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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估杭州市拱墅区小学生膳食纤维日均摄入量ꎬ为加强膳食指导和健康教育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

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杭州市拱墅区内 ４ 所小学二至六年级共 ８８７ 名学生ꎬ通过膳食调查获得小学生膳食中各类早

餐的消费量ꎬ采用酶重量法检测各类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含量ꎬ计算小学生早餐中膳食纤维的日均摄入量ꎮ 结果　 对杭州市

拱墅区内 １２ 类食品共 ４３４ 份样品的测定结果发现ꎬ各种类早餐中膳食纤维含量范围为(０.３１~ ２.１７)ｇ / １００ ｇꎬ不同类别食物

间膳食纤维含量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Ｆ＝ ７６.５０ꎬＰ<０.０５)ꎬ以面制食品和豆浆含量较高ꎮ 小学生的早餐膳食纤维摄入量

在(１.８２~ ３.１４)ｇ / １００ ｇꎬ摄入量普遍偏少ꎬ随着年级增加摄入量呈增加的趋势(Ｆ ＝ １８.７２ꎬＰ<０.０５)ꎮ 两两比较发现ꎬ除二年

级和三年级(Ｐ＝ ０.２２)、五年级和六年级(Ｐ＝ ０.３０)膳食纤维摄入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ꎬ其余年级间膳食纤维摄入量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小学生膳食结构不合理ꎬ早餐质量差是普遍现象ꎮ 宜加强营养知识的宣传教

育ꎬ促进形成学生的健康饮食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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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杭州市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Ｂ０７)ꎮ
【作者简介】 　 夏海鸣(１９８２－　 )ꎬ男ꎬ湖南衡阳人ꎬ硕士ꎬ主管技师ꎬ主

要从事实验室检测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ꎬ人们对健康越发重视ꎬ导致饮食结构发生了

很大变化[１－２] ꎮ 近年来ꎬ在全社会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的氛围下ꎬ“膳食纤维”越来越多地被提及ꎮ 膳食纤维

是植物性食物中的一类生理作用相似成分的总称[３] ꎬ

于 １９７０ 年被正式命名ꎮ 研究表明ꎬ膳食纤维能有效预

防和降低便秘、肠癌、肥胖、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４] ꎬ
正是由于对人体的重要生理作用ꎬ膳食纤维被营养界

公认为第七大营养素[５－６] ꎮ 人体膳食纤维适宜摄入量

为每日 ２５ ~ ３０ ｇ[７] ꎬ由于对饮食要求日趋精细ꎬ生活中

可能存在膳食纤维摄入量不足的情况[８] ꎮ 考虑到早

餐在全天的能量和营养素供应中占有的重要地位[９]

以及种类相对较少的因素ꎬ本文对杭州市拱墅区小学

生进行膳食调查ꎬ并对市售面制食品、谷类制品、蛋奶

制品、烘焙制品等早餐食品进行检测ꎬ以调查拱墅区

６６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小学生的膳食纤维摄入水平ꎬ分析评估小学生的营养

状况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调查方法ꎬ首先确

定杭州市拱墅区辖区内 ４ 所调研学校ꎬ再以年级分层ꎬ
以班级为单位ꎬ各年级随机抽取 １ 个班ꎬ共 ８８７ 名小学

生作为调查样本ꎮ 其中二年级学生 １８１ 名ꎬ三年级学

生 １７６ 名ꎬ四年级学生 １７８ 名ꎬ五年级学生 １７６ 名ꎬ六
年级学生 １７６ 名ꎮ 调查设计经过本中心专家组审查ꎬ
符合伦理学要求ꎬ调查前均被告知调查内容ꎬ并经所

在学校及学生本人和家长知情同意后进行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膳食调查 　 考虑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回顾能

力ꎬ本次调查采用 １ ｄ ２４ ｈ 膳食回顾法进行早餐膳食

摄入量调查ꎬ依据本地区居民的膳食习惯设计“小学

生早餐营养状况调查表”ꎬ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

基本情况和早餐所摄取食物的种类和重量及饮食行

为状况等ꎮ 调查表经本中心专家组评审ꎬ修改后确

认ꎬ并经过预调查验证ꎮ 调查员经统一培训ꎬ在说明

并讲解调查目的和要求后发放调查表ꎬ由小学生自行

填写或调查员辅助填写ꎬ调查过程中逐一核对调查

表ꎬ并检查项目填写结果ꎬ最后由调查员统一回收ꎮ
共发放调查表 ９０３ 份ꎬ有效调查表 ８８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２３％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５ 月ꎮ
１.２.２　 样品采集及膳食纤维含量的测定 　 依据杭州

市居民的消费习惯并参考«中国食物成分表» [１０] 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在拱墅区内各大超市、社
区食堂、早餐摊点采集代表性的早餐食品样品ꎬ记录

食品的来源和数量ꎮ 膳食纤维的测定依据国家标准

方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
(ＧＢ ５００９.８８—２０１４) [１１]规定的酶重量法进行ꎬ测定食

品中的总膳食纤维含量ꎬ在每批样品检测过程中同时

做精密度测定ꎬ实施质量控制ꎮ 测定结果按国标保留

３ 位有效数字ꎮ
１.２.３　 膳食纤维摄入量计算方法　 参照«中国食物成

分表»和检测得到的食品中膳食纤维含量数据ꎬ结合

小学生早餐摄入量调查数据ꎬ计算早餐中膳食纤维摄

入量ꎬ计算公式:早餐中单种膳食纤维摄入量＝单种食

品中膳食纤维含量×个体早餐中单种食品摄入量ꎮ 早

餐有进食多种类别的ꎬ膳食纤维摄入量为多种食品膳

食纤维摄入量之和ꎮ 同种类别早餐的膳食纤维以所

有检测结果的均值进行计算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录入ꎬ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作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采用 ｘ
±ｓ 进行统计性描述ꎬ膳食纤维含量均进行样本量ꎬ平

均值ꎬ中位数( Ｍ)ꎬＰ９０ꎬＰ９５ꎬＰ９７.５ꎬ最大值( ｍａｘ) 的描

述ꎮ 摄入量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早餐膳食纤维含量　 对 １２ 类食品共 ４３４ 份样品

进行测定ꎬ其中膳食纤维含量最高的是素包子ꎬ为

(２.１７±０.５５)ｇ / １００ ｇꎬ其次是面条和馒头ꎬ分别为(１.６７
±０.６４)ｇ / １００ ｇ 和(１.５８±０.５１) ｇ / １００ ｇꎬ肉包子和豆浆

分别为(１.１７±０.６６) ｇ / １００ ｇ 和(１.１０±０.２２) ｇ / １００ ｇꎮ
面制食品中膳食纤维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类食品ꎬ不同

类别食品间膳食纤维含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７６.５０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每 １００ ｇ 早餐食品中膳食纤维质量 / ｇ

食物类别　 份数 ｘ±ｓ Ｍ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７.５ ｍａｘ
素包子　 　 ４５ ２.１７±０.５５ １.９８ ２.８４ ３.０１ ３.１９ ５.７８
面条　 　 　 ４８ １.６７±０.６４ １.７８ ２.４２ ２.６８ ２.８８ ５.０８
馒头　 　 　 ４５ １.５８±０.５１ １.３２ ２.１８ ２.３４ ２.４６ ３.９３
肉包子　 　 ３５ １.１７±０.６６ １.２２ １.９４ ２.１５ ２.４１ ３.６６
豆浆　 　 　 ２６ １.１０±０.２２ １.０６ １.２３ １.４５ １.４４ ２.５２
粽子　 　 　 ２０ ０.８６±０.４２ ０.８４ １.３６ １.５３ １.６４ １.８８
油条　 　 　 ４８ ０.７７±０.３１ ０.６９ １.１４ １.２７ １.３０ ２.１９
蛋糕　 　 　 ４２ ０.６７±０.２６ ０.６８ ０.９８ １.０６ １.１４ ２.３２
面包　 　 　 ４２ ０.６６±０.２９ ０.６６ ０.８８ １.０８ １.１７ １.５２
小馄饨　 　 ２８ ０.３２±０.１１ ０.３１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５３ ０.９０
粉丝　 　 　 ２４ ０.３２±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４２ ０.４４ ０.４５ ０.６９
粥　 　 　 　 ３１ ０.３１±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７２

２.２　 各年级小学生膳食纤维摄入量　 根据调查表数

据ꎬ结合食品中膳食纤维含量ꎬ计算得到各年级小学

生一日早餐中膳食纤维摄入量ꎮ 统计发现ꎬ随着年级

的增加ꎬ小学生的膳食纤维摄入量呈现上升趋势ꎬ年
级间摄入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１８.７２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各年级小学生早餐膳食纤维摄入量 / ｇ

年级 人数 ｘ±ｓ Ｍ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７.５ ｍａｘ
二 １８１ １.８２±０.５５ １.７６ ２.６２ ２.７４ ３.０１ ３.２２
三 １７６ ２.０５±０.４７ ２.３３ ２.７７ ２.８５ ３.０３ ３.１９
四 １７８ ２.１５±０.４６ ２.０８ ２.８８ ３.００ ３.０９ ３.１３
五 １７６ ２.５８±０.７６ ２.７７ ３.６７ ３.８４ ４.１２ ４.２４
六 １７６ ３.１４±０.８８ ３.０４ ４.２８ ４.６３ ４.８６ ４.９４

　 　 对不同年级小学生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使用 Ｓ－Ｎ－
Ｋ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ꎬ结果显示ꎬ不同年级间ꎬ除二年

级和三年级(Ｐ ＝ ０.２２)、五年级和六年级(Ｐ ＝ ０.３０)之

间的膳食纤维摄入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ꎬ其余年级

间膳食纤维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３　 讨论

营养丰富的早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总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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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 ３０％[１２] ꎬ不仅是对儿童上午能量和营养素的补

充ꎬ还是上午学习的营养保障[１３－１４] ꎮ
调查发现ꎬ在杭州市民的日常早餐种类中ꎬ面制

食品和豆浆中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ꎬ而小馄饨、粉丝

和粥的膳食纤维含量较低ꎬ不同食物间的膳食纤维含

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在不同年级小学生的膳食纤

维摄入量调查中ꎬ出现了随着年级的增长ꎬ膳食纤维

摄入量增多的趋势ꎮ 一方面可能缘于年龄增长伴随

的进食量的增加ꎻ另一方面可能因为进食量的增加导

致食物种类的丰富ꎬ进而增加了膳食纤维的摄入ꎮ 但

是从调查结果来看ꎬ拱墅区小学生的膳食纤维摄入量

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ꎬ即使按每人每天 ２５ ｇ 适宜摄

入量下限来推算ꎬ仍是远低于推荐标准的 ３０％ꎮ 可能

是因为早餐的膳食结构不合理ꎬ 摄入种类过于单

一[１５－１６] ꎬ忽视了水果、蔬菜、豆浆的搭配ꎬ同时纤维素

高的薯类和粗杂粮的食用量缺乏ꎮ 膳食纤维可以帮

助人体更好地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素ꎬ鉴于早餐的重要

地位ꎬ建议早餐时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应注意食物搭

配的多样化ꎬ早餐食用面制食品时注重水果蔬菜的合

理搭配ꎬ经常食用粗粮并饮用营养豆浆ꎬ在保证上午

时间段能量供应的同时也重视膳食纤维的补充ꎬ使早

餐既美味又营养均衡ꎮ 树立营养早餐的观念ꎬ提高健

康生活方式的意识ꎬ提升早餐营养质量ꎬ还需要加强

宣传教育与家长的重视ꎬ共同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健康

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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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 Ｊ ] . Ｊ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 Ａ Ｂｉｏｌ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４ꎬ ６９
(Ｓｕｐｐｌ１):Ｓ１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５

８６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