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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学龄儿童挑食状况及其与健康状况的关系ꎬ为中国学龄儿童的健康促进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ꎬ抽取武汉市洪山区 ２ 所小学三至六年级的 ７９６ 名学生ꎬ开展为期 ３ ｄ 的膳食调查ꎬ同时对儿童及其看护

人进行营养问卷调查ꎬ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ꎮ 结果　 ４０.５８％的儿童存在挑食问题ꎬ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间挑食行为报

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９２ꎬＰ<０.０５)ꎬ拒绝蔬菜类食物的儿童最多(２３.８７％)ꎮ 与非挑食者[(０.４９±０.０１) (５７.３５±
０.７６)ｍｇ]相比ꎬ挑食者[(０.４６±０.０１)(５４.３２±０.９０)ｍｇ]维生素 Ｂ２ 和维生素 Ｃ 的每天摄入量较低( ｔ 值分别为 ２.０３ꎬ２.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挑食者身高发育生长迟缓的发生风险比非挑食者更高(ＯＲ＝ １.４２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挑食行为普遍存在于学

龄儿童中ꎬ且与儿童身高发育迟缓显著相关ꎮ 亟需针对儿童(特别是流动儿童)的营养教育活动ꎬ改善中国儿童膳食结构ꎬ
促进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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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期是人类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ꎬ也是饮食习

惯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ꎬ健康的饮食行为有助于营养

素的均衡摄入ꎬ对预防疾病、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有着

重要作用[１] ꎮ 挑食通常被定义为不愿意尝试新食物

或不愿意食用某些种类的食物[２] ꎬ是儿童时期常见的

不良饮食行为问题ꎮ 有研究表明ꎬ我国 ７ ~ １２ 岁学龄

儿童的挑食行为发生率高达 ５９.２７％[３] ꎮ 挑食可能导

致儿童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不足[４－５] ꎬ从而影响生长

发育ꎮ 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ꎬ挑食儿童的年龄别

体重指数显著低于非挑食者[６] ꎮ 此外ꎬ长期的营养素

缺乏可能导致儿童免疫力低下、贫血或产生认知功能

障碍ꎬ甚至造成长期的负面健康影响[７－８] ꎮ 本研究以

武汉市洪山区 ２ 所小学的三至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旨在调查其挑食状况并分析挑食与儿童健康状况

的关系ꎬ为我国学龄儿童的健康促进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

武汉市洪山区 ２ 所小学的三至六年级学生及其看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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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问卷调查ꎮ 本次调查发放儿童和看护人问卷各

１ １３５份ꎬ收回儿童问卷 １ １３２ 份ꎬ看护人问卷 ９１０ 份ꎬ
回收率分别为 ９９.７％和 ８０.２％ꎮ 剔除无看护人问卷、
膳食和基本情况数据不全的儿童后ꎬ共 ７９６ 名 ９ ~ １２
岁的学龄儿童被纳入本研究ꎮ 此研究获得武汉科技

大学伦理委员会同意(编号:２０１５１９)ꎬ所有研究对象

看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问卷调查　 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并咨询相关专

家基础上[９－１１] ꎬ自行研制«儿童 ３ ｄ ２４ ｈ 膳食记录表»
和«儿童营养状况影响因素调查表»(儿童版和看护人

版)ꎮ 儿童问卷主要包括一般情况(性别、年龄、饮食

照管人)、挑食行为(是否挑食以及具体挑食的食物种

类)和营养相关知识(共 １０ 题ꎬ满分 １０ 分)ꎮ 该问卷

采用入班调查方式ꎬ学生独立填写问卷ꎬ调查员当场

核对并回收ꎬ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８ꎮ 看护人

问卷包括一般情况(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身高体重、家
庭年收入等)和营养相关知识(共 ２３ 题ꎬ满分 ３２ 分)ꎬ
该问卷由学生带回家给其看护人填写后次日带回学

校ꎬ调查员检查后回收ꎬ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９ꎬ
符合要求ꎮ

膳食调查采用 ３ ｄ ２４ ｈ 膳食回顾法ꎬ收集调查对

象连续 ３ ｄ 的膳食摄入情况ꎮ 学生午餐结束后ꎬ由调

查员入班发放«儿童 ３ ｄ ２４ ｈ 膳食记录表»和«食物大

小参考图» [１２] ꎬ采用一对多的方式询问并记录学生从

前一天午饭后到当天午饭所有膳食情况(包括饮料、
零食、课间餐等)ꎮ
１.３　 体格检查　 根据武汉市长动医院为学生做的体

格检查结果ꎬ按体重(ｋｇ) / [身高(ｍ)] ２ 计算每位儿童

的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ꎮ 根据«中国学

龄儿童青少年 ＢＭＩ 超重 / 肥胖筛查标准»对儿童 ＢＭＩ
进行筛查[１３] ꎬ采用 Ｚ 评分法评价儿童身高发育水平ꎬ
Ｚ 评分＝ (儿童测量值－中位数) / 标准差ꎬ本研究中将

Ｚ 评分<－１ 者判定为身高发育迟缓[１４] 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双人平行录入建立

数据库ꎬ应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３.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

用(ｘ±ｓ)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或 ｔ 检验ꎻ计
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采用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挑食行为与儿童发育状况的关

系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有 ３２３ 名(４０.５８％)儿童存在挑食行

为ꎬ其中流动儿童 １９９ 名ꎬ本地儿童 １２４ 名ꎬ流动与本

地儿童间挑食行为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５)ꎻ身高发育生长迟缓儿童挑食行为报告率高于正

常儿童(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与非挑食者(８.２３±０.０７)
分相比ꎬ挑食者的营养知识均分(７.８９±０.１０)分较低( ｔ
＝ ３. ０８ꎬ Ｐ < ０. ０１)ꎬ 非挑食者看护人营养知识得分

(２４.０１±０.２７)分与挑食者(２３.６３±０.３４)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ｔ ＝ ０.８８ꎬＰ ＝ ０.３８)ꎮ
２.２ 　 儿童挑食情 况 及 日 常 食 物 摄 入 量 　 ２６７ 人

(８２.６６％)详细报告了挑食的食物种类ꎮ 在 ９ ~ １２ 岁

儿童 中ꎬ 拒 绝 蔬 菜 类 食 物 的 人 数 最 多 ( １９０ 名ꎬ
２３.８７％)ꎬ其次是禽畜肉类食物(４５ 名ꎬ５.６５％)ꎮ 在拒

绝蔬菜类食物的儿童中ꎬ６１.０５％讨厌叶菜、花菜类蔬

菜ꎬ２１.５８％讨厌瓜菜类蔬菜ꎮ 与非挑食者相比ꎬ挑食

者蔬菜类食物摄入量较低ꎬ而谷薯类食物的摄入量较

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学龄儿童挑食报告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ｉｃｋｙ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选项 人数 挑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户口类型 本地 ３３９ １２４(３６.５８) ３.９２ ０.０４

流动 ４５７ １９９(４３.５４)
性别 男 ３６８ １５１(４１.０３) ０.０６ ０.８０

女 ４２８ １７２(４０.１９)
年龄 / 岁 ９ １７９ ６９(３８.５５) １.０７ ０.７８

１０ ２０２ ８０(３９.６０)
１１ ２１０ ８５(４０.４８)
１２ ２０５ ８９(４３.４１)

饮食照管人 父母 ６８０ ２７６(４０.５９) ０.６６ ０.７２
祖辈 １００ ４２(４２.００)
其他 １６ ５(３１.２５)

父母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４１７ １６６(３９.８１) ０.２２ ０.８９
高中 ３０５ １２６(４１.３１)
大专及以上 ７４ ３１(４１.８９)

家庭年收入 / 元 <４０ ０００ ３１８ １２１(３８.０５) １.１４ ０.５６
４０ ０００~ ７９ ９９９ ２７７ １１９(４２.９６)
>８０ ０００ ２０１ ８３(４１.２９)

身高发育水平 生长迟缓 ２５８ １１９(４６.１２) ４.８７ ０.０３
正常 ５３８ ２０４(３７.９２)

体格发育水平 消瘦 ５３ １９(３５.８５) ５.６２ ０.０６
正常 ５９１ ２５４(４２.９８)
超重 / 肥胖 １５２ ５０(３２.８９)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挑食对儿童营养素摄入的影响　 非参数检验结

果表明ꎬ挑食者维生素 Ｂ２ 和维生素 Ｃ 的摄入水平均

低于非挑食者(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

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挑食对儿童身高体重发育的影响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在控制性别、年龄、户口类型、能量

摄入量和父母的身高后ꎬ挑食者发生身高发育生长迟

缓的危险度高于非挑食者[( ＯＲ 值( ９５％ ＣＩ) ＝ １. ４２
(１.０３ ~ １.９４)ꎬＰ<０.０５)]ꎻ而在控制性别、年龄、户口类

型、能量摄入量和父母的 ＢＭＩ 后ꎬ挑食者发生超重肥

胖的危险度低于非挑食者[( ＯＲ 值( ９５％ ＣＩ) ＝ ０. ６６
(０.４６ ~ ０.９３)ꎬ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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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挑食者与非挑食者食物摄入量比较 / (ｘ±ｓꎬｇｄ－１ )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ｉｃｋｙ ｅａ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ｉｃｋｙ ｅａｔｅｒｓ / (ｘ±ｓꎬｇｄ－１ )

组别 人数 蔬菜类 禽畜肉类 鱼虾类 蛋类 豆及豆制品类 谷薯类 水果类 奶类
非挑食者 ４７３ １８４.８５±２.２３ ５０.８１±１.２２ １５.５５±０.８７ １８.８２±１.００ ９.７４±０.５７ ２７８.４０±２.２１ １７７.９０±５.４８ ８５.７５±４.７７
挑食者 ３２３ １７０.４６±２.１１ ４８.０２±１.３２ １４.２６±０.９８ １８.００±１.２１ ９.０２±０.６１ ２８７.２１±２.７４ １７０.０１±７.１７ ７８.８７±５.６８
ｔ 值 ４.４５ １.５３ １.０４ ０.６２ ０.７５ －２.６４ １.３５ １.０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３０ ０.５３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３０

表 ３　 不同组别儿童每天营养素摄入量比较(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ｘ±ｓ)

组别 人数 能量 / ｋｃａｌ 蛋白质 / ｇ 脂肪 / ｇ 碳水化合物 / ｇ 维生素 Ａ / μｇ 维生素 Ｂ１ / ｍｇ 维生素 Ｂ２ / ｍｇ
非挑食者 ４７３ １ ７６３.９８±１０.８６ ５０.７３±０.３９ ５４.６５±０.４０ １５５.０１±５.３９ ４５５.７６±１０.５４ ０.３０±０.０１ ０.４９±０.０１
挑食者 ３２３ １ ７５８.７７±１４.５３ ５０.４８±０.５４ ５４.２４±０.５３ １５３.６８±６.５５ ４４２.２５±１３.６２ ０.３０±０.０１ ０.４６±０.０１
ｔ 值 ０.２９ ０.５１ ０.９８ ０.６９ １.３６ ０.２５ ２.０３
Ｐ 值 ０.７７ ０.６１ ０.３３ ０.４９ ０.１７ ０.８０ ０.０４
组别 人数 维生素 Ｂ３ / ｍｇ 维生素 Ｃ / ｍｇ 维生素 Ｅ / ｍｇ 钙 / ｍｇ 铁 / ｍｇ 锌 / ｍｇ 硒 / μｇ
非挑食者 ４７３ ８.１８±０.１３ ５７.３５±０.７６ ３６.２２±０.１５ ２３７.８１±５.０８ １２.９８±０.１２ ５.５６±０.０８ ２４.３２±０.２９
挑食者 ３２３ ７.８９±０.１６ ５４.３２±０.９０ ３５.９７±０.２０ ２２５.１３±６.１４ １３.０３±０.１５ ５.３６±０.１０ ２４.００±０.３５
ｔ 值 １.５６ ２.５７ １.５７ １.６８ －０.４１ １.４３ ０.４４
Ｐ 值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６８ ０.１５ ０.６６

　 注:１ ｋｃａｌ ＝ ４.１８ ｋＪꎮ

３　 讨论

挑食问题在我国儿童中普遍存在ꎮ 一项针对中

国 ９ 个城市和农村地区 ７ ~ １２ 岁小学生的调查结果显

示ꎬ超过 ５０％的学生存在挑食问题[３] ꎻ冯月明等[１５] 发

现ꎬ北京市小学生挑偏食行为的发生率高达 ７５.０％ꎮ
本研究中ꎬ４０.５８％的儿童存在挑食问题ꎬ流动儿童挑

食行为的发生率高于本地儿童ꎮ 流动儿童指随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居住 ０.５ 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

儿童ꎬ且其家庭条件普遍较差ꎬ看护人文化和收入水

平均不高[１６] ꎮ 现有研究表明ꎬ流动儿童不良饮食行为

和超重肥胖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本地儿童[１７－１８] 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与父母相比ꎬ儿童自己的营养知识水平

对其挑食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ꎬ更多掌握营养知识的

儿童不会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食物ꎬ而是会主

动的选择更健康、更多样的食物ꎮ 由此可见ꎬ针对儿

童的营养教育活动可能是纠正挑食行为、改善其膳食

状况的有效手段之一ꎮ
国内外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儿童饮食偏好

的研究均发现ꎬ 儿童时期的挑食以蔬菜类食物为

主[１９－２０] ꎮ 本研究中ꎬ约有 １ / ４ 的儿童表示讨厌蔬菜类

食物ꎬ且以叶菜、花菜类蔬菜居多ꎮ 颜色和口感是儿

童选择食物的重要因素ꎬ比起绿色蔬菜(叶菜和花菜

类)ꎬ孩子们更容易接受暖色系的食物ꎬ可能由于暖色

系的食物往往更为香甜ꎬ而绿色食物普遍较为酸涩且

口感较差ꎬ导致孩子们本能的拒绝绿色蔬菜[２１－２２] ꎮ 家

长们与其一味地强迫孩子ꎬ不如多和孩子强调蔬菜的

营养价值ꎬ让他们亲手参与种植和烹饪蔬菜ꎬ增加对

蔬菜类食物的兴趣和好感ꎬ此外更早的让孩子接触蔬

菜类食物也有助于减少挑食行为的发生[２１] ꎮ
与非挑食者相比ꎬ挑食者摄入的食物种类有限ꎬ

故主食的摄入量有所增加ꎮ 谷薯类食物主要提供碳

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纤维素ꎬ同时也是 Ｂ 族维生素和

矿物质的重要来源ꎬ但几乎不含维生素 Ａ、维生素 Ｃ
和维生素 Ｄꎬ此外ꎬ精加工谷物中的 Ｂ 族维生素会大

量丢失ꎬ多吃谷物无法弥补挑食引起的营养素失衡ꎮ
在本研究中ꎬ大多数挑食者都拒绝蔬菜类食物ꎬ导致

维生素 Ｂ２ 和维生素 Ｃ 的摄入量显著低于非挑食者ꎮ
在排除遗传等因素的影响后ꎬ挑食者的身高发育

迟缓率仍然较高ꎬ可能是有限的食物种类导致了营养

素摄入的不均衡ꎬ从而影响了儿童的身高发育ꎬ但从

目前的结果看来ꎬ挑食与儿童 ＢＭＩ 水平低下并无显著

关联ꎮ 目前儿童挑食与超重肥胖的关系尚不明

确[２３－２５] ꎮ Ａｎｔｏｎｉｏｕ 等[２]认为ꎬ挑食会导致儿童的超重

率较低ꎬ但该影响可能在 ９ 岁以后才能显现ꎬ与本文研

究结果相符ꎮ 本研究中 ９ ~ １２ 岁挑食儿童的超重肥胖

风险较低可能与肉类、脂肪和总能量的摄入并未高于

其他儿童ꎬ而其他种类食物又摄入不足有关ꎮ
综上所述ꎬ挑食行为普遍存在于 ９ ~ １２ 岁的学龄

儿童中ꎬ挑食者维生素 Ｂ２ 和维生素 Ｃ 的摄入量较低

且身高发育迟缓的风险更高ꎬ亟需针对儿童(特别是

流动儿童)的营养教育活动ꎬ改善我国儿童膳食结构ꎬ
促进健康成长ꎮ 本次研究为横断面研究ꎬ无法探究挑

食对儿童健康状况的远期影响ꎬ挑食行为对我国不同

年龄、不同地区儿童体格发育状况的长期影响仍然有

待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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