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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女大学生生活方式、负性情绪与肥胖程度的关系ꎬ为改善女大学生生活方式和促进身心健康提

供参考ꎮ 方法　 使用身高体重测试仪、人体成分分析仪、«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量表»对随机抽取

的 ２ ０４４ 名河南女大学生进行调查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和 ＡＭＯＳ ２０.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女大学生隐性肥胖、超重及显性

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２８.６％ꎬ６.５％和 ４.２％ꎮ 女大学生生活方式中的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为和压力管理行为与肥胖程

度均呈负相关ꎬ负性情绪与肥胖程度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２３ꎬ－０.２２ꎬ－０.２１ꎬ０.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负性情绪在女大学生

生活方式中的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为及压力管理行为与肥胖程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２２.１％ꎬ２５.９％和

４２.５％ꎮ 结论　 负性情绪在女大学生生活方式中的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为及压力管理行为与肥胖程度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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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ꎬ我国居民超重肥胖问题凸显ꎮ «中国居民营养与

慢性病状况报告(２０１５ 年)» [１] 指出ꎬ ２０１１ 年中国居

民体重超重人数较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４ 倍ꎻ２０１２ 年全国

１８ 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高达 ３０.１％ꎬ肥胖率为１１.９％ꎬ
中国肥胖人口居世界首位ꎮ 国内有报道显示ꎬ我国成

年女性中有 １ / ３ 人群属于“隐性肥胖” [２] ꎮ 我国青少

年肥胖问题同样严重ꎬ２０１４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指

出ꎬ各学龄段学生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３] ꎬ肥胖已经

成为我国当今社会和学校面临的重要问题ꎮ

肥胖发生的机制尚不清楚ꎬ能量代谢平衡理论认

为ꎬ身体能量代谢的不平衡导致肥胖[４] ꎬ且以过度营

养、运动不足、心理行为偏差为特征的单纯性肥胖与

生活方式密切相关[５] 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生活方式的改

变是我国肥胖率剧增的主要原因[６] ꎮ 体力活动缺乏、
饮食习惯不良等在超重肥胖人群中的发生率高于体

重正常人群[７] ꎮ
负性情绪同样可能导致肥胖ꎮ 美国的一项最新

研究发现ꎬ压力会增加青少年(特别是女生)体重超标

或肥胖的危险[８] ꎮ 也有研究指出ꎬ女生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与其抑郁症状得分之间存在正向关联[９] ꎮ 情绪

调节理论认为ꎬ情绪性压力导致人体压力激素皮质醇

水平升高ꎬ进而刺激食欲[１０] ꎮ 一些相关研究结果显

示ꎬ抑郁、焦虑、压力水平高的人群会表现出更多的情

绪性进食[１１－１２] ꎬ从而导致肥胖的发生ꎮ 而女性的情绪

性进食得分显著高于男性[１３－１４] ꎮ

９３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生活方式对负性情绪的产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

用ꎮ 有研究表明ꎬ生活方式中的体力活动、饮食和卫

生习惯、睡眠状况等因素与抑郁、焦虑、压力等负性情

绪呈负相关[１５－１７] ꎮ 本研究将河南省女大学生作为调

查对象ꎬ同时引入“隐性肥胖”作为肥胖程度的研究指

标ꎬ通过对女大学生 ＢＭＩ、体脂百分比、抑郁、焦虑、压
力和生活方式的测量与评价ꎬ探究女大学生肥胖程

度、负性情绪、生活方式的状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ꎬ为
女大学生控制肥胖、改善生活方式和促进身心健康提

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地域和学校性质ꎬ选取河南省 ７ 所高

校(郑州大学、洛阳理工学院、安阳工学院、河南理工

大学、许昌学院、商丘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的女

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采用分层整群方便抽样的方

法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在每所学校一至

三年级行政班级抽取 ３００ 名女大学生ꎬ共 ２ １００ 名ꎮ
年龄 １８ ~ ２５ 岁ꎬ平均(２２.２７±２.４３)岁ꎮ 获取有效问卷

２ ０４４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３％ꎮ 本研究通过洛阳理工

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身高、体重和体脂百分比测量 　 于清晨ꎬ受试

者在空腹状态下ꎬ穿着短衣短裤ꎬ脱鞋袜ꎬ使用清华同

方身高体重测试仪( ＣＳＴＦ－ＳＴ)和清华同方人体成分

分析仪(ＢＣＡ－１Ｂ)测量身高、体重、ＢＭＩ 和体脂百分比

(ＢＦ％)等ꎮ 室温控制在 ２５ ~ ２８℃ ꎮ
１.２.２ 　 生活方式评价 　 采用王冬[１８] 编制、焦建鹏

等[１９]修订的«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评价量表»ꎮ 共 ８
个维度 ３３ 个条目ꎬ其中运动锻炼维度、生活规律维度

各 ３ 个条目ꎬ饮食营养维度 ４ 个条目ꎬ健康危害维度 ２
个条目ꎬ人际关系维度 ６ 个条目ꎬ健康责任维度、压力

管理维度、生命欣赏行为维度各 ５ 个条目ꎮ 各维度按

照 Ｌｉｋｅｒｔ ５ 分制评分标准ꎬ量表总分越高ꎬ说明生活方

式的健康程度越高ꎮ 经实证检验ꎬ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１８－１９] 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各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５６ ~ ０.８５ꎮ
１.２.３　 负性情绪评价　 采用 Ｌｏｖｉｂｏｎｄ 等[２０] 编制ꎬＡｎｔ￣
ｏｎｙ 等[２１]修订ꎬ苑新群[２２]翻译的«抑郁－焦虑－压力自

评量表»简体中文版ꎮ 共 ３ 个分量表 ２１ 个条目ꎬ每个

分量表均各包含 ７ 个条目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４ 分制评分标

准ꎬ量表总分越高ꎬ说明负性情绪水平越高ꎮ 每个分

量表的总分乘以 ２ꎬ可判定受试的抑郁、焦虑和压力程

度ꎮ 抑郁的轻微、中等和严重评级标准分别为 １０ ~
１３ꎬ１４ ~ ２０ꎬ≥２１ 分ꎬ焦虑的轻微、中等和严重评级标

准分别为 ８ ~ ９ꎬ１０ ~ １４ꎬ≥１５ 分ꎬ压力的轻微、中等和

严重评级标准分别为 １５ ~ １８ꎬ１９ ~ ２５ꎬ≥２６ 分ꎮ 该量

表经过研究人员发现具有稳定的因素结构和良好的

信、效度ꎬ可以较好地反映国内大学生群体的焦虑、抑
郁和压力水平[２３] 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抑郁、焦虑和压

力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３ ~ ０.７８ꎮ
１.３　 评价标准 　 本研究将肥胖程度划分为偏瘦、正
常、隐性肥胖、超重和显性肥胖 ５ 个等级ꎬ划分肥胖程

度同时引入 ＢＭＩ 和 ＢＦ％作双重参照标准ꎮ 在综合参

考相关书籍[２４－２５] 和文献[２６－２７] 后ꎬ将 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且 ＢＦ％<３０％判定为偏瘦ꎬ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ＢＭＩ<２４ ｋｇ /
ｍ２ 且 ＢＦ％≤３０％判定为正常ꎬＢＭＩ<２４ ｋｇ / ｍ２ 且 ＢＦ％
>３０％判定为隐性肥胖ꎬ２４ ｋｇ / ｍ２ ≤ＢＭＩ<２８ ｋｇ / ｍ２ 且

ＢＦ％>３０％判定为超重ꎬＢＭＩ≥２８ ｋｇ / ｍ２ 且 ＢＦ％>３０％
判定为显性肥胖ꎮ
１.４　 质量控制　 问卷调查员和身体指标测量员均经

过统一培训ꎬ身高体重测试仪和人体成分分析仪在正

式测量前均进行校准ꎻ以行政班级为单位ꎬ先进行问

卷调查ꎬ随即实施身体指标测量ꎮ
１.５　 统计学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和 ＡＭＯＳ ２０.０ 进

行统计分析ꎬ相关关系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ꎬ并基

于 ＳＥＭ 探索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ꎬ中介效应检验采

用层次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女大学生肥胖及抑郁、焦虑、压力检出情况 　
２ ０４４名女大学生中ꎬ偏瘦检出率为 １２. ２％、正常为

４８.５％、隐性肥胖为 ２８.６％、超重为 ６.５％、显性肥胖为

４.２％ꎮ 抑郁检出率为 １２.０％、焦虑为 ３６.６％、压力为

１０.０％ꎬ其中轻、中、重度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６. ３％ꎬ
４.５％ꎬ１.２％ꎻ轻、中、重度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１２. ９％ꎬ
１８.１％ꎬ５. ６％ꎻ轻度、中度、重度压力检出率分别为

６.８％ꎬ２.４％ꎬ０.８％ꎮ
２.２　 女大学生生活方式、负性情绪及肥胖程度的相关

分析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肥胖程度与负性

情绪及生活方式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ꎮ 从各组研究

数据得知ꎬ偏瘦组在负性情绪和生活方式上与正常组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推测本研究中偏瘦组属于干

扰因素ꎮ 因此将肥胖程度调整为正常、隐性肥胖、超
重和显性肥胖 ４ 个等级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女大学生生活方式负性情绪

及肥胖程度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２ ０４４)

变量 抑郁 焦虑 压力 负性情绪 肥胖程度
运动锻炼 －０.２４∗∗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２３∗∗

生活规律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２∗∗ －０.２７∗∗ －０.０１
饮食营养 －０.２７∗∗ －０.２２∗∗ －０.１９∗∗ －０.２６∗∗ －０.２２∗∗

健康危害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５
健康责任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２４∗∗ －０.００
人际关系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３２∗∗ －０.０１
压力管理 －０.３３∗∗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３８∗∗ －０.２１∗∗

生命欣赏 －０.４８∗∗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４５∗∗ －０.０４
生活方式 －０.４５∗∗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４７∗∗ －０.０６
肥胖程度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２６∗∗ —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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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学生生活方式中的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

行为和压力管理行为与肥胖程度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１)ꎻ抑郁、焦虑、压力及负性情绪总分与生活方式

中除健康危害行为外的 ７ 个维度及总分均呈负相关ꎬ
与肥胖程度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负性情绪在女大学生生活方式和肥胖程度之间

的中介效应　 以生活方式中的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

养行为和压力管理行为 ３ 项总分为自变量ꎬ肥胖程度

为因变量ꎬ负性情绪为中介变量ꎬ建立中介效应模型ꎬ
结果显示ꎬ χ２ ＝ ４１. ４７ꎬ χ２ / ｄｆ ＝ ３. ７７ꎬＣＦＩ ＝ ０. ９３ꎬＴＬＩ ＝
０.９１ꎬＩＦＩ ＝ ０.９２ꎬＡＧＦＩ ＝ ０.９０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７ꎬ模型的拟

合度良好ꎬ各指标基本达到适配标准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负性情绪在女大学生生活方式与肥胖程度间的中介模型

　 　 采用温忠麟等[２８]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标准程序ꎬ
检验负性情绪在运动锻炼行为与肥胖程度、饮食营养

行为和压力管理行为与肥胖程度间的中介效应ꎮ 中

介效应检验前ꎬ先对指标数据做中心化处理ꎮ

表 ２　 负性情绪在女大学生生活方式

与肥胖程度间的中介效应检验(ｎ ＝ ２ ０４４)

模型 步骤 标准化方程 标准误 ｔ 值
运动锻炼行为 １ 肥胖程度＝ －０.２２×运动锻炼 ０.０４ －５.９９
　 与肥胖程度 ２ 负性情绪＝ －０.２２×运动锻炼 ０.０４ －５.６１

３ 肥胖程度＝ ０.２３×负性情绪 ０.０４ ６.３１
　 　 －０.２０×运动锻炼 ０.０４ －４.７４

饮食营养行为 １ 肥胖程度＝ －０.２２×饮食营养 ０.０４ －５.８０
　 与肥胖程度 ２ 负性情绪＝ －０.２５×饮食营养 ０.０３ －７.４０

３ 肥胖程度＝ ０.２３×负性情绪 ０.０４ ６.０７
　 　 －０.１９×饮食营养 ０.０４ －４.４３

压力管理行为 １ 肥胖程度＝ －０.２０×压力管理 ０.０４ －５.０８
　 与肥胖程度 ２ 负性情绪＝ －０.３６×压力管理 ０.０３ －１１.０１

３ 肥胖程度＝ ０.２４×负性情绪 ０.０４ ６.８０
　 　 －０.１８×压力管理 ０.０４ －４.１１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由表 ２ 可知ꎬ负性情绪的回归系数均有统计学意

义ꎬ即负性情绪在运动锻炼行为与肥胖程度、饮食营

养行为与肥胖程度、压力管理行为与肥胖程度之间的

中介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

行为和压力管理行为的回归系数也有统计学意义ꎬ因
此ꎬ负性情绪在运动锻炼行为与肥胖程度之间、饮食

营养行为与肥胖程度之间、压力管理行为与肥胖程度

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负性情绪在运动锻炼行为

与肥胖程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２２.１％ꎬ负性

情绪在饮食营养行为与肥胖程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２５.９％ꎬ负性情绪在压力管理行为与肥胖程

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４２.５％ꎮ

３　 讨论

近年来ꎬ据国民健康报告[２９]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

性病状况报告[１]及有关报道[２] 显示ꎬ我国肥胖人口急

剧增加ꎬ女性隐性肥胖问题突出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ꎬ女大学生超重及肥胖的检出率为 ３９.３％ꎬ超重及肥

胖问题较为严重ꎮ 本次调查中女大学生隐性肥胖检

出率为 ２８.６％ꎬ与范锦勤等[２７]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肖国强等[３０] ２００２ 年对我国女大学生隐性肥胖的检出

率为 １０.３％ꎬ与本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ꎮ 一方面可

能与测试仪器有关ꎻ另一方面也可能提示女大学生隐

性肥胖率呈上升趋势ꎮ 身体意象对女性来讲更加重

要ꎬ减肥是女性永恒的主题ꎮ 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知识

和指导ꎬ很多女性往往通过不吃早餐或过度节食控制

体重ꎬ造成减掉的不是脂肪而是肌肉ꎬ导致出现体重

虽然在标准范围内ꎬ而体脂肪率却超标的“隐性肥胖”
现象ꎮ 在当今社会审美价值观的影响下ꎬ大多女性尤

其是年轻女性群体追崇以瘦为美ꎮ 本次调查中女大

学生偏瘦的检出率达 １２.２％ꎮ
生活方式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

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

行为特征的体系[３１] ꎮ ＷＨＯ 指出ꎬ人的健康与寿命

６０％取决于行为与生活方式[３２] ꎮ «大学生健康生活方

式评价量表» [１８] 依据我国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特

征ꎬ结合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ꎬ从个人生

理性、心理及认知、家庭和学校等多维度进行设计ꎮ
经过修订及应用证明ꎬ该量表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ꎬ
可作为测量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工具ꎮ 已有研究

表明ꎬ缺乏体育锻炼和不良饮食习惯是诱发肥胖的主

要原因ꎮ 穆敏等[３３]使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ＩＰＡＱ)对

１ ９２８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调整年龄、性别、饮食

等混杂因素后发现ꎬ体力活动缺乏与大学生超重和肥

胖的发生密切相关ꎮ 宿荣荣等[７] 研究认为ꎬ大学生超

重和肥胖的危险性因素主要是体育活动缺乏、饮食习

惯不良等ꎮ 本研究数据显示ꎬ超重及显性肥胖组的运

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为、压力管理行为、生命欣赏

行为及生活方式总分均低于正常组ꎬ隐性肥胖组的运

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为低于正常组ꎬ与前人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ꎮ 同时证实导致隐性肥胖的生活方式

因素与超重肥胖相似ꎮ
根据物质与能量代谢理论的基本观点ꎬ体育锻炼

和合理饮食等是控制体重的根本途径[４] ꎮ 该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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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脂肪主要通过食物获取ꎬ且糖和蛋白质在体内达

到一定量后均可转变为脂肪ꎮ 而运动能够增加人体

对糖和蛋白质的利用ꎬ提高细胞的代谢能力ꎬ降低脂

肪储存ꎮ 压力管理理论认为ꎬ 压力过大可导致肥

胖[３４] ꎮ 根据压力诱导进食的一般效应模型ꎬ人体在应

对压力时会增加食物的摄入量ꎬ从而导致肥胖[３５] ꎮ 本

研究也发现ꎬ生活方式中的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

行为和压力管理行为对女大学生肥胖程度起正向预

测作用ꎮ 同时ꎬ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为和压力

管理行为对女大学生肥胖程度的影响不仅能直接作

用ꎬ还通过负性情绪起作用ꎬ即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

养行为和压力管理行为越好ꎬ负性情绪的水平越低ꎬ
从而降低了肥胖的程度ꎮ 锻炼心理学认为ꎬ体育锻炼

能够提升自我效能ꎬ增进自信和自尊ꎬ进而减轻抑郁

和焦虑症状[３６] ꎮ
综上所述ꎬ负性情绪作为一种心理状态ꎬ对肥胖

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ꎬ良好的生活方式能够减少负

性情绪ꎬ从而调控情绪性进食等不良行为ꎬ以达到控

制体重的目的ꎮ 而降低负性情绪的重要途径是通过

良好的运动锻炼行为、饮食营养行为和压力管理行为

来实现的ꎬ进一步支持了负性情绪是连接生活方式与

肥胖程度的桥梁ꎬ即负性情绪的调节既能降低女大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ꎬ又能有效抑制情绪性进食等

不良行为ꎬ从而控制肥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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