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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区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摄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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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广州 ５１０３１０ꎻ２.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

　 　 【摘要】 　 目的　 分析广州市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的摄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广州市促进学生奶及奶制品的摄入提

供实证依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９ 年 ４—１２ 月对广州市 ３ 所小学和 ３ 所中学的 ７ ９４８ 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ꎬ收集一般

人口学信息及学生近 １ 个月奶及奶制品(包括纯牛奶、酸奶、奶粉、奶酪和其他奶制品)的摄入频次和摄入量ꎮ 采用 χ２ 检验

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对调查对象的奶及奶制品摄入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ꎮ 结果　 ７６.１２％的学生奶及奶制品摄

入频次<７ 次 / 周ꎬ７８.８８％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不足( <３００ ｇ / ｄ)ꎬ奶及奶制品摄入者每天摄入量的中位数为 １７８.５７ ｇ / ｄꎮ 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女生、高中生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不足的风险更高[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分别为 １.４２( １.２６ ~
１.６０)ꎬ１.８６(１.５１~ ２.２８)]ꎻ而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ＯＲ＝ ０.７５ꎬ９５％ＣＩ＝ ０.５９~ ０.９４)、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高

中:ＯＲ＝ ０.７５ꎬ９５％ＣＩ＝ ０.６１~ ０.９３ꎻ大专及以上:ＯＲ＝ ０.５８ꎬ９５％ＣＩ ＝ ０.４６ ~ ０.７２)和家庭年收入≥２０ 万元(ＯＲ ＝ ０.７７ꎬ９５％ＣＩ ＝
０.６４~ ０.９２)的学生更可能足量摄入奶及奶制品ꎮ 结论　 广州市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摄入率高ꎬ但摄入量明显不足ꎮ 应加

强对学生和家长的营养健康教育ꎬ重点关注女生和高年级学生ꎬ促进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的摄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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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５７４７５６)ꎮ
【作者简介】 　 陆爽(１９９４－　 )ꎬ女ꎬ广东汕头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流行病与卫生统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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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及奶制品的钙含量和生物利用率均较高ꎬ是膳

食钙的最好来源[１] ꎮ 有研究表明ꎬ饮用奶及奶制品对

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作用[２] ꎬ奶类摄入能

明显促进骨矿物质累积[３－４] ꎮ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５]建议学生每天应该饮用奶或相当量的奶制

品≥３００ ｇꎬ然而ꎬ我国居民奶类摄入量仍处于较低水

平[６] 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居民奶类及其制品摄入量

为 ２４.７ ｇꎬ仅为发达国家的 ５％左右[７] ꎬ仅 ３９.２％儿童

青少年奶及奶制品摄入频率达到每天≥１ 次[５] ꎬ本研

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４—１２ 月对广州市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ꎬ了解广州市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摄入情况及其影

３３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响因素ꎬ 为促进学生奶及奶制品的摄入提供实证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依托 ２０１９ 年广州市中小学生常规体检ꎬ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广州市天河区、海珠区和黄

埔区各 １ 所小学和 １ 所中学ꎬ对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二

年级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ꎮ 调查前ꎬ取得学生

家长知情同意ꎬ参加学生 ８ ３７３ 名ꎬ有效问卷 ７ ９４８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４.９２％ꎮ 男生 ４ ２８７ 名ꎬ女生 ３ ６６１ 名ꎻ小学

生 ３ ５３１ 名ꎬ初中生 ３ ２０１ 名ꎬ高中生 １ ２１６ 名ꎮ 本研

究获得广东药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医伦

审[２０１８]第 ２７ 号)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及内容 　 调查问卷由课题组查阅国

内外相关文献资料[４－５]并参考同类研究调查表[８] 内容

自行设计ꎬ经专家审阅以及预调查后修改完善ꎮ 学生

问卷包括学生的人口学信息(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

子女等)、近 １ 个月奶及奶制品的摄入情况(是否摄

入、每周摄入频次、平均每次摄入量)ꎻ家长问卷包括

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年收入ꎮ 学生和家长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６ 和 ０.８１ꎮ 所有调查员均

经过统一规范化培训ꎬ并与校医联系ꎬ由班主任发放

问卷并讲解填写注意事项ꎬ四年级及以上学生的问卷

由学生当场填写并收回ꎬ家长问卷则带回家请家长填

写ꎻ小学三年级及以下学生的学生和家长问卷均由家

长填写ꎮ 所有家长填写的问卷限时统一收回ꎬ调查员

对问卷进行严格质控ꎬ以保证问卷的有效性ꎮ
１.２.２　 指标定义和方法 　 (１) 奶及奶制品包括纯牛

奶、酸奶、奶粉、奶酪和其他奶制品(奶片、奶酥等)ꎮ
(２)奶及奶制品的摄入率指近 １ 个月有摄入奶及奶制

品的人数占调查人数的百分数ꎮ (３)根据«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２０１６)» [５] 的乳类互换表ꎬ乳制品按照纯牛

奶的蛋白质比折算ꎬ酸奶以 １:１ 折算ꎻ奶粉以 １:８ 折

算ꎬ即奶粉重量乘以 ８ 得到相应纯牛奶的量ꎻ奶酪与奶

片等其他奶制品以 １ ∶ １０ 折算ꎬ即重量乘以 １０ꎮ (４)
各种奶及奶制品每天摄入量按照(每周摄入频次×平

均每次的摄入量) / ７ 进行计算ꎬ每天奶及奶制品摄入

量＝每天纯牛奶摄入量＋每天酸奶摄入量＋(每天奶粉

摄入量×８) ＋(每天奶酪摄入量×１０) ＋(每天其他奶制

品摄入量 × １０ )ꎮ ( ５ ) 根据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５]建议学龄儿童每天应该摄入奶及奶制品≥
３００ ｇꎬ将奶及奶制品摄入量 < ３００ ｇ / ｄ 视为摄入量

不足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对数据进行双

录入并做一致性检验ꎬ统计分析使用 ＳＡＳ ９.４ 软件ꎮ
分别采用百分数和中位数及四分位间距描述奶及奶

制品的摄入率和摄入量ꎬ运用 χ２ 检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秩和检验进行性别、学段间比较ꎮ 以奶及奶制品摄

入量是否充足为因变量对调查对象的人口学信息进

行描述ꎬ用 χ２ 检验比较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不足率的差

异ꎬ将 χ２ 检验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模型ꎬ分析影响广州市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摄

入量不足的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奶及奶制品摄入率和摄入量　 学生奶及奶制品

的摄 入 率 为 ９７ ２４％ ( ７ ７２９ 名 )ꎬ 女 生 摄 入 率

(９８ ０１％ꎬ３ ５８８ 名)高于男生(９６ ６０％ꎬ４ １４１ 名) ( χ２

＝ １４ ６９ꎬＰ<０ ０１)ꎻ小学生(９７ ７９％ꎬ３ ４５３ 名)与初中

生(９７ ２５％ꎬ３ １１３ 名)均高于高中生(９５ ６４％ꎬ１ １６３
名)(χ２ ＝ １５ ６０ꎬＰ<０ ０５)ꎮ 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中位数

为 １７８ ５７ ｇ / ｄꎬ其中男生为 １９１ ４３ ｇ / ｄꎬ女生为 １５７ ８６
ｇ / ｄꎻ小学生和初中生均为 １７８ ５７ ｇ / ｄꎬ高于高中生

(１６４ ２９ ｇ / ｄ)ꎬ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秩和检验结果显示ꎬ
不同性别、学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Ｈ 值分别为

６６ ７７ꎬ１６ ６６ꎬ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在摄入的奶及奶制品

中ꎬ以纯牛奶和酸奶为主ꎬ 摄入率分别为 ８６ ６５％
(６ ８８７名)和 ８５ ９１％(６ ８２８ 名)ꎬ摄入量中位数分别

为 １０７ １４ 和 ４２ ８５ ｇ / ｄꎻ奶粉、奶酪及其他奶制品的摄

入率和摄入量均较低ꎬ摄入率分别为 ２０ ２６％ (１ ６１０
名)ꎬ２４ ６４％(１ ９５８ 名)ꎬ２０ ９９％ (１ ６６８ 名)ꎬ摄入量

中位数分别为 ７ １４ꎬ１ ４２ꎬ１ １４ ｇ / ｄꎮ 奶及奶制品每周

摄入≥７ 次的比例为 ２３ ８８％(１ ８９８ 名)ꎬ其中纯牛奶

每周摄入≥７ 次的比例最高(１９ ３１％ꎬ１ ５３５ 名)ꎬ酸
奶、奶粉、奶酪及其他奶制品均较低ꎬ分别为 ５ ４９％
(４３６ 名)ꎬ２ ０９％ (１６６ 名)ꎬ０ ３８％ (３０ 名) 和 ０ ８８％
(７０ 名)ꎮ
２.２　 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不足的单因素分析　 奶及奶

制品摄入量不足率为 ７８.８８％(６ ２６９ 名)ꎬ女生摄入量

不足率高于男生ꎻ独生子女的摄入量不足率低于非独

生子女ꎮ 趋势 χ２ 检验结果显示ꎬ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不

足率随着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的提高而降低ꎬ
高中生高于初中生ꎬ均高于小学生( 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不足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　 以奶及奶制品摄入量是否充足为因变量(不足 ＝
０ꎬ充足 ＝ １)ꎬ将性别、学段、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文

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ꎮ 结果显示ꎬ女生、高中生奶及

奶制品摄入量不足的可能性更大ꎻ父亲文化程度为大

专及以上、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和家庭年收入

≥２０ 万元的学生更可能足量摄入奶及奶制品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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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组别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不足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奶及奶制品摄

入量不足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 ２８７ ３ ２６５(７６.１６) ４１.１６ <０.０１
女 ３ ６６１ ３ ００４(８２.０５)

学段 小学 ３ ５３１ ２ ６９０(７６.１８) ６.６０ <０.０１
初中 ３ ２０１ ２ ５４３(７９.４４)
高中 １ ２１６ １ ０３６(８５.２０)

是否独生子女 否 ５ ０５６ ４ ０７１(８０.５２) ２２.７０ <０.０１
是 ２ ６７３ ２ ０２８(７５.８７)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２ ００７ １ ７３７(８６.５５) １１.９１ <０.０１
高中 １ ７０７ １ ３９２(８１.５５)
大专及以上 ３ ７２２ ２ ７３４(７３.４６)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２ ４４５ ２ １１４(８６.４６) １２.８３ <０.０１
高中 １ ５９２ １２９１(８１.０９)
大专及以上 ３ ４８６ ２ ５３９(７２.８３)

家庭年收入 / <１０ １ ７９１ １ ５３３(８５.５９) ９.９５ <０.０１
　 万元 １０~ １ ５６８ １ ２８４(８１.８９)

≥２０ ３ ８０２ ２ ８３１(７４.４６)

　 注:部分变量有缺失值ꎻ()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２　 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

摄入量不足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７ ９４８)

自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１.００
　 女 ０.３５ ３１.６５ <０.０１ １.４２(１.２６~ １.６０)
学段
　 小学 １.００
　 初中 ０.０７ １.２４ ０.２７ １.０８(０.９５~ １.２２)
　 高中 ０.６２ ３４.５９ <０.０１ １.８６(１.５１~ ２.２８)
是否独生子女
　 否 １.００
　 是 －０.１１ ３.１０ ０.０８ ０.８９(０.７９~ １.０１)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００
　 高中 －０.２０ ３.４５ ０.０６ ０.８２(０.６６~ １.０１)
　 大专及以上 －０.２９ ６.１３ ０.０１ ０.７５(０.５９~ ０.９４)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００
　 高中 －０.２８ ７.０５ ０.０１ ０.７５(０.６１~ ０.９３)
　 大专及以上 －０.５５ ２２.７１ <０.０１ ０.５８(０.４６~ ０.７２)
家庭年收入 / 万元
　 <１０ １.００
　 １０~ －０.０９ ０.８２ ０.３６ ０.９１(０.７５~ １.１１)
　 ≥２０ －０.２７ ８.３５ <０.０１ ０.７７(０.６４~ ０.９２)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广州市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的摄入

率达 ９７.２４％ꎬ可能与广州市“学生饮用奶计划”实施

有关[９] ꎮ 奶及奶制品摄入者每天摄入量的中位数为

１７８.５７ ｇ / ｄꎬꎬ高于 ２０１１ 年广州市越秀区[１０] 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中国[１１]儿童青少年的调查结果(分别为 ９５.８４
ｇ / ｄ 和 １２６.７ ｇ / ｄ)ꎮ 说明现在广州市中小学生奶及奶

制品的摄入率高ꎬ每天摄入量有所增加ꎬ但与«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２０１６)» [５]中推荐量要求相差甚远ꎮ 本研

究显示仅 ２１.１２％的学生奶及奶制品摄入量≥３００ ｇ /
ｄꎬ低于 ２０１３ 年对广州市城区 ３ ~ １４ 岁儿童青少年的

调查结果(２４.７％) [１２] ꎬ可能与年龄越小ꎬ奶及奶制品

的摄入量越多有关ꎮ 本研究还发现中小学生奶类消

费以纯牛奶和酸奶为主ꎬ实际上奶粉、奶酪和其他奶

制品也是较好的浓缩奶制品ꎬ应鼓励学生多品尝ꎬ增
加奶及奶制品的摄入量[５]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女生和高年级学生奶类摄入量

不足的风险更高ꎬ而父母文化程度高和家庭收入高的

学生足量摄入奶及奶制品的可能性更大ꎮ 女生奶类

摄入不足与其更在意自己的体重变化有关ꎬ其可能认

为摄入奶及奶制品会增加体重ꎬ从而有意地减少奶类

的摄入保持或减轻体重[１１ꎬ１３－１５] ꎮ 多项研究指出奶及

奶制品摄入不仅不会引起体重增加ꎬ反而能降低肥胖

的发生风险[１１ꎬ１３ꎬ１６－１９] ꎮ 高中生奶及奶制品摄入少ꎬ可
能与含糖饮料摄入增加有关[１１ꎬ１９－２１] ꎮ 有研究发现ꎬ随
着儿童青少年年龄的增加ꎬ会更喜欢甜味[１９ꎬ２２] ꎻ高年

级学生在饮料购买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２１] ꎬ使得其

含糖饮料消费增多ꎬ而奶制品消费减少ꎮ 父母的文化

程度越高ꎬ其营养知识也越丰富ꎬ而学生家长的营养

知识水平与学生健康食物的摄入呈正相关[２３] ꎮ 一般

来说ꎬ母亲对孩子饮料的选择影响更大ꎬ所以其文化

程度与学生奶及奶制品摄入的关系更为密切[１３] ꎮ 家

庭的经济状况好ꎬ奶及奶制品摄入多ꎬ可能与购买力

有关[１２] ꎻ也可能与低收入家庭因认为奶及奶制品不是

“必需品”ꎬ而减少此类消费有关[２４－２５] ꎮ
综上所述ꎬ广州市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的摄入率

高ꎬ但摄入量明显不足ꎮ 应从社会、学校和家庭三个

层面加强对学生的奶及奶制品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

预ꎬ促进中小学生奶及奶制品的摄入量达标ꎮ 政府有

关部门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合理膳食的健康教育和

科学的膳食指导ꎬ提高全民对奶及奶制品摄入重要性

及其相关知识的认识ꎬ培养健康的消费观ꎮ 学校继续

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ꎬ开展奶及奶制品主题教育活

动和趣味性知识竞赛等活动ꎬ提高学生ꎬ尤其是女生

和高中生对奶及奶制品的正确认识ꎮ 家长要鼓励孩

子多摄入奶类食物ꎬ培养其摄入奶及奶制品的良好习

惯ꎬ促进学生健康成长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２０１３ 版) [ 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１７６.
[２] 　 ＤＥ ＢＥＥＲ Ｈ.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ｒ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Ｊ] . Ｅｃｏｎｏｍ Ｈｕｍ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２ꎬ１０
(３):２９９－３０９.

[３] 　 周月婵ꎬ胡余明ꎬ马征ꎬ等.长期饮用学生奶与儿童骨密度的关系

[Ｊ] .卫生研究ꎬ２０１１ꎬ４０(１): ６５－６７.
[４] 　 ＭＯＶＡＳＳＡＧＨ Ｅ Ｚꎬ ＫＯＮＴＵＬＡＩＮＥＮ Ｓꎬ ＢＡＸＴＥＲ￣ＪＯＮＥＳ Ａ Ｄ Ｇꎬ ｅｔ

ａｌ. Ａｒｅ ｍｉｌｋ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ｂｅｃｕｌａｒ ｂｏ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 Ｊ] .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ｔꎬ２０１６ꎬ２８
(２):６０９－６１９.

[５] 　 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１６) [ 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ꎬ２０１６:６２.
[６] 　 ＨＥ Ｙꎬ ＹＡＮＧ Ｘꎬ ＸＩ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Ｐ Ｎｕｔｒ Ｓｏｃꎬ２０１６ꎬ７５(３):３８５－３９１.
[７] 　 于冬梅.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国居民能量营养素摄入状况及变化趋势

[Ｊ] .卫生研究ꎬ２０１６ꎬ４５(４): ５２７－５３３.

５３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８] 　 王文鹏ꎬ程红ꎬ赵小元ꎬ等.北京市儿童青少年食物频率问卷的信

度和效度研究[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１):８－１１.
[９] 　 佚名. 国家 “ 学生饮用奶计划” 实施方案 [ 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０１ꎬ２２(１):２－３.
[１０] 卢嘉明ꎬ朱紫杭ꎬ黄亮宇ꎬ等.广州市越秀区居民乳类产品摄入情

况调查[Ｊ] .现代预防医学ꎬ ２０１３ꎬ４０(１４):２５９６－２５９９.
[１１] ＸＵ Ｐ Ｐꎬ ＹＡＮＧ Ｔ Ｔꎬ Ｘ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ａｉｒ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ꎬ２０１９ꎬ３２(６):３９３－４０５.

[１２] 刘国聪ꎬ朱惠莲ꎬ许斌ꎬ等.广州市越秀区城区居民奶及奶制品摄

入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华南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７ꎬ４３(３):２２１
－２２５.

[１３] ＮＩＣＫＬＡＳꎬ ＴＨＥＲＥＳＡ Ａ.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ｉｎｔａｋ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Ｊ] .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Ｎｕｔｒꎬ２００３ꎬ
２２(５):３４０－３５６.

[１４] ＤＲＯＲ Ｄ Ｋꎬ ＡＬＬＥＮ Ｌ Ｈ.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 . Ｎｕｔｒ Ｒｅｖꎬ２０１４ꎬ７２
(２)ꎬ６８－８１.

[１５] ＧＲＥＥＮ Ｂ Ｐꎬ ＴＵＲＮＥＲ Ｌꎬ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Ｅꎬ ｅｔ ａｌ. Ｓｈｏ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ｓ[Ｊ] . Ｊ Ｄａｉｒｙ Ｓｃｉꎬ２０１５ꎬ９８(６):３７０１－３７０５.

[１６] 童方ꎬ米杰ꎬ程红ꎬ等.儿童青少年奶制品摄入频次与体格发展关

联性研究[Ｊ] .中国食物与营养ꎬ ２０１２ꎬ１８(４):７９－８３.
[ １７] ＢＥＣＫ Ａ Ｌꎬ ＨＥＹＭＡＮ Ｍꎬ ＣＨＡＯ Ｃ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ｌｌ ｆａｔ ｍｉｌｋ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ｏｓ [ Ｊ] . Ｐｒｅｖ Ｍｅｄ
Ｒｅｐꎬ２０１７ꎬ８(１):１－５.

[１８] ＳＰＥＮＣＥ Ｌ Ｊꎬ ＣＩＦＥＬＬＩ Ｃ Ｄꎬ ＭＩＬＬＥＲ 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Ｎｕｔｒꎬ２０１１ꎬ７(１):４０－４９.

[１９] ＣＯＬＬＩＳＯＮ Ｋ Ｓꎬ ＺＡＩＤＩ Ｍ Ｚꎬ ＳＵＢＨＡＮＩ Ｓ Ｎ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ｇａｒ￣ｓｗｅｅｔｅｎ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ＭＩꎬ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
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０ꎬ１０(１):２３４－２４７.

[２０] ＥＶＡＮＳ Ａ Ｅ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Ａ Ｅꎬ ＥＶＡＮＳ Ｍ Ｈꎬ ｅｔ ａｌ.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ｅｘａｓ[ Ｊ] .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Ｎｕｔｒꎬ２０１０ꎬ２９(４):
３８７－３９６.

[２１] 段一凡ꎬ范轶欧ꎬ范健文ꎬ等.我国 ７ 城市中小学生饮料消费现状

[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０９ꎬ ２５(９):６６０－６６３.
[２２] ＶＥＮＮＥＲＯＤ Ｆ Ｆ Ｆꎬ ＮＩＣＫＬＡＵＳ Ｓꎬ ＬＩＥＮ Ｎ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ｔａｓｔ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ꎬ
２０１８ꎬ１２７(１):１３０－１３７.

[２３] 陈文军ꎬ闫晗ꎬ谷园园ꎬ等.合肥一年级小学生饮食行为与家长营

养知识关联性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６):８２９－８３１.
[２４] 王贵荣ꎬ陈彤ꎬ王建军.关于奶制品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 Ｊ] .中国

统计ꎬ２００９(１０):５４－５５.ＤＯＩ:ＣＮＫＩ:ＳＵＮ:ＺＧＴＪ.Ｏ.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３.
[２５] 聂少萍ꎬ马文军ꎬ徐浩锋ꎬ等.广东省城市中小学生饮用奶制品状

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７ꎬ２８(９):７７４－７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５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０７


(上接第 ８３２ 页)
[７]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Ｌ Ｆꎬ Ｄ’ ＡＩＧＬＥ Ｊꎬ ＬＥＥ Ｓ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ｈａ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Ｊ] .
Ｂｅｈａｖ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７ꎬ１３１(３):２４９－２６１.

[８] 　 ＲＯＳＥＮＨＡＵＥＲ Ａ ＭꎬＭＣＣＡＮＮ Ｋ ＥꎬＮＯＲＶＥＬＬＥ Ａꎬｅｔ ａｌ.Ａｎ ａｃｕ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ｆ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Ｊ] .Ｈｏｒｍ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７ꎬ９３:３１－３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ｙｈｂｅｈ.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２.

[９] 　 ＬＩＵ ＳꎬＬＩＵ ＱꎬＯＳＴＢＹＥ Ｔꎬｅｔ ａｌ.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
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Ｊ] . Ｓｃｉ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１７ꎬ５９８:５５３ － ５６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ｓｃｉｔｏｔｅｎｖ.２０１７.０４.１０３.

[１０] 刘舒丹ꎬ刘琴ꎬ罗燕ꎬ等.小学生应激性生活事件量表的编制[ Ｊ]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０(１０):７４５－７５１.

[１１] ＢＩＲＭＡＨＥＲ Ｂꎬ ＢＲＥＮＴ Ｄ Ａꎬ ＣＨＩＡＰＰＥＴＴＡ 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ＳＣＡＲＥＤ):ａ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Ｊ] . Ｊ Ａｍ Ａｃａｄ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Ｐｓｙ￣
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１９９９ꎬ３８(１０):１２３０－６.

[１２] ＫＯＶＡＣＳ Ｍ.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Ｒ].Ｍｕｌｔｉ￣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
ｔｅｍｓꎬＩｎｃꎬ１９９２.

[１３] 孙梦夕.青春早期应激对孕期感染所致精神分裂症大鼠模型的影

响[Ｄ].新乡:新乡医学院ꎬ２０１７.
[１４] 梁宝勇.精神压力、应对与健康:应激与应对的临床心理学研究

[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１５] ＨＵＧＨＥＳ ＫꎬＬＯＷＥＹ ＨꎬＱＵＩＧＧ Ｚ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

ｖｅｒｓ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Ｊ]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６ꎬ
１６:２２２.

[ １６] ＨＥ ＴꎬＧＵＯ ＣꎬＷＡＮＧ Ｃ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ｉｃｅ [ Ｊ] . Ｂｒａｉｎ Ｂｅｈａｖ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０
(３):ｅ０１５２６.

[１７] ＫＩＲＣＡＮＳＫＩ ＫꎬＳＩＳＫ Ｌ ＭꎬＨＯ Ｔ Ｃꎬｅｔ ａｌ.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ｃｏｒｔｉｓｏｌꎬｆｒｏ￣
ｎｔｏｌｉｍｂ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Ｊ] .
Ｄｅｖ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ꎬ２０１９ꎬ３１(３):１０１１－１０２２.

[１８] ＡＬＬＥＮ ＬꎬＤＷＩＶＥＤＩ Ｙ.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ｖｕｌｎｅ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 .Ｍｏ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２０ꎬ
２５(２):３０８－３２０.

[１９] 闫梅.武汉地区 ９ ~ １７ 岁青少年抑郁与生长发育关系的研究[ Ｄ].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２.

[２０]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 Ｍ ＲꎬＳＡＬＥＨＩ ＭꎬＫＨＡＬＥＧＨＩ Ａꎬｅｔ 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ｐｒｅｖ￣
ａｌｅｎｃｅꎬ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
ｔｉｅｓ[Ｊ] . Ｊ Ａｆｆｅ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２０ꎬ ２６３: ４５０ － ４５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ｊａｄ.
２０１９.１２.０１５.

[２１] ＷＥＲＮＥＲ￣ＳＥＩＤＬＥＲ ＡꎬＰＥＲＲＹ ＹꎬＣＡＬＥＡＲ Ａ Ｌꎬｅｔ 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ａ 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Ｒｅｖꎬ２０１７ꎬ５１:３０－
４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ｐｒ.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５.

[２２]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Ｋꎬ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Ｄꎬ ＤＵＤＡ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Ｊ] .Ｄｅｐｒｅｓｓ Ａｎｘꎬ２０１８ꎬ３５(６):５３０－５４０.

[２３] 黄芳.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亲子沟

通质量的中介作用[Ｄ].长沙:湖南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８.
[２４] 彭林丽ꎬ何芳ꎬ杨静薇ꎬ等.重庆市某主城区中小学生青春发动时

相与抑郁的关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２):２１５－２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４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５

６３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