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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９省（区）１ ９９ １－－２００９年６～１ ７岁儿童
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变化趋势
及其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王志宏张兵王惠君张继国

【摘要】

张饭姜红如翟凤英

苏畅

目的分析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中国９省（区）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的变化

及其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方法
１２

杜文雯

以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ＮＳ）”项目中

５９６名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应用ＳＡＳ ９．２统计软件分析连续３天２４小时膳食回顾

调查及人口经济因素等数据。结果调查人群蔬菜水果消费率均呈增加趋势。其中浅色蔬菜消
费率从９４．４％增加至９６．９％（ｚ２＝１１．６，Ｐ＜０．０００１），深色蔬菜消费率从１９９１年的５８．３％增加至
８２．４％（ｊｃ２＝２１３．２，Ｐ＜０．０１），水果消费率从１２．６％增力ｆ１５５４５．４％（ｆ＝５７１．２，Ｐ＜０．０００１）。蔬菜总摄

入量中位数从１９９１年的２５０．０鲥下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２２５．８ ｇ／ｄ（ｚ２－－－－７２．４，Ｐ＜０．０００１），其中浅色蔬菜
下降３６．６ ｇ／ｄ，深色蔬菜下降约４０．０ ｇ／ｄ（ｚ２＝９２．８，Ｐ＜０．０００１），而水果摄入量增加５０．０∥ｄ（ｊＣ２＝
１０４．２，Ｐ＜０．０１）。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蔬菜最低推荐摄人量（３００ ｇ／ｄ）的儿童比例从１９９１年的

３８．９％下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２６．８％，而满足该指南水果推荐量（２００ ｇ／ｄ）的比例从２．ｏ％增加到１３．９％；
２００９年深色蔬菜摄入占蔬菜总摄入量一半以上儿童的比例约为２５．１％。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
经济收入水平是影响水果消费的重要因素。结论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消费

率呈增加趋势，但深色和浅色蔬菜摄入量有所下降，存在明显摄入不足。建议采用有效的综合干
预措施增加蔬菜和新鲜水果的摄人量，改善儿童营养状况。
【关键词】营养调查；蔬菜和水果；儿童青少年；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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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摄人

叶／花菜类、水生蔬菜、薯芋（芋头）和野生蔬菜类（马

充足的蔬菜水果可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生长和发

铃薯和甘薯因淀粉含量高归为谷类及制品，蔬菜汁、

育，并能降低微量营养素缺乏发生的风险。研究发

腌制蔬菜及菌藻类不包含在内）；蔬菜又分为深色蔬

现，婴幼儿或儿童期建立的饮食行为可以相对稳定

菜（胡萝卜素含量≥５００

地保持到青春期乃至成年期ｎ“，儿童期蔬菜水果摄
入不足可能增Ｄ［ＩＪＬ童期或成年后患肥胖¨圳、糖尿

（胡萝卜素含量＜５００肛∥１００ ｇ蔬菜）。水果主要包
含新鲜水果、水果干及水果罐头，但不含果汁及果汁

病［９—２｜、高血压［１ ３Ｉ、心脏病¨４’１５１和某些肿瘤ｎ６１的风

饮料。只要在每轮调查的３ ｄ饮食中消费了水果或

险。据ＷＨＯ估计２０００年大约２６０万死亡归因于低

蔬菜的儿童，均被认为是蔬菜或水果的消费人群，并

蔬菜水果消费ｎ ７Ｉ。美英等发达国家研究发现蔬菜水

计算消费率的百分比。因蔬菜水果摄人数据为非正

果摄人不足的儿童青少年比例非常高ｎ８＇１９］，人口特

态分布，按各人口经济因素分层计算蔬菜和水果摄

征、社会经济地位、食物偏好及蔬菜水果的家庭可及

人量中位数；并按《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

性是影ｐｌ甸Ｊｋ童蔬菜水果摄人的重要因素ｎ８＇２０１ ２１Ｉ。我
国尚缺乏对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模式的长期变

蔬菜和水果最低摄人量（３００ ｇ／ｄ和２００ ｇ／ｄ）及深色
蔬菜约占蔬菜总摄人量一半以上的建议陋６｜，分别计

迁及影响因素研究。为此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

算满足相应推荐量的儿童比例。

ｒｔｇ／１００

ｇ蔬菜）和浅色蔬菜

营养调查”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７轮调查数据，分析我国

３．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ＡＳ ９．２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状况的长期变化

清理和分析。对每轮调查中儿童青少年的人口特征

趋势，并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其潜在影响。

（年龄、性别和居住地区）及社会经济因素（人均家庭

对象与方法

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按三分位法分别划分
为低、中、高，小学以下、小学、初中及以上）构成差异

１．研究对象：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进行）ｃ２检验；对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消费率的变化进行

与食品安全所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

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对２００９年消费率的人

学人口中心合作开展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该
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分别在黑龙江、

口经济影响因素进行ｆ检验；采用非参数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或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法检验每轮调查蔬菜水

辽宁、山东、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和贵州９省

果摄人量的总体分布差异及２００９年蔬菜水果摄人

（区）进行，其内容和方法见文献［２２—２４］。本研究选

量的影响因素。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取１９９１、１９９３、１９９７、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９年７轮

调查中有完整膳食、人口及社会经济因素数据的
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２５８１、
２５７６、２２８９、２０４１、１３０１、１０４８、７６０人）。

２．消费率及摄入量计算：利用每轮调查中连续
３天２４小时（３

ｄ ２４

ｈ）膳食回顾法收集食物消费数

结

果

１．基本情况：各调查年儿童年龄、地区及母亲受
教育程度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００９年１１。１３
岁年龄组儿童、城市儿童、母亲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儿童的比例均明显增加（表１）。
２．蔬菜水果消费率变化趋势：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儿

据，分别计算个体平均每日蔬菜水果摄人量（ｇ／ｄ）。
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食物分类乜“，蔬菜类包括

童蔬菜水果消费率均呈增加趋势，其中浅色、深色蔬

根菜类、鲜豆菜／豆苗类、茄果／瓜菜类、葱蒜类、嫩茎／

菜和水果的消费率分别增加２．５、２４．１和３２．８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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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ｏｌｔ ３４，Ｎｏ．９

点，２００９年浅色、深色蔬菜和水果的消费率分别为
９６．２％、８２．４％和４５．４％（表２）。
３．蔬菜水果摄入量变化趋势：我国儿童青少年
蔬菜摄入量中位数从１９９１年的２５０．０ ｇ／ｄ下降到
表ｌ

·８６５·

２００９年的２２５．８ ｇ／ｄ（ｆ＝７２．４，Ｐ＜Ｏ．０００１），其中浅色
蔬菜摄人量中位数下降了３６．６ ｇ／ｄ，人均水果摄人量
中位数为０ ｇ／ｄ，深色蔬菜摄入量下降了约４０．０

ｇ／ｄ

（）ｃ２＝９２．８，Ｐ＜Ｏ．０００１）（表３），而儿童水果消费人群

７轮调查期问（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调查对象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情况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不同年份调查对象构成比较，年龄：ｆ＝１７６．８，Ｐ＜Ｏ．０００１；性别：Ｘ２＝５．４，Ｐ＝０．５０；地
区：ｆ＝１５．４，Ｐ＝０．０２；人均家庭收入：ｆ＝１３．８，Ｐ＝０．３２；母亲受教育程度：ｆ＝１２０７．２，Ｐ＜Ｏ．０００１
表２

７轮调查期间（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不同特征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消费率（％）变化

注：蔬菜水果消费率按社会经济因素分层进行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时间趋势性变化无统计学意义；２００９年蔬菜消费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深色蔬菜：地区ｆ＝４．２，Ｐ＝０．０４；浅色蔬菜：人均家庭收／ｋ．：Ｘ２－－－－７．３，Ｐ＝０．０３；母亲受教育程度：ｆ＝１０．０，Ｐ＜Ｏ．０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水果消费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地区ｆ＝１４．９，Ｐ＜Ｏ．叭；人均家庭收入：ｆ＝２３．２，Ｐ＜Ｏ．０００１；母亲受教育程度：９３＝１０．７，Ｐ＜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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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７轮调查期间（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不同特征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蔬菜摄入量（中位数，ｇ／ｄ）变化

注：４蔬菜摄入量按社会经济因素分层进行非参数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或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２００９年蔬菜摄人量各层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浅色蔬菜：年龄ｆ＝３４．４，Ｐ＜０．０００１；性Ｎｆ＝一３．３，Ｐ＜０．ｏｌ；深色蔬菜：年龄ｆ＝１４．２，Ｐ＜０．ｏｌ；深色蔬菜（消费人群）：性Ｎｆ＝２１．０，Ｐ＜０．０１

中水果摄人量中位数增加了约５０

ｇ／ｄ

（ｆ＝１０４．２，Ｐ＜０．０００１）（表４）。图１显
示，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达到《中国居民平衡

表４

７轮调查期间（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我国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
水果消费人群摄入量（ａｅ位数，ｇ／ｄ）

特征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ｆ值。Ｐ值

膳食宝塔》中蔬菜最低推荐摄人量
３００

ｇ／ｄ的儿童比例下降了１２．１个百分

点（）ｃ２－－－－２７．０，Ｐ＜０．０００１），而满足水果
推荐量２００ ｇ／ｄ的比例增加了１１．９个百
分点（ｆ＝２６５．７，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年后
增长幅度升高；与１９９１年相比，２００９年
深色蔬菜摄入达到蔬菜摄人量一半以
上的儿童比例增加了２．３个百分点，但
无统计学意义（ｆ＝０．４，Ｐ＝０．５５）。
４．社会经济因素对蔬菜水果摄人
的影响：蔬菜水果消费率均无年龄、性
别差异。城市儿童深色蔬菜和水果的
消费率明显高于农村儿童，母亲有较
高教育程度和较高收入家庭的儿童水
果消费率较高（表２）。２００９年高年龄
组儿童的浅色蔬菜和深色蔬菜摄人量
高于低年龄组儿童，男生浅色蔬菜摄
入量高于女生，其他因素的差异均无
注：对２００９年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分层进行非参数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或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

统计学意义（表３）。居住在城市、母
亲有较高教育程度和较高收入家庭的

验，年龄：９２＝３．９，Ｐ＝０．１４；性别：ｚ＝１．０，Ｐ＝０．３４；地区：Ｚ＝３．９，Ｐ＜０．０００１；人均家庭

儿童其水果摄人量较高（表４）。

摄人量的非参数秩和检验结果

收／ｋ：ｆ＝２３．８，Ｐ＜０．０００１；母亲受教育程度：ｆ＝９．３，Ｐ＜０．０１；４检验值为不同年份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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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价儿童摄人蔬菜水果的充足性（约１ ６００ ｋｃａｌ能量水
平的蔬菜水果需要量）。结果显示２００９年分别有
１３．９％和２６．８％的儿童满足水果和蔬菜的推荐量。
由于各国对蔬菜水果的定义不统一和对儿童蔬菜水
果推荐量不一致，无法与国际上同类研究直接进行
比较，但发达国家儿童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的状况也
比较严重，Ｇｕｅｎｔｈｅｒ等乜７１估计２０００年美国９—１３岁
儿童中仅有１．２％的男生和３．６％的女生达到蔬菜水

钙∞＂如筋加”ｍ，０

果推荐量。《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
注：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水果ｘ２＝２６５．５，Ｐ＜Ｏ．０００１；蔬

菜Ｚ２＝２７．７，Ｐ＜Ｏ．０００１；深色蔬菜ｆ＝０．６，Ｐ＝０．５５
图１

７轮调查期间（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
蔬菜水果摄入达到最低推荐量人群的比例

６～１７岁男女儿童青少年年龄别能量推荐摄入量分
别为１７００～２９００ ｋｃａｌ和１６００～２４００ ｋｃａｌ［２引，随着能
量需要量增加，蔬菜水果需要量也应增加，故本研究
采用推荐的低值评价蔬菜水果摄人的充足性，可能
低估摄人不足儿童的比例。此外，每轮膳食调查的

讨

论

时间均在秋季，一般而言应季蔬菜水果供应丰富且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我国６～１７岁儿童青少年深色蔬

价格较低，全年蔬菜水果实际摄人情况可能低于本

菜和水果的消费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但２００９年仍约

研究的估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儿童青少年

有一半以上的儿童不消费水果，约有２０％的儿童不

每天的膳食均应含有新鲜蔬菜水果，而本研究定义

消费深色蔬菜，约有９５％的儿童选择摄入浅色蔬

为３ ｄ内蔬菜水果的消费率，可能高估儿童青少年每

菜。虽然２００９年儿童青少年水果摄人量增加到约

日蔬菜水果消费率。

ｇ／ｄ，但人均水果摄入量中位数为０，说明水果摄
人量仍非常低。儿童蔬菜摄人量中位数约为２２５ ｇ／ｄ，
１３０

综上所述，我国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不足
的问题还比较严重，需要继续加强儿童青少年的健

浅色蔬菜为１４１．３ ｇ／ｄ，深色蔬菜约占蔬菜总量的
１／３。研究中还显示，男生蔬菜水果摄入量高于女

康教育，建立“社区一学校一家庭一个人”的综合干预

生，蔬菜摄入量随年龄增加而增加，农村地区及社会

母对儿童需求蔬菜水果营养价值的认识，合理的选

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水果消费率和摄人量均较低，

择营养价值高的深色蔬菜和新鲜水果，促进儿童建

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乳１９１。但社会经济因素对我

立良好饮食习惯和健康膳食模式。

国儿童蔬菜消费的影响不明显，且在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３

体系，加强干预力度，增加蔬菜水果可及性，提高父

［感谢９省（区）现场调查员的辛勤工作和大力支持］

年低年龄组儿童中水果摄人量高于高年龄组儿童，
这可能由于生活水平低下，父母优先照顾低龄孩子
有关，但２００４年后高年龄组儿童水果摄人量较高。
因此我国营养干预与政策应优先关注低社会经济地
位和农村地区的儿童，２０１１年启动的《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主要措施是为贫困农村低收
入家庭的儿童提供每天３元的膳食补助，以优先解
决贫困农村儿童中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
我国２００７年修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
一般人群膳食指南（适于＞６岁正常人群）提出“多
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儿童青少年膳食指南中建议
“吃富含铁和维生素ｃ的食物”；《中国居民平衡膳食
宝塔》建议“每天消费蔬菜３００～５００ ｇ和水果类
２００～４００ ｇ，深色蔬菜约占一半”［２ ６｜。因目前缺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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