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营养

【作者简介】 　 张海玲(１９７９－　 )ꎬ女ꎬ吉林省人ꎬ大学本科ꎬ主管医师ꎬ
主要从事营养与食品卫生工作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１.０３４

北京市昌平区中小学生一周午餐带量食谱分析

张海玲１ꎬ张宇２ꎬ刘国蓉１ꎬ孙伟１ꎬ李宏通１

１.北京市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１０２２００ꎻ２.吉林省梅河口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文献标识码】 　 Ａ
【中图分类号】 　 Ｇ ６３７.８　 Ｒ １５３.２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２￣０３
【关键词】 　 食谱制订ꎻ营养调查ꎻ学生保健服务

　 　 学生营养食谱的制定应遵循平衡膳食的原则ꎬ根
据食物营养特点和我国人民的饮食习惯及中小学生

生理特点ꎬ进行合理选料、科学搭配ꎬ以满足中小学生

生长发育的需要[１] ꎮ 午餐在一天中起承上启下的作

用ꎬ能量与营养素应占全天总量的 ３５％ ~ ４０％[２] ꎬ北京

市学生午餐主要由学生食堂和公司承担ꎬ其中学校食

堂供餐占 ６５.３％ꎬ企业供餐占 ４.８％[３] ꎮ 本文通过对北

京市昌平区供餐学校的午餐带量食谱进行调查ꎬ了解

带量食谱食物种类、数量及其营养素供应量与推荐摄

入量的差异ꎬ从而为指导学校提供结构合理、能量适

宜、营养均衡的午餐ꎬ为促进«学生餐营养指南»实施

推广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昌平区现有教委所属中小学校 ８２ 所(小

学 ３９ 所ꎬ中学 ４３ 所)ꎬ４０ 所中小学校提供学生营养

餐ꎬ１７ 所学校设置了营养师或配餐员ꎮ 本次调查采用

简单随机抽样方法ꎬ抽取昌平区提供午餐的中小学校

１８ 所ꎬ收集 ３７ 份一周午餐带量食谱及学校基本情况

调查表进行评价分析ꎬ其中学校自办食堂 １０ 份ꎬ对外

承包食堂 ２０ 份ꎬ公司送餐食堂 ７ 份ꎮ
１.２　 方法　 收集午餐带量食谱ꎬ记录 ５ ｄ 中每种食品

的名称和使用量ꎬ并将食品详细拆分到单一的食材

(包括油、盐、酱油等的使用量)ꎬ通过«学生电子营养

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２０１３ 版)»ꎬ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学生餐营养指南» (ＷＳ /
Ｔ ５５４—２０１７)计算出供给量和实际摄入量占推荐摄入

量的百分比ꎮ
食物量评价标准[２ꎬ４] :食物量达到推荐量的 ８０％

~ １２０％为供应量适宜ꎬ小于 ８０％为供应量偏低ꎬ高于

１２０％供应量偏高ꎮ 营养素摄入量评价标准[２ꎬ５] :能量

以达到推荐量的 ９０％ ~ １１０％为供应量适宜ꎬ<９０％为

供应量偏低ꎬ>１１０％为供应量偏高ꎮ 蛋白质以达到推

荐量的 ８０％ ~ １２０％为供应量适宜ꎬ<８０％为供应量偏

低ꎬ>１２０％为供应量偏高ꎮ 其他营养素以达到推荐的

８０％为供应量适宜ꎬ<８０％为供应量偏低ꎮ
本次带量食谱的评价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生理需求ꎬ以 ３ 岁为 １ 个年龄段进行分析[２] 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软件整理并计算出

每种食材人均供应量ꎬ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统
计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校午餐提供能量和能量来源供能比　 不同供

餐性质学校达到能量适宜水平、能量来源供能比适宜

的食谱数依次为:学校自办食堂(３ꎬ３)ꎻ对外承包食堂

(３ꎬ８)ꎬ公司送餐食堂(４ꎬ２)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４.７３ꎬ０.４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专兼职 / 无营养师配置的学校ꎬ能量适宜水平的

食谱数分别为 １６ / ４ꎬ２１ / ６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０６ꎬＰ>０. ０５)ꎻ能量来源供能比适宜食谱数分别为

１６ / ５ꎬ２１ / ８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１９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学校午餐各类食物供应量与推荐摄入量之比达

标情况　 结果显示ꎬ５ 类食物供应量符合推荐量标准

的比例较低ꎬ谷薯类、果蔬类、大豆及制品供应量低于

推荐摄入量的食谱分别占 ４８.６５％ꎬ７３.７８％ꎬ９４.６０％ꎬ
禽畜水产有 ４０. ５４％ 的食谱供应量高于推荐量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种类食物学校供应量情况构成(ｎ＝ ３７)

类别 过低 偏低 适宜 偏高 过高
谷薯类 １２(３２.４３) ６(１６.２２) ８(２１.６２) ６(１６.２２) ５(１３.５１)
果蔬类 ２３(６２.１６) ８(２１.６２) ３(８.１１) １(２.７１) ２(５.４１)
禽畜水产 １０(２７.０３) ４(１０.８１) ８(２１.６２) ３(８.１１) １２(３２.４３)
大豆及制品 ３３(８９.１９) ２(５.４１) ２(５.４１) ０ ０
植物油 １６(４３.２４) ３(８.１１) １０(２７.０３) ３(８.１１) ５(１３.５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人均能量及营养素摄入量与推荐量之比达标情

况　 ７５. ６８％ 的午餐食谱供应的能量不适宜ꎬ 其中

４８.６５％能量供应量偏低、２７.０３％能量供应量偏高ꎻ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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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供应量偏低 / 偏高的食谱分别

占 ３５. １４％ / ３７. ８４％ꎬ ２９. ７３％ / ３２. ４３％ꎬ ４３. ２４％ /
１３.５２％ꎻ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均存在不同比例供应量偏

低的情况ꎬ其中钙、维生素 Ｂ２、维生素 Ａ、锌供应量偏

低的情况尤为严重ꎮ 见表 ２ꎮ
经分层统计ꎬ维生素 Ｃ 的摄入量达到推荐摄入量

的食谱小学优于中学( χ２ ＝ ４.０４ꎬＰ<０.０５)ꎻ维生素 Ｂ１
的摄入量达到推荐摄入量的食谱公司送餐食堂优于

其他性质食堂(χ２ ＝ ８.４１ꎬＰ<０.０５)ꎻ碳水化合物、维生

素 Ａ 的摄入量达到推荐摄入量的食谱有营养师的优

于无营养师(χ２ 值分别为 ５.９０ꎬ１２.２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其他分层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２　 中小学生人均能量及营养素摄入量

达到 ４０％每日推荐摄入量结果构成(ｎ＝ ３７)

能量及营养素 偏低 适宜 偏高
能量 １８(４８.６５) ９(２４.３２) １０(２７.０３)
脂肪 １３(３５.１４) １０(２７.０３) １４(３７.８４)
蛋白质 １１(２９.７３) １４(３７.８４) １２(３２.４３)
碳水化合物 １６(４３.２４) １６(４３.２４) ５(１３.５２)
维生素 Ａ ２６(７０.２７) １１(２９.７３) ０
维生素 Ｂ１ １３(３５.１４) ２４(６４.８６) ０
维生素 Ｂ２ ３１(８３.７８) ６(１６.２２) ０
维生素 Ｃ １１(２９.７３) ２６(７０.２７) ０
钙 ３６(９７.３０) １(２.７０) ０
铁 ２０(５４.０５) １７(４５.９５) ０
锌 ２８(７５.６８) ９(２４.３２) ０

　 注:能量和营养素依据午餐餐次比占全天总量的 ４０％计算ꎻ( ) 内数

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４　 蛋白质来源　 优质蛋白质供应超过蛋白质构成

比 ５０％以上的食谱占 ６２.１６％ꎬ蛋白质以动物性蛋白来

源为主ꎬ植物性蛋白来源尤其是大豆类来源较低ꎮ 动

物性蛋白质以畜禽肉尤其是猪肉为主ꎬ提供该类食品

的食谱占 ７２.９７％(２７ / ３７)ꎬ仅有少数食谱提供了少量

的水产品ꎬ２１.６２％(８ / ３７)的食谱提供了少量的虾皮ꎬ
８.１１％(３ / ３７)的食谱提供了鱿鱼ꎮ

３　 讨论

学生营养午餐可以改进学生营养状况和提高教

学效果ꎬ这项规划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有关机构

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下持续推行ꎬ一些经济发达的国

家ꎬ如日本和美国等ꎬ则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规定中

小学校提供学生午餐ꎬ以促进学生健康并培养良好的

饮食习惯[５] ꎮ 北京市于 １９９３ 年在部分学校试行学生

营养午餐ꎬ１９９９ 年开始大力推广ꎬ在推行过程中存在

部分营养素未达到«营养午餐供给量标准» [６－７] ꎬ营养

餐满意度低、剩饭现象严重[８] 等情况ꎮ 本次调查也不

同程度存在食物的供应量、供应种类、供应比例、营养

素不适宜等问题ꎮ
从食物结构分析ꎬ昌平区中小学校午餐食谱存在

不同程度的谷薯类、果蔬类、大豆及制品的供应量偏

低ꎬ禽畜类供应量偏高的情况ꎮ 上海、杭州等大城市

学生餐也存在同样的问题[９－１０] ꎬ与我国居民的膳食结

构变化、脂肪摄入量过多、豆类和奶类摄入偏低、蔬菜

水果摄入较以往略有下降[１１]等情况有一定的关联ꎮ
谷薯类(包括全谷物)、果蔬类(深色蔬菜和菌藻

类)、豆制品、奶制品不足导致矿物质、膳食纤维、蛋白

质、Ｂ 族维生素摄入量不足ꎬ通过调整食谱的食物构成

即达到平衡膳食的模式可以改善ꎮ 膳食指南建议成

人平均每天摄入畜禽肉、水产品各 ４０ ~ ７５ ｇꎬ蛋类 ４０ ~
５０ ｇ[１２] ꎮ 除此之外ꎬ学校供餐应增加豆制品ꎬ豆制品

富含赖氨酸ꎬ可以与谷类食物的蛋白质互补ꎬ提高食

物的营养价值ꎬ也可以不同程度代替动物性食品ꎮ 因

此学生营养餐应在保留其营养价值的基础上选用适

宜的烹调方法、 改良豆制品风味以增加学生的食

用量ꎮ
能量营养素来源是带量食谱分析的重要部分ꎬ虽

然本次评价食谱中有 ６６.６７％的食谱优质蛋白质构成

比例适宜ꎬ但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食谱中蛋白质、脂
肪供能比较高ꎬ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较低的问题ꎮ 评价

显示昌平区中小学带量食谱能量、脂肪、钙不适宜的

情况较突出ꎬ维生素 Ａ、维生素 Ｂ２、锌供应量较低ꎬ维
生素 Ｂ１、维生素 Ｃ ６０％以上食谱供应量适宜等情况与

近年的调查情况基本一致[１０ꎬ１３] ꎬ但如果考虑学生的食

用情况[１４－１６] ꎬ能量和营养素的摄入量不适宜情况将更

加严重ꎮ 基于此ꎬ学校应制定符合标准的带量食谱ꎬ
采用健康的烹调方式ꎬ最大限度减少营养素的损耗ꎬ
应丰富营养餐的口味、减少剩饭率ꎬ从而提高营养餐

的营养价值ꎮ
本次调查未体现营养师的优势ꎬ营养师的专业背

景、工作年限、带量食谱的制定和实施参与情况直接

影响营养餐的营养质量ꎬ因此ꎬ建议供餐学校设置专

职营养师ꎬ并全程参与食谱的设计和实施ꎬ通过合理

烹调等配餐指导ꎬ提高学生营养餐的营养价值ꎮ 近年

来ꎬ部分学校家委会参与到学生带量食谱的设计、监
督和实施ꎬ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ꎬ但是由于家

委会成员的营养素养、食品安全、餐费标准等因素的

顾虑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带量食谱的实施ꎮ 新鲜、安
全、丰富的食物原料等方面需要财政、法律、教育、卫
生、企业、家庭的共同协作[１７] ꎬ所以健康安全的学生营

养餐应是多部门共同努力的成果ꎮ 学生带量食谱最

终目的是为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ꎬ所以应加强营养宣

教提高学生的营养素养ꎬ促进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饮食习惯ꎬ通过供餐单位制作合理的营养餐ꎬ使学

生吃好营养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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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健康危险行为在我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ꎬ而
高职院校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更为突出[１－４] ꎮ 家庭

是青少年接触最早、经历时间最长的环境ꎬ对其行为

习惯的养成发挥着重要作用ꎬ是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

的重要影响因素[５] ꎮ 为了解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

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及其与家庭因素的关系ꎬ笔者对该

地区 １ ２４１ 名高职院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结果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０ 月ꎬ采用多阶段分层随

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湘西地区吉首市、怀化市、张家

界市 ３ 个市区各 １ 所高职院校为调研学校ꎬ每所学校

先以学制分层(５ 年制高职ꎬ３ 年制高职)ꎬ从 ２ 个学制

每个年级(一至三年级)随机各抽取 ２ 个教学班ꎬ共 ３６
个班ꎮ 剔除有先天性身体发育疾病和身体残疾的学

生ꎬ共调查学生 １ ３２８ 名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２４１ 份ꎬ问卷

有效率为 ９３.４４％ꎬ其中男生 ６３９ 名ꎬ女生 ６０２ 名ꎻ少数

民族学生 ９４１ 名ꎬ非少数民族学生 ３００ 名ꎻ生源地是农

村的学生 １ ０３２ 名ꎬ城镇的学生 ２０９ 名ꎻ５ 年制高职学

生 ７７１ 名ꎬ３ 年制高职学生 ４７０ 名ꎻ一年级学生 ５７９
名ꎬ二年级学生 ３９１ 名ꎬ三年级学生 ２７１ 名ꎮ 年龄 １４ ~
２４ 岁ꎬ平均(１７.２２±１.４９)岁ꎮ
１.２　 方法　 参照«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 / 危险行为调

查问卷(高中、大学)» [６]设计«湘西地区高职生健康相

关行为调查问卷»ꎬ问卷分为 ２ 个部分:(１)学生的基

本情况ꎬ包括性别、学制、民族、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

度、家庭类型、家庭收入、父母之间及与父母的关系

等ꎮ (２)学生健康相关行为ꎬ主要调查学生偏食、缺乏

锻炼、吸烟、饮酒、自杀意念、网络成瘾行为等ꎮ 偏食、
缺乏锻炼、非安全场所游泳、自杀意念、现在吸烟、现
在饮酒、网络成瘾判断标准依据«中国青少年健康相

关 / 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告 ２００５»中的定义[６] ꎬ偏食指

讨厌吃某类食物(如某类蔬菜、肉类、水果等)ꎬ缺乏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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