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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14 亿人超重。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肥胖，具有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或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 

人们的健康

依赖健康食品体系

全世界 5岁以下儿童中每 4个就有 1个发育不良。这意味着有 1.65 亿

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永远不会实现其充分身体发育和认知能力潜力。 

全世界约有 20 亿人缺乏保持健康所必需的维生

素和矿物质。

此外，各类营养不良可同时存在于
同一国家中，同一家庭中，甚至同
一个人身上。

产妇若营养不良，其所生子女个头小

的可能性很大，这些子女身体发育和认知

能力受到损害的风险很大。实际上，产妇

营养不良是造成贫困代代相传的主要因素

之一。

另外，肥胖的父母本身可能缺乏维生

素，其子女可能因出生体重不足及护理和

喂养不佳而发育不良。发育不良的儿童成

人之后发生肥胖和相关疾病的可能性较大。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临多种营养不良问题。

营养不良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由

生产力下降和直接医疗支出所致），可高

达全球收入的 5%，相当于每年 3.5 万亿美

元，或人均 500 美元。 

在全世界消除营养不良是一项巨大挑

战，但投资收益会很高。若国际社会连续

5 年每年投资 12 亿美元用于减少微量营养

素缺乏症，会使健康状况改善，儿童死亡

数量减少，未来收入提高，每年获益价值

153 亿美元，其收益成本比接近 13 比 1。

当今营养不良给社会带来巨大代价，
以多种不同形式出现：



全世界营养学家的第一条建

议都是，“吃各种食物”。这一

简单口号代表了确保膳食质量的

主要原则之一。数量即食物量及

其能量含量仍然重要。膳食能量

要够，但不要过多，必须由活动

水平予以平衡。多样化膳食包含

新鲜水果和蔬菜、谷物、油脂、

豆类和动物源食物的平衡数量和

组合，可提供大多数人过上健康

积极生活所需的所有各种营养。 

健康膳食实现
数量质量平衡

食品体系的重要性

食品体系由环境、人们、机构及

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来到消费者手中

等流程组成。食品体系每个方面都对

多样化营养食品的最终提供和获取产

生影响，从而对消费者选择健康膳食

的能力产生影响。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家庭收入、

价格、消费者知识等。 

另外，设计食品体系政策和干预

活动时很少把营养作为主要目标。即

使把营养作为主要目标时，也很难确

定影响，研究人员有时认为食品体统

干预活动在减少营养不良方面没有效

果。而医药行动如提供维生素补充剂

解决特定营养素缺乏症，其功效更加

显而易见。 

但从长远来看，医药干预活动无

法取代健全食品体系提供的健康、平

衡膳食所带来的更广泛的营养功效。



根据定义，可持续食品体系为当

今全体人民生产营养膳食，同时保护

后代能够为自己提供食物的能力。可

持续食品体系在农场到餐桌整个过程

中的每个环节都有效利用资源。从每

一滴水、每个地块、每粒化肥、每分

钟劳动尽可能获取更多食物，这可为

未来保存资源，使系统更加可持续。

将粪便和食物残渣等废物变成有价值

的肥料或能量，这可以加强可持续性。

病虫害损害动植物，导致可提供给人

类的食物数量和质量下降。采用安全

有效方法控制生产、加工、储存过程

中的这些损失，有助于使食品体系更

加可持续。消费者可以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选择平衡膳食，尽量减少食物

浪费。 

环境退化带来的影响

可持续食品
体系有成效 

农业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农业会对环

境造成损害，但也可带来环境效益。

农业是造成许多环境威胁的主导力量，

这些环境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土地资源匮

乏和退化、淡水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

森林和渔业资源退化、农药污染等。种植

业和畜牧业用掉淡水资源的 70%，连同林

业占地球陆地表面的 60%。仅畜牧业就占

用全球作物和牧草面积的 80%。

海洋占地球表面 70% 面积，维持渔业

和水产养殖业，而水产养殖业在土地和淡

水的使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全世界生态系统中大约有 60% 已退化

或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这对粮食安全

和营养造成严重威胁。



解决营养不良问题

需要采取综合行动

生产更多食物：

很好，但仍不够

导致营养不良的直接原因复杂多样，

其中包括：

•	多样化安全营养食物供应不足或难以获取； 

•	难以获得洁净水、卫生和医疗服务；  

•	儿童喂养方法和成人饮食结构不合理。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改善营养，

因为它能提高收入，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在

经济及就业方面占据较大份额的国家中，

它同时还能降低消费者的食品支出。然

而，必须认识到，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较

为缓慢，可能难以达到快速减轻营养不良

的效果。

稳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将依然是今后几

十年的重点：要想满足未来预计不断增长

的需求，基本主粮产量就需要增长 60%。 

营养不良的深层根源则更为复杂，包括更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物质环境。

因此，要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就必须在农业和食品体系、公共卫生及教育、广义政策范

畴内采取综合行动并开展互补性干预。由于必要的行动一般会涉及多个政府机构，因此

必须得到高层政治支持，才能实现工作协调。

但健康的膳食除主粮外，还需多样化，

包含能量和营养素的平衡、适当搭配。 

因此，农业研究和开发重点必须更加

注重营养，更加侧重富含养分的食物，如

水果、蔬菜、豆类和动物源食品。必须加

大力度采取有利于促进小农生产多样化的

干预措施，如综合农业系统。 

另一个前景良好的工作领域是，通过

生物强化方式，或通过鼓励使用养分含量

更高的品种，或重新审视未充分利用的营

养丰富的主粮作物品种，提高主粮的微量

营养素含量。

农业干预措施通常在与营养教育相结

合并注重不同性别角色时，才能更好地发

挥作用。 

关键是要使食品体系更有利于加强营养，使我们的食品能够保证供应、易于获取、

多样化并富含营养，但同时也迫切需要帮助消费者做出健康的膳食选择。 

通过营养教育和宣传活动来促使人们改变行为，同时还促使解决家庭卫生问题和确

保为所有年龄段和生命阶段，特别是头 1000 天提供适当食品，也已被证明是一项有效措

施。即便在营养不足和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作为首要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地方，也

有必要采取行动，防止超重和肥胖问题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从长远而言。行为的改变还

有助于减少浪费，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贡献。 

消费者的选择和行为的改变



供应链的利弊

为营养创建机构

及政策环境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将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罗马召开。该次营养大

会将审议 1992 年上届营养大会之后取得的

进展，讨论在全球新环境中应对挑战及把

握机遇问题。第二届营养大会将探讨政府

和其他方面如何更好地齐心协力解决营养

不良的多重负担，为分享改善营养水平过

程中的实用工具、准则和经验提供一个论

坛。这一高级别部长级会议由粮农组织和

世卫组织主办，其目的是提出一个灵活的

政策框架，以期应对今后几十年的重大营

养挑战。

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传

统和现代食品体系同时并存，并不断演化。 

现代化供应链需要实现储存、销售和

零售的纵向一体化，有利于提高效率，从

而为消费者降低价格，为农民提高收入。 

经过加工包装，富含养分但极易腐败

食物，如牛奶、蔬菜、水果，可向消费者

全年提供买得起的各种营养食物。而如果

过量食用这些经过深加工、能量密集型食

品，则可能会导致超重和肥胖。 

现代化食品加工和销售活动还为强化

食品带来了机遇，而强化食品可为营养做

出重要贡献。 

虽然超市正在低收入国家快速发展，

但城乡多数贫困消费者仍通过传统食品销

售网络购买大部分食物。这些传统网点是

销售新鲜水果、新鲜蔬菜和畜产品的首要

渠道，虽然它们也开始销售越来越多的加

工、包装食品。利用传统零售网点来销售

碘盐等强化食品是改善营养成果的另一项

有效战略。

传统粮食体系中环境卫生、食品处理和

储存技术的改良有助于提高效率，提高食品

的安全性和营养。在食品体系全过程中减少

食物和养分损失及浪费则大大有助于改善营

养状况，减轻生产资源面临的压力。 一些国家在近几十年里已大幅减少了

营养不良现象。但进展并不均衡，迫切需

要更好地利用食品体系来改善营养。营养

不良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复杂多样。 

这意味着，最有效的方法将涉及多个

部门和各种不同角色。这种方法要求在可

靠数据、共同愿景和更为重要的政治领导

基础上建立更加完善的治理，进行有效规

划、协调和协作。 

国际营养大会



实例 2：提高印度土壤肥力

世界许多地区的土壤严重退化。提高土壤肥力可增强农业生产可持续性，增加作物的营

养含量。氮磷钾比例适当的有机肥或无机肥的使用，可提高作物单产和作物微量营养素

浓度。在肥料中添加特定营养元素或提供灌溉水，可进一步提高作物单产和矿物浓度。

在印度安得拉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单产提高 20-80%，而结合氮肥磷肥添加其他养

分元素时，单产则进一步提高 70-120%。在一系列作物，包括玉米、高粱、绿豆、木豆、

蓖麻、鹰嘴豆、大豆和小麦中，发现了这些结果。通过平衡施肥提高单产，从而可减少

种植主粮作物所需的土地面积，增强耕作体系的可持续性。

实例 3：在埃塞俄比亚最大程度地利用山羊

一些社区可通过加强畜牧业更加可持续有效提高微量营养素摄入量。例如，在埃塞俄比

亚中高纬度地区农牧结合种植制度中，山羊起到了重大作用，从而 FARM-Africa 这一慈

善机构开展了山羊奶制品的发展项目。该项目重点关注奶的消费和收入，通过更好的管

理技术与遗传改良相结合来提高妇女饲养的当地山羊的生产力。该项干预活动使人均奶

供应量增长 119%，动物源能量增长 39%，蛋白增长 39%，脂肪增长 63%。对项目区家庭数

据进行的分析显示，营养状况和家庭福利显著改善。跟许多此类项目的情况一样，综合

考虑营养、环境、性别问题使收入增加。

三个主要信息

实例 1：越南的种植业、水产养殖业、畜牧业体系

在越南，种植业、水产养殖业、畜牧业体系是对营养产生积极影响的一个综合体系。该

体系一般包括：住家旁边有一个鱼塘；鱼塘附近或上方有畜舍或禽舍，直接提供有机肥；

果菜园，包括一年生和多年生作物，提供全年食物和在市场销售的产品。越南 2000 年全

国营养调查显示，自 1987 年之后，动物源食物及水果蔬菜消费有显著改善。虽然这方面

进展由多个因素所致，但种植业、水产养殖业、畜牧业起到了重大作用。结果，儿童营

养不良和育龄妇女慢性热量缺乏问题发生率下降，越南农村人口的收入、健康和营养状

况显著改善。 

健康饮食需要具备
健康食品体系以及
教育、健康、卫生
等因素。

通过采用适当的
政策、鼓励手段
和治理，健康的
食品体系就有可
能建立起来。

良好营养取决于健
康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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