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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为贯彻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9 年民生实事的通知》（深府函〔2019〕38

号）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 2019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深

府办函〔2019〕124 号）精神，三部门联合签发《市卫生健康委 市教育局 市市场监管局关

于印发深圳市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制定工作方案的通知》（深卫健公卫〔2019〕31 号）。

市卫健委组织开展《深圳市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起草工作。 自任务下达后，市疾控中

心成立了编制小组，确定初步的工作计划和技术路线。编写小组收集和整理了国内外中小学

营养配餐相关标准和资料， 制定相应工作方案。通过开展全市中小学校供餐情况调查，摸

清了全市中小学供餐基本情况。抽取有代表性的 60 所学校，开展现场调查，调查包括学生

供餐食物台账、就餐人数、从业人员配置、配餐方式、菜式品种、食谱设置、从业人员营养

知识等内容。对现有学生餐食谱营养状况进行分析，评估其合理性。结合深圳市中小学生营

养状况和学生餐现状，以《WS/T 554-2017 学生餐营养指南》为基础，编写更适合深圳市中

小学生的《深圳市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 

二、制定意义  

学生营养餐是指根据学生生长发育在不同年龄段对营养素的不同需要量结合各国的国

情、饮食结构而制定出不同年龄段学生对各种营养素摄入的标准依据。我国从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重视学生营养餐的推广，国务院及卫生部先后颁发了学生餐相关指导意见、监督办法

及生产企业规范。目前，我国约有 30 多个城市开展了营养午餐工程。然而相比美国及日本

等发达国家，我国的学生营养餐起步较晚，市场发展时间短，体制尚未健全，秩序较差。全

国多次膳食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三餐膳食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营养素摄入不平衡等现象。中

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对营养素的需求量及合理的搭配上有着严格的要求。深圳作为一

座年轻的移民城市，生活节奏快，经济比较发达，学生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并存。学校有自

办食堂，也有对外承包食堂，学校食堂存在原材料配比随意，缺乏专业营养指导等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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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深圳市学生营养餐工作，提高学生营养餐质量水平，改善学生营养状况，制定《深

圳市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指导中小学校食堂/供餐单位为学生

提供符合其生长发育的均衡膳食，保证他们健康成长。 

三、标准的重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将国家指南“6 岁~18 岁”改为“6 岁~17 岁”，与表 1~表 8 年龄段一致。 

（二）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调整 

1. 能量（适当调高） 

根据 2018 年深圳市全市中小学生体重监测数据，采用要因加算法推算儿童青少年每日

所需能量，EER=BEE×PAL+能量储存量，PAL 参照日本各体力活动的 PAL；BEE 采用 Henry

的计算公式；能量储存=日体重增加值×8.6 KJ/g。各年龄段男女每日能量供给量均略有上调。

根据计算，6 岁-8 岁：男孩增加 70 kcal，女孩增加 60 kcal；9 岁-11 岁：男孩增加 40 kcal，

女孩增加 40 kcal；12 岁-14 岁：男孩增加 150 kcal，女孩增加 70 kcal；15 岁-17 岁：男孩增

加 180 kcal，女孩增加 20 kcal。2017-2018 学年， 2016-2017 学年和 2015-2016 学年深圳市

中小学生肥胖率分别为 8.64%、7.93%和 7.76%。2017-2018学年， 2016-2017学年和 2015-2016

学年深圳市中小学生营养不良率分别为 8.10%、8.23%和 9.42%。深圳市儿童青少年身高和

体重的平均值均高于全国平均值，所以根据深圳市中小学生实测体重推算出的能量需要量更

符合深圳实际状况。 

2. 蛋白质（适当调高） 

能量供给量适当上调的基础上，蛋白质的供给量按比例也适当上调。根据计算，6 岁-8

岁：男孩增加 10 g，女孩增加 5 g；9 岁-11 岁：男孩增加 10 g，女孩增加 5 g；12 岁-14 岁：

男孩增加 10 g，女孩不变；15 岁-17 岁：男孩增加 10g，女孩增加 5 g。 

3. 钙（Ca）（适当调高） 

《WS/T 554-2017 学生餐营养指南》根据我国居民饮奶的实际情况，将钙的推荐标准降

低，规定为 750 mg/d～950 mg/d。考虑到钙对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重要性，以及深圳市每

天饮奶 300 g 较易实现，本《指南》参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 版）》6

岁～17 岁儿童钙 RNI，将钙每日供给量调整为 800 mg/d～1200 m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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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碘（I）（新增） 

碘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之一，主要用于合成甲状腺激素。而甲状腺激素对调控人

体的物质代谢、生长发育（尤其是神经系统发育）至关重要。深圳并非高碘地区，儿童青少

年需要补碘。本《指南》参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 版）》6～17 岁儿童

碘 RNI，增加碘每日供给量要求，定为 90μg/d～120 μg/d。 

5. 叶黄素（新增） 

根据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于 2009 年对叶黄素的抗氧化、保护视力、保护紫外线对

皮肤的损伤作用的评估，健康声称草案认为至少 6 mg/d 可维持眼睛健康； Elizabeth J 在报

告中说明美国从预防眼部疾病的角度建议叶黄素的摄入量为 6 mg/d；故本《指南》建议叶

黄素的适宜摄入量为 6 mg/d。蛋黄、玉米、深色蔬菜中含量丰富，在指南中也进行了推荐。 

6.  DHA、EPA（新增） 

FAO 2010 年报告指出，4～17 岁儿童青少年可与成人一样从富脂肪鱼类和海产品中摄

入 EPA+DHA，推荐摄入量从 4 岁时的 100 mg/d 到 10 岁时的 250 mg/d 逐渐增加至成人水

平。深圳居民通过摄入水产品加上食用油、坚果、藻类等摄入的补充，基本可以达到每日摄

入 EPA 和 DHA250 mg 的要求。所以深圳中小学生 EPA+DHA 的推荐摄入量参照 FAO 2010

年报告中的推荐摄入量从 200～250 mg/d，DHA 与 EPA 的比值以 4:1 为最佳。在食物种类中

增加鱼虾食用量来实现。 

7. 增加早、午、晚三餐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表 

根据调查，深圳市中小学供餐形式有只供午餐，供应早午餐、三餐都供应等情况，故每

人每天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在提供全天的基础上，增加每人每天早、午、晚三餐能量和营

养素供给量表。 

（三）食物种类及数量调整 

1. 鱼虾类 

深圳地处沿海，水产品较易获得且品种丰富，并富含 DHA、EPA 等，所以每个年龄段

均增加 10g 鱼虾类。 

2. 奶及奶制品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16）》规定，儿童每天摄入奶或奶制品 300 克及以上，《WS/T 

554-2017 学生餐营养指南》考虑到全国水平，适当调低了奶的供给量标准，为（200～250）



4 

 

克/（人·天）。对于深圳实现 300 g 及以上不难，所以各年龄段均定为 300 g。 

3. 大豆类及其制品和坚果 

将大豆类及其制品和坚果量分开，总量不变，主要推荐每天坚果类的摄入 10 g。 

4. 提供每人早、午、晚三餐食物种类及数量表 

原因同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表。 

（四）配餐原则 

1. 食物互换 

增加“每天食物种类应不少于 12 种以上，每周食物种类应不少于 25 种。三餐不能用糕

点、甜食或零食代替，不应将含糖饮料作为辅助配餐提供。”的要求。 

2. 蔬菜水果类 

“每天提供至少 3 种以上新鲜蔬菜”增加为“4 种以上新鲜蔬菜”，如果仅仅提供午餐

的学校可以只提供 3 种以上新鲜蔬菜，适量提供菌藻类补充了“野菜、野生菌禁止使用”。

增加“每周建议食用 1~2 次海带、紫菜等富含碘的蔬菜。每天提供至少一种新鲜水果，建议

在午餐提供。走读学校，水果不足的量可在家庭补充，全日制学校可在晚餐再补充一份水果。” 

3. 鱼禽肉蛋类 

补充“鱼类首要考虑安全性，选择刺少，易取肉的鱼类，建议制作成鱼丸、鱼饼等供学

生食用。”并在推荐食谱中体现。 

4. 奶类及大豆类及坚果 

“平均每人每天提供 200 g~300 g 牛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改为“300 g 以上”。增加奶

及奶制品要求“奶类选择必须查看营养标签，按照国标规定，蛋白质含量在 2.9 g 及以上，

不能用含乳饮料代替。奶及奶制品建议在早餐或课间餐提供。”增加“建议每天 10 g 坚果，

可在课间餐与奶类一起提供。” 

5. 干稀搭配（新增） 

三餐注意干稀搭配吃，有益于帮助消化，增加饱腹感，又能补充水分。早餐可以稀饭搭

配馒头，或者牛奶搭配面包吃。午晚餐至少保证两菜一汤，除了易于消化外，还增强食物的

适口性。 

6. “预防缺乏”改为“推荐营养素含量丰富的食物” 

增加“富含锌的食物、富含碘的食物、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富含维生素 B1、B2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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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富含 DHA 和 EPA 的食物”并在附录 B 中列出。 

（五）合理烹调 

增加：军训、考试期间学生具体饮食注意事项（见附录 D）。 

增加：学生餐禁用、慎用食品目录（见附录 E）。 

（六）学生餐管理 

增加：6.3 学校应及时将供餐食谱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公示。一方面搭建沟通平台，便于

学生家长及时了解学生的就餐情况；另一方面有利于家长根据在校就餐的营养特点，对家庭

膳食进行合理调整，适当弥补学校膳食供给的局限。 

增加：6.4 学校对校园食品安全负主体责任，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负总责。针对食堂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实行校外配餐的学

校要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管理。 

（七）增加配餐程序(图见附录 F) 

将配餐程序以流程图形式直观展现，将需要满足的营养配餐关键点简化整理成图表形式，

为营养指导和管理工作者提供了简洁适用可量化的核查工具。 

（八）附录 

1. 附录 B 常见富含营养素的食物 

增加表格“常见锌含量较高的食物及其锌含量”、“常见碘含量较高的食物及其碘含量”、

“常见叶黄素含量较高的食物及其叶黄素含量”、“常见维生素 B1 含量较高的食物及其维生

素 B1含量”、“常见维生素 B2 含量较高的食物及其维生素 B2 含量”、“常见 DHA 含量较高的

食物及其 DHA 含量”和“常见 EPA 含量较高的食物及其 EPA 含量”。其他常见铁、钙、维

生素 A 含量较高的食物及其含量表，根据深圳市民饮食习惯及易获得性进行列举，含量按

从高到低进行排列。 

2. 附录 C 带量食谱推荐 

通过抽取有代表性的 60 所学校，开展现场调查，归类汇总后获得目前深圳市中小学供

餐主要食谱，其中早餐 66 种，午餐 420 种，晚餐 180 种。在此基础上，主要增加水产品菜

式，并通过电子营养师进行营养搭配，推荐了 30 天的带量食谱。 

3. 附录 D 军训、考试期间学生具体饮食注意事项（增加） 

包括军训期间饮食注意事项 5 条和考试期间饮食注意事项 5 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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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E 学生餐禁用、慎用食品目录 

主要列明禁止食用或使用的食品和原料，包括冷荤凉拌菜、有毒动植物以及部分食品添

加剂等；慎重食用或使用的食品和原料，如油炸食品、辛辣食品、腌制食品等。 

5. 附录 F 配餐程序图 

将配餐程序以流程图形式直观展现，为营养指导和管理工作者提供了简洁适用可量化的

核查工具。 

表 F.1 深圳市售主要食材营养素成分表。检测分析深圳市售主要食材营养成分，包括：

谷物及制品 50 种、薯类淀粉及制品 9 种、干豆类及制品 23 种、蔬菜类及制品 115 种、菌

藻类 25 种、水果类及制品 13 种、坚果种子类 11 种、畜肉类及制品 27 种、禽肉类及制品

18 种、乳类及制品 14 种、蛋类及制品 13 种、鱼虾蟹贝类 58 种，共计 12 大类，总计 376

种食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深圳市主要食材营养成分数据库，为深圳市中小学生营养配

餐的制定提供最基本的数据来源。 

为方便质谱编制核查，增加表 F.2 能量及营养素核查原则和表 F.3 建议摄入的主要食物

品种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