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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营养教育对儿童零食行为的干预效果ꎬ为改善儿童不良零食行为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取随机整

群抽样方法ꎬ选取深圳市 １１ 所小学二年级学生 ２ ７５８ 名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４—７ 月开展干预活动ꎬ干预前后分别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干预后ꎬ儿童经常食用的健康零食如水果类、面包蛋糕类、纯牛奶酸奶的比例上升(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０.２５ꎬ４.４６ꎬ４.７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非健康零食如果冻、饼干薯片类、油炸烧烤类以及碳酸饮料的食用比例明显下降(χ２ 值分别为 ３６.５３ꎬ８５.０３ꎬ
９６.７５ꎬ１１５.８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每天吃零食超过 ３ 次的不良零食行为有所改善(χ２ ＝ ５.４４ꎬＰ<０.０５)ꎬ健康零食行为如吃零食

前洗手、吃零食后刷牙或漱口、每天喝奶类每天吃水果的比例有所上升(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７５ꎬ１９.４１ꎬ４９.５４ꎬ１５.６５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自购零食时考虑的合理因素如营养和卫生的比例明显上升ꎬ而不良的影响因素如好吃、赠送玩具 / 小礼物、包装以及

电视广告的比例有所下降(χ２ 值分别为 ５３.５８ꎬ９１.７０ꎬ１４.１８ꎬ２０.９１ꎬ１３.１２ꎬ４.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零食营养教育可有效

改善儿童不良零食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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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各种少量的食物和

饮料(不包括水) [１] ꎮ 近十几年来ꎬ我国儿童青少年零

食消费量呈上升趋势ꎬ零食已成为儿童青少年每日饮

食的一部分[２] ꎮ 有调查显示ꎬ深圳市居民零食消费率

为 ６６.１％ꎬ其中 ２ ~ １７ 岁零食消费率最高ꎬ为８１.２％[３] ꎮ
儿童科学合理摄入零食ꎬ不仅可以补充能量ꎬ还可以

为身体提供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素ꎮ 然而ꎬ研
究表明ꎬ现今儿童往往依据口味和喜好选择零食ꎬ偏
好高糖、高盐、高脂肪等不健康零食[４－６] ꎮ 不合理的食

用零食不仅会引发口腔疾病、胃肠疾病ꎬ还会导致肥

胖、营养不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７－９] ꎮ 为倡

导科学的零食食用理念ꎬ培养儿童合理的零食行为ꎬ

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４—７ 月在深圳开展儿童零食营养教育

行为干预项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分别从深圳市

１０ 个行政区以及市直属小学名册中各随机抽取 １ 所

小学ꎬ所抽取的 １１ 所小学所有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

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２ ７５８ 份ꎬ其中干预前有效问卷 ２ ７１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５１％ꎬ干预后有效问卷 ２ ７２０ 份ꎬ有效

率为 ９８.６２％ꎮ 干预前男童 １ ５３０ 名(５６.３１％)ꎬ女童

１ １８７名(４３.６９％)ꎬ年龄为 ７ ~ １１ 岁ꎬ平均(８.３２±０.７７)
岁ꎮ 干预后男童 １ ５４１ 名( ５６. ６５％)ꎬ女童 １ １７９ 名

(４３.３５％)ꎬ年龄为 ７ ~ １１ 岁ꎬ平均年龄(８.３３±０.７６)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 １ 　 基 线 和 效 果 评 估 　 参阅相关书籍和文

献[１ꎬ４－５ꎬ１０]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并经预调查后进行修

改ꎮ 问卷分为 ４ 项共 ２０ 题ꎬ主要包括儿童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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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食用行为、零食食用卫生以及零食购买情况ꎮ 问

卷调查员均通过统一培训ꎬ考核合格后参与调查ꎮ 采

取自填式问卷调查ꎬ由调查员讲解问卷填写注意事

项ꎬ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并对问卷的完整性进行审

核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完成基线调查ꎬ效果评估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完成ꎮ
１.２.２　 营养教育行为干预　 主要干预方法包括:(１)
向学生发放儿童零食读画本、膳食宝塔餐垫、儿童零

食指南小扇子ꎻ(２)对校医和班主任进行儿童营养学

知识和“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专题培训ꎬ由
校医或班主任分别以“食物营养大解密”“科学搭配三

餐”“合理选择零食”和“拒绝垃圾食品”为主题开设健

康大讲堂ꎬ每个班级开展 ２ 节课ꎬ每课时 ３０ ｍｉｎ 左右ꎻ
(３)开展晒早餐签到、健康分享班会、拒绝垃圾食品、
宣传栏比赛等活动ꎬ每个班级至少开展一次参与式活

动ꎻ(４)向学生家长发放宣传读本ꎬ并召开家长营养教

育专题讲座和交流会ꎬ动员家长对孩子饮食情况进行

监督和指导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调查数据

录入ꎮ 用 ＳＡＳ ９.３ 软件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ꎬ计数资

料比较用 χ２ 检验进行分析ꎬ计量资料用 ｔ 检验ꎬ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零食和饮料食用情况　 干预前儿童经常吃的零

食有水果类、面包蛋糕类、果冻、坚果类等ꎬ经常喝的

饮料有纯牛奶酸奶、果汁、凉茶绿茶类、碳酸饮料等ꎮ
营养教育干预后ꎬ除坚果类食用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外ꎬ其他零食均发生了变化ꎬ其中水果类、面包蛋糕

类以及纯牛奶酸奶的食用率上升ꎬ而其他类零食食用

率均下降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儿童零食和饮料食用种类报告率干预前后比较

零食和饮料 零食种类 干预前(ｎ ＝ ２ ７１７) 干预后(ｎ ＝ ２ ７２０) χ２ 值 Ｐ 值
经常吃的零食 水果类 ２ １２０(７８.０３) ２ ２５４(８２.８７) ２０.２５ <０.０１

面包蛋糕类 １ ６７７(６１.７２) １ ７５４(６４.４９) ４.４６ ０.０３
果冻 １ １９２(４３.８７) ９７５(３５.８５) ３６.５３ <０.０１
坚果类 １ ０７５(３９.５７) １ ０３８(３８.１６) １.１３ ０.２９
饼干薯片类 ９７４(３５.８５) ６６３(２４.３８) ８５.０３ <０.０１
糖果巧克力类 ９５０(３４.９７) ７７０(２８.３１) ２７.８５ <０.０１
油炸烧烤类 ６６４(２４.４４) ３７９(１３.９３) ９６.７５ <０.０１
方便面 ５６２(２０.６８) ３７４(１３.７５) ４５.８６ <０.０１
果脯话梅蜜饯类 ５０８(１８.７０) ４２６(１５.６６) ８.８０ <０.０１

经常喝的饮料 纯牛奶酸奶 １ ９０１(６９.９７) １ ９７６(７２.６５) ４.７７ ０.０３
果汁 １ ４５２(５３.４４) １ ２７０(４６.６９) ２４.７７ <０.０１
凉茶绿茶类 １ ００３(３６.９２) ９０３(３３.２０) ８.２５ <０.０１
碳酸饮料 ８３９(３０.８８) ４９８(１８.３１) １１５.８３ <０.０１
爽歪歪营养快线类 ８２１(３０.２２) ５３６(１９.７１) ８０.１８ <０.０１
咖啡奶茶类 ４７７(１７.５６) ３５１(１２.９０) ２２.７８ <０.０１
功能饮料 ２９６(１０.８９) ２２１(８.１３) １２.１２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零食食用行为教育前后比较　 每天吃零食超过

３ 次的比例由 ３０.１８％下降到 ２７.３２％ꎻ吃零食前洗手、
吃零食后刷牙或漱口、每天喝奶或奶制品、每天吃水

果的比例上升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
看电视或玩游戏时吃零食的报告率行为干预前后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４０ꎬＰ ＝ ０.０７)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儿童零食食用行为报告率干预前后比较

行为习惯
干预前

(ｎ ＝ ２ ７１７)
干预后

(ｎ ＝ ２ ７２０)
χ２ 值 Ｐ 值

平均每天吃零食超过 ３ 次 ８２０(３０.１８) ７４３(２７.３２) ５.４４ ０.０２
看电视或玩游戏时吃零食 ８７４(３２.１７) ８１２(２９.８５) ３.４０ ０.０７
吃零食前洗手 １ ４８５(５４.６６) １ ６２２(５９.６３) １３.７５ <０.０１
吃零食后刷牙或漱口 ９５９(３５.３０) １ １１８(４１.１０) １９.４１ <０.０１
每天喝奶或奶制品 １ ２４６(４５.８６) １ ５０７(５５.４０) ４９.５４ <０.０１
每天吃水果 １ ３９５(５１.３４) １ ５４２(５６.６９) １５.６５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自购零食考虑因素教育前后比较　 干预前自购

零食考虑因素前 ５ 位分别是营养 ( ５９. ８８％)、卫生

(５０.８６％)、好吃(４８.４０％)、家里人常吃(２７. ２４％) 和

赠送玩具 / 小礼物(２６.５０％)ꎮ 营养教育干预后ꎬ考虑

营养和卫生的比例明显上升ꎬ而考虑好吃、赠送玩具 /
小礼物、包装及电视广告的比例有所下降ꎻ家里人常

吃、品牌和价格便宜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

表 ３ꎮ

表 ３　 儿童自购零食考虑因素干预前后比较

考虑因素 干预前(ｎ ＝ ２ ７１７) 干预后(ｎ ＝ ２ ７２０) χ２ 值 Ｐ 值
营养 １ ６２７(５９.８８) １ ８８７(６９.３８) ５３.５８ <０.０１
卫生 １ ３８２(５０.８６) １ ７３３(６３.７１) ９１.７０ <０.０１
好吃 １ ３１５(４８.４０) １ １７８(４３.３１) １４.１８ <０.０１
家里人常吃 ７４０(２７.２４) ７８９(２９.０１) ２.１１ ０.１５
赠送玩具 / 小礼物 ７２０(２６.５０) ５７７(２１.２１) ２０.９１ <０.０１
品牌 ６５３(２４.０３) ６５０(２３.９０) ０.０１ ０.９１
价格便宜 ５９８(２２.０１) ５４０(１９.８５) ３.８２ ０.０５
包装 ４５６(１６.７８) ３６１(１３.２７) １３.１２ <０.０１
电视广告 ３１８(１１.７０) ２７１(９.９６) ４.２６ ０.０４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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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阶段ꎬ合理的摄入零食

可补充正餐能量供给的不足ꎬ也可为生长发育提供必

需的营养素ꎮ 然而ꎬ现今高能量、高盐、低营养的零食

随处可见ꎬ加上商家还会利用香味、色泽、包装以及广

告等[１１－１２] 诱惑儿童购买ꎬ将危害到儿童的健康ꎮ 儿童

时期饮食习惯尚未形成ꎬ应多开展一些健康教育活

动ꎬ提高儿童对零食营养知识的认知ꎬ教会他们科学

合理地食用零食ꎬ从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ꎮ
刘爱玲等[５] 分析我国城市儿童零食消费行为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的变化情况发现ꎬ儿童零食食用新鲜水

果、谷类、奶类的食用比例下降ꎬ而油炸类、肉蛋类、冷
饮、含糖饮料的食用比例明显上升ꎬ表明儿童零食食

用现况令人担忧ꎮ 本调查显示ꎬ儿童最喜欢的零食有

水果、面包蛋糕、牛奶酸奶、果汁等ꎬ然而一些不健康

的零食如油炸烧烤类、薯片类、果冻、碳酸饮料等的比

例也很高ꎬ与有关文献报道一致[１０ꎬ１３－１４] ꎮ 通过项目的

开展ꎬ儿童对零食的选择有了较大改变ꎬ健康零食的

食用比例上升ꎬ而非健康零食食用比例明显下降ꎬ表
明大多数儿童已基本能辨别健康零食与非健康零食ꎬ
正在向科学食用零食迈进ꎮ

本调查发现ꎬ儿童零食食用行为习惯存在不合理

之处ꎬ如每天吃零食超过 ３ 次、玩游戏或看电视时吃零

食以及不注意零食食用卫生等ꎮ 在玩游戏或看电视

时吃零食会使儿童在不知不觉中过量摄入零食[１５－１６] ꎬ
从而导致超重或肥胖ꎮ 如果不注意零食食用卫生ꎬ将
增加儿童口腔及胃肠道疾病的患病风险ꎮ 干预前后

比较发现ꎬ干预后儿童不良零食行为有所下降ꎬ健康

行为有所提升ꎻ而在玩游戏或看电视时吃零食行为没

有得到有效改善ꎮ 可能与人们往往在休闲娱乐时吃

零食的习惯有关ꎬ后期项目的开展应有所侧重ꎮ
在自购零食考虑因素方面ꎬ５０％以上的儿童优先

考虑营养和卫生ꎬ高于类似的调查结果[４ꎬ１７] ꎮ 不过也

有超过 ４０％的儿童会因好吃而购买食物ꎮ 对比干预

前后的数据发现ꎬ合理的影响因素如营养和卫生的比

例明显上升ꎬ而不良的影响因素ꎬ如好吃、赠送玩具 /
小礼物、包装以及电视广告的比例有所下降ꎬ表明大

多数儿童已懂得了购买零食时影响因素的好坏ꎬ也愿

意以科学合理的因素指导自己购买零食ꎮ
综上所述ꎬ通过营养教育干预的实施能有效改善

儿童不良零食行为ꎮ 本项目值得推广的经验有:(１)
选取小学二年级学生为干预对象ꎮ 相对于中学生或

大学生ꎬ小学生饮食行为习惯尚未形成ꎬ且比较容易

接受教师和家长的建议ꎻ(２)对学生、老师和家长同时

进行营养教育干预ꎻ(３)宣传物品发挥较好宣传作用ꎮ
项目制作的儿童零食读画本、膳食宝塔餐垫、儿童零

食指南小扇子深受学生欢迎ꎬ且很实用ꎬ将零食营养

知识的宣传很好的融入了日常生活ꎮ 当然ꎬ本项目也

存在一些不足:(１)没有设立平行对照组ꎬ自身对照对

干预效果会产生一定影响ꎻ(２)干预时间较短ꎬ行为的

改变需要较长的周期ꎬ短时间干预不利于行为的巩

固ꎻ(３)缺少家长学生互动式主题活动ꎮ 后期项目的

实施会克服这些局限性ꎬ以期取得更好的干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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