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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校学生癌症防治核心知识与不健康饮食行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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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安徽省肿瘤防治所ꎬ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ꎻ２.安徽省肿瘤防治办公室ꎻ３.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　 了解高校学生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情况和不健康饮食行为流行情况ꎬ并分析两者间关联ꎬ为该群

体癌症防治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合肥市 ２ 所高校的 ７１０ 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采用问卷收集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和不健康饮食行为ꎬ基于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分析核心知识得分与不良饮食行为间的

关联ꎮ 结果　 高校学生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中位数为 １７ 分ꎬ女生得分(中位数 １８ 分)高于男生(中位数 １７ 分) (Ｚ ＝
３.３５ꎬ Ｐ<０.０１)ꎮ 喜食烫食的报告率为 ２５.２１％ꎬ经常食用油炸食品、腌制食品和烧烤食品(每周食用≥３ 次)的报告率分别

为 ２１.８４％ꎬ６.９０％和 ４.７９％ꎮ 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结果显示ꎬ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低与经常食用腌制和烧烤食品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合肥高校大学生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情况良好ꎬ但不健康饮食行为较为普遍ꎬ且与核心知识得分低

相关ꎮ 提高癌症防治知识知晓情况有助于减少不健康饮食行为ꎬ进而预防癌症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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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报道ꎬ我国全年新发恶性

肿瘤病例约 ３９２.９ 万例ꎬ死亡病例约 ２３３.８ 万例[１] ꎬ其
中消化道肿瘤的流行状况不容乐观[２] ꎮ 不健康生活

方式(如吸烟、饮酒、缺少体育锻炼、不良饮食行为等)
是消化道肿瘤的重要风险因素[３－４] ꎮ 根据知信行模

式、健康信念模式等理论模式ꎬ健康教育工作者可通

过传播癌症防治相关知识ꎬ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癌症和

改变不良行为习惯[５] ꎬ以达到一级预防的效果ꎮ 学生

是健康工作的重点人群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２０１９
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中发布了新版«癌症防治

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ꎬ并指出将癌症防治知识纳入

学校健康教育是重要的癌症防治宣传工作[６] ꎮ 本次

研究通过调查在校大学生群体不良饮食行为流行情

况和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情况ꎬ利用统计模型分析

两者的关联ꎬ为大学生群体癌症防治健康教育工作提

供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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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９ 年 ４—６ 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
选取合肥市某综合性大学和医科大学各 １ 所ꎬ每所高

校抽取 １ 个学院ꎬ每个学院抽取 ２ ~ ３ 个年级ꎬ共 ７３６
名大学生参与ꎬ回收有效问卷 ７１０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４７％ꎮ 其中男生 ４４７ 名ꎬ女生 ２４７ 名ꎬ性别信息缺

失 １６ 名ꎮ 年龄 １６ ~ ２４ 岁ꎬ中位数为 ２０ 岁ꎮ 研究获得

安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 编号:
２０１９Ｈ０２０)ꎬ所有参与调查的大学生均对本次调查知

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工作人员在教室开展

问卷调查ꎬ确保问卷调查质量ꎮ 问卷主要包括一般情

况和癌症防治核心知识两部分ꎮ 一般情况包括年龄、
性别、户口所在地、民族、直系亲属癌症史、吸烟、饮

酒、体育锻炼、饮食行为等条目ꎬ饮食行为调查了与消

化道肿瘤密切相关的 ４ 种不健康饮食行为ꎬ分别为是

否喜食烫食和食用腌制食品的频率、食用油炸食品的

频率、食用烧烤食品的频率ꎮ 癌症防治核心知识部分

采用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

和吸烟率调查问卷» [７] ꎬ问卷的信、效度较好ꎬ包括 ８
个单选题和 ２ 个多选题ꎬ答对 １ 个得分点计 １ 分ꎬ总分

２３ 分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建立数据

库ꎬ使用双录入法保证信息准确ꎮ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３.０ 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ꎮ 分类型变量采用百分

比描述ꎬ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采用 Ｍ(Ｐ２５ ~ Ｐ７５ )
描述ꎮ 无序分类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有序分类资

料比较和两组间中位数比较均采用秩和检验ꎮ 采用

样条函数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相结合的限制性立方样条法

分析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与不健康饮食行为的关

系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信息 　 ７１０ 名研究对象中吸烟率为 １.６９％
(１２ 名)ꎬ饮酒率为 １４.９３％(１０６ 名)ꎬ无体育锻炼率为

１４.２３％(１０１ 名)ꎬ其中男生饮酒率(２０.８１％)高于女生

(４.８６％) ( χ２ ＝ ３１. ９０ꎬＰ < ０. ０１)ꎬ女生无体育锻炼率

(１８.６２％)高于男生(１１. ８６％) ( χ２ ＝ ５. ８０ꎬＰ ＝ ０. ０２)ꎮ
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中位数为 １７ 分ꎬ女生得分(１８
分)高于男生(１７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３.３５ꎬＰ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良饮食行为分布　 调查显示ꎬ喜食烫食的报告

率为 ２５.２１％ꎬ 经常食用油炸食品、腌制食品和烧烤食

品(每周食用≥３ 次)的报告率分别为２１.８４％ꎬ６.９０％
和 ４.７９％ꎮ 男、女生 ４ 种不良饮食行为分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高校学生不良饮食行为分布性别间比较

不良饮食行为
男生

(ｎ＝ ４４７)
女生

(ｎ＝ ２４７)
χ２ / Ｚ 值 Ｐ 值

是否喜食烫食 是 １０８(２４.１６) ６７(２７.１３) ０.９１ ０.３４
否 ３３９(７５.８４) １７７(７１.６６)

每周食用腌制 天天吃 １３(２.９１) ４(１.６２) ０.７８ ０.４３
　 食品 / 次 ３~ ６ ２０(４.４７) １０(４.０５)

１~ ２ １４１(３１.５４) ９１(３６.８４)
基本不吃 ２７３(６１.０７) １３９(５６.２８)

每周食用油炸 天天吃 ２４(５.３７) ５(２.０２) ０.２３ ０.８２
　 食品 / 次 ３~ ６ ８８(１９.６９) ３３(１３.３６)

１~ ２ ２１０(４６.９８) １５７(６３.５６)
基本不吃 １２５(２７.９６) ４８(１９.４３)

每周食用烧烤 天天吃 １３(２.９１) ３(１.２１) １.６７ ０.１０
　 食品 / 次 ３~ ６ １２(２.６８) ４(１.６２)

１~ ２ １７８(３９.８２) ９０(３６.４４)
基本不吃 ２４３(５４.３６) １４７(５９.５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不良饮食行为与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关联的

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　 以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 Ｐ２５

(１４ 分)作为参照ꎬ以年龄(连续变量)、性别(０ ＝ 女ꎬ１
＝男)、户籍(１ ＝本省ꎬ２ ＝ 外省)、民族(１ ＝ 汉族ꎬ２ ＝ 少

数民族)、直系亲属患癌史(０ ＝无ꎬ１ ＝有)、现在是否吸

烟(０ ＝无ꎬ１ ＝有)、现在是否饮酒(０ ＝ 无ꎬ１ ＝ 有)、参加

体育锻炼(０ ＝无ꎬ１ ＝有)作为控制变量ꎮ 结果显示ꎬ与
基本无不良饮食行为相比ꎬ经常食用腌制食品和烧烤

食品与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低呈正相关ꎮ 未观察

到核心知识得分较高与不良饮食行为存在相关ꎮ 见

表 ２ꎮ

表 ２　 高校学生不良饮食行为与癌症防治核心知识得分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ꎬｎ＝ ７１０]

不良饮食行为 １０ 分 １２ 分 １７ 分 ２０ 分
喜食烫食 ０.８９(０.５４ ~ １.４６) ０.９６(０.７８ ~ １.１８) ０.９７(０.７２~ １.３０) ０.８７(０.５４ ~ １.４１)
经常食用腌制食品 ８.８６(３.０４ ~ ２５.８０) ∗ ２.４０(１.５６ ~ ３.７０) ∗ １.４３(０.５３~ ３.８５) ４.５８(０.８４ ~ ２４.８５)
经常食用油炸食品 １.８１(０.８３ ~ ３.９５) １.２６(０.９１ ~ １.７５) １.１９(０.５５~ ２.５７) １.６４(０.５０ ~ ５.３９)
经常食用烧烤食品 ４.９５(１.７７ ~ １３.８２) ∗ １.８３(１.２１ ~ ２.７７) ∗ １.８３(０.６７~ ４.９７) ３.６４(０.７１ ~ １８.７３)

　 注:∗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宣传癌症防治核心知识是加强癌症防治科普宣

传的有效方式ꎬ其知晓情况是评价健康教育工作的重

要指标ꎬ«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８] 对癌症

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做出了明确的要求ꎮ 本次调查

大学生群体癌症核心知识得分中位数为 １７ 分ꎬ整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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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良好ꎮ 女生核心知识得分高于男生ꎬ与天津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结果[９] 一致ꎬ提示男生对核心知

识的掌握程度相对不足ꎬ应是癌症防治健康教育的重

点人群ꎮ
本结果显示ꎬ２５.２１％的学生喜欢烫食ꎮ 热食与食

管癌变发病密切相关ꎬ国际癌症研究中心(ＩＡＲＣ)将温

度超过 ６５ ℃的饮品归类为 ２Ａ 类致癌物[１０] ꎮ 荟萃分

析发现ꎬ食用过热的饮料和食物与患食管癌风险相

关[１１] ꎮ 本次调查中多达 ７４.８０％的学生有食用油炸食

品的行为ꎬ与支红霞等[１２] 研究结果相似ꎻ超过一半的

学生有食用腌制、烧烤食品的行为ꎮ 进一步分析ꎬ有
２１.８４％的学生经常食用油炸食品(每周食用≥３ 次)ꎮ
提示大学生普遍存在食用腌制、油炸、烧烤食品的行

为ꎬ其中食用油炸食品更为常见ꎮ 此类食品一般含盐

量、能量较高ꎬ经常食用可能导致肥胖ꎬ烹制过程中可

产生多种致癌物[１３] ꎮ 首先ꎬ有研究认为高浓度食盐能

够引起粘膜炎症和萎缩ꎬ加重幽门螺杆菌感染ꎬ增加

患癌风险[１４] ꎮ 其次ꎬ有明确证据提示肥胖可导致食管

癌、肝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风险升高[１５] ꎮ 文献

综述认为肥胖通过氧化应激、细胞凋亡、血管生成等

通路调控消化道肿瘤发病风险[１６] ꎮ 最后ꎬ腌制或烧烤

肉类食品含有多种致癌物ꎬ有研究报道了烧烤食品中

的 １５ 种多环芳烃 (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ꎬ
ＰＡＨｓ)平均总量为 ６３.３ μｇ / ｋｇ[１７] ꎮ 高温烹制过程中ꎬ
脂滴遇火不完全燃烧所致的烟雾占全部 ＰＡＨｓ 的 ４８％
~８９％[１３] ꎮ 提示过量食用腌制、油炸、烧烤食品可能

显著升高患消化道肿瘤风险ꎬ需采取措施减少大学生

对该类食品的摄入ꎮ
基于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分析结果显示ꎬ癌症防

治核心知识得分偏低与食用腌制和烧烤食品行为相

关ꎮ 提示核心知识掌握程度越低ꎬ发生不良饮食行为

的概率越大ꎮ 有研究同样发现ꎬ癌症防治知识得分高

者ꎬ食用新鲜蔬菜、水果等健康饮食方式的概率较高ꎬ
食用油炸、腌制、烫食等不良饮食方式的概率较低[１８] ꎮ
提示加强癌症防治知识健康宣教工作有助于降低不

良饮食行为发生率ꎬ减少患癌风险ꎮ
综上所述ꎬ合肥市 ２ 所高校大学生群体癌症防治

核心知识认知情况良好ꎬ但普遍存在经常食用油炸食

品等不健康饮食行为ꎬ且与核心知识得分低密切相

关ꎮ 随着我国癌症发病年龄前移ꎬ建议高校通过邀请

专家开展知识讲座、设立知识宣传栏、举办科普知识

竞赛等方式ꎬ提高大学生的癌症防治知识水平ꎮ 本研

究存在的缺陷是仅调查了合肥市 ２ 所高校的部分学

生ꎬ样本量较小ꎬ难以反映整个大学生群体的真实情

况ꎬ建议在以后的工作中ꎬ进一步扩大调查样本量ꎬ为
大学生群体的癌症防治工作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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