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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知识获取模式对大学生食物搭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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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营养知识获取模式对大学生食物搭配的影响ꎬ为指导大学生获取正确营养知识和建立良好的食

物搭配行为提供参考ꎮ 方法　 随机整群抽取江苏省 ２ 所高校 １ ６９７ 名学生ꎬ以匿名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营养知识来源、食
物搭配相关知识知晓情况、食物搭配时实际考虑的问题及食物搭配行为ꎬ采用因子分析法归纳营养知识的获取模式ꎬ分析

各模式对大学生食物搭配知信行的影响ꎮ 结果　 大学生营养知识获取模式主要为网络媒体、书本网络、同伴、父母家庭及

自身体会 ５ 种ꎮ 学生自书本网络模式获取知识的合格率较高(７１.８％)ꎬ搭配食物时考虑食物营养特点(９５.０％)、能做到按

颜色搭配(５８.１％)和粮豆搭配的比例(７０.６％)高于同伴(分别为 ８３.７％ꎬ４８.４％ꎬ５５.９％)、父母家庭(分别为 ８５.９％ꎬ４１.７％ꎬ
４９.０％)及自身体会模式(分别为 ５３.３％ꎬ３１.１％ꎬ３７.８％)ꎮ 营养知识来源于网络媒体模式的学生在搭配食物时考虑到食物

营养特点的比例(９２.２％)高于自身体会模式(５３.３％)和同伴模式(８３.７％)ꎬ考虑食物颜色特点的比例(７３.８％)也高于其他

模式ꎬ但考虑经济的比例(８７.７％)却高于其他模式ꎻ能做到米面搭配(６７.５％)和按颜色搭配比例(７０.８％)高于其他模式ꎬ能
做到粮豆搭配的比例( ７２.３％) 高于同伴( ５５.９％)、父母家庭( ４９.０％) 及自身体会模式( ３７.８％)ꎬ而按价格搭配的比例

(８３.４％)高于父母家庭模式(７１.８％)ꎮ 结论　 书本网络模式能较为理性地引导大学生进行合理的食物搭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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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ꎬ大学生中存在营养缺乏与营养过剩的现

象ꎬ主要与缺乏必要的营养知识有关[１－２] ꎮ 虽然营养

知识有多种来源ꎬ但来源是多样性、复合性的[３－５] ꎬ对
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也不相同ꎮ 不同

的营养知识来源可以形成不同的获取模式ꎬ因为获取

模式的构成不同ꎬ知识的可信度也有不同ꎬ研究大学

１２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生营养知识获取模式对引导其获取正确的营养知识

有重要意义ꎮ 食物搭配也是一种饮食行为ꎬ科学合理

的食物搭配是身体营养保障的基础[６] ꎮ 目前大学生

的食物搭配存在诸多问题ꎬ同样也受到营养知识的影

响[７－８] ꎮ 本研究通过了解不同营养知识获取模式对大

学生食物搭配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ꎬ从而指导大

学生获取正确营养知识、建立良好的食物搭配行为、
促进身心健康发展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３—１２ 月以教学班级为单位ꎬ
随机整群抽取江苏省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的学校(南

京医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一到三年级学生作为被

调查对象ꎬ共有 １ ６９７ 名学生口头知情同意后参加本

次调查ꎮ 其中大一学生 ３０１ 名(１７. ７％)ꎬ 大二学生

９６２ 名(５６.７％)ꎬ大三学生 ４３４ 名(２５.６％)ꎻ 男生 ６１９
名( ３６. ５％)ꎬ女生 １ ０７８ 名( ６３. ５％)ꎻ文科生 ４８４ 名

(２８.５％)ꎬ理科生 １ ２１３ 名( ７１. ５％)ꎻ城市生源学生

１ ２７４名(７５.１％)ꎬ非城市生源学生 ４２３ 名(２４.９％)ꎻ月
消费水平<８００ 元者 ５５９ 名(３２.９％)ꎬ≥８００ 元者 １ １３８
名(６７.１％)ꎻ接受过营养教育者 ９８３ 名(５７.９％)ꎬ未接

受过 ７１４ 名(４２.１％)ꎮ
１.２　 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７ꎬ９－１０]ꎬ结合大学生用

餐的特点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信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 ８１ꎬ结构效度为 ０.６４)ꎬ内容包括:(１)基本情况ꎬ
包括年级、性别、学科、生源地、月消费水平、是否接受

过营养教育等ꎮ (２)营养知识来源ꎬ包括父母或家庭、
同学或朋友、书本或课堂知识、自己的想法、网络、各
种媒体宣传及明星或代言人ꎮ ( ３) 食物搭配相关知

识ꎬ包括米面、鱼肉类、豆类、奶类、蛋类及蔬菜类可搭

配的食物ꎮ (４)搭配食物时实际考虑的问题ꎬ包括搭

配食物时是否考虑营养、经济、喜好、颜色特点及口味

特点等ꎮ (５)食物搭配的方式ꎬ包括主副食搭配、荤素

食物搭配、米面搭配、按价格搭配、按颜色搭配、按口

味搭配、粮豆类食物搭配、按个人喜好搭配ꎮ 以购买 １
种食物后同时再购买另 １ 种食物为食物搭配ꎬ且每周

≥４ 次有该行为为做到相关搭配ꎮ 食物搭配知识共 ５０
题ꎬ答对 １ 题得 １ 分ꎬ以回答食物搭配相关知识正确率

达 ６０％及以上(得分≥３０ 分)为相关知识知晓合格ꎮ
采用现场匿名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ꎮ 经培

训合格的调查员在现场统一说明问卷填写注意事项

后ꎬ请被调查者当场匿名填写ꎬ调查员在回收同时完

成问卷复核检查ꎬ填齐缺项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员经过严格培训后承担相关工

作ꎬ并在现场核查、回收问卷ꎬ确保填写完整ꎮ 在问卷

中设置测谎项ꎬ检查回答的真实性ꎮ 数据录入时采用

双份录入和 一致性检验ꎬ确保录入正确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核对后录入数据库ꎬ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相关分析ꎮ 大学生知识获取模式

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法ꎮ 分析前进行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
形检验ꎬ当 ＫＭＯ 值达 ０.７ 左右、球形面积有统计学意

义时进行因子分析ꎮ 先通过主成分分析、结合碎石图

及累积贡献率(主要成分贡献率达 ８０％以上)确定主

要的获取模式数目ꎮ 再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最

大方差旋转ꎬ根据各模式中所含知识来源的途径进行

公因子命名ꎮ 在得到标准因子积分后ꎬ通过转换得到

原指标表达的因子积分模型ꎬ通过回归方法计算出每

个个体在每种模式中的因子积分ꎬ以各模式中计算而

得的最大因子积分取值确定每个个体的知识来源模

型ꎮ 对食物搭配知识合格率、搭配食物时实际考虑的

问题、食物搭配的情况等构成比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

分析ꎬ并用分割法对 Ｒ×Ｃ 表进行两两比较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营养知识获取模式　 大学生营养知识来源的途

径主要有自己的想法(９２.３％)、父母或家庭(９０.７％)、
书本或课堂知识(７１.５％)、同学或朋友(６２.２％)、网络

(５５.９％)、媒体宣传( ３６. １％) 及明星代言( １７. ２％)ꎮ
经因子分析得知ꎬ获取营养知识的模式及所占比例为

网络 媒 体 ( １９. ６％)、 书 本 网 络 ( ３４. １％)、 同 伴

(２５.３％)、父母家庭 ( １８. ４％) 及自身体会 ( ２. ７％)ꎮ
ＫＭＯ 值为 ０.６８ꎬ χ２ 值为 １ ４１９.７７(Ｐ<０.０１)ꎬ累积贡献

率为 ８４.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营养知识获取模式的旋转后因子荷载(ｎ ＝ １ ６９７)

模式 父母家庭 同学朋友 书本网络 自身体会 网络 媒体宣传 明星代言
网络媒体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５８ ０.８６ ０.７９
书本网络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９２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１４ －０.０２
同伴 ０.１３ ０.９４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２６
父母家庭 ０.９９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３
自身体会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０

２.２　 营养知识获取模式对食物搭配的影响

２.２.１　 不同营养知识获取模式学生食物搭配相关知

识合格情况 　 网络媒体、书本网络、同伴、父母家庭、
自身体会模式的营养知识合格率分别为 ６２.７％ (２０８
名)ꎬ７１. ８％ ( ４１５ 名)ꎬ ６４. ２％ ( ２７６ 名)ꎬ ６４. ７％ ( ２０２
名)ꎬ６２.２％(２８ 名)ꎮ 书本网络模式获取营养知识的

合格率明显高于其他模式ꎮ
２.２.２　 不同营养知识获取模式学生搭配食物时实际

考虑的问题　 营养知识获取自书本网络模式的学生

在搭配食物时考虑食物营养特点的比例高于同伴、父
母家庭及自身体会模式ꎬ考虑食物颜色特点的比例高

于父母家庭模式ꎬ但考虑经济的比例高于自身体会模

式ꎮ 营养知识来源于网络媒体模式的学生在搭配食

物时考虑到食物营养特点的比例高于自身体会模式

和同伴模式ꎬ考虑食物颜色特点和经济的比例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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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模式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知识获取模式学生搭配食物时实际考虑问题报告率比较

模式 人数 营养特点 经济 喜好 颜色特点 口味特点
网络媒体 ３３２ ３０６(９２.２) ２９１(８７.７) ３１６(９５.２) ２４５(７３.８) ３２６(９８.２)
书本网络 ５７８ ５４９(９５.０) ４５４(７８.５) ５４４(９４.１) ２８０(４８.４) ５５４(９５.８)
同伴 ４３０ ３６０(８３.７) ３４０(７９.１) ４１０(９５.３) ２０６(４７.９) ４１３(９６.０)
父母家庭 ３１２ ２６８(８５.９) ２２０(７０.５) ２９２(９３.６) １０４(３３.３) ２９９(９５.８)
自身体会 ４５ ２４(５３.３) ２５(５５.６) ３８(８４.４) １３(２８.９) ３９(８６.７)
χ２ 值 ９６.７４ ４２.１９ ９.７９ １１９.２０ １４.７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３　 不同营养知识获取模式学生食物搭配情况 　

营养知识来源于书本网络模式的学生食物搭配时能

做到按颜色搭配和粮豆搭配的比例高于同伴、父母家

庭及自身体会模式ꎬ按口味搭配食物的比例高于自身

体会模式ꎮ 营养知识来源于网络媒体模式的学生在

食物搭配时能做到米面搭配和按颜色搭配比例高于

其他模式ꎬ能做到粮豆搭配的比例高于同伴、父母家

庭及自身体会模式ꎬ按口味搭配的比例高于自身体会

模式ꎬ按价格搭配的比例高于父母家庭模式ꎮ 营养知

识来源于同伴模式的学生在食物搭配时按口味搭配

食物比例高于自身体会模式ꎬ按价格搭配的比例高于

父母家庭模式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知识获取模式学生食物搭配报告率比较

模式 人数 主副食搭配 荤素搭配 米面搭配 按价格搭配 按颜色搭配 按口味搭配 粮豆搭配 按喜好搭配
网络媒体 ３３２ ３３２(１００.０) ３２６(９８.２) ２２４(６７.５) ２７７(８３.４) ２３５(７０.８) ３１１(９３.７) ２４０(７２.３) ３００(９０.４)
书本网络 ５７８ ５７８(１００.０) ５７３(９９.１) ３０７(５３.１) ４３８(７６.０) ３３６(５８.１) ５３７(９２.９) ４０８(７０.６) ５０２(８６.９)
同伴 ４３０ ４３０(１００.０) ４２８(９９.５) ２３２(５４.０) ３５７(８３.０) ２０８(４８.４) ３９９(９２.８) ２４０(５５.９) ３７５(８７.２)
父母家庭 ３１２ ３１２(１００.０) ３０７(９８.４) １３６(４３.６) ２２４(７１.８) １３０(４１.７) ２８４(９１.０) １５３(４９.０) ２６６(８５.３)
自身体会 ４５ ４５(１００.０) ４２(９３.３) １８(４０.０) ３７(８２.２) １４(３１.１) ３４(７５.６) １７(３７.８) ３７(８２.２)
χ２ 值 １４.８３ ４１.６０ ２０.９７ ７５.６９ １９.６０ ７３.６３ ５.１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８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以书本网络与网络媒体模式获取

营养知识的学生在实际搭配食物时能考虑到食物营

养特点和颜色特点ꎬ能做到按颜色搭配和粮豆搭配的

比例高于以同伴模式、父母家庭模式和自身体会模式

获取营养知识的学生比例ꎮ 主要原因是网络使得海

量信息能够实现共享ꎬ扩展了大学生的知识来源渠

道ꎬ使其能够及时、方便地获取各种营养知识[１１] ꎻ书本

作为传统的营养知识来源ꎬ因其内容是由权威专家所

撰写ꎬ与其他来源比较更为真实可靠ꎬ更符合营养与

健康的要求ꎬ再与网络结合ꎬ可直观形象地理解和展

示相关知识ꎬ便于学生自学与查阅ꎻ媒体知识大多经

过审核才予以刊登ꎬ故有一定的可信度ꎬ如果与网络

结合ꎬ 同样也增加了知识的可视性、 趣味性、 吸引

力[１２] ꎬ所以以书本网络模式和网络媒体模式获取营养

知识的学生营养信念较强ꎬ从而促使其模仿、实践ꎬ形
成较好的食物搭配行为ꎮ

相比而言ꎬ虽然父母家庭模式是一种传统模式ꎬ
对大学生食物搭配甚至健康有着长远的影响ꎬ但家庭

教育中因为知识落后和陈旧、内容偏失ꎬ并掺杂有许

多家庭成员的偏见和误区[１３] ꎬ大学生从中获取的许多

营养知识有失当之处ꎬ不能对食物知识有准确的把

握ꎬ从而使食物搭配知识和行为出现误区ꎮ 虽然按食

物价格搭配食物的比例较低ꎬ但主要是按较高价格来

选购食物ꎬ并不是理想的搭配行为ꎮ 此外ꎬ目前在许

多健康教育中采用了同伴教育ꎬ并取得一定的成效ꎬ
但由于现今营养知识仍不普及ꎬ大学生存在饮食行

为、食物营养认识不当的比例较高[１４] ꎬ以此模式获取

知识也难免失当ꎬ引发错误的认识与行为ꎮ 营养知识

来源于自身体会模式的大学生ꎬ其在食物搭配时的主

要依据是生活中的经验总结与个人体验ꎬ缺乏理论依

据和科学性ꎬ也会对营养知识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营养知识来源于网络媒体模式的

学生在搭配食物时考虑经济、按价格搭配的比例也较

高ꎬ显著高于书本网络、同伴、家庭父母及自身体会模

式ꎮ 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媒体中消费文化的良莠不齐

造成大学生消费观念的异化ꎮ 由于大学生的人生观、
价值观尚在形成与完善之中ꎬ缺乏足够的选择和判断

能力ꎬ很容易被网络媒体中夸大或错误的营养信息所

误导[１５] ꎬ导致大学生往往将食物价格和营养价值划上

等号ꎬ从而对食物搭配产生消极影响ꎮ
书本课堂知识有着网络媒体难以替代的作用:

(１)授课教师都接受过专业训练ꎬ能按照正确的营养

学原理以班级组织课堂教学等形式有目标、有计划、
有重点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ꎬ以保证学生顺利学习ꎻ
(２)各学科教学十分重视知识的系统性、纠错性ꎬ可以

使学生获得比较规范、正确、扎实的知识ꎻ此外ꎬ师生

之间是在面对面的过程中进行教与学ꎬ教师可随时解

答学生的疑惑ꎬ阐明正确的观点ꎬ并以现实生活中的

案例来剖析问题或阐明所讲述的科学道理ꎬ教师的语

言、行为、举止对于学生都具有潜移默化的身教作用

和深远的影响[１６] ꎻ教师还可将所传播的正确知识通过
(下转第 ２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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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上评估欺凌行为对学生造成

的身心伤害ꎮ
综上所述ꎬ北京市中小学生参与传统欺凌和网络

欺凌的报告率较高ꎬ应引起各政府部门、学校和家长

的重视ꎮ 学生参与网络欺凌的报告率虽然低于传统

欺凌ꎬ但由于网络欺凌的匿名性、超地域性等自身特

性ꎬ对学生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ꎬ因此学校、家长、教
育部门等在预防学生欺凌行为时应加强对手机、计算

机等电子产品使用的监管力度ꎬ同时加强学生应对欺

凌行为的技能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ꎮ 关注学生的情

绪变化和异常举动ꎬ对遭受欺凌者进行有效的心理疏

导ꎬ引导学生积极乐观的面对困难ꎬ提高自信心ꎬ降低

欺凌对学生造成的身体和心理伤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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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微课、网课等形式上传至网络ꎬ并随时与学生进

行网上互动ꎬ使学生能对所学知识有深入理解ꎬ在不

断的知识应用中成为理性的饮食行为实践者ꎻ学生也

能在有疑问时及时查阅正确的指导思想[１７] ꎮ 因此ꎬ以
书本网络模式获取营养知识学生的营养知识合格率

较高ꎬ且有正确的食物搭配行为比例与网络媒体模式

相近ꎬ但按价格搭配食物的比例在 ５ 种模式中也是较

低的ꎮ 由此可见ꎬ营养知识来源于书本网络的学生能

根据所学知识ꎬ更理性地搭配食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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