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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小学生对现行营养标签的认知和应用程度ꎬ为科学指导中小学生认知营养标签提供数据ꎮ 方

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上海市普陀区 ２ 所公办学校二至八年级的 １ ７６６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对其零食消费行

为、营养标签认知度及应用、营养标签的关注点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学生自己购买零食者占 ４８ ７５％ꎮ 学生吃零食的频

率分别为经常(１０３ 人ꎬ５ ８３％)、偶尔(１ ５０９ 人ꎬ８５ ４５％)、不吃(１５４ 人ꎬ８ ７２％)ꎮ 学生最常摄入前 ３ 位零食中预包装食品

占 ９７ ２１％ꎮ 选购零食时ꎬ知晓并使用营养标签的占 １５ ５２％ꎬ知晓但不使用的占 １４ ６１％ꎬ不知晓也不使用的占 ６９ ８７％ꎬ中
小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６ １５９ꎬＰ＝ ０ ０００)ꎮ 对知晓营养标签的 ５３２ 名学生进行调查ꎬ有 ３３６ 名学生从不同方面提

出建议ꎮ 结论　 中小学生营养标签知晓率低ꎬ应用程度不够ꎮ 政府需加强宣教ꎬ推进落实ꎬ并定期听取多方面意见ꎬ不断完

善法规ꎬ使标签简单可操作可使用ꎻ食品生产企业应保证标签真实可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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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受西方饮食模式的影响ꎬ我国儿童青少年

吃零食的比例在逐渐增加ꎮ 其中学生常以冰棍、膨化

食品、巧克力等作为零食[１] ꎮ 零食可提供一定的蛋白

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等ꎬ但如果选择不

当ꎬ会导致体重增加、营养不良和损伤胃口[２－３] ꎮ 这些

零食营养标签标示性如何、现有的营养标签是否能科

学引导儿童青少年更合理选择零食ꎬ儿童青少年对现

行营养标签的认知和应用程度、关注点情况ꎬ都有待

于进一步调查和研究ꎮ 为此ꎬ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２
月对上海市普陀区 ２ 所中小学进行了问卷调查ꎬ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考虑到一年级学生的理解力和五、九年级

学生的升学压力ꎬ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最终选定

普陀区 ２ 所公办学校二至四年级、六至八年级的 １ ７７０
名学生为调查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７７０ 份ꎬ回收问卷 １
７６６ 份ꎬ有效问卷 １ ７６６ 份ꎬ应答率为 ９９ ７７％ꎮ 其中男

生 ９０１ 名ꎬ女生 ８６５ 名ꎻ小学生 ９６３ 名ꎬ中学生 ８０３ 名ꎻ

６７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



二年级学生 ３４２ 名ꎬ三年级学生 ３１９ 名ꎬ四年级学生

３０２ 名ꎬ六年级学生 ２８３ 名ꎬ七年级学生 ２８３ 名ꎬ八年

级学生 ２３７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ꎬ问卷在既往研究[４] 基础

上ꎬ参考相关文献内容自行设计ꎬ同时辅以营养标签

配图参照ꎮ 内容包括一般情况、零食选择行为、营养

标签认知度及应用情况、对营养标签的关注点等ꎮ 零

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各种少量的食物和饮料(不

包括水) [５] ꎮ 营养标签是指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向消费

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说明ꎬ包括营养成分

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６] ꎮ
１ ３　 质量控制　 在参考大量文献及相关调查方案的

基础上ꎬ进行调查指标的筛选和确立ꎬ预调查检验调

查设计的合理性及可行性ꎮ 学校卫生老师及班主任

全部经过统一培训ꎬ并指导班级学生准确填写ꎬ建立

调查表的核查制度ꎮ
１ 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录入数据库ꎬ专
人负责录入和审核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软件进行描述性

分析和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零食选择情况　 结果显示ꎬ学生最常摄入前

３ 位零食中预包装食品占 ９７ ２１％ꎮ 学生自己购买零

食的检出率为 ４８ ７５％ꎬ中学生(５７ ０４％)高于小学生

(４１ ８５％)(χ２ ＝ ４０ ４２７ꎬＰ< ０ ０１)ꎮ 购买零食的地点

分 别 为 超 市 ( ７２８ꎬ 占 ８４ ５５％)、 小 店 ( １０２ꎬ 占

１１ ８５％)、 路 边 摊 ( ４ꎬ 占 ０ ４６％)、 网 络 ( ２７ꎬ 占

３ １４％)ꎮ 学生吃零食的频率分别为经常 ( １０３ꎬ 占

５ ８３％)、偶尔 ( １ ５０９ꎬ 占 ８５ ４５％)、 不吃 ( １５４ꎬ 占

８ ７２％)ꎮ
２.２　 营养标签认知与应用　 学生营养标签知晓率为

３０ １２％(５３２ / １ ７６６)ꎬ中学生知晓率高于小学生( χ２ ＝
７４ ９２１ꎬＰ<０ ０１)ꎮ 有 ８１ ９９％的学生希望了解营养标

签ꎬ小学生希望了解的愿望高于中学生(χ２ ＝ ３４ ７６１ꎬＰ
<０ ０１)ꎮ 有 ９６ ６０％的学生认为食品有必要标识营养

标签ꎬ７３ ５０％的学生认为营养标签可信ꎬ９０ ７７％的学

生认为营养标签能帮助选择更健康的食品ꎮ 见表 １ꎮ
在是 否 理 解 营 养 标 签 方 面ꎬ 全 部 看 得 懂 占

６ ６３％ꎬ部分看得懂的占 ２０ ４４％ꎬ看不懂的占 ３ ０６％ꎬ
没听说过营养标签的占 ６９ ８７％ꎬ中小学生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ꎮ 选购零食时ꎬ知晓并使用营养

标签的占 １５ ５２％ꎬ知晓但不使用的占 １４ ６１％ꎬ不知

晓不使用的占 ６９ ８７％ꎬ中小学生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 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中小学生营养标签认知度比较

组别 人数 知晓营养标签 标识营养标签必要 营养标签可信 希望了解营养标签
营养标签能

帮助选择健康食品
小学 ９６３ ２０７(２１.５０) ９２３(９５.８５) ７０２(７２.９０) ８３７(８６.９２) ８７７(９１.０７)
中学 ８０３ ３２５(４０.４７) ７８３(９７.５１) ５９６(７４.２２) ６１１(７６.０９) ７２６(９０.４１)
合计 １ ７６６ ５３２(３０.１２) １ ７０６(９６.６０) １ ２９８(７３.５０) １ ４４８(８１.９９) １ ６０３(９０.７７)
χ２ 值 ７４.９２１ ３.６９０ ０.３９４ ３４.７６１ ０.２２７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４ ０.５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０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表 ２　 学生零食选择时营养标签应用情况中小学生比较

项目 小学 中学 合计 χ２ 值 Ｐ 值
是否理解营养标签 全部看得懂 ５２(５.４０) ６５(８.０９) １１７(６.６３) ８３.４７０ ０.０００

部分看得懂 １２６(１３.０８) ２３５(２９.２７) ３６１(２０.４４)
看不懂 ２９(３.０１) ２５(３.１１) ５４(３.０６)
没听说过 ７５６(７８.５０) ４７８(５９.５３) １ ２３４(６９.８７)

是否使用营养标签 知晓并使用 １１３(１１.７３) １６１(２０.０５) ２７４(１５.５２) ７６.１５９ ０.０００
知晓但不使用 ９４(９.７６) １６４(２０.４２) ２５８(１４.６１)
不知晓不使用 ７５６(７８.５０) ４７８(５９.５３) １ ２３４(６９.８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对现有实施营养标签的建议　 对知晓营养标签

的 ５３２ 名学生进行调查ꎬ提出建议分别为:营养成分表

需进一步完善补充 ３３６ 名ꎬ关注能量 １４５ 名ꎬ关注脂肪

１４２ 名ꎬ关注蛋白质 １３５ 名ꎬ关注糖 １２４ 名ꎬ关注钠 ６７
名ꎬ对推荐或不推荐摄入营养素有区分标识 ６０ 名ꎬ关
注维生素 ３６ 名ꎬ关注钙 ３１ 名ꎬ希望标签真实可靠 ３１
名ꎬ关注铁 １１ 名ꎬ对不同名群要进行区分 １１ 名ꎬ尽量

简单及专业术语少 ５ 名ꎬ关注膳食纤维 ５ 名ꎬ关注营养

声称 ３ 名ꎬ关注营养素吸收率 １ 名ꎮ

３　 讨论
食品营养标签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食品的基本营

养特征和信息ꎬ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同时ꎬ引导和

促进健康消费[７] ꎮ 我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ＧＢ ２８０５０－２０１１)(以下简称“通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６] ꎬ为合理选择预包装零食提供了基

本工具ꎮ
３.１　 预包装零食消费状况较为普遍　 本次调查发现ꎬ
学生最常摄入前 ３ 位零食中预包装食品所占比例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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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２１％ꎮ 学生自己购买零食者占 ４８ ７５％ꎬ提示对学

生本人进行营养宣教ꎬ引导合理消费有一定的必要

性ꎮ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ＦＤＡ) [８]曾针对 ９ ~ １３ 岁年龄段人群开展“ ｓｐｏｔ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活动ꎬ倡导使用营养标签关注健康ꎮ
３.２　 营养标签认知程度不够　 调查结果显示ꎬ学生营

养标签知晓率为 ３０ １２％ꎬ低于其他文献[９－１０] 报道ꎮ
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与营养标签知晓率定义有

关ꎬ在预调查过程中发现被调查者经常误认为配料

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也是营养标签ꎬ所以本调查定义

须回答出部分营养标签相关内容者为知晓ꎻ二是«通

则»本身实施时间不长ꎬ宣传力度不够ꎮ 有 ９６ ６０％的

学生认为食品有必要标识营养标签ꎬ有 ９０ ７７％的学

生认为营养标签能帮助选择更健康的食品ꎬ显示国家

营养标签整体工作的推进与消费者的思路一致ꎮ
３.３　 营养标签需要修订完善　 在是否能理解营养标

签方面ꎬ全部看得懂的占 ６ ６３％ꎬ部分看得懂的占

２０ ４４％ꎮ 有 ６３ １６％的学生对现有营养标签从不同方

面提出完善建议ꎮ 一项研究[１１]表明ꎬ被调查者认为营

养成分表有以下方面有待改进:每一个标示的营养成

分都应该配有高、中、低的说明ꎻ最常用的成分应放在

标签成分表的首位ꎻ仅给出营养素的参考值(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ＮＲＶ) 即可ꎬ 而不是占 ＮＲＶ 的百

分比ꎮ
３.４　 标签实际应用程度缺乏　 调查发现在选购零食

时ꎬ知晓并使用营养标签的占 １５ ５２％ꎬ知晓但不使用

的占 １４ ６１％ꎬ不知晓也不使用的占 ６９ ８７％ꎮ 一项关

于中国消费者使用营养标签的研究显示ꎬ７０％的被调

查对象很少或从不使用营养标签[１２] ꎮ 有研究[１３－１５] 显

示营养标签的使用可影响消费者的食物选择和膳食

结构ꎬ有利于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发生发展ꎮ 经常阅

读并使用营养标签的人饮食相对更健康ꎬ比如快餐及

添加糖的食物摄入比例少ꎬ膳食纤维、蔬菜和水果摄

入比例多ꎮ 营养知识和态度是营养标签应用和饮食

质量的重要预测因子[１６] ꎮ
针对以上情况ꎬ笔者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制定有效的健康促进措施:(１)应继续加强零食指南

和营养知识的宣传ꎬ建议参照零食指南和居民膳食指

南购买和食用更有益健康的食品ꎻ(２)我国«通则»实

施时间不长ꎬ要多层面共同努力推进ꎮ 标签的使用不

仅仅在知、信层面ꎬ更要加强行的落实ꎮ (３)标签的某

些内容仍使部分消费者感到疑惑ꎬ不能很好地理解并

使用ꎮ 因此ꎬ标签的存在形式应该清楚、统一、明确ꎬ
更重要的是易于理解ꎮ 需定期听取多方面意见ꎬ不断

完善法规ꎬ使标签简单可操作使用ꎻ食品生产企业保

证标签真实可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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