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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营养安全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基于 2015—2021 年全国消费者粮食（米面）

消费行为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居民粮食消费偏好，提出提升我国粮食营养安全水平的政策建
议。研究表明，消费者对粮食营养需求意识上升，但认知深度不够，消费观念有待升级；当前居
民消费偏好可能会导致居民自身主粮营养摄入减少而影响身体健康，进而造成国民身体素质落后
于世界其他国家；同时，市场导向下的粮食供给主体尤其是粮食加工企业会基于消费者偏好进行
粮食过度加工，造成粮食数量浪费和营养损失，影响国家粮食产业，不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基于此，从粮食科普、技术创新和宏观调控引导等方面提出了实现我国粮食营养安全、促进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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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nutrition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National Consumers’ grain (rice noodles) consumption behavior from 2015 to 202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grain consumption preference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food nutrition security in China.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consumers' awareness of food
nutrition demand had increased, but their cognitive depth was not enough, and their consumption concept
needed to be upgraded;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preference of residents might lead to the reduction of
nutritional intake of their own staple food and affect their health, resulting in the national physical quality
lagging behi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 body of grain supp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ket, especially grain processing enterprises, would over process grain based on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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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s, resulting in the waste of grain quantity and nutritional loss, affecting grain industry and national
food security.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realize China's grain nutrition
securit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in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gra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cro-control guidance.
Key words: nutrition security; food security;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粮食作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其供求直接关

东、内蒙古、河南、河北、辽宁、山西、四川、

系人类生命安全，维系着国计民生。中国作为人

云南、安徽、江苏、新疆、陕西、甘肃、湖南、

口大国，必须始终把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

江西、广西、广东、重庆、贵州、北京、天津、

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确保国

上海、浙江、福建、海南等共 27 个省、自治区和

[1]

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

直辖市。调查开始于 2016 年 1 月，为确保研究的

面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以我为主、

科学性，课题组于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对

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

部分受访者进行回访，同时进行了补充调查，截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有

至 2021 年 12 月，共调查 4 120 个家庭，回收问

效保证了粮食供给的数量安全，但供给质量和效

卷 3 672 份，其中有效问卷 2 950 份。

益仍有待提高 [3]。粮食的营养安全问题错综复杂，

1.2

[2]

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市场上不缺一般的农产品，

调查内容
本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居民粮食消费认知、消

但是优质、绿色农产品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费决策 、消费需求 以及被调查 者人口统计 学特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高水平、多样化的粮食

征四大板块，共计 62 小题。本文基于该基础数

消费趋势的出现，居民对自身的身体素质和营养

据，选 取其中居民 粮食消费内 容，以此探 讨当

需要的关注度开始普遍上升。但目前许多居民对

前我国粮食营养安全问题。基于消费者对粮食产

高质量、高营养的饮食消费观念并未形成，或不

品营养认知、感官偏好等对人体膳食结构和国家

科学，导致市场上充斥的依旧是低质产品 [4] 。居

粮食营养安全的影响研究需要，调查问卷采用李

民消费偏好诱导粮食加工业功利化生产，过度加

克特量表法，将消费者对于粮食产品的认知及决

工现象普遍，长久以来使得“隐性饥饿”等问题

策态度分为五类，范围从完全同意到完全反对，

愈演愈烈，国民整体身体素质没有提高，同时造

中间为中立类。类型增多使人们在认知及态度上

成粮食浪费，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加强对

的差异更能充分体现出来，使得调查结果更加具

中国居民粮食产品消费偏好的研究，对提高居民

有说服力。

粮食消费质量，提升国家粮食营养安全水平具有

2

[5]

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1.1

分析

我国居民粮食消费偏好调查设计
调查设计与样本来源
此次调查的基础数据来自于 2015 年 12 月至

我国居民粮食消费偏好调查数据描述性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主要分析如下。
2.1

消费者对粮食产品感官偏好分析
消费者比较注重感官体验。在被调查者当中，

2021 年 12 月由武汉轻工大学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34%消费者认为光泽度好或者白度好的米面产品

团队承办的“2015 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粮

品质更好，近 40%的消费者认为闻起来有香味的

食局粮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基金”项目。根据

米面产品质量就更好一些，47.3%的消费者认为初

粮食产品消费习惯和城乡分布差异，此次调查应

加工的米面产品的口感不太好，虽然多数消费者

用分层抽样和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相结合的多阶段

认为精加工产品会造成米面产品营养成分流失，

复合抽样方式，调查区域覆盖湖北、黑龙江、山

但是在消费者实际消费过程中，依然存在面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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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越好，大米越精越好的思想。

虑因素。口感一般是由米面产品的品种、产地、
新鲜度、加工精度等方面决定。

表1
Table 1

消费者购买粮食感官偏好

Consumers’ sensory preference for buying grain

2.1.4

37.6%认为对糙米口感好不好保持中立，紧随

偏好状况频率（占比/%）
偏好

闻起来香的产品质量
更好
光泽度好的产品品质
更好
购买看产品口感

完全
反对

反对

中立

同意

完全
同意

142

730

960

815

303

（4.8） （24.7）（32.5）（27.6）（10.3）
180

877

890

758

245

（6.1） （29.7）（30.2）（25.7）（8.3）
42

318

666

1390

534

（1.4） （10.8）（22.6）（47.1）（18.1）
初加工的糙米等口感
都不好

68

377

1 109

1 104

初加工的米面产品（如糙米等）口感不太好

292

（2.3） （12.8）（37.6）（37.4）（9.9）

其后 47.3%的人同意糙米口感不太好，15.1%的人
反对糙米口感不好。相对于普通大米或是初加工
米面类产品，
“精米”的外观亮度更高，含糠更少，
含其他杂质也更少，制成的米饭不仅白而且外观
更好。国内粮油加工业为了迎合消费者这种偏好，
过度加工现象突出，但“精米”的营养含量要明
显低于普通大米尤其是糙米，如果长期单一食用
精米，必然造成了粮食产品营养物质的流失，长
此以往，
“隐性饥饿”等营养安全问题突出，将影

注：括号外数据表示选择人数，括号内表示选择人数所占百分比。

响消费者身体健康。

Note: the data outside the brackets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people
selected, and the data inside the brackets indicates the percentage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selected.

2.2

2.1.1

闻起来有香味的米面产品质量更好一些

深，尤其是在营养价值和质量等级这两个方面表

32.5%的人对此观点表示中立，将近 40%的人

现的尤为明显。其中 53%表示不太了解包装上注

认为闻起来有香味的米面产品质量更好一些，也

明的营养成分，31.9%表示中立。这可能是因为居

有将近 30%的人反对此观点。这一观点虽然没有

民长久以来对粮食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认知，忽

产生倾倒性结论，反对与赞同比例基本持平，但

视了食用健康营养的主粮是长久以来我们获取微

大米的香味也成为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之

量元素等营养的重要途径。

消费者对粮食产品营养认知分析
消费者对于粮食产品的了解不多且程度不

一。大米的天然香味是大米品质的重要保障之一，
储存时间长或变质的大米显然没有大米天然的清

表2
Table 2

消费者对粮食产品营养认知

Consumers’ cognition of food products nutrition

香。访谈发现，有些消费者担心不良商家添加化

频率（占比/%）
营养认知

完全
反对

反对

中立

同意

完全
同意

特殊米面营养价值高

46

340

1104

1100

360

学香味迎合消费者，掩盖大米品质，甚至对人体
有害。
2.1.2

认为光泽度好的产品品质更好

30.2% 的 人 对 此 观 点 表 示 中 立 ， 紧 随 其 后

（1.6） （11.5）（37.4）（37.3）（12.2）
不了解包装营养成分

35.8%反对光泽度亮或白度好的米面产品品质更
好一些，34%的人表示同意光泽度亮或白度好的
米面产品品质更好一些。尽管近些年对粮食产品
加工的广泛宣传改变了传统的光泽度亮或白度好

2.1.3

挑选米面产品时关键看口感

406

941

1326

239

（1.3） （13.8）（31.9）（44.9）（8.1）
质量等级高产品营养
价值高
普通米面产品营养都
差不多

与米面产品正相关这一观点，但购买粮食产品时
受到光泽度和亮度影响的消费者仍然不在少数。

38

2.2.1

80

660

1218

796

196

（2.7） （22.4）（41.3）（27.0）（6.6）
79

541

1 027

1 150

153

（2.7） （18.3）（34.8）（39.0）（5.2）

认为普通米面产品营养价值差不多

44.2%同意普通米面产品的营养价值差不多，

65.2%同意挑选米面产品时关键是看口感的

34.8%持中立态度，21.0%表示反对。消费者对于

观点，只有 12.2%的人反对此观点。说明大部分

普通米面粮食营养价值了解的不多。其实，不同

消费者在购买米面产品时，会将口感作为重点考

价格的米面营养成分都差不多，价格高的米面营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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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养不一定更好，高价和低价最大的区别主要是在
口味和品种上，而不一定是在营养上。
2.2.2

认为产品标注质量等级越高的产品营养价

值也越高

Table 3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meaning

变量类型
因变量

变量赋值及含义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1=购买
0=不购买

购买大米
购买面粉

41.3%对于此观点中立，33.6%认为产品标注

购买玉米粉

质量等级越高的产品，营养价值也越高，25.1%

购买马铃薯粉

表示反对。这说明大部分消费者还是相对理性，

购买感官偏好 闻起来香的产品质量更好

并不完 全认 同质量 等级 高就是 营养 价值高 的 观

光泽度好的产品品质更好

点，目前市场上大宗米面产品质量等级主要按照

购买看产品口感

加工精度划分，实际上质量等级高低与产品营养

初加工的糙米等口感都不好

价值并无明显正相关性，相反加工精度过高，甚

购买营养认知 特殊米面营养价值高
不了解包装营养成分

至会造成米面产品营养损失。
2.2.3

5=完全同意，4=
同意，3=中立，
2=反对，1=完全
反对

质量等级高产品营养价值高

不太了解包装上注明的营养成分

米面产品营养都差不多

53%表示不太了解包装上注明的营养成分，
31.9%表示中立，15.1%表示反对，这表明大多数

样本量比较小且数据结构比较偏的情况下运

消费者对于营养成分不了解，希望未来企业有更

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方法得到的结果会不可靠

多的宣传。

甚至无解。

2.2.4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因变量 Y 为二分类变量

认为特殊米面产品（如有机、富硒等）的

时，概率的表达式为：

营养价值更高
49.5%同意特殊的米面产品的营养价值更高，

P (Y  1| X 1 , X 2 , , X n ) 

37.4%的人持中立态度，只有 13.1%的人反对。据
此我们可以推断：相对于传统的米面产品，未来
粮食加工企业生产出来的特殊的米面产品将更容
易受消费者青睐。

3
3.1

我国居民粮食消费偏好的实证分析
变量及指标选取

（1）

式中：P 表示粮食产品购买或不购买的概率；
X i 为自变量影响因素；α 和 β 分别为 Logistic 回

归模型截距和回归；
（ 

n

i X i ）为购买或不购
i 1

买概率的线性函数。
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基于研究目的，本文选取以下变量和指标，

 p
Logistic( p)  ln  i
 1  pi

见表 3。
3.2

1
n


    i X i 

1  e i 1

模型构建
Logistic 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是一


  


n

 i xi

（2）

i 1

回归分析

3.3

种用于分析独立分类资料的概率型非线性回归统

在 SPSS20.0 软件中选择二元回归模型，方法

计方法，适用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二分类或者

选择分析，将 9 个自变量引入模型，得到结果如

多分类），自变量为分类或连续变量，且对资料数

表 4，购买各类粮食产品的购买感官偏好差异及

据的方差性和正态性不做具体要求，因而被广泛

营养认知因素实证分析如下。

[6]

应用于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 。二分类

3.3.1

Logistic 回归方法是针对因变量为二分类（y=1 或

的影响

购买粮食产品感官偏好对消费者购买意愿

y=0）的非线性回归分析，主要用于寻找出威胁因

购买粮食产品感官偏好选取了四个变量，完

素、预测发生概率以及判定研究对象具备某种特

全同意 到完全反对 分为五个层 次。在购买 大米

定情况的概率等，缺点是在实证研究过程中若在

粮食产 品的意愿中 ，光泽度好 的产品品质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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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的 显 著 水 平 下 对 大 米 购 买 意 愿 具 有 显 著

愿都具有显著负影响，可以解释为大部分消费者

正影响，可以解释为“光泽度更亮的大米品质更

并不赞同质量等级越高营养价值越高这一观点。

好”这一错误感官认知深入人心，为此，商家为

尽管如此，但结合调研数据和实地访谈发现，

追求更大利益对大米进行过度抛光，造成大米营

认知科学的消费者仅占四分之一，近半数持中立

养流失。

观点，可能是对米面质量标准与营养价值相关性

3.3.2

并不非常了解。因此，我国目前需要加强科普，

购买粮食产品营养认知对消费者购买意愿

的影响

完善米面加工标准，控制过度加工对米面产品营

消费者对粮食产品营养认知很大程度影响着

养的损失，建立适宜的粮食加工制品评判标准体

产品的购买。现如今市面上充斥着关于粮食产品

系，降低色度、亮度等感官指标，在确保营养不

营养的信息，我们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如特殊米

损失前提下提高出米率、出粉率等产出指标 [8] 。

面、对于产品包装了解程度、质量等级、普通产

同时，完善深加工和精加工标准，提高违法行为

品营养成分和精加工营养成分对消费者购买意愿

处罚力度，如《食品卫生法》中最高处罚额度仅

回归发现：在购买大米、面粉以及玉米粉粮食产

为五万元，无法达到处罚和警示的作用 [9] 。引导

品的意愿中，“质量等级越高产品营养价值越高”

稻谷、小麦等企业在加工过程中依法合理设置加

在 5%是显著水平下对大米、面粉和玉米粉购买意

工精度，提升产品品质，保留米面的营养 [10]。

表4
Table 4

消费者购买粮食感官偏好以及营养认知回归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sensory preference and nutritional cognition of consumers buying grain
大米

面粉

B

Sig.（双尾）

初加工的米面口感都不好

0.034

购买看产品口感

0.044

闻起来香的产品质量更好
光泽度好的产品品质更好

玉米粉

马铃薯粉

B

Sig.（双尾）

B

Sig.（双尾）

B

Sig.（双尾）

0.672

0.004

0.928

–0.021

0.574

–0.014

0.751

–0.023

0.928

0.018

0.772

0.751

–0.103

0.089

–0.083

0.277

–0.020

0.642

0.027

0.642

0.051

0.390

0.174

0.021

–0.028

0.510

–0.043

0.510

0.019

0.736

特殊米面营养价值高

–0.145

0.092

0.061

0.192

0.083

0.192

0.039

0.553

不了解包装营养成分

0.009

0.912

–0.080

0.090

–0.057

0.090

–0.096

0.133

–0.209

0.012

–0.138

0.003

–0.117

0.003

0.054

0.396

米面产品营养都差不多

0.139

0.081

0.025

0.579

0.071

0.579

–0.084

0.175

精加工会造成营养流失

0.015

0.862

0.052

0.273

0.094

0.273

0.085

0.203

质量等级越高产品营养价值高

4

粮食消费偏好与营养目标偏差分析
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消费者更加青睐于

精细加工的粮食产品，同时消费者期望消费营养
更加丰富的粮食产品，这就出现消费者粮食消费
偏好与粮食营养目标偏差的出现，也导致一系列
过度加工带来的粮食营养损失、浪费和数量损耗
问题的频发，一定程度上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4.1

粮食消费偏好趋势引起粮食精制

食“色、香、味”等感官体验，形成粮食消费的
“亮、白、细”评价指标。为追求“白度”、“光
亮度”，以迎合人们对“精米白面”的需求，粮
食加工企业普遍通过“多机出白”和“多道抛光”
等精碾，生产出“适销对路”的“精粮”产品。
4.2

粮食精制导致营养损失与安全
为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以及追求企业获取

更多利润，部分粮食产商为了保证粮食销售，在
粮食加工中进行多次抛光。实验发现，经过多机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精碾和多道抛光的精米与糙米相比，Ｂ族维生素

高，多样化的粮食消费需求逐渐出现，人们开始

损失 60%，膳食纤维和矿物质也大量损失。调查

普遍注重自身健康状况需求和营养需求，追求粮

显示，过度抛光大米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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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造成粮食营养大面积流失，消费者要耗费更高

工企业会基于消费者偏好进行粮食过度加工，造

的成本购买，但获取的营养成分却更低。不管是

成粮食数 量 浪费和营 养 损失，影 响 国家粮食产

大米还是小麦，其糊粉层中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蛋

业，最终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过度追求精米白

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特别

面，不仅损失了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养

是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等消费者容易摄取

物质，而且增加了能耗，极大浪费了水电资源，

不足的营养，在糊粉层中的含量远高于胚乳（即

降低了成品粮出品率。长期食用精米白面也有可

大米和小麦现在常食用的部分）。由于其过度的

能出现因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缺

抛光致使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大量流失，

乏导致的“隐性饥饿”，对居民身体健康有潜在风

极易诱发一系列慢性病 [7,10]。
更甚者少数不法厂商和生产者，会生产劣质
或添加化学药剂的粮食制品，引发食品安全事故，
造成极坏的影响。虽然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由来
已久，也有着相应的食品安全检疫机制与体制规
范，但生产者过度的追求利益，导致全国粮食食
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粮食食品安全事故发生频
率越来越高 [4]。
一国居民身体素质与其主粮结构有很大关

险。且消费者对于米面精细的要求，导致大量生
产商迎合消费者消费需求进而对米面产品进行过
度加工。这种非理性消费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
诱导了粮油加工企业片面追求“精、细、白”，
造成了粮油加工环节不必要的巨大浪费，进而会
影响国家粮食生产、加工、物流、包装等一系列
环节，影响国家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营养
安全 [11]。
5.1.3

系，主粮是其主要营养摄入来源。我国居民以大
米、面粉为主粮，居民营养获取和身体素养与主
粮品质有很大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我国居民
主粮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
高，但近些年却出现慢性疾病、“隐形饥饿”及
不断加剧的肥胖等新的社会问题，值得思考。这
些社会问题诱发原因很多很复杂，其中主粮精细
加工、膳食结构不合理等是主要因素之一。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主要结论

5.1
5.1.1

从消费侧看，居民粮食消费认知存在偏差

消费者对粮食营养需求意识上升但认知深度

从监管侧看，粮食加工指标体系不够完善

首先，我国各类粮食适度加工指标体系细化
程度不够，现有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表征“度”不
够明确。其次，粮食加工标准体系缺乏对营养损
失的规定，往节粮减损方向转型和落地实施也相
对滞后，引导加工企业适度加工和对消费者粮食
消费科普投入不够。最后，政府对于粮食营养安
全宣传的广度、深度、力度等不够，消费者缺乏
对于粮食安全及其高品质营养健康科普认知，没
有形成科学的粮食消费习惯。
对策建议

5.2
5.2.1

加强粮食科普，提升居民粮食营养消费认知

居民对粮食及其产品的不了解，或一知半解，

不够，即消费者对于粮食产品营养的了解程度普

导致消费者不科学的消费观。我国消费者认为我

遍不深，且存在非理性消费，过分追求米面产品

们都吃大米等粮食产品几千年了，所以非常了解，

外部感官等浅层因素。当前居民这样片面的消费

其实不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更加深刻

偏好可能会导致居民自身主粮营养摄入减少而影

地了解以大米和小麦粉为核心的粮食产品及其营

响身体健康，进而造成国民身体素质落后于世界

养构成，才能科学消费、健康消费，因此必须加

其他国家。但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消

强粮食科普，更新居民粮食消费观，具体如下：

费者对于粮食的营养和安全需求却不断增大。
从供给侧看，生产商逐利导致的功利化生产

及营养构成的科普，让居民了解粮食的主要营养

市场导向下的粮食供给主体，尤其是粮食加

成分与购买产品的等级、口感、香味、外形等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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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消除各种认知错误，形成正确的营养

养安全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政策，实现粮食种

观，购买正确的产品。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粮食

植、储备、加工、流通、消费资源的优化配置，

消费文化科普，营造良好的粮食消费文化，不断

通过优粮优产、优粮优购、优粮优储、优粮优加、

更新人们的消费观念。比如说不偏食、不盲目相

优粮优销的“五优联动”机制，提高绿色、健康、

信新概念、不浪费等等，并且能够结合自身实际

营养的优质粮食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和中国居民膳食结构，科学购买和消费粮食。

长的消费需求，引导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

加强粮食科普是一项宏大、长期、系统的工

居民粮食消费质量，提高国家粮食营养安全水平。

作。本课题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除了收集数据
资料、了解实际，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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