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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锻炼对女大学生抑郁情绪及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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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武夷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ꎬ福建 ３５４３００ꎻ２.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摘要】 　 目的　 通过测量 １６ 周太极拳锻炼对女大学生抑郁状态、血清皮质醇( ｃｏｒｔ)及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ꎬ为太极

拳锻炼改善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将武夷学院 ３６ 名中度抑郁[抑郁自评量表( ＣＥＳ－Ｄ)得分 ２４ ~
２９ 分]女大学生随机分为 ２ 组:运动组 １８ 名(进行 １６ 周太极拳锻炼ꎬ每周 ３ 次ꎬ每次 ６０ ｍｉｎ)和运动对照组 １８ 名ꎬ另外选取

无抑郁症状(ＣＥＳ－Ｄ 得分 １０~ １５ 分)的 １８ 名正常女大学生为对照组ꎮ 分别于运动前后测量受试者的抑郁状态、血清皮质

醇及血清炎症因子(ＩＬ－６ꎬＴＮＦ－α 及 ＩＬ－１０)水平ꎮ 结果　 运动后ꎬ抑郁女大学生 ＣＥＳ－Ｄ 得分、血清皮质醇、血清炎症因子

ＩＬ－６ꎬＴＮＦ－α 水平均下降ꎬ抗炎因子 ＩＬ－１０ 水平增加( ｔ 值分别为 １７.０２ꎬ１７.３２ꎬ６.６４ꎬ２.４６ꎬ－６.３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运动后ꎬ运
动对照组女大学生 ＣＥＳ－Ｄ 得分[(２４.０６±３.９２)分]ꎬ血清 ｃｏｒｔ 水平[(６９８.８３±７９.６７) ｎｍｏｌ / Ｌ)]及血清炎症因子 ＩＬ－６[(２.４２
±０.４８) ｐｇ / ｍｌ]ꎬＴＮＦ－α[(１２.７９± ３.７６) ｐｇ / ｍｌ]水平均较对照组增加ꎬＩＬ－ １０[(１６.９４± ３.７５) ｐｇ / ｍｌ]水平降低( ｔ 值分别为

－１１.２９ꎬ－１１.０６ꎬ－５.０１ꎬ－４.８５ꎬ６.８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与运动对照组比较ꎬ运动组女大学生 ＣＥＳ－Ｄ 得分[(１６.９４±３.９５)分]ꎬ血
清 ｃｏｒｔ 水平[(５４７.６７±７６.１２)ｎｍｏｌ / Ｌ]及血清炎症因子 ＩＬ－６[(２.０８±０.３２)ｐｇ / ｍｌ]ꎬＴＮＦ－α[(９.８４±３.１１)ｐｇ / ｍｌ]水平均下降ꎬ
ＩＬ－１０ 水平[(１９.６７±４.１３)ｐｇ / ｍｌ]增加( ｔ 值分别为 ５.４２ꎬ５.８２ꎬ２.５４ꎬ２.５６ꎬ－２.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１６ 周太极拳锻炼可

降低抑郁女大学生血清 ｃｏｒｔ 及促炎因子 ＴＮＦ－αꎬＩＬ－６ 水平ꎬ增加抗炎因子 ＩＬ－１０ 水平ꎬ对改善女大学生抑郁状态具有积极

作用ꎬ可作为大学生进行心理康复的有效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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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表明ꎬ世界各地大学生中精神障碍(尤其

是抑郁和焦虑)的比例较高ꎬ呈逐年增长趋势ꎬ且女大

学生的抑郁水平高于男生[１] ꎮ Ｆｅｒｇｕｓｓｏｎ 等[２] 研究认

为ꎬ大多数符合重度抑郁标准的成年人在儿童、青少

年或成年早期均出现过抑郁症状ꎬ且即使是青少年时

期轻微的抑郁症状ꎬ日后患重度抑郁和自杀的风险也

会升高ꎮ 因此ꎬ针对女大学生早期抑郁症状的预防和

干预至关重要ꎮ 有研究认为ꎬ有规律的太极拳锻炼可

显著改善心理健康ꎬ减轻抑郁、焦虑和压力等症状[３] ꎬ
但机制尚不清楚ꎮ

研究表明ꎬ炎症免疫反应失调与抑郁症的病理生

理有关ꎬ是预防及治疗抑郁症的靶点之一[４] ꎮ Ｆａｎ
等[５]研究认为ꎬ与健康对照组比较ꎬ抑郁症患者的血

清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ＴＮＦ－α)
水平均升高ꎬ且经抗抑郁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

制剂)治疗失败的抑郁症患者血清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水

平高于基础水平ꎬ提示抑郁症患者可能存在一种独特

的促炎倾向ꎮ Ｃｈｅｎ 等[６]研究认为ꎬ促炎介质可促使肾

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ＣＲＨ) 分泌ꎬ上调皮质醇水

平ꎬ诱导抑郁行为ꎮ 李绍先等[７]研究发现ꎬ３ 个月太极

拳锻炼可通过下调外周血促炎因子水平改善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及运动能力ꎮ 为此ꎬ本研究通

过对武夷学院 ３６ 名中度抑郁的女大学生进行 １６ 周太

极拳干预ꎬ探讨太极拳锻炼对女大学生抑郁水平的影

响ꎬ及其与炎性因子水平的关系ꎬ为改善女大学生心

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８—１２ 月ꎬ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Ｏ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ＥＳ－Ｄ)对武夷学院所有在校女大学生进行抑郁水平

测试ꎬ共发放问卷 ４ ２３０ 份ꎬ回收 ４ １３４ 份ꎬ回收率

９７.７３％ꎮ 根据测评结果选取 ４０ 名无运动经历且每周

体育锻炼不超过 １ 次ꎬ抑郁水平为中度(２４ ~ ２９ 分)的

女大学生ꎮ 正式试验前ꎬ所有受试者经过健康检查ꎬ
均无运动禁忌症或心、肝、肾等疾病ꎬ目前未服用精神

药物ꎬ所有受试者在试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ꎬ通过

武夷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符合伦理学要求ꎮ 剔除取

血前近 １ 周患感冒、发烧及睡眠不好的学生 ４ 名ꎮ 将

３６ 名女大学生分为运动对照组(１８ 名)及运动组(１８
名)两组ꎬ另将 １８ 名 ＣＥＳ－Ｄ 得分<１５ 分的大学生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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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组ꎮ 三组之间年龄、身高、体重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抑郁自评量表(ＣＥＳ－Ｄ) [８] 　 ＣＥＳ－Ｄ(流行病学

研究中心抑郁量表) 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Ｓｉｒｏｄｆｆ 编制于 １９７７ 年ꎬ可以评估抑郁情绪、无价值感、
无助感和无望感等抑郁行为ꎮ 量表共 ２０ 道题目ꎬ按过

去 １ 周内出现相应情况或感觉的频度评定ꎬ没有或基

本没有、少有、常有、几乎一直有分别计 ０ ~ ３ 分ꎮ 该量

表效度及信度均较高ꎬ是流行病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

的测量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调查工具之一[８] ꎮ 受试

者填表时要给予指导说明ꎬ抑郁情绪的评定:无抑郁

症状(０ ~ １５ 分)ꎬ轻度抑郁(１６ ~ ２３ 分)ꎬ中度抑郁(２４
~ ２９ 分)ꎬ严重抑郁(３０ 分以上)ꎮ
１.２.２　 太极拳锻炼方案　 对运动组女大学生进行 １６
周 ２４ 式太极拳锻炼ꎬ每周 ３ ~ ４ 次ꎬ每次 ６０ ｍｉｎꎬ运动

时心率应达到(２２０－年龄) ×(６５ ~ ７５)％ꎬ并采用 ｐｏｌａｒ
表对运动强度进行监控保证被试运动中的安全ꎮ 每

次锻炼包括 ５ ｍｉｎ 准备活动和 ５ ｍｉｎ 放松活动ꎮ 正常

对照组及运动对照组女大学生在相同时间内进行正

常的学习生活ꎬ且保证实验期间没有参加任何有规律

的体育锻炼ꎮ
１.２.３　 血清皮质醇(ｃｏｒｔ)及炎症因子水平测试　 所有

测试者实验前后均于清晨 ８:００ 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５ ｍＬ(抽血前至少禁食 ３ ｈ)ꎬ４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低温离心

１０ ｍｉｎ后取上清液ꎬ采用 ＥＬＩＳＡ 法ꎬ参照试剂盒(美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说明进行促炎因子( ＩＬ－６、ＴＮＦ－α)水平

及抗炎因子 ＩＬ－１０ 水平的测定ꎻ血清 ｃｏｒｔ 水平测试采

用放射免疫法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ꎬ实验数据均采用(ｘ±ｓ)表示ꎬ采用配对

ｔ 检验进行组内运动前后比较ꎬ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

运动前后组间差异进行统计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太极拳锻炼对女大学生抑郁水平的影响　 干预

前ꎬ运动对照组及运动组女大学生 ＣＥＳ－Ｄ 得分均高于

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１)ꎬ运动对照组及运动组得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ꎮ １６ 周太极拳干预后ꎬ运
动组 ＣＥＳ－Ｄ 得分较运动前降低(Ｐ<０.０１)ꎬ而正常对

照组及运动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ꎻ运动对照组及运动组女大学生 ＣＥＳ－
Ｄ 得分仍高于正常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１)ꎬ而运动组与

运动对照组相比得分下降(Ｐ＝ ０.００)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太极拳锻炼对女大学生血清皮质醇水平的影响

太极拳干预前ꎬ运动对照组及运动组女大学生血清

ｃｏｒｔ 水平较对照组增加(Ｐ 值均<０.０１)ꎬ运动对照组及

运动组血清 ｃｏｒｔ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８７)ꎮ
干预后ꎬ运动组女大学生血清 ｃｏｒｔ 水平较运动前下降

(Ｐ<０.０１)ꎬ而正常对照组及运动对照组与运动前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运动对照组及运

动组女大学生血清 ｃｏｒｔ 水平较对照组增加(Ｐ 值均<
０.０１)ꎬ而运动组血清 ｃｏｒｔ 水平与运动对照组相比下降

(Ｐ＝ ０.００)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太极拳锻炼对女大学生血清炎症因子水平的影

响　 干预前ꎬ与对照组比较ꎬ运动对照组及运动组女

大学生血清 ＴＮＦ－αꎬＩＬ－６ 水平均增加ꎬＩＬ－１０ 水平下

降(Ｐ 值均<０.０１)ꎻ运动对照组及运动组各指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运动组血

清 ＴＮＦ－ α 及 ＩＬ － ６ 水平较干预前均下降(Ｐ 值均<
０.０５)ꎬＩＬ－１０ 水平增高(Ｐ<０.０１)ꎻ而正常对照组及运

动对照组与运动前比较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运动对照组及运动组女

大学生血清 ＴＮＦ－αꎬＩＬ－６ 水平仍高于对照组ꎬＩＬ－１０
水平低于对照组ꎬ运动组血清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水平与

运动对照组比较下降ꎬ ＩＬ － １０ 水平增加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干预组与对照组女大学生干预前后 ＣＥＳ－Ｄ 得分及血清皮质醇炎症因子水平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ＣＥＳ－Ｄ
血清皮质醇 /

(ｎｍｏｌＬ－１)
血清炎症因子 / (ｐｇｍＬ－１)

ＩＬ－６ ＴＮＦ－α ＩＬ－１０
正常对照组 干预前 １８ １１.４４±２.５３ ４２６.６７±６３.０１ ７.４３±２.６２ １.４６±０.５４ ２４.２２±４.０９

干预后 １８ １１.３９±２.７０ ４２７.６１±６６.９８ ７.４７±２.７５ １.４８±０.６２ ２５.５６±３.８５
ｔ 值 ０.１４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４８ －１.２５
Ｐ 值 ０.８９ ０.７５ ０.７３ ０.６４ ０.２３

运动对照组 干预前 １８ ２４.１７±３.７６＃＃ ６９６.９４±７５.４９＃＃ １２.５２±３.６８＃＃ ２.４１±０.４４＃＃ １６.４４±２.０１＃＃

干预后 １８ ２４.０６±３.９２＃＃ ６９８.８３±７９.６７＃＃ １２.７９±３.７６＃＃ ２.４２±０.４８＃＃ １６.９４±３.７５＃＃

ｔ 值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３１ －１.５９ －０.４７
Ｐ 值 ０.７８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１３ ０.５７

运动组 干预前 １８ ２４.８３±４.１６＃＃ ７０１.２２±８５.６３＃＃ １３.０５±４.０３＃＃ ２.４６±０.５７＃＃ １５.２２±２.７６＃＃

干预后 １８ １６.９４±３.９５ΔΔ＃＃ ５４７.６７±７６.１２ΔΔ＃＃ ９.８４±３.１１＃＃Δ ２.０８±０.３２＃＃Δ １９.６７±４.１３＃ΔΔ

ｔ 值 １７.０２ １７.３２ ６.６４ ２.４６ －５.３１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与运动对照组比较ꎬΔＰ<０.０５ꎬΔΔ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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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研究表明ꎬ体育锻炼可作为干预抑郁症的有效手

段ꎮ 太极拳缓慢的深呼吸(细、长、匀、缓、深)有助于

练习者心、性、意的培养和训练ꎬ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９] ꎮ Ｋｏｎｇ 等[１０] 研究发现ꎬ太极拳锻炼可减

少压力、焦虑和抑郁ꎬ提高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

量ꎮ 本实验结果发现ꎬ经过 １６ 周太极拳干预ꎬ运动组

女大学生 ＣＥＳ－Ｄ 量表得分与实验前相比下降ꎬ且与运

动对照组比较ꎬ运动组女大学生抑郁得分下降ꎬ但得

分没有恢复到对照组水平ꎬ与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１] 研究结果

一致ꎮ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ＨＰＡ 轴)是参与身体生

理稳态和应激反应的重要神经内分泌系统ꎬ其轴功能

紊乱会导致激素失衡ꎬ严重影响人体的身心健康ꎬ使
身体出现焦虑及抑郁症状ꎬ在抑郁症的发展和复发中

起关键作用ꎮ 有研究显示ꎬｃｏｒｔ 的高分泌被认为是抑

郁症的生物学风险因素ꎬ郭策等[１２] 研究认为ꎬ青少年

清晨唾液 ｃｏｒｔ 浓度与抑郁症状检出率高度相关ꎮ 李秋

利等[１３]研究认为ꎬ轻度到中度抑郁的女大学生血浆

ｃｏｒｔ 水平高于非抑郁组ꎬ且抑郁严重程度与 ｃｏｒｔ 水平

呈正相关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因此可以认为运动对

照组及运动组大学生 ＣＥＳ－Ｄ 抑郁量表得分增加可能

与血清 ｃｏｒｔ 水平增加有关ꎮ Ｎａｂｋａｓｏｒｎ 等[１４] 通过 ＣＥＳ
－Ｄ 量表评分发现ꎬ８ 周中等强度慢跑运动可通过降低

青少年女性抑郁患者 ２４ ｈ 尿皮质醇水平改善抑郁状

态ꎻ国内学者研究认为ꎬ长期有氧锻炼可通过降低血

清 ｃｏｒｔ 水平改善女大学生的抑郁状态[１３] ꎮ 本研究得

到相同结果ꎬ与运动对照组女大学生比较ꎬ运动组女

大学生血清 ｃｏｒｔ 水平下降ꎬ但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ꎬ说
明 １６ 周太极拳锻炼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抑郁女大学

生的抑郁水平ꎬ表明 ＨＰＡ 轴活性减弱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与太极拳运动的抗抑郁作用有关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炎症被认为在抑郁症的发

展和预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Ｍｉｓｉａｋ 等[１５] 研究认为

抑郁症伴随着炎症生物标记物(ＩＬ－１βꎬＩＬ－６ꎬＴＮＦ－α)
水平升高ꎬ抗抑郁药物治疗成功后炎症因子恢复到控

制水平ꎬ而对抗抑郁药物治疗无效的抑郁症患者炎症

因子水平无显著改变ꎬ提示促炎细胞因子白介素 ＩＬ－
１βꎬＩＬ－６ꎬＴＮＦ－α 可以作为个性化治疗抑郁症的生物

标志物ꎮ 本研究发现ꎬ与对照组比较ꎬ中度抑郁女大

学生血清促炎因子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水平增加ꎬ抗炎因

子 ＩＬ－１０ 水平下降ꎬ与前期学者研究结果相同[１６－１７] ꎮ
研究表明ꎬ体育活动水平越高ꎬ循环炎症标志物水平

越低ꎮ Ｐａｏｌｕｃｃｉ 等[１８] 研究表明ꎬ中等强度运动可能是

降低 ＴＮＦ－α 水平、改善大学生抑郁水平的最佳锻炼强

度ꎬ并且认为此运动可以作为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重要手段ꎮ 而 Ｗａｎｎａｍｅｔｈｅｅ 等[１９] 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发

现ꎬ太极拳干预对不同人群抑郁、焦虑水平均有有益

影响ꎮ 此外有研究显示身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
ｄｅｘꎬ ＢＭＩ)、睡眠及生活事件应激事件(学校生活、宿
舍关系)可影响身体炎症水平[２０]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１６ 周太极拳锻炼降低运动组女大学生促炎因子血清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水平ꎬ抗炎因子 ＩＬ－１０ 水平增加ꎬ抑郁

水平下降ꎬ说明此运动可能通过抗炎作用发挥抗抑郁

作用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太极拳运动除降低炎症反应

外ꎬ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纠正 ＨＰＡ 轴功能紊乱改善抑

郁女大学生的抑郁状态ꎮ 然而ꎬ与对照组比较ꎬ运动

组女大学生抑郁水平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ꎬ血清促炎

因子 ＩＬ－６ 及 ＴＮＦ－α 水平增加ꎬ抗炎因子 ＩＬ－１０ 水平

降低ꎮ 因此ꎬ针对太极拳锻炼改善抑郁患者抑郁水平

的时间、频率及运动强度需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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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外卖食品消费及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沙冕１ꎬ２ꎬ卢金逵１ꎬ２ꎬ伍晓艳３ꎬ４ꎬ陶芳标３ꎬ４ꎬ陶舒曼５

１.上饶师范学院体育学院ꎬ江西 ３３４００１ꎻ２.幼儿体育与留守儿童健康研究中心ꎻ
３.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ꎻ４.人口健康与优生安徽省重点实验室ꎻ５.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从社会经济角度剖析大学生外卖食品消费的影响因素ꎬ为规范和管理当前外卖食品现状提供科学依

据ꎮ 方法　 随机选取江西省上饶市某大学 ２ ６１０ 名学生ꎬ对消费外卖食品频率、食品内容、包装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

调研ꎬ采用 χ２ 检验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学生社会经济因素对外卖消费行为的影响ꎮ 结果　 大学生点外卖食品发生率

为 ７４.８％ꎬ不同学院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２４.７２ꎬＰ<０.０１)ꎮ 家庭居住市区的大学生选择外卖食品报告率(８１.５％)高
于城镇或县城(７８.７％)和农村(７０.８％)ꎻ独生子女(８１.０％)高于非独生子女(７２.５％)ꎻ每月生活费高水平的(８６.０％)高于

中等水平(７７.２％)和低水平(６５.８％)ꎻ家庭居住地、是否为独生子女、每月生活费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８.３６ꎬ２０.２０ꎬ６２.１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农村学生(ＯＲ ＝ １.８１)ꎬ非独生子女(ＯＲ ＝ １.６２)ꎬ每月生活费<１
０００ 元(ＯＲ＝ ３.２３)ꎬ父亲学历初中、小学毕业、小学未毕业或没上过学(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５７ꎬ１.４８ꎬ１.９０)ꎬ母亲学历小学毕业、
小学未毕业或没上过学(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５８ꎬ１.７３)的学生更倾向点外卖行为ꎮ 结论　 大学生点外卖行为与家庭居住地为农

村、非独生子女、中等消费水平及父母初中以下学历有关ꎬ且出现多次复购行为ꎬ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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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ꎬ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

大改变ꎬ特别是网络、智能手机的普及给大家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便利ꎬ与之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增多ꎬ而健

康问题则成为较为关注的内容[１－２] ꎮ 外卖食品价格便

宜、方便快捷ꎬ因此特别得到大学生青睐[３] ꎮ 本研究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份对江西省上饶

市某大学 ２ ６１０ 名大学生对外卖食品的消费现状及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调查ꎬ以引导大学生对外卖食品进行

正确、合理地消费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５—６ 月依托网络电子问卷平台

(问卷星)随机抽取江西省上饶市某高校 ３ 个学院(美

术学院、体育学院、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大一至大三

年级共 ２ ６４２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有 ２ ６３７ 名完成应

答ꎬ应答率为 ９９.８１％ꎬ剔除无效问答ꎬ有效 ２ ６１０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８.９７％ꎬ其中男生 １ ２６７ 名ꎬ女生 １ ３４３ 名ꎻ
大一学生 ９１４ 名ꎬ大二学生 ９１５ 名ꎬ大三学生 ７８１ 名ꎮ
研究通过了安徽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并批准ꎮ
调查前告知所有调查对象本次调查目的ꎬ学生自愿参

加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问卷根据中国人群食物频率法[４] 及大学

生主流外卖的种类汇总编制而成ꎬ内容为最近 １ 周的

外卖食用情况:(１)是否点过外卖(是 / 否)ꎻ(２)食用

不同种类外卖(快餐便当、烧菜炒菜、烧烤炸串、米粉

面食、西式快餐、麻辣烫、香锅火锅、包子点心、饮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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