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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高中生早餐食用频次与健康危险行为的关系ꎬ为引导高中生养成每天吃早餐习惯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在重庆某区选取 １ 所高中ꎬ对其中 ３ 个年级的学生 ３ ２８３ 名进行问卷调查ꎮ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健康

危险行为对早餐食用频次的影响ꎮ 结果 　 高中生每天吃早餐的有 ２ ０６４ 名( ６２.９％)ꎬ不吃或有时吃早餐的有 １ ２１９ 名

(３７.１％)ꎮ 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能量饮料饮用、吸烟、饮酒、赌博、网络成瘾的高中生不健康早餐食用报告(不吃或有时

吃)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６.８０ꎬ５３.９７ꎬ８.１０ꎬ２３.７９ꎬ７.８９ꎬ１６.３１ꎬ３.９３ꎬ１７.９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男生(３６.１％)高于

女生(３３.３％)ꎬ饮用能量饮料学生(４１.２％)高于不饮用学生(３１.７％)ꎬ吸烟学生(４０.９％)高于不吸烟学生(３４.４％)ꎬ饮酒学

生(４０.３％)高于不饮酒学生(３３.３％)ꎬ赌博学生(３９.７％)高于不赌博学生(３４.３％)ꎬ网络成瘾学生(４０.０％)高于不成瘾学

生(３３.０％)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能量饮料饮用(ＯＲ＝ １.３２ꎬ９５％ＣＩ＝ １.１２~ １.５５)、饮酒(ＯＲ＝ １.２４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２ ~
１.５１)、网络成瘾(ＯＲ＝ １.４２ꎬ９５％ＣＩ＝ １.１９~ １.６８)与高中生不健康早餐食用频次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社会、家
庭、学校应加强引导高中生养成每天吃早餐的习惯ꎬ避免不吃早餐与危险行为聚集出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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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ＸＪＡ１９０００２)ꎻ重庆市永川区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项

目(２０２０ＣＣ１３０１)
【作者简介】 　 胡春梅(１９７７－)ꎬ女ꎬ四川广汉人ꎬ硕士ꎬ教授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学校心理健康ꎮ
【通信作者】 　 何玲玲ꎬＥ￣ｍａｉｌ:５８５４５７３９＠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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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的学习任务繁重、学业压力较大ꎬ每天吃

营养丰富的早餐能够为上午的活动提供充足能量ꎮ
已有调查发现ꎬ青少年不能每天吃早餐的情况较为普

遍ꎬ会影响认知功能和学习效率[１－２] ꎬ导致学业成绩不
佳ꎮ 因此ꎬ应引导高中生养成每天吃早餐的好习惯ꎮ
国外已有研究发现ꎬ加拿大、美国中学生早餐食用频
次与健康危险行为有关ꎬ有节食、吸烟、饮酒、攻击行
为的学生更容易不吃早餐[３－４] ꎬ饮用能量饮料和吃早
餐频次变少有关[５] ꎮ 我国高中生常见健康危险行为
有吸烟、饮酒、赌博、饮用能量饮料、网络成瘾等[６－８] ꎮ
健康危险行为有聚集出现的特点ꎬ当个体有一种或多
种危险行为时ꎬ就容易陷入其他危险行为[６] 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９—１０ 月对重庆市某高中 ３ ２８３ 名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ꎬ意图厘清高中生早餐食用频次与健康危险行

４５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１



为的关系ꎬ为引导高中生养成每天吃早餐的习惯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ꎬ在重庆市永川区某高

中抽取全部学生 ３ ５４４ 名进行问卷调查ꎬ共发问卷

３ ５４４份ꎬ剔除无效问卷(漏答、规律作答)２６１ 份ꎬ回收

有效问卷 ３ ２８３ 份ꎬ有效回收率 ９２. ６４％ꎮ 其中男生

１ ５１９名 ( ４６. ３％)ꎬ 女生 １ ７６４ 名 ( ５３. ７％)ꎻ 一年级

１ １７２名 ( ３５. ７％)ꎬ二年级 ９９１ 名 ( ３０. ２％)ꎬ 三年级

１ １２０名(３４.１％)ꎻ城市学生 １ ９５７ 名(５９.６％)ꎬ农村学

生 １ ３２６ 名(４０.４％)ꎮ 平均年龄(１６.５１±２.５４)岁ꎮ 调

查前ꎬ所有调查对象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早餐食用频率问卷　 采用季成叶等[９] 编制的

青少年早餐行为问卷中对早餐食用频次的调查题目ꎬ
调查“最近 １ 周(７ ｄ)内ꎬ你有几天吃早饭?”共包括“０
~ ７ ｄ”８ 个选项ꎮ 根据回答ꎬ早餐食用频次分为:不吃

早餐(７ ｄ 都不吃)、有时吃早餐(每周吃 １ ~ ６ ｄ)、每天

吃早餐(７ ｄ 都吃) ３ 类ꎻ将“不吃早餐” 和“有时吃早

餐”定为早餐食用频次“不健康组”ꎬ“每天吃早餐”定

为早餐食用频次“健康组” [１０] ꎮ
１.２.２　 能量饮料饮用问卷 　 能量饮料是包含了咖啡

因以及牛磺酸、维生素、氨基酸、中草药提取物等成分

的饮料[８] ꎮ 采用 Ｇａｌｌｕｃｃｉ 等[１１] 编制的能量饮料饮用

问卷ꎬ调查“最近 ３０ ｄ 内ꎬ消费能量饮料的频率是多

少?” 回答包括 ７ 个选项:“０ꎬ１ ~ ２ꎬ３ ~ ５ꎬ６ ~ ９ꎬ１０ ~ １９ꎬ
２０ ~ ３９ꎬ≥４０ 次”ꎻ根据回答ꎬ将饮用情况分为“不饮用

(０ 次)、低饮用(１ ~ ９ 次)和高饮用(≥１０ 次)”３ 组ꎻ在
数据分析时将“低饮用” 和“高饮用” 组合并为饮用

组[８] ꎮ
１.２.３　 吸烟、饮酒行为问卷　 采用 Ｇｒａｃｅ 等[１２] 编制的

吸烟 / 饮酒行为问卷ꎬ共有 ２ 个题目ꎬ请被试分别回答

“最近 １ 个月内ꎬ真正抽过烟(并非尝试吸烟) / 喝过酒

(并非尝试喝酒) 吗?” 回答为“没有” “有( １ 次及以

上)”ꎬ分别赋值为 ０ 和 １ꎮ
１.２.４　 赌博行为问卷　 采用胡春梅等[７] 编制的赌博

行为问卷ꎬ请被试回答“最近 １ 个月内ꎬ参与过赌博

(带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主要为棋牌类活动ꎬ包括

用金钱、代币或其他物品作为赌注) 吗?” 回答为“没

有”“有(１ 次及以上)”ꎬ分别赋值为 ０ 和 １ꎮ
１.２.５　 网络成瘾量表　 采用 Ｙｏｕｎｇ[１３] 编制的网络成

瘾量表ꎬ调查被试网络成瘾情况ꎬ共 ８ 个题目ꎬ每题回

答“是”和“否”ꎬ分别计“１ 分” “０ 分”ꎬ总分≥５ꎬ则可

判定为网络成瘾[１４] ꎻ根据得分ꎬ将被试分为“网络成瘾

(总分≥５ 分)”“非网络成瘾(总分≤４ 分)”两组ꎮ 本

研究中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０ꎮ
１.３　 施测及质量监控　 调查前ꎬ调查人员先与各班班

主任取得联系ꎬ告知其调查内容ꎬ确定调查时间和地

点ꎮ 正式施测时ꎬ班主任带调查人员到各班教室ꎬ首
先向学生宣讲调查目的、内容、指导语等ꎬ请学生签署

知情同意书ꎬ取得知情同意ꎻ之后统一发放问卷ꎬ宣讲

填写注意事项ꎬ及时解答填写过程中的各种疑问ꎮ 问

卷完成(约 １０ ｍｉｎ)后马上回收ꎻ接着整理回收问卷ꎬ
剔除漏填、规律作答的无效问卷ꎬ有效问卷由调查人

员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ꎮ
１.４　 统计方法 　 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进行数据录入、分析ꎮ
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早餐食用频次状况ꎻ用 χ２ 检验比较
不同人口学特征及危险行为学生不健康早餐频次的

差异ꎻ将 χ２ 检验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非条
件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高中生早餐食用行为频次　 高中生早餐食用频
次健康(每天吃) 的有 ２ ０６４ 名( ６２. ９％)ꎻ不健康的

１ ２１９名(３７.１％)ꎬ其中不吃早餐的 ８３ 名(２.５％)ꎬ有时

吃早餐的 １ １３６ 名(３４.６％)ꎮ
２.２　 不同特征和健康危险行为因素学生不健康早餐

食用行为报告率比较　 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能量

饮料饮用、吸烟、饮酒、赌博、网络成瘾的高中生不健

康早餐食用行为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ꎬ男生、三年级学生、农村学生、饮用能量饮料、吸
烟、饮酒、赌博、网络成瘾学生不健康早餐频次相对更

多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健康危险行为

高中生不健康早餐食用行为报告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ｅａｔ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组别 人数 不吃 有时吃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５１９ ５２(３.４) ５４８(３６.１) ６.８０ ０.０１
　 女 １ ７６４ ３１(１.８) ５８８(３３.３)
年级
　 一 １ １７２ ２９(２.５) ４１７(３５.６) ５３.９７ ０.００
　 二 ９９１ ２７(２.７) ２５５(２５.８)
　 三 １ １２０ ２７(２.４) ４６４(４１.４)
生源地
　 城市 １ ９５７ ４８(２.５) ６４０(３２.７) ８.１０ ０.００
　 农村 １ ３２６ ３５(２.６) ４９６(３７.４)
能量饮料饮用
　 饮用 ９８６ ２２(２.２) ４０６(４１.２) ２３.７９ ０.００
　 不饮用 ２ ２９７ ６１(２.７) ７３０(３１.７)
吸烟
　 吸 １１５ １０(８.７) ４７(４０.９) ７.８９ ０.０１
　 不吸 ３ １６８ ７３(２.３) １ ０８９(３４.４)
饮酒
　 喝 ５９０ ２４(４.１) ２３８(４０.３) １６.３１ ０.００
　 不喝 ２ ６９３ ５９(２.２) ８９８(３３.３)
赌博
　 参加 ２０４ ８(３.９) ８１(３９.７) ３.９３ ０.０５
　 不参加 ３ ０７９ ７５(２.４) １ ０５５(３４.３)
网络成瘾
　 成瘾 ７３８ ２８(３.８) ２９５(４０.０) １７.９６ ０.００
　 非成瘾 ２ ５４５ ５５(２.２) ８４１(３３.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进一步对不吃和有时吃早餐报告率进行比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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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不同性别、吸烟的高中生不吃早餐报告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６.４０ꎬ１０.８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
男生、吸烟学生不吃早餐报告率相对更高ꎮ 不同年

级、生源地、能量饮料饮用、饮酒、赌博、网络成瘾学生

不吃早餐报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４.７９ꎬ
０.０７ꎬ２.８９ꎬ２.９１ꎬ０.７２ꎬ２.４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不同健康危险行为因素对早餐食用频次的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性别(男 ＝ １ꎬ女 ＝ ２)、年级(一年级 ＝
１ꎬ二年级＝ ２ꎬ三年级 ＝ ３)、生源地(城市 ＝ １ꎬ农村 ＝
２)、能量饮料饮用(不喝＝ ０ꎬ喝＝ １)、吸烟(不吸＝ ０ꎬ吸
烟＝ １)、饮酒(不喝＝ ０ꎬ喝＝ １)、赌博(不参加 ＝ ０ꎬ参加
＝ １)、网络成瘾(不成瘾 ＝ ０ꎬ成瘾 ＝ １)为自变量ꎬ早餐

食用频次为因变量(健康 ＝ ０ꎬ不健康 ＝ １)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ꎬ在控制性别、年级、生源

地的情况下ꎬ喝能量饮料(ＯＲ ＝ １.３２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２ ~
１.５５)、饮酒(ＯＲ ＝ １.２４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２ ~ １.５１)、网络成

瘾(ＯＲ ＝ １.４２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９ ~ １.６８)与高中生不健康早

餐食用频次呈正性相关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高中生早餐食用频次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３ ２８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ｅａｔ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ｎ＝ ３ ２８３)

自变量 亚组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０.０９ １.２５ ０.２６ ０.９２(０.７９~ １.０７)
年级 一 ０.２７ ９.５１ ０.００ １.３１(１.１０~ １.５６)

二 ０.６４ ４６.５７ ０.００ １.９０(１.５８~ ２.２９)
生源地 城市 ０.２１ ７.４１ ０.０１ １.２３(１.０６~ １.４２)
能量饮料 不喝 ０.２８ １１.２７ ０.００ １.３２(１.１２~ １.５５)
抽烟 不抽 ０.２９ ２.００ ０.１６ １.３４(０.８９~ ２.０１)
饮酒 不喝 ０.２２ ４.６６ ０.０３ １.２４(１.０２~ １.５１)
赌博 不参加 ０.１０ ０.３９ ０.５３ １.１０(０.８１~ １.５０)
网络成瘾 不成瘾 ０.３５ １６.０５ ０.００ １.４２(１.１９~ １.６８)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ꎬ有 ３７.１％的高中生早餐食用频次

不健康(不吃和有时吃)ꎬ６２.９％的学生会每天吃早餐ꎬ
健康率高于 ２０１７ 年安徽、２０１８ 年河北中学生的调查

结果[２ꎬ１５] ꎮ 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能量饮料饮用、吸
烟、饮酒、赌博、网络成瘾高中生的不健康食用早餐频

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中男生比女生多ꎬ和男生比

女生起床晚、对早餐重视程度不及女生有关[２] ꎻ三年

级学生比一、二年级学生多ꎬ可能是因为三年级学习

任务更繁重ꎬ学生有时会将早餐时间用于学习ꎬ影响

早餐摄入ꎻ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多ꎬ与已有研究结果

一致[１０ꎬ１６] ꎻ有饮用能量饮料、吸烟、饮酒、赌博、网络成

瘾行为的学生比无类似行为学生多ꎬ和危险行为会聚

集出现有关ꎬ健康危险行为多的学生会更多采取负

性、消极行为处理问题ꎬ更易出现不吃或有时吃早餐

的情况[６] 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喝能量饮料、饮酒、网络成瘾与高

中生不健康早餐食用频次呈正相关ꎬ提示以上行为越

多者ꎬ会有更多不吃或有时吃早餐的行为ꎮ 主要原因

如下:(１)能量饮料厂商在广告中宣传其具有“提升醒

脑、补充能量” 的功能ꎬ会误导高中生选择其替代早

餐ꎬ影响健康早餐摄入ꎻ同时ꎬ能量饮料饮用增多与高

中生减少牛奶和水果摄入、增加含糖饮料饮用等不良

饮食习惯有关[５ꎬ１７] ꎬ易导致不吃早餐或早餐营养不佳ꎮ
(２)饮酒会影响个体的消化系统[１８] ꎬ抑制胃蛋白酶分

泌ꎬ使食欲减退ꎬ如晚上饮酒会导致次日早上没有胃

口而不吃早餐ꎬ因此ꎬ饮酒的学生更易早餐食用频次

不健康ꎮ (３)过多使用网络会影响个体睡眠质量、扰
乱生理节律ꎬ特别是成瘾者会出现晚睡、晚醒的情

况[１９] ꎬ会直接导致学生早上晚醒ꎬ由于起床晚耽误早

餐时间ꎬ而不吃早餐ꎮ
综上所述ꎬ有 ３７.１％的学生早餐食用频次不健康ꎬ

应引导高中生养成每天吃早餐的好习惯ꎮ 结合本研

究结果ꎬ提出以下建议:(１)在社会层面ꎬ相关管理部

门应该引导督促媒体、网络、社区等加强宣传每天吃

早餐、营养搭配的重要性ꎬ提高大众对早餐的重视程

度[２０] ꎮ (２)在学校层面ꎬ首先应加强科学早餐、合理

膳食的宣讲ꎬ提高学生对科学食用早餐的重视度ꎬ形
成正确健康观ꎻ其次ꎬ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班队活动等

途径开展健康早餐习惯教育ꎬ结合不同特征学生早餐

食用频次特点设计教育内容、形式等ꎬ提高教育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ꎻ最后ꎬ将早餐食用习惯培养和危险行

为教育相结合ꎬ培养学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ꎬ按时作

息、拒绝网瘾、远离吸烟饮酒饮料等不健康行为ꎬ避免

不吃早餐与危险行为聚集出现ꎮ (３)在家庭层面ꎬ家
长应给子女树立每天吃早餐的榜样、注重早餐营养搭

配ꎬ督促子女每天吃营养充足的早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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