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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江西省大学生外卖食品消费与超重肥胖的相关性ꎬ为预防和控制大学生超重肥胖以及规范和管理当

前外卖食品现状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５—６ 月在江西省上饶市随机选取某高校 ２ ６１０ 名大学生ꎬ对消费外卖食

品的频率、食品类型进行问卷调查ꎬ采用 χ２ 检验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大学生消费外卖频率和类型对超重肥胖的影响ꎮ
结果　 大学生超重肥胖的检出率男生(７.７％)高于女生(４.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２.０２ꎬＰ<０.０１)ꎻ不同学院之间大

学生超重肥胖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２.５４ꎬＰ<０.０１)ꎻ在大学生自评家庭经济条件方面ꎬ来自于家庭经济条件

“好”的大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８.８％)高于其他组别ꎮ 与最近 １ 周内未点外卖和快餐便当的大学生相比ꎬ点过外卖和快餐

便当的大学生与超重肥胖的发生正性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８０ꎬ１.５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经常性外卖消费和外卖

类型为“快餐便当”增加超重肥胖发生的风险ꎮ 应强化大学生对外卖的正确认知ꎬ引导大学生合理消费外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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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发展ꎬ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ꎬ外卖平台满足了人们足不出户既可获得即食餐饮

的需求ꎬ也影响着人们的就餐方式[１] ꎮ 由于外卖食品

的快捷、便利、实惠等诸多因素ꎬ受到许多大学生的青

睐[２] ꎮ 据有关资料报道ꎬ２０１９ 年我国在线餐饮外卖用

户已超过 ４ 亿人ꎬ其中高校大学生占 １４％左右ꎬ大学

生外卖消费行为正向主流化趋势发展[３] ꎮ 外卖食品

通常是高能量、高油、高盐、高调味加工制作而成ꎬ烹
饪方式以油焖爆炒为主[４－ ５] ꎬ经常食用容易增加高血

压[６] 、高血脂[７] 、糖尿病[７] 、冠心病[８] 等患病风险ꎮ 大

学生外卖行为引起的健康问题也备受人们关注[９] ꎮ
目前有关外卖的研究主要以食品安全等问题为

主[１０－１２] ꎮ 本研究通过分析大学生食用外卖食品的类

型和消费频率与超重肥胖的关联ꎬ使大学生对外卖餐

４２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１



饮有正确的认识ꎬ引导健康合理的消费ꎬ为制定大学

生健康促进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１)本研究于 ２０１８ 年 ５—６ 月在江西省上

饶市某高校中的 １３ 个学院中随机抽取 ３ 个院系为调

查对象ꎬ即体育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化学与环境科

学学院(以下简称化环学院)ꎬ选择大一到大三年级的

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各学院每年级随机抽取 ６ 个班级

调查ꎬ每班级为 ５０ 人ꎬ有 ５８ 名学生未参加调查测试ꎬ
最终有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级共 ２ ６４２ 名学生作为本次研究

对象ꎮ 通过微信(问卷星)向学生发放电子问卷调查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２ ６１０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７９％ꎬ其中 ２０１５
级学生 ７８１ 名ꎬ２０１６ 级学生 ９１５ 名ꎬ２０１７ 级学生 ９１４
名ꎻ女生 １ ３４３ 名ꎬ男生 １ ２６７ 名ꎮ 研究通过安徽医科

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准号:２０１７０２９１)ꎮ 参与

问卷调查的所有学生均为自愿ꎬ 并已签署知情同

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１)基本信息ꎬ包括学号、性别、年
龄、年级、院系、自评家庭经济条件情况(差、较差、中
等、较好、好)ꎮ (２)大学生外卖行为调查ꎬ根据中国人

群食物频率法[１３] 以及大学生外卖点单的种类整理汇

编而成ꎬ问卷内容为刚刚过去的７ ｄ里外卖食品消费情

况ꎮ ①网络平台点单ꎬ过去的 ７ ｄ 里是否点过外卖

(是 / 否)ꎻ外卖类型ꎻ外卖点单频率(０ꎬ１ꎬ２ꎬ３ꎬ４ꎬ５ꎬ６ꎬ
７ꎬ≥８ 次)ꎻ选择外卖的主要原因ꎻ最关心外卖食品的

方面ꎻ订外卖的餐盒材料ꎻ是否有因为食用外卖而导

致身体不适ꎻ是否接受额外收费以提高餐具质量ꎬ如
使用健康环保餐具ꎮ ②学校食堂打包ꎬ刚刚过去的７ ｄ
里是否从食堂或餐馆打包带饭ꎻ打包带饭类型ꎻ打包

带饭频率(０ꎬ１ꎬ２ꎬ３ꎬ４ꎬ５ꎬ６ꎬ７ꎬ≥８ 次)ꎻ选择打包带饭

的主要原因ꎻ打包带饭时主要使用的餐盒材料ꎮ 该问

卷的主体部分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６ꎬ分析时将自评

家庭经济条件“差” “较差”合并为“差”ꎬ“较好” “好”
合并为“好”ꎮ
１.２.２　 质量控制 　 将学生以教学班为单位集中于体

育馆ꎬ通过微信二维码将知情同意书和问卷发放到班

级群中ꎬ课后学生在上课教室集中填写问卷ꎬ填写时

间控制在 １５ ~ ２０ ｍｉｎꎬ调查人员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

随堂回答学生的问题ꎮ 学生在填写完问卷之后ꎬ调查

人员现场查阅手机提交页面ꎬ以确认是否提交完成ꎮ
１.２.３　 身体测量　 受试者在空腹状态下ꎬ穿着短衣短

裤ꎬ脱鞋袜ꎬ由调查员使用同型号身高体重测量仪(上

海恒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对受试者身高、体重进行

测量ꎮ 测量时ꎬ受试者赤足站在秤台中央ꎬ两眼平视

前方ꎬ头部保持正直位置(两耳屏上缘与眼眶上缘呈

同一水平)ꎬ两臂自然下垂ꎬ男生身着短裤ꎬ女生身着

短裤、短袖ꎬ身高、体重分别精确到 ０.１ ｃｍ 和 ０.１ ｋｇꎬ
计算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ＭＩ)ꎬ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ｍ)] ２ꎮ 大学生超重肥胖的划分根据«中

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和控制指南»: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为消瘦ꎬ１８.５ ~ <２４.０ ｋｇ / ｍ２ 为正常ꎬ２４.０ ~ <２８.０
ｋｇ / ｍ２ 为超重ꎬ≥２８.０ ｋｇ / ｍ２ 为肥胖[１４] ꎬ本研究未将

消瘦学生(５３９ 名)纳入最终的分析中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ꎬ
采用 χ２ 检验分析大学生超重肥胖与外卖消费类型和

频率的关联ꎬ再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大学生超

重肥胖与外卖消费类型和频率的关联强度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在性别

方面ꎬ男生超重肥胖率高于女生ꎻ美术学院学生超重

肥胖检出率超过体育学院和化环学院ꎬ差异均有统计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组别 选项 人数 超重肥胖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１３８ ８８(７.７) １２.０２ ０.００

女 ９３３ ３８(４.１)
学院 美术 ７５５ ６２(８.２) １２.５４ ０.００

体育 ７７２ ３０(３.９)
化环 ５４４ ３４(６.３)

自评家庭经济条件 差 ７１１ ３７(５.２) ２.６９ ０.２６
中 １ ２３５ ７８(６.３)
好 １２５ １１(８.８)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大学生外卖食品消费类型和频率与超重肥胖检

出率的单因素分析

２.２.１　 网络外卖平台点单　 最近 １ 周是否经常消费

外卖食品(４ 次 / 周以上)大学生超重肥胖的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９６ꎬＰ<０.０５)ꎮ 从外卖消费类

型来看ꎬ大学生最近 １ 周是否经常(４ 次 / 周以上)消费

外卖类型为快餐便当类ꎬ其超重肥胖的检出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７５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２.２　 学校食堂打包带饭　 大学生最近 １ 周是否经

常(４ 次 / 周以上)在食堂窗口打包ꎬ其消费类型是否为

食堂饭菜、炒饭盖饭、烧烤炸串、西式快餐、麻辣烫(冒

菜)者超重肥胖的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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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网络平台点单消费情况对大学生超重肥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网络平台外卖消费情况 选项 人数 超重肥胖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最近 １ 周是否点过外卖 是 １ ５１７ １０５(６.９) ６.９６ ０.０１

否 ５５４ ２１(３.８)
快餐便当 是 ３６３ ３２(８.８) ５.７５ ０.０２

否 １ ７０８ ９４(５.５)
烧菜炒菜 是 ２９１ ２４(８.２) ２.７７ ０.１０

否 １ ７８０ １０２(５.７)
烧烤炸串 是 ７５ ７(９.３) １.４４ ０.２３

否 １ ９９６ １１９(６.０)
米粉面条 是 ２７３ ２１(７.７) １.４２ ０.２３

否 １ ７９８ １０５(５.８)
西式快餐 是 ８５ ７(８.２) ０.７２ ０.４０

否 １ ９８６ １１９(６.０)
麻辣烫(冒菜) 是 ８６ ５(５.８) ０.０１ ０.９２

否 １ ９８５ １２１(６.１)
香锅火锅 是 ５７ ６(１０.５) ２.０２ ０.１６

否 ２ ０１４ １２０(６.０)
包子点心 是 １７７ １４(７.９) １.１３ ０.２９

否 １ ８９４ １１２(５.９)
饮料甜品 是 １０６ ５(４.７) ０.３７ ０.５５

否 １ ９６５ １２１(６.２)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３　 学校食堂打包消费情况对大学生超重肥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ａｎｔｅｅｎ ｏｎ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学校食堂打包带饭情况 选项 人数 超重肥胖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最近 １ 周从食堂或餐馆 是 １ １９７ ７９(６.６) １.３２ ０.２５
　 打包带饭 否 ８７４ ４７(５.４)
食堂窗口饭菜 是 ２２２ ２１(９.５) ４.９６ ０.０３

否 １ ８４９ １０５(５.７)
炒饭盖饭 是 １５３ １５(９.８) ４.００ ０.０５

否 １ ９１８ １１１(５.８)
烧烤炸串 是 ３９ ６(１５.４) ６.０２ ０.０１

否 ２ ０３２ １２０(５.９)
米饭面食 是 １３９ １２(８.６) １.６９ ０.１９

否 １ ９３２ １１４(５.９)
西式快餐 是 ４１ ６(１４.６) ５.３５ ０.０２

否 ２ ０３０ １２０(５.９)
麻辣烫(冒菜) 是 ５０ ７(１４.０) ５.６２ ０.０２

否 ２ ０２１ １１９(５.９)
香锅火锅 是 ６０ ７(１１.７) ３.３７ ０.０７

否 ２ ０１１ １１９(５.９)
包子点心 是 １６７ １３(７.８) ０.９２ ０.３４

否 １ ９０４ １１３(５.９)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３　 大学生外卖食品消费类型和频率与超重肥胖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见表 ４ꎮ

表 ４　 大学生外卖食品消费情况对超重肥胖

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２ ０７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ｋｅ￣ａｗａｙ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 ２ ０７１)

外卖食品消费情况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网络平台点单
　 最近 １ 周点过外卖 ０.５９ ０.２５ ５.７２ １.８０(１.１１~ ２.９１) ０.０２
　 快餐便当 ０.４７ ０.２２ ４.６９ １.５９(１.０５~ ２.４３) ０.０３
食堂打包带饭
　 食堂饭菜 ０.５７ ０.２５ ５.１０ １.７７(０.９６~ ２.９０) ０.０５
　 炒饭盖饭 －２.１０ ０.５４ １５.３９ ０.６０(０.３４~ １.０５) ０.０７
　 烧烤炸串 ０.８８ ０.４６ ３.６４ ２.４０(０.９８~ ５.９０) ０.０６
　 西式快餐 －０.８０ ０.４６ ２.８９ ０.４６(０.１９~ １.１３) ０.０９
　 麻辣烫(冒菜) ０.７７ ０.４２ ３.３０ ２.１６(０.９４~ ４.９５) ０.０７

　 　 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外卖食品消费

情况为自变量(各变量以否为参照组)ꎬ以大学生超重

肥胖(是＝ １ꎬ否＝ ２)为因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
结果显示ꎬ在网络平台点单方面ꎬ大学生最近 １ 周点过

外卖和外卖食品消费类型为快餐便当与超重肥胖的

发生正性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男生超重肥胖检出率高于女

生ꎬ与朱文慧等[１５] 研究结果一致ꎬ男大学生更容易产

生不良生活方式ꎬ如经常不吃早餐[１６] 、体力活动不

足[１７] 、长时间网络游戏[１８]等ꎬ均可以诱发超重肥胖的

发生[１９] 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美术学院大学生超重肥胖检

出率高于体育学院和化环学院ꎮ 顾亮等[２０] 指出ꎬ美术

学院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水平不容乐观ꎮ 沙冕等[２１]

认为ꎬ体育、美术等特殊类专业大学生不仅要完成理

论学习ꎬ还要完成专业技能的学习ꎬ更容易生活行为

不规律ꎮ 在自评家庭经济条件方面ꎬ家庭经济“好”的

大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最高ꎬ与他们有更多的可支配

零花钱和更强的购买力有关[２] ꎮ 薛鹏[２２]指出ꎬ大学生

普遍存在零食、饮料的开支ꎬ且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

大学生人数比例高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大学生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大学生经常在网络平

台上点餐容易导致超重肥胖ꎬ 与先前研究保持一

致[２２－２３]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大学生经常点单的外卖类

型为快餐便当更容易导致超重肥胖ꎬ主要是该类食品

在烹饪方式和配料上都属于高油、高盐、高调味料制

作而成[４－５] ꎮ 徐维盛[７] 认为ꎬ外卖就餐人员长期摄入

高油、高盐食物过量ꎬ容易增加肥胖、高血压等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的患病风险ꎮ 章小艳等[２４]研究显示ꎬ经常

食用外卖可增加超重肥胖的风险ꎮ 有研究指出ꎬ快餐

便当通常含有较高的能量密度[２５] ꎬ 经常食用快餐导

致能量摄入过多ꎬ引起体重增长和肥胖[２６] ꎮ
综上所述ꎬ大学生网络平台点单容易导致超重肥

胖ꎬ预防和控制大学生超重肥胖时可引导外卖消费的

类型和频率ꎮ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提出以下建议:(１)
提高大学生对超重肥胖的认知和关注ꎬ通过认知的改

变进一步改变信念ꎬ养成均衡规律的饮食习惯ꎻ(２)学

校应加强体质健康教育ꎬ引导大学生加强体育运动锻

炼ꎻ(３)强化大学生的对外卖的认知ꎬ通过引导其外卖

消费的类型和频率可预防和控制大学生超重肥胖ꎮ
同时ꎬ进一步加强对外卖平台的监管ꎬ促进外卖系统

的完善ꎬ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ꎬ对于帮助大学生预

防超重肥胖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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