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测的基础上ꎬ还应在本地区进一步研究碘摄入量对

８ ~ １０ 岁儿童甲状腺疾病的影响ꎬ同时加强适度补碘、
科学补碘的健康宣传ꎬ根据淄博市碘营养状况ꎬ继续

实施新的«食用盐碘含量»标准 (ＧＢ ２６８７８－２０１１)ꎬ为
保障绝大多数人群的碘营养供应提供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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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ꎬ城市中小学生吃

零食的现象比较普遍ꎮ 零食主要是指在非正餐时间

食用的各种少量的食物和饮料(不包括水) [１] ꎮ 零食

可以提供部分营养素和能量来作为饥饿时的补充ꎬ但
不可忽视的是零食中含有大量的糖、盐和脂肪ꎬ摄入

过多的零食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能量代谢ꎬ从而导致

体重增加、营养素摄入不足等一系列健康问题[２－５] ꎮ
为了解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生零食摄入状况ꎬ探究影

响学生零食摄入的因素ꎬ笔者利用 ２０１５ 年 ４—５ 月开

展的“学生饮食情况及相关知识行为调查”资料进行

分析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 ＰＰＳ(规模比例抽样)、两阶段分层整

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调查对象ꎮ 第一阶段抽样单

位为学校ꎬ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ꎬ根据北

京市各区县中、小学校分布情况进行随机抽样ꎬ其中

西城区所需抽取监测学校数和监测学生数为:小学 ２
所共监测 ４２０ 名ꎻ初中和高中各 ２ 所ꎬ均监测 ２８０ 名ꎮ
第二阶段抽样单位为班级ꎬ在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及各中、小学校卫生保健所校医的协助下负责班级

的随机抽取ꎬ按调查年级分层ꎬ要求抽取的班级学生

需达到 ３５ 名ꎬ抽中班级的学生全部进行问卷调查ꎮ 本

次研究最终共抽取 ３３ 个班级 １ ００９ 名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ꎮ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００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９％ꎮ 年龄 ７
~ １７ 岁ꎬ 平均 ( １２. ７２ ± ２. ８４) 岁ꎮ 其中男生 ５７１ 名

(５６.７％)ꎬ女 生 ４３６ 名 ( ４３. ３％)ꎻ 小 学 生 ４１５ 名

(４１.２％)ꎬ初中生 ２８６ 名 ( ２８. ４％)ꎬ 高中生 ３０６ 名

(３０.４％)ꎻ多数学生为非住宿生ꎬ比例为 ９２.８％ꎮ
１.２　 方法　 采用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编

制下发的“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饮食情况及相关知识

行为监测问卷”进行调查ꎮ 对问卷中 ９ 道涉及营养知

８４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识相关问题的知晓率进行统计ꎬ每道题赋值 １ 分ꎬ累计

９ 道题的得分作为学生的营养知识评分ꎬ并按照营养

评分 ０ ~ ３ꎬ４ ~ ６ꎬ７ ~ ９ 分划分为营养知识水平的低、
中、高ꎮ
１.３　 质量控制　 采取集体问卷调查方法ꎬ由经过培训

的调查人员利用上课时间ꎬ使用统一指导语ꎬ组织学

生集体自填问卷ꎬ匿名填写ꎬ完成的问卷由调查员收

集并保管ꎮ 本次调查经广泛征求意见ꎬ完善监测方

案ꎬ严格按照抽样原则进行抽样ꎻ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进入学校进行现场调查ꎬ严格确保班主任不能

作为调查员ꎻ调查员对于与调查内容有关的问题认真

解释ꎬ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ꎬ不用有倾向性、引导性的

话语ꎻ调查员在回收问卷时ꎬ对问卷进行清点和初审ꎬ
发现未填写、未上交或有重大缺漏项的问题当场予以

纠正ꎻ数据采用双录入核查ꎬ制定数据清理程序ꎬ分析

前对数据进行清理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描述性研究、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

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秩和检验对学生零食摄入状况进

行比较ꎮ 采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对学生零

食摄入频率的影响因素(逐步法入选标准 α ＝ ０.０５ꎬ排
除标准 α ＝ ０.１０)进行分析ꎮ 全部数据计算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分析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中ꎬ经常剩饭学生所占比例为

２０. ３％ꎻ 学 生 购 买 零 食 的 地 点 主 要 是 大 型 超 市

(５５.９％)和便利店(２９.８％)ꎮ 学生营养知识平均得分

为(５.３２±１.９８)分ꎬ其中有 ４９.１％的学生知识水平为中

等ꎬ３２.９％为高水平ꎮ
２.２　 学生零食摄入情况　 学生零食摄入频率为每周

１~ ２ ｄ 的占 ２３.８％、每周 ３ ~ ４ ｄ 的占 ２１.４％ꎬ每周 ５ ~ ６
ｄ 的占 ２０.２％ꎬ每周 ７ ｄ 的占 ３４.７％ꎮ 不同性别学生比

较ꎬ女生每周摄入零食≥５ ｄ 的比例高于男生ꎻ不同学

段的学生比较ꎬ学生每周摄入零食≥５ ｄ 的比例呈现

随学段上升逐渐下降的趋势ꎻ非住宿学生每周摄入零

食≥５ ｄ 的比例高于住宿学生ꎻ经常剩饭的学生每周

摄入零食≥５ ｄ 的比例高于不经常剩饭的学生ꎻ而选

择大型超市为零食主要购买地点的学生每周摄入零

食≥５ ｄ 的比例最高ꎻ营养知识水平为低等级的学生

每天摄入零食的比例最高ꎮ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不同性

别、学段、住宿情况、剩饭情况和主要购买零食地点的

学生每周零食摄入频率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学生每周零食摄入构成比较

组别 人数 １~ ２ ｄ ３ ~ ４ ｄ ５ ~ ６ ｄ ７ ｄ 统计量 Ｐ 值
性别 男 ５７１ １５(２６.８) １３(２３.３) １０(１８.０) １８(３１.９) －２２.１７２ <０.０１

女 ４３６ ８７(２０.０) ８２(１８.８) １０(２２.９) １６(３８.３)
学段 小学 ４１５ ８１(１９.５) ８１(１９.５) ８７(２１.０) １６(４０.０) ２６.７５４ <０.０１

初中 ２８６ ６５(２２.７) ５４(１８.９) ５９(２０.６) １０(３７.８)
高中 ３０６ ９４(３０.７) ８０(２６.１) ５７(１８.６) ７５(２４.５)

住宿情况 住宿 ７３ ２７(３７.０) ２５(３４.２) ９(１２.４) １２(１６.４) －１７.７１７ <０.０１
非住宿 ９３４ ２１３(２２.８) １９０(２０.３) １９４(２０.８) ３３７(３６.１)

是否经常剩饭 是 ２１４ ３５(１６.４) ４２(１９.６) ５１(２３.８) ８６(４０.２) －１８.６４３ <０.０１
否 ７９３ ２０(２５.９) １７(２１.８) １５(１９.１) ２６(３３.２)

主要购买零食地点 街边摊贩 ８ ３(３７.５) ２(２５.０) １(１２.５) ２(２５.０) １７.１４０ <０.０１
小卖部 １３６ ３８(２７.９) ３８(２７.９) ２４(１７.６) ３６(２６.６)
便利店 ３００ ８７(２９.０) ６６(２２.０) ５２(１７.３) ９５(３１.７)
大型超市 ５６３ １１(１９.９) １０(１９.４) １２(２２.３) ２１(３８.４)

营养知识水平 低 １９０ ４４(２３.２) ３９(２０.５) ３８(２０.０) ６９(３６.３) ０.２５９ ０.８７９
中 ４９５ １１(２３.２) １１(２３.５) ９４(１９.０) １７(３４.３)
高 ３２２ ８１(２５.２) ６０(１８.６) ７１(２２.０) １１(３４.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学生零食摄入频率的影响因素　 将学生每周零

食摄入频率作为应变量ꎬ以性别、学段、住宿情况、剩
饭情况、主要购买零食地点和营养知识水平作为自变

量ꎬ采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进行分析ꎬ变量赋值

为每周零食食用频次:１ ~ ２ ｄ ＝ １ꎬ３ ~ ４ ｄ ＝ ２ꎬ５ ~ ６ ｄ ＝ ３ꎻ
７ ｄ ＝ ４ꎻ性别:男＝ １ꎬ女 ＝ ２ꎻ学段:小学 ＝ １ꎬ初中 ＝ ２ꎬ高
中＝ ３ꎻ住宿情况:住宿 ＝ １ꎬ非住宿 ＝ ２ꎻ剩饭情况:经常

剩饭＝ １ꎬ不经常剩饭 ＝ ２ꎻ主要购买零食地点:街边摊

位＝ １ꎬ小卖部＝ ２ꎬ便利店 ＝ ３ꎬ大型超市 ＝ ４ꎻ营养知识

水平:低＝ １ꎻ中＝ ２ꎻ高＝ ３ꎮ
结果显示ꎬ影响学生零食摄入频率的因素有性

别、学段、住宿情况和剩饭情况ꎮ 男生与女生相比ꎬ零
食摄入频率更低(ＯＲ ＝ ０.７６６)ꎻ住宿学生与非住宿学

生相比ꎬ零食摄入频率更低(ＯＲ ＝ ０.５５５)ꎻ经常剩饭的

学生零食摄入频率高于不经常剩饭的学生 ( ＯＲ ＝
１.４０１)ꎻ小学生和初中生零食摄入频率高于高中生

(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７１８ꎬ１.４７７)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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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学生零食摄入频率影响因素的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００７)

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０.２６７ ０.１１９ ５.０５１ ０.０２５ ０.７６６(０.６０７ ~ ０.９６７)
学段 小学 ０.５４１ ０.１６７ １０.５５８ ０.００１ １.７１８(１.２４０ ~ ２.３８０)

初中 ０.３９０ ０.１６５ ５.５８３ ０.０１８ １.４７７(１.０６８ ~ ２.０４２)
住宿情况 住宿 －０.５５５ ０.２４１ ５.３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５７４(０.３５８ ~ ０.９２０)
剩饭情况 经常剩饭 ０.３３７ ０.１４４ ５.４９１ ０.０１９ １.４０１(１.０５７ ~ １.８５９)
主要购买零食地点 街边摊贩 －０.４６８ ０.６５２ ０.５１５ ０.４７３ ０.６２６(０.１７４ ~ ２.２５０)

小卖部 －０.３３９ ０.１７９ ３.５７１ ０.０５９ ０.７１２(０.５０２ ~ １.０１３)
便利店 －０.１８３ ０.１３９ １.７２２ ０.１８９ ０.８３３(０.６３４ ~ １.０９４)

营养知识水平 低 －０.２７３ ０.１８３ ２.２２６ ０.１３６ ０.７６１(０.５３２ ~ １.０９０)
中 －０.１４５ ０.１３６ １.１２６ ０.２８９ ０.８６５(０.６６２ ~ １.１３１)

３　 讨论
本调查显示ꎬ女生的零食摄入频率高于男生ꎬ与

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６－８] ꎮ 分析原因ꎬ由于胃容量
的不同ꎬ女生正餐时的食用量往往小于男生ꎬ容易在
两餐间产生饥饿感ꎻ基于女生情绪波动较男生频繁ꎬ
以及月经时期的食欲影响ꎬ食用零食可以满足心理上
需求并达到平复情绪的作用[９] ꎮ 北京西城区大部分
学校禁止校内设立小卖部等零食售卖机构ꎬ因此住宿
生的零食获取时间基本来源于周末回家期间ꎬ而非住
宿生则有更便利的条件每天接触到零食ꎬ相应摄入的
频率也有所增加ꎮ 魏跃胜等[１０]研究发现ꎬ走读学生零
食摄入比例远高于寄宿学生ꎮ 经常剩饭的学生缺少
健康的饮食观念和习惯ꎬ更容易出现过量食用零食的
不健康行为ꎬ且剩饭会导致每天正常能量摄入的缺
失ꎬ正餐前过早产生的饥饿感会促使学生选择零食作
为能量补充剂ꎬ从而增加食用零食的频率ꎮ 张崛等[１１]

研究发现ꎬ北京市昌平区 １１.６％的中小学生经常以零
食代替正餐ꎮ

调查结果发现ꎬ学生每周食用零食的频率随学段
的降低而逐渐上升ꎮ 刘爱玲等[１２]的研究发现ꎬ城市中
小学生在家里吃零食的比例小学生最高ꎬ初中生其
次ꎬ高中生最低ꎮ Ｐｙｓｚ 等[１３]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ꎬ儿童
青少年食用零食的比例随年龄上升而下降ꎮ 笔者认
为ꎬ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自制力有所增强ꎬ周围环
境提供零食的现象逐渐减少ꎻ学生随着年龄增加所具
备的相关零食营养知识逐渐积累[１４] ꎬ可以辨别、选择、
控制零食摄入的能力不断提高ꎮ 随着课业负担的加
重ꎬ年级越高的学生可支配的娱乐时间就越少ꎬ而看
电视、上网时间的增长会直接导致零食摄入量的增
加[１５－１６] ꎮ

西城区中小学生食用零食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ꎬ
零食也应被当做合理膳食组成的一部分ꎮ 今后应针
对重点学生ꎬ进一步加强零食教育ꎬ帮助他们掌握营
养与健康相关知识、合理选择零食、适时适量食用零
食ꎬ保证儿童青少年的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ꎮ

本研究选取的是一项饮食情况及相关知识行为
调查综合性研究中的部分数据分析ꎬ所涉及影响零食
摄入的因素有限ꎬ但问卷参考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项目问卷ꎬ基本符合实际情况ꎬ设计内
容严谨全面ꎬ信、效度可靠且回收质量较好ꎬ故仍可作
为初步探究影响学生零食摄入因素的研究ꎮ 另外笔

者也将依据此研究结果进一步设计针对学生零食摄
入状况的专项调查ꎬ以更全面、深入分析西城区学生
零食摄入状况及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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