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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部分农村地区２。７岁留守儿童膳食
营养现况研究
段丹辉朱明元罗家有王政竹楚慧张唯敏姚梅玲段桂琴
【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膳食营养状况，为农村留守儿童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随机选择农村２．７岁留守儿童１２７８名和对照儿童
１２７３名作为调查对象。采用３日膳食称重法和食物摄入频率法进行膳食调查，并以中国营养学会推
荐的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ＤＲ＿Ｉｓ）为依据，评价农村留守儿童膳食能量和各种营养素的摄人状况。
结果农村留守儿童膳食以粮谷类和蔬菜类为主，留守儿童肉禽水产类、水果类及零食类等食物的摄
入量低于对照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农村留守儿童能量、三大产热营养素及部分矿物质（钙、锌、
硒、钾）和维生素（维生素Ａ、维生素Ｂ。、维生素Ｂ：）的摄入量均低于推荐摄人量。农村留守儿童能量及
主要营养素普遍摄入不足，能量摄入不足率在５０％以上，蛋白质摄人不足率达８０％以上，而钙、锌等矿
物质和维生素Ｂ，、维生素Ｂ：等维生素的摄入不足率达９０％以上。蛋白质来源中，优质蛋白质摄入量仅
占总蛋白质摄入量的３５％，而植物蛋白质占６５％。此外植物性铁的摄入比例明显偏高，达到８７％。
结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膳食结构不尽合理，能量和多种营养素摄入不足，能量、蛋白质及铁的来
源不合理，膳食营养状况有待改善。
【关键词】膳食营养；农村；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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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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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段丹辉、朱明元、罗家有、付楚慧）；解放军总医院小儿外科（王政）；
安徽省妇幼保健所（张唯敏）；河南省妇幼保健所（姚梅玲、段桂琴）
通信作者：罗家有，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ｙｏｕｌｕｏ＠１２６．ｔｏｍ

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
活在一起的儿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
程加快，留守儿童问题也日渐突出，由于缺乏父母的
精心照顾，不少留守儿童出现教育滞后、生活质量下
降、生长发育不良和性格孤僻、缺乏自信等问题∞１，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４月第３０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３２７·

Ｊ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３０，Ｎｏ．４

然而。对于留守儿童膳食营养方面的研究还鲜见。

际消耗生重。膳食调查南医生担任，调查前经过严

本研究旨在了解我国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膳食营养

格培训，使用统一称量工具，熟练掌握膳食调查方法

状况，为进一步实施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后方可人户调查。质量控制员每天随机选择５％的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进行复测，所有调查项目允许误差范围不
能超过１０％。

１．调查对象：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

４．结果的标化：各类食物摄入量、能量和主要营

本研究界定的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双亲留守）

养素的摄人量均以每标准人日摄入量表示ｂＪ，标准

或其中的任一方（单亲留守）目前为在外务工或经商

人指“１８岁从事极轻体力劳动的男子”，参照其能量

的农民，在外务工时间到调查时截止达到或超过６

推荐值（２４００ ｋｃａｌ），按照每人的性别、年龄所对应的

个月，儿童在当地居住时间达到或超过６个月（不论

ＲＮＵ２４００，即得标准人系数。每标准人日摄入量三

户口是否在当地）的２～７岁儿童（领养儿童除外）。

实际摄入量／标准人系数。

对照组儿童原则上与留守儿童居住地相同、性别相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对问卷调
查资料进行数据的录入与整理，采用复旦大学公共

同、年龄相近（年龄相差不超过３个月）。
２．样本与选择：根据“全国留守儿童营养与健康

卫生学院ＳＹ营养分析与食谱制定软件对膳食称重

调查”总体方案设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调查资料进行数据的录入与营养素摄入量的计算。

方法进行抽样。首先，参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

应用ＳＰＳＳ １ 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三组之间均

展中心提供的我国留守儿童地区分布资料…，在全

数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非参数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国留守儿童相对集中的四川、重庆、贵州、江西、湖

检验，重测信度的检验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检验

南、湖北、广东、海南、福建、浙江、江苏、河南、安徽

水准ａ＝０．０５。

１３个省（市）中，按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分层，随机
选择湖南、湖北、贵州、河南、安徽、江西、四川７个具

结

果

有代表性的省作为本次调查的项目省；然后，以经济

１．人口学特征：本次调查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

发展水平作为分层依据，在好、中、差三类县（市）中

共２６００名，剔除不合格的资料４９份（包括因存在缺

各随机抽取１个县（市）；最后，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

失项或逻辑错误或出现离群值而被剔除的资料），得

分层依据，在好、中、差三类乡（镇）中各随机抽取１

到有效资料２５５ｌ份，有效应答率为９８．１％。其中留

个乡（镇），共２１个县６３个乡（镇）。被抽取的乡

守儿童１２７８名（单亲留守４６０名，双亲留守８１８名），

（镇）首先进行各村摸底调查，统计各村２～７岁儿童

对照儿童１２７３名。留守儿童平均年龄４．３４岁（其中

的名单，并注明年龄、性别、父母外出务工情况。然

单亲留守４．２８岁，双亲留守４．３７岁），对照儿童４．３３

后从留守儿童名单中随机抽取２０名左右作为调查

岁。三组儿童在年龄、出生体重及年龄构成、性别构

对象，并根据留守儿童所在乡按１：ｌ的比例选取性别

成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在看护人年龄构成、性

相同、年龄相近的对照儿童。

别、文化程度构成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对

３．调查内容与方法：

照儿童家庭人均年收入为４１８８．１２元，高于单亲留守

（１）食物摄入频率调查及其信度检验：用食物摄

儿童（３７３４．１８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１）。

入频率表法收集所调查儿童过去一年内常见食物消

２．食物摄入频率表的信度检验：两次食物摄入

费频率及消费量，以获得个体的膳食结构。以参考

频率表法调查的１０大类食物摄人量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文献［５］中使用的调查表进行设计，由调查员面对面

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且平均相关系数为

询问儿童家长或其监护人填写完成。在完成第一次

０．８４７，其中粮谷类和奶类的相关系数最大，分别为

问卷调查后１周，按５％的比例随机抽取一部分儿童

０．９３３和０．９１７，其次依次为油类（ｏ．８９９）、盐类

进行重复问卷调查，比较两次问卷所得１０大类食物

（Ｏ．８７８）、蛋类（０．８５０）、水果类（Ｏ．８１４）、蔬菜类及其

摄入量的相关性，以检验其信度。

制品（０．８０２）、豆类及其制品（Ｏ．８００）、肉禽水产类

（２）膳食称重调查：采用“３日膳食称重法”。调

（Ｏ．７９８）和零食类（０．７７５）。

查员入户，连续称量和记录儿童３日２４小时摄入的

３．膳食构成：单亲留守儿童、双亲留守儿童和对

全部食物的品种和数量，获得儿童每日各种食物生

照儿童的食物摄入均以粮谷类（分别占３５．７％，

重、熟重、吃剩重量，折成生熟比，然后统计食物的实

３５．１％，３３．２％）、蔬菜类（１４．８％，１３．９％，１３．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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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我国部分农村地区２～７岁单亲留守、双亲留守
及对照儿童人口学特征
特征

单亲留守儿童双亲留守儿童

维生素Ｂ，的摄入不足率均在９０．ｏ％以上（表３）。
５．能量、蛋白质、脂肪及铁营养素的来源：留守

对照儿童

儿童与对照儿童能量、蛋白质、脂肪及铁营养素的来

年龄（岁，孑±５）４．２８±１．６５
年龄组（岁）

４．３７±１．６１

４．３３±Ｌ５９

２～８８（１９．１）

１３１（１６．Ｏ）

２０９（１６．４）

３—８９（１９．３）
４—
６８（１４．８）
５—８５（１８．５）

１４７（１８．ｏ）
１５６（１９．１）

２４１（１８．９）
２２９（１８．０）

６—８２（１７．８）

１４６（１７．８）
１４５（１７．７１

２３５（１８．５）
２３２（１８．２）

质的供能比偏低（供能比分别为１０．５％、１０．２％和

７—４８（１０．４）

９３（１１．４）

１２７（１０．Ｏ）

１０．４％）。蛋白质来源中，优质蛋白质（即动物蛋白

２４７（５３．７）４１９（５１．２）
２１３（４６．３）
３９９（４９．８）

６７１（５２．７）
６０２（４７１３）

源分布情况较接近。能量来源中，单亲留守儿童、双

性别
男
女

出生体重（ｋｇ，互士ｓ）

３．３３±Ｏ．５ｌ

ｊｌ护＾；ｆ．齿瓤岁，ｉ±驴。。３８．１２±１１．７３

３．２９±Ｏ．４７

３．３ｌ±Ｏ．５０

５７．７９±１２．９１

３５．６０±８．７８

看护人性别“６
１３１（２８．５）
３２９（７１．５）

３１８（３８．∞
５００（６１．１）

５６２（４４．１）
７１１（５５．９）

小学及以下

２２８（４９．６）
２０７（４５．０）

５８２（７１．２）

５０５（３９．７）
６６０（５１．８）

初中

高（供能比分别达５８．３％、５７．６％和５６．７％），而蛋白

与大豆蛋白之和）摄入量分别占总蛋白质摄入量的
３３．８％、３６．０％和３６．８％，摄入量均偏低；脂肪的摄入
均以植物性脂肪为主，分别占脂肪总摄入量的
７９．４％、７７．１％和７７．３％；铁营养素的摄入均以植物

男
女

看护人文化黻“‘

亲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中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均偏

性铁为主，分别占铁总摄人量的８６．７％、８６．６％和
８６．２％（表４）。

１９９（２４．３）
高中及以上
２５（５．４）
３７（４．５）
１０８（８．５）
家庭＾、均年收＾、（元ｙ ３７３４．１８±２６５２．１５ ３９４４．０８＿＿＿２＇９０６．６６ ４１８８．１２±３６４９５６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８单亲留守儿

童与对照儿童比较；６单亲留守儿童与双亲留守儿童比较；。双亲留守
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看护人年龄（三组儿童比较）、性别（单亲留守
儿童与对照儿童、单亲留守儿童与双亲留守儿童比较）和文化程度（３
组儿童比较）Ｐ＜Ｏ．０１；家庭人均年收入单亲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
较Ｐ＜Ｏ．０５

讨

论

本次调查的农村留守儿童（包括对照组儿童），
尤其是双亲留守儿童，膳食营养状况不容乐观，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膳食结构不合理：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
时期，膳食的供给和搭配直接影响到儿童的成长。本

奶类（１４．６％，１５．９％，１６．２％）为主，其中单亲留守儿

次调查农村留守儿童膳食结构不合理，膳食以粮谷类

童的粮谷类摄人量高于双亲留守和对照儿童，差异

（３３．２％～３５．７％）、蔬菜（１３．７％～１４．８％）和奶类

有统计学意义；单亲留守儿童和双亲留守儿童在肉

（１４．６％一１６．２％）为主，而肉禽水产类、豆类及其制品

禽水产类的摄入量上均低于对照儿童，差异有统计

所占比例均不足５％。由于膳食中食物的种类和数量

学意义；双亲留守儿童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水果

决定营养素的种类及摄入水平。膳食结构不合理易

类及其制品和零食类的摄入量上均低于对照儿童，

造成能量及各种营养素的供给不均衡从而导致营养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２）。

性疾病＂Ｊ。因此，应增加对肉禽水产类、豆类及其制品

４．能量和主要营养素摄人量：本次调查的单亲
留守儿童、双亲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平均每标准人
日能量摄人量分别为１８１２．２７、１８２３．３２、１８８７．７３

的摄人，以改善其膳食模式，提高营养质量。
２．能量和主要营养素摄人不足：农村留守儿童

ｋｃａｌ，

能量及三大产热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

均低于推荐摄人量，且双亲留守儿童低于对照儿童，

物）摄入量均低于推荐摄入量，且摄入不足率均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三大产热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

５０％以上（其中蛋白质达到８０％以上），双亲留守儿

的摄入量均低于推荐摄人量，ｊ组儿童蛋白质的摄

童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人量均低于对照儿童（差异

入量分别为４７．０２、４６．４５、４８．９２ ｇ，且双亲留守儿童

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农村留守儿童膳食以粮谷类

低于对照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样，各组均存

为主，而三大产热营养素含量丰富的动物性食物及

在不同程度的钙、锌、硒和钾等矿物质及维生素Ａ、

豆类食物摄人较少有关，因此应重点增加动物性食

维生素Ｂ。、维生素Ｂ：等维生素摄入不足，且双亲留

物和大豆制品的供应。

守儿童硒、铜、镁等矿物质及维生素Ｂ。、维生素Ｂ：等

农村留守儿童也普遍存在矿物质摄人不足，特

维生素的摄人量也低于对照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

别是锌、硒和钙缺乏较为严重，摄入不足率均达

义。此外，三组儿童的能量及营养素的摄入普遍不

９０％以上。这三种营养素在奶类、红色肉类、豆类及

足，能量摄入不足率分别达５９．８％、６２．４％和５７．８％，

动物内脏中含量均较丰富，缺乏可能与儿童长期肉

而＝三大产热营养素的摄人不足率均超过一半，特别是

禽水产类及豆类食物摄人不足有关。锌、硒等与儿

蛋白质，达８０．０％以上。矿物质和维生素中钙、锌和

童的大脑及身体发育有关，长期缺锌易导致儿童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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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我国部分农村地区２。７岁单亲留守、双亲留守及对照儿童的食物摄入量（∥标准人日，ｉ±ｓ）及膳食构成（％）

米

２８０．８０±１６２．３８

２８１．３８±１５５．９４

２７８．８７±１６１．０６

面条、馒头、包子、油条等

７４．５９±９３．７２

５２．６７±９９．６４

５８．２９±６９．３８

杂粮

２７．０４±５３．４０

８．９３±３２．８３

１鱼．！！±璺！．ｊ鱼

斋肉类及其制品
禽肉类及其制品
动物内脏类
水产品
肉

２４＿３７±２２．９４

２１．５８±３３．６３

２３．９７±３６．６８

４．７８±１２．２５

５．７２±１６．２９

７．６５±２６．０７

０．４２±１．３３

Ｏ．９６±４．１ｌ

０．７９±２．４４

１．４８±４．５９

１．４７±５．“

１．５２±５．１５

５．９ｌ±９．７８

８．４８±１５．０５

１０．Ｏｌ±１９．１２

３６．９５±３６．９３（３．４

３８．２１±５２．９５（３．９

４３．９３±６３．１５（４．１

１２：！！±！！：丝！璺：２２

１Ｑ：！！±箜：§Ｑｆ！：呈！

！！：！堡圭垒垒：！！ｆ璺：！！

！！垒：箜±！！！：！！！！生鱼２

１１１：塑圭！塑：塑ｉ！！：全２

１１２：塑圭！丝：丝ｆ！垒：２１

蛋类

垂差壁基趔量
奶类‘

丝生塑：墼塑！星塑！煎塑箜
豆类及其制品‘

大豆、豆腐、香千等

１５．９２±３５．４８

１４．０３±２０．８７

１５．０６±２０．６５

新鲜蔬菜

１４９．７１±１４９．０９

１２８．７１±１１５．４５

１３８．５９±１２８．９８

腌制蔬菜

ｉｉ吾万±１５—５．９６（—１４．８）——１３５．５硅１１８．４６（１３．９）

新鲜水果

墨堕！童垡！壅星鳇羞
合计

动物油

宣趋
零食‘
坚果、种子等
小吃、糕点、面包、饼干等

９．２２±２７．３６

６．８５±１９．１ｌ

９８．６８±１０７．５６

８５．３４±１１１．８ｌ

２．４５±１２．３９

２．８０±１２．４２

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２５（９．４）
１０．８９±５１．０４

垒：２垒圭２：２璺ｆＱ：垒！

８８．１４±１１３．３４（９．Ｏ）
９．８８±１１．４５

垒：！！±！：！！！Ｑ：！！

７．７８±２２．６５

１４６．３７－－＋１３５…５３（１３，７
１０３．７１±１５６．９０
４．１４±１９．７５

１０７．８４±１５８．８３（１０．１）
１０．１６±１３．０４

鱼：垒２主！：垒２ｌＱ：鱼２

８．１６±１３．１０

６．９３±１５．０９

３０．８３±３６．２９

２９．２３±４３．５９

３２．３３±３９．８２

８．１４±１５．９７

方便而．虾片、薯条等

２５．３９±３１．８７

２４．７７±３８．１７

２５．８６±３８．０８

可乐、汽水、果汁等

３１．９５±９１．８６

２６．５８±６３．６３

９６．３３±１１８．６２（９．０

８７．５０±９８．５４（８．９）

３４．５６±７１．８７

１００．９０±１０６．３９（９．５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同表１；粮谷类（单亲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单亲留守儿童与双亲留守儿童比较）、肉禽水产类（３组儿

童比较）、奶类（双亲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豆类及其制品（双亲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水果类（单亲留守儿童与双亲留守儿童比
较）、零食（双亲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Ｐ＜Ｏ．Ｏｌ；水果类（双亲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Ｊｐ＜Ｏ．０５

食、偏食、免疫力下降、生长迟缓协Ｊ１；长期缺硒易导

化合物５０％一６０％。本次调查留守儿童能量来源

致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免疫力降低、心肌疾病、营养

中，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均偏高（供能比分别达

不良等Ｈ引。儿童时期摄入充足的钙不仅可以促进骨

５８．３％和５７．６％），而蛋白质的供能比偏低（供能比

骼的生长发育，还能降低老年后发生骨质疏松症的

分别为１０．５％和１０．２％）。膳食中优质蛋白（动物性

危险性¨¨。因此，在未来的农村留守儿童膳食营养

蛋白质和大豆蛋白质）以占总摄入蛋白质的５０％，

干预项目中，应尽可能增加禽肉类、动物肝脏、鱼类

且大豆蛋白占１８％为宜【ｌ引。本次调查的农村留守

及蛋类等食物的摄人，以补充钙、锌、硒等矿物质。

儿童，膳食中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４０％，大豆蛋白

在维生素供给方面，农村留守儿童除维生素Ｅ

不足１０％。留守儿童铁摄人量虽达到了ＲＮＩ的

和抗坏血酸的平均摄人量达到推荐摄入量８０％９ｂ，

８７％以上，但生物利用率较高的动物性铁的摄人比

其他维生素如维生素Ａ、维生素Ｂ，、维生素Ｂ：均摄入

例太低，多达８７％的铁来源于植物性食物，利用率

不足，且摄入不足率达８０％以上。因此农村留守儿

不高，易造成缺铁性贫血。

童应尽可能多吃动物肝脏、胡萝卜、蛋类和粗杂粮等
食物，以增加这些维生素的摄入。
３．能量、蛋白质、脂肪及铁营养素的来源不合
理：按照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标准Ｌ１２Ｊ三大营养素的供
能比为：蛋白质１４％一１５％，脂肪３０％一３５％，碳水

总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膳食结构不尽合理，
能量和多种营养素摄入不足，能量、蛋白质及铁的来
源不合理，膳食营养状况急待改善，希望引起留守儿
童父母或看护人高度重视和社会关注。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次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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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我同部分农村地区２～７岁单亲留守、双亲留守和对照儿童能量、营养素摄入量（ｇ，标准人日，ｉ±ｓ）及摄入不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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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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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１圭ｉ：！§（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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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表１；括号内数据为各组儿童相应黄养素的摄入不足率（％），营养素摄入不足的判断标准是用个体的实际摄入量与相应年龄、性
６０

缒醒ｌ！坚２：

别的推荐摄入量（ＲＮｌ）或适宜摄入量（ＡＩ）相比，能量摄人量低于ＲＮＩ的９０％为摄入不足。其他营养索摄入量低于ＲＮＩ（ＡＩ）８０％为摄入不足１６１；

蛋白质、硒、铜、镁、磷、维生索Ｂ；、维生素Ｂ：、烟酸均为双亲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脂肪、维生素Ｅ均为单亲留守儿啻与对照儿童比较、双亲
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铁（单亲留守儿童与双亲留守儿童比较、双亲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烟酸（单亲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Ｊｐ＜
０．０１；能量（双亲暨守儿童与对照儿童比较）Ｐ＜Ｏ．０５

表４我国部分农村地区２。７岁单亲留守、双亲留守
和对照组儿童能量、蛋白质、脂肪及铁营养素的来源
（∥标准人日，孑±ｓ）
食物营养素

单亲留守儿童

双亲留守儿奄

对照儿童

［本研究项目得到卫生部妇社司资助，感谢项目省卫生厅妇社
处和省妇幼保健院（所）及相关地（市）、县（市）卫生局和妇幼保健院
（所）在现场工作中给予的支持及项目领导小组和调查队全体成员
付出的辛勤劳动］

能量０㈣
１８５．８４４－８０．６９（１０２）１９５．７２±昭删０句

蛋白质

１８８．１２＿７７．锻１０３）

脂肪

５６２５１ ４－２５２７６（３１∞５８６３９４－２４８３８（３２２）６２２．４４＿＋２６７．１３（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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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７±１５．４０００临９

［１］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２００５。２９
（１）：３０．

［２］杜鹏．聚焦“３８６１９９”现象关注农村留守家庭．人１２１研究，２００４，
２８（４）：２５．

［３】周宗奎，孙晓军，刘哑，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

３．１７±８．２６（６．８）

３．０１＿＿．８３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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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贾金玲．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的思考．教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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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７４－１８．６４（２２．９）

１５．６８４－１８．７７（２２．７）

［５］王陇德．２００２综合报告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

４９．４０４－２２．１８（７９．４）

５０２１

５３．４８４－２３．７５（７７３）

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王喜生。殷太安，刘继鹏。等．人体营养状况的评价方法．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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