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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是能量饮料消费的主要人群之一ꎬ研究表

明ꎬ青少年多是为了补充能量、提高注意力、补充体力

而饮用能量饮料ꎬ但在得到能量补给的同时ꎬ却忽视

了其可能会给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１] ꎮ 国外众多研

究发现ꎬ饮用能量饮料会对青少年造成头痛、肥胖、心
律失常等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２－３] ꎬ并增加青少年健

康危险行为(如不健康的减肥和饮食行为) [４－５]和问题

行为(如抽烟、饮酒、药物滥用)的发生率[６－７] ꎮ 本研究

在 ２０１８ 年 ３—６ 月调查大学生能量饮料的消费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ꎬ为维护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参考ꎮ

９１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重庆市某高校采用分层取样方法ꎬ选取

文、理、美术、体育 ４ 个专业大一到大三所有学生 ２ ４８８
人参与问卷调查ꎬ回收问卷 ２ ４８８ 份ꎮ 剔除无效问卷

(漏答或相同答案作答)后ꎬ回收有效问卷 ２ ２６４ 份ꎬ有
效率为 ９１.０％ꎮ 其中文科生 ６２９ 名(２７.８％)ꎬ理科生

４３７ 名(１９.３％)ꎬ美术生 ６７２ 名(２９.７％)ꎬ体育生 ５２６
名(２３.２％)ꎻ一年级学生 ７２２ 名(３１.９％)ꎬ二年级学生

７３２ 名( ３２. ３％)ꎬ三年级学生 ８１０ 名 ( ３５. ８％)ꎻ男生

１ ０５７名(４６. ７％)ꎬ女生 １ ２０７ 名( ５３. ３％)ꎻ城市学生

６９５ 名(３０. ７％)ꎬ农村 １ ５６９ 名(６９. ３％)ꎮ 平均年龄

(２０.２１±１.４５)岁ꎮ 本调查取得了所有调查对象的知情

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能量饮料饮用频率问卷　 采用 Ｇａｌｌｕｃｃｉ 等[８] 编

制的能量饮料饮用频率问卷ꎬ请被试回答“在最近 ３０
ｄ 内ꎬ你消费能量饮料的频率是多少次?”ꎬ回答包括“０
次、１ ~ ２ 次、３ ~ ５ 次、６ ~ ９ 次、１０ ~ １９ 次、２０ ~ ３９ 次、４０
次或更多”ꎮ 根据回答将能量饮料饮用分为不饮用(０
次)、少饮用(１ ~ ９ 次)、常饮用(１０ 次或更多)３ 类ꎮ 本

研究中ꎬ由于常饮用人数过少ꎬ在数据分析时将“少饮

用”和“常饮用”组合并为“饮用组”ꎮ
１.２.２　 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水平分类

标准[９] 　 在问卷个人基本信息部分ꎬ请被试填写自己

的身高(ｃｍ)及体重(ｋｇ)ꎮ 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

的 ＢＭＩ 分类标准:<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为“过低”ꎬ１８.５ ~ ２３.９
ｋｇ / ｍ２ 为“正常”ꎬ２４.０ ~ ２７.９ ｋｇ / ｍ２ 为“超重”ꎬ≥２８.０
ｋｇ / ｍ２ 为“肥胖”ꎮ 在本研究中ꎬ由于肥胖和超重者人

数过少ꎬ在数据分析时合并为“超重肥胖组”ꎮ
１.２.３　 吸烟、饮酒行为问卷　 采用 Ｇｒａｃｅ 等[１０] 编制的

吸烟 / 饮酒行为问卷ꎬ共 ２ 个题目ꎬ分别调查被试的吸

烟、饮酒行为ꎮ 请被试分别回答“最近 １ 个月内ꎬ你真

正抽过烟(并非尝试吸烟) / 喝过酒(并非尝试喝酒)
吗?”ꎬ回答“没有”计 ０ 分、“有(≥１ 次)”计 １ 分ꎮ
１.２.４　 赌博行为问卷　 采用胡春梅等[１１] 编制的赌博

行为问卷ꎬ请被试回答“最近 １ 个月内ꎬ你参与过赌博

(指带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ꎬ主要指棋牌类活动ꎬ包
括用金钱、代币或其他物品作为赌注ꎻ不包括日常生

活中因某事打赌)吗?”ꎬ回答“没有”计 ０ 分、“有( ≥１
次)”计 １ 分ꎮ
１.２.５　 减肥行为问卷　 采用季成叶等[１２] 编制的青少

年减肥行为问卷ꎬ请被试回答“在最近 ３０ ｄ 里ꎬ你是否

开展了减肥或控制体重的行为?”ꎬ回答为“没有”计 ０
分、“有”计 １ 分ꎮ
１.２.６　 早餐行为问卷　 采用季成叶[１２] 编制的青少年

早餐行为问卷ꎬ请被试回答“在最近 １ 周内ꎬ你有几天

吃了早饭?”ꎮ 共包括“０ ~ ７ ｄ” ８ 个选项ꎬ根据被试回

答的天数ꎬ将早餐情况分为“不常吃” (４ ｄ 及以下)和

“常吃”(５ ~ ７ ｄ)组ꎮ
１.２.８　 网络成瘾量表　 采用 Ｙｏｕｎｇ[１３] 编制的网络成

瘾量表ꎬ判断个体的网络成瘾情况ꎬ共 ８ 个题目ꎬ每题

回答为“是”(１ 分)和“否”(０ 分)ꎻ总分≥５ 分ꎬ则可以

判定为网络成瘾ꎮ 在本研究中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０.７３ꎮ
１.３　 施测及质量监控　 在正式调查前ꎬ由心理学专业

调查人员与各专业年级辅导员取得联系ꎬ确定调查时

间、地点ꎮ 正式施测时ꎬ请辅导员组织自己学生统一

到教室ꎬ调查人员现场取得被调查者的知情同意后ꎬ
宣读调查目的、内容、指导语及注意事项等ꎬ及时解答

填写中的疑问ꎮ 问卷完成时间约 １０ ｍｉｎꎬ完成后马上

回收ꎮ 回收问卷经过仔细整理ꎬ剔除规律作答、漏填

的无效问卷ꎬ其余问卷由调查人员进行数据录入和

分析ꎮ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

析ꎮ 采用描述性统计计算不同人口学及健康危险行

为学生能量饮料饮用率ꎻχ２ 检验比较各项饮用率的差

异ꎻ将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非条件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分类变量均设置为哑变量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能量饮料饮用情况　 不饮用能量饮料的

大学生有 １ １１０ 名(４９.０％)ꎬ饮用能量饮料的大学生

有 １ １５４ 名(５１.０％)ꎬ其中少饮用 １ ０５９ 名(４６.８％)ꎬ
常饮用 ９５ 名(４.２％)ꎮ

经 χ２ 检验发现ꎬ不同性别、专业、年级、 ＢＭＩ、吸

烟、饮酒、赌博、减肥行为大学生的能量饮料饮用率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不同生源地、早餐

食用情况及网络成瘾情况学生的能量饮料饮用率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大学生能量饮料饮用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能量饮料饮用为因变量(不饮用＝ ０ꎬ饮用＝ １)ꎬ性别

(男＝ １ꎬ女 ＝ ２)、专业(文科 ＝ １ꎬ理科 ＝ ２ꎬ美术 ＝ ３ꎬ体
育＝ ４)、年级(一年级＝ １ꎬ二年级＝ ２ꎬ三年级＝ ３)、ＢＭＩ
(过低＝ １ꎬ正常＝ ２ꎬ超重肥胖 ＝ ３)、吸烟(不吸 ＝ ０ꎬ吸
烟＝ １)、饮酒(不喝＝ ０ꎬ喝＝ １)、赌博(不参加 ＝ ０ꎬ参加

＝ １)、减肥(不减肥 ＝ ０ꎬ减肥 ＝ １)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表明ꎬ性别、专业、年级、吸
烟、饮酒和减肥行为是大学生能量饮料饮用的影响因

素ꎬ男生、一二年级学生比三年级学生、体育专业比理

科和美术学生及吸烟、饮酒和减肥的学生更倾向于饮

用能量饮料(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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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能量饮料饮用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能量饮料饮用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０５７ ６９３(６５.６) １６８.９１ ０.００

女 １ ２０７ ４６１(３８.２)
专业 文科 ６２９ ２８７(４５.６) １４９.０８ ０.００

理科 ４３７ １９５(４４.６)
美术 ６７２ ２８２(４２.０)
体育 ５２６ ３９０(７４.１)

生源地 城市 ６９５ ３３５(４８.２) ３.０８ ０.０８
农村 １ ５６９ ８１９(５２.２)

年级 大一 ７２２ ４２５(５８.９) ９２.９２ ０.００
大二 ７３２ ４２６(５８.２)
大三 ８１０ ３０３(３７.４)

ＢＭＩ 过低 ４５９ １８６(４０.５) ２５.２０ ０.００
正常 １ ６１２ ８６３(５３.５)
超重肥胖 １９３ １０５(５４.４)

吸烟 不吸 １ ７３６ ７９３(４５.７) ８３.４２ ０.００
吸 ５２８ ３６１(６８.４)

饮酒 不喝 １ ４１２ ６１３(４３.４) ８５.７７ ０.００
喝 ８５２ ５４１(６３.５)

赌博 不参加 ２ ０５３ １ ０２３(４９.８) １１.５０ ０.００
参加 ２１１ １３１(６２.１)

减肥 不减肥 ６２０ ２６８(４３.２) ２０.５０ ０.００
减肥 １ ６４４ ８８６(５３.９)

早餐 不常吃 ９０４ ４７３(５２.３) １.１０ ０.２９
常吃 １ ３６０ ６８１(５０.１)

网络成瘾 不成瘾 １ ９６２ １ ００２(５１.１) ０.０６ ０.８１
成瘾 ３０２ １５２(５０.３)

　 注:()内数字为饮用率 / ％ꎮ

表 ２　 大学生能量饮料饮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 ２６４)

自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生 １.１４ ８０.７１ ０.００ ３.１３(２.４４~ ４.０２)
专业 文科 －０.２３ ２.１７ ０.１４ ０.７９(０.５８~ １.０８)

理科 －１.２７ ６９.２２ ０.００ ０.２８(０.２１~ ０.３８)
美术 －０.７４ ２５.７０ ０.００ ０.４８(０.３６~ ０.６４)

年级 大一 ０.８８ ６０.７６ ０.００ ２.４０(１.９３~ ３.００)
大二 ０.８０ ５０.７３ ０.００ ２.２３(１.７９~ ２.７８)

ＢＭＩ 过低 ０.２８ １.９８ ０.１６ １.３２(０.９０~ １.９４)
正常 ０.２７ ２.５１ ０.１１ １.３１(０.９４~ １.８２)

吸烟行为 不吸烟 －０.２７ ４.２７ ０.０４ ０.７７(０.５９~ ０.９９)
饮酒行为 不喝酒 －０.２３ ４.４９ ０.０３ ０.８０(０.６４~ ０.９８)
赌博行为 不参加 －０.１４ ０.７４ ０.３９ ０.８７(０.６３~ １.２０)
减肥行为 不减肥 －０.２３ ４.８４ ０.０３ ０.７９(０.６５~ ０.９８)

３　 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ꎬ在 １ 个月内ꎬ５１.０％的大学生饮用

能量饮料ꎬ但 ４６.８％的学生饮用≤９ 次ꎬ只有 ４.２％的

饮用≥１０ 次ꎻ相对于 １８ ~ ４４ 岁成人含糖饮料饮用率

(６５.４％)、１８ ~ ３０ 岁成人碳酸饮料饮用率(６０.８％)ꎬ大
学生能量饮料饮用频率要低一些[１４－１５] ꎮ 说明虽然有

超过半数学生会选择能量饮料ꎬ但是不会像饮用含糖

饮料那样常喝ꎬ可能是因为能量饮料宣称具有提神、
补充能量等功能ꎬ大学生只在有相应需求时才会选择

饮用ꎮ 男生饮用率比女生高ꎬ体育生比文、理及美术

生高ꎬ大一、大二学生比大三学生高ꎬＢＭＩ 正常、超重肥

胖学生比 ＢＭＩ 过低学生高ꎬ吸烟学生比不吸烟学生

高ꎬ饮酒学生比不饮酒学生高ꎬ赌博学生比不赌博学

生高ꎬ减肥学生比不减肥学生高ꎬ与已有相关研究结

果一致[４－５ꎬ８ꎬ１６] ꎮ 提示在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能量饮

料时ꎬ要注意关注不同群体的饮用特征ꎬ给予有针对

性的建议和引导ꎻ在后续研究中ꎬ还应该加强对消费

动机、消费量等的进一步探究ꎬ更清晰地了解大学生

能量饮料的饮用特点ꎮ
本调查发现ꎬ性别、专业、年级、吸烟、饮酒和减肥

行为是大学生能量饮料饮用的影响因素ꎬ男生、大一

和大二、体育专业及吸烟、饮酒和减肥的学生更倾向

于饮用能量饮料ꎮ 男生比女生更多饮用能量饮料ꎬ可
能是受到广告的影响ꎬ能量饮料多宣称能够增强男性

体能ꎬ且广告主角多是男性ꎬ会引导男性更多选择[１７] ꎮ
大一、大二学生比大三学生更多饮用能量饮料ꎬ可能

因为相对大一、大二学生ꎬ大三学生已经更好地适应

大学生活和学习ꎬ各方面的压力相对小些ꎬ对能量饮

料补充体力、提神等方面的需求也要少一些ꎮ 体育生

比文、理和美术生更多饮用能量饮料ꎬ可能因为体育

生饮用能量饮料的动机之一是“希望通过能量饮料来

提高运动成绩” [８]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能量饮料能够给

运动者提供咖啡因和葡萄糖ꎬ有利于帮助运动者取得

好的成绩[１８] ꎮ 吸烟、饮酒、饮用能量饮料都是大学生

常见的健康危险行为ꎬ有吸烟、饮酒行为的学生比没

有类似行为的学生更多消费能量饮料ꎬ提示要关注健

康危险行为的聚集出现[１９] ꎮ 减肥学生比不减肥学生

更多饮用能量饮料ꎬ可能与能量饮料饮用和大学生的

不良减肥行为有关ꎬ如禁食、吃很少的食物、用饮料代

替食物等[４] ꎬ在减肥过程中ꎬ学生可能会选择能量饮

料作为代餐ꎬ因此更多消费能量饮料ꎮ 但有研究指

出ꎬ青少年能量饮料饮用会导致减少蔬菜、水果、牛奶

和早餐的摄入ꎬ增加苏打饮料和冷冻食品的摄入ꎬ提
高摄入能量ꎬ不但不会减肥ꎬ反而可能导致 ＢＭＩ 升

高[２０] ꎮ
综上所述ꎬ超过半数大学生会饮用能量饮料ꎬ应

该引起社会、学校、家庭的重视ꎬ采取措施ꎬ降低大学

生能量饮料饮用率ꎬ维护身心健康发展ꎮ 借鉴国外已

有相关经验ꎬ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管理能量饮料的生

产、销售和消费:(１)社会管理ꎮ 相关管理部门应规定

能量饮料生产厂家在包装上标注咖啡因含量及可能

带来的副作用[２１－２２] ꎻ通过媒体、网络等向大众普及能

量饮料对身心健康的危害ꎬ提高消费者对负面影响的

警惕性[２３] ꎮ (２)学校管理ꎮ 加强对学校管理人员、医
务人员、教师、家长的宣传和培训ꎬ使其了解能量饮料

对身心健康的危害ꎬ主动引导学生远离能量饮料ꎻ加
强对校园售卖机构的管理ꎬ限制在校园内销售能量饮

料[２４] ꎮ (３)家庭管理ꎮ 家长应该通过学校、媒体等多

种途径了解能量饮料的危害并告知子女ꎬ在家里不购

买能量饮料ꎬ主动配合学校的相关措施ꎬ鼓励子女远

离能量饮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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