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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９省区１ ９９ １－－２００９年５０岁以上中老年

居民膳食钙摄入量及变化趋势分析
张仅王惠君王志宏
【摘要】

目的

张继国

杜文雯

苏畅

翟凤英

张兵

了解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中国９省区５０岁以上中老年城乡居民膳食钙摄入现状、

食物来源及变化趋势。方法选取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七轮调查中５０岁
以上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连续３天２４小时膳食回顾调查数据，按地区分层对历年来该人群钙摄
人量水平、钙食物来源分布及变化趋势进行横断面分析。结果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中国９省区中老
年居民平均每日钙摄入量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９年男性人群钙摄入量为４００．２ ｍｇ／ｄ，女性为
３５２．７

ｍｇ／ｄ；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男性和女性人群钙摄人量不足５０％适宜摄入量（ＡＩ）的比例分别高达

７２．０％．８２．２％和７８，８％～８８．０％，而达到Ａ１人数的比例仅分别为ｏ．４％～３．９％和ｏ，４％～３．０％。调
查人群膳食钙主要来源于蔬菜、豆制品和谷类，这类食物提供的钙占平均每日钙摄入量的７０％以
上。结论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中国９省区５０岁以上中老年人群钙摄人水平仍较低，奶类和豆制品等
富含钙食物的摄入量偏低。
【关键词】钙摄入量；老年居民；钙食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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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是人体生理活动不可或缺的营养素，钙摄人

切相关ｎ·“。多次全国性的营养调查显示我国居民

不仅影响骨骼健康，且与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

钙摄入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口。５］，因此有必要及时了
解我国居民钙摄入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本研究利用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中国９省区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数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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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延续了对成年人的研究结果№’，分析９省区５０岁
以上中老年居民膳食钙摄人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
为改善居民膳食结构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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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性别和居住地区的分布基本无变化，男性占
资料与方法

４５％～５０％，女性略多于男性。四类地区中，城市、

１．资料来源：利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郊区和城镇的样本量基本持平，农村地区调查样本

与食品安全所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入口中心合作

稍多。考虑到追踪调查样本易老龄化的特点，本研

开展的“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资料。该

究中存在５０岁以上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

项目为长期纵向追踪研究，开始于１９８９年，在黑龙

的现象，并且各轮调查中调查对象的性别比例及地

江、辽宁、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江苏、贵州、广西９

省区开展现场调查。本文选取１９９１、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区分布基本一致（表１）。
２．每日膳食钙摄人量：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９省区５０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９年共７次调查中５０岁以上

以上中老年居民钙摄入量随时间呈波动上升的趋

中老年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势。男性钙摄入量为３５７．４～４１７．６ ｍｇ／ｄ，２００９年钙摄

２．研究方法：

入量为４００．２ ｍｇ／ｄ，与１９９１年相比增加了３７．２ ｒａｇ／ｄ；

（１）膳食及钙摄人量调查：采用连续３天２４小时
膳食回顾法记录个人食物消费数据和称重法记录家

女Ｊ｜生钙摄人量为３２４．８～３７７．４ ｍｇ／ａ，２００９年钙摄人量
为３５２．７ｍｇ／ａ，与１９９１年相比增加了２５．１ ｍｇ／ｄ（表２）。
２００９年９省区按四类地区分层，城市、郊区、城镇

庭调味品消费量，借助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食物成分表
中的食物营养素数据计算平均每天各类食物提供的
膳食钙摄人量，并计算其占总钙摄人量的百分比。

和农村男性钙摄入量分别为４３４．２

（２）判断标准：计算平均每天膳食钙摄入量满足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人量的程度，将平均每

男性钙摄人量均有所增加，其中城市增幅最大，城镇
增幅最小，城市、郊区、城镇、农村人群分别增加了

日钙摄入量与推荐的５０岁以上人群钙适宜摄入量

６５．６ ｍｇ／ｄ、４３．８ ｍｇ／ｄ、２５．３

（ＡＩ）进行比较ｎ１，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人群中满
足不同程度ＡＩ的人数百分比分布。

地区女性钙摄人量分别为４０３．３

３９２．２

ｍｇ／ｄ、３８１．５

市、郊区、城镇、农村地区分别增加了６９．６

果

２６．０ ｍｇ／ｄ、９．５

１．样本基本特征：本研究调查对象在１９９１—

年份

ｍｇ／ｄ和２８．９ ｍｇ／ｄ。四类
ｍ∥ｄ、

食钙摄入量变化趋势与男性相同，四类地区均有所
增加，其中以城市人群增幅最大而城镇增幅最小，城

清理和分析。

表１

ｍｇ／ａ和３７９．４ ｍｇ／ａ，与１９９１年相比，四类地区

３３３．０ｍｇ／ｄ和３３０．５ ｍｇ／ｄ，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女性每日膳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ＡＳ ９．２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结

ｍｇ／ｄ、４３１．４ ｍｇ／ｄ、

ｍｇ／ａ和１３．９

ｍｇ／ｄ、

ｍｇ／ｄ。

３．每日膳食钙摄入量与推荐摄入量比较：７次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我国四类地区５０岁以上调查人群性别分布

城市

郊区

城镇

农村

合计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１９９１

２６４（４８．３）

２８３（５１．７）

１７１（４７．５）

１８９（５２．５）

２６２（４５．８）

３１０（５４．２）

５３６（５０．６）

５２４（４９．４）ｔ２３３（４８．６）

女性

１９９３

２４０（４６．９）

２７２（５３．１）

１７１（４６．１）

２００（５３．９）

２４０（４５．３）

２９０（５４，７）

５７５（４９，ｏ）

５９９（５１．Ｏ）ｔ２２６（４７．４）ｔ３６ｔ（５２．６）

１９９７

２７７（４６．４）

３２０（５３．６）

２２７（４６．９）

２５７（５３．１）

２４７（４５．７）

２９３（５４．３）

６８４（４９．５）

６９９（５０．５）

１４３５（４７．８）

１５６９（５２．２）

２０００

３２３（４６．９）

３６５（５３．１）

２９２（４７．６）

３２１（５２．４）

２９１（４６．２）

３３９（５３．８）８２８（４９．６）８４２（５０．４）

１７３４（４８．２）

１８６７（５１．８）

２００４

３５６（４６．０）４１８（５４．Ｏ）

３６６（４７，５）４０４（５２．５）

３０３（４５．４）

３６４（５４．６）

１０２２（４９．３）

１０５０（５０．７）

２０４７（４７．８）２２３６（５２．２）

２００６

３８８（４７．８）４２４（５２．２）４０４（４８ Ｏ）４３８（５２．Ｏ）

３３２（４５．ｏ）４０５（５５．Ｏ）

１０６４（４８．３）

１１４０（５１．７）

２１８８（４７．６）２４０７（５２．４）

２００９

４０６（４７．４）４５０（５２．６）４１２（４８．１）４４４（５１．９）

３６９（４６．６）４２３（５３．４）

１１４７（４８．４）１２２３（５１．６）

２３３４（４７．９）２５４０（５２．１）

１３０６（５１．４）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表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我国四类地区５０岁以上调查人群平均每日钙摄入量（ｉ±ｓ，ｍｅ／ｄ）

注：不同年份的差异统计结果：城市男性，Ｆ＝１０．０９，Ｐ＜Ｏ．０ｌ，城市女性，Ｆ＝１２．３３，Ｐ＜Ｏ．０１；郊区男性，Ｆ＝４．２３，Ｐ＜Ｏ．０１，郊区女性．Ｆ＝
２．８７，Ｐ＜Ｏ．０１；城镇男性，Ｆ＝３．２６，Ｐ＜Ｏ．０１，城镇女性，Ｆ＝５．６１，Ｐ＜Ｏ．０１；农村男性，Ｆ＝６．７０，Ｐ＜Ｏ．Ｏｌ，农村女性，Ｆ＝４．１５，Ｐ＜Ｏ．Ｏｌ；不同地区合
计：男性Ｆ＝１９．０９，Ｐ＜Ｏ．０１，女性，Ｆ＝１８．２７，Ｐ＜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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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男性和女性钙摄入量不足５０％ＡＩ的比例分

下降，但在每轮调查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呈现

别高达７２．０％～８２．２％和７８．８％。８８．Ｏ％，而摄人量达

出城镇和农村地区每日钙摄入不足５０％ＡＩ的比例
高于城市和郊区的现象。

到或超过Ａ１人数的比例仅为０．４％～３．９％和Ｏ．４％～
３．０％（表３）。
表３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我国四类地区５０岁以上调查人群
钙摄人量占ＡＩ百分比（％）的分布

４．膳食钙的食物来源：历次调查表明，研究人群
摄入的膳食钙主要来源于蔬菜、豆制品和谷类食物，
这三类食物提供的钙占平均每日钙摄入量的７０％以
上。其次，调味品所提供的膳食钙也在５％左右。而
其余各类食物，包括薯类、菌藻类、水果、坚果、畜肉
及其制品、禽肉及其制品、乳类、蛋类、鱼虾类、饮料
等提供的膳食钙均不足５％。
２００９年在平均每Ｅｔ摄入的钙中，蔬菜和谷类食
物提供的比例为３６．０％和１６．４％，与１９９１年相比均

有所下降。而豆制品提供的膳食钙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９
年问略有上升，由１７．８％提高到了２０．０％。调味品提
供的膳食钙有一定下降，从１９９１年的６．７％下降至
２００９年的５．０％。２００９年蛋类、鱼虾类和奶类提供的
膳食钙仍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足５％，但与１９９１年相
比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与此同时，饮料和小吃零
食来源的钙摄人量也略有增加，分别增加了０．７％和
１．７％（表４）。

在四类（城市、郊区、城镇、农村）地区中，膳食钙
来源的逐年变化与该人群的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但其程度有所不同。２００９年四类地区膳食中蔬
菜提供钙的比例分别为２９．３％、３６．９％、３５．１％和
３９．２％，与１９９１年相比均有所下降，尤以农村地区下
降速度最快，城镇则下降最慢。四类地区豆制品来

源钙的比例在２００９年分别为２１．１％、１８．０％、２０．８％
和１９．９％，与１９９１年相比，农村和郊区有所增长且速
度较快，城镇地区略有下降，而城市地区基本持平。
２００９年四类地区谷类食物来源的钙分别为１１．７％、
１３．８％、１６．２％和１９．６％，比１９９１年下降４．２％～９．３％，

其中以郊区下降最快，农村下降最慢。此外，奶类来
源的钙在过去近２０年中有显著上升，以城市和城镇
在四类（城市、郊区、城镇和农村）地区中，男性
钙摄人不足５０％ＡＩ的比例分别在６１．６％、６３．５％、
７５．６％和７６．０％以上，女性则分别在７１．６％、７１．９％、

８１．７％和８３．１％以上。四类地区男性钙摄入量超过
１００％ＡＩ的比例分别在６．１％、９．４％、３．１％和４．２％以

地区上升幅度较大；而调味品来源的钙有所下降，其
幅度同样以城市和城镇地区较大。
讨

论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我国９省区中老年人群平均每日

年与１ ９９１年相比，四类地区男性钙摄人量不足５０％

钙摄人量最高仅为男性４１７．６ ｍｇ／ａ和女性３７７．４ ｍｇ／ａ，
男性略高于女性，但调整能量摄人后则无统计学意

ＡＩ的比例分别下降了１１．９％、３．１％、５．８％和３．６％，女

义。虽然钙摄入量存在一定上升趋势，但与《中国

性则分别下降了９．５％、３．８％、４．９％和２．６％。
分性别比较四类地区的变化趋势，发现虽然四

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人量》推荐的１０００ ｍｇ／ａ
（ＡＩ）相比，仍不足一半。而在本研究的四类地区

类地区居民每日钙摄入不足５０％ＡＩ的比例均逐年

中，不足５０％Ａ１人数的比例也占７０％以上，仅约有

下，女性则在３．２％、８．０％、３．３％和３．４％以下。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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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我国四类地区５０岁以上调查人群钙的食物来源比例（％）趋势分析

存在某些地区经济欠发

达和居民膳食结构不合
理的现象。
当然，目前市场上还
存在营养素强化食品以

及营养素补充剂，在本研
究应用的食物成分表中
却无该类食物。食用营
养素补充剂在老年人群
还很普遍，因此对这类钙

摄人量可能存在低估。
但日常膳食提供的钙仍

为平均每日钙摄入量最
主要来源，就目前我国老
年居民平均每日钙摄入
量不足ＡＩ的一半这一情

５％达到ＡＩ。而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况来看，仍然十分有必要增加奶类和豆类等优良钙

调查也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钙摄入量为

源食物的摄人。

ｍｅＣｄｂ］。与国外相比，２００４年加拿大一项全国
调查显示，５０岁以上中老年人平均每日膳食钙摄入
３８８．８

量为７７１ ｍｇ／ｄ，同时还有２８％男性和４８％女性是通

过营养素补充剂摄入钙质拈１。根据欧洲营养与健康
报告Ⅱ（综合了欧洲２５个国家的国家级营养与膳食
调查结果）显示，欧洲６４岁以上老年男性平均每日
钙摄入量为６９８—１０３２ ｍｇ／ｄ，而老年女性为６１５～
９１８

ｍ∥ｄ［９］。可见，我国居民钙摄入长期处于较低水

平，且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钙摄入水平，钙摄

入不足是我国居民普遍存在的营养问题之一，也是
全面提高我国居民身体素质的工作重点之一。
奶类和豆制品是钙的良好来源。加拿大５０岁
以上老年居民的膳食钙来源，最主要的就是鲜奶和

奶酪随］。但本研究发现，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的近２０年
间，我国９省区老年居民膳食钙的主要来源（约
４０％）为蔬菜，而豆制品来源的钙仅约占２０％。各类

地区奶类来源的钙在２０００年以前极低，均不足
５％。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也显示，
我国居民膳食钙摄人量中，仅４．３％来源于奶及其制
品口］。２０００年以后有所增加，尤其是城市地区，增加

最为明显，２００９年奶类来源的钙已经达到１２％。反
之，在农村地区，奶类提供的膳食钙比例仍很低，且
豆制品提供钙的比例也远低于同年调查的城市和郊
区，可见农村地区老年居民钙摄入量低主要是富含
钙质的优质食物摄人量少引起的。虽然过去２０年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幅提高，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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