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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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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长春财经学院军事体育教研部ꎬ吉林 １３０１２２ꎻ２.延边大学

　 　 【摘要】 　 目的　 了解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状况及影响因素ꎬ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法　 对随机抽取的延边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大学 ９６８ 名朝鲜族大学生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大学生智能手

机成瘾量表(ＳＡＳ－Ｃ)、艾森克人格量表(ＥＰＱ)、焦虑抑郁自评量表(ＳＡＳꎬＳＤＳ)等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有 ４６.５９％的朝鲜

族大学生为(ＳＡＳ－Ｃ)测试正常人群ꎬ有 ３４.９２％为手机成瘾倾向群体ꎬ有 １８.４９％为手机成瘾群体ꎮ 在使用手机的功能上ꎬ
以通话交流为首要功能的占 ３６.４７％ꎬ以网络聊天为首要功能的占 ２１.４６％ꎬ以娱乐放松为首要功能的占 １７.７２％ꎬ以新闻浏

览为首要功能的占 １１.２１％ꎬ以其他使用为首要功能的占 ７.７８％ꎬ以帮助学习为首要功能的占 ５.３６％ꎮ 朝鲜族手机成瘾大学

生的 ＥＰＱ－Ｅ 得分为(５２.８４±１１.０６)分ꎬ手机成瘾倾向大学生得分为(５４.０２±８.０９)分ꎬ正常人群为(５６.７９±８.５４)分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Ｆ＝ １６.２９ꎬＰ<０.０５)ꎻ在 ＥＰＱ－Ｎ 和焦虑自评量表得分方面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３２.０１ꎬ１７.８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ＳＡＳ－Ｃ 与 ＥＰＱ－Ｅ 得分呈负相关ꎬ与 ＥＰＱ－Ｎ 和焦虑自评量表得分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６ꎬ０.４５ꎬ０ ４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结论　 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有关心理影响因素与人格、情绪因素相关ꎮ 提供有效的心理压力疏通和情绪宣泄渠

道ꎬ并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等是降低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人数比例的重要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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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ꎬ手机已经成为人们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之一[１] ꎮ 工信部调查显

示ꎬ我国手机用户高达 １３. ０６ 亿ꎬ 手机普及率为

９５.５％[２] ꎮ 同时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 ３７
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ꎬ当前我国网民规模达 ６. ８８
亿ꎬ互联网普及率为 ５０.３％ꎬ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 ６.２０
亿ꎬ占整体网民的 ９０.１％ꎬ且仍在不断增高ꎬ手机已成

为拉动我国网民规模上升的主要因素[３] ꎮ 互联网及

手机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同时ꎬ也带来当前

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状况严重的现象ꎬ成为威胁大学

生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４] ꎮ 手机成瘾指因不能

自我控制的过度使用手机而导致的身心健康受到严

重影响的痴迷状态[５] ꎮ 本研究以朝鲜族 ９６８ 名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ꎬ从外部环境、性格和精神方面分析手

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因素ꎬ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提供理论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５—６ 月以延边大学、吉林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大学为调查点ꎬ每所学校每个

年级各随机抽取 ２ 个教学班级ꎬ班级内全部朝鲜族大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共抽取 ３２ 个班级的 １ ００４ 名朝鲜

族大学生ꎬ调查后收回有效问卷 ９６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４１％ꎮ 其中男生 ５８６ 名ꎬ女生 ３８２ 名ꎻ大一年级学

生 ２９２ 名ꎬ大二年级 ２６７ 名ꎬ大三年级 ２８６ 名ꎬ大四年

级 １２３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２１.４３±１.６４)岁ꎮ 调查得到长

春财经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批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ＳＡＳ－Ｃ) 　 由苏双

等[６] 于 ２０１４ 年编制ꎬ量表共由 ２２ 个条目 ６ 个因子(戒
断行为、社交安抚、ＡＰＰ 使用、ＡＰＰ 更新、突显行为、消
极影响)组成ꎮ 每个条目采用 ５ 级评分ꎬ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即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ꎬ≤６５ 分为正常ꎬ６６ ~ ７６
分为手机成瘾倾向ꎬ≥７７ 分为手机成瘾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ꎬ重测信度为 ０ ９３ꎮ
１.２.２　 艾森克人格量表(ＥＰＱ) [７] 　 由 ８５ 个条目组

成ꎬ分为 ４ 个分量表ꎬ分别为内外向性( Ｅ)量表共 ２１
个条目ꎬ主要测试外显或内隐倾向ꎻ神经质(Ｎ)量表共

２４ 个条目ꎬ主要测试神经或情绪的稳定性ꎻ精神质

(Ｐ)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ꎬ主要测试倔强或精神特质ꎻ效
度量表(Ｌ)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ꎬ主要测试掩饰或防卫ꎮ
测试者根据条目回答是或否ꎬ测试后首先计算各个量

表的原始分数ꎬ再根据原始分数转化为标准分ꎮ 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３ꎮ
１.２.３　 焦虑抑郁自评量表(ＳＡＳꎬＳＤＳ) [８－９] 　 由 Ｚｕｎｇ
等编制ꎮ 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由 ２０ 个条目组成ꎬ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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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采用 １ ~ ４ 级评分ꎬ即很少有时间至全部时间都

有ꎬ临界值 ５０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重ꎬ该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ꎮ 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共由

２０ 个条目组成ꎬ每个条目采用 １ ~ ４ 级评分ꎬ各条目得

分总和乘以 １.２５ 后得到总分ꎬ总分为 ５０ ~ ６２ 分即判定

为轻度抑郁症状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ꎮ
１.２.４　 手机成瘾因素调查表 　 由研究组通过参考有

关文献资料[１０－１１]后结合调查实际编制ꎬ包括一般人口

学信息及影响因素ꎬ共 １８ 个条目组成ꎬ其中流行示范

效应由流行追逐、亲友行为示范、虚拟交际趋势 ３ 个条

目组成ꎻ失落等情感迁移由家庭和谐、情感挫折、人际

关系与虚拟交际反差 ３ 个条目组成ꎻ心理需求的满足

由虚拟成就感体现和娱乐、爱好需要 ２ 个条目组成ꎻ人
生理念由人生观、理想、价值观 ３ 个条目组成ꎻＩＴ 外娱

乐活动由休闲体育、业余爱好、文艺活动 ３ 个条目组

成ꎻ人口学信息由性别、年龄、民族、班级 ４ 个条目组

成ꎮ 影响因素条目采用 １ ~ ５ 级评分ꎬ即非常不符合至

非常符合ꎬ对得分进行标化后ꎬ满分为 １０ 分ꎬ按照 Ｐ２５

和 Ｐ７５将得分分为显著、一般、很少 ３ 个等级ꎮ 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５ꎮ
问卷调查由经过培训的朝鲜族教师指导学生填

写并签定知情同意书ꎬ调查前用朝鲜语向学生讲明调

查的目的和要求ꎬ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ꎬ问卷填写

不受时间和他人影响ꎬ采用匿名填写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数据处理分析ꎬ统计方法采用 ｔ 检验、
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情况 　 ９６８ 名朝鲜族在

校大学生中ꎬ有 ４６.５９％(４５１ 名)为 ＳＡＳ－Ｃ 正常人群ꎬ
每天平均使用手机时间为(１.６１ ± ０.８７) ｈꎻ有 ３４.９２％
(３３８ 名)为手机成瘾倾向群体ꎬ每天平均使用手机时

间为(３.７２±１.５４)ｈꎻ有 １８ ４９％(１７９ 名)为手机成瘾群

体ꎬ每天平均使用手机时间为(５.６３±１.９１)ｈꎮ
在使用手机的功能上ꎬ以通话交流为首要功能的

占 ３６.４７％ ( ３５３ 名)ꎬ以网络聊天为首要功能的占

２１ ４９％(２０８ 名)ꎬ以娱乐放松为首要功能的占１７.７７％
(１７２ 名)ꎬ以新闻浏览为首要功能的占 １１.２６％ (１０９
名)ꎬ以其他使用为首要功能的占 ７.７５％(７５ 名)ꎬ以帮

助学习为首要功能的占 ５.３７％(５２ 名)ꎮ
２.２　 朝鲜族大学生人格及焦虑抑郁情况与手机成瘾

的关系 　 朝鲜族手机成瘾大学生的 ＥＰＱ －Ｅ 得分为

(５２.８４±１１.０６)分ꎬ手机成瘾倾向得分为(５４.０２±８.０９)
分ꎬ正常人群为(５６.７９±８.５４)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另外ꎬ在 ＥＰＱ－Ｎ 和焦虑自评量表得分方面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在 ＥＰＱ－Ｐ 和抑

郁自评量表得分方面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ＳＡＳ－Ｃ 得分与 ＥＰＱ－
Ｅ 得分呈负相关ꎬ与 ＥＰＱ－Ｎ 和焦虑自评量表得分均

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６ꎬ０.４５ꎬ０.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 ＳＡＳ－Ｃ 类别朝鲜族在校大学生

人格量表及焦虑抑郁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ＳＡＳ－Ｃ 类别 人数 ＥＰＱ－Ｅ ＥＰＱ－Ｎ ＥＰＱ－Ｐ ＳＡＳ ＳＤＳ
手机成瘾 １７９ ５２.８４±１１.０６ ５２.６２±９.２８ ４４.７７±９.８８ ４４.６８±１０.１２ ４５.２９±９.７８
手机成瘾倾向 ３３８ ５４.０２±８.０９ ４９.０８±７.８３ ４３.６５±９.６３ ４２.９７±９.８５ ４４.９８±９.９２
正常人群 ４５１ ５６.７９±８.５４ ４６.７９±８.２７ ４３.０４±８.９８ ４０.１３±８.７７ ４４.０８±９.０２
Ｆ 值 １６.２９ ３２.０１ ２.１９ １７.８８ １.４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２１

２.３　 手机成瘾类别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 ＳＡＳ－Ｃ 朝鲜

族大学生在流行示范效应、心理需求的满足方面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两者与手机成瘾均

呈正相关ꎻ不同 ＳＡＳ－Ｃ 人生理念、ＩＴ 外娱乐活动方面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两者与手机成

瘾均呈负相关ꎻ失落等情感迁移方面相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朝鲜族在校大学生不同 ＳＡＳ－Ｃ 成瘾类别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成瘾 成瘾倾向 正常 χ２ 值 Ｐ 值
流行示范效应 显著 ８２(４５.８１) １０２(３０.１８) １５４(３４.１５) １８.４１ <０.０５

一般 ５７(３１.８４) １１２(３３.１４) １６６(３６.８１)
很少 ４０(２２.３５) １２４(３６.６９) １３１(２９.０５)

失落等情感迁移 显著 ７１(３９.６６) １０７(３１.６６) １４６(３２.３７) ７.４６ >０.０５
一般 ５３(２９.６１) １３６(４０.２４) １７５(３８.８０)
很少 ５５(３０.７３) ９５(２８.１１) １３０(２８.８２)

心理需求的满足 显著 ７８(４３.５８) １０４(３０.７７) １４６(３２.３７) １１.４６ <０.０５
一般 ５１(２８.４９) １３５(３９.９４) １７２(３８.１４)
很少 ５０(２７.９３) ９９(２９.２９) １３３(２９.４９)

人生理念 显著 ９０(５０.２８) ９９(２９.２９) １４２(３１.４９) ３０.７５ <０.０５
一般 ５３(２９.６１) １１５(３４.０２) １６５(３６.５９)
很少 ３６(２０.１１) １２４(３６.６９) １４４(３１.９３)

ＩＴ 外娱乐活动 显著 ５３(２９.６１) １１５(３４.０２) １４６(３２.３７) １８.９５ <０.０５
一般 ４１(２２.９１) １１１(３２.８４) １６２(３５.９２)
很少 ８５(４７.４９) １１２(３３.１４) １４３(３１.７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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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以朝鲜族大学生 ＳＡＳ－Ｃ 项目得分为因变量ꎬ以 ＥＰＱ－
Ｅ(中间型＝ １ꎬ倾向型＝ ２ꎬ典型＝ ３)、ＥＰＱ－Ｎ(中间型＝
１ꎬ倾向型 ＝ ２ꎬ典型 ＝ ３)、ＳＡＳ(中间型 ＝ １ꎬ倾向型 ＝ ２ꎬ
典型＝ ３)、流行示范效应(显著 ＝ １ꎬ一般 ＝ ２ꎬ很少 ＝
３)、心理需求的满足(显著 ＝ １ꎬ一般 ＝ ２ꎬ很少 ＝ ３)、人
生理念(显著 ＝ １ꎬ一般 ＝ ２ꎬ很少 ＝ ３)、ＩＴ 外娱乐活动

(显著＝ １ꎬ一般＝ ２ꎬ很少 ＝ ３)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ꎮ 为避免因素间相互存在线性关系ꎬ采用

逐步回归方式建立方程ꎬ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影响

因素从大到小分别为 ＥＰＱ－Ｎ、人生理念、ＥＰＱ－Ｅ、ＩＴ
外娱乐活动ꎮ

进一步分析显示ꎬＥＰＱ－Ｅ 及 ＥＰＱ－Ｎ 得分与朝鲜

族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外部影响因素存在联系ꎬＩＴ 外娱

乐活动不同参与度在 ＥＰＱ－Ｅ 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Ｆ＝ ５.０８ꎬＰ ＝ ０.００)ꎬＥＰＱ－Ｅ 得分较低的学生中经

常参与 ＩＴ 外娱乐活动的占 ９. ８％ꎻ不同人生理念在

ＥＰＱ－Ｎ 得分上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４.７２ꎬＰ ＝
０.０１)ꎬＥＰＱ－Ｎ 得分较高的学生人生理念缺失者占到

５１.９２％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朝鲜族在校大学生 ＳＡＳ－Ｃ 成瘾

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ｎ＝ ９６８)

常数和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常数项 １６.８７ １.２９ ２２.９８ ０.００
神经质(ＥＰＱ－Ｎ) １.６８ ０.２２ ０.５３ ９.９８ ０.００
人生理念 １.１１ ０.１１ ０.２１ ６.７８ ０.０１
内外向(ＥＰＱ－Ｅ) －０.９８ ０.０９ －０.１９ －２.８９ ０.０２
ＩＴ 外娱乐活动 ０.８３ ０.０８ ０.１６ ２.０４ ０.０３

３　 讨论

当前针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相关因素的研究较多ꎬ
主要通过调查成瘾者的生活事件、人格特征、社会支

持、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因素了解学生手机成瘾的原

因[１２] ꎮ 刘勇等[１３]从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入手了解手机

成瘾形成的原因ꎬ还有学者从大五人格量表与手机成

瘾的关系方面进行原因分析[１４] ꎬ结果均显示大学生的

人格特征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密切ꎬ同时神经质和外向

性的人格特征与手机成瘾倾向存在正相关关系ꎮ 杜

刚等[１５]研究还显示ꎬ生活事件是引起手机成瘾的重要

因素ꎬ但与社会支持关系较小ꎮ 有研究显示ꎬ羞怯、内
向的性格特征与手机成瘾的形成存在正性关系ꎬ同时

大学生自尊在羞怯与手机成瘾之间存在中介作用[１６] ꎮ
有学者对大学生的网络成瘾与手机成瘾进行研究显

示ꎬ大学生的网络成瘾与手机成瘾呈正性关系[１７] ꎮ 本

研究结果显示ꎬ朝鲜族大学生 ＥＰＱ－Ｅ 得分低和 ＥＰＱ－
Ｎ 得分高是导致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重要影响因

素ꎬ而经常参与非 ＩＴ 娱乐活动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ꎬ及人生理念与追求则是防止朝鲜族大学生手

机成瘾的有效途径ꎬ与杜刚等[１５]研究结果一致ꎮ 表明

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有关心理影响因素与其他学

校不同学科大学生基本一致ꎮ
本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显示ꎬ导致朝鲜族大学生

手机成瘾的外部因素、情绪和人格特征之间有可能存

在相互间的交互影响ꎮ ＥＰＱ－Ｅ 量表的得分越低ꎬ学生

则表现的越内向ꎬ越不愿意与他人交流交往ꎬ显得较

为离群ꎮ 可能导致 ＥＰＱ－Ｅ 量表低分者不愿参与娱乐

活动和社交活动等ꎮ ＥＰＱ－Ｎ 量表得分越高ꎬ其越表现

的较为紧张、焦虑ꎬ思想忧心忡忡、闷闷不乐等ꎬ同时

情绪起伏较大ꎮ 以上 ２ 种人格特征势必导致生活中交

流交往的单一ꎬ自身压力和情绪无法通过外部交流进

行有效的释放ꎬ从而导致将压力释放选择在网络ꎬ因
此手机网络则成为他们宣泄自身压力和情绪、交流交

往的主要方式和途径ꎮ 随着科技的发展ꎬ当前智能手

机已经成为大学生主要使用的手机类型[１８－２０] ꎮ 手机

提供的游戏、网上交流等一系列娱乐方式一定程度上

缓解抑郁、紧张的情绪ꎬ但是因释放途径的单一化ꎬ无
法完全释放自身的心理压力ꎬ从而进一步导致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ꎬ进而导致手机依赖和成瘾ꎬ形成恶

性循环ꎮ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ꎬ导致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并非是单纯的喜好和兴趣所致ꎬ
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人生价值观取向出现问题等均

会导致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压力增大、情绪急躁压抑ꎬ
而压力不能及时或彻底的释放则是导致朝鲜族大学

生手机成瘾的主要原因ꎮ 因此ꎬ提供有效的心理压力

疏通和情绪宣泄渠道ꎬ促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等是降低朝鲜族大学生手机成瘾人数比例的重要

途径ꎮ
本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１)没有充分考虑到

网络成瘾对手机成瘾带来的影响ꎬ部分学生也许会因

为存在网络成瘾而分散手机的依赖性[２１－２２] ꎮ (２)其他

生活中的事件吸引力也可能会导致手机成瘾人数比

例的变化ꎮ (３)朝鲜族大学生的手机成瘾与其他专业

是否存在差异性、原因有何区别等ꎬ有待在今后的研

究中进一步深入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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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与健康监测

大学生静息代谢率与体成分指标的相关性

周瑶ꎬ卢晓翠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摘要】 　 目的　 分析大学生静息代谢率(ｒ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ａｔｅꎬＲＭＲ)与体成分指标的相关关系ꎬ为指导健身运动和减

肥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整群随机抽取广州某医科大学 １ ７７５ 名学生ꎬ测定其静息代谢率、身体脂肪率、内脏脂肪指数及

全身、上肢、躯干、下肢的皮下脂肪率和肌肉率ꎬ分析静息代谢率与各体成分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ꎮ 结果　 男、女大学生

ＲＭＲ 分别为(２４.３±２.４)和(２２.６±２.１)ｋｃａｌ / (ｋｇｄ－１ )ꎻＲＭＲ 与全身、上肢、躯干、下肢的肌肉率均呈正相关ꎬ与体重、体质量

指数、身体脂肪率、内脏脂肪指数、全身、上肢、躯干、下肢的皮下脂肪率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男生 ＲＭＲ 与各体成分

指标的相关性由大至小依次为内脏脂肪系数( ｒ＝ －０.４９)、躯干皮下脂肪率( ｒ＝ －０.４８)、全身皮下脂肪率( ｒ＝ －０.４５)、身体脂

肪率( ｒ＝ －０.４４)、上肢皮下脂肪率( ｒ＝ －０.４２)、下肢皮下脂肪率( ｒ＝ －０.４２)ꎻ女生 ＲＭＲ 与各体成分指标的相关性由大至小

则依次为躯干皮下脂肪率( ｒ＝ －０.４４)、下肢皮下脂肪率( ｒ＝ －０.４２)、内脏脂肪系数( ｒ ＝ －０.４１)ꎬ均呈负相关ꎮ 无论男、女学

生ꎬＲＭＲ 随体质量指数增加而降低(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应及时关注自身的体质量指数ꎬ通过适当的有氧与无氧

结合运动提高 ＲＭＲꎬ从而增加能量的消耗ꎬ减少脂肪累积ꎮ
【关键词】 　 能量代谢ꎻ身体成分ꎻ健康状况指标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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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息代谢率(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ａｔｅꎬＲＭＲ)是维持 人体在安静状态下心跳、呼吸等基本生理功能需要消

耗的能量ꎬ是人体总能耗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占总能耗

的 ６０％ ~ ７５％[１] ꎮ ＲＭＲ 与性别和年龄相关ꎬ女性低于

男性ꎬ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ꎻＲＭＲ 还与体型

有关ꎬ瘦高型个体 ＲＭＲ 高于肥胖型[２－３] ꎮ 肥胖是糖尿

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４－７] ꎬ有
研究表明ꎬ我国大学生日渐趋向于肥胖ꎬ已接近甚至

超过发达国家的肥胖率[８] ꎮ 本研究通过探讨在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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