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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营养状况调查
方莹１ ，张亚兰１ ，李林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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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２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中医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为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对中南民族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

进行膳食营养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饮食习惯、生活方式、身体健康状况等几个方面，一共收
集到 １４３ 份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在生活习惯方面与疫情前相比有明显变化，如大部分调
查对象运动量减少、睡眠量增加、体力活动强度降低；不过疫情只对少部分调查对象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具有明
显影响，对绝大部分调查对象的影响不大；进一步调查发现原因在于个人对营养健康的重视程度以及不同个体生
活的城市疫情严重程度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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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身心素质是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基

因为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所以大多体魄强健，

础．合理营养、平衡膳食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获得

因此仍有少数个体对健康饮食关注度不够甚至完全

健康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营养调查是了解个体或群
体营养状况的方法，其主要目的是了解被调查者与

不重视（ 图 １） ．

营养有关的健康状况，发现其存在的营养不平衡问
题．多项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存在营养知识
欠缺、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１⁃２］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

ＣＯＶＩＤ⁃１９） 简称“ 新冠肺炎” ，其病原体是一种新型
冠状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由于病毒传染性
强、传播速度快，为控制疫情蔓延，我国居民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进行居家隔离 ［５］ ． 与此同时，正值 ２０２０

年寒假的各大高校也采取推迟开学的疫情防控策
略．长时间居家防御新冠疫情的大学生们营养和健
康状况如何？ 本文以中南民族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学生为主要对象，对其居家隔离期间的营养健
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以评价疫情对大学生饮食起
居及健康状况的影响．

１

调查对象与方法
为便于质量控制，以中南民族大学食品质量与

安全专业学生为整体抽样调查对象，通过“ 问卷星”

在线平台进行．调查问卷共设 ２８ 个封闭式问题，覆

２．１．２

来侧面了解饮食是否规律，结果如表 １ 所示．大部分
调查对象疫情期间的饮食较为规律，但仍有少部分
个体不能做到早晚按时进餐．同时，对一日三餐的规
律性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饮
食非常规律（ ２２．３８％） 或比较规律（ ５４． ５５％） ，少部
分个体认为自己饮食不规律（２３．０８％） （ 表 １） ． 该结

果与上述食用早餐和夜宵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且相
互印证，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多数食品质量与安全专
业学生对于健康饮食的重视程度较高，大部分个体
在居家隔离期间能做到规律进餐．
Ｔａｂ．１
调查内容

三 ２７ 人（ １８．８８％） ，大四 ５３ 人（ ３７．０６％） ，其他（ 往

食用早餐

疫情期间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饮食习惯

２．１．１

调查
对健康饮食的重视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个体表示对健康饮食一

般重视（ ４６．１５％） 或比较重视（ ４１． ２６％） ，只有少部
分同学表示非常重视（ ４．９％） 或不重视（ ７．６９％） ． 调
查对象中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占比共 ９７．２０％，这部
分学生已经掌握营养学基本理论，具备营养学基础

知识，对自身的饮食及健康相对比较重视；但大学生

每周摄入情况
５ 次及以上
３～５ 次

每天都吃
食用宵夜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疫情期间饮食规律性统计

小于 ３ 次

重的 地 区， 调 查 对 象 中 所 在 地 为 湖 北 的 有 ３５ 人

２

表１

Ｔｈ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每天都吃

届）３ 人（２．１％） ．湖北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
（２４．４８％） ，其他省的为 １０８ 人（７５．５２％） ．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

疫情期间饮食的规律性

３６ 人（２５．１７％） ，女生 １０７ 人（７４．８３％） ；各年级人数
分别为大一 １ 人（ ０．７％） 、大二 ５９ 人（ ４１． ２６％） 、大

对健康饮食的重视程度

通过调查疫情期间每周食用早餐和夜宵的次数

盖人口学基本资料、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健康状况

四个维度．本次调查参与人数总计 １４３ 人，其中男生

Ｆｉｇ．１

图１

５ 次及以上
３～５ 次

３４

２３．７８

２６
３１
５
７

３６．３６
１８．１８
２１．６８
３．５０
４．９０

２３

１６．０８

３２

２２．３８

１０８

比较规律

７８

不规律

２．１．３

占比 ／ ％

５２

小于 ３ 次

非常规律
一日三餐

人数 ／ 人

３３

７５．５２
５４．５５
２３．０８

疫情期间食材丰富度

疫情隔离期间不能自由出门采购，因此新鲜食

材的获取是一个问题． 但调查中近半数个体表示食
材丰富度与疫情前差不多（ ４９．６５％） ，而各有约 １ ／ ４

调查 对 象 表 示 食 材 丰 富 度 比 之 前 多 或 少 （ 各 占

２５．１７％） （ 图 ２） ．湖北省作为疫情重灾区，其调查数
据与整体结果基本一致．虽然疫情导致物流停运、出

第１期

２３

方莹，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营养状况调查

门采购受阻，但人们通过线上团购的方式获取食材，

学习或游玩，有更多时间用于家庭美食的制作和品

还能获得政府补给或企业捐赠的爱心菜，因此部分

尝，导致食物总体摄入水平上升．

家庭食材甚至比往年同期更为丰富，当然也存在食
物供给量充分但种类并不丰富的情况．此外，部分农
村地区本来就能通过种植或养殖自给自足的家庭，
食材供应也不会受到较大影响．

此外，对疫情期间酒、零食和方便食品的摄入情

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图 ４ 所示．调查发现，疫情期间
饮酒量比之前少（５３．１５％）或（和）以前一样（４１．９６％）

的总占比超过九成，只有极少数个体表示饮酒量比之
前多（４．９％）（图 ４ａ）．由此可见，除极少数个体可能因
为家庭内部具有饮酒习惯造成疫情期间饮酒量增加
以外，大部分调查对象的饮酒量减少，原因一方面是

图２

疫情期间食材丰富度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２．１．４

疫情期间的饮食结构

大部分个体认为自己疫情期间的饮食相对均衡

（ 图 ３） ，少部分个体的饮食结构是单纯以动物性或

居家隔离期间宴会大量减少，另一方面与食品质量与
安全专业学生主观上具备一定的营养保健意识有关．
近四成调查对象表示疫情期间零食与方便食品摄入
量比以前多（３９．８６％）（图 ４ｂ）．该结果表明，大部分人
在疫情期间零食与方便食品摄入量与疫情前相比发

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模式更接

生了变化，可能原因一方面与受疫情影响有一定关

近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人群的膳食结构，而植物性食

系，另一方面与个人及所在家庭饮食习惯有关．

物为主的膳食模式更接近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

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膳食结构 ［６⁃７］ ．本调查中大部分人
群的饮食结构是荤素相当，原因可能在于疫情期间
动物性食物较新鲜蔬菜耐储藏，所以受到的影响程
度相对较小 ［８⁃９］ ．

Ｔａｂ．２
膳食种类

表２

疫情期间膳食摄入量

Ｔｈ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摄入情况
比以前多

水

和以前一样
比以前少
比以前多

粮谷类

和以前一样
比以前少
比以前多

薯类

２．１．５

Ｆｉｇ．３

图３

比以前少
疫情期间的饮食结构

Ｔｈ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疫情期间各类食物摄入量

比以前多
蔬菜

水、粮谷类、薯类、蔬菜、水果、豆类、肉、蛋、奶及其制
品

等食物的摄入量进行调查，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比以前多
水果

比以前多
豆类

２８．６７％，奶及奶制品 ２５． １７％） ，其他食物品种摄入
量减少的人数比例均在 ２０％ 以内，同时，各类食物
摄入量和以前水平相当的占比均在 ５０％ 左右，少部

和以前一样
比以前少
比以前多

肉及肉制品

和以前一样
比以前少

分调查对象疫情期间各类食物的摄入量比之前增
多．该结果表明，疫情对大部分个体食物摄入量的影

和以前一样
比以前少

可以看出，各类食品摄入量比之前少的总体占比较

小，除 水 果 和 奶 及 奶 制 品 超 过 ２０％ 以 外 （ 水 果

和以前一样
比以前少

参考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对疫情期间包括

［１０］

和以前一样

比以前多
蛋及蛋制品

和以前一样

响较小，基本保持与疫情前相当水平，这与我国疫情

比以前少

控制及时，全国食品供应未受影响有关． 全球范围

比以前多

内，一些疫情严重地区的食品供应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问题．疫情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不能外出工作、

奶及奶制品

和以前一样
比以前少

人数 ／ 人

占比 ／ ％

８２

５７．３４

３９
２２
５９
７２
１２

２７．２７
１５．３８
４１．２６
５０．３５
８．３９

５７

３９．８６

２２

１５．３８

６４
６８
６３
１２

４４．７６
４７．５５
４４．０６
８．３９

５０

３４．９７

４１

２８．６７

５２
４１
８６
１６
４９
６９
２５
６９
６４
１０

３６．３６
２８．６７
６０．１４
１１．１９
３４．２７
４８．２５
１７．４８
４８．２５
４４．７６
６．９９

４５

３１．４７

３６

２５．１７

６２

４３．３６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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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２．２

图４

疫情期间酒、零食与方便食品摄入量

Ｔｈ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ｓｎ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ｆａｓｔ 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 疫情期间的饮酒量；（ｂ）疫情期间的零食与方便食品摄入量

疫情对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生活方式的

炼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极少数个体表示疫情期间户

影响

外活动时间增加（６．２９％），通过社交平台深入访谈后了

２．２．１ 疫情期间的户外活动时间及体力活动强度变化

调查表明，疫情期间约 ３／ ４ 的个体因疫情影响减

少外出活动（７５．５２％），超过 ３／ ５ 的调查对象疫情期间

解发现，这些学生活动增加是因为大多参加了当地疫

情防控或保障有关的志愿工作（图 ５），这也同时彰显了
大学生疫情期间的勇于担当精神．

体力活动强度降低（６１．５４％），疫情对大学生的体育锻

（ ａ）
Ｆｉｇ．５

图５

疫情期间锻炼方式变化

（ ｂ）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 ａ） 户外活动时间；（ ｂ） 体力活动强度

调查发现，大学生体力活动强度增加的比例略

体活动，部分学生运动量减少同时伴随睡眠量增加，

有上浮，原因在于部分个体虽然因为疫情导致户外

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伴随膳食结构不平衡，极有

活动减少，但居家隔离期间室内活动强度有一定增

可能导致健康状况发生变化．

加，如参与家务劳动，注重室内体育锻炼等．

２．２．２

疫情期间的睡眠量

调查显示，疫情期间近一半的调查对象睡眠量

增加（４８．９５％） （ 图 ６） ．

２．３

疫情期间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的健康
状况
体重是评价机体健康状况中最客观常用的指

标．调查发现，体重增加的个体占总人数的 ５７．３５％，
而体重减轻的个体只占 ９．０９％ （ 图 ７） ． 体重减轻的
原因在排除目的性减脂的极少数个例外，还有可能
是由于疫情导致的心理应激引起基础代谢率上升从
而导致体重降低，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疫
情对大学生生活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尤其是饮食习

Ｆｉｇ．６

图６

疫情期间的睡眠时间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因受疫情影响不能外出进行各项公共事务或集

惯的影响，都可能导致消化道出现问题 ［１１］ ． 对是否
产生消化道症状的调查中，有 ３７．０６％的人表示居家

隔离期间出现了消化不良症状，如便秘、腹痛、腹胀、
腹泻、反酸、胃胀、胃肠道蠕动异常等． 由此可见，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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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方莹，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营养状况调查

情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很可能具有次生效应．

Ｆｉｇ．７

３

图７

疫情期间体重变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讨论
疫情发生以来，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习惯．居家隔离会导致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发生
变化，封闭隔离地区物流受到影响导致各种蔬菜、水
果等供应问题进而影响膳食平衡 ［１２］ ．上述调查结果

［２］

段婷婷，陈刚，李欣蔚，等．大学生膳食营养与卫生的现

［３］

王文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认知与思考 ［ Ｊ］ ． 世界科

［４］
［５］

显示，中南民族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在新

度及食品摄入量发生变化，半数以上个体体重增加，
近四成个体出现消化道症状等．由此可见，疫情对大
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具有一定影响，但结果同时表明，
湖北地区与湖北以外地区的调查结果无显著差异，

［６］
［７］
［８］

说明疫情期间的隔离防控策略在全国各地均产生了
明显效果．
在对分餐制执行情况调查时发现，只有少部分

［９］

调查对 象 表 示 疫 情 期 间 家 庭 成 员 采 用 了 分 餐 制
（１４．６９％） ，说明虽然当前民众普遍比较关注健康问
题，但只有少部分人有较强的传染病预防和保健意

［１０］

确引导人民群众食物结构的调整，进而引领提高人

［１１］

民的营养健康水平和整体生活质量．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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