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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部分餐馆就餐者膳食钠
摄入水平的调查
赵南茜

李立明

梁宝婧何平平

吕筠

目的分析北京市３家餐馆供应菜品的钠含量及就餐者人均点餐钠含量情况。

【摘要】

方法选取北京市某商业区内经营温州菜、鲁菜和云南菜的３家中餐馆，收集餐馆供应全部菜品
的主、配料重量，计算每道菜品所含钠量值。收集３家餐馆一段时期内的顾客点餐流水单，计算
人均点餐钠含量及超标情况。结果３家餐馆供应的不同类型菜品中，热菜（１ ７２８．６ｍｇ；ＰｍＰ，ｓ：
１

１９８．７，２

４８２．８）和汤羹类（２

２９１．２）菜品的钠含量最高，其次为凉菜

１０１．５ ｍｇ；Ｐ：，，Ｐ，，：１ ４６７．８，２

（７９０．７ｍｇ；Ｐ：，，Ｐ，，：１２８．１，１ ４７２．９）和主食（８０２．９ｍｇ；Ｐ，５，Ｐ，５：１１５．１，１ ５６３．２），饮品（１７．０ｍｇ；Ｐ２５’Ｐ，ｓ：

２．０，１９．５）钠含量最低（Ｐ＜０．０５）。在菜类菜品中，荤菜类（１
含量高于素菜类（１

１０５．５ ｍｇ；Ｐ：，，Ｐ，，：４２３．６，１

人均点餐钠含量为午餐２
３

７９６．３ ｍｇ；Ｐ：，，Ｐ，，：１ ３０３．９，２

６７０．３）的钠

６２８．６）（Ｐ＜０．００１）。在３家餐馆就餐的人员每桌次

３２５．６ ｍｇ（Ｐ：，，Ｐ，，：１ ７００．７，３

２１３．８）和晚餐２

５４２．５ ｍｇ（Ｐ：，，Ｐ。，：１ ８５７．５，

４９８．１）。参照午餐９６０ ｍｇ和晚餐７２０ ｍｇ的推荐钠摄人量标准，９７．５％桌次的人均点餐钠含量超

过推荐的钠摄人量标准，７６．５％的桌次达到推荐标准的２倍以上。结论调查的３家餐馆供应各
类菜品中以汤羹类和热菜的钠含量较高，就餐人员点餐的钠含量显著高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
荐的摄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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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膳食钠摄入是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之一ｎ＇“，可增加个体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ＷＨＯ在２０１２年发布的指南中推荐成人每天盐摄人

析。①计算并比较不同餐馆、不同类型菜品（菜类、
主食、汤羹、饮品）的钠含量。其中菜类菜品进一步

量应低于５ ｇ（钠２ ｇ）ｂ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０７）

按凉菜和热菜、荤菜与素菜进行区分。凉菜和热菜

中推荐成人每天盐摄人量不超过６ ｇ（钠２．４ ｇ）№１。

的区分依据餐馆菜单中的分类。荤菜指含有畜肉类

近年来，居民膳食钠除主要源于自家烹饪过程中添

及制品、禽肉类及制品、蛋类及制品、鱼虾蟹贝类海

加的调味品外，市场上购买的各类加工食品和餐馆

鲜等任一种原料的菜品；素菜指不含有前述任何原

中的供餐也逐渐成为重要来源。美国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料的菜品。②根据餐馆供应菜品的钠含量及点餐流

年的人群调查结果显示：２／３的膳食钠来源于市场
上购买的加工食品，１／４的膳食钠来自餐馆烹制的

水单数据计算每桌次人均点餐钠含量，并比较不同

食物。７１。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
据显示，城市居民每日有一餐或以上在外就餐的比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０７）对一日三餐能量分配及
成人每日２ ４００ ｍｇ钠摄入量的建议哺］，设定三餐钠

例为２６．１％，男性高于女性，青壮年高于中老年哺１。

摄人量比值：早餐：午餐：晚餐＝３：４：３；进一步以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高压力使得我国人群在外就餐

午餐９６０ ｍｇ和晚餐７２０ ｍｇ为标准计算每桌次人均

的比例还在进一步增加。了解餐馆供应菜品的钠含
量对于全民控盐行动的推进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

点餐钠含量的超标率。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描述钠
含量水平。两组比较采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检验；两

义。本研究通过分析北京市某商业区３家餐馆供应

组以上组间比较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计算不

菜品的钠含量，结合就餐人员的实际点餐情况，了解

同超标水平的构成比，组间比较采用ｆ检验。

就餐时段（午餐和晚餐）的人均点餐钠含量。参考

个体在外就餐时可能的钠摄入水平，并为今后开展

结

更大范围的餐馆供餐重要营养素的监测提供信息收
集和数据分析方法。
对象与方法

１．基本情况：３家餐馆供应的菜品数量和类型
构成见表１，均以热菜、荤菜类别居多。
表１

１．研究场所：选取北京市某商业区３家中餐餐
馆。除考虑选择不同菜系的餐馆外，采用方便样本
方式，即选择愿意配合本次调查工作的餐馆。３家餐

菜品
类型

３家餐馆供应的菜品数量和类型构成（％）

堡型苤
例数

％

量苤
例数

２８

１６．２

１７０

热菜

１１５

６６．５

５２０

主食

７

４．０

７７

２．研究方法：①收集餐馆供应的全部菜品的主、

汤羹

３

１．７

２４

配料重量，包括凉菜、热菜、主食、汤羹、饮品（含茶
水、软饮料、酒类），利用基于《中国食物成分表

饮品

云南菜风味为特色。

（２００４）Ｌ９ Ｊ开发的膳食调查软件ｎ们计算每道菜品所

含钠量值。②收集餐馆留存的点餐流水单，调查内
容包括就餐日期、时段、人数、所点菜品的名称、数量

墨塑苤
％

例数

鱼盐
例数

％

％

菜类
凉菜

馆经营面积１５０～５００ ｍ２，分别以经营温州菜、鲁菜和

果

１９．１

６５

１ ６ ３

２６

ｌ ８０

５８．４

２２６

５６ ８

８６

５８９

８．６

４４

ｌ １ １

１ ２ ３●８

８ ８

２．７

１３

３ ３

４Ｏ

２ ７

－ｌ １—４ ７—６Ｏ一２

●一Ｏ ｌ—Ｏ Ｏ

２０

１１．６

１００

１１．２

５０

１７３

１００．０

８９１

１００．０

３９８

１一Ｏ ２一Ｏ ６一Ｏ

６

素菜

４０

２８．０

２３１

３３．５

１３６

４６．７

４０７

３６．２

荤菜

１０３

７２．０

４５９

６６．５

１５５

５３，３

７１７

６３．８

一

合计
菜类菜品。

注：“构成比的分母为对应餐馆中菜类菜品数量的总和

和价格等信息。各家餐馆留存单据的日期范围：温

按一条菜品对应一条记录进行录入，共收集录

州菜餐馆为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鲁

入点餐流水单中菜品记录２０７ ６６７条，其中：①温州

菜餐馆为２０１１年８月６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８日，云南

菜餐馆３４ ３３３条，４ ７５２桌次，１８ ３８１就餐人次；②鲁

菜餐馆为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２日。鲁菜

菜餐馆１６６ ２１７条，２３ ５０８桌次，９１ ６８１就餐人次；③

餐馆因流水单字迹模糊难以辨认而缺失２０１２年５月

云南菜餐馆７ １１７条，１ ０７０桌次，３ ５１７就餐人次。

至９月的部分数据。

剔除逻辑不合理数据，最终纳入分析的为２８ ５７４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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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为主，少有结合就餐人员点餐情况进行的研究。

次，１１１ ７４６就餐人次。

２．餐馆供应菜品的钠含量：３家餐馆供应的不同
类型菜品的钠含量情况见表２。多重比较的结果显

本研究结果显示，３家餐馆供应的菜类菜品中，荤
菜类居多。这是国内餐馆普遍存在的一个现状。餐

示：热菜和汤羹类菜品的钠含量最高，其次为凉菜和
主食，饮品最低（Ｐ＜０．０５）。不同餐馆间，温州菜餐馆

馆提供更多的荤菜选择，且往往先上荤菜…１，营造了

的热菜和主食类菜品的钠含量较低（Ｐ＜０．０５）。

究结果显示，荤菜类菜品的钠含量明显高于素菜类。

鼓励就餐者更多选择进食动物性食品的环境。本研

３家餐馆供应的菜类菜品中荤素菜品钠含量情

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在外就餐者钠摄人量增加的重要

况见表３。荤菜类菜品的钠含量高于素菜类（Ｐ＜

原因。另外，按照多数餐馆的烹调咸度，汤的含盐量

ｏ．００１）。温州菜餐馆的荤菜类菜品的钠含量较低

在ｏ．５％～１．ｏ％之间“２｜，且汤中往往还会加入鸡精和

（Ｐ＜０．０５）。

３．就餐人员人均点餐钠含量及超标情况：３家

味精，总的钠含量会更高，这一点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餐馆中供应的众多菜品的钠含量高低不一。而

餐馆不同就餐时段每桌次人均点餐钠含量见表４。

就餐者最终摄人的常常是多种菜品的搭配组合。单

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在３家餐馆就餐的人员人均

纯分析餐馆供应菜品的钠含量水平并不能反映就餐

点餐钠含量由低至高依次为鲁菜＜温州菜＜云南菜

者的实际摄人情况。本研究将餐馆供应菜品的钠含

（Ｐ＜０．００１）。在鲁菜和云南菜餐馆就餐人员的晚餐

量分析与对就餐者点餐信息的流行病学调查进行整
合，可以更好地反映在外就餐者的钠摄入水平。另

人均点餐钠含量高于午餐（尸＜ｏ．００１）。
参照午餐９６０ ｍｇ和晚餐７２０ ｍｇ的推荐钠摄入

量标准，３家餐馆不同就餐时段人均点餐钠含量超
标构成情况见表５。总的来说，９７．５％桌次的人均点

外，我们利用点餐流水单这一客观记录来了解就餐
者的点餐内容，很好的控制了依靠就餐者回忆可能
带来的偏倚。短期内可以获取既往一两年内的数

餐钠含量超过推荐的钠摄入量标准。７６．５％的桌次

据，信息收集效率高。但是，点餐量不一定等同于进

达到推荐标准的２倍以上。

餐量，就餐过程中常会发生菜品剩余的情况；因此，

讨

我们估算的人均点餐钠含量可能会高估人均实际进
餐钠含量。即使全部进食，同一桌中不同就餐者的

论

本研究通过收集北京市３家不同菜系餐馆供应

的全部菜品的主配料信息及一定时期内的点餐流水
单，分析餐馆供餐的钠含量水平及就餐人员人均点

进餐量和进食喜好也会有所差别。不过，我们的结
果显示，７６．５％的桌次人均点餐钠含量达到对应就餐
时段推荐钠摄人量标准的２倍以上；因此，即使存在

餐钠含量水平。国内尚未见到此类研究的报道；国

高估情况，仍然可以确定个体在餐馆就餐时可能的

外同类研究也多以分析餐馆供应菜品的钠含量水平

钠摄入水平很高。本研究结果显示的晚餐人均点餐

表２

３家餐馆供应的不同类型菜品的钠含量（ｍｇ）比较

注：表内数据为肘及四分位数

表３

盒生
注：同表２

！！！！：ｇ！！塑：！二！！望：！！

３家餐馆供应的荤素菜品的钠含量（ｍｇ）比较

！！！！：墅！丝！：！：！！！！：！！

！！！！：！垡！！！：！二兰！！！：！！

！！竺：！（！堡！：！二！！！！：１２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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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３家餐馆不同就餐时段每桌次人均点餐
钠含量超标构成情况

删弋—鼍学塑茅竖｝Ｐ值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中餐不同菜系
在食材、调料和烹饪方式等具有不同的偏好，供应菜
品的钠含量上会有一定差异。本研究虽然对３家不
同菜系的餐馆进行了调查；但是，３家餐馆在供应菜
品钠含量上的差异不一定代表菜系间的差异。３家
餐馆的选取不是随机抽样，而是选择愿意配合本次
调查工作的餐馆，调查结果也难以代表北京众多餐
馆的情况。第二，上报的主、配料重量和菜品烹制中

实际的使用量、个体点餐与进食之问的差距，使得结
果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倚。尽管如此，本研究为今后
开展更大范围的餐馆供餐重要营养素水平及居民外
出就餐情况的监测工作探索了可行的信息收集和数
据分析方法；也为今后在餐饮单位开展厨师烹饪培训

和就餐者点餐配菜的健康干预活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参考文献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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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度高；但是实施成本高，不适用于大规模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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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餐馆提供的菜品营养素信息或主、配料信息，实
施成本低，适用于大规模监测；但是，信息准确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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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且这些因素超出了个体能力所及范围；改善食
物环境、塑造个体健康的饮食习惯具有重要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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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而晚餐中以家庭聚餐和社交聚餐为目的的就餐
增加。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聚餐和社交
聚餐中肉类的消费量增加，而主食的消费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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