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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个体因素、电子健康素养及信息利用的关系ꎬ为高校开展电子健康信息教育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电子健康素养和健康信息利用量表ꎬ运用方便整群抽样法对广州市 １ ５５５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ꎮ 结果　 电子健

康信息利用总均分为(９.５０±６.６０)分ꎮ 多变量逐步回归分析中纳入模型相关值由高到低的变量分别为电子健康素养、年
级、专业、生源地与性别(Ｂｅｔａ 值分别为－０.１５ꎬ０.１２ꎬ０.０６ꎬ－０.０６ꎬ０.０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表明ꎬ电子健康素

养在生源地、专业与性别对电子健康信息利用的影响起部分中介作用( Ｓｏｂｅｌ 检验值分别为－ ２.８０ꎬ３.０１ꎬ３.０１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大学生获取健康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网络媒体( ５２. ９％)ꎬ最期待获取健康信息的途径是互联网在线医生咨询

(２５.１％)ꎮ 结论　 广州市大学生电子健康信息利用总分偏低ꎮ 可通过提升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策略ꎬ同时要考虑个体

因素的影响ꎬ提高大学生对电子健康信息的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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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健康( ｅＨｅａｌｔｈ)是指通过互联网传播健康服

务和信息ꎬ属于新兴的医学信息学领域ꎮ 广义上ꎬ它
以技术发展、新的工作方式和态度、网络工作认同、全
局思维为特征ꎬ利用信息和交流技术促进区域和全球

的健康照护[１] ꎮ 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正

式通过了电子健康决议并催促成员国发展电子健康

服务[２] ꎮ 许多国家通过国家发展计划或国际合作途

径开展电子健康项目[３] ꎮ 尽管电子健康服务和在线

健康信息不断增长[４] ꎬ但人群缺乏相应的电子健康素

养与互联网技能[５－６] ꎮ 电子健康素养( ｅ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
ｃｙ)是指通过电子媒介获取、理解和评价健康信息以

解决健康问题的一系列能力[７] ꎮ 高电子健康素养者

更多地搜寻健康信息[８－９] 、拥有健康知识[１０] 、参与健

康行为[１１] ꎬ更好地自我管理及与医生沟通[５] ꎮ 国内已

开展电子健康素养[１２－１４] 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

究[１５－１７] ꎬ但对大学生个体因素、电子健康素养与电子

健康信息利用的相互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ꎮ 本

文以广州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了解其人口学特征、
电子健康素养与电子健康信息利用的关系ꎬ为学校开

展电子健康信息教育、社会开发个性化的电子健康服

务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５—７
月共调查广州市 ８ 所大学学生 １ ６３３ 名ꎬ实际回收有

效问卷 １ ５５５ 份ꎬ有效率达 ９５. ２８％ꎮ 其中大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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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 名(３３.９％)ꎬ大二学生 ４４９ 名(２８.９％)ꎬ大三学生

４９８ 名(３２％)ꎬ大四及以上学生 ８１ 名( ５. ２％)ꎻ男生

４９３ 名(３１.７％)ꎬ女生 １ ０６２ 名(６８.３％)ꎻ专科生 ２４４
名(１５.７％)ꎬ本科生 １ ２６３ 名(８１.２％)ꎬ研究生 ４８ 名

(３.１％)ꎻ医学生 １６５ 名(１０.６％)ꎬ其他专业 １ ３９０ 名

(８９.４％)ꎻ健康状况非常好的学生 ３５８ 名(２３％)ꎬ良好

的 ９０３ 名(５８.１％)ꎬ一般的 ２５５ 名(１６.４％)ꎬ有慢病的

３９ 名(２.５％)ꎻ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１８] <１８.５ ｋｇ / ｍ２(偏

瘦)的学生 ３９７ 名(２５.５％)ꎬ１８.５ ~ ２３.９ ｋｇ / ｍ２(正常)
的 １ ０２２ 名(６５.７％)ꎬ２４.０ ~ ２７.９ ｋｇ / ｍ２(过重)的 １０５
名(６.８％)ꎬ≥２８.０ ｋｇ / ｍ２(肥胖)的 ３１ 名(２.５％)ꎮ
１.２　 方法　 在授课教师协助下采用匿名自填方式进

行调查ꎮ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电子健康素

养问卷与电子健康信息利用量表ꎮ 电子健康素养问

卷参照国外文献[１９－２０]编制ꎬ共 ８ 个条目(编号 １ ~ ８)ꎬ
如知道如何上网查找健康信息、知道如何利用网络解

决健康问题ꎻ知道从哪些网络获取哪些健康信息、利
用获取的网络健康信息ꎻ具备评价网络健康信息好坏

的技能ꎬ知道如何区分高、低质量网络健康信息ꎻ对利

用网络健康信息作出健康相关决定充满自信ꎮ 条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法ꎬ满分 ４０ 分ꎬ分数越高表明电

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ꎮ
电子健康信息利用问卷以 ２０１２ 年美国健康信息

利用趋势量表[１１－１２] 为基础进行改编ꎬ经过多次翻译、
回译ꎬ结合文献、专家咨询ꎬ形成 １１ 个条目的大学生电

子健康信息利用量表ꎬ分为 ３ 个维度ꎬ其中利用健康服

务信息包括 ４ 个条目ꎬ如在过去的 １２ 个月ꎬ是否通过

互联网咨询过医生ꎬ购买过医药品或维生素ꎬ搜索过

医疗机构的信息ꎬ追踪过个人健康信息ꎻ搜索健康信

息包括 ４ 个条目ꎬ如在过去的 １２ 个月ꎬ是否通过互联

网搜索过有助于合理的饮食ꎬ体重或运动的信息ꎬ下
载过健康信息到移动设备(如手机)ꎬ为自己或他人搜

索过健康信息ꎻ在线健康信息互动包括 ３ 个条目ꎬ如在

过去的 １２ 个月ꎬ是否访问社交网站阅读或共享健康信

息ꎬ通过互联网写健康问题的在线日志或博客ꎬ参与

某健康问题的在线讨论ꎮ 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

法ꎬ满分 ４４ 分ꎬ分数越高表明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度

越高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数据双录

入ꎬ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单因素

方差分析、多变量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及 Ｓｏｂｅｌ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量表的信效度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显示ꎬ电子健

康素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ꎬ电子健康信息利

用及其健康服务信息、搜索健康信息、在线健康信息

互动 ３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７ꎬ０.７１ꎬ
０.８０ꎬ０.７３ꎬ均>０.７０ꎬ表明量表的信度较好ꎮ 电子健康

素养量表所有测度项因子负载分别为 ０. ７０ꎬ ０. ７９ꎬ
０.８３ꎬ０.８２ꎬ０.８４ꎬ０.７８ꎬ０.７５ꎬ０.７５ꎬ均>０.７０ꎻ电子健康信

息利用量表所有测度项因子负载分别为 ０.７４ꎬ０.７３ꎬ
０.５６ꎬ０.５０ꎬ０.８２ꎬ０.６７ꎬ０.８０ꎬ０.６９ꎬ０.７１ꎬ０.５０ꎬ０.５５ꎬ均>
０.５０ꎬ表明样本数据的效度较好ꎮ
２.２　 大学生获得健康信息途径及需求情况　 大学生

获取健康信息的途径主要是网络媒体(５２.９％)、朋友

家人同事(２４.８％)、学校健康教育课程(２１.０％)ꎬ其次

是书刊杂志(１６. ７％)、咨询医生( １４. ２％)、电视广播

(１２.０％)ꎬ最后是学校健康教育讲座(９.８％)ꎮ 最期待

获取 健 康 信 息 的 途 径 是 互 联 网 在 线 医 生 咨 询

(２５.１％)、电子移动设备如手机健康信息应用软件

(２５.０％)与学校健康教育课程(２３.５％)ꎬ其次是互联

网健康信息网站(１９.１％)、书刊杂志(１２.２％)、学校健

康教育讲座(１１.５％)ꎬ最后是互联网在线健康教育课

程或讲座(９.８％)、电视广播(９.３％)ꎮ
２.３　 电子健康信息利用与电子健康素养得分的相关

性　 大学生电子健康信息利用总均分为(９.５０±６.６０)
分ꎬ其中健康服务信息利用为(２.４７±２.４９)分ꎬ搜索健

康信息为(４.９１±３.０９)分ꎬ在线健康信息互动为(２.１２±
２.１８)分ꎮ 电子健康素养总均分为(２７.２７±６.３５)分ꎬ按
占总分比例>７５％ꎬ７５％ ~ ２５％ꎬ<２５％分为高、中、低 ３
组ꎬ其人数分别为 ７２２ ( ４６. ４％)ꎬ ６３９ ( ４１. １％)ꎬ １９４
(１２.５％)人ꎮ 单样本 Ｋ￣Ｓ 检验表明ꎬ电子健康信息利

用与电子健康素养的数据均服从正态分布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表明ꎬ健康信息利用与健康服务信息利用、
搜索健康信息、在线健康信息互动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

别为 ０.８４ꎬ０.８７ꎬ０.８２)ꎬ健康服务信息利用与搜索健康

信息、在线健康信息互动均呈正相关 ( ｒ 值分别为

０.５７ꎬ０.５９)ꎬ搜索健康信息与在线健康信息互动呈正

相关( ｒ ＝ ０.５７)ꎬ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信息利用及各维

度均呈负相关 ( ｒ 值分别为 － ０. １６ꎬ － ０. ０９ꎬ － ０. １９ꎬ
－０.１１)ꎮ
２.４　 性别和专业对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的影响　
以性别、专业为自变量ꎬ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为因

变量ꎬ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明ꎬ不同性别和专业的学

生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男生电

子健康信息利用的得分高于女生( ｔ ＝ ２.７５ꎬＰ<０.０１)ꎬ
医学生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高于非医学专业学生( ｔ
＝ －３.３１ꎬＰ<０.０１)ꎮ 均值差分别为 ０.９９ꎬ１.９９ꎬ标准偏

差集合值分别约为 ６.８ꎬ６.９ꎬｄ ＝ ０.１５ꎬ０.２９ꎬ根据科恩的

定义ꎬ假设检验效应大小用效应尺度 ｄ 表示ꎬ即表示

数差 / 样本标准差ꎬｄ 值<０.２ꎬ０.２ ~ ０.８ꎬ>０.８ 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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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高效应尺度[２１] ꎮ 结果显示“效应尺度”偏低ꎮ
２.５　 学生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及电子健康素养对电

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的影响　 以年龄、年级、生源地、
文化程度、健康状态、营养状况值、电子健康素养水

平、自评电子健康信息教育必要性为自变量ꎬ电子健

康信息利用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结果

表明ꎬ不同年龄、年级、生源地、健康状况与电子健康

素养的大学生在电子健康信息利用的得分上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续后分析”结果表明ꎬ除了≤

１９ 岁与 ２０ 岁年龄组之间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外ꎬ高年龄组学生得分明显高于低年龄

组(Ｐ<０.０５ꎬｄ ＝ ０.１５)ꎮ 大二与大三学生之间得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ꎬ但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得分均高于大

一学生(Ｐ 值均<０.０１ꎬｄ 值分别为 ０.３２ꎬ０.２６ꎬ０.５６)ꎬ大
四学生高于大二、大三学生得分(Ｐ 值均<０.０５ꎬｄ 值分

别为 ０.２６ꎬ０.３２)ꎮ 城市学生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明

显高于郊区和农村学生( Ｐ 值均< ０. ０１ꎬｄ 值分别为

０.１９ꎬ０.１９)ꎮ 健康状况非常好的学生得分高于健康状

况良好或一般的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ꎬ ｄ 值分别为 ０. １９ꎬ
０.２４)ꎬ健康状况良好或一般的学生高于有慢病的学生

(Ｐ 值均<０.０５ꎬｄ 值分别为 ０.３４ꎬ０.４１)ꎮ 高电子健康

素养学生得分高于中或低电子健康素养学生(Ｐ 值均

<０.０１ꎬｄ 值分别为 ０.４０ꎬ０.３４)ꎮ

表 １　 影响大学生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人数 ｘ±ｓ Ｆ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１９ ３５３ ８.９４±６.４０ ４.１４ <０.０１

２０ ４４３ ８.９４±６.１４
２１ ４１６ ９.９４±６.８５
≥２２ ３４３ １０.２８±６.９５

年级 大一 ５２７ ８.１８±６.４８ ９.８２ <０.０１
大二 ４４９ １０.２７±６.４６
大三 ４９８ ９.８５±６.５７
大四 ５５ １２.１６±７.８４
大四以上 ２６ １０.６２±４.０５

生源地 城市 ５５５ １０.２７±６.９７ ５.９５ <０.０１
城镇 ４０６ ９.０５±５.９１
农村 ５９４ ９.０９±６.６３

健康状况 非常好 ３５８ １０.３１±７.５２ ４.１８ <０.０１
良好 ９０３ ９.３０±６.２４
一般 ２５５ ８.８０±６.２７
有慢性病 ３９ １１.４４±６.８９

电子健康素养 高 ７２２ １０.８６±６.７８ ２９.７１ <０.０１
中 ６３９ ８.２４±６.２３
低 １９４ ８.６３±６.１５

２.６　 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的多因素分析　 以性别、
专业、年龄、年级、生源地、健康状况、电子健康素养水

平为自变量ꎬ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为因变量ꎬ逐步

回归分析发现ꎬ电子健康素养作为相关最高的自变量

首先选入模型ꎬ然后分别是年级、专业、生源地、性别

(Ｂ 值分别为－０.１４７ꎬ０.１１６ꎬ０.０６４ꎬ－０.０５５ꎬ０.０５２ꎬＰ 值

均<０.０５)ꎮ

２.７　 电子健康素养对个体因素与电子健康信息利用

关系的中介效果　 根据 Ｂａｒｏｎ 等[２２] 的研究ꎬ采用回归

分析考察电子健康素养对年级、专业、生源地、性别、
年龄、健康状况和电子健康信息利用的中介作用ꎮ 由

表 ２ 可知ꎬ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对生源地、性别、专业回

归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ꎻ电子健康素养对生源地、性
别、专业回归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ꎻ电子健康信息利

用对生源地、性别、专业与电子健康素养回归分析ꎬ电
子健康素养系数有统计学意义ꎬ同时生源地、性别、专
业系数有统计学意义但比之前减小ꎬ表明电子健康素

养在生源地、专业、性别与电子健康信息利用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ꎮ Ｓｏｂｅｌ 检验的结果亦证实了部分中介

的效果ꎬ其检验值分别为－ ２.８０ꎬ３.０１ꎬ３.０１(Ｐ 值均<
０.０１)ꎮ 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对年龄、年级回归系数有统

计学意义ꎬ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对年龄、年级与电子健

康素养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ꎻ但电子健康素养对年

龄、年级回归系数无统计学意义ꎮ 进一步 Ｓｏｂｅｌ 检验

证实ꎬ电子健康素养对年龄、年级与电子健康信息利

用的关系无中介效果(Ｐ>０.０５)ꎮ

表 ２　 电子健康素养在大学生

个体因素与电子健康信息利用之间的中介作用

个体因素 路径 １ 系数 路径 ２ 系数
路径 ３ 中个

体因素系数

路径 ３ 中电子

健康素养系数
生源地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５∗∗ －０.１５８∗∗

专业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９∗∗ －０.１５５∗∗

性别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７∗∗

年龄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８∗∗ －０.１６５∗∗

年级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５∗∗ －０.１６２∗∗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路径 １ 为个体因素到电子健康信息利用ꎬ

路径 ２ 为个体因素到电子健康素养ꎬ路径 ３ 为个体因素＋电子健康素养

到电子健康信息利用ꎮ

３　 讨论

健康信息与人的生命质量息息相关ꎬ对健康信息

和服务的获取、理解和处理ꎬ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

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ꎬ能维持和促进健康ꎮ 随着网络

的普及发展ꎬ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

高效渠道[４ꎬ２３] ꎮ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ꎬ约 ５０％的大学生

主要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ꎬ 虽然低于合肥市

(８３.９％) [１６] ꎬ但互联网仍是大学生获取健康信息的最

主要途径ꎮ 在最期待的健康信息获取途径中ꎬ在线咨

询医生、电子移动设备(如手机 ＡＰＰ)与学校健康教育

３ 种途径的人数比例超过 ２０％ꎬ表明大学生对健康信

息的需求不够便捷、权威ꎮ 因此深入了解大学生电子

健康信息的利用现状及影响因素ꎬ有助于促进大学生

健康信息的有效利用及开发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电子健康素养及电子健康信

息利用量表的信效度均良好ꎬ如电子健康素养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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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值高于英文版量表的 ０.８８[７] ꎬ与国内中学

生电子健康素养量表相当[１３] ꎮ 大学生健康信息利用

总均分为(９.５４±６.６１)分ꎬ不到总分的 ３０％ꎬ表明大学

生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处于偏低水平ꎬ其中各维度分数

从高到低分别是搜索健康信息、健康服务信息利用、
在线健康信息互动ꎮ 相关分析表明电子健康信息利

用与各维度及电子健康素养均相关ꎮ
美国成人电子健康信息利用与年龄、学历明显相

关[５] ꎮ 宋美杰等[１７] 基于北京居民的健康信息调查数

据ꎬ运用行为理论构建健康信息寻求模型ꎬ发现生活

在北京郊区、收入偏低及有慢性病等特征的居民会主

动寻求健康信息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男性、医学专业、
年龄偏大、高年级、生源地为城市、健康状况非常好、
有慢病、高电子健康素养学生电子健康信息利用得分

较高ꎮ 多变量逐步回归分析表明ꎬ按相关性从高到低

进入模型的变量依次是电子健康素养、年级、专业、生
源地、性别ꎮ Ｎｅｔｅｒ 等[５] 研究发现ꎬ高电子健康素养者

更积极地利用电子健康信息、使用多种搜索策略和更

仔细地审核信息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电子健康素养在生

源地、专业、性别对电子健康信息利用的关系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ꎬ但在年龄和年级中无中介效果ꎮ
综上所述ꎬ不同特征的大学生具有不同的电子健

康信息利用水平ꎬ高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有助于电子健

康信息的利用ꎬ并在生源地、专业和性别与电子健康

信息利用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研究启示如下:
一是学校健康信息教育应根据学生人口学特征ꎬ尤其

要重视提升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ꎻ二是进一步的研

究可利用结构方程模型ꎬ探讨人口学特征、电子健康

素养、电子健康信息利用与健康行为的关系ꎮ 另外需

要注意的是ꎬ技术的应用可能不仅仅依赖使用者或其

具有的特征ꎬ也在于技术本身ꎮ 社会应积极开发个性

化的电子健康服务信息ꎬ即精心设计健康信息内容ꎬ
以容易接受的形式呈现ꎬ各个层面策略行动的联合将

有助于提高低电子健康素养者对电子健康信息的利

用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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