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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ꎬ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在逐渐提高ꎮ 膳食营养健康问题随之出现ꎬ尤其青

少年普遍存在膳食营养结构失衡的现象ꎬ如蔬菜水果

摄入不足、肉类食品摄入超量等[１－２] ꎮ 研究发现ꎬ不仅

我国大学生存在膳食失衡问题ꎬ在美国、西班牙等发

达国家也同样存在ꎬ不同国家学生营养素缺失或过剩

的情况也不尽相同[３－４] ꎮ 不合理的膳食结构不仅增加

了肥胖或消瘦的发生率ꎬ同时也是导致多种慢性疾病

的主要原因[５] ꎮ 随着地区、文化习俗变化ꎬ膳食情况

也随之变化ꎬ每个地区的大学生膳食情况也存在较大

差异[６] ꎮ 延边地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ꎬ具有特色的朝

鲜族风俗和饮食习惯ꎮ 为了解延边地区朝鲜族大学

生的膳食及水溶性维生素(维生素 Ｂ１、维生素 Ｂ２、维
生素 Ｃ)营养状况ꎬ本课题组对延边地区高校的 ６００ 名

朝鲜族大学生进行调查ꎬ为进一步改善学生膳食结构

失衡现状ꎬ促进我国青少年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５ 日

抽取延边大学朝鲜族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共计发放

６００ 份调查问卷ꎬ回收有效答卷 ５８０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６７％ꎬ其中男生 ３０５ 名ꎬ平均年龄(２１.５±１.５)岁ꎻ女
生 ２７５ 名ꎬ平均年龄(２０.９±１.１)岁ꎮ 所有被调查者在

实验进行前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ꎬ本项目实验方案

经延边大学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通过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体格状况判断 　 采用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评估

被调查者的体格状况ꎬ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 ｍ)] ２ꎮ
判断标准: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为体重偏轻ꎬ(１８.５ ~ ２３.９)
ｋｇ / ｍ２ 为体重正常ꎬ(２４.０ ~ ２７.９) ｋｇ / ｍ２ 为超重ꎬ≥２８
ｋｇ / ｍ２ 为肥胖[７] ꎮ
１.２. ２ 　 问卷调查 　 查阅参考国内外饮食研究成

果[８－９] 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采用连续 ３ ｄ ２４ ｈ 膳食回

顾法进行调查(２ 个工作日和 １ 个休息日)ꎬ记录被调

查者早、中、晚餐摄入食物的种类和数量ꎮ 本研究问

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０ꎬ具有较好

的信、效度ꎮ 运用营养计算器计算出能量和营养素ꎬ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中国居民膳食营

养素参考摄入量» [１０]对调查对象进行各项评价ꎮ
１.２.３　 尿负荷实验 　 被调查者在正常膳食条件下进

行尿负荷实验ꎬ要求空腹过夜ꎬ在清晨排出晨尿后ꎬ用
５００ ｍＬ 纯净水送服混合维生素片(含有 ５ ｍｇ 维生素

Ｂ１ꎬ５ ｍｇ 维生素 Ｂ２ꎬ５００ ｍｇ 维生素 Ｃ)ꎬ将 ４ ｈ 内的尿

液收集到带盖刻度收集杯内(预先加入 １ ｍＬ 冰乙

酸)ꎬ避光处理ꎮ 记录 ４ ｈ 尿液总量ꎬ并采用荧光法和

肌酐测定ꎮ 根据被调查者的尿量ꎬ计算出每位被调查

者维生素 Ｂ１、维生素 Ｂ２、维生素 Ｃ 的排出总量ꎮ 尿负

荷实验维生素营养状况的判断标准[１１] :维生素 Ｂ１ >
４００ μｇ / Ｌ 为充裕ꎬ２００ ~ ４００ μｇ / Ｌ 为正常ꎬ１００ ~ １９９
μｇ / Ｌ 为不足ꎬ < １００ μｇ / Ｌ 为缺乏ꎻ维生素 Ｂ２ > １ ３００
μｇ / Ｌ 为充裕ꎬ８００ ~ １ ３００ μｇ / Ｌ 为正常ꎬ４００ ~ ７９９ μｇ / Ｌ
为不足ꎬ<４００ μｇ / Ｌ 为缺乏ꎻ４ ｈ 尿中排出维生素 Ｃ>１３
ｍｇ / Ｌ为充足ꎬ５ ~ １３ ｍｇ / Ｌ 为正常ꎬ<５ ｍｇ / Ｌ 为不足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录入ꎬ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对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ꎬ检
验方法主要为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体格状况 　 ５８０ 名研究对象中体重偏低者 １１３
名ꎬ占 １９.５％ꎻ正常者 ３９９ 名ꎬ占 ６８.６％ꎻ超重者 ４２ 名ꎬ
占 ７.２％ꎻ肥胖者 ２６ 名ꎬ占 ４.５％ꎮ 男生体重偏低者 ３２
名ꎬ正常者 ２２５ 名ꎬ超重者 ２９ 名ꎬ肥胖者 １９ 名ꎻ女生体

重偏低者 ８１ 名ꎬ正常者 １７４ 名ꎬ超重者 １３ 名ꎬ肥胖者

７ 名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４.２９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能量和宏量营养素摄入情况　 男生能量、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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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达标ꎬ蛋白质摄入过多ꎻ钙的摄入

量不足ꎬ甚至缺乏ꎮ 女生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摄入量

达标ꎬ能量、脂肪、钙摄入不足ꎮ 男、女生磷、铁摄入量

均超标ꎬ但在可耐受限度内ꎻ男生能量、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钙、磷的摄入量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朝鲜族不同性别大学生每日能量和营养素摄入量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能量 / ｋＪ 蛋白质 / ｇ 脂肪 / ｇ 碳水化合物 / ｇ 钙 / ｍｇ 磷 / ｍｇ 铁 / ｍｇ
男 ３０５ ９ ２９６.８５±４５５.１８ ７９.１５±５.３２ ５８.２８±２.１５ ２６０.８５±１０.２４ ４２３.７４±２５.７２ ９２５.３８±１７.１８ ２１.１５±１.４３
女 ２７５ ６ ７４０.２８±２７８.２３ ５６.２８±３.１８ ３０.１２±２.６２ １９６.５３±１２.１３ ３８７.３５±１３.２５ ７８２.６６±１７.２８ ２３.２８±０.７７
合理摄入量 １ ００８(８ １９２) ８０(７０) ６７(５８) ３６０(３１５) ８００(８００) ７００(７００) １５(２０)
ｔ 值 ３.５２ ３.８９ ３.９０ ４.２６ ３.４３ ３.９１ －０.８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３９

　 注:合理摄入量值为男(女)ꎮ

２.３　 大学生膳食结构　 由表 ２ 可知ꎬ延边地区朝鲜族

大学生的膳食摄入以谷薯类为主食ꎬ男生谷薯摄入在

合理摄入量的范围内ꎬ而女生摄入量为合理摄入量的

最低限ꎮ 摄入的副食中ꎬ女生的蛋类摄入量达到合理

摄入量ꎬ男生为合理摄入量的 ５０％左右ꎮ 男生蔬菜类

摄入量达到理想摄入量的 ４５％ ~ ５０％ꎬ水果类摄入量

仅达到理想摄入量的 ３０％ ~ ５０％ꎮ 女生蔬菜类摄入量

达到理想摄入量的 ３５％ ~ ４５％ꎬ水果类摄入量达到理

想摄入量的 ４０％ ~ ５０％ꎮ 对于畜禽肉类和大豆类ꎬ男、
女生摄入量基本相同ꎬ达到合理摄入量ꎮ 男女生对奶

类的摄入量均远低于合理摄入量ꎬ只能达到合理摄入

量的 ４０％ ~ ５０％ꎻ对水产品类的摄入量均不足ꎬ仅达到

合理摄入量的 ４０％左右ꎮ

表 ２　 朝鲜族大学生每日不同种类食物摄入量(ｘ±ｓꎬｇ)

性别 人数 谷薯类 蔬菜类 水果类 蛋类 畜禽肉类 水产品类 大豆类 奶类
男 ３０５ ３４８.７１±５５.２０ １９２.８６±３０.１６ ９１.１５±２０.１０ １８.２４±６.１２ ８３.３０±１０.２０ ２５.１４±４.５１ ３４.９５±５.６５ １２２.２５±１６.３５
女 ２７５ ２２６.３２±３３.２０ １５３.２５±３０.１４ １２５.００±２０.７４ ４３.６１±９.９１ ６９.３５±１０.６２ ２７.８４±６.１３ ３４.２３±４.３３ １４３.８７±１６.６９
合理摄入值 ２５０ ~ ４００ ３００ ~ ５００ ２００ ~ ３５０ ４０~ ５０ ４０ ~ ７５ ４０ ~ ７５ ２５~ ３５ ３００

２.４　 大学生维生素摄入量　 男、女生维生素 Ｂ１、维生

素 Ｂ２、维生素 Ｃ 的平均摄入量均低于成人膳食营养素

推荐摄入量ꎬ不足成人膳食营养素的 ７０％ꎬ其中女生

维生素 Ｂ１、维生素 Ｂ２ 的摄入水平[(０.７５±０.４７) (０.７２
±０.５０)ｍｇ / Ｌ]略低于男生[(０.７７±０.４２) (０.８０±０.５６)
ｍｇ / Ｌ]ꎬ维生素 Ｃ 的摄入[(６９.６０±１０.３１) ｍｇ / Ｌ]略高

于男生[(６５.８０±９.８０)ｍｇ / Ｌ]ꎬ分别达到成人膳食营养

素推荐摄入量的 ５５. ２０％ꎬ５７. １０％ꎬ６５. ８２％ꎻ５７. ７１％ꎬ
６０.２０％ꎬ ６９. ６１％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ｔ 值分别为

－０.６８ꎬ－１.５１ꎬ０.１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５　 大学生维生素营养状况 　 受试者维生素 Ｂ１、维
生素 Ｂ２、维生素 Ｃ 的营养状况均向不足或缺乏的方向

有明显偏移ꎬ不足或缺乏人数总和分别占受试者的

６２.１％ꎬ５５.０％和 ６０.３％ꎻ正常人数总和分别占 ２１.０％ꎬ
２９.３％ꎬ１８.１％ꎻ而 ３ 种维生素充裕者人数都比较少ꎬ分
别占 １６.９％ꎬ１５.７％ꎬ２１.６％ꎮ

３　 讨论

本次研究发现ꎬ延边地区朝鲜族大学生膳食结构

存在摄入不够合理的情况ꎬ有多种营养素摄入不足甚

至缺乏ꎬ还有少数营养素摄入超标的现象ꎮ ＢＭＩ 结果

反映出延边地区大学朝鲜族女生的消瘦率明显高于

男生ꎬ女生摄入能量不足ꎮ 可能是因为女生追求苗条

身材ꎬ对自己体型存在错误认知而过度减肥所致[１２] ꎮ
男生超重或肥胖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女生ꎬ可能与男生

暴饮暴食、不规律进食等有关ꎮ 与女生相比ꎬ大部分

男生不能保证规律作息ꎬ加上缺乏体育锻炼ꎬ进一步

增加了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ꎮ 另外ꎬ大学男女生能量

摄入量不同与身体发育需要的能量多少有关ꎬ男生相

对于女生发育的时间较晚ꎬ所以需要的能量相对较

多[１３] ꎮ 男生蛋白质摄入量超过合理推荐量ꎬ可能与男

大学生喜爱畜肉制品ꎬ如烤肉、油炸食品等有关ꎮ 过

多摄入的蛋白质会增加高血压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生率ꎬ也会增高肥胖率ꎮ
学生维生素 Ｂ１、维生素 Ｂ２、维生素 Ｃ 摄入不足或

严重不足ꎬ可能与大学生摄取水果蔬菜类食物较少有

关ꎮ 维生素 Ｂ１ 主要来自食物中的粮谷类ꎬ虽然学生

对粮谷类的摄入达到合理摄入量ꎬ但是维生素 Ｂ１ 主

要存在于种子外皮、米糠、麦麸中ꎬ现在的精细加工使

粮谷类中维生素 Ｂ１ 丢失ꎻ也可能与大学生平时出入

酒吧聚会饮酒有关ꎬ相关文献报道酒精可影响维生素

Ｂ１ 的吸收ꎬ严重时会导致 Ｗｅｒｎｉｃｋｅ 脑病的发生[１４] ꎮ
维生素 Ｂ２ 在细胞新陈代谢的循环过程中参与组成和

循环ꎬ若摄入不足将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１５] ꎮ 维生素

Ｂ２ 主要来自动物脏器、蛋黄以及奶制品ꎬ此次调查中

延边地区朝鲜族大学生对动物性食物和奶制品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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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摄入不足影响了维生素 Ｂ２ 的摄取ꎬ还有些学生不

按时吃饭、作息不正确导致胃肠功能吸收不良ꎬ由于

维生素 Ｂ２ 主要在小肠吸收ꎬ进一步导致维生素 Ｂ２ 摄

入不足ꎮ 维生素 Ｃ 摄入不足与学生水果及绿色蔬菜

摄入少有关ꎬ也可能是食物加工烹调不合理使其大量

丢失或破坏ꎬ从而造成摄入不足ꎮ 维生素 Ｃ 又称抗坏

血酸ꎬ不仅能提高身体免疫力ꎬ还能减少癌症的发生ꎮ
粮谷类、动物性食物和奶类等摄入量较少也会影响钙

的摄入ꎬ可能引起多种疾病的发生ꎬ如骨质疏松、高血

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１６] ꎮ
综上所述ꎬ学生应该增加蔬菜类、水果类及奶制

品的摄入ꎬ从而提高维生素的摄入ꎬ达到合理平衡膳

食ꎮ 男生应该控制体重ꎬ减少超重和肥胖率ꎬ合理控

制饮食ꎬ应强调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与搭

配ꎬ增加课余时间运动量ꎬ控制体重的同时有必要加

强维生素的供给[１１] ꎮ 女生应适量提高能量的摄入ꎬ为
了减肥ꎬ部分女生以节食作为瘦身方法造成多种营养

素摄入不足ꎬ还有部分女生平时喜欢吃零食而不吃主

食造成饮食失衡ꎬ长期均能导致营养不良ꎮ 大学生不

按时吃早饭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１７] ꎬ可能与

大学生晚餐能量摄入过多以及晚睡晚起的不良作息

习惯有关[１８] ꎮ 每天食用营养充足的早餐是预防疾病

和促进健康的营养基础ꎬ 对控制食欲也有一定作

用[１９] ꎮ 另外ꎬ学校应加强营养知识教育ꎬ建议将营养

学列入必修课程ꎬ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合理膳食的重

要性ꎬ纠正不合理的饮食习惯ꎬ倡导正确的平衡膳食

理念ꎮ 学校可开展关于控制肥胖的选修课ꎬ配备专业

的营养师和体育老师ꎬ帮助肥胖学生科学减重ꎬ重新

规律学习生活ꎮ 同时ꎬ学校管理者也应提高餐饮人员

的营养知识水平[２０] ꎬ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ꎬ可以根据

学生经济情况设置各个价位的菜品ꎬ合理搭配各价区

的食品种类ꎬ从而全面改善各层次学生的营养状况ꎮ
学校食堂可多提供粗杂粮类、水产品类、奶制品、水果

类食品[２１] ꎮ 通过合理平衡膳食ꎬ调整延边地区朝鲜族

大学生的饮食习惯ꎬ改善大学生的膳食和维生素营养

状况ꎬ以及通过知识－态度－行为等环节的转变来改变

饮食行为ꎬ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ꎬ为学习、生活、工
作提供重要保障[２２－２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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