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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母亲不同喂养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指导学龄前儿童科学喂养行为提供理论支

持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上海市 ４ 所幼儿园共 ８７２ 名学前儿童及其母亲ꎬ母亲完成儿童喂养行为问卷、儿童行

为评估问卷、童年食物缺乏情况问卷、体重感知测验ꎮ 采用标准体重计和身高计测量儿童和母亲的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ꎮ 结

果　 母亲监督饮食在不同年级、不同性别儿童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对大班男生的限制饮食和逼迫进食行为高于大班女生

(Ｐ 值均<０.０１)ꎮ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母亲学历负向预测监督饮食(Ｂ＝ －０.０１ꎬＰ<０.０１)ꎬ母亲责任心和担心正向预测监督饮

食(Ｂ 值分别为０.１６ꎬ０.１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母亲的责任心和担心正向预测限制饮食(Ｂ 值分别为 ０.１６ꎬ０.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儿
童努力控制水平、儿童的 ＢＭＩ 水平负向预测限制饮食(Ｂ 值分别为－０.０８ꎬ－０.０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母亲童年时期食物的短缺、
母亲对儿童体重的期望以及母亲对儿童体重的责任心正向预测逼迫进食(Ｂ 值分别为 ０.１０ꎬ０.１４ꎬ０.２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母亲

学历和儿童的 ＢＭＩ 负向预测逼迫进食(Ｂ 值分别为－０.１４ꎬ－０.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母亲喂养行为受到母亲自身因素

和儿童特点的影响ꎮ 母亲应采取合理的喂养行为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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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的喂养行为对儿童饮食行为及身心健康的

影响是国内外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ꎮ 鉴于喂养行

为对儿童发展的作用ꎬ国内有学者从人口学因素(如

父母受教育程度、收入等)探究积极、放任、控制型喂

养风格的影响因素[１] ꎬ也有研究从一些具体的行为

(如喂食时长是否超过 ０.５ ｈ)探究喂养行为及其与生

长发育的关系[２] ꎮ 喂养行为除了直接影响儿童进食
外ꎬ还是一种特殊的目标导向性行为[３] ꎬ母亲会根据

自身经验和儿童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喂养行为ꎮ 本研

究中从特定类别的喂养行为出发ꎬ探究当前学前儿童

母亲的喂养行为ꎬ以及来自母亲自身和儿童的影响因

素ꎬ为指导科学喂养儿童提供理论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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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上海市区 ４ 所幼

儿园共计 ８７２ 名儿童及其母亲作为研究对象ꎮ 其中母

亲平均年龄为(３２.２８±４.９１)岁ꎬ母亲受教育情况:初中

及以下占 ３５.５％ꎬ高中及大专占 ４１.９％ꎬ大学本科及以

上占 ２２.６％ꎮ 儿童中男生 ４７６ 名ꎬ女生 ３９６ 名ꎻ小班儿

童 ２７７ 名ꎬ中班儿童 ３６０ 名ꎬ大班儿童 ２３５ 名ꎬ平均年

龄为(５.２３ ± ０.８７) 岁ꎮ 测量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５ 月ꎮ
本研究经上海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并获得所有

参与者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儿童喂养行为　 采用由 Ｂｉｒｃｈ 等[４] 编制的儿童

喂养问卷ꎬ该工具适用于 ２ ~ １１ 岁儿童母亲的喂养行

为和信念ꎬ共包含 ２９ 个条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的 ５ 级评分ꎬ
包含 ７ 个维度ꎮ 本研究选取关于喂养行为和信念的 ５
个维度ꎮ 喂养信念包括责任心、担心ꎬ喂养行为包括

监督饮食、限制饮食、逼迫进食ꎮ 其中责任心指关于

喂养儿童的责任心ꎬ担心指对儿童超重的担心ꎬ监督

饮食指审查儿童饮食的情况ꎬ限制饮食指限制儿童接

触食物ꎬ逼迫进食指逼迫儿童进食的强度ꎮ 各个维度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０ꎬ０.７７ꎬ０.８８ꎬ０.６６ꎬ０.６８ꎮ
１.２.２　 母亲童年缺乏食物情况 　 采用由美国农业部

发布的家庭食物安全问卷ꎬ评价母亲童年时期食物的

缺乏情况ꎬ该问卷共包含 ６ 个条目ꎬ参照以往研究将该

工具用于中国样本时的编码方式[５] ꎬ计算食物总分ꎬ
得分越高ꎬ代表食物缺乏水平越高ꎮ
１.２.３　 努力控制　 采用儿童行为问卷简版(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ＣＢＱ) [６] ꎬ测查 ３ ~ ７ 岁儿童的

气质ꎬ问卷为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点计分ꎮ 本研究选用努力控制

(Ｅｆｆｏｒｔｆｕ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维度ꎬ该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４ꎮ
１.２.４　 对儿童体重期望　 采用体重感知测验工具[７] ꎬ
向母亲呈现一组相同外表的儿童图片ꎬ体型从瘦到

胖ꎬ询问母亲自己的孩子与图中哪个小孩体型一致ꎬ
并指出自己所期望儿童达到的体型ꎮ 母亲体重期望＝
母亲期望的儿童体型－母亲所感知的儿童体型ꎮ 分数

为正表示母亲期望儿童增重ꎬ为负表示母亲期望儿童

减重ꎮ
１.２.５　 母亲和儿童的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 　 采用标准身高计和标准杆秤测量母亲和儿童

的身高和体重ꎬ根据公式 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２( ｍ２ )
计算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录入数据ꎬ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数据分析ꎬ统计方法包括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喂养行为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分别以儿童喂养

(监督饮食、限制饮食、逼迫进食)为因变量ꎬ以儿童性

别和年级为自变量进行 ２×２ 两因素方差分析ꎬ见表 １ꎮ
结果显示ꎬ监督饮食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ꎮ 限制饮食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

(Ｆ 值分别为 ０.２２ꎬ２.４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性别和年级交

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７.３９ꎬＰ< ０.０１ꎬη２ ＝ ０.０２)ꎮ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ꎬ大班男生的限制饮食行为高于中

班男生ꎬ大班女生的限制饮食行为低于中班和小班ꎻ
中班女生的限制饮食行为高于男生ꎬ大班男生的限制

饮食行为高于女生(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对于逼迫进食ꎬ
性别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Ｆ ＝ ２.２６ꎬＰ>０.０５)ꎬ年级主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３.００ꎬＰ<０.０５ꎬη２ ＝ ０.０１)ꎬ性别

和年级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５.２０ꎬＰ<０.０１ꎬη２ ＝
０.０１)ꎮ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ꎬ男生各年级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ꎬ大班女生的逼迫进食水平低于小班和中班ꎻ大
班男生的逼迫进食水平高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影响母亲喂养行为因素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各年级儿童喂养行为得分(ｘ±ｓ)

性别 学段 人数 监督饮食 限制饮食 逼迫进食
男 小班 １５４ ２.１６±１.０５ ３.４０±０.６２ ３.５１±０.９８

中班 １９０ ２.１４±１.０１ ３.３０±０.７１ ３.４１±１.０６
大班 １３２ ２.１６±０.９８ ３.４６±０.６４ ３.５１±０.９７

女 小班 １２３ １.９８±０.９４ ３.５４±０.７１ ３.４８±１.１１
中班 １６７ ２.２８±０.９７ ３.４７±０.７０ ３.５４±０.９０
大班 １０６ ２.０９±１.０４ ３.２２±０.６８ ３.０８±１.０５

表 ２　 学龄前儿童喂养行为与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８７２)

变量 母亲学历 食物缺乏 母亲 ＢＭＩ 体重期望 努力控制 儿童 ＢＭＩ 责任心 担心 监督饮食 限制饮食
食物缺乏 －０.３２∗∗

母亲 ＢＭＩ －０.０７∗ ０.０１
体重期望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４
努力控制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０
儿童 ＢＭＩ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５４∗∗ －０.０７
责任心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７
担心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８∗ ０.４０∗∗ ０.０３
监督饮食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１６∗∗

限制饮食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１９∗∗ ０.１９∗∗

逼迫进食 －０.２９∗∗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２７∗∗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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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２ 可知ꎬ母亲学历与儿童的监督饮食和逼迫

进食呈负相关ꎻ母亲食物缺乏情况与监督进食和逼迫

进食呈正相关ꎻ母亲 ＢＭＩ 与各个变量相关均无统计学

意义ꎻ母亲体重期望与逼迫进食呈正相关ꎻ母亲责任

心与监督饮食、限制饮食和逼迫进食呈正相关ꎻ母亲

的担心与监督饮食和限制呈正相关ꎮ 儿童努力控制

与限制饮食、逼迫进食呈负相关ꎻ儿童 ＢＭＩ 与逼迫进

食呈负相关ꎻ喂养行为两两呈正相关ꎮ 由于母亲 ＢＭＩ
与各个变量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ꎬ所以不纳入分析ꎮ 分

别以喂养行为为因变量ꎬ以其他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ꎮ

表 ３　 学前儿童母亲喂养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８７２)

自变量
监督饮食

Ｂ 值 ｔ 值
限制饮食

Ｂ 值 ｔ 值
逼迫进食

Ｂ 值 ｔ 值
母亲学历 －０.０１ －４.７０∗∗ ０.０２ １.６６ －０.１４ －７.０８∗∗

食物缺乏 ０.０４ １.１９ －０.０１ －０.６０ ０.１０ ３.２６∗∗

体重期望 －０.０４ －０.９７ －０.０４ －１.２１ ０.１４ ３.０５∗∗

努力控制 ０.０９ １.９２ －０.０８ －２.４１∗ －０.０９ －１.８９
儿童 ＢＭＩ －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０５ －２.６８∗∗ －０.０８ －２.９６∗∗

责任心 ０.１６ ４.２５∗∗ ０.１６ ６.５８∗∗ ０.２０ ５.６９∗∗

担心 ０.１７ ３.４６∗∗ ０.１９ ５.６９∗∗ ０.０７ １.５７
Ｆ 值 ９.４９∗∗ １３.５５∗∗ ２５.５６∗∗

Ｒ２ 值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１８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由表 ３ 可知ꎬ母亲学历负向预测监督饮食ꎬ责任心

正向预测监督饮食ꎻ儿童努力控制和 ＢＭＩ 负向预测限

制饮食ꎬ责任心和担心正向预测限制饮食ꎻ母亲学历、
儿童 ＢＭＩ 负向预测逼迫进食ꎬ母亲食物缺乏、体重期

望、责任心正向预测逼迫进食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监督饮食行为不存在性别和年级差

异ꎮ 由于学前儿童认知和行为发展水平的限制ꎬ在饮

食摄入上的自我管理能力较低ꎬ因此母亲对不同性别

和不同年级儿童都表现出一致的监督行为ꎮ 以往研

究中未发现关于儿童母亲监督进食行为在人口学变

量上的差异ꎬ且健康体重母亲与超重 / 肥胖母亲的监

督行为并不存在差异[８] ꎮ 而在肥胖儿童中ꎬ正常估计

儿童体重的母亲会比低估儿童体重的母亲采取更多

的监督行为[９] ꎮ 说明当母亲认识到自己的孩子超重

或者肥胖时ꎬ才会采取更多的监督行为ꎮ 母亲学历负

向预测监督饮食ꎬ责任心和担心正向预测监督饮食ꎮ
高学历的母亲一般更少地采取监督行为ꎬ与以往研究

中高受教育水平与放任型喂养相关的结果相对一

致[１] ꎮ 可能因为父母高学历本身就是儿童肥胖的保

护因素[１０] ꎬ高学历母亲的孩子较少出现肥胖问题ꎬ也
就较少进行监督ꎮ 监督饮食属于一种非介入型的喂

养行为ꎬ在行为表现上并非直接作用于儿童ꎬ只是母

亲了解儿童日常进食习惯的一种手段ꎮ 所以ꎬ当母亲

担心儿童超重、对喂养儿童具有较强责任心时ꎬ相应

的监督行为也会增加ꎬ 同时也会伴随限制和逼迫

行为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母亲对男生的限制饮食逐渐增

多ꎬ对女生的限制饮食逐渐减少ꎬ在大班时期对男生

的限制饮食行为高于女生ꎮ 限制饮食一般表现为通

过食物管理儿童行为和情绪ꎬ如奖励零食、制定规则

等ꎬ该行为通常会根据母亲感知到的儿童体重而调

整ꎮ 因此ꎬ限制饮食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男生中肥

胖人数更多[１１] ꎮ 提示ꎬ母亲需要采取限制饮食的策略

来应对儿童肥胖问题ꎮ
责任心和担心正向预测限制饮食ꎮ 以往研究发

现ꎬ限制饮食行为与对儿童体重的担心、责任心正相

关ꎬ说明限制饮食行为是母亲关于喂养信念在行为上

的体现ꎬ高责任心和担心的母亲会采取更多的限制饮

食行为[１２] ꎮ 儿童 ＢＭＩ 负向预测限制饮食ꎬ与干预研

究的结果一致ꎬ随着儿童体重下降以及高能量食物摄

入量减少ꎬ父母报告的担心、责任心ꎬ限制饮食也会相

应减少[１３] ꎮ 本研究发现ꎬ儿童努力控制水平负向预测

限制饮食ꎮ 限制饮食属于对儿童的控制ꎬ中国母亲一

般倾向对儿童采取高控制[１４] ꎮ 当儿童自身具备高的

努力控制ꎬ能够抵制不健康食物的诱惑时ꎬ母亲也会

表现出较少地限制饮食ꎬ结果支持儿童气质影响母亲

养育行为的观点[１５] ꎮ 以往研究证实当儿童表现出更

少努力控制时ꎬ母亲会采取更多的控制型教养[１６] ꎮ 但

是母亲如果采取太多限制后ꎬ可能造成儿童过于依赖

这种外部控制行为ꎬ造成自我控制能力降低[１７] ꎮ 因

此ꎬ母亲在控制儿童饮食上ꎬ更应该注重儿童自身控

制能力的培养ꎬ让儿童自己管理好饮食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大班男生的逼迫进食高于大班女

生ꎬ大班女生的逼迫进食低于小班和中班ꎮ 以往研究

发现ꎬ喂养者倾向于认为女孩的超重情况高于男

孩[１８] ꎬ父母更喜欢把女孩归为超重[１９] ꎬ母亲更少认为

年幼孩子超重[２０] ꎮ 所以母亲喂养行为的性别和年级

差异可能原因来源于母亲对儿童的体重认识差异ꎮ
母亲学历和儿童的 ＢＭＩ 负向预测母亲的逼迫进

食ꎮ 高学历是积极反映型喂养行为的有利影响因

素[２１] ꎮ 可能是因为受教育水平较高人群的知识储备

丰富ꎬ日常生活中更注重与儿童的有效沟通与正确引

导ꎬ倾向采用正确积极的喂养方式ꎮ 大部分研究中没

有发现母亲逼迫进食与儿童体重的关系[２２] ꎮ 但一些

国外研究显示ꎬ逼迫进食与儿童 ＢＭＩ 相关[２３－２４] ꎬ说明

儿童体重与逼迫进食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母亲食物缺乏正向预测逼迫进食行为ꎮ 有食物

缺乏经历的母亲倾向认为孩子体重过轻ꎬ即使孩子超

过正常体重ꎬ也不会让孩子节食[８] ꎮ 母亲体重期望越

高、责任心越强ꎬ越有可能采取逼迫进食ꎮ 值得注意

０３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１



的是ꎬ母亲体重期望基于母亲对儿童体重的感知ꎬ但
有研究发现ꎬ近 ５０％的母亲不能正确感知其子女的体

重ꎬ母亲更倾向于低估子女的体重ꎬ尤其是超重儿童

的母亲[２５] ꎮ Ｃｈｅｎ 等[２６] 对中国家长的调查显示ꎬ
１０.８％的母亲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子女存在超重或肥胖

问题ꎬ而低估子女体重水平的母亲对儿童的体重期望

更高ꎬ更可能采取逼迫进食ꎮ Ｌｉ 等[２７] 的研究也发现ꎬ
正确评估子女体重的家长更容易采取监督饮食并会

给予更多积极的健康饮食行为ꎬ而低估子女体重的家

长更倾向于选择逼迫进食ꎬ以此来提高子女的体重而

达到自己的期望ꎮ
综合本研究的结果ꎬ提出如下建议:(１)正确感知

子女体重水平ꎬ意识到孩子超重之后及时监督并控制

饮食ꎬ预防子女的超重或肥胖问题ꎮ (２)敏感识别儿

童饱腹的信号ꎮ 在儿童饱腹时逼迫进食ꎬ使气氛非常

紧张ꎬ孩子就会做出“哭闹、到处乱跑、吃饭慢”等一系

列 “问题行为” 表示抗议ꎬ使孩子缺乏自我进食积极

性ꎬ最终导致厌食ꎮ (３)注重儿童自身控制能力的培

养ꎮ 母亲如果采取过多的限制行为ꎬ会使儿童过分依

赖外部的控制行为ꎬ而使自我控制能力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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