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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血是指人体外周血红细胞容量减少ꎬ低于正常

范围下限的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ꎬ我国儿童青少年贫

血 ９０％以上为缺铁性贫血[１] ꎮ 防治贫血是儿童青少

年保健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ꎮ 本文旨在探索国内外

有关儿童青少年缺铁性贫血防治研究进展ꎬ为儿童青

少年缺铁性贫血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缺铁性贫血的病因

根据发病机制和病因ꎬ临床上将贫血分为红细胞

或血红蛋白生成减少性贫血、溶血性贫血( ＨＡ)和失

血性贫血等[２] ꎮ 缺铁性贫血为红细胞或血红蛋白生

成减少性贫血中的一种ꎬ也是临床最为常见的贫血ꎮ
导致红细胞或血红蛋白生成减少的常见病因有造血

物质缺乏、骨髓造血功能障碍等ꎬ其中铁缺乏所致的

贫血即为缺铁性贫血ꎮ 缺铁性贫血身体主要经历储

铁减少期(ＩＤ)、红细胞生产减少期(ＩＤＥ)和缺铁贫血

期(ＩＤＡ)３ 个阶段[１] ꎮ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旺盛ꎬ对
铁的需求量很大ꎬ但由于铁代谢的特点(膳食铁吸收

的限制ꎬ需求增加时身体不能迅速增加铁储备等)ꎬ所
以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ꎮ 月经不调性失血、外伤、疾
病和重金属中毒破坏红细胞等也会导致铁的额外丢

失ꎬ从而导致缺铁性贫血的发生ꎮ

２　 缺铁性贫血的诊断和筛查

２.１　 缺铁性贫血的诊断　 缺铁性贫血是由不同程度

缺铁引起的以红细胞、血红蛋白低下为特征的一类贫

血症状ꎮ 缺铁性贫血的诊断主要依赖于血常规和体

内铁代谢指标的检查ꎬ通常将健康及营养状况良好人

群血红蛋白浓度的第 ３ 或者第 ５ 百分位数作为血红蛋

白正常值下限[３] ꎮ 洪芳[４] 研究指出ꎬ在儿童缺铁性贫

血的诊断中ꎬ采取血清铁、铁蛋白和转铁蛋白联合检

测的诊断准确率高ꎬ可直接反映患者体内铁的利用和

贮存水平ꎮ
２.２　 儿童青少年贫血的筛查　 缺铁性贫血筛查常用

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ꎬ该方法简便易行ꎬ结果稳定ꎮ
ＷＨＯ 于 １９７２ 年发布了贫血的血红蛋白参考值[５] ꎬ即
６ ~ １４ 岁人群血红蛋白<１２０ ｇ / Ｌꎮ ２００１ 年 ＷＨＯ 发布

了新的贫血参考值[６] :５ ~ １１ 岁人群血红蛋白 < １１５
ｇ / Ｌꎻ１２ ~ １４ 岁人群血红蛋白<１２０ ｇ / Ｌꎮ １９９７ 年我国

发布了«儿童少年血红蛋白筛检»国家标准[３] :６ ~ １１
岁人群血红蛋白<１１０ ｇ / Ｌꎻ１２ ~ １４ 岁男生<１２０ ｇ / Ｌꎬ女
生<１１５ ｇ / Ｌꎻ１５ ~ １７ 岁男生<１３０ ｇ / Ｌꎬ女生<１２０ ｇ / Ｌꎮ
２０１１ 年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国家标准[７] :以 ６ ~ ９ 月龄

血红蛋白<１１０ ｇ / Ｌꎻ５ ~ １１ 岁<１１５ ｇ / Ｌꎻ１２ ~ １４ 岁<１２０
ｇ / Ｌꎻ１５ 岁以上男生<１３０ ｇ / Ｌꎬ女生<１２０ ｇ / Ｌ 为贫血的

诊断标准ꎮ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发

布了«人群贫血筛查方法»卫生行业标准[８] :０.５ ~ ４ 岁

血红蛋白<１１０ ｇ / Ｌꎻ５ ~ １１ 岁<１１５ ｇ / Ｌꎻ１２ ~ １４ 岁<１２０
ｇ / Ｌꎻ１５ 岁以上男生<１３０ ｇ / Ｌꎬ女生<１２０ ｇ / Ｌ 为贫血的

诊断标准ꎮ

３　 缺铁性贫血的流行情况和危害

３.１　 缺铁性贫血的国内外流行概况　 儿童青少年是

贫血易发人群ꎮ ＷＨＯ 报告指出ꎬ全球范围内贫血影

响到 １６.２ 亿人ꎬ相当于全世界人口的 ２４.８％ꎬ学龄儿

童贫血患病率为 ２５.４％[９] ꎮ 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ＮＨＡＮＥＳ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研究结果显示ꎬ青少年缺铁性

贫血率<５％[１０] ꎮ Ｒａｋｅｓｈ 等[１１] 的调查报告显示ꎬ印度

中小学生贫血患病率为 ３１.４％ꎻＡｈａｎｋａｒｉ 等[１２] 的研究

则报告ꎬ印度乡村女生的贫血患病率高达 ８７％ꎮ 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ꎬ７ 岁年龄组乡

村男 生、 乡 村 女 生 贫 血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１６. ８５％ꎬ
２０.５０％ꎬ１２ 岁年龄组分别为 １０.６４％ꎬ１３.８２％[１３] ꎮ
３.２　 缺铁性贫血的危害　 贫血阻碍儿童青少年的生

长发育ꎬ导致体力活动能力和免疫功能下降ꎬ影响认

知和智力发展ꎬ甚至导致行为异常ꎬ对儿童青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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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带来不利影响ꎮ 有研究显示ꎬ即便是轻度贫血

(包括边缘性贫血)也会对个体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ꎬ
在改善贫血状态后ꎬ贫血对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仍然

存在[１４] ꎮ 儿童期贫血造成巨大的劳动生产力损失ꎬ对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１５] ꎮ

４　 缺铁性贫血的预防

由于贫血对身体损伤的滞后性和长期性ꎬ预防贫

血的发生尤为必要ꎮ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旺盛

阶段ꎬ对铁的需求量高于成人ꎮ 我国居民饮食以植物

性食物为主ꎬ铁的来源相对较少ꎬ需要采用科学饮食、
合理营养ꎬ适时补充饮食中铁元素ꎬ预防缺铁性贫血

发生ꎮ 可从以下方面预防:(１)健康教育ꎮ 葩丽泽
买买提等[１６]通过营养教育ꎬ提高儿童青少年营养知识

水平ꎬ改善饮食行为ꎬ对血红蛋白的提高起到了一定

作用ꎮ 教育、卫生部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电视、板
报、广播、报纸、宣传折页、海报、主题班会、知识竞赛

等)开展营养知识宣传ꎬ培养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的

饮食习惯ꎬ减少营养不良导致的缺铁性贫血的发生ꎮ
(２)定期体检ꎮ 定期组织儿童青少年体检ꎬ开展血红

蛋白监测ꎬ督促血红蛋白含量异常者及时就医诊断治

疗ꎮ 控制体重在健康水平ꎮ 有研究指出ꎬ体重超标儿

童存在缺铁现象ꎬ导致缺铁性贫血发生率较高ꎬ可能

与体重超标儿童的生理代谢异常有关ꎬ从而导致铁吸

收、代谢异常[１７] ꎮ 梁燕婷[１８]指出ꎬ微量元素摄入不足

是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的原因之一ꎬ科学、合理搭配饮

食ꎬ保障对营养成分的摄取ꎬ对防治营养性缺铁性贫

血意义重大ꎮ (３) 防止、减少重金属暴露ꎮ 重金属在

人体内与蛋白质和酶发生相互作用ꎬ可使之变性、失
活ꎮ 重金属可以在人体某些器官中富集ꎬ超过体内耐

受水平时会导致病变ꎮ 铅是重金属污染中最常见的

污染源ꎬＳｈａｈ 等[１９]的研究结果提示ꎬ血铅水平与缺铁

性贫血相关ꎮ 旷满华等[２０]的研究指出ꎬ儿童缺铁性贫

血与血铅水平存在相关性ꎬ铅负荷增加可以促进儿童

贫血发生ꎮ 提示国家应制定重金属限值ꎬ加强执法检

查ꎬ减少环境重金属污染ꎬ从源头上保护儿童青少年

免受重金属污染损害ꎮ

５　 缺铁性贫血的治疗

根据贫血轻重程度ꎬ采用不同治疗措施ꎮ 一般轻

度贫血调整饮食即可ꎬ食用含铁丰富食物ꎬ如猪肝、瘦
肉、鱼虾等ꎬ多吃富含维生素 Ｃ 的蔬菜等可促进铁吸

收ꎮ 通过食物的互补作用ꎬ保持营养素摄入平衡ꎬ从
而达到纠正贫血的目的ꎮ
５.１　 治疗原发疾病　 消除原发疾病造成的铁吸收障

碍和损耗ꎬ常见的可能导致贫血的疾病有经常性腹

泻、胃十二指肠溃疡、直肠息肉、月经失调、肠道蠕虫

感染(钩虫病)等[２１] ꎬ可有针对性地治疗原发疾病ꎬ减

少、避免铁吸收障碍和损耗ꎮ
５.２　 饮食补充铁　 主要通过食用铁强化食品实现ꎬ国
内开展研究和应用较多的是铁强化酱油[２２－２５] ꎬ是按照

标准在酱油中加入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ＮａＦｅＥＤＴＡ)ꎬ
乙二胺四乙酸铁钠在人体内铁吸收的利用率高于其

他铁剂ꎬ可以改善因缺铁而导致的贫血ꎮ 魏艳丽等[２６]

评估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铁强化酱油项目对我国贫血预

防控制作用ꎬ结果显示ꎬ食用铁强化酱油人群的贫血

率约为不食用人群贫血率的 ２７％ꎮ 但是铁强化酱油

由于有铁腥味ꎬ限制了推广应用ꎬ研发升级和替代产

品势在必行ꎮ 肖延风等[２７]采用铁强化大米(大米中添

加双甘氨酸亚铁)用于学生营养午餐ꎬ约 ３０.０％的贫

血学生的血红蛋白恢复正常ꎬ体内储存铁也有增高ꎮ
由于饮食习惯的差异ꎬ国外开展研究应用较多的铁强

化食品有鱼酱、饮用水、牛奶等[２８－３０] ꎮ
５.３　 药物治疗 　 口服铁剂是常用疗法ꎬ具有安全有

效、方便快捷和费用低的特点ꎮ 常用的口服铁剂有硫

酸亚铁、富马酸亚铁、右旋糖酐铁、琥珀酸亚铁、葡萄

糖酸亚铁和多糖铁复合物等ꎬ临床常用的口服铁剂均

有较好的疗效ꎮ 有研究指出ꎬ硫酸亚铁发生不良反应

的风险较高ꎬ临床医生和患者在选择硫酸亚铁治疗缺

铁性贫血时需慎重[３１] 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口服铁剂由于

影响食欲ꎬ常导致患儿不能坚持服用ꎬ采用餐后服药、
胶囊制剂和家长督促等可提高依从性ꎮ 口服补铁剂

不耐受或依从性差时可采用静滴铁注射液[３２] ꎮ 万从

容等[３３]采用蔗糖铁注射液静滴治疗胃溃疡出血患者

缺铁性贫血ꎬ疗效优于口服硫酸亚铁ꎬ且不良反应少ꎮ
但静滴铁注射剂费用较高ꎬ需静脉使用ꎬ具有不同程

度的细胞毒性ꎬ尚不能完全替代口服铁剂ꎮ
５.４　 中医药治疗 　 张伟慧[３４] 的研究指出ꎬ中医药应

倡导缺铁性贫血以“虚者补之” 为基本法则ꎬ根据脏

腑、气血、阴阳辨证施治ꎮ 夏小军等[３５]的研究指出ꎬ营
养不良性贫血属中医“血虚”“虚劳”的范畴ꎬ临床辨证

分为脾胃虚弱、气血两虚、肝肾阴虚和脾肾阳虚 ４ 型ꎬ
用生血系列方加减治疗ꎬ同时应重视病因治疗ꎬ辨证

辨病结合ꎬ并加强生活调摄ꎮ 常用的中成药有小儿生

血糖浆、复方阿胶浆和健脾生血颗粒等ꎮ 推拿、穴位

敷贴和针灸疗法也有应用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儿童青少年缺铁性贫血仍处于较

高水平ꎬ开展综合防治措施意义深远ꎮ 根据贫血程度

不同ꎬ采取适宜治疗措施ꎮ 加大贫血治疗药剂研发ꎬ
开发安全、有效、经济铁剂ꎮ 此外ꎬ«学生健康检查技

术规范» [７]国家标准和«人群贫血筛查方法» [８]行业标

准亟待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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