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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四川省成都市流动人口中孕妇营养知识及

饮食行为的研究
张琚

曾果

【摘要】

梁家智

宋明瑛

周容

张英杰

目的描述成都市流动孕妇的营养知识、态度及饮食行为（ＫＡＰ）现状，探讨其影响因

素，为城市流动孕妇营养保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成都市１７１名流动孕妇
进行调查。结果流动孕妇的营养ＫＡＰ水平较差，总合格率为２５．１％；营养知识合格率为２７．５％，在
对奶类营养价值和孕期不同阶段对营养需求不同的认识上低于当地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营养态
度普遍较好；对孕妇和胎儿健康特别重要的奶类、蛋类、豆类、海产品、动物内脏和血、坚果类摄入频率
不足，尤其是奶类明显低于当地孕妇；营养Ｋ、Ａ、Ｐ之间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２２、０．２８５、
０．１７３；孕妇营养ＫＡＰ水平主要受孕妇文化程度和丈夫职业的影响，标准偏相关系数（ｐ值）分别为
０．２４８、０．３１２（Ｐ＜０．０１）；孕妇希望获得营养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医护人员、营养师和专业书籍。结论
目前成都市流动孕妇的营养知识和饮食行为存在诸多问题，应重点加强对流动孕妇进行专业营养知
识和技能的宣传普及。
【关键词】流动人口；孕妇；营养；知识、态度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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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重要

国流动孕妇的营养状况研究不多，本课题旨在通过

作用，但他们经济收入普遍较低，医疗卫生保障严重

描述成都市流动孕妇营养ＫＡＰ现状，分析主要影响

不足，尤其是孕妇的营养健康状况令人堪忧，这直接

因素，为今后我国开展孕妇营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关系到胎儿的正常发育和国家人口质量总体水平的

对象与方法

提高。研究表明：提供充足食物，开展营养健康教
育，提高孕妇营养知识、态度、行为（ＫＡＰ）水平是改

１．调查对象：选取２００４年３—４月成都市某省

善其营养状况和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Ｈ。。目前，我

级妇幼保健院产科所有来做产前检查、预产期为
２００４年４—１１月的建卡流动人口孕妇１７１名和本地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４１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曾果、张

孕妇１５８名（两组的年龄和孕期构成相似）。选取标

琚、宋明瑛、张英杰）；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梁家智）；四川大学华西妇

准为年龄２０～４０岁，单胎，无传染病，无糖尿病、妊

女儿童医院（周容）

高症等并发症的健康孕妇。由于目前我国关于流动

主堡煎塑疸芏苤查！！！！生！旦箜！！鲞箜！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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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概念还没有统一标准，鉴于本课题的特点，我

妇每天都摄入米面、蔬菜和水果；５５％以上每天摄入

们的调查对象定义为非本地户籍，且离开原户籍所

畜肉、蛋类和奶类；但５０％以上几乎从不吃禽肉和

在地３０天以上的流动孕妇。

水产类；近５０％孕妇几乎不吃豆类和坚果类；约

２．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结合孕期营养

８０％几乎不吃动物内脏；９０％以上孕妇几乎从不吃

需要特点，参照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孕妇膳食指南，

动物血（表２）。每天喝奶类及其制品的比例在流动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包括产前检查：贫血数据为

和当地孕妇分别为６９．６％和７９．７％，分析发现差异

与产检当天最近的一次血常规检查；孕前体重指数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４），这和流动孕妇对奶类的

（ＢＭＩ）为孕妇口述孕前３个月的通常体重；文中按

营养价值认识不如当地孕妇的结论是一致的。

我国ＢＭｌ分类标准，ＢＭＩ＜１８．５为消瘦，ＢＭＩ

成都市两组孕妇营养知识的知晓率比较（ｆ检验）

表１

１８．５～２３．９为正常］，营养知识（１３题）、态度（３题）、
行为（１５题）及营养信息来源等，对问卷进行专业量
化评分，总分３５分。以达到总分８０％为合格。
３．质量控制：预调查进行复测信度检验，ｒ＞
０．７；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指导孕妇现场独立完成问
卷，现场补漏纠错；回收问卷由专人核对检查，计算
机逻辑纠错。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建库，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

统计软件进行频度描述、Ｙ ２检验、相关分析、逐步回
归分析等统计分析。
结

果

１．一般情况：流动孕妇１７１名，平均年龄２６．８
岁，中晚孕期者９４．２％，汉族９８．８％，文化程度以高
中和中专居多（７１．３％），丈夫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

表２

成都市１７１名流动人口孕妇各类食物摄入频率分布

上者为４３．３％，个人食物消费多（７８．４％）为１５０～
３００元／月，住房环境差占３２．７％。孕期出现过“小
米面

１５８

９２．４

７

５

蔬菜

１５０

８７．７

１１．１

２

水果

１３５

７８

１５．８

一卫ｏ

妇（２７．６％）。按国内成年人ＢＭＩ标准，孕前ＢＭＩ

畜肉类

１０４

６０．８

２１

ｊ

异常者占１／３，其中体重偏低占２８．１％（４８人），超重

禽肉类

１８

１０．５

３８．Ｏ

蛋类

９９

５７

９

２０．５

水产品类

１２

７．Ｏ

２７．５

腿抽筋”者占４６．８％。按ＷＨｏ贫血诊断标准（血红
蛋白＜１１０ ｇ／Ｌ），贫血率达３３．１％，明显高于当地孕

及肥胖占５．９％（１０人）；按ｗＨｏ标准，孕前体重偏
低者约占一半（８５人），超重及肥胖占１．８％（３人）。
２．营养ＫＡＰ水平：结果显示，流动孕妇营养
ＫＡＰ总分合格率仅为２５．１％，其中营养知识合格率

４

９

６

奶类

１１９

豆类

３５

２０．５

３６．８

坚果类

２２

１２．９

４０．４
０．６

６９

６

油炸食品

０

０．Ｏ

为２７．５％。流动孕妇和当地孕妇营养知识知晓率比

腌制食品

０

０．Ｏ

８．２

较，结果显示：流动孕妇的营养基础知识普遍较低，

动物内脏

１

Ｏ．６

２１．６

动物血

Ｏ

０．０

酒类

Ｏ

０．Ｏ

在钙的最佳食物来源（奶类）、误认为牛奶是富含铁

。鹕卯＂∞巧ｎ田●¨＂，０

５

３

Ｏ

Ｏ

的食物、孕期不同阶段营养需求是否相同、如何合理
搭配饮食４个题上明显低于当地孕妇，差异有统计

１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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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表１）。流动孕妇对营养的认识普遍较好，

３．营养ＫＡＰ相关性及影响因素：对流动孕妇的

认为饮食对自己和胎儿都重要者占９９．４％，希望了

营养Ｋ、Ａ、Ｐ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三者具有明

解孕期相关营养知识者９７．１％，愿意改变不良饮食

显相关性，Ｋ—Ａ相关系数（ｒ）＝０．２３２、Ｋ—Ｐ，一＝０．２８５

习惯者９０．１％。在饮食行为方面，７５％以上流动孕

（Ｐ＜０．０１）、Ａ—Ｐ，．＝０．１７３（Ｐ＜０．０５）。以年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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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和职业（孕妇和丈夫）、孕期、个人食物消费及

次（６６．１％）、≥３次（１９．９％）、没有加餐（１３．５％）。

住房环境等因素作自变量，营养ＫＡＰ分值作为因变

７１．３％的孕妇在孕期使用过营养补充剂，包括钙制

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孕妇文化程

剂（５６．７％）、维生素（３５．７％）、铁制剂（１７．０％）、蛋

度和丈夫职业对营养ＫＡＰ水平有显著性影响，Ｂ值

白粉（１１．７％）。但是，流动孕妇的生活方式存在一

分别为０．２４８、０．３１２（Ｐ＜０．０１），说明丈夫对妻子营

定的问题。有５６．７％的孕妇在孕期无适量体力活

养ＫＡＰ的影响最为明显（表３）。对以上两个因素

动，５６．１％从未参加过孕妇营养讲座；绝大多数孕妇

进行平行分组，各组作哑变量处理，进一步分析发

在孕期不吸烟，但４３．９％经常接触吸烟者；２９．８％不

现：孕妇大专及以上文化者ＫＡＰ分值大于初中及以

清楚如何安排孕期饮食；１８．７％没有注意吃对胎儿

下、丈夫脑力劳动分别大于体力劳动及其他职业，差

有益的食物；仅１７．５％孕妇的孕期饮食是单独安排；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个人食物消费支出

１３．５％的孕妇在孕期偶尔饮酒，２．９％在孕期喝过咖

对营养ＫＡＰ水平的负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啡或咖啡因饮料。

０．０５）（表４），说明经济收入不是主要影响因素，关

讨

键还是要加强营养教育。另外，以流动孕妇每种食

论

物摄入频率合理与否作为自变量，孕妇血红蛋白含

健康教育中“Ｋ—Ａ—Ｐ”模式认为，只有掌握一定

量作为因变量作逐步回归分析发现，纳入方程的只

程度的知识，才能使态度转变及采取合理行为成为

有动物血的摄入频率（Ｊ３＝０．２７５，Ｐ＝０．００２），而畜

可能心Ｊ。本次调查也显示孕妇营养ＫＡＰ之间存在

禽类、蛋类、水果蔬菜等１４个变量未发现显著影响。
流动孕妇营养ＫＡＰ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表３

变量

口值

程度

１

２

孕丈每 妇夫月 文职伙 化业食 费

舛吆

０

３

０

一

娼％
一

￡值

口值

如
５

Ｐ值

＜Ｊ

Ｏ

８

３

２

０

０

１

０

２

４

４

０

０

０

们勰跖 ２

０

３

～

弘”％

０

ｌ

—

明显正相关，需要通过强化营养教育来实现从营养
知识向正确饮食行为的转变。本次调查的建卡流动
孕妇具有良好营养态度，但营养知识掌握程度普遍
较差，其他经济条件差的贫困流动孕妇情况更加令

叭∞蛐

人堪忧，建议国家对流动孕妇进行系统化教育和
管理。

表４

文化程度和丈夫职业分组对流动人口
孕妇ＫＡＰ的影响

项目鬯娑尹
文化程度

唑尹

项目
丈夫职业

素，本次调查也发现营养知识缺乏在文化程度低的
流动孕妇中表现更为突出，应该成为重点教育人群，
结合其流动和散居的特点，提供定期或者不定期孕

初中及以下Ａ

２２

８２

脑力劳动ｃ

２６．７０±２．９５

高中及中专ＡＢ

２４．９７±４．０７

体力劳动Ｄ

２３．６５±４．０１

大专及以上Ａ

２６．３７±３．２８

其他

２３

９１±３

１．营养教育的重点人群与方式：与Ｒｅｅｄ等∞ｏ报
道相似，孕妇文化程度是影响ＫＡＰ水平的主要因

Ｄ

０８±４．９２

注：文化程度Ａ、Ｂ和丈夫职业Ｃ、Ｄ不ｌ司的组表不组Ｉ司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期营养服务，如咨询热线、营养门诊、上门服务、社区
宣传、营养讲座、传媒教育等。调查也发现，丈夫职
业从某种意义上代表其文化程度，对妻子营养ＫＡＰ
的影响程度大于她本人，提示应同时对其密切接触

４．营养相关信息来源：获取营养信息的实际和

的家属进行营养指导，开展同伴教育。从获取营养

希望途径分别为专业书籍（６２．０％，４７．４％）、医护人

保健信息的途径中得知，孕妇最希望通过医护人员

员（５９．１％，７５．４％）、亲朋好友（３９．２％，１５．８％）、报

和营养师获得营养信息，这与赵秀艳等Ｈ１的报道类

刊杂志／广播电视（２６．３％，２４．０％）、网络（７．０％，

似，因此，专业医护工作者的服务中需要增加营养保

６．４％）、营养师（１．８％，４０．４％）。

健知识的指导，甚至配备相应的营养科室和专职营

５．其他营养相关行为：调查还发现，孕妇孕期饮

养师。

食安排相对合理，选择食物的考虑因素依次为营养

２．加强重点营养知识的普及：本次调查发现，流

价值（６９．０％）、口味（３９．２％）、烹调方便（７．０％）、价

动孕妇不合理饮食行为的主要原因是营养知识的缺

格（１．８％）。常用烹调方式比率依次为炖（８２．５％）、

乏，故应该强调以下四方面营养知识的普及。

炒（６９．０％）、煮（５９．６％）、蒸（２８．１％）、煎（３．５％）、

（１）孕期增加奶类、水产类、豆类、坚果、动物内

炸（１．２％）。用餐频率的分布为主餐每天３次

脏和血（中国营养学会特别推荐）的摄入。流动孕妇

（９１．８％）、４次（３．５％）、２次（４．７％）；问餐每天１～２

的奶类及其制品摄入较低，且大多认识不到这些是

堂堡澶鱼疸兰苤查！！！！篁！旦箜堑鲞箜！塑堡！也』垦２１１１坐ｉ！！！』！些；！！！！∑！！：！！！堕！：！
钙的良好来源；对富含优质蛋白和矿物质的蛋类和

主动吸烟对胎儿产生的危害是一样的Ｈ¨。另外，孕

水产类，以及富含优质蛋白并含较低脂肪的经济营

妇应绝对禁酒，特别是在孕早期，即使少量饮用一些

养的豆类和坚果类食用也很少；几乎不吃动物内脏

含酒精的饮料，也会影响胎儿发育。

和血，不知道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易吸收的矿物质，

３．增设孕产妇营养科室：多数流动孕妇希望获

对孕妇健康和胎儿发育都有良好促进作用，并可以

得营养师的专业指导，但实际提供的服务太少，亟待

有效预防孕期常见病、多发病¨一。

提高，建议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设立专门的营养科室，

（２）宣传孕期贫血防治和孕前ＢＭＩ的相关知
识。我国孕妇贫血患病率约为３５％（２２％～

并对流动孕妇设立营养状况信息档案，一份存档备
案，一份孕妇随身携带，便于实时提供服务。

５０％）‘６。，其中主要为缺铁性贫血ｏ ７’。本次调查流动

４．国家政策支持：政府应该高度关注城市中贫

人口孕妇贫血问题更加突出，而影响因素主要是动

困流动孕妇的营养状况，基于经济因素，建议仿效国

物血的摄入偏低，原因可能是知识缺乏和口感不好，

外经验，向其提供免费的牛奶补贴券，改善流动孕妇

故应加强其营养价值的宣传。孕前ＢＭＩ偏低的原

奶类摄入的严重不足，促进母婴健康。

因与动物性食物等能量摄入不足有关，孕前体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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