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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我国高年级小学生早餐行为现状ꎬ为开展儿童营养教育及制定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对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济南、哈尔滨 ６ 个城市 ７２ 所小学四、五年级共 １２ １９７ 名小

学生进行饮食行为问卷调查ꎮ 结果　 学生每天都吃早餐的比例为 ８８.５％ꎬ每周吃 ３ ~ ４ 次的为 ７.０％ꎬ每周吃 １ ~ ２ 次的为

３.２％ꎬ几乎不吃的为 １.３％ꎮ ５９.３％的学生早餐由母亲准备ꎬ其次是由祖 / 外祖父母(１４.９％)、父亲(１１.７％)和自己准备

(６.３％)ꎮ ５５.１％的学生起床 ５~ １５ ｍｉｎ 内吃早餐ꎮ ８７.２％的学生在家吃早餐ꎬ其次是在餐馆或小摊(５.０％)和学校(４.５％)ꎮ
３１.８％的学生早餐营养质量较差ꎮ 结论　 部分学生不吃早餐ꎬ较高比例的学生早餐质量差ꎮ 开展营养知识教育ꎬ促使学生

养成健康饮食行为ꎬ提高早餐营养是很有必要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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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时期是生长发育的快速发展阶段ꎬ不仅包括

身体的发育成熟ꎬ还包括智力的发展ꎬ在此期间形成

的饮食行为对儿童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意义ꎮ 有研

究表明ꎬ早餐可能对于儿童的学习行为、认知和在学

校的表现有着积极的影响[１－２] ꎬ尤其是早餐包含的食

物种类和营养素可能会影响血糖和胰岛素浓度ꎬ从而

影响儿童的学习效率和情绪[３] 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ꎬ儿童营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ꎬ尤其 ６ ~ １７ 岁儿

童的身高体重增加明显[４] ꎬ但由于缺乏相关的营养知

识ꎬ我国的儿童早餐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ꎬ如食

用率低、营养质量较差等问题[５] ꎮ 为了解我国儿童早

餐行为现状以及为开展儿童营养教育提供科学依据ꎬ

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开展了本次调查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从北

京、广州、南京、重庆、济南、哈尔滨 ６ 个城市中分别随

机抽取 ２ 个中心城区和 ２ 个近郊城区ꎬ再从每个城区

中随机选取 ３ 所小学ꎬ然后从选中的每所学校的四 ~
五年级中分别随机选择 ２ 个班ꎬ所选取班级中的所有

学生为研究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１２ ２２０ 份ꎬ问卷回收率

为 １００％ꎬ剔除不合格问卷后ꎬ有效问卷为 １２ １９７ꎬ有
效率为 ９９. ８％ꎮ 其中男生 ６ ２８９ 名 ( ５１. ６％)ꎬ女生

５ ９０８名(４８.４％)ꎻ四年级学生 ６ ０５５ 名(４９.６％)ꎬ五年

级学生 ６ １４２ 名 ( ５０. ４％)ꎻ中心城区学生 ５ ９９７ 名

(４９.２％)ꎬ近郊城区学生 ６ ２００ 名(５０.８％)ꎻ北京学生

１ ９４１ 名(１５.９％)ꎬ广州学生 １ ９４１ 名(１５.９％)ꎬ哈尔滨

学生 ２ ００１ 名(１６.４％)ꎬ济南学生 １ ９５７ 名(１６.０％)ꎬ
南京学生 ２ ０４５ 名 ( １６. ８％)ꎬ 重庆学生 ２ ３１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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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儿童饮食行为调查问卷”是在以

往调查问卷的基础上ꎬ由专家评审和修改等过程后确

认ꎬ并且经过了预调查验证ꎮ 由专门培训的调查员进

入学校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ꎬ所有问卷均采用自填的

方式ꎮ 有关早餐行为的内容包括摄入早餐的频次、时
间、地点、准备早餐的人以及早餐包含的食物种类ꎮ
所有问卷都在学校统一发放并当场填写上交ꎬ回收时

现场检查、核对ꎮ
１.２.２ 　 早餐营养质量评价 　 将早餐的食物分为“谷

类” “肉类” “奶类” “蔬菜水果类” “豆类” 和“燕麦

类”ꎮ 如果早餐食用了其中 ４ 种及以上的食物则评为

营养充足ꎬ食用其中 ３ 种为营养良好ꎬ食用 ２ 种及以下

则为营养差[６] 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进行数据双录

入ꎮ 数据经过清理和核对后ꎬ用统计软件 ＳＡＳ ９.３ 进

行统计分析ꎬ不同性别、地区、年级的研究对象早餐行

为和营养评价比较使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早餐食用频次 　 学生几乎每天都吃早餐的占

８８.５％ꎬ每周吃 ３ ~ ４ 次的占 ７.０％ꎬ每周吃 １ ~ ２ 次的占

３.２％ꎬ几乎不吃的占 １.３％ꎮ 其中女生吃早餐的比例

高于男生ꎬ中心城区学生吃早餐的比例高于近郊城区

的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早餐情况构成比较 / ％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每周摄入早餐次数

几乎每天 ３~ ４ １~ ２ 几乎不吃

早餐食物种类数

≤２ ３ ≥４
食物种类

米面 肉蛋鱼 蔬菜水果 豆类 奶类 燕麦类
性别 男 ６ ２８９ ８７.２ ７.５ ３.８ １.５ ３３.０ ２６.６ ４０.４ ７６.２ ４６.６ ４６.９ ４６.３ ６７.３ ２７.３

女 ５ ９０８ ９０.０ ６.３ ２.７ １.０ ３０.６ ２６.４ ４３.０ ７６.８ ３８.３ ５０.９ ５０.４ ７１.５ ３２.６
χ２ 值 ２６.５０ １.００ ０.４８ ８４.７０ １９.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５.８０ ４０.７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城区 中心 ５ ９９７ ８９.２ ６.７ ２.７ １.４ ３０.７ ２６.９ ４２.４ ７５.８ ４４.２ ４８.４ ４６.６ ７１.７ ３１.３
近郊 ６ ２００ ８７.９ ７.２ ３.７ １.２ ３２.９ ２５.７ ４０.４ ７７.１ ４０.５ ４９.３ ４９.９ ６７.１ ２８.５

χ２ 值 １２.２０ ９.００ ２.７０ １７.４０ ０.８６ １２.５４ ２９.１０ １０.９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年级 四 ６ ０５５ ８８.２ ７.０ ３.５ １.３ ３３.８ ２６.７ ３９.５ ７４.４ ４１.６ ４９.３ ４６.０ ６７.７ ２８.８
五 ６ １４２ ８９.０ ６.８ ３.０ １.２ ２９.９ ２６.３ ４３.８ ７８.６ ４３.０ ４８.４ ５０.６ ７１.０ ３１.０

χ２ 值 ３.４０ ２８.４０ ３０.１０ ２.４０ １.１０ ２５.１０ １５.７０ ６.７０
Ｐ 值 ０.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８８.５ ７.０ ３.２ １.３ ３１.８ ２６.５ ４１.７ ７６.５ ４２.３ ４８.８ ４８.３ ６９.３ ２９.９

２.２　 吃早餐的时间　 学生起床 ５ ~ １５ ｍｉｎ 吃早餐的比

例最高ꎬ占 ５５.１％ꎻ其次是起床<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吃早餐ꎬ占
３０.２％ꎻ起床 ３０ ｍｉｎ 后吃早餐占 １０.６％ꎻ最低为刚起床

吃早餐的比例ꎬ占 ４.１％ꎮ 女生起床<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吃早

餐的比例高于男生、刚起床吃早餐的比例低于男生(χ２

值分别为 ２２.０２ꎬ５５.２９)ꎬ近郊城区学生起床 ５ ~ １５ ｍｉｎ
吃早餐的比例高于中心城区学生ꎬ起床<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和

３０ ｍｉｎ 后吃早餐的比例低于中心城区学生(χ２ 值分别

为 １１.０９ꎬ７.０２ꎬ５.４２)ꎻ四年级学生刚起床和起床 ５ ~ １５
ｍｉｎ 吃早餐的比例高于五年级学生ꎬ起床<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吃早餐的比例低于五年级学生(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２. ９７ꎬ
１２.６２ꎬ２０.９２)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吃早餐的地点　 学生在家吃早餐的比例最高ꎬ占
８７.３％ꎻ其次是在餐馆或小摊吃早餐ꎬ占 ５.０％ꎻ在学校

吃早餐占 ４.５％ꎬ边走边吃早餐占 １.９％ꎬ在其他地方吃

早餐占 １.３％ꎮ 女生在家吃早餐比例高于男生ꎬ在餐馆

或小摊和边走边吃早餐的比例低于男生(χ２ 值分别为

７１.３２ꎬ６１.６４ꎬ５.８６)ꎻ近郊城区学生在家吃早餐比例高

于中心城区学生(χ２ ＝ ３５.４７)ꎬ在学校和边走边吃早餐

的比例低于中心城区(χ２ 值分别为 ３１.０７ꎬ７.８４)ꎻ四年

级学生在家吃早餐比例高于五年级学生ꎬ在餐馆或小

摊吃早餐比例低于五年级学生( χ２ 值分别为 ７. ３４ꎬ

６.４１)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４　 早餐的准备者　 早餐主要由母亲准备占 ５９.２％ꎬ
其次是由祖 / 外祖父母准备占 １４.９％ꎬ由父亲准备占

１１.７％ꎬ自己准备占 ６.３％ꎬ其他人准备占 ７.３％ꎬ不知道

谁准备的早餐占 ０.６％ꎮ 其中女生早餐由母亲、祖 / 外
祖父母和自己准备比例高于男生( χ２ 值分别为 ８.５ꎬ
９.６ꎬ４.１)ꎻ近郊城区学生早餐由母亲准备比例高于中

心城区学生(χ２ ＝ １９.１９)ꎬ由祖 / 外祖父母、父亲和自己

准备比例低于中心城区学生( χ２ 值分别为 ６.１９ꎬ６.６２ꎬ
１２.７７)ꎻ四年级学生早餐由母亲准备比例高于五年级

学生( χ２ ＝ １１. ３６)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２.５　 早餐的营养评价　 由表 １ 可见ꎬ早餐营养充足的

比例最高ꎬ占 ４１.７％ꎻ营养差的比例占 ３１.８％ꎬ营养良

好的比例占 ２６.５％ꎮ 其中女生早餐营养充足比例高于

男生ꎬ营养差比例低于男生ꎻ五年级学生早餐营养充

足比例高于四年级学生ꎬ营养差比例低于四年级学

生ꎻ近郊城区学生早餐营养差比例高于中心城区学

生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６　 早餐的食物种类　 由表 １ 可见ꎬ学生早餐食物中

包括米面所占比例最高ꎬ 为 ７６. ５％ꎻ 其次是奶类

(６９.３％)、蔬菜水果类(４８.８％)、豆类(４８.３％)、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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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４２.３％)、燕麦类(２９.９％)ꎮ 其中女生早餐包括

奶类、蔬菜水果类、豆类和燕麦类的比例高于男生ꎬ而
包括肉蛋鱼类的比例低于男生ꎻ中心城区学生早餐包

括奶类、肉蛋鱼类和燕麦类的比例高于近郊城区学

生ꎬ包括豆类的比例低于近郊城区学生ꎻ五年级学生

早餐包括米面类、奶类、豆类和燕麦类的比例高于四

年级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３　 讨论
早餐是一天中能量和营养素的重要来源ꎬ对个体

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ꎮ 不吃早餐或者

早餐的营养不充足不仅会影响学习成绩和体能、损害

认知能力ꎬ还可能与肥胖、糖尿病有关[７－９] ꎮ 有规律和

营养充足的早餐不仅能为儿童提供充足的能量和营

养素ꎬ还有利于体重管理和新陈代谢[１０] ꎮ «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的建议是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

的 ２５％ ~ ３０％ꎬ早餐的食物量应相当于全天食物量的

１ / ４ ~ １ / ３[６] ꎮ
本次调查中学生几乎每天吃早餐的比例与 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１１]相比ꎬ由 ７６.９％上升到 ８８.５％ꎬ不吃早餐

的比例由 ３.０％下降到 １.３％ꎬ但每周仅吃 １ ~ ２ 次早餐

的比例由 １.５％上升到 ３.２％ꎮ 早餐多由母亲准备ꎬ表
明父母的饮食习惯会影响到子女ꎬ因此对父母进行适

当的营养教育也会对儿童产生影响ꎮ 大部分学生早

餐是在家里进食的ꎬ其次是在餐馆或小摊和学校ꎬ在
路上吃早餐的比例较少ꎬ说明大多数的家长重视子女

的早餐ꎮ 但男生及五年级学生在餐馆或小摊吃早餐

的比例较高ꎬ应针对这部分人群开展知识普及ꎬ促使

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ꎮ
有 ３１.８％的学生早餐营养质量较差ꎬ远低于 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结果(８０％) [１１] ꎮ 说明近些年的早餐营养知

识普及较好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ꎮ 但是调查发现ꎬ学
生早餐的膳食结构仍存在不合理的地方ꎬ蛋白质和蔬

菜水果摄入的比例都未达到 ５０％ꎬ奶类摄入的比例也

不足 ７０％ꎮ 男生除蛋白质摄入比例高于女生外ꎬ蔬菜

水果、奶类摄入比例均低于女生ꎻ近郊城区学生蛋白

质和奶类摄入比例都低于中心城区学生ꎻ四年级学生

的奶类摄入比例低于五年级学生ꎮ 早餐中包含的食

物种类和营养素能影响血糖和胰岛素浓度ꎬ从而影响

儿童的学习效率和情绪[１２－１３] ꎮ 有研究表明ꎬ富含谷物

类食物早餐的营养可能相比于传统其他早餐更加合

理ꎬ食物多样化的选择和均衡的营养会促进儿童摄入

更多的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 Ｂ 及钙镁磷等矿物

质[１４－１５] ꎮ 因此ꎬ加强对早餐营养意义的宣传对于提高

儿童的早餐质量有重要意义ꎮ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快速阶段ꎬ营养充足的早餐

是提供其能量和营养素的物质保障ꎬ对体格发育和学

习能力都有积极的影响ꎮ 因此ꎬ针对学生和家长开展

饮食和营养知识教育ꎬ提高其对早餐重要性的认识ꎬ

提倡营养充足、食物多样的早餐ꎬ是儿童健康成长和

学习的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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