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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零食营养健康教育对儿童零食行为的干预效果ꎬ为开展儿童营养教育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取随

机整群抽样方法ꎬ从开展干预项目的深圳市 ９７ 所小学各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干预前后分别进行问卷调

查ꎮ 结果　 零食营养健康教育项目实施后ꎬ儿童经常食用的健康零食如水果类、牛奶类的比例上升(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４１.６ꎬ
６８.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而非健康零食如糖果巧克力类、饼干薯片类、碳酸饮料类的食用比例下降( χ２ 值分别为 ７４.３ꎬ４８.４ꎬ
２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选择正规商店 / 大超市购买零食及购买零食时每次看生产日期、营养标签的比例上升(χ２ 值分别为９.１ꎬ
１１.１ꎬ１８.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购买零食时考虑有营养、卫生的比例上升( χ２ 值分别为 ８.７ꎬ４.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吃早餐、喝牛奶、
吃水果的频率上升(χ２ 值分别为 ５０.８ꎬ８９.５ꎬ８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对学龄儿童开展零食营养健康教育干预能有效提

高儿童对零食营养的认知ꎬ并改善零食饮食及购买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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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 ２０１８»指出ꎬ零食指非

正餐时间食用的各种少量食物和饮料[１] ꎮ 零食的种

类大致分为 ９ 类ꎬ根据每类零食的营养特点和制作方

式划分为“可经常使用” “适当食用” “限量食用”３ 个

级别ꎮ 有研究显示ꎬ儿童零食消费呈上升趋势ꎬ零食

在儿童青少年日常饮食中的地位日益凸显[２－４] ꎮ 零食

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双重作用ꎬ健康的零食消费行

为可以缓解儿童正餐间的饥饿ꎬ也可以在正餐之余为

儿童提供一定的营养补充ꎻ而不健康的零食消费行为

可能影响儿童正餐的摄入ꎬ进而影响儿童的正常生长

与发育ꎬ甚至导致营养不均衡ꎬ出现肥胖、龋齿或营养

缺乏等问题[５－７] ꎮ 为了解目前深圳学龄儿童零食消费

现状ꎬ笔者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对该市 ９７ 所小学二年级

学生开展儿童零食营养知识健康教育干预项目ꎬ为开

展儿童营养教育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对深圳市 １０ 个

行政区 ９７ 所小学二年级学生开展儿童零食营养干预

项目ꎬ每所学校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共发放基线问卷 ４ ６２７ 份ꎬ回收问卷 ４ ６２７ 份ꎬ其中男

童 ２ ５１７ 名ꎬ女童 ２ １０７ 名ꎬ１３ 名性别缺失ꎬ年龄集中

在 ７ ~ ８ 岁(４ ０７０ 名)ꎻ干预后发放评估问卷 ４ ５２０ 份ꎬ
回收 ４ ５２０ 份ꎬ其中男童 ２ ４１４ 名ꎬ女童 ２ ０８２ 名ꎬ１９ 名

性别缺失ꎻ年龄集中在 ８ ~ ９ 岁(３ ９５４ 名)ꎮ 本项目已

经通过深圳市慢病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备案(编

号:２０１８０３０７)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基线调查和效果评估 　 参阅相关书籍和文献

[１ꎬ５－６ꎬ８]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经预调查后修改ꎮ 调

查问卷主要包括基本情况、零食消费信息、饮食习惯、
零食营养知识知晓情况 ４ 个部分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为项目实施阶段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开展基线

调查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开展评估调查ꎮ 问卷调查以班级为

单位ꎬ采用课堂调查的方式ꎬ由调查员解说调查目的、
意义和调查表的填写方法ꎮ 考虑到二年级学生识字

有限ꎬ由调查员统一读题ꎬ学生自行填写ꎮ 实施调查

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和考核ꎮ 问卷填写完成后

现场收回并对问卷的完整性进行审核ꎮ
１.２.２　 零食营养健康教育干预方法 　 主要干预方法

包括:(１)向儿童发放零食营养读本ꎻ(２)对校医和班

主任开展儿童营养知识及零食营养知识专题培训班ꎬ
由老师和校医给小朋友及家长分别开展健康知识讲

座ꎻ(３)学校开展健康知识展板活动ꎻ(４)通过新媒体

微信公众号、微博、微信小程序、电视、杂志等推送儿

童零食营养知识ꎻ(５)通过举办手抄报比赛、晒早餐活

动、健康分享班会等ꎬ强化对零食营养知识的学习和

认知ꎻ(６)在校本课或健康教育课播放零食营养知识

相关小动画ꎻ(７)开展家长零食营养知识健康讲座ꎬ发
放家长宣传读本ꎬ并召开家长营养教育专题交流会ꎬ
动员家长对学生饮食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等ꎮ 本项

目对被试学生开展 ２ 次健康教育干预活动ꎬ每次健康

促进时间为 ５０ ｍｉｎꎬ发放零食营养读本为必选ꎬ其他

方法为(２) ~ (７)中任意 １ 种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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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ꎬ使用一致性检验功能对录入数据进行核查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ꎬ百分率的比

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经常吃 / 喝零食饮料种类比较　 干预项

目实施后ꎬ儿童经常吃的零食依次为水果类、面包蛋

糕类、果冻、坚果类、饼干薯片类ꎬ经常喝的饮料依次

为白开水、纯牛奶、酸奶、果汁、凉茶绿茶类、碳酸饮

料ꎮ 干预后健康零食饮料如水果类、白开水、牛奶类

食用频次增加ꎬ不健康零食饮料如果冻、饼干薯片类、
糖果巧克力类、方便面、果汁、碳酸饮料类等食用频次

减少ꎮ 见表 １ ~ ２ꎮ

表 １　 干预前后学龄儿童经常吃的零食种类报告率比较

干预前后 人数
健康零食

水果类 面包蛋糕类 坚果类

不健康零食

果冻 饼干薯片类 糖果巧克力类 果脯话梅蜜饯类 油炸烧烤类 方便面
干预前 ４ ６２７ ２ ９２９(６３.３) ２ ３１３(５０.０) １ １５２(２４.９) １ ４０６(３０.４) １ ２４９(２７.０) １ １６６(２５.２) ３６５(７.９) ７６８(１６.６) ６２９(１３.６)
干预后 ４ ５１５ ３ ３６６(７４.５) ２ ３３８(５１.７) １ ２１２(２６.８) １ ２５７(２７.８) ９３５(２０.７) ８００(１７.７) ６３９(１４.１) ４７８(１０.６) ４４６(９.９)
χ２ 值 １４１.６ ３.６ ５.０ ６.６ ４８.４ ７４.３ ９２.９ ６９.０ ２９.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干预前后学龄儿童经常喝的饮料种类报告率比较

干预前后 人数
健康饮料

纯牛奶 白开水 酸奶

不健康饮料

凉茶绿茶类 功能饮料 碳酸饮料 咖啡奶茶类 果汁
干预前 ４ ６２７ ３ ０１７(６５.２) ３ ３６４(７２.７) ６２５(１３.５) ７２２(１５.６) ２６８(５.８) １ １１０(２４.０) ４４９(９.７) １ ９９０(４３.０)
干预后 ４ ５１５ ３ ２９２(７２.８) ３ ８２０(８４.５) ５２２(１１.６) ７１２(１５.８) １６１(３.６) ６４３(１４.２) ２４７(５.５) １ ７４８(３８.７)
χ２ 值 ６８.０ ２０３.３ ７.５ ０.１ ２４.９ １３８.２ ５７.５ １６.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７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干预前后零食购买行为比较　 干预前会自行购

买零食的比例为 １０.０％(４６２ / ４ ６２７)ꎬ干预后为 ９.６％
(４３５ / ４ ５１５)ꎬ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３２ꎬ
Ｐ＝ ０.５７)ꎮ 自行购买零食的儿童干预后零食购买地点

在正规商店或超市的频次增加ꎬ在小商店、路边摊等

地方的频次下降(χ２ ＝ ９.１ꎬＰ<０.０１)ꎻ干预后购买零食

时每次都会看生产日期和营养标签的频次增加 (χ２ 值

分别为 １１.１ꎬ１８.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干预前后学龄儿童零食自行购买行为特点分布

干预前后 人数

购买零食地点

正规商店 /
超市

小商店 /
路边摊

购买零食时是否会看生产日期

每次都会 偶尔会 不会
不知道有

生产日期

购买零食时是否会看营养标签

每次都会 偶尔会 不会
不知道有

营养标签
干预前 ４６２ ３９０(８４.４) ７２(１５.６) ３０７(６６.５) ９０(１９.５) ４６(１０.０) １９(４.１) ２５８(５５.８) １１２(２４.２) ５１(１１.０) ４１(８.９)
干预后 ４３５ ３９６(９１.０) ３９(９.０) ３００(６９.０) １０１(２３.２) ２８(６.４) ６(１.４) ２６６(６１.１) １２４(２８.５) ３１(７.１) １４(３.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干预前后零食购买原因比较　 干预前自行购买

零食的原因主要为好吃、有营养、赠送玩具 / 小礼物、
卫生等ꎬ干预后购买零食的原因依次为好吃、有营养、

卫生、赠送玩具 / 小礼物等ꎻ干预后购买零食时考虑有

营养和卫生的比例增加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干预前后学龄儿童零食自行购买原因报告率比较

干预前后 人数 有营养 电视广告 品牌 卫生 好吃 价格便宜 家里人常吃
赠送玩具 /
小礼物

包装
同学或朋友

喜欢吃
干预前 ４６２ １０８(２３.４) ６２(１３.４) ５６(１２.１) ９５(２０.６) ２６８(５８.０) ５８(１２.５) ７６(１６.５) ９９(２１.４) ５２(１１.３) ７５(１６.２)
干预后 ４３５ １４０(３２.２) ４８(１１.０) ７２(１６.６) １１６(２６.７) ２３８(５４.７) ５１(１１.７) ６６(１５.２) ８２(１８.９) ３４(７.８) ５９(１３.６)
χ２ 值 ８.７ １.２ ３.６ ４.６ １.０ ０.１ ０.３ ０.９ ３.１ １.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７０ ０.６０ ０.３４ ０.０８ ０.２６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４　 干预前后相关饮食习惯比较　 干预项目实施后ꎬ
儿童每天吃早餐的频率有所改善ꎬ经常喝牛奶的频率

增加ꎬ每天吃水果的频率得到提升(χ２ 值分别为 ５０.８ꎬ
８９.５ꎬ８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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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干预前后学龄儿童饮食习惯分布

干预前后 人数
吃早餐频率

几乎不 经常 每天

喝牛奶频率

几乎不 经常 每天

吃水果频率

几乎不 经常 每天
干预前 ４ ６２７ ８６５(１８.７) ８０５(１７.４) ２ ９４７(６３.７) １ ５０４(３２.６) １ ４６８(３１.８) １ ６４５(３５.６) ８１９(１７.７) １ ４６１(３１.６) ２ ３３７(５０.６)
干预后 ４ ５１５ ６３５(１４.１) ６９２(１５.３) ３ １７４(７０.３) １ ０７５(２３.９) １ ５２５(３３.９) １ ９０１(４２.２) ５２２(１１.６) １ ３５１(３０.０) ２ ６２８(５８.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学龄儿童正处于身体发育的旺盛时期ꎬ也是饮食

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ꎬ科学合理的零食饮食行为

对儿童身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次研究发现ꎬ通过

健康教育干预项目的实施ꎬ儿童零食饮食行为有所改

变ꎬ经常吃的零食糖果巧克力类、饼干薯片类、果冻类

等不健康零食频次明显下降ꎻ经常喝果汁、碳酸类等

不健康饮料报告率明显下降ꎻ而选择健康零食如水果

类、牛奶、白开水的比例明显上升ꎬ与欧阳一非等[９] 研

究的结果相近ꎮ 通过项目的实施ꎬ虽然选择健康零食

的频次有所增加ꎬ但是薯片饼干类、糖果巧克力类、碳
酸饮料等高能量、低营养素等不健康零食的消费率占

比较高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经常食用高糖类、高能量类

零食会增加儿童肥胖、 高血压及其他慢性病的危

险[１０] ꎮ 通过干预项目的实施ꎬ儿童购买零食时考虑有

营养、卫生等因素的比例增加了ꎬ但选择零食的首位

考虑因素依然是好吃(５４.７％)ꎬ其次才是有营养ꎬ可见

口味仍是学龄儿童选择零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ꎮ 于

冬梅等[１１]对中国 ３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状况

的研究及吴岷等[１２] 对四城市学龄儿童放学后零食消

费行为调查均显示:儿童青少年在选择零食 / 吃零食

时更注重口味的影响ꎮ 然而味道好的零食大多是高

糖高脂肪低营养素的食品[１] ꎮ 因此ꎬ应让儿童了解常

见零食的营养特点ꎬ指导其合理挑选健康零食ꎬ培养

良好的饮食习惯ꎮ 本次研究显示ꎬ因为零食外包装或

赠送礼物、同学或朋友喜欢吃等原因而选择零食也占

有较高的比例ꎬ且随着儿童年龄及和同伴在一起的时

间增长ꎬ学龄儿童选择零食受同伴之间的影响将更明

显[１３] ꎮ 因此ꎬ 对学龄儿童可以开展同伴监督干预

活动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干预后儿童在正规商店或超市

购买零食、购买零食时看生产日期和营养标签等行为

比例有所上升ꎮ 现今ꎬ不少儿童有零花钱可以自己购

买零食ꎬ而购买质量合格的零食是健康饮食的前提条

件ꎬ应指导儿童去正规商店或超市购买零食ꎬ同时购

买零食时要看生产日期和营养标签ꎬ挑选质量合格、
营养高的零食ꎮ 本次研究发现ꎬ１８.７％的学龄儿童几

乎不吃早餐ꎮ 吃饱吃好早餐对于青少年的膳食营养

摄入、健康状况、保持好的学习状态至关重要[１４] ꎮ 王

伟等[１５]研究结果显示ꎬ不能坚持吃早餐的超重肥胖小

学生人数较健康儿童高ꎮ 有调查也提示ꎬ三餐安排不

合理是儿童超重、肥胖的诱发因素之一[１６] ꎮ 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１４] 推荐膳食平衡ꎬ应多吃蔬果、奶

类ꎬ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

学物的重要来源ꎻ奶类富含钙、优质蛋白质和 Ｂ 族维

生素ꎬ对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ꎬ同时

奶制品富含多种营养素ꎬ是钙的最好来源ꎬ尤其对于

生长发育中的儿童ꎬ钙摄入可促进身高的增长ꎬ因此

应提倡每天饮奶和吃水果ꎮ
在健康中国、共建共享大健康的框架下ꎬ儿童的

营养状况社会关注度高ꎬ其中零食是影响儿童营养状

况的重要因素ꎬ开展儿童特别是学龄儿童营养健康教

育非常必要ꎬ健康应从娃娃抓起ꎬ家庭、社会、学校齐

手共抓ꎮ 本项目通过丰富多彩的营养健康教育活动、
传统和新媒体相结合的宣传方式ꎬ并将老师和家长纳

入项目干预对象ꎬ为学龄儿童提供健康支持性环境ꎬ
通过干预项目的实施ꎬ儿童对零食营养的认知有所提

升ꎬ零食饮食及购买行为更加科学合理ꎬ干预项目取

得一定成效ꎮ 然而学校健康教育课普遍存在缺课时、
缺师资的现象ꎬ加之部分家长重视度不够ꎬ参与积极

性不高ꎬ影响了健康教育干预效果ꎮ 后期项目开展ꎬ
应大力培养儿童零食营养健康教育师资力量ꎬ开发高

效有趣的干预活动提高家长参与积极性ꎬ从而提升项

目干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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