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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盐研究进展

　 　 第一作者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杨修利ꎬ 女 (１９９３－)ꎬ 硕士研究生ꎬ 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ꎬ 主要从事肠

道菌群与脂质代谢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ｘｉｕｌｉ７７７＠ １６３.ｃｏｍꎻ Ｔｅｌ: １７６６０６４７９４７
　 ∗通信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单毓娟ꎬ 教授ꎮ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ｊｕａｎ７２＠ １６３.ｃｏｍꎻ Ｔｅｌ: １８８４６０４３８２５

杨修利　 单毓娟∗

(哈尔滨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心脑血管疾病是我国目前首要的致死性疾病ꎬ 高血压是其重要危险因素ꎮ 大量科学证据显示ꎬ
降低人群食盐摄入量或使用低钠富钾的代用盐可以降低血压ꎬ 并进而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ꎮ 中国人均食盐

量严重超标ꎬ 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升高ꎬ 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的首要致死原因ꎬ 制定行之有效的全民

减盐政策在我国势在必行ꎮ 通过降低人群食盐摄入量以预防和控制高血压ꎬ 进而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ꎬ
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ꎮ 本文对减盐的必要性及减盐的主要措施进行综述ꎬ 并对各种减盐措施的发展前

景作出展望ꎮ
关键词: 心脑血管疾病ꎻ 高血压ꎻ 减盐ꎻ 主要措施

１　 减盐的必要性
食盐作为生活中重要的调味料ꎬ 是食品

加工中必不可少的添加成分ꎮ 然而过度的食

盐摄入会诱导一系列疾病的发生ꎬ 严重威胁

人们的健康ꎬ 其中主要包括:
１) 诱发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ꎮ 据世界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ꎬ 全球高血压患者已达 ６
亿多人ꎬ 患病率约占人类总数的 １０％ꎬ 欧美

一些发达国家的患病率高达 ２０％ꎮ 我国现有

高血压病患者已超过 １ 亿ꎬ 每年新增 ３００ 万

人以上ꎬ 每年死亡人数达 ２０ 万ꎮ 大量研究

结果表明ꎬ 高钠饮食会诱发高血压[１]ꎮ 高血

压又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ꎬ 且当血

压超过一定范围后ꎬ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随血压的升高而增加[２]ꎮ 一系列动物实验、
人口干预实验及人类遗传学研究证明了食盐

摄入对血压的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Ｄｅｎｔｏｎ
等利用黑猩猩做实验ꎬ 发现当黑猩猩的摄盐

量从 ０.５ｇ / ｄ 提高到 １０ ~ １５ｇ / ｄ 时ꎬ 一段时间

后黑猩猩的血压明显地提高[３]ꎮ ２００２ 年我国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也表明ꎬ 膳食

中盐摄入量与血压水平呈显著正相关[４]ꎮ
２) 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率ꎮ 过量的食

盐摄入也会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率ꎮ 一系列

的人体疾病学研究和动物实验表明ꎬ 随着人

体钠盐摄入量增加ꎬ 胃癌、 食道癌、 直肠

癌、 膀胱癌等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ꎮ ＬｕＪｉａｎ￣
ｂａｎｇ 等发现食盐的摄入与胃癌及食道癌的死

亡率具有密切的联系[５]ꎮ Ｋｕｎｅ 等研究表明ꎬ
食盐的摄入与直肠癌的发生具有极其显著的

相关性[６]ꎮ
３) 引起肾结石及骨质疏松症ꎮ 人体内

钠离子是通过尿液排到体外ꎬ 每排泄 １ｇ 钠

离子同时耗损大约 ２６ｍｇ 钙离子[７]ꎮ 因而食

盐的摄入是尿钙排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ꎬ
食盐摄入量越大ꎬ 钙的排出也越多ꎮ 大量流

行病学研究发现ꎬ 当食盐摄入量降低时ꎬ 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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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钙排出水平也明显下降[８]ꎮ 当食盐摄入过

多时ꎬ 机体的钙平衡状态会被破坏ꎬ 从而引

发机体各种补偿机制ꎬ 通过增加肠对钙的重

吸收甚至消耗人体骨骼中的钙离子来维持钙

的平衡ꎮ

２　 减盐的主要措施

２.１　 明确减盐策略ꎬ 制定减盐计划和目标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食盐摄入水平和食盐

主要来源存在很大差异ꎬ 各国的减盐行动实

践告诉我们ꎬ 先应根据食盐的主要来源明确

减盐策略ꎬ 如公众宣传教育活动应该作为食

盐主要来自烹饪添加的人群的优先策略ꎻ 食

品生产和销售商、 餐饮业降低食品的含盐量

应作为食盐主要来自加工食品的人群的优先

策略ꎻ 使用食品标签标注食物含盐量ꎬ 并标

明含盐量高、 中、 低级别ꎬ 帮助消费者选择

低盐食品ꎬ 促使生产商降低食品含盐量[９]ꎮ

２.２　 建立监测和评估系统ꎬ 评估减盐的

效果

　 　 在实施减盐行动开展系统、 动态的监测

是十分必要的ꎬ 这些监测不仅能够给政策制

定者和相关利益者提供重要的信息ꎬ 用数据

来说服政府、 食品企业及公众开展减盐行

动ꎬ 同时还可以为评估策略的实施过程、 产

出及结果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ꎬ 并针对实践

实际情况适当修正方案ꎬ 从而更有效地开展

各项活动[１０]ꎮ

２.３　 建立政府主导、 多部门合作机制是

减盐行动成功的保障

　 　 从各国的成功经验来看ꎬ 政府在国家

减盐策略中应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ꎬ 在英

国的减盐行动ꎬ 首先是 ＣＡＳＨ 成功地转变

了英国政府关于减盐政策的决定ꎬ １９９９
年ꎬ 英国卫生部重新签署了文件将成人每

人每天食盐摄入推荐量定为 ６ｇ[１１] ꎮ 两年

后ꎬ ＣＡＳＨ 担负起新成立的英国食品标准局

减盐的任务ꎬ 自此ꎬ ＣＡＳＨ 和食品标准局成

功地促进了英国全人群的减盐策略与行

动[１２] ꎮ 芬兰的工商部和社会事务与健康部

出台的含盐食品标签法ꎬ 对减盐行动的实

施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１３] ꎮ
因此ꎬ 减盐行动需要由国家卫生或食品

管理机构领导和协调ꎬ 专业技术部门支持ꎬ
食品生产和销售商、 跨国公司、 非政府组

织、 媒体等共同参与ꎮ 政府需要建立多部门

合作机制ꎬ 协调食品行业、 零售业、 餐饮行

业和消费者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ꎬ 联

合学术界和各专业机构ꎬ 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参与ꎬ 建立国家层面的完整有效的减盐

行动体系ꎬ 共同推动减盐行动的开展ꎬ 既是

成功的关键又是工作的难点ꎮ

２.４　 开展广泛而持续的健康教育ꎬ 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国家减盐行动的实践表明ꎬ 国家应开展

系统的、 广泛而持续的健康教育运动ꎮ 英国

减盐的关键措施之一就是开展了大规模、 可

持续的公众宣传教育活动ꎬ 使公众知晓食盐

摄入目标ꎬ 并设法减少食盐摄入[１４]ꎮ 仅仅 １
年ꎬ 英国居民知道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应小

于 ６ｇ 的比例由原来的 ３％上升至 ３４％ꎬ 大约

１ / ３ 的成年人表示曾经设法减少自己的食盐

摄入量ꎮ 澳大利亚则通过建立网站ꎬ 出版相

关宣传材料ꎬ 以及利用广播、 电视等各种媒

介向广大民众宣传盐与健康的关系ꎬ 提高人

口对低盐饮食及其收益的认识[１５]ꎮ 政府将

该项运动在全国推广实施ꎬ 并将盐与健康的

关系作为全国健康教育项目实施ꎮ

３　 结　 语

从盐和高血压的科学证据及国际减盐行

动都表明ꎬ 在所有膳食因素中ꎬ 钠盐与高血

压的关系最为明确ꎬ 在人群中减少食盐摄入

是预防高血压的优先策略ꎮ 目前ꎬ 我国高血

压患者数量增长迅速ꎬ 给社会、 家庭和个人

带来沉重负担ꎮ 我国的减盐行动刚刚开始ꎬ
任重而道远ꎬ 应针对我国食盐来源的特点ꎬ
明确减盐策略ꎬ 并制定分步实现的减盐计划

和目标ꎬ 开展适合国情的健康教育和促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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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动员全社会力量ꎬ 深入开展全民减盐与

预防高血压的行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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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小学生综合减盐措施效果评价

　 ∗基金名称: １. 达能营养中心膳食营养研究与宣教基金 (项目编号 ＤＩＣ２０１６－０１) ２. 北京市丰台区卫生计生委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７－７６)
王佳佳 (１９８４－)ꎬ 女ꎬ 硕士ꎬ 主管医师ꎬ 从事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工作ꎮ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ｊｉａ３０２＠ １２６. ｃｏｍ 联系电话:
１８７０１００６６０８

王佳佳１ 　 陈永祥２ 　 李　 洁１ 　 赵　 静１∗ 　 李爱军３ 　 肖贵勇１ 　 王焱焱１ 　 马晓曼１

(１. 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７１ꎻ ２.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ꎻ
３. 北京市丰台区体育卫生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７１)

　 　 摘　 要　 目的: 以学生和家长为对象采取综合减盐措施ꎬ 比较干预前后学生及家长对食盐和零食消费

知信行的变化ꎬ 评价综合减盐措施减盐效果ꎮ 方法: 在丰台区选取 ３ 所公立小学ꎬ 开展以班级为单位的分

层整群抽样调查ꎮ 干预前调查学生 ５７９ 人ꎬ 家长 ５７１ 人ꎬ 干预后调查学生 ５６６ 人ꎬ 家长 ５５８ 人ꎮ 从学校、
学生、 家长三方面采取综合减盐措施并填写调查问卷ꎮ 结果: 干预组学校食堂午餐人均用盐量由 １.２５ｇ / 人
每日下降至 ０.９０ｇ / 人每日 (ｐ<０.０１)ꎻ 干预组与对照组学生盐摄入相关知识得分均有所上升 (ｐ<０.０５)ꎬ 干预

组干预后得分均高于对照组ꎬ 学生对于食盐摄入过多的危害认识均有所提高 (ｐ<０.０５)ꎻ 除干预组学生食用

油饼油条与果脯类的情况有所改善 (ｐ<０.０５)ꎬ 学生和家庭对于高盐食品的消费行为及其他盐相关行为没有

改善 (ｐ>０.０５)ꎮ 结论: 通过从学校、 学生、 家长三方面采取综合减盐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学校食堂午餐人均

用盐量ꎬ 提高学生与家长盐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ꎮ
关键词: 学生ꎻ 高血压ꎻ 减盐ꎻ 饮食行为ꎻ 干预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ｕｐｉｌｓ ｉｎ Ｆｅｎｇｔａ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ｊｉａ１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２ 　 Ｌｉ Ｊｉｅ１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１∗ 　 Ｌｉ Ａｉ－ｊｕｎ３ 　
Ｘｉａｏ Ｇｕｉ－ｙｏｎｇ１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ｙａｎ１ 　 Ｍａ Ｘｉａｏ－ｍａｎ１

(１.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ｎｇｔａ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０００７１ꎻ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０００７８ꎻ

３. Ｓｐｏｒ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Ｆｅｎｇｔａ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０００７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ｓａｌ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ｓｎａｃｋ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Ｆｅｎｇｔａ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ｔｗｏ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
ｐ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ｓｓ ｕｎｉｔｓ. ５７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５７１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５６６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５５８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ꎬ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ｆｉｌｌ ｏｕｔ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ｎ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ａｆｅｔｅｒｉ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２５ｇ / ｐｅｒ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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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０.９０ｇ / ｐｅｒｓ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ｐ<０.０１) .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ａｌｔ ｉｎｔａｋ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ｌ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０.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ａｔｉｎｇ ｄｏｎｕｔｓ ｆｒｉｅｄ ｄｏｕｇｈ ｓｔｉｃｋ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０.０５)ꎬ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ｈｉｇｈ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ａｌ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ｏｌｓꎬ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ｐ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ｔ ｃａｎ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ａｎｔｅｅｎｓꎬ ｉｔ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ｓａｌｔ 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ｕｎｃｈ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ａｎｔｅｅｎｓ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ｒａｉ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ｉｎｔａｋ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ꎻ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ꎻ ｓａｌ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ꎻ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ꎻ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

查报告显示ꎬ 我国 １８ 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

病率高达 ２５.２％[１]ꎬ 且近 ２０ 年来高血压患

病率呈低龄化趋势[２]ꎮ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

数据表明我国儿童期高血压患病率已呈现明

显快速上升趋势ꎬ 以北京为例ꎬ 其在校中小

学生的高血压的检出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增

长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９％[３]ꎮ
除遗传因素外ꎬ 国际上公认的高血压危

险因素是: 高钠低钾、 超重和肥胖、 过量饮

酒ꎬ 以及精神紧张ꎬ 另外还存在一些可能或

不确定的危险因素[４]ꎬ 其中高盐饮食为高血

压国际公认的非遗传因素中最大的危险因素

之一[５]ꎮ
目前我国的减盐工作主要停留在大众教

育层面ꎬ 对小学生的干预研究较少ꎬ 目前未

见报道以零食选择和家庭、 学校综合减盐为

措施的小学生减钠干预研究ꎬ 因此本研究拟

从学校、 家庭、 学生三方面入手进行小学生

减盐的干预研究ꎬ 并评价其效果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丰台区选取 ３ 所公立小学 (学校规模

同质ꎬ 由食堂供餐ꎻ 学生生源、 家庭经济状

况类似ꎬ 老师和家长依从性好)ꎬ ２ 所为对

照组ꎬ １ 所为干预组ꎬ 开展以班级为单位的

分层整群抽样调查ꎬ 对照组每所学校 ３ 年级

与 ４ 年级各抽取 ２ 个班ꎬ 干预组 ３ 年级与 ４
年级各抽取 ４ 个班ꎬ 干预前调查学生 ５７９
人ꎬ 家长 ５７１ 人ꎬ 干预后调查学生 ５６６ 人ꎬ

家长 ５５８ 人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的编制: 调查问卷为自行编

制的 «学生食盐与零食消费调查 (Ａ) » 和

«家长食盐与零食消费调查 ( Ｂ) » 问卷ꎬ
问卷的编制参考 «儿童青少年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和 «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ꎬ 形

成初稿后进行预调查ꎬ 评价信度和效度ꎮ 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ꎬ 用于正式调查ꎮ
１.２.２　 问卷内容: «学生食盐与零食消

费调查 (Ａ) » 和 «家长食盐与零食消费调

查 (Ｂ) » 均包括基本信息、 盐与零食知

识、 盐与零食饮食行为三部分ꎮ
１.２.３　 调查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的方法选择研究对象ꎬ 调查员进入相应班

级发放调查问卷ꎬ «学生食盐与零食消费调

查 (Ａ) » 由学生在调查员和老师的指导

下当场填写ꎬ «家长食盐与零食消费调查

(Ｂ) » 由学生带回家中交由家长填写ꎬ 并

统一收回ꎮ

１.３　 干预措施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到 ９ 月ꎬ 进行为期半年的综

合减盐干预ꎬ 干预前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初) 开

展第一次调查ꎬ 干预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底)
开展第二次调查ꎮ 具体干预措施如下:

１.３.１　 食堂: 对学校食堂管理人员和厨

师开展不少于 ２ 小时的减盐和食物搭配课

程ꎻ 食堂厨师每人掌握不少于 ６ 道低盐菜品

的制作ꎻ 学校每天提供不少于 １ 道低盐菜

品ꎻ 学校食堂专人记录盐的使用量和就餐人

数ꎬ 对比干预前后的人均盐使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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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学生: 开展不少于 ３ 次专家健

康教育讲座ꎻ 在学校醒目位置摆放营养标

签宣传、 零食和盐相关健康知识等展板ꎻ
开展 «揪出高 “盐” 零食»、 «会用营养标

签ꎬ 做营养小达人» 等不少于 ２ 次的主题

班会ꎮ
１.３.３ 　 家长: 通过信件和家长会的形

式ꎬ 为家长科普零食和盐相关知识及减盐方

法ꎬ 培养 “减盐” 意识ꎬ 引导家长自觉减少

含盐调味品的食用ꎮ

１.４　 质量控制

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ꎬ 调查员进入相

应班级发放调查问卷ꎬ 由调查员说明问卷填

写方法后请被调查者自行填写调查问卷ꎬ 或

者在调查员协助下完成调查问卷ꎮ 家长问卷

审核抽取不少于 ５０％的问卷ꎬ 合格率大于

９０％ꎮ 问卷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 双录入ꎮ

１.５　 结果计算与统计分析

１.５.１　 评分计算: 盐与零食知识、 家庭

盐饮食行为部分根据被调查者的答题情况ꎬ
采用评分的方法进行总体描述ꎮ

１.５.２　 统计分析方法: 以干预组和对照

组作为分组依据ꎬ 采用 ｔ 检验、 卡方检验、
秩和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盐与零食知识和行

为的比较ꎬ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ꎮ 应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进行分析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研究第一次调查时发放学生问卷

５７９ 份ꎬ 回收问卷 ５７９ 份ꎬ 回收率 １００％ꎬ 第

二次调查发放学生问卷 ５７９ 份ꎬ 收回问卷

５６６ 份ꎬ 回收率 ９７.８％ꎻ 第一次调查发放家

长问卷 ５７９ 份ꎬ 回收问卷 ５７１ 份ꎬ 回收率

９８.６％ꎬ 第二次调查发放家长问卷 ５７９ 份ꎬ
收回问卷 ５６６ 份ꎬ 回收率 ９６.４％ꎮ 受调查学

生中男生 ２９９ 人ꎬ 占 ５２.１％ꎬ 女生 ２７５ 人ꎬ
占 ４７. ９％ꎮ 受调查家长中男性 １７２ 人ꎬ 占

３１.３％ꎬ 女性 ３７７ 人ꎬ 占 ６８.７％ꎮ

２.２　 学校食堂午餐油盐使用量

干预组学校的自身对照显示其食堂午餐

盐使用量由干预前的每人每天 (１.２５±０.１３) ｇ
下降到干预后的每人每天 (０.９０±０.０３) ｇꎬ ｔ
值为 ５.４４３ꎬ ｐ 值为 ０.００２ꎬ 干预前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２.３　 学生盐与零食知识行为

学生盐与零食知识题目共 １０ 道题ꎬ 每

题 １ 分ꎬ 满分为 １０ 分ꎬ 干预组与对照组干

预前后营养知识得分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两组得分均有上升ꎬ 但干预组干

预前后的得分变化高于对照组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学生干预前后盐与零食知识得分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Ｓｎａｃ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组别
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
ｔ 值 Ｐ 值 得分变化

干预组 ３.６０±１.７６ ４.９７±２.０８ －８.０６７ <０.００１ １.３７

对照组 ３.３６±１.８７ ３.９９±２.００ －４.０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６３

　 　 干预组与对照组对于食盐摄入过多有害

的认识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 其他

饮食行为的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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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学生干预前后盐与零食相关饮食行为发生率比较 [ｎ (％) ]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Ｓｎａｃ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ｎ (％) ]

饮食行为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前
(ｎ＝２６８)

干预后
(ｎ＝２５８)

卡方
　

Ｐ 值
　

干预前
(ｎ＝３１１)

干预后
(ｎ＝３０８)

卡方
　

Ｐ 值
　

从不因零食影响正餐 ２１１ (７８.７) １９５ (７５.６) ０.７４１ ０.３８９ ２３５ (７５.６) ２３７ (７６.９) ０.１６４ ０.６８５

选购食品参考营养标签 １２２ (４５.５) １１５ (４４.６) ０.０４８ ０.８２７ １０７ (３４.４) １１６ (３７.７) ０.７１２ ０.３９９

认为食盐摄入过多有害 １６６ (６１.９) １９９ (７７.１) １４.２８３ <０.００１ １９４ (６２.４) ２２２ (７２.１) ６.６０４ ０.０１０

　 　 干预组食用油饼油条的情况变化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其秩均值由干预前的

２７３.４３ 下降至干预后的 ２５３.９４ꎬ 食用频次

降低ꎻ 食用果脯类的情况变化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其秩均值由干预前的 ２７２.６８ 下

降至干预后的 ２５３.９７ꎬ 食用频次降低ꎻ 其他

高盐食品消费情况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对照组高盐食品消费情况的变化均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学生干预前后高盐食品消费情况 [ｎ (％) ]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 ｓａｌｔ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ｎ (％) ]

食品名称 食用频次
干预组食用人数 对照组食用人数

干预前 干预后 ｐ 值 干预前 干预后 ｐ 值

油饼油条 <１ 次 /周 ２２２ (８２.９) １９５ (７５.６) ０.０３７∗ ２６９ (８６.５) ２５０ (８１.２) ０.０７８

１－３ 次 /周 ３６ (１３.４) ４７ (１８.２) ２９ (９.３) ４２ (１３.６)

≥４ 次 /周 １０ (３.７) １６ (６.２) １３ (４.２) １６ (５.２)

薯片薯条 <１ 次 /周 ２０４ (７６.１) １９１ (７４.０) ０.６２１ ２５０ (８０.４) ２５７ (８３.４) ０.２７８

１－３ 次 /周 ３９ (１４.６) ４３ (１６.７) ４３ (１３.８) ４０ (１３.０)

≥４ 次 /周 ２５ (９.３) ２４ (９.３) １８ (５.８) １１ (３.６)

方便面 <１ 次 /周 ２２０ (８２.１) ２１６ (８３.７) ０.５３８ ２６７ (８６.７) ２６７ (８６.７) ０.７１４

１－３ 次 /周 ３０ (１１.２) ３２ (１２.４) ３１ (１０.１) ３１ (１０.１)

≥４ 次 /周 １８ (６.７) １０ (３.９) １０ (３.２) １０ (３.２)

加工肉制品 <１ 次 /周 １９０ (７０.９) １６８ (６５.１) ０.２２７ ２４０ (７７.２) ２３４ (７６.０) ０.９１２

１－３ 次 /周 ４６ (１７.２) ６０ (２３.３) ４７ (１５.１) ６０ (１９.５)

≥４ 次 /周 ３２ (１１.９) ３０ (１１.６) ２４ (７.７) １４ (４.５)

果脯类 <１ 次 /周 ２０９ (７８.０) ２１９ (８４.９) ０.０３７∗ ２６０ (８３.６) ２６０ (８４.４) ０.７８４

１－３ 次 /周 ３１ (１１.６) ２３ (８.９) ３３ (１０.６) ３１ (１０.１)

≥４ 次 /周 ２８ (１０.４) １６ (６.２) １８ (５.８) １７ (５.５)

　 　 注:∗ 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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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家长盐与零食知识行为

学生盐与零食知识题目共 １０ 道题ꎬ 每

题 １ 分ꎬ 满分为 １０ 分ꎬ 干预组与对照组干

预前后营养知识得分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两组得分均有上升ꎬ 但干预组

的得分变化大于对照组ꎮ 见表 ４ꎮ
干预组与对照组的家庭饮食行为和调味

品使用情况的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ꎮ 见表 ５－表 ６ꎮ

表 ４　 家长干预前后营养知识得分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组别
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
ｔ 值 Ｐ 值 得分变化

干预组 ５.２３±２.５１ ６.１９±２.５５ －４.３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９６

对照组 ５.４３±２.５９ ５.９８±２.５４ －２.６６５ ０.００８ ０.５５

表 ５　 干预前后家庭盐相关饮食行为变化发生率比较 [ｎ (％) ]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ｓａｌ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ｎ (％) ]

饮食行为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前
(ｎ＝２６４)

干预后
(ｎ＝２５５)

卡方
　

Ｐ 值
　

干预前
(ｎ＝３０７)

干预后
(ｎ＝３０３)

卡方
　

Ｐ 值
　

限制孩子零食种类 ２４９ (９４.３) ２４３ (９５.３) ０.２５１ ０.６１７ ２９２ (９５.１) ２８５ (９４.１) ０.３３１ ０.５６５

限制孩子零食量 ２５３ (９５.８) ２４８ (９７.３) ０.７８３ ０.３７６ ２９４ (９５.８) ２９３ (９６.７) ０.３６７ ０.５４５

做菜时使用低钠盐 ９５ (３６.０) １０１ (３９.６) ０.７２４ ０.３９５ １１５ (３７.５) １１９ (３９.３) ０.２１２ ０.６４５

使用限盐勺控制用盐量 ４９ (１８.６) ４３ (１６.９) ０.２５６ ０.６１３ ４１ (１３.４) ５０ (１６.５) １.１９０ ０.２７５

表 ６　 干预前后家庭减少含钠调味品行为发生率比较 [ｎ (％) ]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ｏｎｄｉ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ｎ (％) ]

食物或调味品名称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前
(ｎ＝２６４)

干预后
(ｎ＝２５５)

卡方
　

Ｐ 值
　

干预前
(ｎ＝２９５)

干预后
(ｎ＝２９８)

卡方
　

Ｐ 值
　

盐 １０８ (４０.９) １１３ (４４.３) ０.６１５ ０.４３３ １１９ (４０.３) １３０ (４３.６) ０.６５７ ０.４１８

味精或鸡精 １２０ (４５.５) １１９ (４６.７) ０.０７７ ０.７８２ １４２ (４８.１) １６２ (５４.４) ２.３０１ ０.１２９

酱油 ８０ (３０.３) ８７ (３４.１) ０.８６５ ０.３５２ ７６ (２５.８) ９１ (３０.５) １.６７０ ０.１９６

３　 讨　 论
多年来ꎬ 世界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研究显

示ꎬ 钠的摄入量与血压水平为正相关ꎬ 通过

降低人群食盐摄入量来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已

经被证明是最具成本效果的策略[６－７]ꎮ 对中

学生高血压饮食行为研究发现ꎬ 与青少年高

血压关系最为密切的危险因素是三餐不规

律、 暴饮暴食等不良饮食习惯ꎬ 其次是零食

因素ꎬ 零食中的含盐量不容小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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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研究发现ꎬ 干预组学校食堂午餐

盐使用量的变化有统计学意义ꎬ 说明对学校

食堂管理人员和厨师开展减盐和食物搭配课

程、 要求食堂厨师会制作低盐菜品的干预方

法是切实有效可行的ꎮ
干预组和对照组学生与家长盐摄入相关

知识得分均有所上升的现象ꎬ 但干预组学生

和家长干预后的盐摄入相关知识得分高于对

照组ꎬ 这与翟艳丽[９]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另外ꎬ 干预组学生食用油饼油条与果脯

类的比例下降ꎬ 广州市一项对中学生的研

究[１０]也发现家庭减盐可使学生对于高盐食

品的消费比例下降ꎬ 这表明通过所采取的综

合减盐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学生的高

盐饮食习惯ꎬ 促进其主动选择低盐食品ꎮ
本次调查基线调查资料显示ꎬ 丰台区

居民家庭中有限盐勺的比例为 ４８.０％ꎬ 该

数值高于解晖 [１１] 等人在扬州市的调查结

果 (２７.９％) ꎬ 但是会正确使用限盐勺的

比例为 １５.８％ꎬ 低于其在扬州市的调查结

果 (２０.２％) ꎬ 提示今后可在人群中加强

限盐勺正确使用方法的宣传ꎮ 丰台区居民对

于 “高盐饮食导致高血压” 知识的知晓率为

８０.２％ꎬ 高于扬州市的调查结果 (６５.６％)ꎮ
此外ꎬ 因为半年干预时间较短ꎬ 行为方

面变化不明显ꎬ 学生与家长盐与零食的有关

行为改善方面变化较少ꎬ 这一结果表明若想

使研究对象相关行为发生良好改变ꎬ 短期的

干预不易达到理想的干预效果ꎬ 需采取长期

干预使减盐意识深入人心ꎬ 使人群有意识的

将所了解和掌握到的有关知识运用到实际生

活当中去ꎮ
通过学生与家长行为改变的对比可以发

现ꎬ 受研究对象饮食行为习惯的影响ꎬ 学生

发生行为改变的可能性大于家长ꎬ 可尝试由

学生带动家长进行行为的改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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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ｌ Ｐｒｅｖ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１ (３): ２９９－３０２.

[１０] Ｓｈａ ＧＸꎬ Ｚｈｏｕ Ｑꎬ Ｌｉａｎｇ Ｂ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ｆ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 [ Ｊ ]. Ｊ Ｔｒｏｐ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２ ( １０ ):
１２７７－１２７９.

[１１] Ｘｉｅ Ｈꎬ Ｚｈｏｕ ＧＹ.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９ (１２): ８５－８６ꎬ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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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中小学校减盐工作的质性研究

　 　 基金项目: 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原卫生部联合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基金支持: 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 (２０１２ＧＳＦ１１８２８)ꎻ 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２０１５ＷＳ０２８０)
作者简介: 张幸 (１９９４－)ꎬ 女ꎬ 江西人ꎬ 硕士在读ꎬ 从事健康行为与健康促进研究ꎮ

　 ∗通讯作者: 孙昕霙ꎬ 女ꎬ 教授ꎬ 研究方向: 健康行为与健康促进ꎮ Ｅｍａｉｌ: ｘｙｓｕｎ＠ 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马吉祥ꎬ 男ꎬ 主任医师ꎮ Ｅｍａｉｌ: ｍａｊｉｘ＠ １６３.ｃｏｍ

　 ∗Ｆｕｎｄｉｎｇ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２０１２ＧＳＦ１１８２８)ꎬ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ＷＳ０２８０).

张　 幸１ 　 沈　 莹１ 　 朱小柔１ 　 蔡　 颖１ 　 董　 静２ 　 郭晓雷２ 　 徐建伟３ 　 白雅敏３ 　
刘　 敏３ 　 张晓畅４ 　 马吉祥４ 　 孙昕霙１∗

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ꎻ ２.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ꎻ
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ꎻ
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与社区卫生处　 北京 １０２２０６

　 　 摘　 要　 目的: 了解山东省减盐项目中小学校减盐工作的完成情况ꎬ 寻找效果良好的减盐活动、 工作中

的困难及具有代表性的建议ꎮ 方法: 分别在山东省省教育厅以及 ４ 市 (高密市、 烟台市、 菏泽市及德州市)
教育局各选 １ 名减盐工作负责人ꎬ 在 ６ 市 (高密市、 烟台市、 德州市、 莱芜市、 聊城市及菏泽市) 各选 １ 所

中学或小学ꎬ １９ 名中小学生以及 １４ 位家长进行半结构式访谈ꎮ 借助 ＱＳＲ 公司的 ＮＶｉｖｏ １１.０ 软件进行资料分

析ꎮ 结果: 山东省中小学校主要减盐工作已落地ꎬ 减盐课程完成较好ꎬ 减盐活动完成情况受学校的师资能力

影响较大ꎬ 食堂减盐工作主要为在食堂张贴减盐海报ꎮ 减盐工作中存在人员不足、 资金设备支持不足以及长

效工作机制未健全等困难ꎮ 结论: 该省学校减盐工作开展较好ꎬ 今后工作中可以推广学生喜爱的活动ꎬ 并注

意加大资金设备支持力度和健全长效工作机制ꎮ
关键词: 减盐ꎻ 学校ꎻ 健康教育ꎻ 定性研究

Ｓａｌ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Ｘ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１ 　 Ｙｉｎｇ Ｓｈｅｎ１ 　 Ｘｉａｏｒｏｕ Ｚｈｕ１ 　 Ｙｉｎｇ Ｃａｉ１ 　 Ｊｉｎｇ Ｄｏｎｇ２ 　
Ｘｉａｏｌｅｉ Ｇｕｏ２ 　 Ｊｉａｎｗｅｉ Ｘｕ３ 　 Ｙａｍｉｎ Ｂａｉ３ 　 Ｍｉｎ Ｌｉｕ３ 　

Ｘｉａｏｃ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４ 　 Ｊｉｘｉａｎｇ Ｍａ４ 　 Ｘｉｎｙｉｎｇ Ｓｕｎ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Ｊｉ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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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ａｌ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ｅ ｓｔａｆｆ ｗａ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４ ｃｉｔｉｅｓ (Ｇａｏｍｉ ｃｉｔｙꎬ Ｈｅｚｅ ｃｉｔｙꎬ Ｄｅ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Ｌａｉｗｕ ｃｉｔｙꎬ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 １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ｒｏｍ ６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１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１４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６ ｃｉｔｉｅｓ (Ｇａｏｍｉ ｃｉｔｙꎬ Ｈｅｚｅ ｃｉｔｙꎬ Ｄｅ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Ｌａｉｗｕ ｃｉｔｙꎬ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 .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ｃｌｕｄｅｄ ５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１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ｍ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ＮＶｉｖｏ １１.０ ｏｆ ＱＳＲ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ａｌ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Ｓａｌ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ｓａｌ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ａｆｅｔｅｒｉａ ｗａｓ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ｓａｌ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ｍｐ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ｆｆｉｎｇ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ｓａｌｔ￣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ｅｌ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ｋ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ｉｎ ｎｅｘｔ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ａｌ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ꎻ ｓｃｈｏｏｌꎻ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ꎬ 也是心血管

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ꎬ 对社会造成严重负

担[１]ꎮ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２０１５ 年) 中显示ꎬ ２０１２ 年全国 １８ 岁及以

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２５.２％[２]ꎬ 比全球水

平 (２２％) [３]高了 ３ 个百分点ꎮ ＷＨＯ 一项报

告中显示慢性病的疾病负担约占总疾病负担

的 ５０％[４]ꎬ 在我国ꎬ 仅由心脏病、 中风和糖

尿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就高达 ５５００ 亿美元[５]ꎬ
有可靠数据预测未来十年内慢性病的疾病负

担将会持续增长[６]ꎮ
国内外大量的动物实验和流行病学研究

表明ꎬ 高盐饮食会导致血压升高ꎮ ２０１１ 年

ＷＨＯ 将 “降低盐量摄入和食品中的盐含量”
作为非传染性疾病的最佳干预措施之一[７]ꎮ
颜力等人研究证实中国人群食盐摄入过量是

导致高血压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ꎬ 并提出减

盐防控高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

要策略[８]ꎮ
国际实证经验表明ꎬ 推行综合性减盐措

施ꎬ 可以有效减少居民食盐摄入量并控制高

血压及其相关疾病发病水平ꎮ ２０１１ 年该省开

展了为期 ５ 年的减盐防控高血压实践ꎬ 这是

一项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工作ꎬ 从上至下涉及

到不同单位ꎮ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提出要 “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

教育的重要内容ꎬ 以中小学为重点ꎬ 建立学

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ꎬ 在山东省减盐防控

高血压项目中ꎬ 健康教育亦是一项重点工

作ꎮ 本文通过对该省减盐项目学校工作进行

质性研究ꎬ 分别政策制定方、 执行方及接受

方三个角度ꎬ 了解学校减盐工作的完成情

况ꎬ 寻找效果好的减盐活动、 工作中的困难

及具有代表性的建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次研究中ꎬ 选取该省各级教育部门减

盐工作负责人 ５ 位、 ６ 位中小学健康教育老

师进行个人深度访谈ꎬ 选取 １４ 位中小学生

家长及 １９ 位中小学生参与焦点小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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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家长不存在对应关系)ꎮ 由于中青年

多在工作ꎬ 因此本次纳入研究的家长年龄普

遍较大ꎮ 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研究对象 主要特征 访谈内容

领导

山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技术教育处

副处长

分管艺术和卫生相关工作 是否完成工作?
如何完成的工作?

高密市教育局 负责项目贷款ꎬ 督促项目落实 工作中是否遇到困难? 如何解决?

烟台市福山区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 体卫艺科ꎬ 承接卫生工作 对本部门工作是否满意?
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德州市武城县教育局 负责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的健康教育

工作

有什么建议?

菏泽市牡丹区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 分管教育、 体育、 卫生、 艺术

家长 (１４ 名) 年龄在 ３０－７０ 岁之间 家里的小学生在学校是否有减盐健康

课程?
是否参加减盐活动?
您对通过小学生学习减盐知识带动全

家减盐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建议?

学校

高密市某中学

烟台市某小学

聊城市某小学

菏泽市某小学

莱芜市某小学

德州市某小学

健康教育老师

班主任

心理健康老师

副校长

德育老师

体育健康老师

是否开设减盐课程? 形式、 频率如何?
课程的如何考核或评价?
组织过减盐活动吗?
组织过哪些减盐活动? 如何组织的?
学校采取了哪些措施影响家长?
学校减盐工作遇到了哪些困难? 有什

么建议吗?

学生 (１９ 名) ９ 名小学生ꎬ １０ 名初中生 是否开设减盐健康教育课程? 您喜欢

吗? 原因?
是否组织过减盐的活动? 原因?
课后同学们会谈论盐和健康相关的内

容吗? 有什么看法吗?
在家里有提醒家人要少吃盐吗? 您觉

得家人是否少吃盐呢?
学校有食堂吗? 如果有食堂ꎬ 有在学

校食堂见到过减盐宣传吗? 请简单介

绍一下ꎮ
对于学校开展减盐工作 (减盐健康教

育课程、 减盐活动以及食堂减盐工

作)ꎬ 您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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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访谈前的准备工作

现场调查开始半年前ꎬ 本课题组开始深

入了解项目背景ꎬ 针对不同人群设计了不同

访谈提纲ꎬ 并与项目组开展了多次会议对访

谈提纲进行反复讨论ꎬ 最终敲定ꎮ 参与本次

调查的调查员均具备丰富的访谈经验ꎬ 在进

入现场调查前ꎬ 课题组对调查员进行了培

训ꎬ 加深调查员对项目背景和访谈提纲的了

解及巩固其访谈技巧ꎮ
１.２.２　 访谈过程

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进行深入访谈ꎮ
根据提前拟定的访谈提纲ꎬ 由经过严格培训

的访谈员进行面对面访谈ꎬ 在征得访谈对象

同意后进行录音ꎮ 为了尽可能全面了解事

实ꎬ 访谈中会根据受访者身份和回答适当增

加问题深入探究ꎮ 此外ꎬ 在研究中记录研究

对象的非语言行为ꎮ 本次研究的教育部门领

导与教师均为一对一面对面深入访谈ꎬ 家长

与学生采用焦点小组访谈ꎬ 每组 ４－８ 人ꎮ 访

谈提纲主要内容见表 １ꎮ
１.２.３　 数据整理与分析

本研究借助于 ＱＳＲ 公司 ＮＶｉｖｏ １１.０ 软

件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９]ꎮ 在正式编码工作

前ꎬ 负责编码的同学对编码一致性进行了校

正ꎮ 当编码一致性较好 ( κ ＝ ０.５００１) 时ꎬ
开始正式编码工作ꎮ 编码后根据节点内容修

改节点名称ꎬ 合并不同节点下的相似内容ꎮ
整理后ꎬ 节点信息见表 ３ꎮ

表 ２　 各校基本情况

学校 简介 课程频率 课程形式 考核形式

高密市某中学 位于 市 区ꎬ 民 办 中
学ꎬ 设备齐全ꎬ 师资
雄厚

１ 次 /月 (减盐专题≥
３ 次 /学期)

讲座、 实验课、 视频、
传统教学、 主题班会

试卷、 手抄报比赛

烟台市某小学 位于市区ꎬ 师资优秀 减盐专题≥２ 节 /学期 讲座、 传统教学、 班会 问卷

高唐县某小学 位于农村ꎬ 公办小学 １ 节 /星期 班会、 传统教学 问卷

菏泽市某小学 位于市区ꎬ 公办小学 １ 节 /星期 传统教学 试卷

莱芜市某小学 位于市区ꎬ 师资雄厚 １ 节 / ２ 周 讨论式、 地方体验式 手抄报、 演讲比赛ꎬ 等级
评价

武城县某小学 位于县城 约 １ 节 / ２ 周 传统教学、 讲座 无 (只有体育项目考核)

表 ３　 节点层次与材料信息

树状节点或子节点 节点材料来源数 参考点数

家中学生对减盐的影响

　 (自己家或别人家) 学生是否参加减盐活动 １ １

　 (自己家或别人家) 学生在学校是否有减盐课程 １２ １４

　 对学生带动全家减盐的看法和建议 ４ ４

学校开设减盐健康教育课程情况

　 不同年级课程设置情况和接受程度 ４ ４

　 减盐健教课程形式和频率 １１ １９

　 课程考核和评价 ７ ７

　 学生是否喜欢课程及原因 １１ １４

　 学校健教老师设置情况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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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树状节点或子节点 节点材料来源数 参考点数

　 学校是否开设减盐健康教育课程 １８ ２２

　 是否回家跟家人说少吃盐 １２ １３

　 　 　 家人是否减盐 ６ ７

　 课后是否讨论减盐 ７ ７

　 对减盐课程的建议 ２ ２

学校组织减盐活动情况

　 学校是否组织过减盐活动 １６ ４３

　 家长对学校组织减盐活动的看法 ５ ６

　 学生喜欢哪些减盐活动及原因 １３ ２０

　 学生对减盐活动的建议 ２ ２

　 学校采取的影响家长减盐的措施 ５ ８

　 学校减盐活动的组织过程及开展情况 ５ ８

经验与建议

　 学校开展减盐活动的困难和建议 ６ １４

　 项目得到的支持及改进建议 １ １

　 主要收获和主要困难 ３ ４

　 其他想法分享 １ ４

领导工作情况

　 与其他减盐项目成员的联系情况 １ ２

　 执行项目中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情况 １ ２

　 工作或活动的困难、 解决办法及建议 ２ ２

　 工作完成情况及过程 ５ ５０

　 监管项目实施的方法和频率 ３ １８

　 其他措施及采取措施的原因 １ ２

２　 结　 果

２.１　 项目设计

图 １　 项目设计理念

访谈中了解到ꎬ 在学校中的减盐工作主

要包含 ３ 个部分: 开展减盐健康教育课程、
举办减盐主题活动、 学校食堂减盐ꎬ 如图 １ꎬ
学校减盐工作旨在通过这些举措增强学生的

低盐意识ꎬ 并通过学生与家长的联系简介增

强家长的低盐意识ꎮ
２.１.１　 开展减盐健康教育课程

教育部门反映健康教育已经纳入了中小

学常规课程ꎬ 与体育课相结合ꎬ 内容包含心

理健康、 饮食健康、 卫生知识、 食品安全等

等ꎻ 要求每周有 ２０ 分钟的健康课程ꎻ 在课

程形式方面ꎬ 除了传统教学之外ꎬ 还可以采

取观看视频、 主题班会的方式ꎮ
２.１.２　 学校减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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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孩子的减盐意识和知识ꎬ 设

计了手抄报、 顺口溜比赛、 知识竞赛和征

文活动ꎻ 为了达到 “小手拉大手” 的目的ꎬ
开展了 “我帮妈妈做厨艺”、 寒暑假实践作

业、 “成立家长委员会”、 “中小学厨艺大

赛”、 家长会等活动ꎮ 除此以外ꎬ 学校发放

减盐宣传材料和限盐勺ꎬ 让学生带回家并

普及给家长ꎮ
２.１.３　 学校食堂减盐

学校食堂中设计开发低盐营养食谱、 张

贴宣传海报、 摆放减盐桌签、 悬挂提示牌

等ꎬ 为了保证各项举措落地ꎬ 有关部门将在

后期开展每周两三次以上的检查ꎬ 检查中需

要对食堂做的每一个菜都留样ꎬ 或品尝或检

测ꎬ 严格把控食堂菜品的用盐量ꎮ

２.２　 项目实施

２.２.１　 减盐健康教育课程

本次采访的 ６ 所学校全部开设了健康教

育课程ꎬ 大部分 (８３.３％) 学校每年级配 １
名健康教育老师ꎬ 各校健康教育课程详细信

息见表 ２ꎮ
访谈中得知ꎬ 不同年级的学生对减盐课

程接受情况不同ꎬ 呈现出 “低年级接受的

慢ꎬ 高年级接受的快” 的规律ꎮ 因此ꎬ 学校

也根据学生接受程度不同而设置了不同内容

的课程ꎮ 研究发现ꎬ 大部分 (７１.４％) 同学

在减盐健康教育课程外会讨论减盐知识ꎬ 几

乎所有受访的学生均表示喜欢减盐健康教育

课程ꎬ 认为其 “不但能丰富健康知识ꎬ 还十

分的新鲜有趣”ꎮ 但是ꎬ 少数 (２０％) 学生

提到听不懂减盐健康教育课程ꎬ 提示减盐健

康教育课程的授课方式仍有改进余地ꎮ
本次研究中发现高密市某中学使用了

一种创新的教学形式———将减盐整合到化

学实验课ꎬ 由化学老师和健康教育老师共

同组织ꎬ 在课堂上分别用盐水和白水对黄

瓜进行腌制ꎬ 让学生观察合适的用盐量ꎬ
旨在 “通过口味的刺激来让学生感受到重

盐带来的影响”ꎮ

２.２.２　 减盐主题活动

根据采访结果ꎬ 本次采访的 ６ 所学校只

有 １ 所 (师资不足) 没有开展减盐活动ꎮ 在

提升学生减盐知识方面ꎬ 学校主要开展了硬

笔书法比赛、 手抄报、 征文以及减盐主题黑

板报ꎻ 在影响家长方面ꎬ 学校主要实施了

“我劝家人少吃盐”、 “小手拉大手”、 寒暑

假实践作业、 校讯通等活动ꎮ 除此以外ꎬ 学

校还利用正式场合强调减盐ꎬ 如升旗、 班

会ꎬ 并利用醒目的宣传版面进行宣传ꎬ 如文

化长廊和宣传栏ꎮ
许多学生都喜欢减盐活动ꎬ 他们提到ꎬ

“在生活中ꎬ 家长有时候放盐不太注意ꎬ 所

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挺好的”ꎬ 同学们认为

减盐主题活动既能增长知识ꎬ 又能丰富学习

生活ꎮ 访谈中发现ꎬ “减盐主题手抄报” 给

同学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ꎮ
２.２.３　 在学校集体食堂推行减盐措施

研究中部分 (２６.３％) 学生会在学校食

堂用餐ꎮ 据学生反映ꎬ 食堂开展的减盐工作

包含张贴减盐海报、 横幅ꎬ 并且大部分

(６６.７％) 学生感觉食堂菜肴口味较减盐前

相比有明显变淡ꎮ
２.２.４　 是否回家说少吃盐

大部分 (７５％) 同学回家后都会提醒家

长要少吃盐ꎬ 并且许多家长已经听从孩子的

意见开始少放盐ꎬ 这表现在他们开始使用限

盐勺以及菜肴咸度的明显变淡ꎮ
除了孩子的主动提醒让家长开始减盐

外ꎬ 家长在参与孩子的减盐课外作业或活动

时也能对减盐有较深刻的认识ꎮ 研究中家长

提到孩子回家后完成寒暑假实践作业中ꎬ 需

记录家庭用盐量ꎬ 这间接加强了家长的减盐

意识ꎮ
家长认为通过孩子来影响家庭减盐是不

错的方式ꎬ 这不仅能增强下一代的低盐意

识ꎬ 此外ꎬ 家长对孩子的言听计从正如学生

对老师ꎬ 因此家长认为 “通过学生来干预家

庭是一种很有效的干预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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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项目实施效果
注: 图中箭头方向表明工作的实施或反馈ꎻ 箭头的粗细表明工作的实施与反馈的

　 　 综合结果ꎬ 即越接近末端箭头越粗表明工作的完成度及接受度越高ꎮ

３　 讨　 论

３.１　 项目实施效果

根据图 ２ꎬ 可以发现在项目设计的大框

架已经实现ꎬ 并可得知项目设计的大部分内

容均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ꎬ 主要包含在学校

食堂中张贴减盐海报、 开设减盐健康教育课

程以及开展以手抄报为主的减盐主题活动ꎮ
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现实工作中各种

各样的困难导致部分工作未能得以落地ꎬ 例

如食堂减盐工作部分ꎬ 除此以外ꎬ 还有部分

减盐工作落地后效果未达到预期ꎬ 接下来将

对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进行总结分析ꎮ

３.２　 实际工作中的困难

３.２.１　 人员不足

学校卫生工作内容太多ꎬ 但部门内工作

人员稀少ꎬ 导致有些活动没办法开展ꎬ 例如

中小学校的 “示范性食堂建设”ꎮ 另外ꎬ 人

手不足也容易导致工作的细节难以监管到

位ꎬ 倘若能有足够人员ꎬ 分工明确ꎬ 减盐工

作必能开展的更为全面ꎮ
研究中发现ꎬ 各校受学校规模、 师资的

限制ꎬ 导致许多工作不能很好地开展ꎬ 这与

王兴军等人研究结果一致[１０]ꎮ 结合学校的

基本资料ꎬ 规模大、 建设好的学校健康教育

老师配备齐全ꎬ 减盐活动丰富多样ꎬ 规模小

的乡镇学校则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减盐工

作ꎮ 本次研究中的农村学校全校仅有 １ 名健

康教育老师ꎬ 这将直接影响到该校减盐健康

教育成效ꎮ
３.２.２　 资金支持不足

一些项目活动需要一定的资金、 设备支

持ꎬ 例如宣传画、 竞赛活动ꎬ 以及大型的

“中小学厨艺大赛”ꎮ 另外ꎬ 有领导谈到 “因
为现在我们教育局还没有经费ꎬ 本身我们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就是比较欠发达ꎬ 教

育的经费都很紧张ꎬ 很难拿出专门的经费在

控盐这一块”ꎬ 还有领导提到有物质奖励能

刺激各部门工作积极性ꎬ 这也是对他们辛勤

工作的补贴ꎮ 另外ꎬ 资金不足也直接导致了

活动力度不够ꎮ 研究发现家长的反馈较少ꎬ
一方面可能通过学校对家庭传达的减盐活动

信息确实较少ꎬ 另一方面ꎬ 根据徐建伟等

人[１１]的研究结果ꎬ 减盐知晓率和意愿率随

年龄的增长而递减ꎬ 可能是由于本次访谈的

家长年龄偏大 (多为祖辈)ꎬ 所以他们对于减

盐方面的信息不敏感ꎬ 从而导致反馈较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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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减盐工作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

健全

研究中有受访者提到ꎬ 目前减盐工作中

尚未形成长效工作机制ꎬ 各部门间的联合不

够紧密ꎬ 这导致减盐工作不够流畅ꎬ 项目缺

乏强有效的监督ꎬ 影响到部分举措落地ꎬ
“ (需要) 通过长期的 (工作) 机制ꎬ 来保

证减盐 (项目) 的工作成效”ꎮ

３.３　 建议

３.３.１　 学校食堂减盐工作

研究发现ꎬ 餐饮单位减盐工作的重点之

一是对餐饮单位工作人员开展减盐健康教

育[１２]ꎬ 这能有效促进其减盐[１３]ꎮ 因此ꎬ 相

关部门开展的培训以及在食堂张贴的减盐海

报都能达到减盐健康教育的目的ꎬ 但是ꎬ
“在桌上摆放减盐提示桌签” 操作性不强ꎬ
因为大多中小学食堂资源有限ꎮ 此外ꎬ 设计

低盐膳食食谱成本较高ꎬ 不适合在公立学校

中推广ꎬ 可以尝试在私立学校中开展ꎮ
３.３.２　 将减盐工作纳入学校评比

假如能把减盐工作纳入 “示范学校”
评比中ꎬ 在教育系统中也能对这一部分的

内容有所强调ꎬ 想必学校的减盐工作能开

展的更好ꎮ
３.３.３　 适合进一步推广的活动

本次定性研究中ꎬ 综合各方意见ꎬ 总结

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推广的教学形式及减盐活

动ꎮ 一是开展化学实验课ꎬ 将减盐与化学实

验课结合起来ꎬ 将基础课程与健康教育融

合ꎬ 增强了课程趣味性ꎬ 能在学习科学知识

的同时汲取健康知识ꎮ 此外ꎬ 该实验课程充

分符合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中

“从小抓起ꎬ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的指导思

想ꎬ 是学校健康教育创新的良好范例ꎻ 二是

手抄报ꎬ 利用孩子们的表现欲和竞争意识ꎬ
能有效提升他们的减盐意识和知识ꎬ 这与廖

文科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４]ꎻ 三是寒暑假实践

作业ꎬ 充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ꎬ 鼓励他们

走向社会ꎬ 既锻炼了他们的沟通能力ꎬ 又提

升了他们的减盐意识ꎬ 这与吕姿之的观点不

谋而合ꎬ 他提出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有助于培

养和提高学生的组织能力、 自助意识和自我

教育效果[１５]ꎮ

总的来看ꎬ 学校的主要减盐工作已落

地ꎬ 但由于存在人员不足、 资金不足、 长效

工作机制难以健全等问题ꎬ 导致部分工作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ꎮ 后期工作中ꎬ 可以在原来

的工作基础上推广减盐实验课、 寒暑假实践

作业等深受学生欢迎的活动ꎬ 要加大资金、
设备支持ꎬ 健全长效工作机制ꎮ

本研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本研究为质性

研究ꎬ 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受到研究者的

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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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敏感性高血压研究进展

黄　 蕾　 单毓娟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在许多流行病学、 临床和实验研究中ꎬ 膳食钠的摄取量与血压有关ꎬ 并且膳食盐摄取量的减少

被证明可以降低血压ꎮ 在年轻受试者中ꎬ 盐的摄取具有 “编排效应”ꎬ 因为即使在高盐摄取量减少之后ꎬ 血

压仍然升高ꎮ 老年受试者、 非裔美国人和肥胖患者对盐摄入减少的降压作用更敏感ꎮ 当减少盐的摄取量并结

合其他生活方式干预措施ꎬ 如坚持饮食方法以阻止高血压时ꎬ 血压就会得到更大的降低ꎮ 高盐摄入不仅会增

加血压ꎬ 而且会增加中风、 左心室肥厚和蛋白尿的风险ꎮ 除非过量ꎬ 否则食盐摄入量减少的不利影响似乎是

最小的ꎮ 然而ꎬ 将盐摄入减少与高血压患者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联系起来的数据并不一致ꎮ 减少食盐摄入可

以延缓或预防抗高血压治疗的发生ꎬ 可以促进接受药物治疗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降低ꎬ 并且可以作为一种简

单、 低成本节约的方法以降低心血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ꎮ
关键词: 高血压ꎻ 膳食盐

１　 盐敏感性高血压

高血压影响着年龄超过 ２５ 岁的世界人

口的大约 ４０％ꎬ 据估计ꎬ 每年在世界范围内

造成 １０４０ 万人死亡ꎮ 原发性高血压是遗传

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疾病ꎬ 盐作为重要的

环境因素之一ꎬ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ꎮ 早

在 ２６００ 年前的著名医学论著 «黄帝内经»
中就有 “咸者ꎬ 脉弦也” 的论断ꎮ 人们围绕

盐与血压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ꎬ 基本上

确定了盐是高血压重要的易患因素ꎮ 在人群

内个体间对盐负荷或限盐却呈现不同的血压

反应ꎬ 即存在盐敏感性问题ꎮ 血压的盐敏感

性是指相对高盐摄入所呈现的一种血压升高

的反应ꎬ 与之相关联的高血压称为盐敏感性

高血压ꎮ 盐敏感性是连接盐与高血压的遗传

基础ꎬ 是原发性高血压的一种中间遗传表

型ꎮ 我国北方人群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当中有

５８％以上为盐敏感者ꎬ 血压正常人群中近

１ / ３为盐敏感者ꎮ 盐敏感是高血压发病率明

显增高的重要原因ꎬ 目前已有多种方法对其

进行检测ꎬ 其涉及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ꎬ 如

钠代谢异常、 交感神经活性增强、 胰岛素抵

抗、 内皮功能不良、 氧化应激及炎症激活

等ꎮ 盐敏感性高血压有其独特的临床特点:
盐负荷后血压明显升高ꎬ 血压的昼夜差值缩

小ꎬ 血压的应激反应增强ꎬ 靶器官损害出现

早ꎮ 在盐敏感性高血压的防治中ꎬ 限盐是关

键ꎬ 其次包括补充钾离子、 钙离子摄入以及

替代低钠盐的应用ꎮ 钙拮抗剂和利尿剂是治

疗盐敏感性高血压的首选药物ꎮ

２　 盐敏感性高血压的临床特点

盐敏感性高血压除具有原发性高血压的

一般临床表现外ꎬ 还有以下临床特点[１]: ①
盐负荷后血压明显升高ꎬ 限盐或缩容后血压

降低: 盐敏感者对于急性盐负荷或慢性盐负

荷均呈现明显的升压反应ꎬ 而短期给予速尿

缩容或慢性限制盐的摄入量则可使血压降

低ꎬ 这已为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所证明ꎬ 并

作为盐敏感性测定的经典方法ꎮ ②血压变异

性大: 盐敏感者血压的昼夜差值缩小、 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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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变浅ꎮ 血压昼夜节律的这种异常改变可能

造成血管、 心脏和肾脏等靶器官的损害ꎬ 尤

其在盐负荷后进一步加重ꎮ ③血压的应激反

应增强: 盐敏感者于精神激发试验和冷加压

试验后血压的增幅值明显高于盐不敏感者ꎬ
且持续时间较长ꎮ ④靶器官损害出现早: 研

究发现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的尿微量白蛋白

排泄量增加ꎬ 左心室质量增大等ꎮ 有人甚至

把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增加作为原发性高血

压患者盐敏感性和肾脏血流动力学异常的一

项预测指标ꎮ ⑤胰岛素抵抗: 特别在盐负荷

情况下ꎬ 盐敏感者的血浆胰岛素水平均比盐

不敏感者明显升高ꎬ 胰岛素敏感性指数降低ꎮ

３　 盐敏感高血压相关的发病及
病理生理机制

　 　 高盐饮食导致盐敏感者血压升高ꎬ 主要

是通过钠离子转运机制、 交感神经激活、 肾

脏排钠损伤及炎症反应、 肾素—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 内皮功能损伤、 内分泌机制

等机制产生ꎮ 氧化应激增强、 中枢神经系统

机制、 先天性肾单位的减少等也参与了发病

过程ꎮ

３.１　 钠离子转运机制

高血压人群和血压正常的盐敏感个体心

血管事件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较血压正常的

盐抵抗人群高[２－３]ꎮ 过度钠摄入可以引起血

管平滑肌细胞肥大ꎬ 增加还原型烟酰胺腺嘌

呤二核苷酸磷酸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的活性

和氧化应激ꎬ 减少一氧化氮的作用和产

生[４－５]ꎮ 高盐摄入也可以激活血管、 肾脏、
脑的血管紧张素Ⅱ信号[６]ꎮ 研究表明ꎬ 儿童

和青少年适度减少盐的摄入ꎬ 可以显著降低

血压并有长期的益处[７－８]ꎮ 同时ꎬ 高钠引起

的体内钠水潴留ꎬ 使细胞外容量增加ꎬ 这会

激活代偿机制ꎬ 增加内源性洋地黄和哇巴因

类似物的产生ꎬ 抑制 Ｎａ＋－Ｋ＋－ＡＴＰ 酶而减少

肾脏钠的转运[９－１０]ꎮ 血管平滑肌细胞 Ｎａ＋ －
Ｋ＋－ＡＴＰ 酶活性的抑制可以引起血压的升高ꎬ
激活压力利尿机制[１１]ꎮ 正常压力利尿机制

的破坏将引起细胞外液的持续增加ꎬ 从而激

活中枢神经系统ꎬ 增加交感神经的活性、 血

管平滑肌收缩和钠的转运ꎮ

３.２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ＲＡＡＳ) 机制

　 　 钠促进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ꎬ 盐

敏感性高血压常常伴有 ＲＡＡＳ 功能异常ꎮ 有

研究表明[ １２] 血管紧张素原和相对醛固酮过

多在盐敏感致高血压的作用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ꎬ 有较高的醛固酮 /肾素比的非洲血统中

尿 Ｎａ＋ / Ｋ＋比率与血压水平呈正相关ꎮ 亚洲

和非洲血统的盐敏感高血压可能归咎于高的

醛固酮 /肾素比ꎬ 即相对过量的醛固酮ꎮ 在

相对醛固酮过剩中ꎬ 尽管通过钠容量超负荷

肾素活性被削弱了ꎬ 醛固酮并没有完全下

降ꎬ 这种机制应该是盐敏感高血压导致不恰

当水钠潴留的主要原因[１３]ꎮ 醛固酮－盐皮质

激素受体轴在盐敏感性高血压以及相关的器

官损害发生发展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ꎮ 据报

道ꎬ 在肥胖人群中血浆醛固酮浓度 或尿醛固

酮水平是升高的ꎬ 高醛固酮可以激活盐皮质

激素受体ꎬ 使钠潴留ꎬ 导致血压升高和器官

损害[１４]ꎮ 另外ꎬ 过量盐摄入使 Ｒａｃ １ 激活ꎬ
从而激活肾脏盐皮质激素受体ꎬ 促进钠重吸

收ꎬ 导致血压升高[１５]ꎮ

３.３　 交感神经活性增强

盐敏感性高血压常常伴有交感神经系统

活性增加ꎬ 机体对应激反应的程度代表了交

感神经活性ꎬ 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盐负荷时

血浆儿茶酚胺浓度明显增加ꎬ 对应激的升压

反应增[１６]ꎮ 盐负荷使脑组织活性氧产生增

多ꎬ 激活中枢交感神经ꎬ 刺激肾脏 β２ 肾上

腺素能受体ꎬ 使编码丝氨酸 /苏氨酸激酶

ＷＮＫ４ 的基因转录减少ꎬ 钠重吸收的调节因

子 (钠－氯协同转运蛋白) 增多ꎬ 导致盐敏

感高血压[１７]ꎮ 盐的摄入长期过多造成交感

中枢的抑制紊乱和相继外周交感神经张力增

加ꎬ 既而通过影响肾脏的血流动力学、 肾小

管对钠和水的处理ꎬ 产生血压的盐敏感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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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肾脏排钠损伤及炎症反应

除了前述肾脏在盐敏感性高血压发生当

中的主要作用以外ꎬ 肾脏还参与多种血压调

节机制ꎬ 盐负荷时尿排钠反应延迟ꎬ 盐敏感

性高血压患者肾脏对钠负荷血流动力学的适

应性异常ꎬ 出现尿微蛋白排泄量增加ꎮ 肾脏

的炎症反应和它固定的伴侣———氧化应激、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激活ꎬ 导致微血管

疾病的入球小动脉和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

网的减少ꎬ 细胞水肿、 弥散能力减弱ꎬ 最

终使肾小管间质纤维化[１８] ꎮ 炎症反应还促

使局部的血管紧张素Ⅱ产生、 多巴胺受体

的功能减退ꎬ 有利于肾小球的血管收缩和球

管反馈上调ꎬ 使近端小管对钠的重吸收增加

和排泄减少[１９]ꎮ

３.５　 内皮功能受损

大量研究均提示内皮功能损伤在盐敏感

高血压发生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ꎬ 其一氧

化氮生物活性减弱ꎬ 血浆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升高、 尿中内皮素—１ 排泄明显减少ꎮ 随着

钠的增加ꎬ 内皮细胞一氧化氮的释放减少及

内皮细胞僵硬度增加[２０]ꎮ 盐敏感性高血压

患者有一氧化氮介导的血管舒张受损ꎬ 且先

于高血压ꎬ 并随着年龄的增加和血压的升高

这种损伤进一步加重ꎮ

３.６　 内分泌机制

高盐饮食通过氧化应激产生过量的活性

氧ꎬ 进而活化盐皮质激素受体ꎬ 从而引发高

血压和胰岛素抵抗ꎻ 盐负荷还可以通过炎症

反应抑制胰岛素信号通路[２１]ꎬ 引起胰岛素

抵抗ꎮ 在临床上我们发现由于雌激素缺乏ꎬ
盐敏感性增强ꎬ 使那些遗传上较为敏感的绝

经期女性更容易发生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
肾脏疾病ꎮ 此外ꎬ 高盐饮食下雄性大鼠肾脏

的血管紧张素原和血管紧张素—加压素受体

ＮＡＬＰ６ 的表达增加[２２]ꎬ 从而导致血压升高ꎻ
雄激素还作用于肾内肾素—血管紧张素系

统ꎬ 使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上调ꎬ 加重高

盐引起的血压升高ꎬ 并导致肾脏损害的进一

步加重[２３]ꎮ

４　 盐敏感性高血压的预防

对于盐敏感者来说ꎬ 预防高血压的意义

甚于治疗ꎮ 改变生活、 饮食习惯ꎬ 采用限

盐、 补钾、 补钙ꎬ 食用低钠替代盐等措施ꎬ
都可以起到有效的预防高血压的作用ꎮ

４.１　 限盐

限盐是预防盐敏感性高血压的关键ꎮ
２０１１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指出ꎬ 我国大部

分地区人均每天盐摄入量在 １２ ~ １５ｇ 以上ꎬ
建议盐摄入量< ６ｇ / ｄ[２４]ꎮ ２０１３ ＥＳＨ / ＥＳＣ 高

血压指南也建议每天盐摄入量为 ５ ~ ６ ｇ[２５]ꎮ
这与 ＷＨＯ 及美国 ＪＮＣ７ 的推荐是一致的ꎮ 针

对限盐ꎬ 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ꎮ 台

湾学者 ２００ 年发表了一项关于限盐的人群随

机对照试验ꎮ 受试者平均年 ７５ 岁ꎬ ４０％患高

血压ꎻ 平均随访 ３０ 个月ꎻ 低钠盐组 ( ７６８
例) 每日 ９.５ｇ ＮａＣｌꎻ 对照组 (１２１３ 例) 每

日 １３ ｇ ＮａＣｌꎬ 结果显示低钠盐组心血管死亡

较对照组降低 ４０％ꎮ 该研究毫无争议的巩固

了长期食用低钠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２６]ꎮ Ｏ̓
Ｄｏｎｎｅｌｌ 等[２７] 在 ２０１４ 年发表了纳入 １０１９４５
名受试者平均随访 ３.７ 年的研究结果ꎬ 认为

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与 ２４ ｈ 尿钠呈 Ｊ 型ꎬ
认为 ２４ ｈ 尿钠 ３~６ ｇ (７.５ ~ １５ ｇ ＮａＣｌ) 时ꎬ
事件率最低ꎮ 当然ꎬ 也有提示摄盐量与心血

管病病死率呈负相关的研究ꎬ 例如 Ｔａｙｌｏｒ 等
２０１１ 年发表的荟萃分析及 Ｊａｎ Ｓｔａｅｓｓｅｎ 等

２０１１ 年发表的队列随访研究 ( ＪＡＭＡ)ꎬ 但

是这两项研究在设计和方法上存在诸多缺

陷ꎬ 其结果不具说服力ꎮ

４.２　 补钾补钙

我国人群的饮食特点是高钠、 低钾ꎮ 在

日常生活中ꎬ 应提倡多食用含天然钾丰富的

水果、 蔬菜和其他食物来增加钾的摄入

量[２８]ꎮ 美国全国高血压教育项目协调委员

会推荐的饮食钾 /钠摄入比为 ２ ∶ １ꎮ 另外ꎬ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ꎬ 人群日均钙摄入量与其

收缩压、 舒张压呈显著负相关ꎬ 补充钙的摄

入有增加尿钠排泄的作用ꎮ 中国营养学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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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钙摄入量标准为 １２８０ ｍｇꎬ 但目前我国

居民日均摄入量为 ４００ ~ ５００ ｍｇꎮ 同时ꎬ 也

应注意不能过度补ꎬ 加入钙剂量过多可使尿

路结石患病率增加ꎮ

４.３　 复合离子盐的应用与推广

为了更好的达到限盐、 补钾、 补钙的

目的ꎬ 笔者所在中心研制了一种新型的低

钠代用盐 (复合离子盐ꎬ ＣＩＳａｌｔ)ꎬ 其组分

主要为 ６５％氯化钠ꎬ ３０％氯化钾ꎬ ５％钙盐

及 １２ ｍｇ / ｋｇ 叶酸ꎬ 达到在不影响食盐口感

和习惯食盐量的前提下降低钠离子摄入的

目的ꎮ 在进行前期大量的动物实验研究后ꎬ
我们在高盐摄入地区 (天津农村地区) 纳

入 ２６４ 名平均年龄 ６５ 岁以上的老龄受试

者ꎬ 进行了一项为期 ６ 个月的单盲随机对

照试验[２９] ꎮ 导入期结束后ꎬ 共有 ２４８ 名符

合入选标准的受试者随机化ꎮ 观察终点时ꎬ
ＣＩＳａｌｔ 组的收缩压较普通盐组降低 ９.６ ｍｍＨｇ
(９５％ ＣＩ－１３.１ ~ －６.１ꎬ Ｐ<０.０１)ꎬ 舒张压降

低 ５.３ｍｍＨｇ (９５％ ＣＩ －７.９~ －２.６ꎬ Ｐ<０.０１)ꎬ
２４ ｈ 尿钠量减少 ６７.４ ｍｍｏｌ (９５％ ＣＩ －８４.８~
－５０.０ꎬ Ｐ<０.０１)ꎮ 该项目为天津市重大科技

攻关项目ꎬ 已通过专家组评审并投放生产ꎮ

５　 总结与展望

盐敏感是高血压发病率明显增高的重要

原因ꎬ 目前已有多种方法对其进行检测ꎬ 将

来会有更方便快捷的盐敏感筛查方法来提高

盐敏感者检出率ꎬ 对其进行早期干预和预

防ꎮ 尽管盐敏感高血压相关的发病及病理生

理机制、 基因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ꎬ 一些生

物学途径仍需进一步研究ꎬ 确切的候选基因

发现仍需要进一步的证据ꎮ 此外ꎬ 全基因组

关联分析研究及测序工作的结果还没有被报

道过ꎬ 它将会发现新的盐敏感机制ꎬ 对描述

盐敏感的遗传结构是至关重要的ꎮ 我们期待

针对盐敏感生物途径的新的药物开发及基因

水平的根本治疗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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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与健康

庞　 博∗

(哈尔滨工业大学)

　 　 摘　 要　 食盐是人们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ꎮ 他参与调节人体内水分的均衡分布ꎬ 增强神经肌肉兴奋性ꎬ
为使机体内酸碱平衡和血压正常功能ꎬ 保证体液的正常循环ꎬ 参与胃酸的形成ꎬ 促使消化液的分泌ꎬ 能增进

食欲ꎮ 但是过量摄入食盐会引起许多健康问题ꎬ 为了预防高血压等危害严重的慢性病ꎬ 倡导清淡少盐膳食已

经成为当务之急ꎮ
关键词: 盐ꎻ 高血压ꎻ 心血管ꎻ 减盐ꎻ 健康

１　 前　 言

食盐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缺少的物

质ꎬ 其主要成分为氯化钠ꎮ 钠为细胞外体液

中主要的阳离子ꎬ 主要功能是维持肌肉及神

经的易受刺激性ꎬ 包括心脏肌肉的活动、 消

化道之蠕动、 神经细胞之信息传递、 调整与

控制血压有关的荷尔蒙分泌ꎮ 氯离子是人体

消化液的主要成分ꎬ 并与钠、 钾离子相互结

合ꎬ 调节维持体内水分含量及血液酸碱值平

衡[１]ꎮ 在人体新陈代谢中ꎬ 如果缺盐将引起

肌肉痉挛、 头痛、 恶心、 下痢、 全身懒散等

症状ꎬ 情况严重的还会心脏衰竭而死亡[２]ꎮ
钾亦为人体所必要的元素之一ꎬ 与钠离子共

同作用维持肌肉、 神经的活动性ꎬ 为细胞内

体液中主要的阳离子ꎬ 与钠离子共同作用维

持细胞内外体液渗透压之平衡ꎮ 如果人体血

液中含钾量偏低ꎬ 将产生肌肉衰弱、 呕吐、
食欲不振、 全身怠、 反射不灵敏及心率不

整、 心跳弱而快等心脏疾病ꎻ 而含钾量过

高ꎬ 将出现心跳过慢、 低血压、 四肢刺痛、
麻痹及呼吸困难等症状ꎮ 高血压作为一种临

床常见病和多发病ꎬ 是多种心、 血管疾病的

主要病因和危险因素ꎮ 而我国却是高血压大

国ꎬ 保守估计我国高血压患者约为 ２ 亿人

次ꎬ 相比于 １９９１ 年增加了近 １ 倍ꎬ 并且高

血压发病呈明显上升趋势ꎬ 患者逐步偏向年

轻化[３]ꎮ 因此ꎬ 有关高血压防治方面的研究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ꎮ 近年来ꎬ 通过多

方努力已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ꎮ 其中ꎬ 流行

病学研究表明ꎬ 饮食、 营养、 环境、 毒物、
吸烟等因素均对高血压发病具有一定影响ꎬ
尤其是高盐饮食影响极为显著ꎮ

食用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ꎬ 其中其主

要作用的是纳离子ꎮ 他参与调节人体内水分

的均衡分布ꎬ 增强神经肌肉兴奋性ꎬ 为使机

体内酸碱平衡和血压正常功能ꎬ 保证体液的

正常循环ꎬ 参与胃酸的形成ꎬ 促使消化液的

分泌ꎬ 能增进食欲[４]ꎮ 人体不能没有盐ꎬ 一

般成人每天摄入 ３ 克食盐就可以维持生理基

本需求ꎮ 但是过量摄入食盐会引起许多健康

问题ꎬ 如引发高血压、 胃癌、 骨质疏松等疾

病ꎮ 研究证实ꎬ 高盐饮食有升高学言的作

用ꎮ 饮食过咸时ꎬ 大量的纳离子进入血液循

∗ 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９２ 号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校区明德楼 Ａ９０６ꎻ 联系电话: １８８４５０２７３３６ꎻ
Ｅｍａｉｌ: ９２８２４３０６６＠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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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ꎬ 大量水分就会储留在血管中ꎬ 从而使血

容量增加ꎬ 加重心脏负担ꎬ 血管壁收到的压

力也随之增大ꎬ 最终导致血压的升高ꎮ 据调

查ꎬ 日本某地区居民平均每天吃盐 ２５ 克ꎬ
患高血压的人占全体居民的 ３０％ ~ ４０％[５]ꎻ
在世界的另一些地区ꎬ 每天吃盐只有 ５ ~ １５
克ꎬ 患高血压的只有 ８％~１０％ꎻ 生活在北极

圈的因纽特人ꎬ 每天吃盐量低于 ５ 克ꎬ 几乎

没有患高血压的ꎮ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每人每

天食盐的平均摄入量为 １２ 克ꎬ 是世界卫生

组织建议值的 ２.４ 倍ꎮ 为了预防高血压等危

害严重的慢性病ꎬ 倡导清淡少盐膳食已经成

为当务之急[６]ꎮ 食盐摄入量每人每天不要超

过 ６ 克 (包括酱油、 腌制食品中的食盐量)ꎮ

２　 盐与血压

目前科学上的一个突破点是ꎬ Ｄｅｎｔｏｎ 证

明在黑猩猩的食物中添加盐和动脉压之间呈

严格的剂量—反应关系[７]ꎮ 这种实验的优点

在于ꎬ 开始长达 １ 年的对照期ꎬ 在这期间观

察黑猩猩的天然低钠高钾、 水果和蔬菜饮

食ꎮ 这个对照期后为长达 ２０ 个月的实验期ꎬ
高达 １５ｇ 的盐被添入到日常天然饮食中ꎮ 黑

猩猩最终回复至它们的习惯: 低盐饮食ꎮ 同

时观察了平行组的黑猩猩ꎬ 保持低盐高钾的

天然饮食[８]ꎮ Ｄｅｎｔｏｎ 的实验设计充分保证:
仅一种 (盐 ) 变量发生ꎬ 而其它变量 (钾、
钙、 社会条件 ) 保持准确的恒量ꎮ 盐的作

用是明显的ꎬ 因为在饮食中增加 ５ｇ 盐ꎬ 收

缩压上升 １. ６ｋＰａ (１２ｍｍ Ｈｇ)ꎬ 在最高盐摄

入时收缩压可达到 ３.５ ｋＰａ (２６ｍｍ Ｈｇ) [９]ꎮ
此外ꎬ 盐摄入量回复至天然低盐状态时ꎬ 动

脉压逐渐重新达到开始的平均值ꎮ 本实验明

确显示ꎬ 盐在动脉高血压中起关键的重要作

用[１０]ꎮ 它与观察柑橘水果与预防坏血病的

相关性的实验类似ꎮ 尽管这个圆满和一流的

实验在人类是不现实的ꎬ 但值得注意的是盐

摄入和动脉高血压之间的剂量— 反应关系在

人类短期的干预性研究中是得到证实的[１１]ꎮ
该研究精确的控制盐摄入和采取流动监测处

理血压变化的问题ꎮ

３　 盐与心血管疾病

靶器官受损与盐之间的联系也许比动脉

压与盐之间的联系更显著ꎮ 临床研究一致显

示: 钠与左心室质量密切相关ꎬ 尿钠排泄和

血管紧张素Ⅱꎬ 其与生理反馈机理有联系ꎬ
都被描述为原发性高血压左心室肥大的非血

压依赖性决定因素[１２]ꎮ 因此ꎬ 与钠排泄有关

的高血管紧张素Ⅱ浓度患者左心室质量大于

血管紧张素Ⅱ 水平 “相对低” 的患者ꎬ 这

样在盐负荷的应答中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

的损害性抑制ꎬ 似乎对高血压患者心肌肥厚

起刺激作用[１３]ꎮ 因此ꎬ 盐的非动脉压依赖

性作用未局限于心脏ꎮ 据报道盐敏感、 血压

正常的个体置于高钠饮食时ꎬ 出现相关的高

滤过和小管钠代谢改变ꎮ 在原发性高血压中

盐的高滤过作用甚至更普遍和显著ꎬ 而且主

要为非盐增压反应依赖性[１４]ꎮ 另一方面ꎬ 已

收集到一组原发性高血压盐敏感性患者的心

血管和肾危险因子的合理证据ꎮ 盐对心血管

—肾危险性的所有这些 (非动脉压依赖性 )
负面影响ꎬ 进一步强调应当将盐敏感性置于

更广泛的整体风险谱中ꎮ 在高血压男性中ꎬ
盐对心脏和肾脏所有损害的潜能可能主要

地不是依赖于盐的增压作用ꎬ 如果我们将

我们自己局限于一维的难以捉摸的对盐的

敏感性定义ꎬ 多半就容易对这种关系失去

正确评价[１５] ꎮ

４　 减盐措施

调整烹调方法减少食盐摄入量应当注意

烹饪时少放盐ꎬ 控制烹调时和餐桌上的用盐

量ꎮ 三口之家每月用盐不宜超过 ２５０ 克ꎬ 也

就是全家每天总共用盐一小汤勺 (约 ８ 克)ꎮ
还要当心那些 “藏起来” 的盐ꎬ 尽量少吃或

不吃ꎬ 如果吃了一些ꎬ 就相应减少烹调用

盐ꎬ 这样才能避免摄盐过多ꎮ 补钾可多吃含

钾多的食物ꎬ 尤其是新鲜蔬菜和水果[１６]ꎮ
习惯咸味的人ꎬ 为满足口感的需要ꎬ 可在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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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菜肴时放少许醋ꎬ 提高菜肴的鲜香味ꎬ 帮

助自己适应少盐食物ꎮ 烹制菜肴时ꎬ 如果加

糖会掩盖咸味ꎬ 所以不能仅凭品尝来判断食

盐是否过量ꎬ 应该使用量具更准确ꎮ 此外ꎬ
还要注意减少酱菜、 腌制食品以及其他咸食

品的摄入量ꎮ 另一方面ꎬ 可选择替代盐来降

低钠的摄入量ꎬ 所谓替代盐就是用氯化钾和

镁盐来部分替换食盐中的氯化钠[１７]ꎮ 替代

盐同样具有 “咸” 味ꎬ 但其钠的含量仅为食

盐的一半ꎮ 此外ꎬ 专家建议还可以选择食用

含钠低钾高的 “低钠盐”ꎬ 能达到限盐补钾

的双重作用ꎮ 减少盐摄入量的小窍门ꎮ 搞清

楚自己饮食中盐的来源ꎬ 以便加以取舍烹饪

时后放盐、 少放盐、 不放盐ꎻ 特别是要避免

将餐桌上的盐加入食物中尽量不去餐馆吃

饭ꎬ 如果是在餐馆吃饭ꎬ 可以请求在菜肴

中少放盐用其他调味品弥补限盐后的口感

需求ꎬ 如醋、 植物调味品等洗净盐浸食品

中的盐[１８] ꎮ

参考文献
[１] 张幸ꎬ 朱小柔ꎬ 沈莹ꎬ 蔡颖ꎬ 胡

康ꎬ 董静ꎬ 郭晓雷ꎬ 马吉祥ꎬ 孙昕霙.运用健

康信念模式定性分析高血压患者的盐影响因

素 [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 ( ０６):
５２９－５３２.

[２] 鞠文浩ꎬ 刘金波ꎬ 赵红薇ꎬ 周迎

燕ꎬ 王宏宇.高盐饮食对健康人和高血压患者

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Ｃ 水平的影响及其与

血压的相关性研究 [ Ｊ]. 中国循环杂志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３ (０４): ３４６－３５０.

[３] 何建昆ꎬ 李建军.中盐榆林公司: 朝

着减盐健康目标迈进 [ Ｊ].中国盐业ꎬ ２０１７
(２３): ５８－６１.

[４] 邓家军ꎬ 张莉ꎬ 廖健ꎬ 操志林.茶叶

中高氯酸盐健康风险研究 [ Ｊ].乡村科技ꎬ
２０１６ (３６): ４２.

[５] 王芳ꎬ 李荣ꎬ 尤国成.浅谈盐化工企

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的整合 [ Ｊ].中国井矿盐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８ (０２):

４２－４３.
[６] 李茂英ꎬ 贾宝云.社区高血压患者控

盐限油健康教育效果与评价 [ Ｊ].中外医学

研究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４ (３６): １５６－１５７.
[７] 张勇安ꎬ 黄运.食盐与健康的政治

学: 英国低盐饮食政策形成史论 [ Ｊ].史学

月刊ꎬ ２０１６ (０６): ７９－９０.
[８] 柯贤会.营造安全用盐环境 促进群

众身体健康 [ Ｊ]. 中国盐业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６１－６４.

[９] 任宏丽.健康从盐把握 [ Ｊ].中医健

康养生ꎬ ２０１６ (Ｚ１): ６４.
[１０] 冯舟ꎬ 李敏ꎬ 龙文敏ꎬ 庞小燕.健

康成年人肠道硫酸盐还原菌和丁酸盐产生菌

的性别差异 [ Ｊ].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４ (０９): １８４２－１８４７.

[１１] 美丽事业ꎬ 健康生活ꎬ 从浙盐蓝

海星起航! [Ｊ].中国盐业ꎬ ２０１５ (１０): ６６.
[１２] 郭海军. 盐与健康相关知识、 态

度、 行为网络调查 [ Ａ]. 中国营养学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第十二届

全国营养科学大会论文汇编 [Ｃ].中国营养

学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中

国营养学会ꎬ ２０１５: １.
[１３] 唐红娜ꎬ 黄秀玲.术前口服糖盐溶

液对腹腔镜结直肠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健康的

影响研究 [ Ｊ]. 护士进修杂志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０
(０５): ４７７－４７９.

[１４] 坚持食用碘盐 享受健康生活 购

买、 存放碘盐注意事项 [ Ｊ]. 中国盐业ꎬ
２０１４ (０７): ４１.

[１５] 陈娟ꎬ 廖逸星ꎬ 李卓婷ꎬ 田野ꎬ
杨帅帅ꎬ 吐达洪ꎬ 何朝ꎬ 孙昕霙.应用健康信

念模式分析北京城乡居民限盐行为的影响因

素 [Ｊ].北京大学学报 (医学版)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６
(０２): ２４２－２４６.

[１６] Ｋｏｍ Ｋａｍｏｎｐａｔａｎａ. “减盐有益健

康ꎬ 但我的盐摄入没问题” 关于阻碍减盐工

作进展因素的一项国际化研究 ( 英文)
[Ａ]. 中国营养学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
ｔｙ) .中国营养学会第十一次全国营养科学大



１１９　　

会暨国际 ＤＲＩｓ 研讨会———饮食与健康国际

化趋势: 减盐与美味共存研讨会论文集

[ Ｃ ]. 中 国 营 养 学 会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中国营养学会ꎬ ２０１３: ７.

[１７] 饮食与健康国际化趋势: 减盐与

美味 共 存 研 讨 会 [ Ａ ]. 中 国 营 养 学 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中国营养学会第

十一次全国营养科学大会暨国际 ＤＲＩｓ 研讨

会———饮食与健康国际化趋势: 减盐与美味

共存研讨会论文集 [ Ｃ]. 中国营养学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中国营养学会ꎬ
２０１３: ２.

[１８] 张津策.科学用盐 促进健康 [ Ｊ].
中国盐业ꎬ ２０１２ (１２): ６－７.



１２０　　

限钠盐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

雷　 鹏１ 　 李宝龙２ 　 单毓娟１∗

(１.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ꎻ ２.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摘　 要　 心血管疾病是有环境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所引起的ꎬ 而盐摄入量过多时影响高血压发病的重

要环境因素之一ꎮ 研究发现钠盐摄入量与高血压密切相关ꎬ 然而钠盐摄入量却与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呈

“ Ｊ” 型曲线关系ꎬ 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ꎮ 本文深入阐述钠盐摄入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ꎬ 合理制定钠

盐摄入量ꎮ

１　 前　 言

一项全球大型研究发现ꎬ 低盐饮食可能

并不利于身体健康ꎮ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长马冠生介绍ꎬ 盐的主要成分中ꎬ 钠是人体

必需的营养元素—钠主要功能是维持肌肉及

神经的易受刺激性ꎬ 包括心脏肌肉的活动、
消化道的蠕动、 神经细胞的信息传递以及调

节与控制血压ꎮ 然而日常生活中含钠的食品

很多、 包括肉、 蛋、 牛奶及各种蔬菜水果但

人们摄入钠的主要来源是食盐ꎮ 当前ꎬ 中国

居民食盐摄入量明显偏高ꎬ 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每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 ５ 克ꎬ 而中国南

方居民每日盐摄入量为 １０－１２ 克、 北方居民

每日摄入量为 １５－２２ 克ꎬ 远远超过了世界卫

生组织的推荐水平[１]ꎮ 据了解ꎬ “嗜盐” 已

经成为过量饮酒、 吸烟之后的第三大影响健

康的因素ꎮ
实际上ꎬ 与平均的盐摄入量相比ꎬ 低盐

可能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ꎮ 只

有患有高血压和高盐摄入量的人ꎬ 才应该减

少饮食中的钠盐ꎮ 加拿大麦克斯特大学人口

健康研究所对 ４９ 个国家的 １３００００ 多人进行

了跟踪分析ꎬ 并着重研究了钠 (盐) 摄入与

死亡之间的关系[２]ꎮ 研究发现ꎬ 不管人们是

否高血压ꎬ 与平均钠摄入量相比ꎬ 低钠摄入

量与更多的心脏病发作ꎬ 中风和死亡相关ꎮ
虽然钠摄入的下限可能是不安全的ꎬ 但与高

钠摄入相关的伤害ꎬ 似乎只局限于那些患有

高血压的人ꎮ 研究建议ꎬ 在最易受高血压和

高盐摄入影响的人群中ꎬ 有针对性的减少盐

摄入ꎬ 可以有效减少心血管疾病ꎮ
Ｓｔｒａｚｚｕｌｌｏ 及同事对 １９６６~２００８ 年发表的

有关于盐的日常摄入水平及卒中或心血管疾

病结果的前瞻性研究进行了系统性评价和荟

萃分析ꎮ 该荟萃分析最终纳入 １３ 项研究ꎬ
包括 １９ 项独立的队列样品ꎬ １７７０２５ 受试者

(随访 ３.５ ~ １９ 年) 和 １１０００ 余例血管事件ꎮ
结果表明ꎬ 高盐摄入的卒中危险性的心血管

疾病危险性更高[３]ꎮ 钠盐摄入量差异性越

大ꎬ 随访时间越长ꎬ 危险相关性也越强ꎮ

２　 限盐摄入对心血管疾病的临
床影响

　 　 美国饮食含盐量很高ꎬ 其来源主要是加

工食品ꎮ 减少饮食中盐的摄入是提高公共健

康的潜在重要目标ꎮ Ｂｉｂｂｉｎｓ－Ｄｏ－ｍｉｎｇｏ 等应

用冠心病 (ＣＨＤ) 的策略模型ꎬ 量化了在人

群中实现每日减盐 ３ 克 (１２００ ｍｇ 钠) 的潜

在获益ꎮ 他们评估了年龄、 行不、 种族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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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心血疾病的发病率和费用ꎬ 比较了减盐

和其他干预措施对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

影响ꎬ 测定减盐的成本效益并与药物治疗高

血压进行相对对比ꎮ 结果表明ꎬ 每日饮食中

减盐 ３ 克ꎬ 每年可显著减少冠心病 ６０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０ 例ꎬ 减少卒中 ３２０００ ~ ６６０００ 例ꎬ 减

少心肌梗死 ５４０００~９９０００ 例及减少任何原因

死亡 ４４０００ ~ ９２０００ 例[４]ꎮ 各类人群都将从

减盐中受益ꎬ 其中黑人获益比例更大ꎬ 妇

女在减少卒中方面受益明显ꎮ 老年人可减

少冠心病事件ꎬ 年轻人则可降低死亡率ꎮ
减少盐摄入所得的心血管获益ꎬ 与人群中

减少吸烟、 肥胖和胆固醇水平的获益相似ꎮ
一项旨在实现每日减盐 ３ 克的规范性干预ꎬ
可挽救 １９４０００ ~ ３９２０００ 质量调整寿命年及

节约 １００ ~ ２４０ 亿美元的医疗保健费用ꎮ
在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老病科

中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收治的 ６４０
例老年高血压患者ꎬ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 (３２０ 例) 与观察组 (３２０ 例)ꎮ 对

照组采取传统低盐饮食宣教方法ꎬ 观察组采

取循证护理模式下的低盐饮食宣教方法ꎬ 对

２ 组患者分 ７ 个时点 (出院当日、 出院后 ２
周、 出院后 １ 月、 出院后 ３ 月、 出院后 ６
月、 出院后 ９ 月、 出院后 １２ 月) 进行低盐

饮食认知行为评分及每日盐摄入量的对比分

析.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低盐饮食认知评分

对比ꎬ 除出院后 ２ 周ꎬ 其余 ６ 个时点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ꎻ 观察组与

对照组的低盐饮食行为评分对比ꎬ ７ 个时点

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ꎻ 观

察组与对照组的每日盐摄入量的对比ꎬ ７ 个

时点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
结论通过循证护理模式下的低盐饮食干预ꎬ
可以提高院外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低盐饮食认

知行为评分ꎬ 降低每日盐摄入量.故循证延伸

干预对提升院外老年高血压患者低盐饮食依

从性效果显著[５]ꎮ 麦恵强等观察长期食用低

钠盐对老年患者心血管急症的特征的影响ꎬ
他们发现虽然低钠盐患者收缩压、 血钠浓度

明显低于对照组ꎬ 然而ꎬ 低钠患者也出现了

电解质紊乱、 心率失常及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６]ꎮ 张高辉等研究农村社区居民人群接受

低钠富钾替代干预后血压的变化情况ꎮ 他们

开展低钠盐干预研究中 ２ 个农村社区的农村

居民工 ３５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 对其进行为期

３ 个月的低钠盐干预ꎬ 干预结束后维持简单

的健康教育内容ꎮ 研究对象年龄为 ３０ － ６０
岁ꎬ 分别高血压组 １６７ 例和非高血压组 １８３
例ꎮ 结果表明低钠盐干预结束 １ 年后ꎬ 高血

压组收缩压相对于基线调查时下降了 ５. ４
ｍｍＨｇꎬ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７]ꎮ

３　 展　 望

高钠盐摄入易引发高血压ꎬ 增加心血管

风险ꎬ 然而适当限盐将有利于降低及缓解高

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ꎮ 但对心血

管系统ꎬ 钠盐摄入量与心血管健康并不是简

单的线性关系ꎬ 二者的关系还需要进行更加

深入的研究ꎮ 并且ꎬ 目前用于规范钠盐摄入

量的指导方针只基于钠摄入与血压的关系ꎬ
而未将低钠饮食对其他的生理的影响考虑进

去ꎮ 未来应考查低钠盐的摄入对机体其他生

理作用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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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素食人群维生素 Ｂ１２ 营养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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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营养系ꎻ 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摘　 要　 目的: 研究上海地区素食人群 ＶＢ１２的营养状况ꎮ 方法: 招募上海地区性别年龄相匹配的成年素

食者和非素食者各 ２８２ 名ꎮ 调查其膳食摄入情况ꎬ 检测其血清 ＶＢ１２、 叶酸及同型半胱氨酸浓度ꎬ 及红细胞计

数、 红细胞比容、 平均红细胞体积和平均红细胞宽度ꎮ 结果: 素食人群膳食 ＶＢ１２ 的平均摄入量为 (０.４６±
１.０１) ｕｇ / ｄꎬ 其中纯素食人群仅为 (０.１±０.４６) ｕｇ / ｄꎮ 素食人群血清 ＶＢ１２浓度为 (２０８.７９±１１１.１２) ｐｍｏｌ / Ｌꎬ 显

著低于非素食者的血清 ＶＢ１２水平 (３７８.４６±１５６.２８ ｐｍｏｌ / Ｌ)ꎮ 约 ５４.２６％的素食者存在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ꎬ
素食者的红细胞比容明显高于非素食者ꎮ 纯素者的红细胞计数低于非素食者ꎬ 而红细胞比容和平均红细胞体

积均明显高于非素食者ꎮ 结论: 素食者普遍存在 ＶＢ１２营养缺乏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和红细胞增大ꎬ 且

以纯素者最严重ꎮ
关键词: 素食ꎻ ＶＢ１２ꎻ 红细胞ꎻ 同型半胱氨酸ꎻ 叶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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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１２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ｒｉａｎｓ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ｖｅｇａ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ｅｇｅｔａｒｉａｎꎻ ＶｉｔａｍｉｎＢ１２ꎻ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ꎻ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ꎻ ｆｏｌａｔｅ

引　 言

素食指食物中不包含动物性食物 (蛋、
奶除外) 的膳食类型ꎮ 我国素食人群逐渐增

加ꎬ 上海市素食人群约 １８ 万人[１]ꎮ 维生素

Ｂ１２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２]ꎬ 因此素食者

容易发生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ꎬ 其缺乏主要引起

血液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３－５]ꎮ 维生素 Ｂ１２缺

乏、 叶酸缺乏和或代谢异常均会导致同型半

胱氨酸水平增加ꎬ 甚至引起巨幼红细胞贫

血ꎮ 国外已有研究表示素食者存在维生素

Ｂ１２摄入不足 [６－８]ꎬ 我国针对素食人群的研究

极少且样本量小ꎬ 研究也仅限于僧侣和素食

透析患者ꎮ 本研究调查上海地区素食者维生

素 Ｂ１２的摄入和血清水平ꎬ 了解国内素食人

群的维生素 Ｂ１２营养状况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样本量计算

以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 为结局指标ꎬ 使用配

对设计计量资料样本含量公式并考虑失访

率ꎬ 样本量扩大 ２０％ꎬ 经计算为: 素食组和

非素食组各 ２０３ 人ꎬ 实际各招募 ２８２ 人ꎮ

１.２　 研究对象与现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至 ７ 月借助素食社会团体的

力量ꎬ 通过网上广告、 微信公众号推送等网

络手段ꎬ 以及在上海各社会团体活动场所、
上海市区素餐厅作为招募地点进行素食志愿

者的线上、 线下招募ꎮ 素食者的定义为不吃

任何动物性食物 (奶、 蛋除外) 者ꎬ 并细分

为全素: 完全不吃动物性食物ꎻ 奶蛋素: 不

吃除奶、 蛋以外的动物性食物ꎮ

１.３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素食组纳入标准: (１) 一年以上的素食

经历ꎻ (２) 在上海居住时间长达半年以上非

迁移性人口ꎻ (３) 年龄 １８ 岁 ~ ６０ 岁ꎻ (４)
文化水平达到理解问卷内容ꎮ 非素食组纳入

标准: 与素食组人群性别、 年龄 (相差一岁

以内) 相匹配ꎬ 生活方式相似的非素食亲

友ꎬ 其余入选排除标准与素食组相同ꎮ 排

除标准: (１) 患有影响营养吸收与能量代

谢的疾病ꎻ (２) 女性过去一年中存在怀孕

或者哺乳ꎻ (３) 明确诊断的癌前病变或者

癌症患者ꎮ

１.４　 问卷调查

使用一般情况问卷采集受试者的社会人

口学资料和生活方式资料ꎮ 包括年龄、 性

别、 受教育程度、 月收入、 宗教信仰、 个人

病史和家族病史等社会人口学指标ꎬ 以及是

否素食、 素食类型、 素食时间、 体检频率、
锻炼情况、 吸烟饮酒情况等生活方式信息ꎮ
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 (ＦＦＱ) 调查研究

对象的膳食习惯和摄入情况ꎬ 并通过 ２４ｈ 膳

食回顾法调查受试者各营养素及维生素 Ｂ１２

每日摄入量ꎮ ２４ 小时膳食回顾法收集的膳食

摄入情况采用中国大陆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联合开发的 “营养计算

器” 软件ꎬ 计算出每人每日三大营养素摄入

量及产能比ꎮ 膳食维生素 Ｂ１２摄入量则参考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９]、 «中国食物成分表第

２ 册» [２]、 «中国食物成分表第 １ 册» [１０] 以及

根据 ＵＳＤＡ 标准参考营养食品数据库[１１]自行

整理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数据[１２]进行手工计算ꎮ

１.５　 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受试者在上海市新华医院营养科门诊进

行体格检查ꎬ 测量身高、 体重、 腰围ꎬ 臀

围ꎬ 计算出体质指数 (ＢＭＩ) 的值并记录ꎮ
受试者空腹 １０－１２ 小时后肘静脉采血 １０ｍｌꎬ
血样送新华医院检验科进行检测ꎮ 使用全自

动血细胞分析法测定红细胞计数ꎬ 红细胞比

容ꎬ 平均红细胞体积ꎬ 红细胞平均分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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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ꎮ 使用分离胶促凝采血管制备血清标本ꎬ
血清叶酸和维生素 Ｂ１２浓度使用电化学发光

法进行检测ꎬ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浓度使用循

环酶法进行检测ꎮ

１.６　 质量控制

研究现场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营养师对

受试者面对面进行问卷信息的记录ꎬ 采用事

先准备好的测量工具、 测量标准对调查对象

进行数据收集ꎬ 由专人进行现场质控ꎮ 问卷

信息的录入采用双录入法ꎬ 血样采集、 运输

和检测均严格按照实验标准操作ꎮ 本研究方

案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伦理评审委员会

审查ꎬ 研究对象均在参与研究前充分了解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７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ꎬ 计量资料用

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 计数资料用例

数ꎬ 构成比 (ｎꎬ％) 表示ꎮ 素食组和非素食

组间计量资料使用配对 ｔ 检验ꎬ 计数资料采

用配对卡方检验来检验差异显著性ꎮ 不同素

食类型之间的比较ꎬ 分别采用成组卡方检

验、 方差分析和协方差分析ꎬ 协方差分析中

控制的协变量包括: 民族、 学历、 婚姻状

况、 月收入、 是否有定期体检、 工作 (职

业) 体力活动强度、 是否业余时间锻炼身

体、 是否吸烟、 是否饮酒、 睡眠时间 (ｈ)、
收缩压 (ｍｍＨｇ)、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ꎮ 统计水平

定义为 Ｐ < ０.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中ꎬ 素食者共 ２８２ 人ꎬ 其中纯素

者 ７４ 人ꎬ 蛋奶素食者 ２０８ 人ꎬ 匹配的非素食

者 ２８２ 人ꎬ 其中女性比例为 ８２.６２％ꎬ 素食者

平均年龄为 (３４.８９±８.７３) 岁ꎬ 非素食者平均

年龄为 (３４.４ ± ８.８３) 岁ꎮ 素食者体质指数

ＢＭＩ 的平均水平为 (２０.９４±２.６１) ｋｇ / ｍ２ꎬ 明

显低于非素食者 (２２.４１±３.３ ｋｇ / ｍ２)ꎮ 素食者

与非素食者ꎬ 纯素者与蛋奶素者在其他一般

状况方面均无明显差异ꎬ 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膳食类型社会人口学特征、 生活方式及体格检查指标的比较

非素食
(ｎ＝２８２)

素食

素食组 (ｎ＝２８２) 纯素食 (ｎ＝７４) 蛋奶素 (ｎ＝２０８)

性别 (女) ２３３ (８２.６２) ２３３ (８２.６２) ５５ (７４.３２) １７８ (８５.５８)

年龄 (岁) ３４.４±８.８３ ３４.８９±８.７３ ３６.２６±９.１１ ３４.４１±８.５６

月收入

无 ２９ (１０.３２) ２７ (９.６１) ７ (９.４６) ２０ (９.７)

０－３０００ 元 ４３ (１５.３) ２７ (９.６１) ６ (８.１１) ２１ (１０.１)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６ (１９.９３) ５１ (１８.１５) １６ (２１.６２) ３５ (１６.９)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 ７１ (２５.２７) ７２ (２５.６２) １２ (１６.２２) ６０ (２９)

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５９ (２１) ６７ (２３.８４) ２１ (２８.３８) ４６ (２２.２)

１５０００ 元以上 ２３ (８.１９) ３７ (１３.１７) １２ (１６.２２) ２５ (１２.１)

学历

本科以下 １００ (３５.４６) ９１ (３２.２７) ３０ (４０.５４) ６１ (２９.３)

大学本科 １２５ (４４.３３) １３８ (４８.９４) ３５ (４７.３) １０３ (４９.５)

研究生及以上 ５７ (２０.２１) ５３ (１８.７９) ９ (１２.１６) ４４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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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非素食
(ｎ＝２８２)

素食

素食组 (ｎ＝２８２) 纯素食 (ｎ＝７４) 蛋奶素 (ｎ＝２０８)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１７ (４１.４９) １３０ (４６.１) ３３ (４４.５９) ９７ (４６.６)

已婚 １５６ (５５.３２) １３６ (４８.２３) ３４ (４５.９５) １０２ (４９)

丧偶或离异 ９ (３.１９) １２ (４.２６) ５ (６.７６) ７ (３.４)

无定期体检 (ｎꎬ％) １００ (３５.４６) １１９ (４２.２) ３２ (４３.２４) ８７ (４１.８)

睡眠时间 (ｈ) ７.７３±０.９７ ７.５４±１.３９ ７.５±１.１９ ７.５５±１.４６

工作 (职业) 体力活动强度

轻 ２４９ (８８.６１) ２４８ (８７.９４) ６３ (８５.１４) １８５ (８８.９)

中 １９ (６.７６) ２３ (８.１６) ９ (１２.１６) １４ (６.７)

重 １３ (４.６３) １１ (３.９) ２ (２.７) ９ (４.３)

业余时间锻炼身体 (ｎꎬ％是) １７２ (６０.９９) １７５ (６２.２８) ４２ (５７.５３) １３３ (６３.９)

从不吸烟 (ｎꎬ％是) ２６０ (９２.２) ２５４ (９０.０７) ６３ (８５.１４) １９１ (９１.８)

饮酒 (ｎꎬ％是) ５１ (１８.０９) １４ (４.９６)∗ １ (１.３５)∗ １３ (６.３)∗

ＢＭＩ ２２.４１±３.３ ２０.９４±２.６１∗ ２０.５２±２.４２∗ ２１.０９±２.６６∗

收缩压 (ｍｍＨｇ) １１１.５６±１３.９２ １０８.１１±１２.８１∗ １０８.０３±１２.２９∗ １０８.１４±１３.０２∗

舒张压 (ｍｍＨｇ) ７０.４７±１０.０９ ６９.９０±９.１１ ６９.７７±９.３８ ６９.９５±９.０４

注:∗与非素食组相比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素食者维生素 Ｂ１２的膳食摄入情况

素食者膳食维生素 Ｂ１２的平均摄入量为

(０.４６±１.０１) μｇ / ｄꎬ 其中纯素食人群的摄入

量仅为 (０.１±０.４６) μｇ / ｄꎬ 显著低于非素食

人群的摄入量 (３.９１±６.９２) μｇ / ｄꎮ ９５％ 以

上的素食者维生素 Ｂ１２的摄入量低于中国居

民维生素 Ｂ１２推荐摄入量 (ＲＮＩ ＝ ２.４μｇ / ｄ)ꎬ
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素食人群维生素 Ｂ１２的摄入状况

非素食
素食

素食组合计 纯素食 蛋奶素

能量 (Ｋｃａｌ) １７６１.９１±５８２.７３ １５０６.３４±５１３.６２(１) １５１９.９９±５５９.４６(２) １５０１.４９±４９７.６３(２)

膳食维生素 Ｂ１２ (μｇ / ｄ) ３.９１±６.９２ ０.４６±１.０１(１) ０.１±０.４６(２) ０.５８±１.１２(２)

膳食维生素 Ｂ１２低于 ＲＮＩ 的比例(３) ４８.９４％(３) ９７.１６％(３) ９８.６５％(３) ９６.６３％(３)

维生素 Ｂ１２ (μｇ / ｋｃａｌ) ０.００２２±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７(２)

注: (１) 与非素食组相比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控制协变量后ꎬ 与非素食组相比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膳食维生素 Ｂ１２摄入量低于中国大陆地区居民推荐摄入量 ＲＮＩ 的比例 (<２.４μｇ /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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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素食人群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 叶酸和同

型半胱氨酸水平

　 　 素食者的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水平 (２０８.８３±
１１１.０５) ｐｍｏｌ / Ｌ 明显低于非素食者ꎬ 调整

协变量后ꎬ 纯素和蛋奶素食者的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水平均低于非素食者ꎬ 其中纯素者的血

清维生素 Ｂ１２平均水平仅为 (１６４.８±９４.１５)
ｐｍｏｌ / Ｌꎮ 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低于 １２０ｐｍｏｌ / Ｌ 则

为维生素 Ｂ１２ 缺乏[１３]ꎬ 素食者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的比例为 １８.０９％ꎬ 而非素食者仅为

１.０６％ꎬ 纯素者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的比例

高达 ３２.４３％ꎮ 素食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

平较非素食者更高ꎬ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

平超 过 １６μｍｏｌ / Ｌ 为 高 同 型 半 胱 氨 酸 血

症[１３] ꎬ 素食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比例

为 ５４.２６％ꎬ 纯素者为 ６８.９２％ꎬ 蛋奶素食

者为 ４９. ０４％ꎬ 均 明 显 高 于 非 素 食 者

(１５.６０％)ꎮ 血清叶酸水平正常范围为 １１.３~
３６.３ｎｍｏｌ / Ｌ[１３]ꎬ 素食者与非素食者的血清叶

酸水平和血清叶酸水平正常的比例均无明显

差异ꎬ 详见表 ３ꎮ

表 ３　 素食人群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 同型半胱氨酸以及叶酸情况

非素食
素食

素食组合计 纯素食 蛋奶素

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 (ｐｍｏｌ / Ｌ) ３７８.４６±１５６.２８ ２０８.８３±１１１.０５(１) １６４.８±９４.１５(２) ２２４.４４±１１２.６９(２)

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比例(３) １.０６％ １８.０９％(１) ３２.４３％(１) １２.９８％(１)

同型半胱氨酸 (μｍｏｌ / Ｌ) １２.９２±４.９２ １８.８１±９.２９(１) ２１.７３±１０.８３(２) １７.７７±８.４７(２)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比例(４) １５.６０％ ５４.２６％(１) ６８.９２％(１) ４９.０４％(１)

叶酸 (ｎｍｏｌ / Ｌ) ２３.９７±８.０１ ２４.６２±８.２２ ２５.０３±７.８１ ２４.４７±８.３８

血清叶酸水平正常比例(５) ９０.０７％ ８８.３０％ ９０.５４％ ８７.５０％

　 注: (１) 与非素食组相比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控制协变量后ꎬ 与非素食组相比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比例 (<１２０ｐｍｏｌ / Ｌ[１３] )

(４)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比例 (>１６μｍｏｌ / Ｌ[１３] )

(５) 血清叶酸水平正常比例 (１１.３－３６.３ｎｍｏｌ / Ｌ[１３] )

２.４　 素食人群红细胞数量与形态相关指标

红细胞比容水平升高是临床上判断巨幼

红细胞贫血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ꎬ 素食者的

红细胞比容平均水平为 (２７.４２±１８.３２) Ｌ / Ｌꎬ
纯素食者为 (２８.７３±１８.１９) Ｌ / Ｌꎬ 蛋奶素食

者为 (２６.９５±１８.３８) Ｌ / Ｌꎬ 在调整混杂因

素后均明显高于非素食者ꎮ 此外ꎬ 纯素食者

的红细胞计数平均水平低于非素食者ꎬ 平均

红细胞体积也明显高于非素食者ꎬ 而素食

者、 蛋奶素食者与非素食者相比均无差异ꎮ
这提示纯素食者的红细胞数量更少ꎬ 红细胞

的体积更大ꎬ 红细胞的数量和形态均有所改

变ꎬ 有向巨幼红细胞贫血发展的趋势和可

能ꎬ 详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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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素食者与非素食者红细胞形态相关指标

非素食
素食

素食组合计 纯素食 蛋奶素

红细胞计数 (ＲＢＣꎬ １０１２ / Ｌ) ４.５６±０.４３ ４.４６±０.４３ ４.３８±０.４２∗ ４.４９±０.４３

红细胞比容 (ＨＣＴꎬ Ｌ / Ｌ) ８.９６±１６.５９ ２７.４２±１８.３２∗ ２８.７３±１８.１９∗ ２６.９５±１８.３８∗

平均红细胞体积 (ＭＣＶꎬ ｆｌ) ８８.５８±６.０７ ８９.７０±６.６６ ９１.４７±５.４５∗ ８９.０８±６.９５

红细胞平均分布宽度 (ＲＤＷ－ＣＶꎬ％) １３.３８±１.４２ １３.５０±１.５４ １３.２５±１.１０ １３.５８±１.６６

注:∗调整协变量后ꎬ 与非素食者相比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　 论

３.１　 素食者普遍存在维生素 Ｂ１２摄入不足

和营养缺乏

　 　 尽管素食者的平均能量和三大营养素摄

入量在正常范围ꎬ 膳食结构较为均衡ꎬ 但素

食者的　 营养状况依然存在隐患ꎮ 根据我们

的调查ꎬ 上海地区素食者的膳食维生素 Ｂ１２

摄入普遍存在严重不足ꎬ 素食者维生素 Ｂ１２

摄入量低于每日推荐摄入量 (ＲＮＩ) 的比例

高达 ９７.１６％ꎬ 素食者维生素 Ｂ１２的平均摄入

量也远远低于维生素 Ｂ１２的每日推荐摄入量

(ＲＮＩ)ꎮ 从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以及另一项

针对中国食物中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的研究可以

看出ꎬ 维生素 Ｂ１２的食物来源主要是肉类和

水产类ꎬ 小部分食物来源是奶蛋类和发酵产

品ꎬ 植物性食物几乎不含有维生素 Ｂ１２
[２ꎬ１２]ꎮ

这是因为自然界能够产生维生素 Ｂ１２的生物

根据目前发现只有各类微生物如放线菌和细

菌ꎬ 霉菌中的米根霉菌也能合成ꎬ 动物由于

肠道内有部分细菌如干酪乳杆菌等有自身合

成维生素 Ｂ１２的能力ꎬ 而大多数植物不具有

这样的能力[１２ꎬ１４]ꎮ 维生素 Ｂ１２长期摄入不足

会导致血液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ꎬ 尤

其是当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的水平降至 １５０ｐｍｏｌ / Ｌ
以下时ꎬ 往往标志着恶性贫血的开始[３ꎬ１５]ꎮ
由于维生素 Ｂ１２ 的摄入严重不足ꎬ 素食者ꎬ
尤其是纯素者的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水平明显低

于正常水平ꎬ 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的比例也

显著高于普通膳食人群ꎮ 纯素者因在膳食组

分中不包含任何动物性食品ꎬ 因此发生维生

素 Ｂ１２缺乏的情况尤为严重也最应引起重视ꎮ
这是在国内首次进行的针对普通素食者的维

生素 Ｂ１２营养状况调查ꎬ 可为素食饮食相关

营养指导提供依据ꎮ

３.２　 素食者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较高

本研究中的素食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的

水平较高ꎬ 发生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比例

高达 ５４.２６％ꎮ 国外也有多篇研究表示维生

素 Ｂ１２缺乏会引起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ꎬ
目前一般认为是由于同型半胱氨酸需要从叶

酸代谢过程中获得甲基并且通过再甲基化生

成甲硫氨酸ꎬ 而维生素 Ｂ１２在叶酸代谢和甲

基传递和再甲基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因

此当机体叶酸水平较低或维生素 Ｂ１２水平较

低时ꎬ 均 会 出 现 同 型 半 胱 氨 酸 水 平 升

高[３ꎬ１５－１７]ꎬ 这是很多慢性心血管疾病的重要

独立危险因素ꎬ 也是素食者应该注意改善维

生素 Ｂ１２营养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本研究

中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血清叶酸水平无明显

差异且大部分在正常范围内ꎬ 这进一步提示

可能是由于素食者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水平较低

引起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ꎮ

３.３　 素食者的红细胞形态改变

素食者红细胞比容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

非素食者ꎬ 尤其是纯素食者ꎬ 其红细胞数量

较非素食者低且红细胞体积大ꎬ 虽然本研究

无法通过病理诊断判断红细胞具体的发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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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ꎬ 并且大部分研究对象的红细胞比容尚未

达诊断巨幼红细胞贫血的水平ꎬ 但是红细胞

比容升高ꎬ 红细胞体积增大伴随数量减少ꎬ
已经可以看出纯素食者的红细胞形态改变可

能有向大红细胞症和巨幼红细胞贫血发展的

趋势ꎮ 目前认为发生巨幼红细胞贫血的主要

病因是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和 /或叶酸缺乏引起的

核酸合成异常ꎬ 骨髓在生成红细胞时由于的

核－质分裂不同步而形成体积大但低分化的

巨幼红细胞ꎬ 从而无法发挥红细胞的正常功

能[１８]ꎮ 由于研究对象叶酸摄入和血清水平

普遍在正常范围内ꎬ 但是素食者ꎬ 尤其是纯

素食者的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极其严重ꎬ 因此纯

素食者的红细胞体积增大ꎬ 形态改变和数量

减少很可能是由于维生素 Ｂ１２的摄入和储存

不足而造成的ꎮ 已有系统综述总结从维生素

Ｂ１２摄入的持续缺乏到发生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症

状和触发恶性贫血之间可存在 ５ 年~１０ 年不

等的潜伏期[３ꎬ１９]ꎬ 这可能是目前本研究中大

部分素食者尚未出现贫血指征的原因之一ꎬ
也提示尽早纠正素食者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的状

态可以避免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ꎮ

３.４　 素食膳食建议

综合本研究和国外针对素食人群维生素

Ｂ１２营养状况的研究结果ꎬ 无论是从膳食结

构分析还是实际调查的结果均可以看出ꎬ 素

食者无法从日常膳食中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Ｂ１２ꎬ 而必须通过加强食品或营养补充剂等

额外的方式满足人体对维生素 Ｂ１２ 的需求ꎬ
以达到保护素食人群健康ꎬ 平衡必需营养素

摄入维持健康机体营养状况的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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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查阅国内外食物成分数据库ꎬ 建立中国常见食物维生素 Ｂ１２的含量数据表ꎬ 以供国内同

行做维生素 Ｂ１２膳食营养研究等的查询和参考ꎮ 方法: 查找国内外期刊网和国家食物数据库中不同种类食物

的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数据ꎬ 根据中国居民的饮食习惯ꎬ 整理成维生素 Ｂ１２的食物成分表ꎮ 结果: 经合并与比较ꎬ
最后收集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实验室 (ＵＳＤＡ－ＮＤＬ) 中 １１３ 种食物以及由杨月欣主编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４) » 中收录的 ９ 种食物维生素 Ｂ１２的含量ꎬ 将中国居民日常摄入的食物按肉类、 水产类、 蛋奶类、 其他

类及其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分别整理成表格ꎬ 共收录 １２２ 种中国居民常吃食物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数据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Ｂ１２ꎻ 食物含量ꎻ 中国常见食物ꎻ 食物数据库

　 　 维生素 Ｂ１２是人体必需营养素ꎬ 缺乏可诱

发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神经系统损害、 高同

型半胱氨酸血症等ꎮ 随着素食日趋流行ꎬ 素

食者容易缺乏的维生素 Ｂ１２的研究也日益增

加ꎮ 已有研究显示ꎬ 人群维生素 Ｂ１２的缺乏率

为 ３－９％[１－４]ꎬ 素食者、 母亲为素食者的婴幼

儿和老年人是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的高危人群[５]ꎮ
本课题组在前期膳食调查中分析维生

素 Ｂ１２摄入量时ꎬ 发现我国食物维生素 Ｂ１２

含量的数据匮乏ꎬ 且国内几个广泛使用的

营养计算软件中均不包含维生素 Ｂ１２项目ꎬ
因此无法应用软件分析维生素 Ｂ１２摄入量ꎻ
在人工查表计算时ꎬ 发现国内主要参考的数

据表———杨 月 欣 主 编 « 中 国 食 物 成 分

(２００４) » 中包含维生素 Ｂ１２项目的食物种类

较少ꎬ 数据有限ꎬ 不能满足膳食调查在实际

工作中的需求ꎮ 故本研究调查并收集国内外

现有的维生素 Ｂ１２食物数据库ꎬ 整理分析成

中国常见食物的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表ꎬ 以供同

行在今后的研究中查阅和参考ꎮ

１　 方　 法

(１) 由 ２ 名研究者独立进行维生素 Ｂ１２

含量数据收集工作ꎬ 对国内外现有数据库、
文献进行相关信息的查找ꎬ 再将各自所得数

据进行汇总ꎬ 具体为: 通过 “维生素 Ｂ１２

(Ｖｉｔｍａｉｎ Ｂ１２ ｏｒ ＶＢ１２ ) ” 和 “食物中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ｆｏｏｄ) ” 两组关键词在 ＰｕｂＭｅｄ、
ＣＮＫＩ 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

据库等数据库查找与食物中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

相关的国内外文献ꎮ
(２) 从已发表的人群膳食维生素 Ｂ１２摄

入量的研究文献中查找研究者所使用的维生

素 Ｂ１２成分数据库ꎮ
(３) 通过互联网访问国内外国家及地区

农业及食品政府机构和相关行业网站 (仅限

中文和英文数据库)ꎬ 保留其中能详细列出



１３２　　

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的食物数据库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国外的食物 Ｂ１２成分数据库

国外食品相关政府机构和行业网站的食

物数据库中ꎬ 大部分不包括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

这个项目ꎮ 经比较ꎬ 本文主要参考数据较齐

全的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实验室 (ＵＳＤＡ－
ＮＤＬ) 食物数据库[６] 和丹麦食物成分数据库

７. ０１ 版[７]中食物中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数据ꎮ
美国农业部食物成分数据库包括美国农

业部国家营养标准参考数据库和美国农业部

品牌食品数据库ꎮ 其中ꎬ 美国农业部标准参

考国家营养数据库是美国食品成分数据的主

要来源ꎮ 数据库包括几组数据: 食物描述

(包含具有相关特征的食物的名称ꎬ 例如食

物类型、 来源、 部位、 烹饪方法等) 、 每

１００ｇ 食物可食用部分的营养素的平均含量、
营养素的检测方法、 脚注和数据来源ꎮ 其中

食物营养素数据的测量均是由美国分析化学

家学会 (ＡＯＡＣ) 提供ꎮ 美国农业部品牌数

据库是由美国国家部门和私人企业共同合作

建立的数据库ꎬ 为农业部国家营养参考标准

数据库而成立ꎮ 本文参考的食物成分数据库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修订ꎬ 包含 ８７８９ 种食物ꎬ 按

食物种类分为 ２５ 组和 １５０ 种品牌食品的成

分数据ꎮ 美国农业部食物成分数据库每年将

进行一次更新ꎮ 目前ꎬ 美国食物数据库中收

录约有 ４６０ 多种含有维生素 Ｂ１２的食物ꎬ 其

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数据由 ＡＯＡＣ 提供的微生物

法检测所得ꎮ 经过分析与比较ꎬ 选出其中我

国居民常吃的 １１３ 种食物列于下表ꎮ 其中ꎬ
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的食物根据不同来源 (牛肉

有新西兰进口牛肉、 澳洲牛肉等) 、 不同部

位和不同烹饪条件 (如同一种食物用煮、
烤、 炖、 煎等烹饪方法) 做出了详细的数据

测量ꎮ
丹麦食品组合数据库版本 ７. ０１ 包含关

于 １０４９ 种食物的信息ꎮ 其中ꎬ 已检测维生

素 Ｂ１２数据食物有 ８６ 种ꎬ 中国居民常吃的食

物 ６９ 种ꎬ 由于这些食物的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已

基本被美国农业部食物成分数据库中食物数

据覆盖ꎬ 且两数据库数据相似度高ꎬ 故在下

表中不单独列出ꎮ
２. ２　 国内的食物 Ｂ１２成分数据库

国内食物数据库主要参考杨月欣主编的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４) » [８]ꎬ 本书中将食

物分为 ２１ 类ꎬ 其中ꎬ 已检测过有维生素 Ｂ１２

数据的食物共有 ９ 类 ５３ 种食物ꎬ 维生素 Ｂ１２

含量的检测方法为微生物检测法ꎮ 由于这 ５３
种食物中大部分为快餐食品或某些指定品牌

婴幼儿配方食品ꎬ 在实际膳食调查中使用率

不高ꎬ 本文收录其中 ９ 种食物的维生素 Ｂ１２

数据ꎮ
２. ３　 常见食物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

本文参考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实验室提

供的食物成分数据ꎬ 部分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４) » 中数据作为补充整理我国居民常

吃食物的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数据ꎮ 我们将食物

分为以下 ４ 类: 肉类、 水产类、 蛋奶类和其

他ꎮ 肉类食物共 ５２ 种ꎬ 包括畜肉类食物、
禽肉类食物及其制品ꎻ 水产类食物共 ３８ 种ꎬ
包括鱼虾蟹贝类食物ꎻ 蛋奶类食物共 １４ 种ꎬ
主要为蛋、 奶及其制品ꎻ １８ 种其他食物主要

为我国居民常吃的零食及快餐ꎮ
下列所有食物的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除特别

标注外ꎬ 均来自美国农业部食物成分数据库

(ＵＳＤＡ)ꎬ 特别标注的食物数据来自于 «中
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４) »ꎮ

２. ３. １　 肉类 ５２ 种肉类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

见表 １ꎮ
２. ３. ２ 　 水产类 ３８ 种水产品类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见表 ２ꎮ
２. ３. ３　 蛋奶类 １４ 种奶蛋类维生素 Ｂ１２

数据见表 ３ꎮ
２. ３. ４　 其他 １８ 种其他类维生素 Ｂ１２数

据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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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５２ 种肉类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ａ (ｕｇ / １００ｇ生重)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牛排 ２.７ 猪肺 ２.７５ 鸡翅 ０.３４

牛肩胛肉 ３.６ 猪肠 ０.８２ 鸡爪 ０.４７

牛脑 ９.５１ 猪心 ３.７９ 鸡胗 １.２１

牛心 ８.５５ 猪舌 ２.８４ 鸡心 ７.２９

牛肾 ２７.５ 猪耳 ０.０７ 鸡肝 １６.５８

牛肝 ５９.３ 猪肾 ８.４９ 鸡杂 １１.４１

牛肺 ３.８１ 火腿 ０.４２ 鸡脖 ０.２６

牛脾 ５.６８ 香肠 ０.９２ 鸭肉 ０.４

牛舌 ３.７９ 羊肉 ２.６ 鸭肝 ５４

牛肚 １.３９ 羊肾 ５２.４１ 鹅肉 ０.４９

牛油 ０.２７ 羊舌 ７.２ 鹅肝 ５４

猪肉 ０.７ 羊脑 １１.３ 火鸡 １.８

猪脑 ２.１９ 羊肝 ８６ 鸽子 ０.４７

猪蹄 ０.５２ 鸡胸 ０.３６ 鹿肉 ６.３１

猪肝 ２６ 鸡腿 ０.５３ 马肉 ３

猪肚 ０.３ 鸡皮 ０.２ 兔肉 ７

猪皮ｂ ４.５３

　 　 ａ. ＵＳＤＡꎬ ２０１６.
ｂ. 杨月欣主编ꎬ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４»

表 ２　 ３８ 种水产品类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表ａ (ｕｇ / １００ｇ生重)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鲤鱼 １.５３ 沙丁鱼 ９ 鱼籽 １１.５４

鲳鱼 １.９ 罗非鱼 １.８６ 蟹 ９

鲶鱼 ２.２３ 金枪鱼 ２ 蟹足 １３.５

鲑鱼 １ 石斑鱼 ０.６ 小龙虾 ３.１

鳝鱼 ３ 河豚鱼 ０.６ 龙虾 １.４３

鲱鱼 １０ 黄花鱼 ２ 虾 １.８７

鲷鱼 ３ 三文鱼 ４.４８ 扇贝 ２.１５

鲭鱼 ４ 梭子鱼 ２４ 牡蛎 ２８.８

鲑鱼 ３.５ 鲍鱼 ０.７３ 海螺 ５.２５

鲈鱼 ３.８２ 章鱼 ３６ 青口 ２４

鳕鱼 １０ 鱿鱼 １.３ 蚌 １２

鳗鱼 ３ 墨鱼 ５.４ 蛤 ９８.８９

带鱼ｂ ２.０２ 鱼子酱 ２０

　 　 ａ. ＵＳＤＡꎬ ２０１６.
ｂ. 杨月欣主编ꎬ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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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４ 种奶蛋类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表ａ (ｕｇ / １００ｇ生重)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全脂奶 ０.４ 酸奶 ０.５ 鹌鹑蛋 １.５８

脱脂奶 ０.５ 奶粉 ４ 鸡蛋 １.１

羊奶 ０.７１ 奶油 ０.２ 鸡蛋黄 １.９５

乳清 ０.２８ 鸭蛋 ５.４ 鸡蛋白 ０.０９

奶酪 １.６８ 鹅蛋 ５.１

　 　 ａ. ＵＳＤＡꎬ ２０１６.

表 ４　 １８ 种其他类维生素 Ｂ１２数据表ａ (ｕｇ / １００ｇ生重)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食物名称 维生素 Ｂ１２

老豆腐 ２.３６ 冰淇淋 ０.３ 热狗 (原味) ｂ ０.５２

嫩豆腐 ２.４２ 奶昔 ２.３９ 香芋甜心 (肯德基) ｂ １.９

腐乳ｂ (白ꎬ 石宝寨牌) １.９８ 低脂芝士条 ２.１４ 新奥尔良鸡翅 (肯德基) ｂ ２.０

豆浆 １.４３ 黑巧克力 ０.２ 鸡肉汉堡 (肯德基) ｂ １.９

华夫饼 ２.９３ 红酒 ０.１ 鸡肉卷 (肯德基) ｂ １.６

薄煎饼 ２.８ 啤酒 ０.２ 劲爆鸡米花 (肯德基) ｂ １.７

　 　 ａ. ＵＳＤＡꎬ ２０１６.
ｂ. 杨月欣主编ꎬ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４»

３　 讨　 论

３. １　 维生素 Ｂ１２在食物中的分布

从维生素 Ｂ１２ 食物数据库中可以看到ꎬ

绝大部分的维生素 Ｂ１２来源是肉类和海产品

类ꎬ 小部分来源于奶蛋及发酵产品ꎬ 植物类

食物不含有维生素 Ｂ１２ꎮ 这是因为自然界能

够产生维生素 Ｂ１２的生物根据目前发现只有

各类微生物如放线菌和细菌ꎬ 霉菌中的米根

霉菌也能合成[９]ꎮ 动物由于肠道内共生的细

菌种类繁多ꎬ 其中有部分细菌如干酪乳杆菌

就有自身合成维生素 Ｂ１２的能力ꎮ 所以在肠

道内众多种类细菌的作用下ꎬ 各类动物能够

产生不同水平的维生素 Ｂ１２ꎬ 从而提供可靠

的人类维生素 Ｂ１２食物来源ꎮ

３. ２　 食物中维生素 Ｂ１２的检测方法

根据检测原料的不同ꎬ 维生素 Ｂ１２的检

测方法也有相应调整ꎮ 对于纯度较高的维生

素 Ｂ１２补充剂或者药品ꎬ 一般直接进行一系

列反应后用分光光度法或比色法与标准数据

进行对照ꎮ 对于普通食品这种多种成分混合

的原料ꎬ 现在一般采用先分离出维生素 Ｂ１２

再进行检测ꎬ 方法大多为高效液相色谱或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１０]ꎮ 而微生物法灵敏度

高、 检出限低、 设备简单ꎬ 在普通食品检测

中应用较广ꎬ 是目前婴儿配方乳粉中维生素

Ｂ１２检测的国家标准方法[１１]ꎮ 美国农业部食物

成分数据库和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４) »
中收录的含有维生素 Ｂ１２食物数据ꎬ 均是由微

生物分析法检出ꎮ

３. ３　 本文数据的特殊说明

美国农业部食物成分数据库中各种食物

按照不同产地、 不同部位 (如牛的不同脏器

和部位) 和不同烹饪条件分别进行了整理ꎬ
并提供了营养素含量的详细数据ꎮ 例如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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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数据在美国食物库中收录

了牛肉罐头、 烟熏牛肉、 煮熟牛肉及牛各个

部位肉的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ꎬ 这些数据之间差

异很小ꎬ 考虑到我国居民日常饮食较少对食

物进行如此详细地分类与加工ꎬ 故本文采用

同种食物取均值的方法将本数据表进行简

化ꎬ 便于参考ꎮ 另外ꎬ 考虑到中国烹饪方法

众多ꎬ 通过不同工艺制作而成的食物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会有所差异ꎮ 为在膳食调查中便于

询问和计算之后的营养素ꎬ 本表所收集的数

据均以原材料的生重为基础ꎬ 原料产地上尽

可能选择亚洲地区的普通食物ꎬ 以便学者日

后的工作ꎮ

４　 结　 论

中国现有食物数据库中ꎬ 食物的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数据缺乏ꎬ 不能满足营养研究和实

际应用的需要ꎮ 本文通过分析和比较ꎬ 结合

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ꎬ 从美国农业部营养数

据实验室上千个不同种类食物成分数据中选

取所有属于我国居民常用食物共计 １１３ 种ꎬ
加上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４) » 中的 ９
种作为补充ꎬ 共计整理了 １２２ 种食物的维生

素 Ｂ１２成分数据ꎮ 为国内同行开展维生素 Ｂ１２

膳食营养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便利ꎬ 促进我

国居民生活更加营养与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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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红外光谱法与凯氏定氮法测定大豆及豆粉中
蛋白质含量的比较研究

　 　 主要作者简介: 冯伟娟ꎬ 齐齐哈尔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２０１３ 级学生ꎬ 项目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ꎮ 邮箱:
１２２８１５０７７７＠ 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 １: 娄峰阁ꎬ 齐齐哈尔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ꎬ 教授ꎬ 硕士生导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食品安全流行病学ꎬ 联系方

式 １３９０３６２８０６０、 ｌｆｇｙｃｙ＠ 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 ２: 陈本东ꎬ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主任技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食品卫生检验ꎬ 联系方式

１３８４６２８０１２９ꎬ ｔｆｑｊｙｋ＠ １６３.ｃｏｍ

冯伟娟１ 　 陈　 哲１ 　 赵　 鹏１ 　 李洪龙１ 　 齐天源２ 　 娄峰阁１∗ 　 陈本东３∗

(１.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１６１００６ꎻ ２. 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市 １５０００１ꎻ
３.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１６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本实验通过近红外光谱法 (仪器法) 和凯氏定氮法 (化学法) 测定市售大豆及黄豆粉

中蛋白质的含量ꎬ 比较两者的优缺点ꎬ 为农作物快速检测、 居民选购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从超市、 粮油市

场购买到大豆 (青大豆、 黄大豆、 黑大豆) 和黄豆粉ꎮ 每份样品先用 ＤＡ７２００ 型近红外谷物分析仪 (波通

Ｐｅｒｔｅｎ 公司ꎻ 瑞典) 测定ꎬ 分析出样品的蛋白质含量ꎮ 然后将大豆 (青大豆、 黄大豆和黑大豆) 用佳朗 ＧＬ－
２００８Ｆ 型多功能食物搅拌机将其粉碎得到对应粉末ꎬ 对样品粉末进行预处理后ꎬ 用传统凯氏定氮法测定相应

样品的蛋白质含量ꎬ 分析所得实验数据ꎬ 从中找到两种不同方法的优缺点ꎮ 结果: 通过近红外光谱法 (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ꎬ ＮＩＲＳ) 和凯氏定氮法对大豆 (青大豆、 黄大豆和黑大豆) 及豆粉中蛋白质含量测定的

结果进行比较ꎬ 测得的青大豆、 黄大豆、 黑大豆和黄豆粉的蛋白质含量的 ｐ 值分别为 ０.４７７、 ０.２３４、 ０.４４４、
０.１４７ꎬ ｐ 值均大于 ０.０５ꎬ 在 α＝ ０.０５ 的水准上用近红外光谱法与凯氏定氮法测定的大豆和黄豆粉的蛋白质含

量结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近红外光谱法可作为一种快速无损、 无污染的新型检测技术ꎬ 认为在农

作物育种和食品品质监测等方面可考虑替代凯氏定氮法ꎮ
关键词: 近红外光谱法ꎻ 凯氏定氮法ꎻ 蛋白质

　 　 大豆的营养素极为丰富ꎬ «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 中建议居民每人每天应摄入 ３０－
５０ｇ 大豆或相当量的豆制品的建议ꎮ 蛋白质

是大豆的核心营养素ꎬ 而且含量较高ꎬ 最

高可达到 ４０％左右[１] ꎬ 而蛋白质的含量是

检测大豆品质非常重要的参数之一ꎮ 传统

的凯氏定氮法 (化学法) 存在一些弊端ꎬ
如测定耗费的时间长、 费用高、 结果易受

消化程度、 装置的气密性等因素影响ꎮ 目

前ꎬ 近红外光谱分析 (仪器法) 技术已经

应用于部分食品的检测ꎬ 与凯氏定氮法比

较ꎬ 可以实现多种组分同时检测ꎬ 对试样

无任何损害、 远距测定、 实时分析、 低分

析成本以及操作简单等优点ꎮ 但对大豆和

豆粉中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是否适合ꎬ 两种

方法检测蛋白质含量是否存在差异ꎬ 是本

课题拟解决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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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仪器

ＤＡ７２００ 型近红外谷物分析仪、 ＫＤＮ －
０８Ｃ 型定氮仪、 消化炉、 ＴＬＥ２０４Ｅ 电子天

平、 ＫＱ－５００ 型超声波清洗器、 捣碎机、 酸

式滴定管及各种玻璃仪器等ꎮ
１.１.２　 试剂

浓硫酸 (比重 １. ８４)、 氢氧化钠溶液、
２％ 硼酸溶液、 盐酸溶液、 硫酸铜、 甲基红、
溴甲酚绿、 ９５％乙醇溶液、 实验用水均为蒸

馏水ꎮ
１.１.３　 样品

齐齐哈尔市售的大豆 (黄大豆、 青大

豆、 黑大豆) 及黄豆粉ꎮ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 １ 　 近红外光谱法 ( ＮＩＲＳ): 应用

ＤＡ７２００ 型近红外光谱谷物分析仪对样品进

行测定ꎬ 根据蛋白质基团在近红外区的吸收

位置和吸收强度ꎬ 通过数学模型将红外光扫

描值转换成蛋白质的品质数值ꎬ 从而进行测

定蛋白质的含量ꎮ 测量时ꎬ 打开仪器的电

源ꎬ 让仪器先预热 ３０ 分钟ꎬ 确保光源灯已

预热 ３０ 分钟ꎬ 将待测样品装入样品杯中ꎬ
用尺子使样品杯中的样品表面平整ꎬ 将样

品杯放在托盘上ꎬ 输入样品的编号ꎬ 点击

屏幕分析字样进行分析ꎬ 测得样品的蛋白

质含量ꎮ
１.２.２　 凯氏定氮法: «食品中蛋白质含

量的测定 (ＧＢ 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 » [２]ꎮ

１.３　 质量控制

１.３.１　 样品的收集、 储存、 制备

本实验所用的样品均购买于大型超市以

及粮油市场ꎮ 购买回来的大豆及黄豆粉样品

不能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ꎬ 防止样品水分的

挥发、 吸收和被含氮物质的污染ꎮ 在进入实

验室之后将样品统一放于阴凉处密封保存ꎮ
同时ꎬ 在凯氏定氮法测量时粉末状样品制备

时固体样品的研磨程度要均匀[３]ꎮ
１.３.２　 实验测量误差

在进行实验时ꎬ 实验中的的每一步骤均

由同一操作人员完成ꎬ 以减少由于不同的实

验人员带来实验误差ꎮ
１.３.３　 仪器的校准

在进行正式实验之前ꎬ 需进行预实验ꎬ
找出仪器的不稳定之处ꎬ 并根据相关实验要

求进行仪器的校准ꎮ

１.４　 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１.４.１　 数据分析方法: 样品测定数据分

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数据包进行统计分析ꎮ
１.４.２　 样品蛋白质含量的计算方法和折

算系数按照 «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ＧＢ 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 » 公式进行计算ꎮ

２　 结　 果

２.１　 应用近红外光谱法 (ＮＩＲＳ) 测定样

品蛋白质含量

　 　 应用近红外光谱法 (ＮＩＲＳ) 测定大豆

(黄大豆、 青大豆、 黑大豆) 和黄豆粉蛋白

质含量ꎬ 结果见表 １ꎮ

２.２　 应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样品蛋白质的

含量

　 　 应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大豆 (黄大豆、 青

大豆、 黑大豆) 和黄豆粉中蛋白质含量ꎬ 结

果见表 ２ꎮ

２.３　 近红外光谱法与凯氏定氮法测定样

品蛋白质含量的比较

　 　 ２.３.１　 近红外光谱法与凯氏定氮法测定

样品蛋白质含量的结果和差值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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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近红外光谱法测定样品蛋白质含量结果 (单位:％)
编号 黄大豆 青大豆 黑大豆 黄豆粉

１ ３５.３２ ３４.３１ ３６.２２ ３２.４１

２ ３５.４３ ３５.７６ ３６.５７ ３１.８８

３ ３５.１２ ３４.６５ ３６.４５ ３３.１２

４ ３５.７１ ３５.４３ ３５.９７ ３２.９８

５ ３５.８６ ３４.７６ ３６.１２ ３２.６５

６ ３４.９９ ３３.７８ ３７.１５ ３１.７８

７ ３５.８９ ３５.７９ ３６.７８ ３４.４０

８ ３５.８７ ３３.３６ ３５.７８ ３３.０２

９ ３５.１２ ３５.３１ ３７.２３ ３３.１４

１０ ３５.１２ ３４.１２ ３６.４１ ３２.７８

１１ ３４.８７ ３５.４１ ３７.１６ ３１.７７

１２ ３４.７７ ３５.１２ ３６.１５ ３２.９８

１３ ３５.０３ ３５.４６ ３６.４２ ３３.０４

最大值 ３５.８９ ３５.７９ ３７.２３ ３４.４０

最小值 ３４.７７ ３３.３６ ３５.７８ ３１.７７

平均值 ３５.３１ ３４.８６ ３６.４９ ３２.７６

表 ２　 凯氏定氮法测定样品蛋白质含量结果 (单位:％)
编号 黄大豆 青大豆 黑大豆 黄豆粉

１ ３５.２３ ３４.１１ ３６.０２ ３２.２２

２ ３５.３２ ３５.５６ ３６.６３ ３１.７６

３ ３５.２２ ３４.７１ ３６.３２ ３３.２１

４ ３５.７８ ３５.５２ ３５.７６ ３２.７６

５ ３５.７９ ３５.０１ ３６.０２ ３２.４７

６ ３４.８４ ３３.９２ ３７.２６ ３１.６５

７ ３５.７４ ３５.６４ ３６.９７ ３２.３２

８ ３５.６３ ３３.４２ ３５.６６ ３３.２１

９ ３５.２６ ３５.１２ ３７.１０ ３３.２４

１０ ３５.３１ ３４.０３ ３６.２１ ３２.５６

１１ ３４.６４ ３５.１４ ３７.３４ ３１.６５

１２ ３４.８１ ３５.４２ ３６.４６ ３２.８４

１３ ３４.８９ ３５.１２ ３６.１２ ３２.８９

最大值 ３５.７９ ３５.６４ ３７.３４ ３３.２４

最小值 ３４.６４ ３３.４２ ３５.６６ ３１.６５

平均值 ３５.２６ ３４.８２ ３６.４５ ３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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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近红外光谱法与凯氏定氮法分析结果 (单位:％)

编
号

黄大豆

ＮＩＲ 法
凯氏
定氮

差
值

青大豆

ＮＩＲ 法
凯氏
定氮

差
值

黑大豆

ＮＩＲ 法
凯氏
定氮

差
值

黄豆粉

ＮＩＲ 法
凯氏
定氮

差
值

１ ３５.３２ ３５.２３ ０.０９ ３４.３１ ３４.１１ ０.２ ３６.２２ ３６.０２ ０.２ ３２.４１ ３２.２２ ０.１９

２ ３５.４３ ３５.３２ ０.１１ ３５.７６ ３５.５６ ０.２ ３６.５７ ３６.６３ －０.０６ ３１.８８ ３１.７６ ０.１２

３ ３５.１２ ３５.２２ －０.１ ３４.６５ ３４.７１ －０.０６ ３６.４５ ３６.３２ ０.１３ ３３.１２ ３３.２１ －０.０９

４ ３５.７１ ３５.７８ －０.０７ ３５.４３ ３５.５２ －０.０９ ３５.９７ ３５.７６ ０.２１ ３２.９８ ３２.７６ ０.２２

５ ３５.８６ ３５.７９ ０.０７ ３４.７６ ３５.０１ －０.２５ ３６.１２ ３６.０２ ０.１ ３２.６５ ３２.４７ ０.１８

６ ３４.９９ ３４.８４ ０.１５ ３３.７８ ３３.９２ －０.１４ ３７.１５ ３７.２６ －０.１１ ３１.７８ ３１.６５ ０.１３

７ ３５.８９ ３５.７４ ０.１５ ３５.７９ ３５.６４ ０.１５ ３６.７８ ３６.９７ －０.１９ ３４.４０ ３２.３２ ２.０８

８ ３５.８７ ３５.６３ ０.２４ ３３.３６ ３３.４２ －０.０６ ３５.７８ ３５.６６ ０.１２ ３３.０２ ３３.２１ －０.１９

９ ３５.１２ ３５.２６ －０.１４ ３５.３１ ３５.１２ ０.１９ ３７.２３ ３７.１０ ０.１３ ３３.１４ ３３.２４ －０.１

１０ ３５.１２ ３５.３１ －０.１９ ３４.１２ ３４.０３ ０.０９ ３６.４１ ３６.２１ ０.２ ３２.７８ ３２.５６ ０.２２

１１ ３４.８７ ３４.６４ ０.２３ ３５.４１ ３５.１４ ０.２７ ３７.１６ ３７.３４ －０.１８ ３１.７７ ３１.６５ ０.１２

１２ ３４.７７ ３４.８１ －０.０４ ３５.１２ ３５.４２ －０.３ ３６.１５ ３６.４６ －０.３１ ３２.９８ ３２.８４ ０.１４

１３ ３５.０３ ３４.８９ ０.１４ ３５.４６ ３５.１２ ０.３４ ３６.４２ ３６.１２ ０.３ ３３.０４ ３２.８９ ０.１５

　 注: 差值为近红外光谱法测定值减去凯氏定氮法测定值

　 　 ２.３.２　 蛋白质含量差异检验

对表 ３ 中的大豆 (黄大豆、 青大豆、 黑

大豆) 和黄豆粉的成对数据求其差值的平均

数和差值标准误ꎬ 进行 ｔ 检验ꎮ 结果显示:
大豆 (黄大豆、 青大豆、 黑大豆) 和黄豆粉

用近红外光谱法和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含

量实验结果无显著性差异ꎮ ｐ 值分别为

ｐ黄大豆 ＝ ０.２３４>０.０５ꎬ ｐ青大豆 ＝ ０.４７７>０.０５、
ｐ黑大豆 ＝ ０.４４４>０.０５、 ｐ黄豆粉 ＝ ０.１４７>０.０５ꎬ
在 α＝０.０５ 的水准上用近红外光谱法与凯氏

定氮法测定的大豆 (黄大豆、 青大豆、 黑大

豆) 和黄豆粉的蛋白质含量结果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ꎮ

３　 讨　 论

３.１　 近红外光谱法和凯氏定氮法测定大豆

蛋白质含量的比较

　 　 本实验研究近红外光谱法和凯氏定氮法

测定大豆蛋白质含量有无差异ꎬ 初步确定近

红外光谱法能够将大豆中的蛋白质含量准确

的分析出来ꎬ 因此为了提升工作的效率和减

少实验和人工的成本ꎬ 保护环境和实验操作

人员的健康ꎬ 可以使用近红外光谱法测定大

豆中蛋白质的含量ꎮ 何惠萍[４]在 “近红外光

谱仪与凯氏定氮法测定油菜蛋白质含量的比

较” 的实验中获得了近红外光谱法和凯氏定

氮法测得的蛋白质结果基本一致的结论ꎬ 结

果无显著性差异ꎮ 本次实验所得的近红外光

谱法和凯氏定氮法测定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的

结论与刘波[５]等人在 “近红外光谱法与国标

法测定大豆蛋白质和脂肪的比较” 研究中得

出的结论相契合ꎮ 汪庆平[６]等人在 “近红外

光谱法快速测定山核桃品质性状的研究” 的

结论与本次实验结论相符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近红外光谱法能够反映大豆的蛋白质品质ꎬ
可以在农作物的检测和筛选以及其他方面推

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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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近红外光谱法和凯氏定氮法测定黄豆

粉蛋白质含量的比较

　 　 分别用近红外光谱法和凯氏定氮法对 １３
份黄豆粉样品进行检测ꎬ 由表 ２ 可见ꎬ 近红

外光谱法测出来的数据与凯氏定氮法测得的

数据相似ꎬ 经配对 ｔ 检验可知ꎬ 用凯氏定氮

法和近红外光谱法检测黄豆粉蛋白质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由差值可知以上

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还是有微小的差别ꎬ 但

是对于黄豆粉蛋白质品质测量工作中依然有

一定的参考性ꎮ 朱帅伟[７]等人在 “基于近红

外光谱技术对豆粉掺假的研究” 中预测集试

样的预测值和真实值间差异统计学没有意

义ꎬ 与本次实验的结果相吻合ꎮ

３.３　 近红外光谱法替代凯氏定氮法测定

食品蛋白质含量方法优化

　 　 通过本次实验可得ꎬ 近红外光谱法与凯

氏定氮法测得蛋白质结果没有差别ꎬ 运用凯

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ꎬ 需要消耗大量的化学

试剂、 操作程序比较繁琐、 需要对试样进行

前处理、 耗费的时间较长ꎬ 每个试样消化需

要 １－２ 小时ꎬ 消耗大量的水和电ꎮ 而且操作

过程危险ꎬ 产生大量有害气体ꎬ 对实验人员

的健康存在潜在的危害ꎬ 污染环境ꎮ 而近红

外光谱法有操作迅速、 便捷、 对样品的外观

结构不产生破坏、 无污染等优点ꎮ 因此可以

用近红外光谱法取代凯氏定氮法对食品进行

筛选与鉴定ꎬ 给农作物的检测和筛选提供了

准确、 快捷的分析测量的手段ꎮ 在有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具有社会效益ꎬ 是一种值得推行

的环保的分析方法ꎮ

４　 结　 论

本实验运用近红外光谱法 (仪器法) 与

凯氏定氮法 (化学法) 来测定大豆及黄豆粉

中蛋白质含量的结论如下:
应用近红外光谱法测定的青大豆、 黄大

豆、 黑大豆及黄豆粉中蛋白质的含量与凯氏

定氮法测定的结果相比较ꎬ 差异没有统计学

意义ꎮ
应用近红外谷物分析仪对大豆及黄豆粉

中蛋白质含量进行检测ꎬ 提供了可靠、 精确

分析结果ꎬ 简化了试验步骤ꎬ 节省了样品前

处理的时间ꎮ 初步证实了用近红外光谱法代

替化学法凯氏定氮法分的可靠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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