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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杭州市大学生健康素养、健康相关行为及其生命质量的现状ꎬ探索健康素养水平及健康相关行

为对大学生生命质量的影响路径ꎮ 方法　 采用大学生健康素养问卷、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大学)以及 ＳＦ－
３６ 健康调查量表ꎬ对分层整群抽取的杭州市 ６５２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ꎮ 结果　 杭州市大学生健康素养具备率为 １３.９％ꎬ生命

质量平均得分为(６４.８７±２５.２３)分ꎮ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ꎬ对生命质量的影响由大到小为吸烟饮酒、健康基本知识、饮食

及锻炼行为、健康生活方式、睡眠习惯ꎻ健康基本知识通过健康相关行为间接影响生理健康(０.１６１)和心理健康(０.１３７)ꎻ健
康生活方式通过健康相关行为间接影响生理健康(０.０６３)和心理健康(０.１３０)ꎮ 结论　 健康素养可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生命

质量ꎬ也可通过健康相关行为间接影响生命质量ꎮ 学校应加强大学生健康素养相关课程的建设与开展ꎬ推行差异化健康干

预计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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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素养是指个体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与

服务并作出合理健康决策的一种能力[１] ꎮ 我国居民

总体健康素养水平较低ꎬ仅有 ６.４８％具备健康素养[２] ꎮ
李春艳[３] 的研究表明具备健康素养的大学生只占

１.３６％ꎮ 国外学者 Ｍｉｓｈｅｌ 等[４]探索了生命质量与健康

素养之间的关系ꎬ并证明低健康素养病人的生命质量

较低ꎬ但如果对其提供支持性的干预措施ꎬ可提高他

们的生命质量ꎮ Ｓｃｈｉｌｌｔｎｇｅｒ 等[５] 的研究也发现文化程

度越低者健康相关行为水平也越低ꎮ 健康素养是预

测人群健康状况的较强指标ꎬ 与生命质量高度相

关[６] ꎬ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是使健康的人不生病、少生

病和晚生病的有效途径[２] ꎮ 目前国内外有关健康素

养、健康相关行为、生命质量的研究多停留在描述性

研究以及针对特殊人群的研究[７] ꎮ 本文对杭州市大

学生健康素养和健康相关行为展开调查ꎬ旨在减少大

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ꎬ提高其生命质量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按杭州市重点大

学、普通大学、专科院校分层ꎬ每所学校按医学及非医

学专业分类ꎬ每层最小样本量的计算参考«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调查» [８] 样本量的计算方法ꎬ按 １０％计算失

访率ꎮ 最终确定本次研究的样本量为 ９４８ 名大学生ꎬ
问卷中设置了验证性题目ꎬ删除验证性题目不一致的

问卷及缺漏项问卷ꎬ回收有效问卷 ６５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

为 ６９％ꎮ 其中男生 ２０６ 名ꎬ女生 ４４６ 名ꎻ医学和非医学

专业学生分别为 ２７０ꎬ３８２ 名ꎮ
１.２　 调查工具　 自行设计问卷ꎬ问卷内容包括(１)研

究对象的一般情况:性别、年级、专业、家庭收入、是否

为独生子女等ꎻ(２)大学生健康素养调查[８] :以“２００８
年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为基础ꎬ包括健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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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知识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及健康技能 ３ 个维

度ꎮ 单选题回答正确 １ 分ꎬ多道单选题全对得 １ 分ꎬ
多选题选项正确回答率≥６０％得 １ 分ꎬ选错或不知道

为 ０ 分ꎮ 所有问题回答正确率≥８０％的调查对象视为

具有健康素养ꎮ 如果健康素养知识、健康生活方式与

行为及健康技能各个维度的回答正确率≥８０％ꎬ视为

具有此维度的健康素养ꎻ(３)大学生健康相关行为调

查:利用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 ( 大

学) [９] ꎬ包括饮食行为、睡眠习惯、 体育锻炼、吸烟、饮
酒 ５ 个维度的健康相关行为ꎻ(４)大学生生命质量测

评[１０] :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２ 个领域ꎬ应用 ＳＦ－
３６ 健康调查量表ꎬ量表包含生理功能、社会功能、生理

职能、躯体疼痛、精神健康、情感职能、活力、总体健康

８ 个维度ꎮ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７ꎬ量表 ８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在 ０.４８７ ~ ０.８８０ 之间ꎮ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７０ꎬ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值为 ７ ９６１. ０３５ ( Ｐ <
０.０１)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录入和校

对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及相关性分析ꎮ 以健康素养及健康相关行为的各个

维度为自变量ꎬ生命质量得分为因变量分析存在的线

性依存关系ꎮ 运用 ＡＭＯＳ ２２.０ 软件建立健康素养、健
康相关行为与生命质量的路径分析模型ꎬ分析健康素

养与健康相关行为对生命质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

检验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健康素养、健康相关行为、生命质量现状

　 杭州市大学生健康素养具备率为 １３.９％ꎮ 健康素养

总分为(５.０２±１.４８)ꎬ３ 个维度得分依次为基本知识和

理念(２.３４±０.７７)ꎬ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１.７２±０.７１)ꎬ
基本技能(０.９６±０.７１)分ꎮ

所调查的大学生健康相关行为表现为每周吃早

餐少于 ５ ｄ 的占 １８.０％ꎻ在 ２３:００ 之后上床睡觉的占

６５.９％ꎻ仅有 １６.８％的学生在 １ 周内会有超过 ５ ｄ 的时

间进行适量运动ꎻ吸烟的学生占 ２０.９％ꎻ过去 １ 年里曾

因过度饮酒而出现 １ ~ ２ 次醉酒症状的占 １１.８％ꎮ
生命质量各维度的得分均值在 １８.８５ ~ ９２.３２ 之

间ꎬ得分较高的是“生理功能” (９２.３２±９.５７)和“社会

功能”(８５.６０±２０.８０)分ꎻ得分最低的是“精力” (１８.８５
±１５.２４)ꎻ杭州市大学生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各维度平

均得分为(６４.８７±２５.２３)分ꎮ
２.２　 大学生健康素养、健康相关行为及生命质量的结

构方程模型 　 在因子分析和理论知识的基础上ꎬ以
“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 “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作为

外生潜变量ꎬ以“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 “吸烟饮酒”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为内生潜变量ꎬ构建结构方

程模型ꎮ
２.２.１　 拟合结果　 模型拟合优度的衡量指标主要有 ３
类ꎬ即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和简约适配

度指数ꎬ模型的绝对拟合优度指标 Ｃｍｉｎ / ＤＦ ＝ １２.３８８ꎬ
ＧＦＩ ＝ ０. ９２４ ( > ０. ９)ꎬＡＧＦＩ ＝ ０. ９０３ ( > ０. ９)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６ꎬＰＧＦＩ ＝ ０.７３１( > ０.５)ꎬＣＦＩ ＝ ０.８９２(接近 ０.９)ꎬ
ＴＬＩ ＝ ０.９０３( >０.９)ꎮ 模型拟合度良好ꎬ各适配度指数良

好ꎮ 根据修正指标进行调整后ꎬ得到如图 １ 的结构方

程模型及其标准化系数ꎮ

图 １　 大学生健康素养健康相关行为及生命质量的结构方程模型

２.２.２　 拟合模型中各因素间的效应关系 　 从总效应

结果看ꎬ对生理健康的影响由大到小的因素为吸烟饮

酒、健康基本知识、饮食及锻炼行为、健康生活方式、
睡眠习惯ꎬ与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且次序相同ꎮ 另

外ꎬ健康基本知识通过健康相关行为对生理健康的间

接效应值为 ０.１６１ꎬ对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值为 ０.１３７ꎻ
健康生活方式通过健康相关行为对生理健康的间接

效应值为 ０.０６３ꎬ对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值为 ０.１３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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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１ꎮ

表 １　 拟合模型中各因素间效应关系(ｎ ＝ ６５２)

因素

生理健康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心理健康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健康基本知识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７
健康生活方式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０
饮食及锻炼行为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６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７
睡眠习惯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３
吸烟饮酒 ０.２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９ ０.５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１

３　 讨论
本研究中杭州市大学生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各维

度平均得分为(６４.８７±２５.２３)ꎬ与史会梅等[１１] 的研究

结果存在差异ꎬ可能是因为杭州市大学生在精力这一

维度的得分过低ꎮ 有 ５３.９％的学生在睡醒后感到不同

程度的疲惫ꎬ可能与大学生的某些不良生活习惯ꎬ如
入睡时间过晚、缺乏锻炼等有关ꎮ 因此ꎬ在对大学生

生命质量的改善中要特别关注影响大学生精力的生

活行为方式[１２] ꎬ可以通过安排合理的睡眠时间ꎬ开展

多样化、连续性运动课程等措施提高大学生精力进而

促进其心理健康ꎮ 杭州市大学生健康素养具备率仅

为 １３.９％ꎬ低于丁伏生等[１３] 的研究结果(２９.０％)ꎬ可
能与调查方法、评判标准、高校对健康的重视程度等

因素有关ꎮ 健康素养是个人及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ꎬ在强调学生自我健康管理的同时也要重视

学校的健康教育ꎮ 另外ꎬ在分析吸烟、饮酒等行为生

活方式时ꎬ发现男生吸烟、醉酒率均高于女生ꎬ与杜雪

菲等[１４]的研究结果一致ꎬ可能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使

男女在吸烟饮酒行为上存在差异ꎬ提示应加强对男生

的健康教育ꎮ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ꎬ吸烟饮酒行为对心

理健康得分的直接效应值为 ０.１３２ꎬ说明健康相关行

为对生命质量有直接影响ꎬ与段纪俊等[１５] 的研究结果

一致ꎮ 有研究表明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间

存在相互作用ꎬ各影响因素对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有直

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１２] ꎮ 本研究显示健康基本知识

会影响研究对象的饮食习惯、锻炼行为ꎬ如健康素养

水平高的学生早餐更规律ꎬ锻炼意识更强烈ꎮ 健康生

活方式会对吸烟饮酒行为产生直接效应ꎬ并通过吸烟

饮酒行为对心理健康得分产生间接效应ꎬ与张玉婷[１６]

的研究结果相似ꎬ提示可以通过提高健康基本知识知

晓率来改善学生的健康生活方式ꎮ 本研究结果中健

康素养、每周锻炼情况、吃早餐频率是生命质量的促

进因素ꎬ饮酒行为是生命质量的危险因素ꎬ与卓晟

珺[１７]的研究一致ꎬ说明保持良好的健康习惯有助于提

高生命质量ꎮ 另外ꎬ健康素养得分高的学生生理健康

得分更高ꎬ预防和改变不良的行为有利于良好的健康

相关行为形成ꎬ因此ꎬ提倡积极的健康行为对保持健

康状态有着重大作用[１８] ꎮ
综上所述ꎬ健康素养、健康相关行为不仅对生命

质量产生直接影响ꎬ也通过生命质量内部的关联ꎬ形
成由健康生活方式到健康相关行为进而影响生命质

量的路径ꎮ 目前大学生的健康素养具备率较低ꎬ但是

大学生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具备率高于以往

的研究ꎬ表明大学生的健康意识在增强ꎮ 学校应加强

健康素养相关课程的建设与开展ꎬ创建良好的锻炼环

境ꎬ推行差异化健康干预计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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