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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西部地区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
教育的整群随机试验效果评价
沈敏学彭真胡婧璇孙振球曾娜李明志
【摘要】

目的分析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对改善４～６年级小学生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有效

性。方法通过整群随机试验，在我国西部２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抽取１２所小学，随机分成干预组
和对照组。以学生自填的知识、态度和行为问卷进行基线调查，在其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编制营
养与食品安全教学的辅助材料，对干预组全体学生实施每周０．５学时共２学期的试点教学干预，以
相同的调查工具对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终期调查。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拟合个体及群组
水平的随机效应及处理因素的固定效应。结果基线调查共抽取４～６年级学生３７８人，两组学生
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期间无失访群组。终期调查共抽取
４７８人，干预组在个体水平上的各项得分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群组水平上知识与行为得分的
前后变化均高于对照组，但态度得分变化差异较小。混合效应模型参数显示，干预是终期调查时
影响知识得分的显著因子（ＪＰ＝０．０１５）、但对态度和行为得分无明显效应（尸＞０．０５）。结论教学
干预可提高４～６年级小学生对营养与食品安全的认知，但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还需更长时间和更
大样本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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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儿童生长发育和营养

值肛，一ｐ０＿３，总方差盯２＝１２，组内相关系数Ｐ＝

状况已得到全面改善…，但在农村小学生中，贫血、

０．２５，每所小学样本数ｎ：ｆ＝４０，则每组需要样本ｎ＝

维生素Ａ缺乏、生长发育迟滞等营养不良的检出率

２２５人。干预后每组各抽取６个群组，约２４０人，按

远高于城市心圳。此外，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

照当前参数计算，知识得分差异的检验效能超过

穷ｂ１。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儿童营养知识储备、改变

８０％，满足统计学要求。

不良饮食行为。我国各地区健康教育课程开展情况

。一！鱼二丝±圣二￡墅［！±垫二！翻

参差不齐，部分地区或学校甚至直接取消该课程№１；

。（／１１一肚ｏ）２

健康教育内容相对陈旧，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比例

３．结果评价：基线调查和结局测量均采用《４～６

不足哺１；教学形式单一、缺乏专职教师ｎ１。本研究通

年级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信行调查问卷》，该问

过以学校为单位的整群随机试验，评估营养与食品

卷采用德尔菲法对各学科专家进行３轮咨询，对问

安全教育对改善４。６年级小学生知识、态度和行为

卷内容和结构进行多次调整，并考评其信度和效度，

的有效性。

使之满足测量学要求。问卷包括一般人口学信息和
对象与方法

…
”７

被调查者对营养和食品安全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其
中知识部分共３１题，分为营养素与能量、营养与疾

１．研究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从西部地区抽

病、食物搭配和食品安全４个维度；态度部分共７题，

取２个国家级贫困县ｚ和Ｈ，再从中各随机抽取６所

未分维度；行为部分共１６题，分为膳食行为和食品

小学，由计算机生成随机序列，每县均有３所小学进

安全行为２个维度。计分方法：知识部分答对计１

入干预组、３所进入对照组。基线调查和结局测量

分，答错计０分；态度部分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

按照４—６年级分层，按班级和学号进行系统抽样，

计１分，其余计０分；行为部分选择相应正确行为的

每个年级分别抽取１０。１５人，在同一教室统一填写

前２项计１分，其余计０分。

自评问卷。由于需要开设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课
程，且效应指标测量采用学生自填问卷，因此未对研

４．统计学方法：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双人双份录人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统计学

究对象和研究者采用盲法。对干预组学校小学生实

分析。以均数及９５％可信区间（ｃ，）描述个体和群组

施针对性的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课程，每周０．５个课

水平上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得分，采

时（与原有健康教育课程共用ｌ学时），共２个学期。

用方差分析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基线、终期调查时

课程教材《营养与食品安全辅助教学读本》是在基线

得分的差异。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处理群组

调查的基础上，由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和儿童少年卫

内相似效应对结局变量的影响，并将处理因素（干

生学专家共同编制完成，其中４—６年级授课内容包

预／对照）作为因子纳入模型的固定效应部分，见公

括食物分类、膳食宝塔、营养素、食品包装识别、膳食

式（２）阳］。研究的检验水准取０ｃ＝０．０５（双侧），Ｐ＜

搭配、肥胖、野菜野果采摘、饮水习惯、维生素与矿物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质、食物中毒。对干预组学校全体学生开设课程，由

（２）

扮＝岛＋卢啦＋肫＋ｅＦ

研究者对各校任课教师统一培训。除教材外，还提

结

供教学光盘、挂图、食物卡片等辅助教学材料。此

果

外，研究者对课程表、教师教案、学生课堂作业抽查

１．基本情况：共纳入１２所小学，基线调查共３７８

和指导，并听取公开课。对照组不给予任何干预，仅

人，终期调查４７８人。干预组学校的学生规模上稍

维持之前的健康教育课程。

大于对照组，但两组学生的年龄、年级、性别、是否为

２．样本量估计：方法见公式（１）¨］。按照主要

独生子女、是否为留守儿童、父母亲文化程度等基本

评价指标知识得分在两组间的差异估计样本量，取

特征是均衡的（两组间比较采用ｆ检验或Ｚ检验，Ｐ值

ａ＝０．０５，／３＝０．２，并假定干预后知识得分均数的差

均＜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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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中国西部两县１２所学校小学生各组整群

（Ｐ＜Ｏ．０５），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

和个体水平的基本特征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两组在基线水平是基本

基本特征—手蓣羞鼍—手蓣禹
群组水平
学校数

均衡的。终期调查时，干预组各项得分均高于对照
组，且均高于干预前（尸＜０．０１）；对照组在干预后多
数指标的得分也高于干预前（Ｐ＜０．０１），见表２。

６

４．群组效应：表２中的统计推断并未考虑群组

学生人数
１０ｌ一２００

１

２０ｌ～３００

２

＞３００

３

效应，可能增大假阳性风险，因此采用广义线性混合
效应模型再次对数据进行拟合。结果显示，在基线
调查时，处理因素对各项得分均无显著效应（Ｐ＞

教师人数
≤１０

Ｏ

０．０５），提示干预组和对照组学生在基线水平上对营

１１～２０

２

养和食品安全的认知和行为基本均衡。而在终期调

＞２０

４

查时，处理因素则是影响知识得分的显著因子（Ｐ＜

个体水平
学生人数
年龄（岁）

１８４
１

１９４

ｏ．８０±１．１４ １０．９ｌ±１２５

２３６

２４２

１１．７０±１．２２ １１．７２±１．１５

年级

０．０５）、但对态度和行为得分无明显效应（Ｐ＞
０．０５）。基线和终期调查时各项得分截距和因子的
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参数以及组内相关系数（ＩＣＣ）

４

６４

６８

７６

８０

５

６ｌ

６６

８ｌ

８ｌ

６

５９

６０

７９

８ｌ

１０７

１０４

值。以上参数经过群组效应调整后得到，因此与表
２中得分均值不完全一致，尤其是９５％ＣＩ的变宽。

得分的均数；口．系指因子取值为ｌ时（即干预组）得
分增量的均数，相当于干预组和对照组得分的差

性别
男
女

见表３。其中截距风指因子取值为０时（即对照组）

舳Ｍ

盯Ｍ

１２９

１３８

＂ｍ

钉ｍ

舶啪

”ｌ昌

独生子女
是
否

论

健康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健康知识水平，培养

留守儿童
是
否

讨

甜ｍ

钙㈨

卯ｍ

砸ｍ

父亲文化程度

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有效措施之一【６Ｊ。已有研究
显示，西部地区小学生的营养和食品安全知识了解
不全面，主要体现在对营养素的功能与膳食来源、钙

小学及以下
初中

和铁缺乏的危害、每日饮水量等知识知晓率甚低¨刚；

高中／职高／中专

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单一，以班会、晨会为主，没有

大专劈焉吸以上
不清楚

＂∞坫。弘

跎弱，ｏ钳

叭舛坫：弘

％舳Ｈ：如

母亲文化程度

专职教师¨¨；但学生对学习营养和食品安全知识的
态度十分积极¨０｜，提示实施针对性健康教育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通过教学干预，干预组学生不论在个

小学及以下

６４

５７

初中

７８

７７

仍ｍ

体水平还是群体水平上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的改

高中／职高／中专

１６

２５

ｎ

善程度都高于对照组。知识得分是变化最显著的效

５

５

大专劈敞以上
不清楚

２ｌ

３０

ｏ＂

％鲫勰，∞

注：ＮＡ为终期调查时未收集各校学生和教师人数信息；除年
龄外，表内数据在群组水平为学校数、个体水平为学生数

果评价指标，在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上，干预组知识
得分的提高均优于对照组，与基线调查时知识盲点
的改善有关，提示教学干预作用显著。相比之下，两

２．干预前后群组水平比较：干预组６所小学学

组学生态度得分变化差异较小，可能由于基线调查

生知识和行为得分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时学生态度就已很积极，改善空间不大；此外，还可

（Ｐ＜Ｏ．０５），只有３所小学学生态度得分变化有统计

能与态度题数较少，不易发现差别有关。两组学生

学意义（Ｐ＜Ｏ．０５）；对照组中有少数学校学生的知

行为改变前后差异同样不及知识，一方面原因可能

识、态度和行为在干预前后的平均得分差异有统计

在于，从认知改变到膳食行为改变是一个逐渐转化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图１。

过程，当前的时间跨度还不足以观察到行为变化；另

３．干预前后个体水平比较：基线调查时，干预组
和对照组除食物搭配这一认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

一方面，膳食行为又受制于学生和当地的经济水平，
而非取决于学生的个人意愿。不论在基线还是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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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行为得分都具有最大的ＩＣＣ，提

２２．Ｏ

示同一学校学生的饮食行为（包括从摊
２０．Ｏ

套
贬
髫１８．０

茎１６．０
１４．０

１２．Ｏ
７．Ｏ

襄６．ｏ

贩购买零食）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ｏ］

蜊
怕

整群随机试验是指将一些完整的社
会群体（如社区、学校、工厂）随机分配到
处理组或干预组中的试验方法，而非单
个观察个体，被广泛用于健康教育、卫生
保健制度等非治疗性干预措施的效果评
价¨２Ｉ。这种试验方法能够强化个体依从
性，控制干预措施的污染，而且干预效果
具有集群效应，在个体水平开展是不合
适的ｎ ３｜。然而这类具有层次结构的观察

茎５．０

个体并不独立，如果采用独立样本的￡检
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处理资料，就违背

４．０

了假设检验的前提，从而增大假阳性错

１４．０

＿，１２．０

瞳
最ｌｌ－－，１０．０
露
争８．Ｏ

６．０

］豸

误的概率ｎ ４。，因此本研究使用混合效应
模型处理不同水平的方差。将表２与表
３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各组得分及

Ｊ∥：∥

得分的差值比较接近，但仍不完全一致，
而９５％ｃ，明显变宽，最终导致了不同的

：
基线调查

终期调查

基线调查

终期调查

注：实线为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虚线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图１

中国西部两县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
干预前后知识、态度和行为变化

统计学推断结论。这说明不考虑群组效
应时，经典统计学推断可能导致Ｉ型错
误。混合效应模型的结果显示，在终期
调查时，干预手段对知识得分的作用显

表２中国西部两县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干预前后个体水平上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变化

注：括号外数据为得分，括号内数据为９５％Ｃ１；。干预组与对照组的横向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５同一组干预前后的纵向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

表３食品与安全教育干预前后各项得分的混合效应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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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而对态度和行为得分无明显作用；至少有理由认

分析——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卫生研究，２００４，３３（６）：

为，健康教育对４～６年级小学生在营养与食品安全

７２５—７２７．

１６ｊ

上的认知产生了直接效应。根据当前混合效应模型
参数，发现两组态度和行为得分差异的检验效能均

ＷＫ，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ｏ

Ｈ，ｅｔ ａ１．Ｓｃｈｏｏｌ

Ｘ，Ｚｈａ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Ｈｅａｌ也．２００２，２３（１）：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未达到８０％，因此阴性结果亦有可能是由于样本量

廖文科，张芯，张辉，等．中国学校健康教育和学生营养工作现

不足所致。

状及需求．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２，２３（１）：６－８．

本研究存在不足。由于健康教育辅助材料的设
计花费较多时间，加上１年的干预教学，最终未能对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第二次抽样带来的误差仍
然会降低统计推断的把握度，对研究结论的外部真
组数较少，干预组和对照组学校在师生规模尚不够
满意，尽管两组学生的基本特征是均衡的，但仍不能

ａ１．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ｐｈｉ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２，３６（２）：７７—８０．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ｉ，２００２，３４（５）：

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２，３４（５）：５２５—５２９．
ＪＧ，Ｚｈａｎｇ Ｂ，Ｄｕ

ｗｗ，ｅ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８，２５（２）：１１７一１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计，２００８，２５（２）：１１７—１１９．
ｚ，Ｌｉｎ ＳＨ．Ｔｈｅ

ａｍｏ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ｒｉ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０９．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ｌ，３２（９）：９０２—９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

牟醅，林燧恒．样本量和群内相关系数对整群干预试验中干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Ｙ，ｅｔ ａ１．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４—６ ｇｒａ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Ｍｏｄｅｍ Ｍｅｄ，２０ １ １，

２１（１３）：１５５ｌ一１５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晓华，孙振球，许林勇，等．陕西省镇安县４～６年级小学生营

［１１］Ｚｅｎｇ

Ｆ，Ｓｕｎ

ＺＱ，Ｘｕ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

以下儿童贫血状况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ｌ，３２（９）：
９０２－９０４．

ＷＷ，ｅｔ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ｍｏｎｇ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ｕｎｄｅｒ 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ｉｎ ｐｏ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６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９．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１２２４１—２２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继国，张兵，杜文雯，等．中国西部６省（区）贫困农村５岁以下
儿童维生素Ａ缺乏状况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２
（１２）：１２２４—１２２６．

２００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ｐｕｐｉｌｓ ｉｎ ２ ｃｏｕ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Ｍｅｄ Ｓｃｉ．２０１２，３７（２）：１３１－１３６．（ｉｎ

曾芳，孙振球，许林勇，等．西部两县低年级小学生营养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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