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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营养素度量法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食物营养素度量法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是一种根据食物

营养成分组成对其进行分类和营养评价的新方法ꎮ 营养素度

量法是目前国际上能够较好地体现食物整体营养价值的一种

最新的评价方法ꎬ 是食品包装营养标签的科学基础ꎮ

营养素度量法用科学的方法根据食物的营养成分与人体

健康或是否能预防疾病来分类食物ꎬ 根据制定的营养评价指

标对食物的营养成分进行评估ꎮ 在实践应用中ꎬ ＮＰ 可以用于

包装正面的营养标签表达ꎬ 这样就能帮助消费者简单容易的

区分健康和非健康食物ꎬ 并在超市等繁杂食物中轻松选择出

自己所需要的食品ꎮ

ＮＰ 可以综合体现食物中多种营养成分的交互作用ꎬ 反映

食物的营养质量以及各种营养素之间的平衡关系ꎬ 因此能够

确保消费者摄入必需营养素、 有益营养素以及适当的能量ꎬ

帮助消费者减少摄入不利于健康的营养素ꎮ 目前得到越来越

多国家政府机构、 科研院所、 学术团体和食品企业的关注ꎬ

被广泛应用于食品法规、 食品标签、 健康声称、 市场和儿童

广告、 新产品研发等用途ꎮ

目前ꎬ 由科学界、 法规制定部门和食品工业界等不同组

织积极努力ꎬ 全球建立起来了几十种营养素度量法研究模

型ꎬ 这些模型集中研究对推荐性营养成分和限制性营养成分

的选择ꎮ 中国 ＣＤＣ 营养所根据中国人群的营养和健康状况ꎬ

研究了 ＮＰ 模型和评价方法ꎬ 试图在营养标签的基础上推行

简单化的营养标示ꎮ 这些研究为推动我国包装食品的营养化

打下基础ꎮ

　 　 本专集以营养素度量法为主题ꎬ 对营养素度量法模型概

念 (包括食品分类、 营养素评分系统、 方法的科学性和科学

意义等)、 地区间协调统一问题、 各个国家的科学进展、 国际

性或地区性可执行的选择、 各国应用状况等进行了介绍ꎬ 希

望能使读者能在更广阔的视野内了解营养素度量法的应用和

发展趋势ꎮ

杨月欣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食物营养室主任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

达能营养中心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国际粮农组织 (ＦＡＯ) 亚太区食物成分信息中心 (ＮＥＡ￣
ＳＩＡＦＯＯＤＳ)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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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 “达能营养中心膳食营养研究与宣教
基金项目” 介绍 (２)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ｎｏ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ｅ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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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 保安族、 东乡族 ３－１３岁儿童 Ｚｎ、 ＶＡ、 ＶＢ２、 ＶＣ
相关营养发育状况 ６年对比分析

　 　 申请人姓名: 张印红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工作单位名称: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项目持续时间: ２ 年

预期资助金额: ２０ 万

项目摘要:
在前期项目研究的基础上ꎬ 本研究针对近年来保安族、

裕固族、 东乡族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的实际ꎬ 通过

“营养与健康专项调查”ꎬ 对比分析 ３－１３ 岁儿童发育及营养

状况ꎮ 及时了解和动态观察该人群营养与健康的状况ꎮ 探讨

经济发展与人口质量间的协调情况ꎬ 内容主要涉及儿童营养

状况、 生长发育状况、 智力发育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 以期

了解影响裕固族、 保安族和东乡族婴幼儿和学龄儿童营养及

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ꎬ 并提出可行的改善及控制措施ꎮ 研究

将营养、 健康与认知调查整合ꎬ 有利于及时了解和掌握少数

民族婴幼儿和学龄儿童膳食结构、 营养和健康状况及其变化

规律ꎬ 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对居民营养和健康的影响ꎬ 为政府

制定相关政策、 引导农业及食品产业发展、 指导居民健康生

活方式提供科学依据ꎮ

我国二城市巨大儿 ０－２４个月生长发育队列研究
及其合理喂养模式探讨

　 　 申请人姓名: 于冬梅

专业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名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项目持续时间: ２.５ 年

预期资助金额: １５ 万

项目摘要:
巨大儿是指出生体重≥４０００ 克的活产新生儿ꎮ 近年来非

糖尿病巨大儿的发生率逐渐升高ꎬ ２００６ 年中国巨大儿出生率

为 ６.５％ꎬ 高于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ꎮ
研究表明ꎬ 出生体重与 ＢＭＩ 呈 “Ｕ” 型相关ꎬ 即与正常

出生体重儿相比ꎬ 出生体重高、 低出生体重者在成年时体质

指数 (ＢＭＩ) 会显著增高ꎬ 巨大儿可能成为糖尿病、 高血压

等疾病的易患人群ꎮ 以 “Ｂａｒｋｅｒ 假说” 为代表的妊娠结局与

成年慢性病的关系研究更多关注低出生体重对生命后期各种

慢性病的关联ꎬ 尚没有对巨大儿的相关探讨ꎮ 近年研究均揭

示ꎬ 出生后的成长过程中出现营养过剩与后续肥胖有关ꎬ 尤

其是 １ 岁以内的体重增加与后来发生超重和肥胖密切相关ꎮ
本研究预期建立一个随机对照的追踪队列ꎮ 目的在于通

过追踪我国南方、 北方二个城市巨大儿 ０－２４ 个月的生长发育

情况ꎬ 研究巨大儿与 ２ 岁以内婴幼儿的超重与肥胖是否有关

联ꎬ 并且通过营养干预来研究探讨合理的喂养模式ꎮ 研究结

果可为我国制定适合巨大儿的合理喂养建议提供支持ꎬ 为研

发改良婴幼儿食品提供思路ꎮ

４



健康管理在社区成年人肥胖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申请人姓名: 韩晓燕

专业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持续时间: 一年

预期资助金额: １０ 万

项目摘要:
通过对社区目标人群 (社区成年人) 健康管理ꎬ 即对个

人健康信息收集ꎻ 建立个人健康电子档案ꎻ 进行超重肥胖风

险评估ꎻ 明确个人患肥胖症的危险性ꎻ 通过分析ꎻ 针对个人

危险因素制定生活方式处方和改善行动指南ꎻ 定期进行随访

和指导ꎬ 达到维持社区成人健康体重的目的ꎮ 对社区成人存

在的危险因素及发生肥胖的危险性进行定量对比分析ꎬ 进而

评价健康管理对社区成人肥胖控制的作用ꎮ

回顾性膳食调查辅助参照食物图谱的研制及应用效果评价

　 　 申请人姓名: 汪之顼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名称: 青岛大学医学院

项目持续时间: 一年

预期资助金额: ９.６０ 万

项目摘要:
询问法是回顾性膳食调查中常用的调查方法ꎬ 在回顾性

询问膳食调查中ꎬ 调查数据的准确性需要依赖被调查者依据

记忆ꎬ 对过去一段时间内所摄取食物量的估计ꎮ 而一般普通

人思维概念中缺少对各类食物外观视觉印象与对应食物重量

的联系ꎬ 因而难以准确估计食物重量ꎮ 因此ꎬ 非常需要适当

的辅助工具ꎬ 增加被调查者的配合能力ꎬ 提高调查数据的准

确性ꎮ 本课题拟借助一定的视觉参照体系ꎬ 研究制作一套专

门的食物图谱ꎬ 涵盖 ２００ 种基本食物ꎬ 使之可应用于回顾性

膳食调查时ꎬ 帮助被调查者更好地依据记忆中的食物视觉信

息ꎬ 来估计各种食物的摄取量ꎮ 同时对该食物图谱辅助回顾

性膳食调查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性研究ꎮ 本项研究的成果将为

回顾性询问膳食调查提供一个有效的辅助工具ꎮ

膳食 ｎ－６ / ｎ－３脂肪酸构成、 ＣＲＰ 基因多态性与动脉粥样硬化
及相关炎性因子关系的研究

　 　 申请人姓名: 张波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博士后

工作单位名称: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项目持续时间: １ 年

预期资助金额: １０ 万

项目摘要:
以动脉粥样硬化 (ＡＳ) 为主要病理机制的心血管疾病已

成为全球占首位的死亡原因ꎮ 本研究以 ＡＳ 的炎症机制为切入

点ꎬ 研究膳食 (ｎ－６ / ｎ－３ 脂肪酸构成) 和基因 (ＣＲＰ 基因

启动子区多态性) 对 ＡＳ 及相关炎性因子影响的独立作用和

交互作用ꎮ 计划从广州市人民街整群抽取 １０００ 名 ４０~６５ 岁

居民ꎬ 以食物频数问卷评价研究对象膳食情况ꎬ 检测红细胞

膜脂肪酸构成特别是 ｎ－６ ∶ ｎ－３ 比值、 血浆 ＩＬ－６、 ＩＬ－１、
ｈｓＣＲＰ 水平以及颈动脉 ＩＭＴ、 斑块的数量和性质ꎬ 分析膳食

ｎ－６ ∶ ｎ－３ 比值对炎性因子及 ＡＳ 的影响ꎬ 阐述膳食脂肪酸通

过调节炎症反应防治 ＡＳ 的可能机制ꎻ 检测 ＣＲＰ 基因启动子

区－７１７Ａ>Ｇ 和－２８６Ｃ>Ｔ>Ａ 两个位点的多态性ꎬ 分析不同基

因型下 ＣＲＰ 蛋白表达的差异以及对 ＩＭＴ 和斑块的影响ꎬ 确定

ＡＳ 易感人群的遗传标记物ꎻ 分析膳食脂肪酸与基因型对 ＡＳ
影响的交互作用ꎬ 为制定 ＡＳ 高危人群个体化的膳食预防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ꎮ

５



云南彝族饮酒行为调查及营养干预研究

　 　 申请人姓名: 吴少雄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工作单位名称: 昆明医学院营养与食品研究所

项目持续时间: １ 年

预期资助金额: １０ 万

项目摘要:
少数民族地区人群酗酒及其所致的营养失衡是慢性病发

生的主要影响因素ꎬ 探讨适合饮酒行为干预的有效途径和方

法ꎬ 是我国对少数民族居民酒精所致营养缺乏防治工作的重

要研究内容ꎮ 本课题以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饮酒人群一

般饮酒行为和健康状况基线调查为切入点ꎬ 开展少数民族饮

酒行为营养干预的系统研究ꎬ 观察单纯营养宣教与由营养宣

教和膳食干预组成的参与式营养干预对饮酒人群的营养知识

水平、 酒精危害认知水平、 饮酒行为和营养状况的作用ꎬ 并

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价ꎬ 从而掌握少数民族居民饮酒行为和营

养状况的现状ꎬ 建立适合少数民族合理的饮酒行为ꎬ 预防饮

酒有关疾病、 伤害的综合营养干预方式ꎻ 对引导我国少数民

族居民合理的饮酒行为ꎬ 减少饮酒有关疾病、 伤害ꎬ 增进健

康具有营养学意义ꎮ

６



营养素度量法———一个新的食物营养评价指标
张　 坚　 赵文华　 陈君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食物营养素度量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评价指以营养素含

量为依据对食物进行分级评价ꎮ 它正迅速成为管理营养标签ꎬ
健康声称和对儿童进行市场推广及广告的基础ꎮ 学者们、 管

理部门和食品工业界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ꎮ 美国华盛顿大

学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教授是此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ꎬ 并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工作ꎮ 现将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做概要介绍ꎮ

１　 背景介绍

食物营养素度量法被定义为以营养素组成为依据对食物

进行分级的评价方法ꎮ 相对于限制能量ꎬ 它更注重食物的营

养素密度ꎬ 优先选择营养素富集的食物和饮料ꎬ 是一种既满

足营养素需求又不超出能量需要的评价方法ꎮ
营养素评价有广泛的潜在用途ꎮ 如 ２００５ 年版美国膳食指

南和金字塔都使用了营养素密度概念以促进不同类和同一类

食物组中富含营养素食物的消费ꎬ 帮助消费者合理选择食物ꎮ
营养素度量法评价也被用于日常管理中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欧洲议会

采纳了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项关于今后运用营养素度量法

来形成营养和健康声称的建议ꎮ 只有按营养素度量法评价有

益的食物才被允许做健康声称ꎬ 而那些营养素度量法评价无

益的食物则不允许ꎮ
对于应用营养素度量法进行评价ꎬ 管理部门需要一个学

术上正确ꎬ 客观、 清晰和可实施的规则系统ꎮ 消费者需要一

个简单、 使用方便并能在一类食物中作出最佳选择的方案ꎮ
因此构建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应遵循一致、 严格、 崇尚科学的

原则ꎬ 同时考虑食物偏好和价格等影响食物选择的关键因素ꎮ
营养素指标和推荐量的选择、 构建计算营养素密度的适

宜运算法则、 以及所选择模型对健康膳食客观测定结果的验

证等都是模型构建中的重要内容ꎮ 欧洲食品安全局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ＥＦＳＡ) 将尽早在 ２００８ 年对一些

营养素度量法模型进行评估ꎮ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ＦＤＡ) 和 ２０１０ 膳食指南委员会最

终也要完成此事ꎮ 但管理条例的批准应该视营养素度量法评

价系统的构建情况而定ꎬ 包括科学性ꎬ 透明程度与健康膳食

的验证结果ꎮ

２　 关于选择指标营养素

大多数食物含有不同比例的营养素ꎬ 一些是有益健康的ꎬ
而另一些则作用很小ꎮ 前者被认为是有益的ꎬ 正面的ꎬ 可推

荐的ꎬ 需要的或易缺乏的营养素ꎮ 后者则多被描述为负面的、
应限制的ꎬ 不需要的ꎬ 有问题的或应避免的营养素ꎮ 营养素

度量法模型可基于 (１) 已知对健康有益的营养素ꎬ 大多是维

生素和微量元素ꎻ (２) 不具健康作用的营养素ꎬ 多为脂肪、
糖和钠ꎻ (３) 两者兼有ꎮ 食品中的水果、 蔬菜、 坚果或全谷

类也可考虑ꎮ
表 １ 汇总了各种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和它们所依据的营养

素ꎮ 有益营养素至少包括所选择的宏量营养素 (蛋白质、 纤

维、 必需脂肪酸)ꎬ 维生素 (维生素 Ａ、 Ｃ) 和矿物质 (钙和

铁)ꎮ 有的模型扩展到 ｎ－３ 脂肪酸、 Ｂ 族维生素、 叶酸和更多

矿物质ꎬ 如钾、 锌和镁ꎮ 模型中有益营养素的数量从最低的 ２
种到最高的 ２３ 种ꎮ 在选择有益营养素时主要依据人群膳食中

不足或缺乏的营养素ꎮ
表 １ 还显示了限制营养素的标准清单ꎮ 如 ＦＤＡ 定义ꎬ 限

量营养素是总脂肪、 饱和脂肪、 胆固醇和钠ꎮ 按欧盟的定义ꎬ
限量营养素是总的、 饱和的和反式的脂肪、 总糖、 钠ꎮ 英国

食品安全局 (ＦＳＡ) 则认为是能量、 饱和脂肪、 总糖、 钠ꎮ
最近ꎬ 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和促进中心提出ꎬ 应限制的营养

素是固态脂肪、 添加的糖和酒精ꎮ 目前ꎬ 只有那些有每日摄

入量标准的膳食成分才被包括在营养素度量法中ꎬ 如膳食纤

维通常被包括在内ꎬ 而植物来源的植物化学物、 多酚和抗氧

化物则未包括ꎮ 这可能是由于缺少参考摄入量标准和营养素

成分表不完善之故ꎮ
一个重要问题是营养素度量法模型是否偏好有益营养素ꎮ

从强调营养素限量或基于对两者综合考虑ꎬ 表 １ 列出了每种

方法的例子ꎬ 着重有益营养素的评分更适于消费者教育ꎬ 而

强调营养素限量的评分更多关心食物标签和健康声称管理ꎮ
进行营养素选择时有两个应注意的问题ꎮ 其一是营养素

密度概念不应过度依赖一个国家膳食中的营养素是低或高ꎮ
其二ꎬ 根据政策目的定义营养素密度本身就存在危险ꎮ

７



表 １　 构建营养素度量法模型的有益营养素和限量营养素的汇总

评　 分 宏量营养素 维生素 矿物质 限量营养素

营养质量指数(ＮＱＩ) 蛋白质、纤维、ＭＵ￣
ＦＡ、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Ａ、Ｃ、Ｂ１、Ｂ２、Ｂ６ꎬ
Ｂ１２ꎬ烟酸

Ｃａ、Ｆｅ 脂肪ꎬ饱和脂肪ꎬ胆
固醇

作营养素的能量 ( ｃａｌｏｒｉｅ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ꎬＣＦＮ)

蛋白质 维生素 Ａ、Ｃ、Ｂ１、Ｂ２、Ｂ６、
Ｂ１２、叶酸

Ｃａ、Ｆｅ、Ｚｎ、Ｍｇ

营养食物指数 纤维 维生素 Ａ、ＣꎬＢ１、Ｂ２、烟酸ꎬ
叶酸

ＣａꎬＦｅ、Ｚｎ、Ｍｇ、Ｋ、Ｐｈ 总脂肪ꎬ饱和脂肪ꎬ
胆固醇、钠

推荐量与限制食物组分的比
例(ＲＲＲ)

蛋白质、纤维 维生素 Ａ、Ｃ ＣａꎬＦｅ 能量、饱和脂肪ꎬ总
糖、胆固醇、钠

天然富含营养素(ＮＮＲ) 蛋白质、纤维、ＭＵ￣
ＦＡ

维生素 Ａ、Ｃ、Ｄ、ＥꎬＢ１、Ｂ２、
Ｂ１２、叶酸

ＣａꎬＦｅ、Ｚｎ、Ｋ

供能量的营养素(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ａｌｏｒｉｅꎬＮＦＣ)

蛋白质、纤维 维生素 Ａ、Ｃ、Ｅ、Ｂ１２ ＣａꎬＦｅ、Ｚｎ、Ｍｇ、Ｋ、Ｐｈ 饱和脂肪ꎬ钠

营养 素 密 度 评 分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ꎬＮＤＳ)１６

蛋白质、纤维 维生素 Ａ、Ｃ、Ｄ、Ｅ、Ｂ１、Ｂ２、
烟酸、泛酸ꎬＢ６ꎬＢ１２ꎬ叶酸

ＣａꎬＦｅ、Ｍｇ

营养素密度评分 ＮＤＳ ２３ 蛋白质、纤维、亚油
酸、亚麻酸、ＤＨＡ

维生素 Ａ、Ｃ、Ｄ、Ｅ、Ｂ１、Ｂ２、
烟酸、Ｂ６、Ｂ１２、叶酸

ＣａꎬＦｅꎬＺｎ、ＭｇꎬＫ、Ｃｕ、
Ｉ、Ｓｅ

营养素密度评分 ＮＤＳ ５５ 蛋白质、纤维 维生素 Ｃ ＣａꎬＦｅ

营养素密度评分 ＮＤＳ ５６ 蛋白质、纤维 维生素 Ａ、Ｃ ＣａꎬＦｅ

营养素密度评分 ＮＤＳ ５９ 蛋白质、纤维 维生素 Ａ、Ｃ、Ｅ ＣａꎬＦｅ、Ｍｇ、Ｋ

限量营养素(ＬＩＭ)评分 饱和脂肪、外加糖、钠

限量营养素(ＬＩＭｔｏｔ)评分 总脂肪ꎬ总糖、钠

Ｓｍａｒｔ Ｓｐｏｔ 蛋白质、纤维 维生素 Ａ、Ｃ Ｆｅ 总脂肪、饱和脂肪、
反式脂肪、加糖、钠

联合利华营养评分 饱和脂肪、反式脂
肪、糖(总的和外加
的)、钠

ＦＳＡ 模型 ＳＳＣｇ３ｄ ｎ－３脂肪酸ꎬＦ＋Ｖ(ｇ) ＣａꎬＦｅ 能量、饱和脂肪、加糖、
钠

ＦＳＡ 模型 ＷＸＹｆｍ 蛋白质、纤维、Ｆ＋Ｖ＋
坚果(ｇ)

ＣａꎬＦｅ 能量、饱和脂肪、总糖、
钠

ＤＨＡ: 二十二碳六烯酸ꎻ Ｆ＋Ｖ: 水果和蔬菜ꎻ ＭＵＦＡ: 单不饱和脂肪酸

３　 关于选择计算单位

营养素密度初始的定义是食物中营养素含量与其能量水

平的比例ꎮ Ｈａｎｓｅｎ 的营养质量指数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ｘꎬ ＮＱＩ) 是计算等量食物中占推荐膳食供给量 (ＲＤＡ) 百

分比 与 能 量 的 比 例ꎮ 营 养 素 密 度 计 算 可 以 ４１８. ４ｋＪ
(１００ｋｃａｌ)ꎬ １００ｇ 或一些政府强制食用量为单位ꎮ 欧盟现在

没有统一的ꎬ 政府强制的一份食用量标准ꎮ 结果ꎬ 在欧盟构

建的度量法模型是以 ４１８.４ｋＪ (１００ｋｃａｌ)、 １００ｇ 食物为单位

的ꎮ 在美国ꎬ 每种食物标准习惯消费量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ｉｌ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ꎬ ＲＡＣＣ) 的定义由 ＦＤＡ 提供并能用于

计算营养素度量法ꎮ
以 １００ｇ 食物重量为基础的模型会将那些食用量通常很少

的食物和评估时须特别调整体积的饮料看作 “不健康” 食物ꎮ
但消费者可能更易接受以常见食物量为单位表示各种营养信

息ꎮ 因此ꎬ 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实验应该比较以 ４１８. ４ｋＪ
(１００ｋｃａｌ)、 １００ｇ 或单位 ＲＡＣＣ 值计算的分值ꎮ

４　 关于选择参考日摄入量值

针对一些人类营养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ꎬ ＦＤＡ 已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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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 ＲＤＩｓꎬ 总结于表 ２ꎮ 这些数值的依据大多是医学研究所

( ＩＯＭ) 公布的膳食参考摄入量ꎮ 为了标识的目的ꎬ ＦＤＡ 还针

对宏量营养素发展了一套参考日摄入量值ꎮ
从以往研究看ꎬ 如何把这些标准用于营养素度量法评价

有一定的灵活性ꎮ 切点和基准的使用并不总是一致ꎮ 我们建

议将参考量与食物标签中的使用量联系起来ꎮ 如果营养素度

量法评价目标是帮助消费者选择更加健康的食物ꎬ 那么在表

达营养素推荐量上必须遵循一个认可的标准ꎮ

表 ２　 用于计算营养素度量法的日摄入量

食物成分营养素 日摄入量ｂ

蛋白质 ５０ｇ

纤维 ２５ｇ

亚油酸 ９ｇ

亚麻酸 １.８ｇ

ＤＨＡ ０.１１ｇ

维生素 Ａ ５０００ ＩＵ

维生素 Ｃ ６０ｍｇ

维生素 Ｄ ４００ ＩＵ

维生素 Ｅ ３０ ＩＵ

维生素 Ｋ ８０μｇ

硫胺素 １.５ｍｇ

核黄素 １.７ｍｇ

烟酸 ２０ｍｇ

维生素 Ｂ６ ２.０ｍｇ

维生素 Ｂ１２ ６μｇ

叶酸 ４００μｇ

泛酸 １０ｍｇ

钙 １０００ｍｇ

铁 １８ｍｇ

镁 ４００ｍｇ

锌 １５ｍｇ

磷 １０００ｍｇ

硒 ７０μｇ

铜 ２.０ｍｇ

钾 ３５００ｍｇ

碘 １５０μｇ

脂肪 ６５ｇ

饱和脂肪 ２０ｇ (１０％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膳食能量)

单不饱和脂肪 ２０ｇ (１０％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膳食能量)

胆固醇 ３００ｍｇ

总糖 １２５ｇ / ５０ｇａ

外加糖 ５０ｇ (１０％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膳食能量)

钠 ２４００ｍｇ

ａ: １２５ｇ来自 ＩＯＭ报告ꎻ ５０ｇ来自ＷＨＯ报告ꎻｂ: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８３６８ｋＪ

５　 关于发展营养素度量法模型

构建一个度量法运算法则可以通过一系列途径ꎬ 最简单

的是只选择食物标签上的营养素ꎬ 再严格按照 ＦＤＡ 的标准建

立评分体系ꎮ 表 ３ 总结了以往和现在的一些营养素度量法运

算法则ꎮ
天然营养素富集评分是包括纤维在内 １５ 种有益营养素每

日量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ｌｕｅꎬ ＤＶ) 百分数的无权重均值ꎮ 虽然评分没

有直接考虑食物中脂肪、 糖或盐的含量ꎬ 但实际上它计算的

单位能量下的值就意味着含高脂肪和糖的高能量密度食物会

得到更低的分值ꎮ 计算中设了 ＤＶ 百分比的上限ꎬ 所以任何

一种营养素对总分值的贡献不会过大ꎮ
法国营养素适量和营养素密度量法是一些符合条件营养

素占 ＲＤＡｓ 百分比的均值ꎬ 计算中不考虑权重ꎮ 作者首先按

照 ８３６８ｋＪ / ｄ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 ｄ) 下法国成人每日推荐量计算出营

养素适宜量的分值ꎮ 只有天然存在于食物中的营养素被用于

计算分值ꎮ ＳＡＩＮ １６ 和 ＳＡＩＮ ２３ 评分分别是以每百克食物中

１６ 和 ２３ 种营养素计算的ꎮ 用 ＳＡＩＮ 分值除以食物能量密度得

到 ＮＤＳ １６ 和 ＮＤＳ ２３ꎮ 通过这种方法ꎬ 营养素密度分值

(ＮＤＳ) 是数目不定的有益营养素的无权重 ＤＶ 百分比的数学

均值ꎮ ＳＡＩＮ 分值是以每 ４１８.４ｋＪ 为单位ꎬ 而 ＤＮＳｓ 是以每

４１８.４ｋＪ (１００ｋｃａｌ) 能量为单位ꎮ
ＬＩＭ ( ｌｉｍｔｉｔ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模型以 ３ 种限量营养素为基础ꎬ

计算每 １００ｇ 食物中的含量ꎬ 这样避免了能量富集食物的偏

倚ꎮ 参考量是法国人群中营养素限量的最大推荐值 (ｍａｘｉ￣
ｍｕｍ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ꎬ ＭＲＶｓ)ꎬ 如外加糖和饱和脂肪摄

入量不超过能量 １０％ꎬ 盐 ６ｇꎮ 以 ８３６８ｋＪ / ｄ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 ｄ)
折算ꎬ 是 ２０ｇ 饱和脂肪ꎬ ５０ｇ 添加糖ꎮ

英国 ＦＳＡ 营养素度量法模型 ＷＸＹｆｍ 是以 ４ 种限量ꎬ ３
种有益营养素为基础的ꎬ 也是计算每 １００ｇ 中的含量ꎮ 食物中

水果、 蔬菜和坚果的含量来自于另一个复杂的算式ꎮ 从不良

成分中减去良好成分得到最后的分数ꎮ 例外的是ꎬ 不良成分

总和超过 １１ꎬ 在此情况下ꎬ 它仍为最后得分ꎮ 最后得分的极

性相反ꎬ 数值小于零的表示更富有营养的食物ꎮ 相反地ꎬ 有

负面作用的营养素实际相加之和为一个很大的正数ꎬ 但却不

是好的得分ꎮ 如果一种食物得分为 ４ 或更高ꎬ 则被归为不健

康类ꎻ 一种饮料得到 １ 分或更高也被归为不健康类ꎮ 更为健

康的食品或饮料得分为零或更低ꎮ
由两部分组成的富含营养素食物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ｉｃｈ ｆｏｏｄꎬ

ＮＲＦ) 评分同样是以有益营养素和限量营养素为依据的ꎮ 营

养素密度成分是以一些有益营养素为基础的ꎮ 限量营养素

(ＬＩＭ) 评分仅依据 ３ 种营养素: 饱和脂肪、 外加糖和钠ꎮ 简

单的算法是从营养素密度分中减去三项 ＬＩＭ 分值ꎬ 得到营养

素富集食物分 (ＮＲＦ ｎ.３)ꎮ 这里 ｎ 代表所选的有益营养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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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ꎮ ＮＲＦ 分是按每 １００ｇ、 每 ４１８. ３ｋＪ ( １００ｋｃａｌ) 或每

ＲＡＣＣ 值计算的ꎮ 总起来讲ꎬ 现有的模型和评分系统已经阐

明了一些方法ꎮ 它们运用了正面的或负面营养素或一些两者

的结合ꎮ 它们以不同的参考量为依据ꎬ 并使用了总体和分类

的基准ꎮ 多数系统连续评分ꎬ 为区别不同的食物提供了手段ꎮ

表 ３　 营养素度量法计算方法的总结

评分和标准 算　 法 量 评　 论

营养质量指数 (ＮＱＩ) ＮＱＩ ＝ ( Ｎ / ＲＤＡｎ ) / ( ｋｃａｌ / １ꎬ
０００)

１０００ｋｃａｌ 每个营养素分别计算 (Ｎ)ꎬ 不是总分

作营养素的能量 (ＣＦＮ) ＣＦＮ＝ＥＤ / Σ１－３ (％ＤＶ) / １３ １００ｇ 能量密度 (ＥＤ) 除以 １３ 种 ＤＶ 百分数均
值ꎬ 以 １００ｇ 食物为单位

营养食物指数 (ＮＦＩ) ＮＦＩ ＝ Σ (ｗＤＦＣ / ＲＤＩ ＋ ｗＬＤＦＣ /
ＲＤＩ)

１ 份 加权的需要的 (ＤＦＣ) 和一般 ( ＬＤＦＣ)
食物组分之和ꎬ 每类都被 ＲＤＩ 除

推荐量与限制量的比例 (ＲＲＲ) ＲＲＲ ＝ Σ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ｅｄ / ６) / 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 ５)

１ 份 以食物标签上所列营养素为基础的比例分

天然富含营养素 (ＮＮＲ) ＮＮＲ＝Σ １－１５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 ＤＶ)
×１００) / １５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无权重的 １５ 种营养素的 ＤＶ 百分率数学平
均值以为基础并有 ２０００％ＤＶ

营养素族量比例 (ＮＡＲ)
ＳＡＩＮ １６ꎬ ＳＡＩＮ ２３

ＮＡＲｎ ＝ Σ１ － ｎ ( ( Ｎｕｔｒｉｅｚｚｚｎｔ /
ＤＶ) ×１００) / ｎ

１００ｇ ＮＡＲ 是以营养素和每 １００ｇ 食物计算

营养素密度评分ꎬ ＮＤＳ １６ꎬ
ＮＤＳ ２３

ＮＤＳｎ＝ (ＮＡＲｎ / ＥＤ) ×１００ １００ ｋｃａｌ ＮＤＳ 的计算是用ＮＡＲ 除以能量密度 (ＥＤ)

限量营养素评分 (ＬＩＭ) ＬＩＭ＝Σ１－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 ＭＲＶ) / ３
×１００ / Ｑ

１００ｇ 以 ３ 种负作用营养素的最大推荐量 (ＭＲＶ)
和 １００ｇ 食物为依据

富含营养素食物 (ＮＲＦｎ) ＮＲＦｎ ＝ ( Σ１ － ｎ (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
ＤＶ) ×１００) / ｎ) / ＥＤ

１００ ｋｃａｌ 无权重的 ｎ 个营养素 ＤＶ 百分率的数学平
均值

供能量的营养素 (ＮＦＣ) ＮＦＣ ＝ Σ１ － １１ (％ＤＶ) / １１ －
Σ １－３ (％ＤＶ) / ３

１１ 种正作用营养素的和减去 ３ 种负作用营
养素的和

富含营养素食物 (ＮＲＦｎ.３) ＮＲＦｎ－ＬＩＭ ＲＡＣＣ 从 ＮＲＦｎ 减去 ＬＩＭꎮ 以 ＲＡＣＣ 为基础计算

ＦＳＡ－ＳＳＣｆ３ｄ 和 ＷＸＹｆｍ Ｐｏｉ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总分＝Ｃ (负作用营养素) －Ａ (正作用营
养素)ꎬ 除非 Ｃ>１１ꎬ 对坚果、 蔬菜和水果
含量复合评分

∗ 　 １０００ｋｃａｌ＝４１８４ｋＪ

６　 度量法评价计算中的问题

当创建度量法运算法则时有一些问题需要说明ꎮ 这些包括

共线性ꎬ 权重和上限设置ꎬ 但不仅限于此ꎮ 一些营养素之间是

高度相关的ꎮ 例如ꎬ 食物的能量和脂肪含量趋向于相关ꎬ 同样

的有饱和脂肪和胆固醇ꎮ 一个包括能量、 总脂肪、 饱和脂肪、
反式脂肪和胆固醇的评分能与那些仅以脂肪为依据的食物区

别ꎮ 同样地ꎬ 与转化为能量密度相比ꎬ 强调脂肪和糖的分值

可能并不高ꎬ 原因在于食物营养素量起的作用相对较小ꎮ 另

一方面ꎬ 以宏量维生素、 矿物质、 微量元素和其它营养素为

依据得出的分值可能分辨力小ꎬ 特别在所有营养素被同等对

待ꎬ 所有分值与均值接近的情况下ꎮ 以一些客观标准为依据ꎬ
选择最适宜的营养素数目是今后需要优先研究的问题ꎮ

７　 关于验证一个营养素度量法

人们普遍认为ꎬ 按营养素含量把食物分类是科学ꎬ 而非

事务性工作ꎮ 因此ꎬ 营养素度量法模型需要通过一系列对膳

食质量的客观测定加以证实ꎮ 在一直缺乏此类验证的情况下ꎬ
过去许多研究做不同评分方法的相关性ꎬ 或者将产生的食物

分级与专家意见相比较ꎮ 这种比较的标准是所列食物是否被

专家所认可ꎮ
将单个营养素度量法与健康饮食指数这样的膳食质量全

球评价方法结合在一起或许是必要的ꎮ 以前的研究已经将特

定食物的消费与膳食质量测定联系在一起ꎬ 并且同样的技术

方法可以被用于营养素度量法评价ꎮ 其它研究检验了血糖生

成负荷和健康饮食习惯的联系ꎮ 关键的问题是能够将以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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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评分系统与客观、 独立的健康膳食验证方法联系起

来ꎮ 一个计算合格度的模型或许会成为比较不同营养素度量

法模型的标准ꎮ 发展验证技术是营养素度量法评价的基础ꎬ
应该成为最优先研究的问题ꎮ

８　 关于营养素度量法模型的应用

把不同营养素模型应用到人群膳食中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不同食物上ꎬ 并对其作用进行追踪分析很有意义ꎮ 我们将不

同模型应用到同样的 ３７８ 种能量食物和饮料上ꎬ 并进行了比

较ꎮ 名单不是人为的ꎬ 这 ３７８ 种食物和饮品是构成食物频率

问卷的食物ꎮ 它们是由 Ｆｒｅｄ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癌症研究中心发展出

来的ꎬ 且被用于许多关于膳食和健康的流行病学研究中ꎮ 如

果食物满足 ３ 项标准的要求ꎬ 就被选入模型中ꎮ 首先ꎬ 食物

要被大多数人经常食用ꎻ 第二ꎬ 食物含受关注的营养素ꎬ 第

三ꎬ 该食物的消费量在不同人之间存在差异ꎬ 使其最能预测

一种更健康的膳食ꎮ 现用的名单排除了饮料和自来水ꎬ 但包

括强化谷物和配方膳食制品ꎮ
这里说明的营养素度量法模型是营养素富集模型 ＮＲＦ５

和 ＮＲＦ１５ꎻ ＬＩＭ 和 ＷＸＹｆｍ 模型 (改良的)ꎮ ＮＲＦ５ 模型是最

简单的营养素与能量比例模型ꎬ 依据是 ５ 个有益营养素: 蛋

白质、 纤维、 维生素 Ｃ、 钙和铁ꎬ 与法国 ＮＤＳ５ 评分相似ꎮ
ＬＩＭ 评分的基础是每 １００ｇ 食物中的饱和脂肪、 外加糖和钠ꎮ

修改的 ＭＸＹｆｍ 模型主要将计算番茄酱、 水果派、 汤、 豆

类拼盘菜中蔬菜、 水果百分比的复杂方法简化ꎮ 这样修改影

响食物的数目很小ꎬ 并没有改变所观察食物组之间的关系ꎮ
最健康的食物由于主要是含蛋白质和纤维的原因ꎬ 所以是豆

类、 蔬菜、 水果和土豆ꎬ 包括土豆泥和炸土豆ꎮ
ＷＸＹｆｍ 模型显示出与能量密度有高度相关ꎮ 因这模型主

要基于能量、 饱和脂肪和糖ꎬ 所以并不为奇ꎮ 低能量密度的

软饮料比牛肉或贝壳类得分更高ꎮ 同样地ꎬ 以饱和脂肪为指

标ꎬ 奶酪比爆米花或玉米片得分更低ꎮ 该评分系统如所设计

的那样ꎬ 对高端的糖果、 饼干、 糕点和快餐能很好地区别ꎮ
特别是谷类ꎬ 趋向得分低ꎬ 而强化谷类中的营养素并没有被

考虑ꎮ

９　 关于在消费者中进行营养素度量法应用的

研究

　 　 食物的营养质量是消费者选择健康膳食的一个原因ꎮ 然

而ꎬ 他们的选择也受食物价格ꎬ 口味和愉悦程度的影响ꎮ 如

果要消费者使用营养素度量法评价选择更好的食物ꎬ 也需要

考虑其它因素ꎮ
营养素密度方法的可行性还需要验证ꎮ 一个评价标准是

消费者接受这个方法后能否改变他们的饮食行为并改善膳食

质量ꎮ 需要在信息交流和销售的干预方面进行努力ꎮ 在 ＵＳ￣

ＤＡ 金字塔营养教育和促进协议下形成的营养教育材料正在发

展和取得成效之中ꎮ
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方法在经济上是否合理ꎮ 低能量和营

养素富集的食物以单位能量计可能成本更高ꎮ 然而ꎬ 许多这

样的食物具有很好的营养素－价格比ꎬ 在可承担的价格下ꎬ 单

位能量能提供适宜的营养素ꎮ 今后应该对营养素密度概念如

何适应食物价格与膳食成本进行研究ꎮ

１０　 结论与建议

营养素度量法评价可以应用在许多方面ꎮ 欧盟委员会关

于建立营养素度量法并作为营养和健康声称管理依据的提议

使这一领域工作在国际上受到极大重视ꎮ 欧洲食物安全局

(ＥＦＳＡ) 认为此法简洁、 透明、 科学性好而认为此法期望在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９ 日做出决定ꎮ
特别建议: (１) 指标营养素应与膳食需求相关ꎬ 最好在

数目上有限制ꎮ 良好的营养素组成数据库对此项研究是必不

可少的ꎮ (２) 每日参考量应以权威资料并结合食物标签为根

据ꎮ (３) 运算法应简单而透明ꎮ 公众健康不需要带有专利或

产权的评价模型ꎮ (４) 所选择的模型必须用公正的方法就健

康膳食与理想的健康效果进行验证ꎮ (５) 选择的模型需要考

虑食物的成本和美味ꎮ 最后ꎬ 消费者研究是这个过程的一项

重要内容ꎮ 如 Ｂｕｓｓ 所说ꎬ 对营养素度量法模型的最好验证是

能否成为一个向消费者传递实用和有价值信息的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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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素度量法在营养和健康声称中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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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达能膳食营养研究与宣教基金项目 (ＤＩＣ２００８－０４)ꎮ

作者简介: 朱婧ꎬ 女ꎬ 硕士生ꎬ 研究方向为食物营养ꎮ Ｅ－ｍａｉｌ: ｃｒｙｉｃｅ＠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 张立实ꎬ 男ꎬ 教授ꎻ 杨月欣ꎬ 女ꎬ 研究员ꎮ

　 　 摘　 要: 　 随着膳食与健康关系研究的深入ꎬ 食品的健

康效应越来越受到重视ꎬ 营养和健康声称作为向消费者提供

食品健康效应的说明部分ꎬ 成为政府、 非政府组织、 企业和

消费者关注的热点ꎮ 营养素度量法作为一个评价食品营养特

性的方法ꎬ 对食品给予了综合评价ꎬ 有助于规范食品的营养

和健康声称ꎮ 本文就营养素度量模型在营养和健康声称中的

应用情况作一综述ꎮ
关键词: 营养声称ꎻ 健康声称ꎻ 营养素度量法ꎻ 应用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５１.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４－８４５６ (２０１１) ０１－００９２－０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ｄꎬ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ｈｏｔ ｉｓ￣
ｓｕｅ ａｎｄ ｉｇｎｉ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ꎬ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ｏｄｓ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ｉｓ ａ￣
ｂｌ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ｆｏｏｄ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ꎬ ｔｈｕ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ｌａｉｍｓꎻ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ｓ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
ｌｉｎｇꎻ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随着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急剧增加ꎬ 及对其发生

发展的研究的深入ꎬ 世界各国政府及组织均认识到ꎬ 不健康的

膳食模式是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ꎮ 高能量－低营养密度的

膳食模式ꎬ 以及对高脂、 高糖和高盐食品的消费不断增加不仅

会加速肥胖、 血脂异常、 高血压、 糖耐量减低等慢性疾病的早

期进展ꎬ 也是一些主要的慢性疾病的首要病因ꎬ 如心血管病、
２ 型糖尿病、 中风和某些癌症等[１]ꎮ ２００７ 年在 ＷＨＯ 的第 １６ 届

世界卫生会议上ꎬ 制定了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的全球策略»ꎬ 膳食的改善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２]ꎮ

１　 营养素度量法和食品标签

营养素度量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ꎬ ＮＰ) 是根据食物的营

养成分组成对其进行评价和分类的科学[３] ꎮ
首先需要构建 ＮＰ 模型ꎬ 即制定得出 ＮＰ 结论 (如 “健

康”、 “有好处的”、 “聪明之选”、 “不太健康” 等) 所需要的

算法或规则ꎮ 算法或规则的制定需要考虑推荐摄入量标准、
与人群健康优先相关的推荐性和限制性的营养成分以及应用

的目的和范围ꎮ 推荐性营养成分是指那些对健康有益的营养

成分和日常摄入量未达到推荐量的成分ꎬ 限制性营养成分是

指日常摄入量超过推荐量或明确具有健康负效应的成分ꎮ 根

据其应用的目的和范围不同ꎬ 有简单阈值法和评分法等方式ꎮ
一般而言ꎬ 简单阈值法ꎬ 只对同一类别的各种食品进行评价

时可以采用ꎬ 将关心的营养成分的含量与推荐摄入量进行比

较得出 ＮＰ 结论ꎻ 对不同类别的各种食品进行比较时ꎬ 一般采

用评分法或评分与阈值相结合的方法ꎬ 通过制定算法ꎬ 将推

荐性和限制性营养成分运算后得到一个分值ꎬ 通过对该分值

的评价得到食品的 ＮＰ 结论ꎮ
食品标签是指预包装食品容器上的文字、 图形、 符号以

及一切说明物ꎮ 营养声称和健康声称是食品标签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ꎮ 营养声称是指陈述、 说明或暗示食品具有特殊

的营养益处ꎬ 如 “低盐”、 “低糖” 和 “高纤维” 等ꎮ 健康声

称是指陈述、 说明或暗示食品和健康之间存在相关关系ꎬ 如

“钙有助于强健骨骼”、 “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有助于维持心脏健

康” 等ꎮ 营养声称和健康声称对于消费者而言是醒目且易于

接受的ꎬ 符合食品特性的真实声称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食品

的营养组分和特征ꎬ 引导消费者健康选择和消费ꎬ 并能促进

食品企业健康发展ꎮ 而不科学的或不具备声称资格的声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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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相反的不良结果ꎮ
由于 ＮＰ 结论的得出是立足于食品与健康的综合关系ꎬ 因

此其在规范营养和健康声称时十分重要ꎮ 如果没有 ＮＰ 对食品

整个营养成分状况的全面考虑ꎬ 可能会出现营养和健康声称

不合适的情况ꎮ 如一种声称 “高钙” 的膨化食品ꎬ 钙含量已

符合声称标准ꎬ 但同时该食品的钠和反式脂肪酸含量也很高ꎬ
且高钠和反式脂肪酸所带来的害处已超过高钙所带来的好处ꎮ
如仅考虑其钙含量ꎬ 可以进行营养声称ꎬ 但无法体现该食品

所带来的不利影响ꎮ 而 ＮＰ 的出现可以避免这种状况ꎬ 有助于

规范食品的营养和健康声称ꎮ 因此ꎬ 许多国家把其作为一个

“条件” 放在营养声称和健康声称的资格限制当中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在欧盟 １９２４ / ２００６ 关于食品营养声称和健康声称的法

规中ꎬ 明确提出建立营养素度量模型ꎬ 应用于食品营养和健

康声称的资格认证中[４] ꎮ

２　 政府使用营养素度量法模型的情况

在食品营养声称和健康声称的管理中ꎬ 政策可以对居民

的膳食行为和膳食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ꎮ 因此ꎬ 政府具有核

心职能ꎬ 不仅需要制定食品营养声称和健康声称的相关法规

和管理办法ꎬ 还需要制定相应的合理的评价体系作为技术支

撑来实施管理ꎮ 目前ꎬ 美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加拿大、
德国、 法国、 瑞典、 荷兰、 比利时等国在食品营养标签管理

中使用了 ＮＰ 模型ꎬ 规定只有符合模型标准的食品才可以使用

营养和健康声称ꎬ 可选择代表 “健康食品选择” 的食品认证

标示或是进行文字的 “营养和健康声称”ꎮ 表 １ 总结了在此方

面提出要求条件和限制的 ＮＰ 模型ꎬ 可以看出ꎬ 对于一个由

ＮＰ 判断为 “不健康” 的食品ꎬ 就算达到了某一种推荐性营养

素的 “高” 标准或是含有某种功能成分ꎬ 也是不允许声称的ꎮ

表 １　 政府使用的与食品营养标签相关的 ＮＰ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模型名称 政府机构
指标营养素或食品类别

推荐性 限制性

标准
应用
范围

分
类
数

计算
单位

模型
类型

备　 注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５]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 Ｕ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 ＶｉｔＣ、铁、
钙、蛋白质、膳
食纤维

脂肪、 饱 和 脂
肪、胆固醇、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３ 每份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进行健
康声称和营养声称ꎮ

５ ａ ｄａｙ[６] 美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实施ꎮ 美国国家癌
症研究所(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制定

纤维、碘、全谷
物、水果、蔬菜

添加 糖、 总 脂
肪、饱和脂肪、
反式脂肪、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３ 每份＋ /
１００ｋｃａｌ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 Ｆｒｕｉｔｓ ＆ Ｖｅｇｇ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图标ꎮ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７]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
准局 (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蛋白质、纤维、
水 果 /蔬 菜 /豆
类 /坚果

能量、总糖、饱
和脂肪、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３ / １００ｇ 评分＋
阈值

饮料(不包括牛奶)总分
<１ꎬ奶酪、食用油类总分<
２８ꎬ其他食品及牛奶总分
<４可以进行健康声称ꎮ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８]

加拿大卫生部 (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ｎａｄａ)

钙 钠、反式脂肪、
饱和 脂 肪、 酒
精、胆固醇、糖

特定
食品
类别

４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每份

阈值 不同的食品类别有不同
的指标营养素和标准ꎬ
符合标准的可以进行健
康声称ꎮ

５ ａｍ ｔａｇ[９] 德国农业卫生部 (Ｇｅｒ￣
ｍ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蔬菜 /水果 添加糖、总脂肪 全部
食品

２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５
ａｍ ｔａｇ”的图标ꎮ

ＳＡＩＮ － ＬＩＭ Ｍｏｄ￣
ｅｌ[１０]

法国食品安全局(Ｆｒｅｎｃｈ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蛋白质、铁、纤
维、ＶｉｔＣ、ＶｉｔＤ /
ＶｉｔＥ / ＡＬＡ

饱和脂肪、钠、
添加糖

全部
食品

１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评分＋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进行声
称ꎮ

Ｋｅｙｈｏｌｅ[１１] 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膳食纤维 脂肪、糖、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２６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Ｋｅｙｈｏｌｅ”的图标ꎮ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Ｃｌａｓｓ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１２]

荷兰营养中心(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ｎ－３ 长链脂肪
酸、纤维、叶酸、
ＶｉｔＣ

能量、饱和脂肪 特定
食品
分类

１４ / １００ｇ 阈值 不同的食品类别有不同
的指标营养素和标准ꎬ评
价为“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ｅ”的食品
才可以使用这个声称ꎮ

Ｂｅｌｇ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ｌａｎ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３]

比 利 时 政 府 ( Ｂｅｌｇ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
酸、纤维、矿物
质、维生素、复
杂碳水化合物

能量、脂肪、饱
和脂肪、盐

特定
食品
类别

５８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每份

阈值 不同的食品类别有不同
的指标营养素和标准ꎬ
符合标准的可以声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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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非政府组织推荐营养素度量法模型简介

非政府组织 ( ｎ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ＮＧＯ)
如学术团体、 行业机构、 健康基金或咨询机构等ꎬ 虽然对食

品营养声称和健康声称没有立法权和直接管理权ꎬ 但常利用

其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力和专业性ꎬ 将 ＮＰ 模型应用在健康

推荐和消费指导中ꎬ 来指导哪些食品能够在标签上使用其认

可的代表 “健康膳食选择” 的食品认证的标示ꎮ

ＮＧＯ 组织通常采用自愿的原则ꎬ 引导企业选择使用这些

标示ꎬ 指导消费者的健康选择ꎮ 企业一旦选择加入或使用推

荐的图标 ( ｌｏｇｏ)ꎬ 就需要符合其营养标准ꎮ 表 ２ 总结目前活

跃的 ＮＧＯ 推荐的 ＮＰ 模型ꎬ 其中ꎬ Ｃｈｏｉｃｅｓ 国际基金会的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是一个涉及 ５０ 个国家、 １３０ 个企业的

庞大系统ꎬ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ꎬ 使用相同的标准和图标ꎬ 但

标示使用当地的语言ꎬ 以便于信息的正确理解和传播ꎮ

表 ２　 非政府组织用于健康推荐和消费指导的 ＮＰ 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ＮＧ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ｇｕｉｄｅｎｃｅ

模型名称 非政府组织
指标营养素或食品类别

推荐性 限制性

标准
应用
范围

分
类
数

计算
单位

模型
类型

备　 注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１４] Ｃｈｏｉｃｅｓ 国际基金会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膳食纤维 饱和脂肪、反
式 脂 肪、 钠、
添 加糖

特定
食品
分类

２
(１０个
亚组)

/ １００ｇ ＋
/ １００ｋｃａｌ
＋每份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ｃｈｏｉｃｅｓ”图标ꎮ

ＡＨＡ ｆｏｏ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１５]

美国心脏协会(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 ＶｉｔＣ、
铁、 钙、 蛋 白
质、膳食纤维

总脂肪、饱和
脂肪、反式脂
肪、胆固醇、钠

全部
食品

１ 每份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Ｈｅａｒｔ ｃｈｅｃｋ”图标ꎮ

Ｓｍａｒ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ｐｒｏ￣
ｇｒａｍ[１６]

美国明智选择项目组
( ＵＳ Ｓｍａｒ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ｒｏｕｐ)

ＶｉｔＡ、镁、ＶｉｔＣ、
钙、ＶｉｔＥ、钾、膳
食纤维

总脂肪、饱和
脂肪、反式脂
肪、 胆 固 醇、
添加糖、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１９ 每份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 Ｓｍａｒ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ｐｒｏ￣
ｇｒａｍ”图标ꎮ

ＧＩ Ｓｙｍｂｏｌ[１７] 澳大利亚新西兰血糖
指数基金会 ( Ｇｌｙｃｅ￣
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膳食纤维、钙 能 量、 总 脂
肪、 饱 和 脂
肪、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１０
(２８个
亚组)

/ １００ｇ
＋每份

阈值 指标营养素还包括碳
水化合物的含量和 ＧＩ
值ꎮ 符合标准的可以
使用“ ｌｏｗ ＧＩ”的图标ꎮ

Ｔｉｃ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１８] 澳大利亚国家心脏基
金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

纤 维、 钙、 蔬
菜

能 量、 添 加
糖、 总 脂 肪、
饱和脂肪、反
式脂肪、胆固
醇、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１２
(７１个
亚组)

/ １００ｇ
＋每份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Ｔｉｃｋ”图标ꎮ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ｅｃｋ[１９] 加拿大心脏和中风基
金会(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ｋｅ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纤维、蛋白质、
铁、ＶｉｔＡ、ＶｉｔＣ、
钙、 淀 粉、 水
果、叶酸

总脂肪、饱和
脂肪、反式脂
肪、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６ 每份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ｅｃｋ”图标ꎮ

Ｈｅａｒｔ Ｓｙｍｂｏｌ[２０] 芬兰心脏病和糖尿病协
会(Ｆｉｎｎｉｓｈ Ｈｅａｒｔ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膳食纤维 脂 肪、 硬 脂
肪、 钠、 胆 固
醇

特定
食品
类别

６ / １００ｇ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 Ｈｅａｒｔ Ｓｙｍｂｏｌ “ 图
标ꎮ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 斯洛文尼亚心脏基金
会 ( 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膳食纤维 能 量、 总 糖、
饱和脂肪、总
脂 肪、 胆 固
醇、钠

全部
食品

１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
用“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图标ꎮ

４　 企业自我管理中使用 ＮＰ模型的情况

食品生产企业越来越意识到 ꎬ 食品的生产与销 售需要与

营 养 结 合 才 能 提 高 其 在同类产品中的竞 争力ꎬ 从 而 为

企 业 带 来 长 久 效 益ꎮ 因 此ꎬ 一 些 国 际知名的食品生产企

业除了积极响应政府和 ＮＧＯ 的 号召外ꎬ 还自行制定了营 养

安全控制 ＮＰ 指标ꎬ 来进行内部的营 养质量控制ꎮ 只有符合

其标准的才可以出厂或使用自己设定标志ꎮ 表 ３ 总结了一些

企业的 ＮＰ 模型和自控指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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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目前ꎬ «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范» 适用于在我国境内销售

的预包装食品ꎮ 同时ꎬ 我国 «保健食品管理条例» 也在起草当

中ꎬ 将规定健康声称的评价标准ꎮ 这两个文件将成为今后营养

声称和健康声称的主要管理性文本ꎮ

表 ３　 企业自我管理中使用的 ＮＰ模型和控制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模型名称 企业名称
指标营养素或食品类别

推荐性 限制性

标准
应用
范围

分
类
数

计算
单位

模型
类型

备　 注

Ｕｎｉｌｅｖｅ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１]

联合利华 ( Ｕｎｉ￣
ｌｅｖｅｒ)

膳食纤维 饱和脂肪、反
式脂肪、钠、添
加糖

特定
食品
分类

２
(１０个
亚组)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每份

阈值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的一部分ꎬ符合标准
的可以使用图标ꎮ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２] 卡夫(Ｋｒａｆｔ) ＶｉｔＡ、钙、ＶｉｔＣ、
镁、 ＶｉｔＥ、 铁、
纤维、蔬菜 /水
果、全谷物

能量、添加糖、
糖、总脂肪、饱
和脂肪、反式
脂肪、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１２ 每份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图标并进行广告ꎮ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ｈｏｉｃｅｓ[２３] Ｃｏｍｐａｓｓ ( Ｓｅ￣
ｌｅｃｔａ)

无 能量、添加糖、
总脂肪、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１ 每份 阈值 只针对零食和冷饮
料ꎬ符合标准的可以
使 用 “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ｈｏｉｃｅｓ”图标ꎮ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１４] ＢＩＯ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钙、纤维、 铁、
多不饱和脂肪
酸

总脂肪、饱和
脂肪、反式脂
肪、添加糖、添
加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７ / １００ｋｃａｌ 评分 符合标准是食品进行
健康声称的先决条
件ꎮ

Ｓｍａｒｔ Ｓｐｏｔ[２４] 百事(Ｐｅｐｓｉ Ｃｏ) ＶｉｔＡ、ＶｉｔＣ、铁、
钙、蛋白质、膳
食纤维

总糖、添加糖、
反式脂肪、饱
和脂肪、总脂
肪、钠、胆固醇

特定
食品
类别

３ / １００ｋｃａｌ
＋每份

阈值 符合标准的产品可以
使用“ｓｍａｒｔ ｓｐｏｔ”图
标ꎮ

　 　 如何在确保食品中 “一个成分” 的 “高” 含量和营养和

健康声称的前提下ꎬ 为消费者提供该食品 “其他成 分” 的平

衡保障? 似乎在两个文本中涉及均较少ꎮ 国外的经验提示我

们ꎬ 具有营养或健康声称的食品ꎬ 其食品的综合营养特性也

应该给予足够关注ꎬ 应该考虑问题包括: 建立适合我国居民

健康状况和营养需求的 ＮＰ 模型和指标ꎬ 并以此指导食品的

生产、 销售、 营养声称和健康声称的管理ꎻ 鼓励行业自律ꎬ
组织和生产、 销售企业制定相关的规范ꎬ 在行业内形成一个

鼓励生产健康食品、 健康膳食的良好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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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营养学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吴　 婷１ 　 综述　 　 杨月欣２ 　 张立实１ 　 审校

(１.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ꎬ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ꎻ 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作者简介: 吴婷ꎬ 女ꎬ 博士研究生ꎬ 研究方向: 食物营养ꎮ

审者简介: 杨月欣ꎬ 女ꎬ 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食物营养ꎮ 张立实ꎬ 男ꎬ 教授ꎬ 研究方向: 分子毒理ꎮ

　 　 摘　 要: 　 食物的营养评价是科学认识食物的基础ꎬ 科

学的食物营养评价方法和技术不仅为营养工作者提供了客观

评价食物的工具ꎬ 也是政府部门制定食物营养政策的基础ꎮ
传统的评价方法主要从营养素的含量和生物利用两方面进行ꎬ
但多是针对单一的营养素ꎬ 没有综合体现食物整体的营养价

值ꎮ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ꎬ 研究人员建立了一种新的能比较

全面地体现食物特性的评价方法来界定食物对健康作用的大

小ꎬ 即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营养素度量法ꎮ 上述几种方

法各有侧重ꎬ 本文就常用的食物营养评价方法作一综述ꎮ
关键词: 食物营养ꎻ 营养评价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５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１２２６ (２００９) ０２－００９７－０５

健康的膳食是提高人体素质的根本ꎮ ２００２ 年联合国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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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联合专家咨询组关于膳食营养与慢性病预防的报告指出

了膳食营养对于预防超重、 肥胖、 ２ 型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

慢性病的重要性ꎬ 并强调了膳食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对生

命质量的影响ꎮ 而膳食由不同的食物组成ꎬ 因此正确、 合理、
科学地评价食物的营养价值有助于改善膳食质量ꎬ 提高公众

的健康水平ꎬ 同时还是政府部门制定食物营养政策的基础ꎮ
食物的营养学评价一般是根据相应的目的和食物的具体

性质ꎬ 对食物或者食物营养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ꎬ 是对

食物营养价值的一个综合分析ꎬ 不但包括了食物中营养素的

“量”ꎬ 而且包括食物中所存在营养素是否齐全ꎬ 消化、 吸收

和转化结果ꎬ 以及相互间的协同和拮抗作用如何等ꎮ 目前ꎬ
有多种方法或指标用于食物的营养评价ꎮ 这些方法各有侧重ꎬ
一些主要针对某一种营养物质ꎬ 另一些针对多种营养物质ꎬ
对于食物的评价ꎬ 可能获得一致或不一致的结果ꎮ 本文就常

用的食物营养评价方法作一综述ꎮ

１　 传统的食物营养评价方法

传统的食物营养评价方法主要从食物的营养成分含量和

消化吸收利用两方面对食物进行评价ꎮ

１.１　 食物营养素的含量分析

食物营养成分含量分析是食物营养评价中最常用的方法ꎬ
主要包括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含量的绝对高低和相对高低评价ꎮ
营养素含量的绝对高低评价主要通过各种化学分析方法测定

食物中各种营养素的含量ꎬ 如食物中蛋白质、 必需脂肪酸以

及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测定ꎬ 它们是认识食物的基础ꎮ 而营养

素含量的相对高低评价主要指营养素单体成分间的比例ꎬ 如

评价蛋白质的氨基酸评分 (ＡＡＳ)、 经消化率校正的氨基酸评

分 (ＰＤＣＡＡＳ)ꎬ 评价脂肪的脂肪酸适宜比例 (包括饱和、 单

不饱和、 多不饱和脂肪酸之间的比例ꎬ 以及 ｎ－６ 和 ｎ－３ 多不

饱和脂肪酸之间的比例)ꎬ 评价营养素与能量关系的食物营养

质量指数 ( ＩＮＱ) 等ꎮ

１.２　 食物营养素的质量评价

传统的食物营养评价方法中的另一方面是评价营养素的

消化、 吸收、 利用率ꎮ 如食物利用率ꎬ 蛋白质消化率测定ꎬ
针对蛋白质利用率的功效比值 (ＰＥＲ)、 生物价 (ＢＶ)、 净利

用率 (ＮＰＵ)、 净蛋白质比值 (ＮＰＲ) 及氮平衡指数 (ＮＢＩ)ꎬ
脂肪消化率ꎬ 还有反映营养成分与血糖变化关系的食物血糖

生成指数等ꎮ
以上方法目前仍是多数实验研究和评价的主要手段ꎬ 它

们能确切反映食物营养成分含量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ꎮ 但是

这些方法针对的多是单一营养素ꎬ 不足以体现食物中各种营

养素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如维生素 Ｃ 可提高铁的吸收) [１]

和平衡关系 (如人们可能在摄入优质蛋白质的同时也摄入了

过多的糖)ꎮ 另外ꎬ 某些营养素之间高度相关ꎬ 很难将这些营

养素的作用分开评价[２] ꎮ 传统的食物营养评价方法见表 １ꎮ

表 １　 传统食物营养评价方法

营养素
含量

绝对 相　 　 对
生物利用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其它营养素
　

含

量

测

量

食物营养质量指数 ( ＩＮＱ)
氨基酸评分 (ＡＡＳꎬ ＰＤＣＡＡＳ)
　
　
　
　
　
　
　
脂肪酸的适宜比例 (饱和、 单不饱和、 多不
饱和脂肪酸之间的比例ꎬ 以及 ｎ－６ 和 ｎ－３ 脂
肪酸的比例)
　
　
———
　
　
———
　

食

物

利

用

率

消化: １. 体内测定ꎻ
２. 回肠末端消化率的测定ꎻ
３. 指示剂法ꎻ
４. 体外测定法
利用: １. 蛋白质的功效比值 (ＰＥＲ)ꎻ
２. 蛋白质生物价 (ＢＶ)ꎻ
３. 蛋白质净利用率 (ＮＰＵ)ꎻ
４. 净蛋白质比值 (ＮＰＲ)ꎻ
５. 氮平衡指数 (ＮＢＩ)
脂肪消化率
　
　
１. 快吸收利用葡萄糖 (ＲＡＧ)ꎻ
２. 慢吸收利用葡萄糖 (ＳＡＧ)ꎻ
３. 非淀粉多糖 (ＮＳＰ) 的含量ꎻ
４. 血糖生成指数 (ＧＩ)
　
１. 维生素、 矿物质的化学形式ꎻ
２. 维生素、 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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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食物营养评价的新方法———营养素度量法

２.１　 定义及背景

食物的营养素度量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即指食物的营养素

组成ꎬ 而营养素度量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则是指基于一定

的目的ꎬ 根据食物的营养素组成对其进行评价的方法ꎮ
传统的食物营养素含量分析和质量评价方法集中探讨的

是食物中某一种或两种营养素ꎬ 如氨基酸评分只针对食物中

的蛋白质ꎬ 能量营养素密度和营养质量指数强调食物中的某

一种营养素与能量的关系ꎬ 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考虑的是食

物摄入后对血糖的影响ꎬ 它们没有综合体现食物整体的营养

价值ꎮ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ꎬ 研究人员建立了一种新的、 能

比较全面地体现食物特性的评价方法来界定食物对健康作用

的大小ꎬ 即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营养素度量法ꎮ

２.２　 应用现状

营养素度量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 在公共卫生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ꎬ 从消费者宣教、 膳食指南到营养标签和健

康声称的规范等[３] ꎮ 它有助于构建营养信息交流平台ꎬ 指导

消费者选择更利于健康的食物ꎬ 还可应用于新产品开发ꎬ 食

品标签、 健康声称的规范ꎬ 儿童食品广告宣传和市场销售的

管理等[４~９] ꎮ 目前ꎬ 全世界共有 ２０ 余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

统ꎬ 美国、 荷兰、 英国等国家也已建立其各自的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ꎮ

２.２.１　 英国

基于国内儿童超重、 肥胖的高发和儿童食品的营养不均

衡ꎬ 以及广告宣传对儿童食物选择的影响ꎬ 英国食品标准局

(ＦＳＡ) 于 ２００５年正式发布了一个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
ＦＳＡ－ＷＸ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ꎬ 用于管理面向儿童进行广告宣

传的食品[１０] ꎮ 它是个简单的评分模型ꎬ 以 １００ｇ 为计算基准ꎬ
选择的营养评价指标包括能量、 饱和脂肪、 钠、 总糖、 蛋白

质、 ＮＳＰ 纤维、 水果和蔬菜ꎬ 通过 ３ 步得到食品的最终得分ꎮ
第 １ 步: Ａ 分 (见表 ２)ꎮ Ａ 分＝ “能量” 得分＋ “饱和脂肪”
得分＋ “钠” 得分＋ “糖” 得分ꎮ 第 ２ 步: Ｃ 分 (见表 ３)ꎮ Ｃ
分＝ “蛋白质” 得分＋ “ＮＳＰ 纤维” 得分＋ “水果蔬菜” 得

分ꎮ 第 ３ 步: 总分ꎮ 总分＝Ａ 分－Ｃ 分ꎮ 总分≥４ 的食品或总

分≥１ 的饮料将被限制对儿童进行广告宣传ꎮ

表 ２　 Ａ分

得分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能量 (ｋＪ) ≤３３５ >３３５ >６７０ >１００５ >１３４０ >１６７５ >２０１０ >２３４５ >２６８０ >３０１５ >３３５０

饱和脂肪 (ｇ)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糖 (ｇ) ≤４.５ >４５ >９ >１３.５ >１８ >２２.５ >２７ >３１ >３６ >４０ >４５

钠 (ｍｇ) ≤９０ >９０ >１８０ >２７０ >３６０ >４５０ >５４０ >６３０ >７２０ >８１０ >９００

表 ３　 Ｃ分

得分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蛋白质 (ｇ) ≤１.６ >１.６ >３.２ >４.８ >６.４ >８.０

ＮＳＰ 纤维 (ｇ) ≤０.７ >０.７ >１.４ >２.１ >２.８ >３.５

蔬菜水果 (％) ≤４０ >４０ >６０ － － >８０

　 　 ２.２.２　 美国

上述英国 ＦＳＡ 所建立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只是 Ｎｕｔｒｉ￣
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众多表现形式中的一种ꎮ 美国 ＦＤＡ 于 ２００２
年建立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ꎬ 其目的主要用于考核和批准

可进行健康声称的食物ꎮ 它是一个以 “份量” (ｓｅｒｖｉｎｇ) 为

计算基准ꎬ 针对所有类别食物ꎬ 以每日推荐量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ＤＶ) 为基础的阈值模型ꎬ 考虑了 “推荐的” 和 “ 限制的”
共 １０ 种营养成分ꎬ 包括总脂肪、 饱和脂肪、 胆固醇、 钠、 维

生素 Ａ、 维生素 Ｃ、 铁、 钙、 蛋白质和纤维ꎬ 具体如表 ４ 所

示[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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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美国 ＦＤＡ用于健康声称管理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限制性营养成分 最大量(丧失资格阈值) /份 含义

总脂肪 １３ｇ

饱和脂肪 ４ｇ ２０％ ＤＶ

胆固醇 ６０ｍｇ

钠 ４８０ｍｇ

推荐性营养成分 最小量(获得资格阈值) /份 含义

ＶＡ ５００ＩＵ

ＶＣ ６ｍｇ

铁 １.８ｍｇ １０％ ＤＶ

钙 １００ｍｇ

蛋白质 ５ｇ

纤维 ２.５ｇ

在这一系统中营养素的阈值是基于 ＤＶ＝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来制定

的ꎮ 具体来说ꎬ 对于脂肪、 饱和脂肪酸、 胆固醇和钠的界点

阈值为 ２０％ ＤＶꎻ 对于维生素 Ａ、 维生素 Ｃ、 铁、 钙、 蛋白质

及纤维的界点阈值为 １０％ ＤＶꎮ 某种食物若要进行健康声称ꎬ
则必须所有限制性营养成分的含量均小于规定的最大量 (丧
失资格阈值)ꎬ 并且至少有一种推荐性的营养成分的含量达到

规定的最小量 (获得资格阈值) ꎻ 同时ꎬ 推荐性营养成分的

含量须是食物本身所含有的量ꎬ 而非强化后的量ꎮ 美国 ＦＤＡ
的这一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表面上看是一个对所有食物采取

相同标准的方案ꎬ 但是考虑到食物类别间的差异ꎬ 也补充了

一系列的 “例外” 条款ꎬ 根据食物拟进行的健康声称的不同ꎬ
而有相应的特殊的规定ꎬ 例如ꎬ 若某种食物要进行与高血压

相关的健康声称ꎬ 则其钠含量要更低于一般的规定等ꎮ

２.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系统的建立

上述两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仅是现有 ２０ 余种的代表ꎮ
从它们可以反映出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表现的多样性ꎬ
但是究其本质来说ꎬ 一个完整的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包

括营养评价指标的选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标准适用范围的确

定、 营养评价指标计算基准的选择、 摄入标准的制定以及数

学模型的构建这几个核心要素ꎮ
营养评价指标是指食物中作为评价对象的营养成分ꎬ 一

般包括 “推荐性” 营养成分 (通常是维生素、 矿物质、 蛋白

质等) 和 /或 “限制性” 营养成分 (通常有脂肪、 胆固醇、
糖和钠等)ꎮ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标准适用范围的确定是指所建立的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是针对所有食物采用同一套标准ꎬ 或是

针对不同类别的食物采用不同的标准ꎮ 例如上述美国 ＦＤＡ 的

系统是针对所有食物采用同一套标准ꎬ 而英国 ＦＳＡ 的系统虽

然在计分时对所有食物采用一个标准ꎬ 但在最后评价时对固

体食物和液体食物采取不同的评分标准ꎬ 因此带有一定的针

对食物类别采取不同标准的性质ꎮ
营养评价指标的计算基准是指计算食物中作为评价对象

的营养成分的量时的参考基准ꎬ 常用的为 １００ｇ、 １００ｋｃａｌ 或
１００ｋＪ 和 “份” (ｓｅｒｖｉｎｇ)ꎬ 其中 １００ｇ 最常用ꎬ 因为它被广

泛用于营养标签的标识ꎬ 而由于美国 ＦＤＡ 制定了一套关于食

物 “通常摄入量” 的标准ꎬ 因此 “份” 常被美国的食物 Ｎｕ￣
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所采用ꎮ

摄入标准是指对食物中作为评价对象的推荐性或限制性

营养成分的量的标准ꎬ 如美国 ＦＤＡ 用于健康声称管理的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中的限制性营养成分的最大量和推荐性

营养成分的最小量标准ꎮ 在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的建立

中ꎬ 通常建议根据权威或官方推荐的摄入量来制定摄入标准ꎬ
如每日摄入量推荐值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ｔａｋｅꎬ ＲＤＩ) 或标签

中使用的推荐量等ꎮ
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的数学模型是用数学关系来综

合体现食物中的各种营养成分ꎬ 因其设计不同变化较大ꎬ 但

基本采用两种方式: 分类模型或连续模型ꎮ 分类模型是根据

营养成分的含量高于或低于某一界值来评价ꎬ 如美国 ＦＤＡ 的

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ꎮ 而连续模型也称评分系统ꎬ 它是

通过计算每种食物的得分对其进行等级评定ꎮ 英国 ＦＳＡ 的食

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通过数学关系给予食物评分ꎬ 但在最

后的评价时将分值划分为分数段来进行判定ꎬ 是一种半连续

模型ꎬ 在此模型里营养成份分值的微小变化不会引起食物最

终得分的变化ꎬ 而连续模型的其它优点如灵活性、 直接可比

性仍被保留ꎮ
不同的食物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系统根据其不同的应用目

的ꎬ 选择相适应的评价指标、 计算基准和摄入量ꎬ 并通过数

学关系来综合体现ꎬ 从而实现对食物整体的营养学评价ꎮ

３　 结　 语

综上所述ꎬ 传统的对食物的营养学评价主要分为两个方

面: 对食物营养素含量的分析和质量评价ꎬ 它们反映了食物

中某种营养素的含量高低和质量优劣ꎬ 但在食物整体营养价

值的体现上有一定的局限ꎮ 因此营养学家建立了一套考虑了

多种营养素ꎬ 能整体评价食物营养的方法———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
ｌｉｎｇ系统ꎮ 这一系统可综合体现食物中多种营养成分的交互作

用ꎬ 根据研究目的还可将营养成分的生物利用率等因素一并

纳入考虑ꎬ 是一种能较好地体现食物整体营养价值的评价方

法ꎮ 但这一方法现在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ꎬ 方法本身还有一

些问题需要明确ꎬ 其评价结果的验证以及如何应用普及都还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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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食品销售中营养素度量法的应用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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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杨月欣ꎬ 女ꎬ 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食物营养ꎮ

　 　 摘　 要: 目的　 对国际上儿童食品销售中营养素度量法

的应用现状进行调查分析ꎬ 为制定我国儿童食品销售的营养

评价技术和方法提供基础ꎮ 方法　 通过网络、 会议、 专家咨

询和访谈等方式进行调查ꎬ 并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ꎮ
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ꎬ 符合调查标准的营养素度量模型共有 ８
个ꎬ 其中由政府、 ＮＧＯ 和企业制定的分别为 ３、 ２、 ３ 个ꎬ 构

建模型的指标营养素或食品类别、 标准应用范围、 计算单位 、
模型类型等各要素间存在多样性ꎮ 结论　 ＮＰ 模型作为儿童食

品销售的良好评价工具和限制性措施ꎬ 具有广泛应用的趋势ꎮ
关键词: 营养素度量法ꎻ 儿童食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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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的销售中ꎬ 儿童这个群体由于其特殊性需要特别

关注ꎮ 这主要取决于首先儿童的膳食行为不仅对儿童期的健

康状况产生影响ꎬ 还会影响其一生ꎮ 高能量－低营养密度的膳

食模式ꎬ 以及对高脂、 高糖和高盐食品的不断增加的消费不

仅导致了儿童期的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升高ꎬ
而且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ꎬ 也是成年后罹患慢性疾病的确切

危险因素ꎻ 其次由于儿童的判断力较差、 极易被影响ꎬ 儿童

食品的销售将影响儿童的膳食模式ꎮ 因此ꎬ 儿童食品的销售

需要严格的规范ꎬ 以确保销售给儿童的都是健康的安全食品ꎮ
而如何定义 “健康” 食品ꎬ 是管理的关键ꎮ 需要一种方

法可以避免仅仅用简单举例来定义 “垃圾食品”ꎬ 并且能够对

食品给出一个综合的评价ꎬ 在这种背景下ꎬ 营养素度量法应

运而生ꎮ 营养素度量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ꎬ ＮＰ) 是根据食物

的营养成份组成对其进行评价和分类的科学ꎮ ＮＰ 模型在制定

时综合考虑了应该达到的摄入量标准、 与人群健康优先相关

的推荐性和限制性的营养成分ꎬ 并且能够对食品得出一个综

合的结论ꎬ 如 “健康” “不健康”、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ｙｏｕ”、 “ ｇｏｏｄ￣
ｃｈｏｉｃｅ” 等ꎮ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各国政府、 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及企业制定的应用于儿童食品销售的 ＮＰ 模型的现

状ꎬ 为我国制定适合国情的 ＮＰ 模型提供基础ꎮ

１　 方法与资料

１.１　 调查方法

通过网络查询、 书籍、 会议交流和讨论、 以及专家咨询

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得拟比对研究的 信息ꎮ

１.２　 资料收集

以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Ｏ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ｏｏｄ” 为核心

检索式ꎬ 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ꎬ ＥＭ－Ｂａｓｅꎬ Ｅｌｓｉｖｅｒꎬ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等
数据库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的相关研究ꎻ 同时查询欧盟及其成员

国、 美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各国政府的官方网站ꎬ 收集儿

童食品销售相关的 ＮＰ 模型ꎻ 同时手工复核己查阅到的研究的

参考文献ꎬ 力求尽量避免遗漏信息ꎮ

１.３　 纳入标准

(１) 制定的模型应将大于 １ 个的营养素或食物成分相结

合考虑得出一个综合评价的结果ꎻ (２) 政府、 ＮＧＯ、 企业或

研究机构制定ꎬ 发表在专业期刊或官方网站上ꎬ 资料的语言

为英文ꎬ 正在使用中或即将使用ꎻ (３) 针对的对象为儿童的

食品销售ꎻ (４) 模型使用范围广ꎬ 如全国范围ꎮ

１.４　 排除标准

(１) 不满足上述纳入标准的ꎻ (２) 模型针对的是强化食

品等特殊食品ꎻ (３) 模型仅作为内部控制指标ꎬ 如某一个餐

厅的标准ꎮ

１.５　 数据提取

详细阅读收集到的 ＮＰ 模型文献后ꎬ 对每一模型提取下述

信息于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ꎮ (１) 模型名称ꎻ (２) 模型建立机构名

称ꎻ (３) 指标营养素或食品分类ꎻ (４) 标准应用范围ꎻ (５)
分类数ꎻ (６) 含量计算单

位 (如 “份量” 或 １００ｇ)ꎻ (７) 模型类型 (阈值或评

分)ꎻ (８) 结果 (得分或评价) 及评价定义ꎮ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ＮＰ建立及种类

通过文献检索ꎬ 网络查询ꎬ 专家咨询等方式共收集到 ８
个针对儿童食品销售的 ＮＰ 模型ꎮ 从建立模型的机构来讲ꎬ ３
个由政府相关部门建立ꎬ ２ 个由 ＮＧＯ 建立ꎬ ３ 个由企业建立ꎮ
其中ꎬ 由美国商务局理事会倡议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
ａｇｅ Ａ 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中ꎬ 有 １５ 家食品生产企业参与ꎬ 并

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模型ꎬ 包括达能、 雀巢、 联合利华、 ｋｅｌ￣
ｌｏｇｇ、 卡夫、 可口可乐、 百事公司、 麦当劳等ꎮ 而 ＮＰ 模型的

各个构成要素在各个模型中表现出多样化ꎬ 特别是用于评价

的指标营养素或食品分类的数量和种类ꎬ 但一般都包括能量、
总脂肪和 /或饱和脂肪、 钠 /盐、 糖等限制性的营养素ꎬ 部分

模型还包含反式脂肪、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 膳食纤维、 蔬菜 /水
果 /坚果、 全谷物、 蛋白质、 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等ꎬ 这主要

表现在北美地区的模型中ꎬ 因为一些 ＮＧＯ 采纳了美国政府对

健康声称的要求作为自己的指标营养素标准ꎬ 即可进行健康

声称的食物须含有非强化的ꎬ 含量 １０％ＤＶ 的下列 ６ 种营养素

－维生素 Ａ、 维生素 Ｃ、 铁、 钙、 蛋白质、 膳食纤维－中的至

少一种ꎮ

２.２　 ＮＰ模型建立基准

在政府、 非政府组织、 企业制定的 ＮＰ 模型中ꎬ 有的旨在

规范儿童食品的电视广告ꎬ 有的还同时针对其他形式的销售ꎬ

１２



如网络销售、 学校里的销售、 赞助、 产品展示、 降价促销等ꎮ
总之ꎬ 针对电视广告或其他形式的销售制定的 ＮＰ 模型并没有

明显的界线ꎬ 在制定的技术考虑上也没有什么区别ꎮ 除英国

食品标准局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ＦＳＡ) 的 ＷＸＹ ｆｍ 模型针

对电视广告外ꎬ 其他各国、 各组织和企业制定的 ＮＰ 模型均包

含了各种销售形式ꎮ

２.３　 ＮＰ模型应用

英国食品标准局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ＦＳＡ) 是第一个

通过制定 ＮＰ 模型ꎬ 来区别食品是否可以对儿童进行电视广告

的政府机构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为了解决对儿童进行销售食品的不均

衡ꎬ 英国卫生部的白皮书和英国食品标准局的 ２００４ 年行动纲

领均制定了一系列的推荐量ꎬ 同时ꎬ 英国食品标准局决定要

制定一个 ＮＰ 模型ꎬ 以此来为英国通讯管理委员会 ( ｏｆｃｏｍ)

的工作提供依据ꎬ 规范、 限制通过电视广告向儿童宣传的食

品和饮料ꎬ 以期减少直接面向儿童宣传的高脂、 高盐或高糖

的食品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正式发布了 ＷＸＹ ｆｍ 模型ꎬ 分类为

“不健康 ( ｌｅｓ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 ” 食品ꎬ 将被限制通过电视广告对儿

童进行宣传ꎮ
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 (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制定的 Ｋｅｙｈｏｌｅ 模型ꎬ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代表健康食

品选择的 “Ｋｅｙｈｏｌｅ” 的图标ꎬ 同时ꎬ 只有拥有这个 “Ｋｅｙ￣
ｈｏｌｅ” 的食品才可以对儿童进行销售ꎮ 在比利时ꎬ 应用表 １ 中

所列的比利时政府制定的 ＮＦＨＰ 模型ꎬ 食品工业协会 (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ＦＥＶ ＩＡ) 和比利时广告协会 (Ｂｅｌｇｉａｎ ａｄ￣
ｖｅｒｔｉｓ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ＵＢＡ) 制定广告的自我准则ꎬ 限制对儿

童进行不健康食品的广告和其他销售活动ꎮ

表 １　 与儿童食品销售相关的 ＮＰ模型

模型名称 制定组织
指标营养素

推荐性 限制性

标准
应用
范围

食
品

分
类

数
目

计算
单位

模型
类型

结果及
评价定义

ＷＸＹ ｆｍ 英国食品标准局
(ＵＫ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 Ａｇｅｎ－ｃｙ)

水果 ＋蔬菜 ＋坚
果、纤 维、蛋白
质

能 量、 饱 和
脂肪、糖、钠

全部
食品

２
(固体
食品和
饮料)

/ １００ｇ 评分＋
阈值

总分＝限制性营养素
得分－推荐性营养索
得分ꎮ 固体食品总分
>４ꎬ饮料 > １ 为不健
康ꎬ限制其电视广告

Ｋｅｙｈｏｌｅ 瑞典国家食品管
理 局 (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膳食纤维 脂肪、糖、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２６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
用 “ Ｋｅｙｈｏｌｅ ” 的 图
标ꎬ可以销售给儿童ꎮ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Ｍａｒ￣
ｋｅ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公共利益科学中
心 ( Ｃｈａｒｉｔｙ / Ｃｅｎ￣
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ｉｔＡ、ＶｉｔＣ、ＶｉｔＥ、
钙、镁、铁、纤维、
蔬菜 /水果、全谷
物

添 加 糖、 总
脂 肪、 饱 和
脂肪 ＋ 反式
脂肪、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６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每份

阈值 通过此模型认定为
“营养质量差”的食
品ꎬ不应销售给儿童ꎮ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Ａｄ￣
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ｔｔｉａｔｉｖｅ

美国商务局理事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Ｂｅｔｔ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Ｖｉｔａ、ＶｉｔＣ、ＶｉｔＥ、
钙、 镁、 铁、 纤
维、蔬菜 /水果、
全谷物

能量、脂肪、
饱 和 脂 肪、
反 式 脂 肪、
糖、钠

特定
食品
类别＋
全部
食品

公司
自己
决定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每份

阈值 对 １２ 岁以下的儿童
销售的食品需要符合
标准

Ｂｅｌｇ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ｌａｎ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比利时政府 (Ｂｅｌ￣
ｇ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
酸、纤维、 矿物
质、维生素、 复
杂碳水化合物

能量、脂肪、
饱 和 脂 肪、
盐

特定
食品
类别

５８ /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每份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销售
给儿童

ＢＢＣ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ＢＣ 全 球 ( ＢＢＣ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水果 ＋蔬菜 ＋坚
果、纤维、 蛋白
质

能 量、 饱 和
脂肪、糖、钠

全部
食品

２ / １００ｇ 评分＋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其许可标示

Ｄｉｓｎｅｙ ｆｏｏｄ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迪斯尼(Ｄｉｓｎｅｙ) 无 能 量、 饱 和
脂 肪、 反 式
脂肪、糖、钠

特定
食物
类别

３ / １００ｋｃａｌ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在其
公园内销售和应用其
许可标示

Ｗａｒｎ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华纳兄弟(Ｗａｒｎ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ＵＫ)

水果 ＋蔬菜 ＋坚
果、纤维、 蛋白
质

能 量、 饱 和
脂肪、糖、钠

全部食品 ２ / １００ｇ 评分＋
阈值

符合标准的可以使用
其许可标示

２２



　 　 同时ꎬ 一些 ＮＧＯ 组织和企业也通过制定 ＮＰ 模型来限制

针对儿童的不健康食品的广告和其他形式的销售活动ꎮ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模型由慈善机构美国的公

共利益科学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ＳＰｌ) 建立ꎬ 以美国 ＦＤＡ 膳食指南的每日需要量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ｌｕｅꎬ ＤＶ) 为基础建立了各指标营养素的阈值ꎬ 通过此模

型认定为 “营养质量差” 的食品ꎬ 不应销售给儿童ꎮ 需要注

意的是ꎬ ＣＳＰＩ 对于 “营养质量差” 的定义是一个折中的定

义ꎬ 在这个定义下ꎬ 对儿童销售的食品可以不是在营养上完

美的食品但能发挥某一些积极的营养作用ꎬ 并且可以帮助儿

童达到美国膳食指南的要求ꎮ
ＢＢＢ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发起的儿童食品和饮料广告行动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ｌ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ＣＦ￣
ＢＡＩ)ꎬ 目标是运用广告促进美国儿童的健康膳食的食品选择

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ꎬ 倡议对儿童广告食品和饮料的公司

应建立一种透明和负责的广告自律机制ꎮ 根据 ＣＦＢＡＩ 的条

款ꎬ 参与公司需提交 “保证”ꎬ 制定各自的营养指导标准来确

定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ｙｏｕ” 的食品ꎬ 需承诺把以 １２ 岁以下的儿童为

目标的广告的至少 ５０％用于推广健康膳食的食品选择和 /或发

布鼓励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相关信息ꎮ 同时承诺

规范第三方许可标示的使用和产品展示位置ꎬ 以及在赞助中

使用的食品应该是符合其标准的食品ꎬ 并且不在小学进行广

告ꎮ 而以 ＢＢＣ 全球为代表的传媒类公司ꎬ 包括迪士尼、 华纳

兄弟、 Ｎｉｃｋｅｌｏｄｅｏｎꎬ 通过制定其 ＮＰ 模型ꎬ 对使用其许可标

示和能够在其平台上进行广告和其他销售活动的食品进行规

范ꎮ 但一些不常食用的节日食品可以豁免ꎮ

３　 讨　 论

中国居民 ２００２ 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显示ꎬ 中国儿童中

营养不良、 超重与肥胖、 维生素 Ａ 缺乏等现象同时存在ꎬ 尤

其是大城市中的男孩ꎬ 超重及肥胖率达 ２５％以上ꎮ 这表明我

国儿童的膳食结构存在不均衡ꎮ 同时ꎬ 我国各种针对儿童的

食品销售活动随处可见ꎬ 从如火如荼的电视广告到学校里的

销售ꎬ 从各种活动的赞助到网络上交互式的宣传ꎬ 对儿童进

行了全方位的包围ꎬ 同时ꎬ 这些销售的产品常常以薯片、 软

饮料、 糖果等高糖、 高脂、 高盐的食品为主ꎬ 影响着我国儿

童对食品的选择和健康膳食习惯的形成ꎮ
因此ꎬ 对于我国儿童来说ꎬ 制定能够保护他们健康的儿

童食品销售的管理规范已刻不容缓ꎮ 而 ＮＰ 模型作为国际上

相关法规的技术支撑ꎬ 在我国也是一个空白ꎮ 没有适当的 ＮＰ
模型ꎬ 各种规范难免流于形式ꎬ 常常无法区别到底哪些是健

康食品ꎬ 也无法给出 “垃圾” 食品的定义ꎬ 只能以举例的方

式来说明ꎮ 而 ＮＰ 模型可以得出一个综合的评价ꎬ 能够给出

法规必需的清晰定义ꎮ
综观不同机构制定的 ＮＰ 模型ꎬ 虽然均包含 ＮＰ 模型的各

个要素ꎬ 但在具体细节上均根据各国的实际、 应用的方式进

行个性化的制定ꎬ 因此具有多样性ꎮ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ꎬ
与上述发达国家及地区的营养问题具有共同性ꎬ 但也存在巨

大的差异性ꎮ 共同性的存在使得我国可以在制定 ＮＰ 模型时

借鉴国际上的通常做法ꎬ 差异性的存在就要求我国需要根据

我国儿童的 ＤＲＩｓ、 营养素摄入状况、 食品企业的生产能力等

综合因素制定适合我国的模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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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食品营养素度量的新方法

荣　 爽

(武汉科技大学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随着对膳食营养与健康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入ꎬ 食物被认

为不仅是维持人体生命的必需物质ꎬ 也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

的关键所在ꎮ 如何更好地利用食物以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ꎬ
如何向消费者提供传达食品健康效应的说明ꎬ 以提高消费者

对于选择健康食品的认知ꎬ 成为了当今科学家、 政府和企业

共同关注的要点ꎮ
传统的食物分类及评价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 不能较

为综合地反映食物的整体营养价值ꎮ 食物营养素度量法 (Ｎｕ￣
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ꎬ 简称 ＮＰ) 作为一种食物营养评价的新方法ꎬ
能较为全面地体现食物的特性ꎬ 指导消费者选择对健康有益

的食物[１] ꎮ 许多国家规定只有符合 ＮＰ 模型标准的食品才可

选择使用营养和健康声称ꎬ 全世界不同组织已建立几十种 ＮＰ
模型并在许多领域应用[２] ꎮ

近期ꎬ Ｅ Ｌａｂｏｕｚｅ 等人提出了一个以创新和科学为基础

的营养度量系统 Ｎｕｔｒｉｍａｐ ®[３] ꎬ 其根据食物调节整体膳食平

衡的能力 (导致不平衡膳食ꎬ 或是恢复平衡膳食的能力) 将

食物分类[４] ꎮ 虽然这个工具已经证明其能有效的将食物分类ꎬ
但是还是没能完全符合监管对于使用简单的需要ꎬ 因此该研

究团队又在 Ｎｕｔｒｉｍａｐ ®关键理念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ꎬ 建立

了更为简化的食品度量工具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５] ꎮ 下面将

对这种新的方法进行介绍ꎮ

１　 背景介绍

１. １　 ＮＰ的应用情况

传统的食物分类及评价多依据非营养特性ꎬ 如食物的生

物学特定和加工方式等ꎬ 现代的食物营养评价则依据食物营

养素含量的绝对高低和相对高低对其评价ꎬ 如目前使用较多

的能量营养素密度、 营养质量指数、 食物利用率ꎬ 食物的血

糖生成指数和氨基酸评分等评价方法等ꎬ 然而这些方法或只

针对食物中的某一种营养素ꎬ 或只重点考虑食物在某一方面

的营养特性ꎬ 不能较为综合地反映食物的整体营养价值ꎬ 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６] ꎮ
食物营养素度量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ꎬ 简称 ＮＰ) 的产

生和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ꎮ ＮＰ 是指基于一定的

目的ꎬ 以科学为原则ꎬ 根据食物的营养素组成对其进行评价

的方法ꎬ 其能较为全面地体现食物的特性ꎬ 界定食物对于健

康膳食作用的大小ꎬ 并能够根据一定的方法得出一个综合的

结论ꎬ 指导消费者快速判断食物的有益或者缺陷ꎬ 选择对健

康有益的食物[７] ꎮ
ＮＰ 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广泛ꎬ 主要用途包括: (１)

健康推荐和消费指导ꎬ 如消费者宣教ꎬ 帮助消费者选择更利

于健康的食物 (２) 国际相关政策指导和法规发布的技术支

撑ꎬ 如应用于膳食指南、 营养标签、 营养和健康声称的规

范、 以及儿童食品广告宣传和市场销售的应用等ꎻ (３) 构建

营养信息交流平台ꎬ 如引导企业新产品开发以及内部的营养

质量控制[８] ꎮ 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食物度量系统并不容易ꎬ
世界范围内许多营养度量工具已经被提并获得了良好的应用

(见表 １)ꎮ

１. ２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的来源背景

欧盟有关营养和健康声称的法规 (ＥＵꎬ ２００６) 指出[１０] ꎬ
为了营养或健康声称的科学性ꎬ 食品必须符合特定的营养素

度量法的评价ꎬ 以避免使用的声称掩盖了食品总体的营养状

况ꎬ 这将可能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误导ꎬ 进而妨碍他们选择

正确健康均衡的饮食ꎮ 这表明只有按营养素度量法评价有益

的食物才被允许做健康声称ꎬ 而那些营养素度量法评价无益

的食物则不允许ꎮ 同时法规中也提出了一些关键的问题ꎬ 比

如ꎬ 营养素度量法是否应该适应不同的食物种类? 什么样的营

养素应该纳入考虑中ꎬ 以及他们之间应该保持的平衡? 营养度

量法是否应根据食物的重量、 能量或食品的包装尺寸进行设

定? 该如何执行计算? 此外关于度量系统的可行性也至关重

要ꎬ 什么样的度量方法是操作简单且对整个欧洲真正可用的

和有意义的? 该度量系统不仅能有效保护消费者ꎬ 还能促使

食品工业在稳定价格的情况下进行食品产品的营养改进ꎮ 管

理部门需要一个学术上正确ꎬ 客观、 清晰和可实施的规则系

统ꎮ 消费者需要一个简单、 使用方便并能在一类食物中作出

最佳选择的方案[１１] ꎮ 因此构建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应遵循一

致、 严格、 崇尚科学的原则ꎬ 同时应考虑操作的简便合理ꎮ Ｅ
Ｌａｂｏｕｚｅ 等人在 Ｎｕｔｒｉｍａｐ ®[４]的关键概念基础上ꎬ 根据其按

照调节整体膳食平衡的能力将食物分类[４] 的理念ꎬ 建立了一

个更为简化的工具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５] ꎮ

４２



表 １　 几种使用较多的 ＮＰ模型的算法和应用概况

使用机构 主要 ＮＰ 模型 算　 　 法 应用概况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Ｕ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９]

ＮＰ 系 统 (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ｓ ｃａｒ￣
ｒｙｉｎｇ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

以每日推荐量(ｄａｉｌｙ ｖａｌｕｅｓꎬＤＶ)为基础的阈值
模型ꎬ考虑了“推荐的”和“限制的” 共 １０ 种营
养成分ꎬ营养素的阈值是基于 ＤＶ＝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来
制定的ꎮ 对于脂肪、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和钠的
界点阈值为 ２０％ＤＶꎻ对于维生素 Ａ、维生素 Ｃ、
铁、钙、蛋白质及纤维的界点阈值为 １０％ＤＶꎮ

符合标准(某种食物所含所有限制性营养
成分的含量均小于规定的最大量ꎬ并且至
少有一种推荐性的营养成分的含量达到规
定的最小量)的可以进行营养和健康声称ꎮ

英国 ＦＳＡ－ＷＸＹ
ＦＳＡ－ＳＳＣ

半连续模型
总分＝Ｃ(负作用营养素) －Ａ(正作用营养素)
其中 Ｃ 分 ＝ “能量”得分＋“饱和脂肪”得分＋
“钠”得分＋“糖”得分ꎮ Ａ 分 ＝“蛋白质”得分＋
“ＮＳＰ 纤维”得分＋“水果蔬菜” 得分ꎮ

ＦＳＡ－ＳＳＣ 用于管理面向儿童进行广告宣
传的食品总分≥４ 的食品或总分≥１ 的饮
料将被限制对儿童进行广告宣传 ꎮ

法 国 食 品 安 全 局
(Ｆｒｅｎｃｅ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ＦＳＳＡ－ＳＡＩＮ
ＡＦＳＳＡ－ＬＩＭ

连续模型
针对全部食品的系统ꎬ包括 ＳＡＩＮ 和 ＬＩＭ 评分
系统:
ＳＡＩＮ＝ＬＩＭ＝Σ１－３((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 ＭＲＶ) / ３)×１００/ Ｑ

针对全部食品的系统ꎬ只有 ＳＡＩＮ ５ｏｐｔ≥５
且 ＬＩＭ３<７.５ 的食品才能进行健康声称ꎮ

荷 兰 (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分类(阈值)
模型

以 １００ｇ 为计算机在的阈值模型ꎬ将食物分为
“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ｕｒｓｅ”和“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三类ꎮ

分别建议消费者应“经常” “偶尔”和“减
少”食用ꎮ

２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的主要内容

２. １　 定义

对于某种营养素来说ꎬ 目前人群的膳食摄入量和由公共卫

生当局提供的膳食推荐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ꎬ 某种食品能够改

变这种差异的能力ꎬ 也就是该种食品能够平衡膳食营养素摄入

平衡的能力ꎬ 被用评分的形式表现ꎬ 根据此为依据将不同的食

物或食品进行分类ꎬ 这种方法称为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５]ꎮ

２. ２　 纳入指标营养素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首先考虑的是那些限制摄入量的营养

素: 钠、 添加糖、 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ꎮ 饱和

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都被认为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共同

作为一个指标ꎮ 许多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水平不易确定ꎬ 而天

然形成的以及加工过程形成的反式脂肪酸的相对危害性始终着

争议ꎮ 而且ꎬ Ｔｒａｎｓｆａｉｒ 的研究[１２] 也认为目前在大多数欧洲国

家ꎬ 反式脂肪酸的总摄入量不到能量的 ２％ꎮ 因此ꎬ 同时减少

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被认为能够带来最大的益处ꎮ 对于

每种食品ꎬ 无论其类别ꎬ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均会考虑上述

四种营养素的含量ꎮ 一个例外是那些脂类极其丰富的产品ꎬ
如食用油等ꎬ 将不考虑总脂肪或糖类 (几乎不存在) 的含量ꎮ
对于那些超过 ９０％的能量是由脂质带来的一类产品ꎬ 只有两

个指标被考虑ꎬ 一是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ꎬ 二是钠ꎮ
然而ꎬ 营养素度量法仅采用限制性营养素指标似乎不符

合法规中另一个声明ꎬ 即 “食品的整体营养组成成分和存在

已经被科学公认的对健康有影响的营养素”ꎮ 因此ꎬ 为了遵守

这一要求ꎬ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添加了四个有益营养素 (钙、
铁、 纤维、 多不饱和脂肪酸) 的摄入量ꎮ 事实上ꎬ 这些选择

的营养素大部分能够与特征的食品组相对应 (如钙对应乳制

品、 铁对应肉类产品等)ꎮ 而根据具体的评分系统来看 (表
２)ꎬ 纳入这些营养素也能够发挥更好的区分产品的作用 (例
如ꎬ 当一个奶制品的钙含量相对较低时ꎬ 这将对该产品的整

体评价不利)ꎬ 以及取消那些不含有这些有益营养素的食品的

评分资格ꎮ

表 ２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的营养素指标的参考值

应限制摄入的营养素 应增加摄入的营养素

总脂肪
饱和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

添加糖 添加钠 钙 铁
多不饱和
脂肪酸

纤维

营养素参考值(％ｅｎ＝％总能量ꎻ能量需求ꎻ２０００ 千卡 /天)

单位 ％ｅｎ ％ｅｎ ％ｅｎ ｍｇ / １００ｃａｌ ｍｇ / １００ｃａｌ ｍｇ / １００ｃａｌ ％ｅｎ ｇ / １００ｋｃａｌ

膳食推荐量 ３５ １２ １２ １２０ ４０ ０.８ ７ １.３

当前摄入量 ３６.４ １４.３ １３.２ １５５.９ ３９ ０.６ ５.７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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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算法

营养素的人群膳食摄入量和由公共卫生当局提供的膳食

推荐量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ꎮ 对于限制性营养素 (钠、
添加糖、 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 而言ꎬ 如果某

种食品中该营养素的含量高于目前人群的摄入量ꎬ 则意味着

摄入这种食品将导致该种营养素的摄入量增加ꎬ 进而增加营

养摄入不平衡的风险ꎬ 评分设定为－１ꎻ 如果该食品中该营养

素的含量低于推荐量ꎬ 则意味着摄入该食品有利于整体饮食

中该种营养素摄入的平衡ꎬ 评分设定为＋１ꎻ 如果某种食品中

该营养素的含量介于推荐量和当前的摄入量之间ꎬ 则评分将

介于－１ 和＋ １ 之间并呈线性变化ꎮ 对于其他的营养素 (钙、
铁、 纤维、 多不饱和脂肪酸) 而言ꎬ 运算则完全相反ꎮ 负分

数 (代表食品的营养缺陷) 和正分数 (代表食品的营养有

益) 将分别相加ꎬ 得出的正负两个分数即代表了该种食品的

整体营养概况ꎮ 在上述运算中ꎬ 膳食推荐值的数据是由 Ｅｕｒｏ￣
ｄｉｅｔ 项目发布的[１３] ꎬ 而当前的人群营养素摄入量评估值则来

源于 １２ 个欧洲国家的国家膳食营养调查ꎬ 该结果能够代表 ２７
个欧盟成员国 ７５％的人口[１４] ꎮ

２. ４　 管理与验证

最后一步是比评估更重要的管理ꎬ 即如何确定上述营养

分数的阈值ꎮ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建议符合营养和健康声称

的食品应该同时具备少于 ５０％的营养缺陷 (当 ５ 个营养素指

标被考虑时ꎬ 该食品的负分数绝对值应低于 ２.５ꎬ 即－２.５≤负

分数<０) 以及超过 ５０％的营养有益 (正分数高于 ２.５ꎬ 即正

分数≥２.５)ꎬ 这代表着该食品的营养有益大于缺陷ꎮ 食品的

有益和缺陷之间无法互相补偿 (正负分数不能相加或抵消)ꎬ
而都是确定食品是否合适进行声称的必要因素ꎮ

然而ꎬ 当使用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对 ７００多个食品是否符

合营养和健康声称进行验证时 (表 ３)ꎬ 虽然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
ｌｅｒ” 评分系统并不考虑分类类别ꎬ 但是其很有趣的揭示了不同

类别食物组的特异性对结果的影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很多含糖

产品归类为符合声称ꎬ 但是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符合健康食

品的称号ꎮ 这可能是由于这些产品很少或没有钠ꎬ 也不是脂

肪类食品 (因此不饱和脂肪酸或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很低或根

本不含有)ꎬ 因此其获得了较高的正分数 (营养有益得分)ꎮ
因为这种情况ꎬ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决定建立一个 “添加

糖” 的过滤器ꎬ 其规定一份食品的含糖量不得超过１２.５ꎬ 否

则将不能进一步被评估ꎮ 这个 １２.５ｇ 的值来自于 Ｅｕｒｏｄｉｅｔ 的
建议[１３] ꎬ 即添加糖不应该超过每日能量 (２０００ 千卡) 的

１０％ꎬ 且含糖产品的每日食用频率不应该多于一日四次ꎮ 一

些更为详细的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 例如ꎬ 一个披萨ꎬ 根据其配

方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评估结果ꎮ 当披萨的配方中降低盐的

含量ꎬ 增加番茄酱和蔬菜的数量ꎬ 选择少油品种的火腿ꎬ 并

使用全麦面粉ꎬ 可能会使其从 “非合格” 变为 “合格”ꎮ

表 ３　 使用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评估食品是否符合声称

测试的食品数量 符合声称的食品的比例

乳制品 １３４ ３７％

鱼制品 １０４ ９４％

肉和蛋 １４７ ６５％

其他 ６１ ３１％

淀粉类食物 ９５ ７４％

(食用的)动植物油 ３２ ７５％

水果和蔬菜＋坚果 ２０６ ９３％

总计 ７７９ ７０％

３　 小　 结

现代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结果提示通过良好的

生活方式和膳食的干预能够有效预防和改善如心血管疾病、 ２
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ꎬ
而食物营养被认为是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关键ꎮ 食品的营养

和健康声称已经成为指导消费者选择健康食品的有效手段ꎬ
其能够为消费者提供食物成分含量及其健康效应的信息ꎬ 帮

助他们做出更正确的消费选择ꎮ 而科学的食物营养评价方法

和技术作为食物营养和健康声称的基础ꎬ 不仅为营养工作者

提供了客观评价食物的工具ꎬ 也是政府部门制定相关食物营

养政策的重要参考ꎮ
ＮＰ 是一种新的能比较全面地体现食物特性的评价方法ꎬ

注重食物的营养素的全面和均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欧洲议会采纳了

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运用 ＮＰ 来构成营养和健康声称基

础的建议ꎬ 即按照 ＮＰ 评价为营养有益的食物才能进行声称ꎬ
而那些评价为无益食物将会被取消资格ꎬ 同时建议 ＮＰ 还需

要考虑食物对普通人群和儿童及其它特殊人群膳食的重要性ꎮ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可能成为一种非常有效和高效的食

物营养素度量工具应用于欧盟的监管体系ꎮ 其能够满足大部

分监管的要求ꎬ 特别当涉及到 “不同类别的食物” 并考虑这

些食品在整体膳食中的作用ꎬ 以及考虑 “各欧盟会员国不同

的饮食习惯和消费模式” 并回答法规中提出的诸多问题 (见
前言部分) 时ꎬ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使用统一的标准和阈值

(脂肪、 钠和糖) 评估所有的食品ꎬ 同时注重考虑主要特征食

物是否能促进钙、 纤维、 铁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ꎬ 这些

特点使其具有一致、 严格、 崇尚科学的特点ꎮ 同时因为其具

有较高的灵敏度将食物分类为 “合格” 和 “不合格”ꎬ 且能

鼓励食品生产商改进产品ꎬ 比如其对于含糖产品的提出了能

量与份量的要求ꎬ 这可能鼓励生产商制造出小包装的含糖食

品ꎮ 而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评分系统并具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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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ꎬ 同时避免了营养有益对营养缺陷的直接补偿ꎮ
总之ꎬ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作为一个以基于科学的工具

来确定食品的营养状况并且评估其是否符合声称ꎮ 其使用极

其简单ꎬ 对于所有人完全透明 (可通过网站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
ｆｉｌｅｒ.ｃｏｍ” 查询)ꎬ 且非常符合欧盟法规的要求ꎬ 可能成为良

好的食物营养素度量工具推广使用ꎮ

表 ４　 使用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 评估具体食品是否符合声称

食品 一份食品 添加糖 添加钠 总脂肪
饱和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

其他营养素 总评分
是否
合适

ｇ ｇ / １００ｇ ｇ /份 分值 ｍｇ/ １００ｇ 分值 ｇ / １００ｇ 分值 ｇ / １００ｇ 分值 选择 见表 １ ｓｃｏｒ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进行
声称

半脱脂牛奶 ２５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１.６ １.０ １.２ – １.０ 钙 １１０.０ １.０ ４.０ – １.０ 是

茅屋芝士ꎬ
原味

５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３００.０ – １.０ ４.３ – １.０ ２.５ – １.０ 钙 １２７.０ １.０ ２.０ – ３.０ 否

清爽干酪ꎬ
原味

１２５ ０.１ ０.１ １.０ ０.０ １.０ ８.０ – １.０ ５.６ – １.０ 钙 １１０.０ １.０ ３.０ – ２.０ 是

全脂酸奶、
水果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５.８ 超出 ０.０ １.０ ３.０ １.０ ２.１ – １.０ 钙 １２２.０ １.０ ３.０ – ２.０ 过量糖

酸奶、低脂、
水果

１２５ ８.３ １０.４ – １.０ ０.０ １.０ １.１ １.０ ０.８ １.０ 钙 １４０.０ １.０ ４.０ – １.０ 是

冰淇淋、奶
制品

１００ １３.５ １３.５ 超出 ０.０ １.０ ９.８ – １.０ ６.９ – １.０ 钙 １００.０ １.０ ２.０ – ３.０ 过量糖

橘子汁 ２５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０.１ １.０ ０.０ １.０ 纤维 ０.１ – １.０ ４.０ – １.０ 是

核桃 ３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６８.５ – １.０ ５.６ １.０ ａｇｐｉ ４７.５ １.０ ４.０ – １.０ 是

葡萄 １５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０.１ １.０ ０.０ １.０ 纤维 ０.７ ０.３ ４.３ ０.０ 是

梨、罐装糖浆 １００ １３.２ １３.２ 超出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纤维 １.１ １.０ ４.０ – １.０ 过量糖

蔬菜汤 ２５０ ５.１ １２.８ 超出 ４３０.０ – １.０ ０.６ １.０ ０.０ １.０ 纤维 １.５ １.０ ３.０ – ２.０ 过量糖

果汁饮料 ２５０ ５.９ １４.８ 超出 ８.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纤维 ０.１ – １.０ ３.０ – ２.０ 过量糖

油炸土豆片 ３０ ０.７ ０.２ １.０ ８００.０ – ０.７ ３４.２ – １.０ １４.０ – １.０ ａｇｐｉ ５.０ １.０ ２.０ – ２.７ 否

白面包 ５０ ２.９ １.５ １.０ ５９０.０ – １.０ ２.０ １.０ ０.５ １.０ 钙 １７２.０ １.０ ４.０ – １.０ 是

牛角面包 ４５ ５.３ ２.４ １.０ ４１９.０ １.０ １９.７ – １.０ １１.３ – １.０ 纤维 １.６ – １.０ ２.０ – ３.０ 否

巧克力谷物
早餐

３０ ４２.０ １２.６ 超出 ４５０.０ １.０ ２.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ｆｅｒ ７.９ １.０ ４.０ – １.０ 过量糖

玉米片 ３０ ８.２ ２.５ １.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０ ０.９ １.０ ０.２ １.０ ｆｅｒ ７.９ １.０ ４.０ – １.０ 是

消化饼干 ３０ １３.６ ４.１ １.０ ６００.０ ０.５ ２０.３ – １.０ １０.０ – １.０ ｆｅｒ ３.２ – ０.１ １.５ – ２.１ 否

茄汁豆 ２００ ５.９ １１.８ – １.０ ５３０.０ – １.０ ０.６ １.０ ０.１ １.０ 纤维 ３.７ １.０ ３.０ – ２.０ 是

鸡胸肉、烤 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５５.０ １.０ ２.２ １.０ ０.６ １.０ ｆｅｒ ０.４ – １.０ ４.０ – １.０ 是

猪肉红肠 １００ １.６ １.６ １.０ １０７０.０ – １.０ ２３.９ – １.０ ８.６ – １.０ ａｇｐｉ ３.５ １.０ ２.０ – ３.０ 否

勃艮第牛肉 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１０６.０ １.０ ８.２ – １.０ ３.４ – １.０ ｆｅｒ １.７ １.０ ３.０ – ２.０ 是

牛肝、炖 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１１０.０ １.０ ９.５ – １.０ ３.５ – １.０ ｆｅｒ ７.８ １.０ ３.０ – ２.０ 是

牛肉ꎬ１０％的
脂肪

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７８.０ １.０ １２.８ – １.０ ５.４ – １.０ ｆｅｒ ２.７ １.０ ３.０ – ２.０ 是

牛肉ꎬ２０％的
脂肪

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８２.０ １.０ ２５.０ – １.０ １０.５ – １.０ ｆｅｒ ２.２ ０.２ ２.２ – ２.０ 否

金枪鱼罐头 ５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２９０.０ – ０.９ ９.０ – １.０ １.７ １.０ ｆｅｒ １.６ １.０ ３.０ – １.９ 是

鲭鱼、熏 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３８４.０ ０.４ ２４.３ – １.０ ４.９ – １.０ ａｇｐｉ ５.０ １.０ ２.４ – ２.０ 否

鲭鱼、烤 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９０.０ １.０ ２０.９ – １.０ ４.９ – １.０ ａｇｐｉ ５.２ １.０ ３.０ – ２.０ 是

橄榄油 １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９９.９ – １.０ １４.３ – １.０ ａｇｐｉ ８.２ １.０ ２.０ – １.０ 是

黄油 １０ ０.６ ０.１ １.０ ６０６.０ １.０ ８２.２ – １.０ ５５.０ – １.０ ａｇｐｉ ２.８ – １.０ １.０ – ２.０ 是

蛋黄酱 １０ １.３ ０.１ １.０ ４５０.０ １.０ ７５.６ – １.０ １２.７ – １.０ ａｇｐｉ ４２.４ １.０ ２.０ – １.０ 是

巧克力棒 ５０ ６６.２ ３３.１ 超出 １５０.０ １.０ １８.３ １.０ １０.８ – １.０ 纤维 ０.４ – １.０ ２.０ – ３.０ 过量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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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食品 一份食品 添加糖 添加钠 总脂肪
饱和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

其他营养素 总评分
是否
合适

ｇ ｇ / １００ｇ ｇ /份 分值 ｍｇ/ １００ｇ 分值 ｇ / １００ｇ 分值 ｇ / １００ｇ 分值 选择 见表 １ ｓｃｏｒ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进行
声称

可乐 ２５０ １０.９ ２７.３ 超出 ５.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纤维 ０.０ – １.０ ３.０ – ２.０ 过量糖

可乐、饮食 ２５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５.０ – １.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钙 ６.０ １.０ ４.０ – １.０ 是

比萨配方１∗ ２５０ ２.４ ６.１ １.０ ６３７.３ – １.０ ７.８ – ０.１ ３.４ – １.０ 钙 １８６.５ １.０ ２.０ – ２.１ 否

比萨配方２∗ ２５０ ２.１ ５.３ １.０ １６７.３ – ０.６ １.６ １.０ ０.３ １.０ 纤维 ２.５ １.０ ４.０ – ０.６ 是

汉堡包、三
明治

２００ ５.４ １０.８ １.０ ４３０.０ – １.０ １０.７ – １.０ ４.６ – １.０ ａｇｐｉ １.６ – ０.１ １.０ – ３.１ 否

墨西哥辣
肉酱

３００ ２.７ ８.１ １.０ ３０３.０ – １.０ ７.５ – １.０ ２.９ – １.０ ｆｅｒ １.０ １.０ ２.０ – ３.０ 否

注: 配方 １ (ｇ): 精白面ꎬ ２５０ꎻ 水ꎬ １５０ꎻ 盐ꎬ ４ꎻ 糖ꎬ １０ꎻ 向日葵油ꎬ １０ꎻ 番茄ꎬ ２００ꎻ 咸橄榄ꎬ ３０ꎻ 蘑菇ꎬ ５０ꎻ 芝士ꎬ １５０ꎻ 凤尾鱼ꎬ ５０ꎻ

配方 ２ (ｇ): 全麦面ꎬ ２００ꎻ 白色的面粉ꎬ ２００ꎻ 水ꎬ ２８０ꎻ 盐ꎬ ４ꎻ 番茄ꎬ ２００ꎻ 洋葱ꎬ ２００ꎻ 橄榄油ꎬ １０ꎻ 蘑菇ꎬ １５０ꎻ 茄子 １５０ꎻ 火腿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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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素度量法的计算基准的选择

朱　 婧１ 　 杨月欣２

(１. 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６９ꎻ 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１)

　 　 在食物营养素度量法的构建过程中ꎬ 需要考虑多个问题ꎬ
如: 限制性和推荐性营养评价指标的选择、 参考摄入量的选

择、 计算基准的选择、 阈值或评分算法的选择ꎬ 以及对评价

方法的测试和验证等ꎬ 其中ꎬ 计算基准的选择是一个特殊的

问题ꎮ 本文将对营养素度量法建立体系中计算基准的选择进

行综述ꎮ
食物营养素度量法的定义是根据食物的营养成分组成对食

物进行分类的科学[１]ꎮ 营养素度量法是根据广泛被认可的关于

膳食和健康的科学知识ꎬ 以需要限制的营养素、 已知的对健康

有益的营养素或者两者的结合为基础[２－１１]ꎮ 建立营养素度量法

系统面临许多挑战ꎬ 包括且不仅仅是: 限制性和推荐性营养评

价指标的选择、 参考摄入量的选择、 计算基准的选择、 阈值或

评分算法的选择ꎬ 以及对评价方法的测试和验证[１２－１８]ꎮ

其中ꎬ 营养素度量法的计算基准的选择是一个特殊的问

题ꎬ 它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ꎬ 但当营养评价指标的含量以不

同的计算基准计算时ꎬ 将产生不同的影响ꎮ 本文将针对营养

素度量法建立体系中计算基准的选择进行综述ꎮ

计算基准的类型

目前ꎬ 出现的营养素度量法的计算基准有 １００ｋｃａｌ、 １００ｇ
和份量ꎮ 早期ꎬ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认为比较不同食物见的营养素含量

的唯一方法是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为计算基准ꎮ 后来ꎬ 计算基准的选择

被当地的法规所影响ꎮ 如在欧盟ꎬ 营养标签以 １００ｇ 标示ꎬ 在

美国ꎬ 营养标签以份量ꎬ 即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

的参考通常消费量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ｉｌｙ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ｄ ꎬ ＲＡＣＣ) 标示ꎮ

表 １　 营养素度量法的计算基准

计算基准 建立或使用机构

１００ｇ / ｍｌ 澳大利亚 /新西兰食品标准局 ꎬ 瑞典食品管理局ꎬ 荷兰营养中心ꎬ 芬兰心脏病和糖尿病协会ꎬ 斯洛文尼亚心脏
基金会ꎬ 法国科学技术营养研究中心ꎬ 英国食品标准局

１００ｋｃａｌ / ｋＪ 华盛顿大学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ｔａｒｓ 许可公司ꎬ 拉特格大学ꎬ 迪斯尼ꎬ 达能

每份
美国联邦政府ꎬ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美国心脏协会ꎬ 比利时社会事务和公共卫生部ꎬ Ｃｈｏｉｃｅｓ 国际基金会ꎬ
纽约州立大学ꎬ 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和促进中心ꎬ Ｓｅｌｅｃｔａꎬ 卡夫

使用 ２ 种类型及以上
加拿大卫生部ꎬ 加拿大心脏和中风基金会ꎬ 法国食品安全局ꎬ 德国卫生农业部ꎬ 澳大利亚血糖生成指数基金会ꎬ
澳大利亚国家心脏基金会ꎬ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中心ꎬ 田纳西大学ꎬ 耶鲁大学医学院ꎬ 公共利益科学中心ꎬ 美国商务局理
事会ꎬ 百事ꎬ 雀巢

不同计算基准的优缺点

每种计算基准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点ꎮ
以能量 (每 １００ｋｃａｌ / １００ｋＪ 或能量供能比) 来表示食物

营养素的含量可以更方便地与营养素推荐量和营养指南比较ꎬ
特别是以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能量为每日能量标准来表示时ꎮ 然而ꎬ 食

品的水分含量大小对营养素度量法的结果有较大影响ꎬ 如能

量较低而水分较多的食品ꎬ 其营养素的含量在以能量

(１００ｋｃａｌ / ｋＪ) 为计算基准时将明显高估ꎬ 特别是蔬菜中钠的

含量可能会因此成为过高[２１－２３] ꎮ 能量密度较低的食物和饮料

会得到过高的得分ꎮ 并且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为计算基准会远远超过通

常的摄入份量ꎬ 特别是对蔬菜和水果ꎮ
以食物的重量或体积 (每 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ｍｌ) 为计算基准与欧

盟和我国的营养标签法规一致ꎮ 但是ꎬ 不同的食物以 １００ｇ 计

量时其份量的差别巨大ꎮ 如油、 涂抹酱料、 奶酪和早餐谷物

的份量通常远小于 １００ｇꎮ 但是ꎬ 酸奶、 汤、 果汁和饮料的份

量通常远大于 １００ｇꎮ 水分含量的不同在以重量 /体积为计算

基准来计算营养成分含量时影响极大ꎬ 从而会混淆比较的结

论ꎬ 如固态的奶酪和液态的牛奶ꎮ 这种不良的影响在针对全

部食物的评价体系时较针对特定食品类别时更明显ꎬ 因为不

同食品类别间的水分含量差异较同一类别中的食品大[２３] ꎮ 然

而ꎬ 将饮料和固态食品分开也可以减少这种不良的影响ꎮ 因

９２



此ꎬ 以 １００ｇ 为计算基准的营养素度量法需要一方面针对油、
涂抹酱料进行调整ꎬ 另一方面也需要对饮料进行调整ꎮ

每份是唯一的将食物日常典型的消费量与营养素度量法

直接联系起来的计算基准ꎮ 同样的ꎬ 每份也是评价食物对整

体膳食平衡影响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ꎬ 在欧洲委员会提议书

１９２４ / ２００６ 的第 ４ 条中也被提及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ꎮ 但应用的前

提是具有约定或政府规定的每种食品的标准份量大小ꎮ

不同计算基准对营养素度量法的表现的影响

营养素度量法的算法通常都同时考虑了推荐性营养素和

限制性营养素ꎮ 在计算正向得分和负向得分时对计算基准

(１００ｇ、 １００ｋｃａｌ、 份量) 的选择是营养素度量法的核心问题ꎮ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等[２４]分别采用以不同计算基准计算的营养

素度量法对来自食物频率调查表的 ３７８ 种常食用的食物进行

评价ꎬ 将结果与食物的能量密度比较来评价营养素度量法的

表现ꎮ

食物的选择依据 Ｆｒｅｄ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癌症研究中心的食物频

率调查表所涉及的 ３７８ 种食物[２５－２６] ꎮ 食物的纳入原则是通过

食物频率调查表筛选出的人群常摄入的食物、 含有重要的营

养素、 且不同人的消费量差异较大[２７] ꎮ Ｆｒｅｄ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癌症

研究中心筛选出的主要食物类别是: 谷类、 蔬菜、 水果、 奶

类、 肉类、 鱼类、 油脂类和糖类ꎮ 强化食品如即食麦片也被

纳入ꎬ 但不包含饮料、 茶、 咖啡和饮用水[２８] ꎮ 选入的 ３７８ 种

食物的营养成分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的 ＳＲ－１８ 数据库和膳

食调查用食物和营养素数据库 ２.０ꎮ 这些数据将被用于计算营

养素度量法得到的正向得分和负向得分ꎬ 并计算食物的能量

密度[２９] ꎮ 分别采用每 １００ｋｃａｌ、 每 １００ｇ 和每 ＲＡＣＣ 计算得

分ꎮ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共制定了 １３９ 种不同过得 ＲＡＣＣ 值ꎬ
对于能量密度较大的食物其 ＲＡＣＣ 较小ꎬ 如糖为 ４ｇ、 油脂类

为 １５ｇ、 奶酪为 ３０ｇꎬ 而肉类为 ８５ｇ、 蔬菜和水果为 １２０ｇ、
牛奶、 果汁和其他饮料为 ２４０ｇꎮ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等[２４]对表 ２ 所示的 ４ 个正向得分 (ＮＲ) 和

１ 个负向得分 (ＬＩＭ)ꎬ 采用表 ３ 所示的算法进行了计算ꎮ

表 ２　 ４ 个正向得分 (ＮＲ) 和 １ 个负向得分 (ＬＩＭ)

模型名称 宏量营养素 维生素 矿物质 限制性营养素

ＮＲ６ 蛋白质、膳食纤维 ＶｉｔＡ、Ｃ Ｃａ、Ｆｅ

ＮＲ９ 蛋白质、膳食纤维 ＶｉｔＡ、Ｃ、Ｅ Ｃａ、Ｆｅ、Ｍｇ、Ｋ

ＮＲ１１ 蛋白质、膳食纤维 ＶｉｔＡ、Ｃ、Ｅ、Ｂ１２ Ｃａ、Ｆｅ、Ｍｇ、Ｚｎ、Ｋ

ＮＲ１５
　

蛋白质、膳食纤维、单不饱和
脂肪酸

ＶｉｔＡ、Ｃ、Ｅ、Ｂ１２、Ｂ１、Ｂ２、叶酸

　
Ｃａ、Ｆｅ、Ｍｇ、Ｚｎ、Ｋ
　

ＬＩＭ 饱和脂肪、添加糖、Ｎａ

表 ３　 正向 ＮＲｎ得分和负向 ＬＩＭ得分的算法

得　 分 算　 　 法 计算基准

ＮＲｎ

　 　 ＮＲｎ(１００ｇ) １００ｇ

　 　 ＮＲｎ(１００ｋｃａｌ) (ＮＲｎ(１００ｇ) /能量密度) １００ｋｃａｌ

　 　 ＮＲｎ(ＲＡＣＣ) (ＮＲｎ(１００ｇ) / １００) ＲＡＣＣ

ＬＩＭ 

　 　 ＬＩＭ(１００ｇ) １００ｇ

　 　 ＬＩＭ(１００ｋｃａｌ) (ＬＩＭ(１００ｇ) /能量密度)×１００) １００ｋｃａｌ

　 　 ＬＩＭ(ＲＡＣＣ) (ＬＩＭ(１００ｇ) / １００)×ＲＡＣＣ

ＮＲ: 营养素—富集得分ꎻ ＬＩＭ: 限制性营养素得分ꎻ ＭＲＶ: 最大推荐摄入量ꎻ ＲＡＣＣ: 参考通常消费量ꎻ ＲＤＶ: 参考每日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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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等[２４] 的研究结果显示ꎬ 以份量为计算基准

时食物营养素度量法的评价结果与能量密度呈负相关ꎮ 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和 ＲＡＣＣ 为计算基准时的正向得分相同ꎬ 而以 １００ｇ
为计算基准的负向得分的表现优于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为计算基准ꎮ
认为以份量和 １００ｋｃａｌ 为计算基准的模型在计算正向得分

时更好ꎬ 而以 １００ｇ 为计算基准的模型在计算负向得分时

更好ꎮ
具体而言ꎬ 对 ３７８ 种食物的评分ꎬ 以 ＲＡＣＣ 为计算基准

时ꎬ 评分与食物的能量密度呈负相关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
－６５％)ꎮ 图 １ａ 显示了两者的负相关关系ꎬ 并表明了一些代表

的食物的特殊位置ꎮ 如软饮料、 果汁、 酸奶、 汤等水分含量

高的食物的能量密度低ꎬ 其 ＲＡＣＣ 约在 ２００－２４０ｇ 之间ꎬ 水

果和混合菜的 ＲＡＣＣ 均大于 １００ｇꎬ 相反地ꎬ 肉 (８５ｇ)、 蔬

菜 (８５ｇ)、 奶酪 (３０ｇ)、 即食麦片 (３０ｇ)、 干水果和坚果

等 ＲＡＣＣ 均小于 １００ｇꎮ 油的 ＲＡＣＣ 为 １５ｇꎮ 图 １ｂ 显示了以

１００ｇ 表示能量 (标准的能量密度) 和以 ＲＡＣＣ 表示能量之

间的关系ꎮ 以 ＲＡＣＣ 表示能量时ꎬ 不同食物的能量含量的变

异较少 (标准差＝８６.２)ꎬ 而以 １００ｇ 表示能量时ꎬ 标准差为

１６６.６ꎮ 使用 ＲＡＣＣ 可以有效地标准化不同食物类别间能量密

度的差异ꎮ

图 １ａ　 食物 ＲＡＣＣ 值 (ｇ) 与能量密度 (ｋｃａｌ / １００ｇ)
之间的关系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６５％)

图 １ｂ　 每 ＲＡＣＣ 的能量与能量密度之间的

关系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５２％)

　 　 以 ＲＡＣＣ 为计算基准和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为计算基准的正向得

分 ＮＲｎ 之间具有高度相关ꎮ 图 ２ａ 对计算 ＮＲ６ 的相关关系进

行了描述ꎬ 其中的点是得分经对数变换的值ꎮ 相关关系与纳

入计算的营养素的数目无关ꎬ 但随着营养素数目的增加ꎬ 相

关关系有稍微减弱的趋势ꎮ 对于纳入不同数目的营养素的

ＮＲｎꎬ 以 ＲＡＣＣ和 １００ｋｃａｌ 为计算基准得到的正向得分之间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ꎬ 在 ＮＲ６为 ７６％ꎬ ＮＲ９为 ７４％ꎬ ＮＲ１１为

７５％ꎬ ＮＲ１５为 ６７％ꎮ
图 ２ｂ 表明了用 １００ｇ 和 ＲＡＣＣ 计算 ＮＲ６ 得分之间的关

系ꎮ 相对以 ＲＡＣＣ 计算的得分ꎬ 以 １００ｇ 计算的得分对豆类、
水果、 汤和酸奶的营养价值出现低估ꎬ 这些都是消费量通常

大于 １００ｇ 的食物ꎮ 相反地ꎬ 以 １００ｇ 计算的得分对 ＲＡＣＣ 小

于 １００ｇ 的食物的推荐性营养素有利ꎬ 不仅仅包括蔬菜、 鱼

类ꎬ 也包括奶酪、 羊角面包和巧克力棒ꎮ 以 ＲＡＣＣ 和 １００ｇ
计算的得分间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在 ＮＲ６ 为 ６３％ꎬ ＮＲ９ 为

６０％ꎬ ＮＲ１１ 为 ６３％ꎬ ＮＲ１５ 为 ５２％ꎬ 均 较 以 ＲＡＣＣ 和

１００ｋｃａｌ 计算的得分间的相关系数小ꎮ 因此ꎬ 对大多数食物而

言ꎬ 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计算正向得分的结果和使用 ＲＡＣＣ 计算相同ꎮ
例外的是一些低能量密度的食物如蔬菜和水果ꎬ 它们在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计算时比以 ＲＡＣＣ 计算时得分高ꎮ 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为计算

基准较 １００ｇ 好ꎮ 就如图 ２ａ 所示ꎬ 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为计算基准更

有利于低能量密度的食物ꎬ 如蔬菜、 水果、 酸奶和鸡蛋ꎮ 而

１００ｇ 为计算基准既与能量无关ꎬ 也与日常消费量无关ꎮ
图 ３表示了以 ＲＡＣＣ 计算的 ＬＩＭ 得分与以 １００ｇ (图 ３ａ)

和 １００ｋｃａｌ (图 ３ｂ) 计算的 ＬＩＭ得分间的关系ꎮ 相对以 ＲＡＣＣ
计算的 ＬＩＭ得分ꎬ 以 １００ｇ 和 １００ｋｃａｌ 计算均会低估大份量食

物如酸奶 (ＲＡＣＣ＝２２０ｇ) 和混合菜中的限制性营养素的含量ꎮ
以 １００ｇ为计算基准的 ＬＩＭ得分对所有能量密度高的食物不利ꎬ
而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计算的 ＬＩＭ 得分对某些能量密度高的食物不利ꎬ
如番茄酱、 蛋黄酱和糖ꎬ 对某些有利ꎬ 如薯片、 巧克力棒和羊

角面包ꎮ 红肉和肥肉 (ＲＡＣＣ＝８５ｇ) 在以 １００ｇ计算 ＬＩＭ时得分

不佳ꎬ 但在 １００ｋｃａｌ 计算时得到较好得分ꎮ 一方面ꎬ 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计算的 ＬＩＭ对能量密度低的食物和饮料不利ꎬ 如咸菜、 德国泡

菜、 蔬菜汁、 罐头蔬菜和罐头豆类ꎮ 另一方面ꎬ 以 １００ｇ 为计

算基准对某些食物特别不适合ꎬ 如油类 (ＲＡＣＣ＝１５ｇ)、 坚果

(ＲＡＣＣ＝３０ｇ)、 奶酪 (ＲＡＣＣ ＝ ３０ｇ) 和即食麦片 (ＲＡＣＣ ＝
３０ｇ)ꎬ 另外ꎬ 还低估了酸奶 (ＲＡＣＣ ＝ ２２０ｇ)、 加工水果

(ＲＡＣＣ＝１４０ｇ)、 软饮料 (ＲＡＣＣ＝２４０ｇ) 中的添加糖含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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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ａ　 以 ＲＡＣＣ 和 １００ｋｃａｌ计算的 ＮＲ６ 之间的关系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７６％)

图 ３ａ　 以 ＲＡＣＣ 和 １００ｋｃａｌ为计算基准的 ＬＩＭ 得分的关系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７１％)

图 ２ｂ　 以 ＲＡＣＣ 和 １００ｇ 计算的 ＮＲ６ 之间的关系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６３％)

图 ３ｂ　 以 ＲＡＣＣ 和 １００ｇ 为计算基准的 ＬＩＭ 得分的关系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７９％)

讨　 论

营养素度量法的算法通常都同时考虑了推荐性营养素和

限制性营养素ꎮ 在计算正向得分和负向得分时对计算基准

(１００ｇ、 １００ｋｃａｌ、 份量) 的选择是营养素度量法的核心问题ꎮ
计算基准的选择在对食品或食品类别判断是否具有使用健康

声称的资格时关系重大ꎮ 但是不同计算基准对营养素度量模

型的表现的影响的定量研究还比较缺少ꎬ 主要的数据均来自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等[２４]的研究ꎮ 该项研究显示ꎬ 以份量和 １００ｋｃａｌ
为计算基准的模型在计算正向得分时更好ꎬ 而以 １００ｇ 为计算

基准的模型在计算负向得分时更好ꎮ
在我国ꎬ 营养标签以 １００ｇ 为单位标示ꎬ 在美国ꎬ 营养标

签的标示单位为份或 ＲＡＣＣꎮ 以 ＲＡＣＣ 为计算基准进行营养

素度量对中国不是一个方便的选择ꎮ 当没有政府规定的

ＲＡＣＣ 时ꎬ 负向得分的计算基准选择 １００ｇ 较 １００ｋｃａｌ 好ꎮ 以

１００ｇ 为计算基准与中国营养标签系统更一致ꎬ 但是对消费量

很小的高能量密度食物不利 (如坚果、 干水果、 奶酪)ꎬ 而对

通常消费量超过 １００ｇ 的含有添加糖的液体食物的评分过好ꎬ
如加甜味的饮料 (ＲＡＣＣ＝ ２４０ｇ) 在这种评分系统下得分很

高ꎮ 因此ꎬ 对坚果、 油和奶酪采用减少负向得分ꎬ 和对含糖

饮料采用增加负向得分ꎮ 在英国食品安全局最近一次的营养

素度量法中ꎬ 将饮料的负向得分乘 ２ 计算[１４] ꎮ 相似的ꎬ 法国

ＡＦＳＳＡ 的营养素度量法中讲饮料的 ＬＩＭ 得分乘以 ２. ５ 计

算[２１] ꎮ 以合适的份量为计算基准的营养素度量模型更合适ꎬ
但是目前在中国难以做到ꎮ 对正向得分而言更适合的计算基

准是能量ꎮ 由于 ＲＡＣＣ 值与能量密度呈现大致的负相关关系ꎬ
以 １００ｋｃａｌ 和 ＲＡＣＣ 计算的正向得分大致相同ꎮ 这两种算法

都对蔬菜和水果给出较高评分ꎬ 而对能量密度高的食物给出

较低评分ꎮ
双向的营养素度量法通常的计算方法是正向得分之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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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得分之和相减ꎬ 或是两者的均数相减ꎬ 或是两者均数的

比值ꎮ 算法的选择对营养素度量法的表现有长远影响ꎮ 尽管

英国食品安全局的得分是正向得分总分和负向得分总分间简

单的算数差值[６] ꎬ 其他算法也值得发展和进一步的验证ꎮ 以

比值来计算的双向营养素度量模型提供另一个可行的选择ꎬ
且不需要参考摄入量标准[３] ꎮ 然而ꎬ 将得分相减或者相除都

有缺点是掩盖了单向得分的信息ꎮ 另一种方法即保持原来的

单向得分的信息而不将两者结合[７] ꎮ 这种方法在法国管理机

构 ＡＦＳＳＡ 得到应用ꎬ 即对计算出的 ＮＲｎ 和 ＬＩＭ 分别设置阈

值ꎬ ＮＲｎ 的阈值为食物每 １００ｋｃａｌ 含有 ５％的平均每日参考摄

入量ꎬ ＬＩＭ 的阈值是食物每 １００ｇ 含有 ７.５％的最大推荐摄入

量[２１] ꎮ 也可以根据营养素的生物学质量即生物利用度、 食物

供应中的普遍度来对营养素制定权重[２ꎬ３０] ꎮ 然而ꎬ 对最接近

完美表现的模型的更恰当的选择需要解决如何应用验证工具ꎬ
即将营养素度量法和健康膳食的联系起来的独立测量方

法[１３ꎬ１６ꎬ１８] ꎮ 只有可靠的验证工具能够从根本上对适当的计算

基准的选择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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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Ｎｉｊｍａｎ ＣＡꎬ Ｚｉｊｐ ＩＭꎬ Ｓｉｅｒｋｓｍ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 ｍｅｔｈ￣
ｏ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７ꎬ
６１ꎬ ４６１－４７１.

[１１] Ｓｔｏｃｋｌｅｙ 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ｎｕ￣
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ｅｄꎬ ｏｒ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Ｋ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
ｇｅｎｃｙ. ２００３.

[１２] Ａｚａｉｓ－Ｂｒａｅｓｃｏ Ｖꎬ Ｇｏｆｆｉ Ｃꎬ Ｌａｂｏｕｚｅ 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６ꎬ ９ꎬ ６１３－６２２.

[１３] Ｖｏｌａｔｉｅｒ Ｊ －Ｌꎬ Ｂｉｌｔｏｆｔ －Ｊｅｎｓｅｎ Ａꎬ Ｄｅ Ｈｅｎａｕｗ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Ｅｕｒ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７ꎬ ４６
(Ｓｕｐｐｌ ２)ꎬ ２９－３６.

[１４]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Ｐꎬ Ｂｏｘｅｒ Ａꎬ Ｒａｙｎｅｒ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ｓ￣
ｔ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ｎｕｔｒｉ￣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７ꎬ １０ꎬ ３３７－３４５.

[１５]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Ｐꎬ Ｒａｙｎｅｒ Ｍꎬ Ｓｔｏｃｋｌｅｙ Ｌ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ｏｏ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７ꎬ １０ꎬ ３４６－３５３.

[１６] Ａｒａｍｂｅｐｏｌａ Ｃꎬ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Ｐꎬ Ｒａｙｎｅｒ Ｍ. Ｖａｌｉ￣
ｄａｔｉｎｇ 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８ꎬ １１ꎬ
３７１－３７８.

[１７]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Ａꎬ Ｍａｉｌｌｏｔ Ｍꎬ Ｄａｒｍｏｎ 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ｎｕ￣
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ｓｔ.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８ꎬ ６３ (５): ６７４－６８３.

[１８] Ｍａｉｌｌｏｔ Ｍꎬ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ＥＬꎬ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Ａ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ｆｏｏｄｓ ｏｆ ｇｏｏ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ｃｅ: ａ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ｉｎｇ.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８ꎬ １３８ꎬ １１０７－１１１３.

[１９] Ｈａｎｓｅｎ ＲＧꎬ Ｗｙｓｅ ＢＷꎬ Ｓｏｒｅｎｓｏｎ ＡＷ.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Ｆｏｏｄｓ. ＡＶ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ꎬ
ＣＴ.１９７９.

[２０] ＥＦＳＡ.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ｓ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１９２４ / ２００６. ＥＦＳＡ Ｊ ２００８ꎬ (６４４): １－
４４.

[２１] Ａｇｅ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ｄｅ Ｓéｃｕｒｉｔé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Ａｌｉ￣
ｍｅｎｔｓ ( ＡＦＳＳＡ) . Ｄé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ｄｅ ｐｒｏｆｉｌ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ｎｅｌｓ ｐｏｕｒ ｌ’
ａｃｃèｓ ａｕｘ ａｌｌéｇａｔｉｏｎ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ｓ ｅｔ ｄｅ ｓａｎｔé: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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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ꎬ Ｍａｉｓｏｎ－
Ａｌｆｏｒｔ. ２００８. .

[２２] Ｆ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ｃｙ ' 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ｇｅｎｃｙꎬ ２００９.

[２３] Ｇａｒｓｅｔｔｉ Ｍꎬ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Ｊꎬ Ｓｍｉｔｈ Ｍ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ｕｒ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７ꎬ ４６ (Ｓｕｐｐｌ ２)ꎬ １５－２８.

[２４]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Ａꎬ Ｍａｉｌｌｏｔ Ｍꎬ Ｄａｒｍｏｎ 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ｕ￣
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００ｇꎬ １００ｋｃａｌ ｏｒ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ｉｚｅ?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９ꎬ ６３ꎬ ８９８－９０４.

[２５] Ｋｒｉｓｔａｌ ＡＲꎬ Ｓｈａｔｔｕｃｋ ＡＬꎬ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ａ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ｌａｃｋꎬ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ｗｏｍ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ｒｉａｌ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
１９９９ꎬ ２ꎬ ２５３－２６２.

[２６]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ＲＥꎬ Ｋｒｉｓｔａｌ ＡＲꎬ Ｔｉｎｋｅｒ ＬＦ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ｎ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１９９９ꎬ ９ꎬ １７８－１８７.
[２７] Ｗｉｌｌｅｔ Ｗ.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Ｗｉｌｌｅｔｔ Ｗ

( ｅｄ )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ｐｐ １－５１４.

[２８]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ＲＥꎬ Ｋｒｉｓｔａｌ Ａꎬ Ｒｏｄａｂｏｕｇｈ Ｒ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ｏ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ｎ ｉｎｔｅｎ￣
ｓｉｖｅ ｌｏｗ － ｆａｔ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Ｊ Ａｍ Ｄｉｅｔ Ａｓｓｏｃ ２００３ꎬ １０３ꎬ ４５４－
４６０.

[２９] Ｍｏｎｓｉｖａｉｓ Ｐꎬ Ｐｅｒｒｉｇｕｅ ＭＭꎬ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Ａ. Ｓｕｇ￣
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ｅｔｙ: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ｗｅｅｔｅｎｅｒ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７ꎬ ８６ꎬ １１６－１２３.

[３０] Ｐａｄｂｅｒｇ ＤＩꎬ Ｋｕｂｅｎａ ＫＳꎬ Ｏｚｕｎ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ＴＸ (ＡＦＰ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９３－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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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食物和膳食的营养素度量法中赋值营养素
权重的新方法
Ａ Ｎｏｖ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ｓ
Ｊｏａｎｎｅ Ｅ. Ａｒｓｅｎａｕｌｔꎬ ＰｈＤꎬ ＲＤꎬ Ｖｉｃｔｏｒ Ｌ. Ｆｕｌｇｏｎｉ ＩＩＩꎬ ＰｈＤꎬ Ｊａｍｅｓ Ｃ. Ｈｅｒｓｅｙꎬ ＰｈＤꎬ Ｍａｒｙ Ｋ. Ｍｕｔｈꎬ Ｐｈ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ｅｔ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１２ꎬ Ｉｓｓｕｅ １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Ｐａｇｅｓ １９６８－１９７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 ａｎｄ.２０１２.０８.０３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ｏｄ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

ｙｉｎｇ ｆｏ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ｓ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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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营养素度量法是基于营养素组成来评分食物的科学方法ꎮ
大多数评分系统在不同营养素都使用相似的权重因子ꎬ 但这

缺乏科学证据ꎮ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用统计学方法来确定最能体现健康饮食指

数 (ＨＥＩ) 变化的营养素ꎬ 并且获得该营养素的 β－系数作为

营养素度量法计算模型中的权重ꎮ

设计

营养摄入量和 ＨＥＩ 评分的横断面分析ꎮ
参与者

研究对象来自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ꎬ 共计 １６５８７ 人ꎬ 年

龄均大于 ２ 岁ꎬ 无怀孕者ꎮ
主要结果测量

ＨＥＩ 评分的变化

统计分析

使用线性回归进行分析ꎬ ＨＥＩ 评分作为因变量ꎬ １６ 种营

５３



养素的所有可能组成作为独立变量ꎬ 年龄、 性别和种族作为

协变量ꎮ 通过统计分析确定包含 １ 种营养素的最佳变量模型ꎬ
确定包含 ２ 种营养素的最佳变量模型ꎬ 直到包含 １６ 种营养素

的最佳变量模型ꎮ

结果

包含 ８种营养素的模型已经能解释 ＨＥＩ 评分中 ６５％的变

化ꎬ 接近包含 ９－１６ 种营养素的模型ꎬ 远远高于以往文献报道

的模型ꎮ 该模型中 ５个营养素 (蛋白质、 纤维、 钙、 不饱和脂

肪和维生素 Ｃ) 是正的 β 系数ꎬ ３ 个营养素 (饱和脂肪、 钠和

添加糖) 是负的 β 系数ꎮ 将 β 系数作为加权因子计算得出的加

权营养素密度评分可以用于评价整个食物的营养质量ꎮ

结论

营养密度的加权分数计算简单ꎬ 并且用于描述食物和膳

食的整体营养质量ꎮ

关键词

营养素度量法ꎻ 膳食质量ꎻ 膳食摄入量

(刘轶群　 摘译)

英国食品标准局的营养素度量法在法国食物
成分数据库中的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ｏｏ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ｈａｎｔａｌ Ｊｕｌｉａ ａ１ａ２ ｃ１ꎬ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 Ｋｅｓｓｅ－Ｇｕｙｏｔ ａ１ꎬ Ｍａｔｈｉｌｄｅ Ｔｏｕｖｉｅｒ ａ１ꎬ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Ｍéｊｅａｎ ａ１ꎬ Ｌéｏｐｏｌｄ
Ｆｅｚｅｕ ａ１ ａｎｄ Ｓｅｒｇｅ Ｈｅｒｃｂｅｒｇ ａ１ａ２
ａ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Ｐａｒｉｓ １３ꎬ Ｅｑｕｉｐｅ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ｅｎ Ｅｐｉｄéｍｉｏｌｏｇｉ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 (ＥＲＥＮ)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ｅｎ Ｅｐｉｄéｍｉｏｌｏｇｉｅ ｅｔ Ｂｉ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ｑｕｅｓ Ｓｏｒｂｏｎｎｅ Ｐａｒｉｓ Ｃｉｔé (ＣＲＥＳＳ)ꎬ ＵＭＲ １１５３ Ｉｎｓｅｒｍꎬ Ｕ１１２５ Ｉｎｒａꎬ Ｃｎａｍ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Ｐａｒｉｓ ５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Ｐａｒｉｓ ７ꎬ ７４ ｒｕｅ Ｍａｒｃｅｌ Ｃａｃｈｉｎꎬ Ｆ－９３０１７ Ｂｏｂｉｇｎｙ Ｃｅｄｅｘꎬ Ｆｒａｎｃｅ
ａ２ Ｄé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Ｓａｎｔé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ꎬ Ｈôｐｉｔａｌ Ａｖｉｃｅｎｎｅ (ＡＰ－ＨＰ)ꎬ Ｂｏｂｉｇｎｙꎬ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ꎬ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ｉｍ ａ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ｉｎｇ ｆｏｏ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Ｓ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ｖａｌｉ￣
ｄ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ｏ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ｅ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ａ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ｏｏ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ＮｕｔｒｉＮｅｔ－Ｓａｎｔé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ｏ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ｗｅｒ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ＯｆＣｏｍ ) ｃｕｔ￣ｏｆｆ ｖａｌｕｅ
(‘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 ４ ｆｏｒ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１ ｆｏｒ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ꎻ ‘ ｌｅｓ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４ ｆｏｒ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１ ｆｏｒ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ｔ－ｏｆｆｓ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ｓꎬ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 Ｆｏ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ａｎｔé (ＰＮＮＳ)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Ｎｅｔ－Ｓａｎｔé
ｓｔｕｄｙ ( ｎ ４２２５)ꎬ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ｆＣｏｍ ｃｕｔ－ｏｆｆ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ｏｏ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ＮＮＳ: ９７.８％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ꎬ ９０.４％ ｏｆ ｃｅｒ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ｔｏ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３.８ ％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ｙ ｓｎａｃｋ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 Ｍｏ￣
ｒｅｏｖｅｒꎬ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ａ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ｏｏｄ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ｏｎｆｉｒ￣
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ａ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ａｔｅ￣
ｇ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ｓ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ｆｒｏｎｔ－ｏｆ－ｐａｃｋ ｎｕｔｒｉ￣
ｔｉｏｎ 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ｎ￣
ｔｅｘｔ ｗｏｕｌｄ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ꎻ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ꎻ Ｆｏｏ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６３



摘要

营养素度量法对于公共卫生措施的建立是一个强有力的

工具ꎬ 它旨在以营养素含量为依据对食物进行分级评价ꎮ 英

国食品标准局 (ＦＳＡ) 的营养素度量法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已在

英国食物数据库中得以验证ꎬ 但是这个模型是否适用于其它

国家食物数据库则还未被评价ꎮ 本研究旨在评价英国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在法国食物成分数据库中的应用ꎮ 来源于法国 Ｎｕｔｒｉ￣
Ｎｅｔ－Ｓａｎｔé 研究的食物成分表的食品根据英国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进

行分类ꎬ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是以英国通讯署 (ＯｆＣｏｍ) 的切点值

( ‘健康的’ 总分≤４ 的食品和总分≤１ 的饮料ꎻ ‘不健康的’
总分>４ 的食品和总分>１ 的饮料) 以及分布切点值 (五分位

的食物ꎬ 四分位的饮料)ꎮ 也可根据法国 ＰＮＮＳ (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ａｎｔé) 推荐的食物组对所采用的

食品进行分类ꎮ 从 ＮｕｔｒｉＮｅｔ－Ｓａｎｔé 研究 (ｎ ＝ ４２２５) 具有法

国人群中典型的食物中抽取样品ꎬ 并根据其相对消耗量称量

食品ꎮ 根据 ＯｆＣｏｍ 切点值的食物分类与法国 ＰＮＮＳ 的食物

组分类一致: ９７.８％的水果和蔬菜ꎬ ９０.４％的谷物和薯类以

及仅 ３.８％的含糖零食被认为是健康的食物ꎮ 此外ꎬ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的可变性对于在同一食物组中子分类之间的区分ꎬ 证

实了使用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作为多重分类体系的可行性ꎬ 例如作为

正面营养素标签的基础ꎮ 英国 ＦＳＡ ｓｃｏｒｅ 在法国食物成分数

据库中的应用更好的弥补了目前公共健康的推荐标准ꎮ

关键词

营养素度量体系ꎻ 应用ꎻ 食物成分

(刘轶群　 摘译)

营养素度量法的应用: 慢性疾病预防饮食中的
潜在角色以及核心营养素度量体系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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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目的: 大量不同的营养素度量模型被提出但只有少

量营养素度量法的应用被评估验证ꎮ 本论文旨在描述营养素

度量法的应用在慢性疾病饮食 (ＤＲＣＤ) 中的潜在角色ꎬ 以

及考虑核心营养素度量体系的可行性ꎬ 哪一个可以被改进从

而加强特定国家中多重潜在应用的基础ꎮ
方法: 市场营销中的 ４ ‘Ｐ’ (产品、 促销、 地点和价

格) 被作为一个框架去识别和区分营养素度量法的潜在应用ꎮ
逻辑通路的提出可被适用于评估营养素度量干预对行为改变、
饮食改变以及慢病饮食效果改变的潜在影响ꎮ 核心营养素度

量体系的可行性可用于评估不同模型设计策略的影响以及不

同目的的适宜性ꎮ
结果和结论: 使用营养素度量法作为干预慢病饮食策略

的一部分具有巨大的空间ꎮ 核心营养素度量体系作为各种应

用的基础是可以减少差异以及缩小监管机构、 制造商和消费

者的混乱ꎮ 并且它作为公共元素并被合并为核心体系的一部

分也是可行的ꎬ 例如ꎬ 标准评分法、 营养素的核心体系、 食

物成分和清晰的食物分类ꎬ 以及额外的专用标准应用ꎮ 无论

如何ꎬ 在一个系统的发展和实施过程中需要与几个特定国家

的背景和技术性因素相协调ꎮ

关键词

营养素度量法ꎻ 慢性疾病饮食ꎻ 应用

(刘轶群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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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将食物和饮料分为三个组别:

“Ｇｏ” “Ｓｌｏｗ” 和 “Ｗｈｏａ” 作为儿童正确饮食的指导ꎮ 按

２００４ 年食物及膳食营养素研究数据库提供的营养成分数据ꎬ
本研究对比了 Ｇｏꎬ Ｓｌｏｗ 和 Ｗｈｏａ 三级食品分类法与按食品

营养素富集指数排序分级的方法ꎮ
首先将１ ０４５份食物和饮料分入 Ｇｏ、 Ｓｌｏｗ 和 Ｗｈｏａ 组

中ꎬ 然后利用营养素富集食物指数模型进行排列ꎮ 营养素富

集食物指数模型是建立在九种营养素基础之上: 蛋白质、 膳

食纤维、 维生素 Ａ、 维生素 Ｃ、 维生素 Ｅ、 钙、 铁、 镁和钾ꎻ
以及三种限制营养素: 饱和脂肪、 添加糖和钠ꎬ 以每 １００ 卡

路里进行计算ꎮ Ｇｏꎬ Ｓｌｏｗ 和 Ｗｈｏａ 三级食品分类法和营养素

富集食物指数模型都易于区分能量密集型和营养素富集型食

物和饮料ꎬ 并且 Ｇｏꎬ Ｓｌｏｗ 和 Ｗｈｏａ 食品分类法与营养素富

集食物指数评价的三个级别紧密切合ꎮ 但是在一些谷物强化

食品、 乳制品以及零或低热量甜味剂代糖饮料的分类法中有

所不同ꎮ 与 Ｇｏ、 Ｓｌｏｗ 和 Ｗｈｏａ 模型不同ꎬ 营养素富集食物

指数模型可持续评价给定类别食物的排列ꎮ 本研究提供了不

同营养素度量体系鉴定健康食物和饮料的例证ꎮ
(刘轶群　 摘译)

应用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的营养素度量
体系决定面向儿童 “健康” 食品营销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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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ｏｄｓ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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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摘要

目的

探讨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的营养素度量体系的潜在

性ꎬ 通过与其他既定的标准比较以支持限制面向儿童的 “非

健康食品” 广告ꎮ

方法

将两周内悉尼三个电视频道中每日早 ６ 点至晚 ９ 点的食

品广告分为通过和未通过营养素度量标准ꎮ 关于能量、 饱和脂

肪、 钠、 糖、 蛋白质、 膳食纤维和水果ꎬ 蔬菜ꎬ 坚果和豆制品

含量的营养素信息来源于食品标签、 公司网站和制造商ꎮ 分

析结果与基于鉴定核心和非核心食品组标准和面向儿童自发

食品行业规范的营销标准进行比较ꎮ
结果与标准的基础确定和设置在自愿行业行为守则为向

儿童推销公司的标准进行比较ꎮ

结果

在 １１６ 个唯一的食品广告中ꎬ ６１％的未通过营养素度量

标准的广告被确认为非健康食品ꎮ 而在通过营养素度量标准

的广告中ꎬ ６４％被认为是促进了核心食物ꎬ 然而未通过营养

素度量标准广告中的 ９３％被认为促进了非核心的食物ꎮ 在食

品杂货的生产商公司行动计划范围内的 ６３％符合营养素度量

标准的广告通过了营养素度量法ꎮ 只有一个快餐广告通过了

快餐公司标准和营养素度量法ꎮ

结论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的营养素度量体系为产品的全

面健康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评估ꎬ 并且在规范澳大利亚面向儿

童的食品营销形成营养标准具有潜在可行性ꎮ 目前的自主自

我监管准则对于覆盖所有食品广告是宽松和失败的ꎮ

关键词

广告ꎻ 儿童ꎻ 食品营销ꎻ 营养素度量法ꎻ 规范

(刘轶群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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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 ＦＳＡ 营养素度量体系为基础的个体
膳食指数在法国的开发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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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以食品正面包装的营养标签、 广告规范或粮食税

为基础的营养素度量体系对于公共健康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ꎮ
然而ꎬ 它的能耐远超于对产品描述并能够充分地塑造个体膳

食有必要更进一步的调查ꎮ
目的: 本研究旨在 (１) 计算个体层面的分值基于英国

ＦＳＡ 食物级别的每个食物消耗的营养素度量体系ꎬ (２) 依据

食物组消耗量、 营养摄入量以及社会人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评估膳食状况评分的正确性ꎮ
方法: 从 ＮｕｔｒｉＮｅｔ－Ｓａｎｔé 研究 (ｎ ＝ ４２２５) 中选定法国

人群作为代表性样本ꎮ 采用 ２４ 小时膳食回顾记录收集膳食数

据ꎮ 社会人口和生活方式的数据采用自我报告形式记录ꎮ 所

有食物消耗量采用 ＦＳＡ 营养素度量法描述ꎬ 并且来自于每个

食物消耗的能量摄入量用于计算个体层面的 ＦＳＡ 导出的累积

分值ꎮ 遵循法国营养素推荐规范 (ＰＮＮＳ－ＧＳ) 的分数以膳

食质量评分作为比较而计算ꎮ 在食物消耗、 营养指标、 生活

１４



方式和社会人口的变化与累积分的四分位之间的关联性通过

ＡＮＯＶＡｓ 和线性回归模型调查ꎮ
结果: 得到有利分值的受试者消耗大量的水果 (差异 Δ

＝１５６ｇ / ｄꎬ Ｐ<０.００１)ꎬ 蔬菜 (Δ ＝ ８５ｇ / ｄꎬ Ｐ<０.００１)ꎬ 以及

鱼和少量的零食 (Δ＝－７２ｇ / ｄꎬ Ｐ<０.００１)ꎻ 同时他们也有大

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以及少量的饱和脂肪酸的摄入ꎮ 得

到有利分值的受试者很好的遵循了依据 ＰＮＮＳ－ＧＳ 衡量的营

养素推荐标准 (Δ ＝ ２.１３ ｐｏｉｎｔｓꎬ Ｐ<０.００１)ꎮ 女性年长的受

试者以及高收入的群体更可能得到较高的分值ꎮ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 ＦＳＡ 营养素度量体系对法国人群中

个体膳食的概述更加全面可行ꎮ ＮｕｔｒｉＮｅｔ－Ｓａｎｔé 研究已被登

录于 ２０１３－０００９２９－３１ 欧洲临床试验数据库 (ＥｕｄｒａＣＴ)ꎮ

关键词

膳食行为ꎻ 膳食评分ꎻ 营养素度量体系

(刘轶群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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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关于健康相关的信息出现在低营养价值的产品的包装上ꎬ
这一事件将会持续不断的争论下去ꎮ 本研究旨在是通过验证

与健康有关的包装信息和精加工即食谷物早餐 (ＲＴＥＣｓ) 的

总体营养价值之间的关系而有助于进一步探讨ꎮ

方法

２０１０ 年德国使用最大变化抽样筛选 １２８ 种精加工的

ＲＴＥＣｓ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两份额外的样本在挪威 (ｎ＝ ３８) 和德国

(ｎ＝７３) 被采集ꎬ 允许就各国使用不同规范营养素度量法的

产品比较ꎮ 所有产品依据五种营养素度量模型ꎬ 在政府相关

机构进行评估ꎮ Ｍａｎｎ –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测试及卡方检验统计用来

比较不同产品类别的营养素度量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旨在确

定一个对德国产品包装信息估测令人信服的营养素度量法ꎮ

结果

大多数 ＲＴＥＣｓ 包装上显示与健康相关的营养信息ꎬ 但只

有 ４－３６％的德国产品符合不同营养素度量法标准ꎮ 面对儿童

的谷物营销率较低ꎬ 挪威的谷物营销较好 (３６－６４％)ꎮ 与健

康相关的包装信息与营养素度量法并不一致ꎮ 以下关于包装

标准对 ２０１０ 年德国 ＲＴＥＣｓ 样品预估的一个满意的营养素度

量法: ｉ) 谷物不销售给儿童ꎬ ｉｉ) 清理标签 (无健康声称的)
和尽可能使用有机和全谷物声称标注ꎮ

结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对与健康相关的包装信息产品强制实施

营养素度量方案有助于 ＲＴＥＣｓ 健康有关包装信息和产品的总

体营养评价之间关系的一致ꎮ 改进方案还应考虑对产品的正

面包装、 标准化份量、 准确的产品名称提供一个简单的营养

标签计划ꎬ 并明确界定全谷物声称ꎮ

关键字

营养素度量法ꎻ 谷物早餐ꎻ 健康声称ꎻ 消费信息ꎻ 食品

标签ꎻ 食品法规

(刘轶群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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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营养素度量法模型规范儿童食物广告
的重要性—针对性数据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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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目的:
世界卫生大会建议应减少儿童暴露于不健康食物的几率ꎮ

营养素度量法模型被用于定义儿童食品是否健康ꎬ 并作为规

范和限制广告的依据ꎮ 但是ꎬ 营养素度量法有几十种模型ꎬ
这些模型的一致性目前还不明确ꎮ 本研究的目的是测量 ８ 种

营养素度量法的一致性ꎬ 这 ８ 种营养素度量法都被用于规范

儿童食物广告ꎬ 如多少量和什么样的食物能够允许在电视台

播放广告给儿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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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方法:

收集 ２００８ 年英国的儿童食品商业电视广告代表数据ꎮ 该

数据包括 １１７６３ 条广告 ３３６ 种不同的产品或品牌ꎮ 此外ꎬ 还

通过公司网站、 食品包装和食物成分表获得营养素数据ꎬ 计

算不同营养素度量法模型的评分ꎮ

结果:

不同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允许的商业广告的比例从 ２.１％
(０.４％ꎬ ３.７％) 至 ４７.４％ (４２.１％ꎬ ５２.６％)ꎮ 模型之间两两

比较的一致性 Ｋａｐｐａ 系数有一半都低于 ０.２ꎬ 表明模型之间

的一致性较差ꎮ

结论:

政策制定者在规范和管理儿童食品广告时ꎬ 应慎重选用

营养素度量法模型ꎮ

关键词

营养素度量法ꎻ 广告ꎻ 营养ꎻ 规范

(刘轶群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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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简 约

　 　 «营养健康新观察» 是由达能营养中心主办的营养学术

刊物ꎮ 为了增进学术交流、 提高本刊的学术水平、 为大家提

供一个更好的专业论坛ꎬ 本刊编委会热诚欢迎有关学者踊跃

投稿ꎮ

本刊欢迎下列文稿:
有关营养与健康研究方面的新理论、 新技术、 新成果和新

方法介绍ꎮ
有关饮食、 营养和健康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ꎬ 居民调查以

及营养干预计划等信息报道和经验介绍ꎮ
具有指导意义的述评、 专论、 文献综述及专题讨论等ꎮ
国内外学术交流信息、 出版物介绍等ꎮ

对来稿的要求:
有严谨的科学性ꎻ 数据可靠ꎬ 简明扼要ꎬ 文句通顺ꎻ 有理

论或实践意义ꎻ 尚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ꎮ
“学术报告厅” 中的文稿以论文、 综述、 调查或宣传教育活

动报告为主ꎮ “达能焦点论坛” 中的文稿应当涉及目前营养

与健康领域中有争议的问题ꎬ 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重要

问题ꎮ 每篇文稿以 ５０００ 字左右为宜ꎮ “最新情报站” 中的

文稿主要介绍国内外营养学领域最新研究动态ꎬ 要求用

１５００ 字以内的篇幅简明扼要地介绍有关信息ꎮ
来稿请打字或用钢笔在 ４００ 字方格纸中誉写清楚 (外文要

求打印)ꎮ 在文题下应注明作者姓名及工作单位ꎻ 在文稿首

页下端应写明作者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ꎮ
文中插图请用绘图软件ꎬ 微机描画ꎮ 计量单位一律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ꎬ 简体字以汉字简化方案

所列者为准ꎮ

参考文献只引用新近发表的主要有关文献ꎬ 并以正式出版刊

物为准ꎮ 文献书写格式请参照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 “科技

论文编写格式”ꎮ 期刊———作者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缩写)ꎬ 出版年ꎬ 卷期 ∶ 起止页  书———作者姓名  书名 
版次  出版地 ∶ 出版社ꎬ 出版年 ∶ 起止页 

投稿作者请自留底稿ꎮ 本刊编辑委员会有权对来稿的文字

和内容做适当修改ꎮ
本刊对拟将采用的稿件不收文稿处理费和版面费ꎮ 来稿刊

出后酌致稿酬ꎮ
来稿请寄: 北京市宣武区南纬路 ２９ 号ꎬ 达能营养中心ꎬ 邮

政编码 １０００５０ꎮ

　 　 　 　 　
　 　 　 　 　 主编: 陈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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