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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 ２０１６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以下简称“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学生饮

奶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鼓励学生饮奶提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　 从“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覆盖的中西部 ２２ 个省 ５０
个重点监测县中ꎬ按照学校食堂供餐、企业(单位)供餐和家庭(个人)托餐 ３ 种供餐模式ꎬ每个县各随机抽取 ２ 所小学和初

中ꎬ再从小学三年级及以上和初中各年级随机抽取 １~ ２ 个班ꎬ采用调查表收集 ２５ ９４８ 名学生的相关信息ꎬ分析饮奶情况和

影响因素ꎮ 结果　 每周饮奶 １~ ３ 包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最高(４５.４％)ꎬ每周饮奶≥４ 包的学生仅占 ２９.１％ꎮ 每周饮奶≥４ 包

小学三至四年级学生的比例( ３５. ７％) 高于小学五至六年级学生( ３１. ８％) 和初中生( ２２. ５％)ꎬ男生( ３０. ７％) 高于女生

(２７.５％)(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男生、小学三至四年级或五至六年级、非住宿生、父母均未外出打

工或父亲在外打工或母亲在外打工、每天就餐次数多、每天都吃早餐、每天吃零食≥１ 次、每天喝饮料≥１ 次、每天饮用白开

水≥４ 杯的学生每周饮奶≥４ 包的可能性更大(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学生饮奶不足ꎬ建议采取针对性

的措施鼓励农村学生足量饮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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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类不仅营养全面ꎬ也是膳食钙的良好食物来

源ꎮ 儿童时期充足的钙摄入对骨骼的生长和健康非

常重要ꎬ但我国儿童膳食钙的摄入量普遍较低ꎬ２０１２
年学龄儿童膳食钙摄入仅为推荐量的 ４０％左右ꎬ农村

儿童的钙摄入量更低ꎬ 主要与奶类消费水平低有

关[１] ꎮ 童年时期建立的良好饮食习惯往往会持续到

成年期[２] ꎬ因此培养儿童饮奶习惯尤其重要ꎮ 本文对

２０１６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以下简

称“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

生进行饮奶状况分析ꎬ探讨影响该地区学生饮奶的

因素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
２２ 个省 ５０ 个重点监测县中ꎬ按照学校食堂供餐、企业

(单位)供餐和家庭(个人)托餐模式各县随机抽取 ２
所小学和初中ꎻ每所学校按年级分层ꎬ从小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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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的年级中以教学班为单位各随机抽取 １ ~ ２ 个

班ꎬ保证各年级调查学生数量达到 ４０ 名左右ꎬ男、女生

基本均衡ꎮ 如果某个年级的学生人数不足 ４０ 名时ꎬ则
该年级的所有学生均为调查对象ꎮ 本次研究的总样

本量涉及 ２５ ９４８ 名学生ꎬ饮奶情况描述有效的学生数

为 ２５ ９３３ 名ꎬ每周饮奶频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存在部

分数据缺失ꎬ最终分析的有效学生数为 ２５ ８９９ 名ꎬ占
总样本量的 ９９.８％ꎮ 学生构成见表 １ꎮ

表 １　 学生基本情况构成

基本情况 人数 构成比 / ％
性别 男 １３ １９１ ５０.８

女 １２ ７５７ ４９.２
地区 中部 ８ ９３４ ３４.４

西部 １７ ０１４ ６５.６
年级 小学三至四年级 ７ ３２３ ２８.２

小学五至六年级 ７ ９１２ ３０.５
初中 １０ ７１３ ４１.３

是否住宿 是 １１ ８８１ ４５.８
否 １４ ０６４ ５４.２

父母外出打工情况 父母均未外出打工 １２ ２９７ ４７.４
父亲外出打工 ６ ７３９ ２６.０
母亲外出打工 １ ６１１ ６.２
父母均外出打工 ５ ２８５ ２０.４

是否每天吃早餐 是 １６ ９６７ ６５.４
否 ８ ９７４ ３４.６

每天吃零食频 <１ １６ ６０３ ６４.０
　 率 / 次 ≥１ ９ ３２７ ３６.０
每天喝饮料 <１ ２０ ００３ ７７.１
　 频率 / 次 ≥１ ５ ９３７ ２２.９
每天喝白开水的 <４ ２０ ４７６ ７８.９
　 量 / 杯 ≥４ ５ ４６０ ２１.１

　 注:部分数据存在缺失ꎮ

１.２　 方法　 采用统一编制的«学生调查表»收集学生

的一般情况、食物摄入、饮食行为等信息ꎮ 该调查问

卷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设计ꎬ经专

家研讨会审核并进行预实验后修订ꎮ 调查前ꎬ对各试

点省进行统一培训ꎬ再由各省对各试点县进行二级培

训ꎻ培训合格后的调查员才能正式进行调查ꎮ 调查员

详细介绍问卷填写方法后ꎬ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

卷ꎮ 问卷调查结束后ꎬ调查员对每一份问卷进行核

查ꎬ如发现填写错误或漏填等ꎬ立即让调查对象补充

修正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所有调查数据均采用统一的“计划营

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系统” 进行录入和上报ꎮ 采用

ＳＡＳ ９.４ 进行数据的清理和分析ꎮ 学生饮奶情况采用

例数和率描述ꎬ其中学生每周饮奶情况分为 ４ 组ꎬ包括

每周不到 １ 包、每周 １ ~ ３ 包、每周 ４ ~ ６ 包和每天≥１
包ꎮ 不同组间饮奶频率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ꎬ多组百

分率的两两比较采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法ꎮ 将每周饮奶情况

中每周不到 １ 包和每周 １ ~ ３ 包合并为每周≤３ 包ꎻ每
周 ４ ~ ６ 包和每天≥１ 包合并为每周≥４ 包ꎬ采用二分

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学生每周饮奶频率的影响因素ꎮ
单因素分析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级、地区、是否住

宿、父母外出打工情况、每天就餐次数、是否每天吃早

餐、每周吃零食频率、每周喝饮料频率、每天喝白开水

的量ꎮ 对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有影响的因素ꎮ 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饮奶情况　 学生饮奶频率以每周饮奶 １ ~ ３
包为主ꎬ占 ４５. ４％ꎻ ２９. １％ 的学生每周饮奶 ≥ ４ 包ꎬ
２５.５％的学生每周饮奶不到 １ 包ꎮ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两两比

较结果显示ꎬ小学三至四年级学生每周饮奶≥４ 包的

比例(３５.７％)高于小学五至六年级学生(３１.８％)和初

中生(２２.５％) (Ｐ 值均<０.０１)ꎮ 男生每周饮奶≥４ 包

的比例(３０.７％)高于女生(２７.５％)(Ｐ<０.０１)ꎮ 不同地

区之间学生每周饮奶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学生每周饮奶频率构成比较

组别 人数 每周不到 １ 包 每周 １~ ３ 包 每周 ４~ ６ 包 每天≥１ 包 Ｚ / χ２ 值 Ｐ 值
地区 中部 ８ ９３４ ２ ４３２(２７.２) ３ ８３２(４２.９) １ ７１６(１９.２) ９５４(１０.７) －１.５９ ０.１１

西部 １６ ９９９ ４ １８７(２４.６) ７ ９４９(４６.８) ２ ９８７(１７.６) １ ８７６(１１.０)
年级 小学三至四年级 ７ ３２２ １ ３２８(１８.１) ３ ３８０(４６.２) １ ５７５(２１.５) １ ０３９(１４.２) ７２４.９５ <０.０１

小学五至六年级 ７ ９０５ １ ７５０(２２.１) ３ ６４６(４６.１) １ ５３２(１９.４) ９７７(１２.４)
初中 １０ ７０６ ３ ５４１(３３.１) ４ ７５５(４４.４) １ ５９６(１４.９) ８１４(７.６)

性别 男 １３ １８２ ３ ３０３(２５.０) ５ ８４４(４４.３) ２ ５３８(１９.３) １ ４９７(１１.４) －４.３９ <０.０１
女 １２ ７５１ ３ ３１６(２６.０) ５ ９３７(４６.５) ２ １６５(１７.０) １ ３３３(１０.５)

合计 ２５ ９３３ ６ ６１９(２５.５) １１ ７８１(４５.４) ４ ７０３(１８.２) ２ ８３０(１０.９)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学生每周饮奶频率影响因素分析

２.２.１　 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
性别、年级、地区、是否住宿、父母外出打工情况、每天

就餐次数、吃早餐情况、每周吃零食频率、每周喝饮料

频率、每天喝白开水的量对学生每周饮奶是否达到 ４
包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２.２.２　 多因素分析　 以学生每周饮奶频率是否达到 ４
包为因变量(否＝ ０ꎬ是＝ １)ꎬ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

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男生、小学三至四年级和五至六年级、非住

宿生、父母均未外出打工或父亲在外打工或母亲在外

打工、每天就餐次数多、每天吃早餐、每天吃零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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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天喝饮料≥１ 次、每天饮用白开水≥４ 杯是学生

每周饮奶≥４ 包的促进因素(Ｐ 值均<０.０１)ꎻ地区对学

生饮奶频率无影响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学生每周饮奶频率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５ ８９９)

自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女 １.００

男 ０.１５ ３１.７１ <０.０１
年级 初中 １.００

小学三至四年级 ０.６５ ３７１.０５ <０.０１
小学五至六年级 ０.４７ １９７.５２ <０.０１

地区 中部 １.００
西部 －０.０６ ４.６４ ０.０３

是否住宿 是 １.００
否 ０.４２ ２２３.４７ <０.０１

父母外出打工 父母均外出打工 １.００
父母均未外出打工 ０.３４ ８１.１６ <０.０１
父亲外出打工 ０.２７ ４１.２８ <０.０１
母亲外出打工 ０.２８ １９.０７ <０.０１

每天就餐次数 ０.２８ ３９.６７ <０.０１
是否每天吃早餐 否 １.００

是 ０.３５ １３６.７９ <０.０１
每天吃零食频 <１ １.００
　 率 / 次 ≥１ ０.４３ ２３８.２６ <０.０１
每天喝饮料频 <１ １.００
　 率 / 次 ≥１ ０.６１ ３７８.１９ <０.０１
每天喝白开水的 <４ １.００
　 量 / 杯 ≥４ ０.２８ ７７.９８ <０.０１

表 ４　 学生每周饮奶频率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５ ８９９)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女 １.００
　 男 ０.１６ ０.０３ ３０.４２ <０.０１ １.１７(１.１１~ １.２３)
年级
　 初中 １.００
　 小学三至四年级 ０.３９ ０.０４ １０８.４９ <０.０１ １.４８(１.３８~ １.６０)
　 小学五至六年级 ０.２８ ０.０４ ６０.６９ <０.０１ １.３３(１.２４~ １.４３)
是否住宿
　 是 １.００
　 否 ０.２６ ０.０３ ６９.１５ <０.０１ １.３０(１.２２~ １.３８)
父母外出打工
　 父母均在外出打工 １.００
　 父母均未外出打工 ０.３７ ０.０４ ９２.０３ <０.０１ １.４５(１.３４~ １.５６)
　 父亲在外打工 ０.３０ ０.０４ ４８.１０ <０.０１ １.３５(１.２４~ １.４６)
　 母亲在外打工 ０.２７ ０.０７ １７.３８ <０.０１ １.３１(１.１５~ １.４９)
每天就餐次数 ０.２６ ０.０５ ３２.６２ <０.０１ １.３０(１.１９~ １.４２)
是否每天吃早餐
　 否 １.００
　 是 ０.２６ ０.０３ ７２.２５ <０.０１ １.３０(１.２２~ １.３８)
每天吃零食频次 / 次
　 <１ １.００
　 ≥１ ０.３５ ０.０３ １３６.２７ <０.０１ １.４１(１.３３~ １.５０)
每天喝饮料频次 / 次
　 <１ １.００
　 ≥１ ０.４８ ０.０３ ２０９.０２ <０.０１ １.６１(１.５１~ １.７２)
每天喝白开水的量 / 杯
　 <４ １.００
　 ≥４ ０.２６ ０.０３ ６１.８０ <０.０１ １.２９(１.２１~ １.３８)

３　 讨论
奶类营养价值丰富ꎬ经常饮奶有利于儿童的骨骼

健康[３－５] 和身高增长[３ꎬ６－９] ꎬ 还能改善儿童营养不

良[１０－１１] ꎬ预防儿童肥胖[１２－１３] 和心血管疾病[１４－１５] 的发

生发展ꎮ 世界各国膳食指南均将奶类作为儿童每日

膳食的必要组成部分ꎬ儿童青少年从小养成饮奶的习

惯将受益一生ꎮ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推荐

我国学龄儿童应天天饮奶ꎬ每天摄入奶或奶制品 ３００ ｇ
及以上[１] ꎮ 但我国贫困农村儿童饮奶的比例很低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仅有 １０.９％的中

小学生每天饮奶 １ 包及以上ꎬ远低于 ２０１２ 年全国儿童

青少年饮奶水平(３９.２％) [１] ꎬ更低于城市地区儿童的

饮奶水平[１６－１７] ꎬ如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有 ６３.９％的中小学

生每天饮奶 １ 袋(２５０ ｍＬ)左右[１６] ꎮ 提示与推荐的儿

童饮奶频次和饮奶量相比ꎬ贫困农村地区学生的饮奶

频率需要进一步提高ꎮ
本研究中ꎬ男生每周饮奶≥４ 包的比例高于女生ꎬ

且男生每周饮奶 ≥ ４ 包的可能性更大ꎬ 与 Ｍｅｎｓｉｎｋ
等[１８－１９]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２０１３ 年 Ｗｅｉｂｌｅ[１９] 对德国

１２５ 所学校的小学二至四年级学生进行校园牛奶消费

研究发现ꎬ男生更倾向于饮奶ꎮ Ｓｗｅｅｔｉｎｇ[２０] 研究表明ꎬ
食物选择上的性别差异来源于社会文化的影响ꎬ如肉

类食物可能代表力量和男子气概ꎬ社会对男女理想体

重的认识不同ꎬ导致男女选择食物的差异等ꎬ与 Ｊｅｎｓｅｎ
等[２１]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另外ꎬ低年级学生饮奶状况好

于高年级ꎬ与城市地区中小学生饮食行为调查结果一

致[１６ꎬ２２] ꎮ 可能因为随着年级的升高ꎬ学生自主选择食

物的能力逐渐提高ꎬ但由于缺乏均衡膳食的教育ꎬ选
择食物时更多根据个人喜好和口味[２３－２４] ꎮ 有研究表

明ꎬ接受学校的营养教育后ꎬ学龄儿童主动饮奶率会

明显提高[２４] 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每天就餐次数较多、每
天都吃早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的学生每周饮奶≥
４ 包的可能性更大ꎬ提示本身具备良好饮食习惯的学

生更倾向于饮奶ꎮ 建议通过加强对中小学生的营养

教育ꎬ提高他们的营养知晓率ꎬ引导相关人员主动

饮奶ꎮ
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外

出打工的现象ꎬ造成留守儿童比例较高ꎬ占农村儿童

的 ３７.７％[２５] ꎮ 同时ꎬ大量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立也使

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步入寄宿的行列[２６] ꎮ 本研究发

现ꎬ非住宿生和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家的学生每周饮奶

≥４ 包的可能性更高ꎮ 有研究表明ꎬ父母对儿童的食

物选择起着重要作用[２７－２９] ꎮ Ｎｉｃｋｌａｓ 等[３０－３１] 研究发

现ꎬ父母作为儿童所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ꎬ是影响儿

童饮食习惯的最大因素ꎬ他们在孩子的膳食摄入上发

挥着重要作用ꎮ 父母的提示可以增加儿童吃某种食

物的可能性[３２] ꎬ且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ꎬ学生饮奶情

况越好[３３] ꎮ 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的家长文化程度一般

较低ꎬ缺乏培养孩子饮奶习惯的意识ꎬ无法为儿童正

确选择食物ꎮ 因此ꎬ建议普及营养知识宣传教育ꎬ促
进创建良好的家庭饮食环境ꎬ指导儿童正确选择食

物ꎬ提高饮奶率ꎮ 除了家庭因素的影响ꎬ学校环境对

住宿生是否饮奶也有很大的影响[３４] ꎮ 有研究表明ꎬ学
校每周供奶次数越多ꎬ学生饮奶频率越高[３５] ꎮ 因此ꎬ
通过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ꎬ增加贫困地区学校的牛奶

供应ꎬ也能提高住宿生对牛奶的接受性和可及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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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生饮奶严

重不足ꎬ根据目前中小学生存在的饮奶问题及其影响

因素ꎬ建议重点关注农村地区、高年级学生和女生的

饮奶状况ꎬ采取措施加强对家长和中小学生的营养教

育ꎬ积极创建良好的家庭和学校环境ꎬ鼓励学生足量

饮奶ꎬ提高中小学生的饮奶水平ꎬ以达到促进儿童健

康的目的ꎮ 结合实际的经济状况ꎬ也鼓励牛奶可及性

较低的农村偏远贫困地区儿童每天增加豆制品摄入ꎬ
用于营养状况的改善ꎮ

志谢　 感谢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营养

与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工作的 ２２ 个省 ５０ 个重点监测县所有监

测学校、监测学生及其家长和参与调查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和

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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