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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城乡中小学生营养和饮食行为状况ꎬ为制定干预策略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

群抽样方法ꎬ从北京市城区和农村各抽取 ２ 个区县ꎬ每个区县抽取若干小学、初中和高中ꎬ以班级为抽样单位ꎬ共抽取 ４ ６４０
名中小学生进行基本信息、营养及饮食行为、饮水状况、营养知识等内容的问卷调查ꎮ 结果 　 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为

１０.０％ꎬ其中男生为 １２.８％ꎬ女生为 ６.８％ꎬ男生高于女生(χ２ ＝ ５２.９４ꎬＰ<０.０１)ꎻ消瘦检出率为 １０.２％ꎬ其中男生为９.８％ꎬ女生

为 １０.７％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９６ꎬＰ＝ ０.３３)ꎮ 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１０.９％ꎬ６.８％ꎬ８.２％ꎻ消瘦

检出率分别为 １１.７％ꎬ８.２％ꎬ６.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４.７４ꎬ２２.９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城区学生肥胖率为

８.５％ꎬ农村为 １１.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８.２４ꎬＰ<０.０１)ꎮ 仅有 ５７.２％的中小学生能够正确评价自身营养状况ꎬ仅 １.５％
的调查对象能全部回答正确 ９ 道营养知识题目ꎮ 农村学生的早餐来自路边摊的比例为 １３.７％ꎬ城区学生为 ５.９％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９.５６ꎬＰ<０.０１)ꎮ 农村学生深色蔬菜、粗杂粮、肉类、蛋类和奶类每天都摄入的比例均低于城区学生ꎬ且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９.５０ꎬ２４.７１ꎬ２８.４２ꎬ３８.０４ꎬ３０.８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北京市中小学生在营养状况与饮食

行为方面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ꎬ农村中小学生的营养状况、早餐行为习惯和膳食结构有待改善ꎬ中小学生整体的营养知识

水平有待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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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龄期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 营养和饮食问题是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ꎮ 科学

合理的营养和健康饮食行为ꎬ对正常的生长发育以及

预防成年后慢性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１] ꎮ 近年来

调查显示ꎬ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状况有较大改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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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超重及肥胖问题日益凸显ꎬ同时营养不良问题仍然

存在[２] ꎬ儿童青少年营养知识和饮食行为现状亦不容

乐观[３] ꎮ 一些报道显示ꎬ城市与农村学生的营养状况

分布和变化趋势有所不同[４－６] ꎮ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北

京市中小学生营养与饮食行为状况的城乡差异ꎬ为制

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调查于 ２０１５ 年进行ꎬ采用规模比例抽样、
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ꎮ 将北京市

所有区县分为城区和农村 ２ 层ꎬ每层抽取 １ ~ ２ 个区

县ꎬ城区抽取东城区与海淀区ꎬ农村抽取房山区和通

州区ꎬ其次从各区中按照 ５％比例抽取学校ꎬ然后从学

校每个年级均抽取 ２ 个班级ꎮ 共抽取 ２６ 所学校ꎬ其中

小学 １０ 所ꎬ初中 ５ 所ꎬ高中 １１ 所ꎮ 共调查 ４ ６４０ 名学

生ꎬ其中城区学生 ２ ４５８ 名(５３.０％)ꎬ农村学生２ １８２名
(４７. ０％)ꎻ小学生 ３ ０７１ 名( ６６. ２％)ꎬ初中生 ８４９ 名

(１８.３％)ꎬ 高中生 ７２０ 名 ( １５. ５％)ꎻ 男生 ２ ３３３ 名

(５０.３％)ꎬ女生 ２ ２４７ 名 ( ４８. ４％)ꎬ性别不详 ６０ 名

(１.３％)ꎮ
１.２　 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中小学生的基本信息、营养

摄入及饮食行为状况、营养知识和行为等ꎮ 使用北京

市中小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小组的“北京市学生营

养健康状况监测调查表”ꎬ进行现场匿名自填问卷调

查ꎮ 问卷经过专家论证ꎬ信、效度符合测试要求ꎮ 超

重 / 肥胖依据“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 ＢＭＩ 超重 / 肥胖筛

查标准” [７]进行判定ꎻ 消瘦采用«学龄儿童青少年营

养不良筛查标准»(ＷＳ / Ｔ ４５６－２０１４) [８] 进行判定ꎮ 调

查经过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审查ꎬ符合伦

理学要求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调查表经审核后ꎬ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

行平行双录入ꎬ调查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ꎬ描述变量分布情况ꎬ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营养状况

２.１.１　 总体状况　 ４ ６４０ 名城乡中小学生中ꎬ消瘦 ４６２
名ꎬ检出率为 １０.２％ꎻ超重 ６１３ 名ꎬ检出率为 １３.５％ꎻ肥
胖 ４５１ 名ꎬ检出率为 １０. ０％ꎮ 其中女生消瘦检出率

(１０.７％)略高于男生(９.８％) ( χ２ ＝ ０.９６ꎬＰ>０.０５)ꎮ 男

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１８.２％和 １２.８％)均高于

女生(分别为 ８.４％和 ６.８％)ꎬ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４.４０ꎬ５２.９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小学、
初中和高中 ３ 个学段中ꎬ消瘦检出率小学生(１１.７％)
高于初中生(８.２％)和高中生(６.４％)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χ２ ＝ ２２. ９４ꎬ Ｐ < ０. ０１ )ꎻ 超重检出率高中生

(１６.０％)高于小学生(１３.１％) 和初中生(１１.５％)ꎬ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３２ꎬＰ>０.０５)ꎻ肥胖检出率小学

生(１０.９％)高于高中生(８.２％)和初中生(６.８％)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４.７４ꎬＰ<０.０１)ꎮ 城区学生消瘦

(９.３％)和肥胖(８. ５％) 检出率均低于农村( １１. ３％ꎬ
１１.０％)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４. ８５ꎬ
８.２４ꎬＰ < ０. ０５)ꎻ 超重检出率城区 ( １２. ７％) 与农村

(１３.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４２ꎬＰ>０.０５)ꎮ
２.１.２　 体重判断 　 在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中ꎬ仅有

５７.２％能够正确评价自身体重ꎮ 超重的中小学生中ꎬ
７９.４％能正确判断自己体重偏重ꎬ在肥胖者中有７４.５％
能做出正确判断ꎬ但在消瘦和 ＢＭＩ 正常的中小学生

中ꎬ仅有 ５９.１％和 ５２.０％能正确判断自己的体重ꎮ 在

消瘦、正常、超重的组别中ꎬ城区中小学生判断自身体

重的正确率高于农村中小学生ꎻ而在肥胖者中ꎬ农村

中小学生的正确率更高ꎬ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北京市中小学生自评体重正确率城乡比较

城乡
消瘦

人数 自评正确率

正常

人数 自评正确率

超重

人数 自评正确率

肥胖

人数 自评正确率

合计

人数 自评正确率
城区 ２２３ １３３(５９.６) １ ６５９ ８８９(５３.６) ３１１ ２５３(８１.４) ２１０ １５０(７１.４) ２ ４０３ １ ３９４(５８.０)
农村 ２３９ １４０(５８.６) １ ３３９ ６７１(５０.１) ３０２ ２３４(７７.５) ２４１ １８６(７７.２) ２ １２１ １ １９６(５６.４)
合计 ４６２ ２７３(５９.１) ２ ９９８ １ ５６０(５２.０) ６１３ ４８７(７９.４) ４５１ ３３６(７４.５) ４ ５２４ ２ ５９０(５７.２)
χ２ 值 ０.０５ ３.６０ １.４０ １.９５ １.１５
Ｐ 值 ０.８２ ０.０６ ０.２４ ０.１６ ０.２８

　 注:()内数字为正确率 / ％ꎬ有 １１６ 名学生未作自我体重评价ꎮ

２.２　 学生营养知识知晓情况　 被调查的中小学生对

于健康知识的知晓率较低ꎬ在所调查的 ９ 道营养知识

题目中ꎬ仅有 １.５％全部答对ꎬ平均每人答对 ４.８ 道题ꎮ
另外ꎬ５８.８％的中小学生认为自己现有的营养和食品

安全知识水平一般ꎬ１７.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

有所欠缺ꎬ仅有 ２３.５％认为自己的知识是足够的ꎮ 见

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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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北京市中小学生营养知识知晓率(ｎ ＝ ４ ６４０)

知识
知晓

人数

知晓率

/ ％
粮谷类是提供人体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 １ ７０３ ３６.７
知晓中国学生营养日 １ ７５４ ３７.８
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 ２ ２２３ ４７.９
食用过咸的食物容易引起高血压 ２ ３５７ ５０.８
豆类奶类是膳食钙的极好来源 ２ ４０４ ５１.８
肉类蛋类含有蛋白质最丰富 ２ ５５２ ５５.０
多吃肉类和蔬菜水果可以预防缺铁性贫血 ２ ５８９ ５５.８
蔬菜水果是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 ２ ９９７ ６４.６
健康的概念 ３ ３４５ ７２.１

２.３　 学生饮食行为

２.３.１　 早餐频率及早餐来源的城乡比较 　 被调查的

中小学生中ꎬ８８.３％每周早餐频率在 ５ ｄ 及以上ꎮ 其中

农村中小学生每周早餐频率在 ５ ｄ 及以上的比例

(８６.８％)明显低于城区(８９.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２０ꎬＰ<０.０１)ꎮ 在早餐来源上ꎬ８５.３％的中小学

生是由家庭、学校食堂或者餐馆提供的ꎻ其中农村学

生早餐来自食堂 / 餐馆 / 家里做的比例(８２.０％)显著低

于城区学生(８８.３％)ꎬ而早餐来自路边摊早点的比例

(１３.７％)显著高于城区学生(５.９％)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６.０８ꎬ７９.５６ꎬ 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见

表 ３ꎮ

表 ３　 北京市城乡中小学生早餐频率与早餐来源比较

组别 人数
早餐频率

每周 ５ ~ ７ ｄ 每周 ２ ~ ４ ｄ 每周 ０ ~ １ ｄ
早餐来源

食堂 / 餐馆 / 家里做 路边摊 超市小卖部
城区 ２ ４５８ ２ ２０４(８９.７) １５７(６.４) ６４(２.６) ２ １７０(８８.３) １４６(５.９) ９６(３.９)
农村 ２ １８２ １ ８９４(８６.８) １９５(８.９) ７０(３.２) １ ７９０(８２.０) ２９８(１３.７) ４７(２.２)
合计 ４ ６４０ ４ ０９８(８８.３) ３５２(７.６) １３４(２.９) ３ ９６０(８５.３) ４４４(９.６) １４３(３.１)
χ２ 值 ９.２０ １０.７２ １.５１ ３６.０８ ７９.５６ １１.８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２　 膳食营养摄入和饮水行为的城乡比较 　 膳食

种类中每天都摄入的比例最高的为奶及奶制品

(５３.９％)ꎬ其他如深色蔬菜(２１.９％)、肉类(３３.９％)、
蛋类(２９.４％)、粗杂粮(２３.９％)每天都摄入的比例较

低ꎻ其中深色蔬菜、粗杂粮、肉类、蛋类和奶类每天都

摄入的比例ꎬ农村学生均低于城区学生ꎬ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４ꎮ 在饮水行为上ꎬ
６１.８％的中小学生每天喝 ２ ~ ３ 瓶水 ( ５００ ｍＬ / 瓶)ꎬ
２３.５％每日饮水 １ 瓶或以下ꎮ 其中农村学生(２５.７％)
每日饮水在 １ 瓶或以下的比例高于城区(２１.５％)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１.３２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４　 北京市城乡中小学生膳食摄入情况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深色蔬菜 粗杂粮 肉类 蛋类
牛奶、酸奶

及奶制品
城区 ２ ４５８ ５８１(２３.６) ６５９(２６.８) ９１８(２７.３) ８１７(３３.２) １ ４１９(５７.７)
农村 ２ １８２ ４３４(１９.９) ４４９(２０.６) ６５３(２９.９) ５４５(２５.０) １ ０８２(４９.６)
合计 ４ ６４０ １ ０１５(２１.９) １ １０８(２３.９) １ ５７１(３３.９) １ ３６２(２９.４) ２ ５０１(５３.９)
χ２ 值 ９.５０ ２４.７１ ２８.４２ ３８.０４ ３０.８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ꎬ北京市中小学生自评体重正确率

较低ꎬ仅为 ５７.２％ꎮ 高仙等[９] 也曾报道北京市小学生

自评体型与 ＢＭＩ 评定体型的一致率仅为 ６２.２５％ꎮ 一

方面说明许多中小学生不了解判断体重的科学标准ꎬ
对自身的体重缺乏正确认识ꎻ另一方面ꎬ也体现出学

校健康体检工作在学生反馈方面仍有待加强ꎬ校医应

及时向学生告知其体检结果ꎬ辅导学生及学生家长正

确解读体检结果ꎬ从而在肥胖发展的初期能及时干

预ꎬ降低学生发生肥胖的风险ꎮ 研究表明ꎬ体重自我

感知会影响减肥行为ꎬ因此让超重和肥胖学生意识到

自身的真实情况ꎬ有利于其采取控制体重的行为[１０] ꎮ
然而ꎬ值得注意的是ꎬ在实际消瘦的中小学生中ꎬ约

４０％没有意识到自身已处于消瘦状态ꎬ而且约 ３０％
ＢＭＩ 正常的中小学生认为自己体重偏重ꎻ在当今社会

以瘦为美观念流行的情况下ꎬ应当对中小学生进行正

确的引导ꎬ避免其过于追求身材纤瘦而造成消瘦甚至

营养不良的状态ꎮ
在营养与饮食知识上ꎬ本次调查结果与北京市以

往的调查结果类似[３ꎬ１１] ꎬ本次调查中中学生回答正确

率低于 ５０％的 ３ 个问题分别为“是否知道粮谷类是提

供人体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 “是否知晓中国学生营

养日”“是否知道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ꎮ 说明学生对

于基础的营养知识掌握得不好ꎬ不能认识到粮谷类的

重要性ꎬ特别是结合调查中学生每日摄入蛋奶类和肉

类最多、粗杂粮类较少的情况ꎬ表明学生的不正确认

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日常膳食选择方面的失衡ꎻ
而且相关健康宣教工作的宣传力度仍然不够ꎬ导致学

生不了解营养日等宣传日与相关活动ꎮ 有研究表明ꎬ
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知识并非简单随着受教育程度增

加而好转[３] ꎮ 提示应该抓住青少年这一行为习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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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关键时期ꎬ加强营养和健康知识教育ꎬ对不良的

饮食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ꎬ积极培养健康科学的营养

膳食行为习惯ꎬ 保障儿童青少年营养充足和健康

成长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北京市 ２０１５ 年中小学生的超重

(１３.５％) 和肥胖 ( １０. ０％) 检出率相比 ２０１３ 年周佳

等[１２]调查的结果有所下降ꎮ 一方面ꎬ提示北京市中小

学生超重肥胖情况有所改善ꎻ但另一方面ꎬ本研究中

所采用的身高体重指标为调查表自填内容ꎬ可能存在

一定的误差ꎬ从而对结论产生影响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
农村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均高于城区和近郊ꎬ
与刘峥等[１３] 在 ２００９ 年的调查结果一致ꎮ 而 ２００２ 年

全国营养调查显示ꎬ我国 ７ ~ １８ 岁人群超重和肥胖检

出率城市均明显高于农村[１４] ꎻ米杰等[１５] 在北京 ２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调查中也发现类似结果ꎬ即城市超重肥

胖率高于农村ꎮ ２００７ 年段佳丽等[１６] 调查显示ꎬ北京

市儿童青少年 ＢＭＩ 城乡差异不明显ꎮ 结合以上调查

结果ꎬ从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０９ 年的变化趋势间接表明ꎬ北京市

城乡中小学生营养状况的差距不断缩小ꎬ农村学生营

养状况落后的情况已不复存在ꎬ而农村中小学生超重

和肥胖检出率均已超过城区和近郊ꎬ营养状况不容乐

观ꎮ 这一结果与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城乡居民对健康

认知水平提高ꎬ以及自身的营养行为发生了较大改变

有关ꎮ 过去农村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状况落后于城区ꎬ
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政府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政

策支持[１５] ꎬ使农村地区居民总体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显

著改善ꎻ与此同时ꎬ北京市积极推进针对肥胖问题的

防控措施[１６] ꎬ加强了学校对体育锻炼、营养餐和营养

教育的管理ꎬ 使城区学生肥胖问题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ꎮ
饮食行为调查结果表明ꎬ北京市中小学生每周早

餐频率在 ５ ｄ 以上的比例(８８.３％)相比于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０９ 年的调查结果(７９.３０％) [１３] 有较

大提高ꎮ 但城区和近郊中小学生在早餐频率和早餐

来源方面优于农村学生ꎬ农村学生在路边摊吃早餐的

比例高于城区和郊区学生ꎮ 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

素在全天能量和营养素摄入中有着午餐和晚餐不可

替代的作用ꎬ不吃早餐是引起全天能量和营养素摄入

不足的重要原因[１７] ꎮ 在路边摊吃早餐不仅不卫生ꎬ而
且无法保证必须的营养摄入ꎬ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

长ꎮ 在膳食频率方面ꎬ农村学生深色蔬菜、粗杂粮、肉
类、蛋类、奶类等食物的摄入频率均低于城区和近郊

学生ꎬ且均未达到本次调查的平均水平ꎻ此外ꎬ农村学

生每天摄入水果少于 １ 种的比例高于城区和郊区学

生ꎬ饮水不足情况也较近郊和城区更为严重ꎮ 北京市

中小学生在饮食行为方面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ꎬ农村

中小学生在各类膳食营养摄入方面均需改善ꎬ应加强

对于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健康教育ꎬ引导其均衡摄入

各类食物ꎬ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ꎮ 而对于农村学生多

在路边摊吃早餐的情况ꎬ一方面应当倡导家长尽量在

家中为孩子准备早餐ꎬ另一方面有条件的学校是否可

以考虑为学生准备早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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