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类型多因素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８ ４８７)

自变量
单因素分析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ａ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ｂ
多因素分析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ａ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ｂ
性别 女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男 ０.８２(０.７３~ ０.９２) ∗∗ １.２３(１.０９~ １.３８) ∗∗ — —
年级 初中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高中 １.０４(０.９３~ １.１７) ０.８２(０.７３~ ０.９３) ∗∗ ０.８３(０.７３~ ０.９５) ∗ ０.７４(０.６４~ ０.８５) ∗∗

住校 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是 １.２８(１.１１~ １.４９) ∗∗ １.０１(０.８６~ １.１８) １.５７(１.３３~ １.８５) ∗∗ １.２８(１.０７~ １.５２) ∗

体育锻炼时间 <１ ｈ / 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ｈ / ｄ ０.８３(０.７１~ ０.９７) ∗ １.１８(１.０１~ １.３７) ∗ ０.８４(０.７１~ １.００) １.０６(０.９０~ １.２５)

视屏时间 <２ ｈ / 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ｈ / ｄ ２.９５(２.５８~ ３.３９) ∗∗ ２.１４(１.８６~ ２.４７) ∗∗ ２.８９(２.５１~ ３.３３) ∗∗ ２.１４(１.８５~ ２.４８) ∗∗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高中 ０.６５(０.５５~ ０.７７) ∗∗ ０.７９(０.６６~ ０.９４) ∗∗ ０.７６(０.６３~ ０.９２) ∗∗ ０.８９(０.７３~ １.０８)
大专及以上 ０.４４(０.３８~ ０.５２) ∗∗ ０.５８(０.４９~ ０.６８) ∗∗ ０.６４(０.５２~ ０.７９) ∗∗ ０.７２(０.５８~ ０.９０) ∗∗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高中 ０.７０(０.６０~ ０.８２) ∗∗ ０.７８(０.６６~ ０.９２) ∗∗ ０.８２(０.６８~ ０.９８) ∗ ０.８３(０.６９~ １.００)
大专及以上 ０.４７(０.４１~ ０.５５) ∗∗ ０.６１(０.５２~ ０.７０) ∗∗ ０.６７(０.５４~ ０.８２) ∗∗ ０.７３(０.５９~ ０.８９)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 <５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 ０００ ０.８３(０.７３~ ０.９３) ∗∗ １.０６(０.９３~ １.２０) １.０９(０.９５~ １.２５) １.３１(１.１４~ １.５１) ∗∗

　 注:ａ 为模式Ⅱꎬｂ 为模式Ⅲꎻ∗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广州市城区中学生存在 ３ 种饮食行

为模式ꎬ与国内外中学生人群相关研究结果类似[２ꎬ１４] ꎮ
模式Ⅰ是一种健康饮食行为模式ꎬ与儿童青少年肥胖

和相关心血管疾病呈负相关[４] ꎻ模式Ⅱ和Ⅲ是较不健

康的 ２ 种模式ꎬ均与西式饮食行为模式相似ꎮ 既往研

究报道显示ꎬ以摄入红肉、甜点、快餐、加糖饮料和油

炸食品等为特征的西式饮食行为模式与儿童青少年

肥胖、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增加呈正关

联[３－５] ꎮ 因子分析显示ꎬ广州市城区中学生归类为不

健康的饮食行为模式Ⅱ和Ⅲ占 ６２.９１％ꎬ而具有健康的

饮食行为模式Ⅰ仅占 ３７.０９％ꎬ提示广州市城区中学生

的饮食行为以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模式为主ꎬ需要引起

高度关注ꎮ
父母文化程度在青少年饮食行为模式中发挥重

要作用ꎮ 父母文化程度高ꎬ青少年更倾向于健康的饮

食行为模式[１４－１６] ꎮ 多因素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ꎬ父母文化程度高与不健康的模式Ⅱ和Ⅲ
呈负关联ꎮ 可能是文化程度高的父母掌握更多的营

养知识ꎬ 可对孩子的饮食行为进行正确合理地引

导[６ꎬ１６]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与视屏时间<２ ｈ / ｄ 的城区中

学生相比ꎬ视屏时间≥２ ｈ / ｄ 的中学生更倾向于饮食

行为模式Ⅱ和Ⅲ[１４－１５] ꎮ 由于视屏时间长会促使学生

久坐行为的发生ꎬ而久坐行为与摄入高能量零食、快
餐和油炸食品等不健康饮食行为呈正关联[１７] ꎬ与既往

研究结果相似[１８－１９] ꎮ 广州市城区初中生倾向于不健

康的模式Ⅱ和Ⅲꎬ提示初中生存在饮食行为不合理的

现象ꎬ学校应对他们加强营养与健康生活方式教育ꎮ
住校生倾向于模式Ⅱ和Ⅲꎬ住校是学生发生不良饮食

行为的危险因素[２０] ꎮ 可能是由于住校生离开了家长

的监督ꎬ盲目消费一些不健康的食品[２１] ꎮ 因此ꎬ学校

应加强住校生饮食行为的监督管理ꎬ学校饭堂配备营

养师ꎬ合理搭配住校生饮食ꎮ 目前ꎬ家庭收入与饮食

行为模式的关系尚存争议ꎮ 有些研究表明ꎬ家庭收入

高与健康的饮食行为模式呈正关联[１４ꎬ２２] ꎮ 而另一些

研究则发现ꎬ家庭收入高与西式饮食行为模式呈正关

联[８ꎬ２１] ꎮ 本研究发现ꎬ家庭人均月收入高的中学生更

倾向于模式Ⅲꎻ可能是来自高收入家庭的中学生有更

多的“零用钱”来购买零食等一些高脂、高糖和高盐的

不健康食品[２１] ꎮ 有文献认为ꎬ中学生饮食行为模式与

体育锻炼密切相关[２３－２４] ꎬ尚需进一步探讨ꎮ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广州市城区中学

生饮食行为模式ꎬ由于方差累积贡献率偏低ꎬ对总体

饮食行为的代表性有一定影响ꎮ 根据广州市城区中

学生饮食行为模式现状ꎬ学校应以初中生、住校生为

重点人群ꎬ开展相关健康教育ꎬ如营养知识竞赛等活

动ꎬ提高学生健康饮食知识水平ꎻ同时ꎬ家长要监督控

制学生每天视屏时间在 ２ ｈ 以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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