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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山东省医学生食品安全的认知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ꎬ为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健康饮食习惯提供

参考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山东省 ２ 所医学院校在校学生共 ２ ３２２ 名为研究对象ꎬ采用自制问卷对其进行

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调查ꎮ 结果　 山东省医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与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是否学过营养相关

知识、每月用在食品上的开销相关(χ２ / Ｈ 值分别为 ２０.４８ꎬ１２８.０２ꎬ９８.６１ꎬ３６.５０ꎬ７７.６０ꎬ１７１.０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男生、高年级、
与食品相关专业及城镇生源的学生食品安全知晓率最高ꎮ 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性别、专业、生源地、每月用在

食品上的开销和对食品的关注度均影响大学生食品安全的认知(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山东省医学生食品安全知识水平

较高ꎬ但不同特征群体间存在差异ꎬ有必要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医学生食品安全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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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ꎬ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安

全问题[１] ꎮ 近年来ꎬ学校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和食源性

肠道疾病时常发生[２－３] ꎮ 在校医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

社会消费群体ꎬ其未来职业主要与医学相关ꎬ如果拥

有丰富的食品安全知识ꎬ不仅对自身的健康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ꎬ对社区其他人群也起到引导作用[４－５]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对潍坊医学院及青岛大学医学

部在校大学生食品安全认知影响因素进行专项调查ꎬ

为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健康饮食习惯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选取山东省校

潍坊医学院和青岛大学医学部 ２ 所医学院的在校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ꎬ每所学校从大一到大四 ４ 个年级中各

抽取包括 １ 个与营养相关专业的 ４ 个行政班级的全部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２ ４０３ 份ꎬ回收有效

问卷 ２ ３２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６３％ꎮ 其中ꎬ男生 ９００
名ꎬ女生 １ ４２２ 名ꎮ 对基本资料进行检验后发现ꎬ除了

每月在食品上的开销之外ꎬ年级、专业、生源地的组间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方法　 采用基于美国教育专家 Ｍｃ Ｇｕｉｒｅ 于 ２０ 世

纪七十年代提出知识、态度、行为(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ｔｔｉｔｕｄ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ＫＡＰ) [６] 模式的自制调查问卷ꎮ 问卷均为选

择题ꎬ内容包括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 ３ 个维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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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食品安全知识 ９ 题ꎬ态度及行为 １１ 题ꎮ 食品安

全知识多选题每个选项 ０.５ 分ꎬ单选题每知晓 １ 项得 １
分ꎬ共计 １０ 分ꎬ≥６ 分为知晓ꎮ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７２ꎬ效度检验 ＫＭＯ＝ ０.７５ꎬ表明各变量间相关性良

好ꎮ 问卷由学生匿名自填ꎬ完成后立即收回ꎬ双份录

入并比对核查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进行数据录入整

理ꎬ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描

述ꎬ组间差异采用 χ２ 检验ꎬ多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食品安全认知单因素分析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知晓人数 χ２ / Ｈ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９００ ２５８(２８.６７) ２０.４８ <０.０１

女 １ ４２２ ３２１(２２.５７)
年级 大一 ３１９ ９３(２９.１５) １２８.０２ <０.０１

大二 ４９８ １０８(２１.６９)
大三 ７６５ １８３(２３.９２)
大四 ７４１ ２２２(２９.９６)

专业 食品 ２８８ １４４(５０.００) ９８.６１ <０.０１
非食品 ２ ０３４ ４５９(２２.５７)

生源地 城镇 ８８８ ３１２(３５.１４) ３６.５０ <０.０１
农村 １ ４３４ ３３９(２３.６４)

是否学过营养相关 是 ７６８ ２８２(３６.７２) ７７.６０ <０.０１
　 课程 否 １ ５５４ ３２４(２０.８５)
每月用在食品上的 ≤３００ １６２ １５(９.２６) １７１.０３ <０.０１
　 开销 / 元 >３００~ <４００ ３２１ ７５(２３.３６)

４００~ <５００ ５８５ １２６(２１.５４)
≥５００ １ ２５４ ４７１(３７.５６)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男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女生ꎬ食品专业学

生高于非食品专业ꎬ大四学生食品安全知晓率最高ꎬ
城镇生源高于农村生源ꎬ学过营养相关课程的学生食

品安全知晓率较高(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大学生食品安全认知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以

大学生食品安全认知得分情况为因变量(差 ＝ １ꎬ中 ＝
２ꎬ好＝ ３)ꎬ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包括性

别(男＝ １ꎬ女 ＝ ２)、年级(大一 ＝ １ꎬ大二 ＝ ２ꎬ大三 ＝ ３ꎬ
大四＝ ４)、专业(食品相关 ＝ １ꎬ非食品相关 ＝ ２)、生源

地(城镇＝ １ꎬ乡村＝ ２)、每月用在食品上的开销(≤３００
元＝ １ꎬ>３００ ~ <４００ 元 ＝ ２ꎬ４００ ~ <５００ 元 ＝ ３ꎬ≥５００ 元

＝ ４)、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很关注＝ １ꎬ比较关注＝ ２ꎬ
一般关注＝ ３ꎬ不关注 ＝ ４)、是否学习过营养学或食品

安全相关课程(是＝ １ꎬ否＝ ２)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因素多

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男生食品安全知

识水平高于女生(ＯＲ ＝ ０.８４)ꎬ食品专业学生高于非食

品专业( ＯＲ ＝ ０. ５３)ꎬ城镇生源高于农村生源( ＯＲ ＝
０.４８)ꎬ学过营养相关课程学生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高

于未学过的学生(ＯＲ ＝ ０.５２)ꎻ每月用在食品上的开销

越高ꎬ对食品的关注度越高ꎬ学生食品安全知识水平

越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大学生饮食习惯行为　 受试大学生共 ２ ３２２ 名ꎬ
其中有 ８７.２０％(２ ０２５ 名)把食堂作为吃饭的首选场

所ꎬ但仍有 ５１.６８％(１ ２００ 名)会选择在食堂以外的地

方就餐ꎮ 有 ５２.４５％(１ ２１８ 名)表示并不会介意学校

周围小商贩的食品安全问题ꎮ ８５.１４％(１ ９７７ 名)学生

购置食品时会关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ꎬ其中 ４１.４７％
(９６３ 名)被调查者表示从不购买没有标明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的三无食品ꎮ 当学生购买到问题食品时ꎬ
４１.７３％(９６９ 名) 的大学生会自认倒霉ꎬ３８. ３７％ ( ８９１
名)会与经营者进一步交涉ꎬ１６.５４％ (３８４ 名)会选择

向消协或有关部门申诉ꎮ

表 ２　 大学生食品安全知识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 ３２２)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性别 男 －０.１７ ０.６３ １７.４９ ０.８４(０.６１ ~ １.１６) <０.０１
专业 食品专业 －０.６４ ０.２５ ６.３９ ０.５３(０.３２ ~ ０.８７) ０.０１
生源地 城镇 －０.７４ ０.１７ ２０.２５ ０.４８(０.３５ ~ ０.６６) <０.０１
每月用在食品上的开销 / 元 ≤３００ －１.６１ ０.３８ １８.２３ ０.２０(０.１０ ~ ０.４２) <０.０１

>３００ ~ <４００ －０.３４ ０.２５ １.８７ ０.７１(０.４４ ~ １.１６) ０.１７
４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８ ０.２０ ２.０８ ０.７５(０.５１ ~ １.１１) ０.１５

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 很关注 －２.８４ ０.５７ ２４.５６ ０.０６(０.０２ ~ ０.１８) <０.０１
比较关注 －２.３０ ０.５５ １７.８５ ０.１０(０.０３ ~ ０.２９) <０.０１
一般关注 －１.３０ ０.５５ ５.５１ ０.２７(０.０９ ~ ０.８１) ０.０２

是否学习过营养食品安全相关课程 是 －０.６５ ０.１８ １２.３６ ０.５２(０.３７ ~ ０.７５) <０.０１

３　 讨论

调查显示ꎬ山东省医学院校大学生食品安全知识

知晓率较高ꎮ 高年级学生食品安全认知程度较好ꎬ与
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７] ꎮ 男生的食品安全认知情况较

女生好ꎬ与陈玉娟等[８]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ꎬ可能是由

于研究区域与时间差异所引起的ꎮ 与农村相比ꎬ城市

学生的食品安全认知情况更好ꎬ除了经济原因ꎬ家庭

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影响ꎬ与陈玉娟等[８] 的研究结果一

致ꎮ 学习过相关课程的学生ꎬ因为对营养结构以及安

全知识等各方面均有深入的了解ꎬ食品安全意识更

强ꎬ与田慧敏[９]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在食品安全行为方面ꎬ绝大多数医学生会参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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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日期和保质期进行食品购买ꎬ较早期的文献状况有

改善[１０] ꎬ说明近年来媒体和社会更加关注食品安全热

点ꎮ 仍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受经济水平制约将“价格优

先”作为生活费用支出的重要约束ꎮ 在遇到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情况时ꎬ仅有 １６.５４％的大学生会选择向

消协或有关部门申诉维护自身权利ꎬ可能与大学生维

权意识不强有关ꎬ且医学生学业压力大ꎬ维权的程序

复杂ꎬ花费时间久有关ꎮ 虽然食堂是医学生的主要就

餐地点ꎬ但仍有较大比例会选择学校周边的小店或商

贩ꎬ主要因为存在侥幸心理ꎬ并没有真正将知识转化

为行为ꎬ食品安全观念还比较薄弱ꎮ
研究发现ꎬ大学生食品安全知识水平的主要影响

因素有性别、专业、生源地、每月用在食品上的开销ꎬ
对食品的关注度及是否学过营养相关课程ꎮ 食品相

关专业及学过营养相关课程的学生食品安全知识水

平较高ꎬ可能是由于自身专业的优势ꎬ对食品营养成

分和食品危害有较好的了解ꎮ 各高校应通过积极开

展包括校广播站、校网站、宣传板和校园微信平台等

多种形式的活动[１１] 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和

教育ꎬ引导大学生全面了解食品安全知识[１２] ꎬ通过食

品安全教育ꎬ把食品安全知识贯穿到大学生的生活行

为中ꎮ 大学生对食品关注度越高ꎬ其食品安全知识水

平越高ꎬ可能是由于对食品安全较为重视ꎮ 因此卫生

部门应加强管理ꎬ增强大学生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

度ꎮ 每月用在食品上开销大的大学生食品安全知识

较高ꎬ可能是由于家庭对于食物品质的要求较高ꎬ对
食物相关知识有较为全面的了解ꎮ 大学餐厅应选用

高品质食物ꎬ并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宣传ꎮ 对食品安全

教育势必会对预防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起到重要

作用[１３] ꎮ

综上所述ꎬ医学院校大学生食品安全知识水平较

好ꎬ学生对食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表示认可ꎮ 各部门

应承担起食品安全教育的责任ꎬ整合资源ꎬ对影响因

素开展教育或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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