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济南市小学生盐与健康相关知识信念行为

刘月玲１ꎬ孙洁１ꎬ崔洪春２ꎬ张军１

１.山东省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教育外事管理科ꎬ２５００２１ꎻ２.济南市槐荫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济南市小学生盐与健康相关知识、信念、行为ꎬ为针对性地开展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在济

南市各区县随机抽取 １ 所小学ꎬ共抽取济南市四年级小学生 １ ２９３ 名ꎬ采用自行设计的“盐与健康”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

查ꎮ 结果　 济南市四年级小学生中ꎬ３５.７３％知道成年人血压正常值ꎬ６７.６７％知道少吃盐有助于降血压ꎬ知道成人、１ ~ ６ 岁

儿童、７~ １３ 岁儿童每人每天盐的推荐摄入量的比例分别为 ５５.６８％ꎬ５３.２１％ 和 ５０.６２％ꎮ ７０.８４％赞成低盐饮食ꎬ６５.８９％认

为自己能主动选择含盐 / 钠少的食物ꎬ７２.８５％接受过低盐饮食的宣传或教育ꎬ７３.０１％的学生购买包装食品时会关注食品的

盐 / 钠含量ꎬ８４.４５％的学生认为包装食品应该标注盐 / 钠含量ꎬ５７.７７％曾经听说过低钠盐(替代盐)ꎮ 男、女生对低盐饮食的

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６８.０５％的男生和 ７３.９１％的女生赞成ꎬ１３.７６％的男生和 ９.２４％的女生持无所谓态度ꎻ男、
女生在其他控盐态度、技能和行为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山东省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在学校

范围内采取的一系列干预措施取得了较好成效ꎮ 但学生对于自己吃盐口味和吃盐量的判断还存在偏差ꎬ在态度转变、健康

行为养成方面ꎬ需要对男生群体侧重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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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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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盐摄入过量是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

危险因素[１－３] ꎮ ２００２ 年山东省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查结果表明ꎬ居民平均每日仅烹调用盐的摄入量高达

１２.６ ｇ[４] ꎬ是成人每日食盐推荐量( ６ ｇ) 的 ２ 倍[５] ꎮ

２０１１ 年 ＷＨＯ、联合国大会都提出将减盐作为预防慢

性病的最佳干预措施之一[６] 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山东省人

民政府和卫生部签订了联合开展减盐防控高血压项

目协议书ꎬ决定开展为期 ５ 年的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ꎬ
大规模、大范围地推行综合减盐措施[７－８] 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发布称ꎬ人均食盐摄入量下降

到 １０.１ ｇꎬ但仍高于推荐标准[５] ꎮ 中小学生钠盐摄入
量与血压呈正相关[９] ꎬ通过健康干预ꎬ可以有效提高
研究对象的相关知识水平ꎬ促进健康观念的形成[１０] ꎮ

１４６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１



项目实施以来ꎬ相关部门制定并下发了多部门减盐方

案ꎬ尤其与教育部门密切配合ꎬ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中

小学生的减盐干预活动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为评价前期在

小学实施干预的效果ꎬ及时调整后续干预方案和重

点ꎬ本研究开展了针对四年级小学生“盐与健康”相关

知识、信念、行为的问卷调查ꎬ现将结果分析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济南市每区县随机选取 １ 所小学ꎬ在开展

健康教育课前ꎬ共抽取 １２ 所小学ꎬ每所小学四年级中

随机抽 ３ 个班ꎬ调查前已征得调查学校家长和调查对

象的知情同意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４４０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２９３份ꎬ有效回收率 ８９.７９％ꎮ 其中男生 ６７６ 名ꎬ女生

６１７ 名ꎻ市区学生 ７０２ 名ꎬ县城学生 ５９１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行设计

的“盐与健康”调查问卷[１１] 进行调查ꎮ 问卷内容包括

基本情况、盐的知识知晓情况、摄盐情况及控盐相关

态度、技能与行为ꎮ 由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

员发放问卷并进行讲解ꎬ学生自行填写问卷ꎮ 工作人

员在检查无漏项、无逻辑错误后回收问卷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每项指标均统计知识知晓、摄盐

行为或控盐态度、技能与行为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

描述ꎬχ２ 检验进行组间差异比较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盐的知识知晓情况　 四年级小学生中ꎬ３５.７３％知

道成年人血压正常值ꎬ６７.６７％知道少吃盐有助于降血

压ꎬ５５. ６８％ 知道成人每人每天盐的推荐摄入量ꎬ
５３.２１％知道 １ ~ ６ 岁儿童每人每天盐的推荐摄入量ꎬ
５０.６２％知道 ７ ~ １３ 岁儿童每人每天盐的推荐摄入量ꎮ
听说过低钠盐的四年级小学生中ꎬ７８.５８％知道低钠盐

有助于预防高血压ꎮ ６ 项知识的知晓率性别间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成年人血压正常值、少
吃盐有助于降血压、成人和 １ ~ ６ 岁儿童每人每天盐的

推荐摄入量 ４ 项知识的知晓率不同地区学生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地区四年级小学生对于盐的知识知晓率比较

性别与地区 人数 统计值
成年人血

压正常值

控盐有助

于降血压

成人摄盐

正常值

１ ~ ６ 岁儿童

摄盐正常值

７ ~ １３ 岁儿童

摄盐正常值

低钠盐有助于

预防高血压△

性别 男 ６７６ ２４４(３６.０９) ４５６(６７.４６) ３８２(５６.５１) ３６３(５３.７０) ３２１(４９.１９) ３０５(７９.２２)
女 ６１７ ２１８(３５.３３) ４１９(６７.９１) ３３８(５４.７８) ３２５(５２.６７) ３２２(５２.１９) ２８２(７７.９０)

χ２ 值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１４ １.１６ ０.１９
Ｐ 值 ０.７８ ０.８６ ０.５３ ０.７１ ０.２８ ０.６６

地区 市区 ７０２ ２２５(３２.０５) ４５５(６４.８１) ３４５(４９.１５) ３４５(４９.１５) ３５３(５０.３６) ２９６(７６.０９)
县城 ５９１ ２３７(４０.１０) ４２０(７１.０７) ３７５(６３.４５) ３４３(５８.０３) ３０１(５０.９３) ２９１(８１.２８)

χ２ 值 ９.０６ ５.７３ ２６.６１ １０.１９ ０.０４ ２.９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８４ ０.０８

　 注:△项男生调查 ３８５ 名ꎬ女生 ３６２ 名ꎻ市区 ３８９ 名ꎬ县城 ３５８ 名ꎮ ()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２　 摄盐情况　 １ ２９３ 名四年级小学生中ꎬ１３.２３％认

为自己的吃盐口味偏淡ꎬ８０.５１％口味适中ꎬ６.２６％口味

偏咸ꎮ 男、女生在不同吃盐口味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１６)»推荐的 ７ ~ １３ 岁

儿童每人每天摄盐量不宜超过 ５ ｇ[５] 的标准相比ꎬ

１１.６８％认为自己的吃盐量较少ꎬ８０.４３％认为自己的吃

盐量适中ꎬ３.９４％认为自己的吃盐量过多ꎬ３.９４％不知

道自己的吃盐量处于什么水平ꎮ 不同性别、地区学生

吃盐量的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性别不同地区四年级小学生摄盐情况构成比较

性别和地区 人数 统计值
自认为吃盐口味

偏淡 适中 偏咸

自认为吃盐量

较少 适中 过多 不知道
性别 男 ６７６ ７５(１１.０９) ５４２(８０.１８) ５９(８.７３) ８２(１２.１３) ５２５(７７.６６) ３９(５.７７) ３０(４.４４)

女 ６１７ ９６(１５.５６) ４９９(８０.８８) ２２(３.５７) ６９(１１.１８) ５１５(８３.４７) １２(１.９４) ２１(３.４０)
χ２ 值 １８.６０ １４.４４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２

地区 市区 ７０２ ９１(１２.９６) ５５８(７９.４９) ５３(７.５５) ８４(１１.９７) ５３８(７６.６４) ３７(５.２７) ４３(６.１３)
县城 ５９１ ８０(１３.５４) ４８３(８１.７３) ２８(４.７４) ６７(１１.３４) ５０２(８４.９４) １４(２.３７) ８(１.３５)

χ２ 值 ４.３３ ２８.２３
Ｐ 值 ０.１２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控盐相关技能、态度与行为　 四年级小学生中ꎬ ７０.８４％赞成低盐饮食ꎬ６５.８９％认为自己能主动选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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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 钠少的食物ꎬ７２.８５％接受过低盐饮食的宣传或教

育ꎮ 接受过低盐饮食的宣传或教育的 ９４２ 名学生中ꎬ
６１.５７％曾经向周围人宣传过相关知识ꎬ７３.０１％的学生

购买包装食品时会关注食品的盐 / 钠含量ꎬ８４.４５％认

为包装食品应该标注其盐 / 钠含量ꎬ５７.７７％曾经听说

过低钠盐(替代盐)ꎮ
男、女生对低盐饮食的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ꎬ在其他控盐态度、技能和行为方面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地区小学生对包

装食品是否应该标注产品的盐 / 钠含量、是否听说过

低钠盐(替代盐)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ꎻ与市区学生相比ꎬ县城学生在其他控盐态度、技
能和行为更为正向、 积极、 主动 ( Ｐ 值均 < ０. 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四年级小学生控盐相关技能态度与行为构成不同性别不同地区间比较

控盐技能、态度与行为

性别

男生

(ｎ ＝ ６７６)
女生

(ｎ ＝ ６１７)
χ２ 值 Ｐ 值

地区

市区

(ｎ ＝ ７０２)
县城

(ｎ ＝ ５９１)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 １ ２９３)

对低盐饮食的态度 赞成 ４６０(６８.０５) ４５６(７３.９１) ７.５７ ０.０２ ４７０(６６.９５) ４４６(７５.４７) １３.９０ ０.００ ９１６(７０.８４)
反对 １２３(１８.２０) １０４(１６.８６) １３２(１８.８０) ９５(１６.０７) ２２７(１７.５６)
无所谓 ９３(１３.７６) ５７(９.２４) １００(１４.２５) ５０(８.４６) １５０(１１.６０)

自己能主动选择含盐 / 钠少的食物 能 ４３４(６４.２０) ４１８(６７.７５) ３.８７ ０.１５ ４４０(６２.６８) ４１２(６９.７１) １６.３７ ０.００ ８５２(６５.８９)
不能 ６７６(１３.７６) ９０(１４.５９) ９３(１３.２５) ９０(１５.２３) １８３(１４.１５)
不知道 １４９(２２.０４) １０９(１７.６７) １６９(２４.０７) ８９(１５.０６) ２５８(１９.９５)

是否接受过低盐饮食的宣传或教育 接受过 ４７８(７０.７１) ４６４(７５.２０) ３.２９ ０.０７ ４４９(６３.９６) ４９３(８３.４２) ６１.４３ ０.００ ９４２(７２.８５)
未接受过 １９８(２９.２９) １５３(２４.８０) ２５３(３６.０４) ９８(１６.５８) ３５１(２７.１５)

是否向周围人宣传过低盐饮食 宣传过 ２８６(５９.８３) ２９４(６３.３６) １.２４ ０.２７ ２３８(５３.０１) ３４２(６９.３７) ２６.６０ ０.００ ５８０(６１.５７)
　 的知识△ 未宣传过 １９２(４０.１７) １７０(３６.６４) ２１１(４６.９９) １５１(３０.６３) ３６２(３８.４３)
购买包装食品时是否关注过食品的 关注过 ４７９(７０.８６) ４６５(７５.３６) ３.７０ ０.１６ ４８１(６８.５２) ４６３(７８.３４) １５.７２ ０.００ ９４４(７３.０１)
　 盐 / 钠含量 未关注过 １３７(２０.２７) １０１(１６.３７) １５１(２１.５１) ８７(１４.７２) ２３８(１８.４１)

不知道 ６０(８.８８) ５１(８.２７) ７０(９.９７) ４１(６.９４) １１１(８.５８)
包装食品是否应该标注产品的盐 / 应该 ５６９(８４.１７) ５２３(８４.７６) １.８８ ０.３９ ５８８(８３.７６) ５０４(８５.２８) ０.７６ ０.６９ １ ０９２(８４.４５)
　 钠含量 不应该 １８(２.６６) ２３(３.７３) ２２(３.１３) １９(３.２１) ４１(３.１７)

不知道 ８９(１３.１７) ７１(１１.５１) ９２(１３.１１) ６８(１１.５１) １６０(１２.３７)
是否听说过低钠盐(替代盐) 是 ３８５(５６.９５) ３６２(５８.６７) ０.３９ ０.５３ ３８９(５５.４１) ３５８(６０.５８) ３.５１ ０.０６ ７４７(５７.７７)

否 ２９１(４３.０５) ２５５(４１.３３) ３１３(４４.５９) ２３３(３９.４２) ５４６(４２.２３)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项调查人数为接受过低盐饮食宣传或教育的被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小学生对于成人每人每天盐的

推荐摄入量、低钠盐有助于预防高血压的知晓率高于

郭海军等[１２]的研究ꎻ小学生对于低钠盐、低钠盐有助

于预防高血压的知晓率、能按照要求正确使用定量盐

勺所占的比例高于李惠先等[１３]的研究ꎻ对于低钠盐的

知晓率、能主动选择含盐 / 钠少的食物所占的比例高

于肖春丽等[１４]的研究ꎻ对于成年人血压正常值的知晓

率成年人、１ ~ ６ 岁和 ７ ~ １３ 岁儿童摄盐正常值的知晓

率ꎬ听说过低钠盐、赞成低盐饮食、能主动选择含盐 /
钠少的食物、购买包装食品时关注盐 / 钠含量、支持包

装食品应该标注含盐 / 钠的比例均高于董静等[１５] 的研

究中对照组的水平ꎮ 表明山东省减盐防控高血压项

目在学校范围内采取的一系列干预措施取得了较好

成效ꎮ 但学生对于自己吃盐口味和吃盐量的判断还

存在偏差ꎬ提示在不同年龄段儿童每人每天盐的推荐

摄入量方面还需加强健康教育ꎮ
男、女生对于盐与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ꎬ但男生吃盐口味偏咸者、吃盐量过多者所占

的比例均高于女生ꎬ赞成低盐饮食者所占的比例低于

女生ꎮ 提示在态度转变、健康行为养成方面ꎬ需要对

男生群体侧重干预ꎮ
县城小学生对于成年人血压正常值、少吃盐有助

于降血压、成人和 １ ~ ６ 岁儿童每人每天盐的推荐摄入

量 ４ 个问题的知晓率高于市区小学生ꎻ在支持低盐饮

食、主动选择含盐 / 钠少的食物、接受低盐饮食宣教、
向周围人宣传低盐饮食、购买包装食品时关注盐 / 钠
含量等方面的健康行为发生率也高于市区小学生ꎮ
可能是由于市区各区在各小学间投入不均衡ꎬ导致各

小学开展项目力度不一且不够持续ꎻ另外ꎬ县城小学

数量有限ꎬ资源易于集中ꎬ项目开展易于持续稳定推

进ꎮ 提示济南市应扩大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在市区

小学层面的覆盖面ꎬ均衡资源投放ꎬ持续通过开展健

康教育课、投放动漫宣传片等方式针对市区小学生进

行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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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饮料饮用率、吸烟、饮酒、赌博率低于重庆、江苏大

学生[２ꎬ１０] ꎮ
本次调查的 ５ 种健康危险行为(性行为、能量饮

料饮用、吸烟、饮酒、赌博)中ꎬ有 ３５.１％的大学生没有

表现出危险行为ꎬ３１.８％的大学生有 １ 种危险行为ꎬ
３３.１％的大学生有 ２ 种及以上危险行为ꎮ 健康危险行

为聚集现象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

响[４ꎬ１１] 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不同性别、生源地、年级大学生的

性行为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男生高于女生ꎬ城
市学生高于农村学生ꎬ大三学生比大一、二学生高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表明ꎬ性别、生源地、年级是大学生性

行为的影响因素ꎬ男生、城市学生、大三学生与性行为

发生呈正向关联ꎬ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１２] ꎮ
有能量饮料饮用、吸烟、饮酒、赌博学生的性行为

发生率相对没有以上行为的学生高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表明ꎬ喝能量饮料、吸烟、饮酒、参与赌博与性行为

发生呈正向关联ꎮ 大学生虽已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ꎬ
但自律性、自控力仍较差[４] ꎬ当有其他相关健康危险

行为后ꎬ就更容易发生性行为ꎮ
综上所述ꎬ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时应该

注意:第一ꎬ开设健康危险行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ꎮ
一方面ꎬ使学生认识到健康危险行为聚集出现的特

点ꎬ提高对危险行为并发的警惕性ꎻ另一方面ꎬ认识到

吸烟、饮酒、赌博、能量饮料饮用与性行为发生的关

系ꎬ引导学生在控制危险行为的同时减少性行为的发

生ꎮ 其次ꎬ在开展大学生性教育时ꎬ避免出现“一刀

切”的情况ꎬ在全面性教育的同时ꎬ应结合不同群体性

行为发生的特点ꎬ重点加强针对男生、城市学生、大三

学生的性教育ꎬ以有效降低性行为发生率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杨银梅ꎬ沈雅利ꎬ李十月ꎬ等.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生性行为发生情

况 ｍｅｔａ 分析[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１):１４２－１４７.

[２] 　 杨悦ꎬ黄建萍ꎬ李春建ꎬ等.４０４ 名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及其影响因

素分析[Ｊ] .医学研究生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２９(２):１９１－１９５.

[３] 　 胡春梅ꎬ吕琪ꎬ王蕾ꎬ等.大学生能量饮料饮用与感觉寻求关系

[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１０):１－４.

[４] 　 郭帅军ꎬ余小鸣ꎬ张芯ꎬ等.大学生吸烟、饮酒等健康危险行为的聚

焦现象分析[Ｊ]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ꎬ２０１３ꎬ４５(３):３８２－３８６.

[５] 　 杨璐瑛ꎬ徐炜ꎬ邵继红ꎬ等.大学男生吸烟与性行为现状调查[ Ｊ] .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４８(５):４７１－４７３.

[６] 　 ＳＡＲＶＥＲ Ｄ ＥꎬＭＣＣＡＲＴ Ｍ ＲꎬＳＨＥＲＤＯＷ Ａ Ｊꎬｅｔ ａｌ.ＡＤＨＤ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ｙ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ｃｏｎｄｕ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ａｓ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ｉｓｋ [ Ｊ] . Ｊ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ꎬ２０１４ꎬ５５ ( １２):

１３４５－１３５３.

[７] 　 季成叶.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 / 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告[Ｒ].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４４－４５.

[８] 　 ＧＡＬＬＵＣＣＩ Ａ ＲꎬＭＡＲＴＩＮ Ｒ ＪꎬＭＯＲＧＡＮ Ｇ Ｂ.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ｒｉｎｋｓ ａｍｏｎｇ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Ｊ] .Ｊ Ｃｏｍｍｕｎ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１):１０９－１１８.

[ ９] 　 ＧＲＡＣＥ ＫꎬＡＮＮＥ Ｅ Ｓꎬ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Ｍꎬｅｔ ａｌ.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ꎬ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ꎬ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ꎬ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Ｊ] .Ｊ Ａｄｄｉｃ Ｍｅｄꎬ２０１３ꎬ７(２):１１６－１２１.

[１０] 胡春梅ꎬ漆沫沙ꎬ肖前国.大学生能量饮料饮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

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４):５１９－５２２.

[１１] 胡春梅ꎬ何华敏.能量饮料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危害[ Ｊ] .中国公共

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１２):１７８８－１７９７.

[１２] 张文静ꎬ马迎华ꎬ高迪思.中国部分省市大学生性教育现状与性行

为影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６):８１４－８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１５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１０


(上接第 １６４３ 页)
[４] 　 周景洋ꎬ张俊黎.山东省居民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２００２ 年山东省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 Ｍ]. 济南: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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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２０１６:１０７－１０９.

[６]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１０[Ｍ].Ｇｅｎｅｖａ:ＷＨＯꎬ２０１１.

[７] 　 ＺＨＡＮＧ ＪꎬＸＵ Ａ ＱꎬＭＡ Ｊ Ｘꎬｅｔ ａｌ.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ｏｄｉｕｍ ｉｎｔａｋ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Ｃｈｉｎａꎬ２０１１[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３ꎬ８(３):ｅ５８９７３.

[８] 　 毕振强ꎬ梁晓峰ꎬ马吉祥ꎬ等.遏制高血压危害减盐行动势在必行

[Ｊ]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４８(１):４－６.

[９] 　 赵芳ꎬ张普洪ꎬ张璐ꎬ等.北京地区中小学生血压与油盐摄入量的

关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４):４３９－４４２.

[１０] 冯敏ꎬ李晓辉ꎬ梅丽敏ꎬ等.成都市中小学生食盐摄入知识态度行

为状况[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９):１４０１－１４０３.

[１１] 毕振强ꎬ王临虹ꎬ宗玲ꎬ等.山东省居民食盐摄入量、高血压流行状

况及经济负担研究[Ｍ].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１２] 郭海军ꎬ刘爱玲ꎬ栾德春ꎬ等.中国四个省会城市中小学生盐与健

康相关知识、信念、行为调查[ Ｊ]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４９

(９):８２８－８３０.

[１３] 李惠先ꎬ陈晓荣ꎬ郭晓雷ꎬ等.山东省部分地区减盐干预人群盐与

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分析[ Ｊ] .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ꎬ

２０１６ꎬ２４(２):１３５－１３８.

[１４] 肖春丽ꎬ游凯ꎬ程文龙ꎬ等.北京市顺义区中小学生盐与健康相关

知识、信念和行为调查[Ｊ] .职业与健康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８):１１１４－１１１６.

[１５] 董静ꎬ高丛丛ꎬ徐春晓ꎬ等.山东省四年级小学生及其家长减盐干

预效果评价[Ｊ]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９ꎬ５３(５):５１９－５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２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１０

６４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