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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地区农村居民膳食质量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范小静颜虹赵亚玲

刘如如党少农王维华

目的采用中国膳食平衡指数（ＤＢＩ）评价陕西省汉中地区农村居民膳食质量状况

【摘要】

及其影响因素。方法２０１０年对汉中地区１８～８０岁农村居民膳食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进行
横断面调查，采用ＤＢＩ相关指标评价其膳食质量，应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摄人不足和
摄入过量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调查的２７４８人中谷薯类、豆类、腌菜、植物油和食盐每标准人
日平均摄人量均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Ｐ＜０．０１），其中８０％以上村民的谷薯类、食用油和盐
摄入量平均水平超过推荐量；动物性食物、蛋奶类和蔬菜水果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Ｐ＜０．０１），存
在明显摄入不足。人群平均负端分（ＤＢＩ ＬＢＳ）和正端分（ＤＢＩ ＨＢＳ）分别为２２．８和９．８，中度摄入
不足（２０＜ＤＢＩ ＬＢＳ≤４０）和摄入过量（１０＜ＤＢＩ ＨＢＳ≤２０）的比例分别为６２．６％和４８．０％。影响
摄入不足的主要因素有文化程度、财富指数、高血压史、体育锻炼和看电视时间；影响摄人过量的
主要因素有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劳动强度、睡眠时间、吸烟和饮酒情况。结论汉中地区农村
居民膳食结构不均衡，并以摄人不足为主，同时存在部分食物摄人过量；有必要在不同人群中开展
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改善当地居民营养状况。

【关键词】膳食质量；膳食平衡指数；影响因素；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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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膳食平衡指数（ＣＤＢＩ）已在我国各类人群

分值均为０—６；既要反映不足又要反映过量的指标

和个体中进行了验证和使用，可作为我国成年人膳

取正值也可负值，如谷类食物指标分值为一１２～１２，

食质量的评价指标口。１。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开

动物性食物指标包括肉禽类、水产品和蛋类３部分，

展的“汉中农村居民健康调查”数据，使用ＤＢＩ相关

分值为一１２。８，如果摄入量低于推荐摄入量，分值为

指标评价陕西省汉中地区农村居民整体膳食质量，

负数，高于推荐摄入量分值为正数。负端分

并探讨该指数可能的影响因素。

（ＤＢＩ ＬＢＳ）是将所有指标中的负分相加的绝对值，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２０１０年１０—１１月在汉中市汉台区
９个农业乡镇对１８～８０岁常住居民进行健康调查。

反映膳食中摄入不足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正端分
（ＤＢＩ ＨＢＳ）是将所有指标中正分相加，反映膳食结

构摄入过量的问题；总分（ＤＢＩ ＴＳ）将所有指标的分
值累加得到，反映膳食质量的平均水平…。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每个调查乡镇选取一个村，调

３．质量控制：调查员均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查村之问人口、经济状况相当；每个村预计调查４００

师生组成，调查前经统一培训。由汉中市人民医院

人，按１８～３４岁、３５～５４岁、５５～６４岁、６５～８０岁划

医生完成相关体格检查。调查组队长负责日常调查

分４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抽样人数根据当地农村

的组织和管理，并负责调查问卷的检查和验收。各

人口构成进行调整。共计调查３０３０人，剔除年龄＜
１８岁或＞８０岁的合计６人，社会人口学特征、体格检

乡村有专人负责组织被调查对象。为确保调查食物

查或膳食数据等重要变量缺失的１７１人，能量摄入

册，帮助被调查对象判断食用量。调查前与调查对

异常（即能量摄人量在经对数转换后３个标准差之

象签订知情同意书。

每次摄入量的准确性，采用具有实物参照的食物图

外的数据｛４１）１０５人，最终纳入分析为２７４８人。
２．调查方法：采用集中调查的方式，对调查对

４．统计学分析：调查问卷审核无误后，以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双录入法进行数

象的家庭一般情况、疾病史和就医情况以及生活行
为和膳食情况，采取一对一的访谈形式进行调查，

据录入和整理，使用ＳＡＳ ９．１．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由专业人员使用统一器材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等

秩和检验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比较。财富指数是指

体格指标。

以居民的职业、通讯工具、交通类型、饮水来源、家庭

食物摄人量转换为每标准人日摄人量＂ｊ，采用符号

（１）膳食调查：采用九分类半定量食物频率问

经济月收入和月支出进行主成分分析，并以第一主

卷口１。食物摄入频率分类从“不吃仉乎不吃”到“每

成分作为财富指数随１，得分越高经济状况越好，共分

天吃４次以上”共９个类别。由调查员询问调查对象

三等，分别定义为贫困、中等和富裕。分别以

在调查之日起前１２个月的各类食物平均摄人情况

ＤＢＩ

及每次摄入量。考虑当地居民的特有饮食习惯，本

征（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受教育水平、财富指数

次食物频率调查问卷包括２８类食物，其中主食、肉

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高血压史、糖尿病史、高血

类、蔬菜、腌制食品、酒类各４种及奶类３种、饮料２

脂史和ＢＭＩ）和生活方式（体育锻炼、劳动强度、睡眠

种，基本涵盖了当地居民常食的食物种类。本问卷

质量、看电视时间、吸烟和饮酒情况）为自变量，并对

是以西部农村育龄妇女食物频率调查问卷为基础而

相应等级或分类变量（受教育水平、财富指数、劳动

制定的，并经“２４小时食物回顾调查”验证，多数营

强度、吸烟和饮酒情况）设置哑变量，均以低水平组

养素的相关系数在０．４。０．８之间，两次食物频率调

作为参照，使用ＳＡＳ ＲＥＧ过程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

查的相关系数在０．４～０．７之间，提示该问卷具有一

分析。所有假设检验的检验水准设定为ｏ．０５。

定的信度和效度哺］。

（２）ＤＢＩ指标：包括谷类食物、蔬菜水果、奶类和

ＬＢＳ和ＤＢＩ ＨＢＳ为因变量，以社会人口学特

结

果

豆类、动物性食物、油脂、盐、酒精及其他食物种类，

１．样本基本特征：调查２７４８人的平均年龄为

并依据膳食指南对其赋予一定的权重，０分表示达

５０．０岁，家庭平均６岁以上常住人数为２．８人，在婚

到“膳食指南”和“膳食平衡宝塔”要求。其中反映摄

者比例为９１．６％；受教育年限平均６．８年，小学及以

人不足的指标取负值，如蔬菜水果、奶类和豆类指标

下者占４６．２％，中学者占４２．０％；人群中自报有糖尿

分值均为一１２～０，食物种类指标分值为一１０～０；反

病的比例为５．１％，自报有血脂异常病史的比例为

映摄入过量的指标取正值，如酒精、盐和食用油指标

１２．１％，高血压患病率为３４．６％，自报有高血压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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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２０．４％，ＢＭＩ平均为２２．９ ｋｇ／ｍ２，超重和肥

３．食物摄人的ＤＢｌ分值评价：ＤＢＩ单项指标分

胖率（ＢＭＩ≥２４．０ ｋｇ／ｍ２）占３３．２％。人群中从不锻炼

值在一２—２之间为达到或接近推荐摄人量。表２显

的比例为７７．８％，每周锻炼≥２次者仅占１７．０％；人群

示８０％以上的调查人群谷薯类、食用油和盐摄人量

中基本不干农活者占１８．２％，每周干农活≥３次者占

平均水平超过推荐量；其他类食物则摄入不足，其中

６３．０％；每１３睡眠时间在７～９ ｈ者占５６．３％，睡眠＞

蔬菜和水果、奶类和豆类及动物性食物摄入量达到

ｈ者占４３．７％；每日看电视时间≥２ ｈ者占６１．５％；

推荐摄入量的比例分别为０．４％、１．２％和３．５％；食物

调查人群中不吸烟者占７２．６％，已戒烟者占４．５％，每

多样性分值在一２～０之间者仅占４．１％，超过５０％的

日吸烟＜１５支者占１８．６％；偶尔或经常饮酒者占

调查对象得分在一６—．４之间。可见当地农村居民

３２．７％。

存在谷类、食用油和盐过度消费的问题，蔬菜水果、

２．食物摄人量：以每标准人日平均摄入量为标
准，谷薯类为４７３．４ ｇ，较２００２年我国农村居民高出

豆类和奶类、动物性食物则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费不

ｇ（Ｐ＜０．０１）；豆类约为３０ 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肉类和水果的每日摄人量相当，均约为２０ ｇ，较

４．ＤＢｌ分值的人群分布：样本人群ＤＢＩ ＬＢＳ的

９

足，且食物多样性也较差。

８３．６

均数为２２．８。其中低度摄人不足（ＤＢＩ ＬＢＳ≤２０）有

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２７．２ ｇ和１５．３ ｇ；鱼类、蛋类、坚
果、禽类和奶制品等摄人量较少，每日不足５ ｇ，均显
著低于２００２年全国农村平均水平（Ｐ＜０．０１）；值得

１０２３人（３７．２％），中度摄人不足（２０＜ＤＢＩ

ＬＢＳ≤

４０）有１７２１人（６２．６％），高度摄人不足（ＤＢＩ

ＬＢＳ＞

注意的是当地居民食盐和植物油摄入量显著高出全

９．８，其中低度摄人过量（ＤＢＩ ＨＢＳ≤１０）有１４１１人

国平均水平８．５ ｇ和２５．５ ｇ（Ｐ＜０．０１）。见表１。

（５１．３％），中度摄入过量（１０＜ＤＢＩ ＨＢＳ≤２０）有

４０）仅有４人（１．２％）。样本人群ＤＢＩ ＨＢＳ的均数为

表１汉中地区农村居民膳食中部分食物

１３１９人（４８．０％），高度摄入过量（ＤＢＩ ＨＢＳ＞２０）仅

每标准人日平均摄人量（ｇ）

有１８人（６。７％）。女性ＤＢＩ ＴＳ得分低于男性，整体
膳食状况更倾向于摄入不足；女性ＤＢＩ ＬＢＳ得分高
于男性，中等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６５．３％；ＤＢＩ

ＨＢＳ

的均分则略低于男性，中等摄人过量的比例则略高
于男性（图ｌ和表３）。不同年龄段人群ＤＢＩ比较显
示，≥６５岁老年人的摄人不足情况最为严重，
ＤＢＩ

ＬＢＳ均分为２４．３，中等摄人不足比例超过６９％；

１８～２４岁人群的ＤＢＩ ＨＢＳ得分最低（７．６），４５～５４
岁人群最高（１０．４）。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膳食摄
入不足程度均呈下降趋势，经济富裕人群ＤＢＩ

ＬＢＳ

为２１．８，较贫困人群低２分，中等摄入不足比例为
５８．４％；摄入过量则以经济状况中等水平人群最高，
贫困人群最低。超重和肥胖人群的ＤＢＩ ＬＢＳ和
表２汉中地区农村居民ＤＢＩ指标的分值分布
ＤＢｌ分值

屹ｍ矗巧。之Ｏ：４

谷薯类

～

ｌ

～

１

蔬菜、水果

Ｉ

“３

Ｏ 珥５

１７

～

７４６（２７．２）

７２８（２６．３）

一

一

３ ８ ７ １ ｔ）ｌ

６９３（２５．２）

一

～

４４５

～

７ ７

４６ １
４

～

２１ ５ ７

６● ｌ

～

３６０ １

） ） ）ｌ

Ｏ

３（ｏ．１）

１６１（５．９）４１ １（１５．０）

Ｕ

Ｑ＠一

Ｌ互＆３

７１１（２５．９）

４ｏ ）

３４（１．２）

９４（３．５）

１５６（５．７１

４２（１．５１

一

２２９（８．４）

３６ １ ３

３３

２ ３

３４４（１２ ５１

—

４ １ １ １ ４盘王ｉ Ｏ

一

３１５（１１．５）

２（０ １）

１２４（４．５）

６２

２ ７

６４７（２３．５１

６

～

４ ２ ４ １ ｉ４

一

５２（１．９）

１（ｏ．０４）

１５６（５．７）

７８

５ Ｏ

１７５７（６３．９、

０

～

３ ２Ｏ １

一

３６２ｆ１３．２１

～

２２ ８

一

～

一

５４ ９ ２ Ｌ■ｃ； ６）Ｏ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为数据为构成比（％）；一表示该分值段人数为０

一

ｌ（

ｌ ６● ３ ５，‘４２一■

一

２４６１（８９．８）

～

ｍ他

食物多样性

一

５ ６ ２ ３怎ｍ
１ ４７ ５

食用油

５４９（２０．０）

ｏｏ

～

一

２４（Ｏ．９）

９Ｏ ｌ

～

盐

一

３

２３ ０

～

酒

一

１８２（６．６１

５）３

７ Ｏ

动物性食物

ｍ

１ ３ １＾ｑ‘Ｊ ①∞Ｈ

～

奶类、豆类

～刚～崛郇一
一

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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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８

ＤＢＩ ＬＢＳ

ＤＢＩ Ｔ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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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８

３２

３６

ＤＢＩ ＨＢＳ

图１汉中农村地区不同性别人群ＤＢＩ＿ＴＳ、ＤＢＩ．ＬＢｓ和ＤＢＩ－ＨＢｓ分布
表３汉中农村地区不同特征人群ＤＢｌ分值８

注：。ＤＢＩ＿ＬＢＳ和ＤＢＬＨＢｓ分别分为低、中和高度３个等级，表内数据为不同特征人群在各等级所占比例
ＤＢＩ

ＨＢＳ均较高，可能同时存在摄人不足和摄人过

量问题（表３）。

类、豆类制品每标准人日平均摄人量显著高出我国

５．膳食质量的影响因素：分别以ＤＢＩ ＬＢＳ和

农村居民平均水平２１．６～８３．７ ｇ，其中谷类摄人量为
２００７年“膳食平衡宝塔”推荐摄人量的１２７．８％一

ＨＢＳ为因变量，以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

２０４．４％，超过７４％的被调查村民，谷类摄人量远远超

和生活行为相关变量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线性回

出合理范围，豆类基本满足“膳食平衡宝塔”中推荐

归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其中

的３０。５０ ｇ摄入量范围陋１。这与当地居民饮食偏好

影响摄入不足（ＤＢＩ ＬＢＳ）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文化

密切相关，主要为喜食各种面食、米皮、菜豆腐等；新

程度、财富指数、高血压、体育锻炼和看电视时间；影

鲜蔬菜摄人量低于每日３００～５００ ｇ的推荐标准；另

响摄人过量（ＤＢＩ ＨＢＳ）的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

一方面，居民肉类食品摄人明显不足，尤其是禽类和

劳动强度、睡眠时间、吸烟和饮酒情况（表４）。

鱼类每日不足５ ｇ，显著低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

ＤＢＩ

讨

论

（１０．６ ｇ和２３．７ ｇ）ｎ１；仅有不到１０％的被调查对象每

日蛋奶类摄入量满足“膳食平衡宝塔”的要求。此

本研究显示汉中地区农村居民整体膳食状况仍
以摄入不足为主要问题，同时部分食物摄入过量，存

外，当地居民食盐和植物油每标准人日平均摄人量，

在一定程度的膳食失衡情况，这与何宇纳等ｂ’对全

８．５

国１８～５９岁人群调查结论相似。各类食物中，谷

食盐摄人过量的情况。食物摄人量不均衡，食物品

与２００２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摄入量相比，显著高出
ｇ和２５，５ ｇ，接近９０％的被调查村民存在油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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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汉中农村地区不同特征人群膳食质量的
影响因素分析。

‘２２９·

食平衡宝塔”所推荐的食物。但受教育程度对摄人
过量并未产生积极的预防作用，这是值得注意的问
题，可能的原因是摄入过量并不是当地的主要膳食
营养问题，此外高油、高盐、结构单一的饮食习惯也
可能影响教育优势对摄入过量的改善。经济状况与
受教育程度具有相似的作用，主要影响摄人不足，提
示村民家庭食物消费能力相对越强，食物消费结构
和营养结构越合理，这与何宇纳等ｂ１的研究结论相
近。家庭人口数可能影响家庭食物种类的选择及分
配¨…，家庭人ＬＩ数越多，其油脂、盐等摄入过量的可
能性越小。有高血压病史者，摄人不足情况明显，这
可能与其主动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部分食物尤其是
动物性食物的摄人有关。研究表明ｎ“，采用均衡的
膳食模式有利于降低患高血压的风险，而非盲目减
少某一类食物的摄人。因此当地有高血压病史者的
膳食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查中还显示，不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和每日看电视时间＜２ ｈ者，发生膳食
摄人不足的可能性增加。经常体育锻炼者，更加注
重健康的生活方式，膳食结构趋于平衡；由于看电视
时一般处于静坐状态，基础代谢率较低，并伴随着能
量摄入增加，该人群发生摄人不足的可能性较小¨２１；
同时每日看电视时间＞２ ｈ人群，可能有更多的时间
关注平衡膳食而适量摄人油盐等食物，使膳食结构
趋于合理。
不良的生活习惯与摄入过量的关系可能更为密
切。在汉中农村地区，村民的劳动频率越高，强度越
大，其摄人过多油脂类、谷类等高能量的食物的可能

注：。性别是以男性为参照组；年龄是以１０岁为单位，以等级
变量纳入模型；家庭人口数以连续型变量纳入模型；高血压史以无

性越大；并且采用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群，膳食质量相

高血压史者为参照组；体育锻炼以从不体育锻炼的人群作为参照

对较低，如每日睡眠时间＞９ ｈ、大量吸烟和饮酒人

组；睡眠时问以７～９ ｈ／ｄ者为参照；看电视时间以＜２ ｈ／ｄ者为参照

群，发生摄入过量的可能性较大。

人群

本研究采用ＤＢＩ为指标，评价调查地区人群膳
种多样性差是当地居民的主要膳食问题。

食问题和总体膳食质量，但该指标构造各食物组

本研究还提示当地居民膳食状况仍以摄入不足

权重并不一致，且评价摄入不足的指标较多，对于

为主要问题，且影响摄人不足和摄人过量的因素有

摄人过量的评价似有局限性。而ＤＢＩ ＴＳ取值为０

所不同。总体而言，社会人口学特征和个人健康状

时，尚无法区分是膳食平衡或由于摄人不足和摄

况对摄人不足影响明显，而生活方式对摄人过量的

人过量相互抵消的结果，研究中直接对ＤＢＩ

影响较大。性别作为共同的影响因素，提示女性的

和ＤＢＩ ＨＢＳ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本组数据

膳食质量要远差于男性，存在较为严重营养不足和

来自横断面调查，故无法进行因果推论。食物频

营养过剩问题，应作为重点干预人群。教育水平对

率调查为回顾性，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倚，尚不能完

食物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食

全代表该地区农村居民的膳食特点，但食物频率

物消费结构和营养搭配情况。本研究也提示，受教
育程度对摄人不足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随着文化

调查对于人群食物种类的研究仍具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ｍ１。

水平的提高，摄人不足盼隋况得以改善，可能是高学

（感谢汉中市人民医院和汉台区９个乡镇的相关卫生人员、被调

历人群更加注重食物的合理选择，更倾向于消费“膳

查村民及参加调查的西安交通大学师牛）

ＬＢＳ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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