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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广州市学龄儿童血清铁调素、钙和磷的分布及其关系ꎬ为探究中国城市儿童血清铁调素与骨代

谢的关系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随机整群抽取参加 ２０１４ 年在广州市进行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项目中的 ７６５ 名 ７~ １４ 岁学

龄儿童ꎬ检测其身高、体重、腰围和臀围ꎬ收集儿童膳食信息ꎬ同时测量血清中铁调素、铁、钙和磷的水平ꎮ 结果　 广州市学

龄儿童血清铁调素、钙和磷的水平分别为(３４.３１±８.７２) μｇ / Ｌꎬ(２.３９±０.２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１.４３±０.１５) ｍｍｏｌ / Ｌꎬ且无性别差异ꎮ
儿童血清铁调素、钙和磷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呈现不同的变化ꎮ １１~ １２ 岁组儿童的血清铁调素水平较其他年龄组低ꎻ而 １１ ~
１２ 岁和 １３~ １４ 岁组儿童的血清钙水平均高于 ７~ １０ 岁组(Ｐ 值均<０.０５)ꎻ血清磷的水平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儿童中分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在控制早餐、性别、ＢＭＩ、膳食因素后ꎬ儿童中高水平的铁调素与钙水平

呈正相关(ＯＲ＝ ４.０４４ꎬ９５％ＣＩ＝ １.０４２~ １５.６９２ꎬＰ<０.０５)ꎬ而与磷水平呈负相关(ＯＲ ＝ ０.１３５ꎬ９５％ＣＩ ＝ ０.０２７ ~ ０.６７１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广州市 ７~ １４ 岁学龄儿童中血清铁调素、钙和磷的水平随着年龄增长波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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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时期的骨健康程度不仅影响儿童的生长发

育ꎬ还与成年后患骨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有关[１] ꎬ如何

促进儿童骨健康一直是儿科领域关注的热点ꎮ 近年

来ꎬ一些研究发现铁过载是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因

素[２] ꎬ同时又有研究发现铁调素(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能正向调

节一些骨代谢因子的合成[３－５] ꎮ 细胞及动物实验已经

证实铁调素对骨代谢ꎬ尤其是成骨细胞中的钙代谢有

促进作用[６－８] ꎮ 目前铁调素的研究多集中在成人以及

一些与铁代谢相关的病例中[９－１１] ꎮ 笔者调查了广州

市 ７６５ 例 ７ ~ １４ 岁学龄儿童血清铁调素、钙和磷水平

的分布状况ꎬ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ꎬ以期为改善儿

童青少年骨代谢及骨发育提供理论依据及数据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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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取自 ２０１４ 年在广州市大型流行病学调查

的资料ꎬ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了广州市

２ 所小学和 ２ 所中学ꎬ涉及除毕业班外的所有年级ꎮ
共筛出对象 ７６５ 名ꎬ其中男生 ３５８ 名ꎬ女生 ４０７ 名ꎬ年
龄 ７ ~ １４ 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情况问卷 　 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和

膳食摄入状况ꎬ其中膳食摄入状况包括水果、蔬菜、肉
类、糖类、奶制品的每周摄入量和每周早餐的摄入频

率ꎮ 低年龄段的儿童由父母或者养育者代填ꎬ高年龄

段的儿童可自行填写ꎮ
１.２.２　 实验室测量　 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２ ｍＬꎬ凝固

后分离血清ꎮ 铁调素采用酶 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ꎬ钙采用标

准版比色法ꎬ磷采用磷钼酸法经日立 ７０６０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进行分析测定ꎮ
１.２.３　 人体指标测量 　 使用固定式身高测量仪和体

重秤分别测量身高和体重ꎬ采用毫米刻度的软皮尺测

量腰围和臀围ꎮ 每项指标均由专业的医生或护士测

量 ２ 次ꎬ最终结果取 ２ 次测量的均值ꎮ 通过测量结果

计算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和腰臀比ꎬ其中 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２(ｍ２)ꎬ腰臀比＝腰围(ｃｍ) / 臀围(ｃｍ)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统计分

析ꎮ 在性别组间比较中ꎬ对正态和非正态分布资料分

别采用 ｔ 检验和秩和检验ꎻ在各年龄组间的比较中ꎬ分
别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ꎻ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探讨广州市 ７ ~ １４
岁学龄儿童血清铁调素和钙、磷水平的关系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广州市 ７ ~ １４ 岁学龄儿童血清铁调

素、钙和磷水平分别为( ３４. ３１ ± ８. ７２) μｇ / Ｌꎬ ( ２. ３９ ±
０.２１)ｍｍｏｌ / Ｌ 和 ( １. ４３ ± ０. １５) ｍｍｏｌ / Ｌꎮ 与女生组相

比ꎬ男生组的体重、ＢＭＩ 和腰臀比均较高ꎬ且每周摄入

更多的肉类和糖类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其他指标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广州市 ７ ~ １４ 岁学龄儿童基本情况的性别间比较(ｘ±ｓ)

组别 男生(ｎ ＝ ３５８) 女生(ｎ ＝ ４０７) 合计(ｎ ＝ ７６５) ｔ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９.５４±１.７０ ９.５３±１.７５ ９.５３±１.７３ ０.００７ ０.９３３
身高 / ｃｍ １３７.８１±１１.４０ １３７.７４±１１.４１ １３７.７７±１１.４０ ０.００７ ０.９３５
体重 / ｋｇ ３４.７７±１２.１１ ３２.０３±９.９１ ３３.３１±１１.０７ １１.８５０ <０.０１
腰围 / ｃｍ ６１.８６±１０.６０ ６０.７３±８.７２ ６１.２６±９.６６ ２.５９７ ０.１０７
臀围 / ｃｍ ６９.７６±１０.３０ ７０.５５±９.３５ ７０.１８±９.８１ １.１９９ ０.２７４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１７.８０±３.７０ １６.５３±３.０５ １７.１２±３.４３ ２６.８１６ <０.０１
腰臀比 ０.８９±０.０５ ０.８６±０.０５ ０.８７±０.０５ ４８.３３０ <０.０１
铁调素 / (μｇＬ－１ ) ３４.４５±８.７４ ３４.１９±８.７２ ３４.３１±８.７２ ０.１６６ ０.６８４
钙 / (ｍｍｏｌＬ－１ ) ２.３８±０.２３ ２.３９±０.１９ ２.３９±０.２１ １.０１８ ０.３１３
磷 / (ｍｍｏｌＬ－１ ) １.４３±０.１６ １.４３±０.１４ １.４３±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９６０
每周饮食摄入情况
　 水果 / 份 ８.５０±７.２０ ８.７０±６.６０ ８.６０±６.９０ ０.１７７ ０.６７４
　 蔬菜 / 份 １３.１０±１０.９０ １２.８０±１０.５０ １２.９０±１０.７０ ０.１１４ ０.７３５
　 糖类 / 份 ２.２０±４.４０ １.４０±２.１０ １.７０±３.４０ ９.４８６ <０.０１
　 肉类 / 份 １２.１０±１２.１０ ９.２０±８.３０ １０.６０±１０.３０ １２.１８６ <０.０１
　 奶制品 / 份 ４.８０±２.５０ ４.７０±２.４０ ４.８０±１.１０ ０.０２８ ０.８６７
　 早餐次数 ６.７０±１.２０ ６.７０±１.００ ６.７０±１.１０ ０.６５５ ０.４１９

　 注:水果、蔬菜、糖类 １ 份＝ １００ ｇꎻ肉类 １ 份＝ ５０ ｇꎻ奶制品 １ 份＝ ２５０ ｇꎮ

２.２　 铁调素、钙、磷水平随年龄变化趋势　 广州市 ７ ~
１４ 岁学龄儿童血清铁调素水平在 ７ 岁时为最高值ꎬ钙
和磷水平的最高值均在 １２ 岁ꎮ 随着年龄的增长ꎬ铁调

素、钙和磷均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ꎮ 儿童铁调素水平

在 ９ ~ １３ 岁呈现“Ｖ”型的变化ꎬ并且女生在 １１ 岁取得

最低值ꎬ低于男生在 １２ 岁取得的最低值ꎮ 儿童的钙水

平呈波动性升高的趋势ꎬ呈现 ２ 个增高的波峰ꎬ并且在

１２ 岁时达到最大值ꎮ 儿童磷的水平在 １１ 岁之前较平

稳ꎬ随后出现较大变化ꎬ在 １１ 岁之后女生的磷水平呈

现降低的趋势ꎬ而男生的磷水平则先有小幅升高随后

降低ꎮ

２.３　 不同年龄组儿童铁调素、钙、磷水平比较　 按照

男女生身高增长速率的规律[１２] 将儿童分成 ３ 个年龄

组(７ ~ １０ 岁、１１ ~ １２ 岁和 １３ ~ １４ 岁)进行分析ꎬ结果显

示ꎬ１１ ~ １２ 岁组儿童的铁调素水平明显低于其他 ２ 个

年龄组(Ｆ 值分别为 １７.３９１ꎬ１５.６６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而
７ ~ １０ 岁组儿童的钙水平低于其他 ２ 个年龄组(Ｆ 值分

别为 ５.６０６ꎬ８.１１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对于磷水平的比较

发现ꎬ在各年龄组间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Ｆ ＝
０.０５３ꎬＰ>０.０５)ꎮ 铁调素、钙和磷水平在各年龄组间

男、女生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

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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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广州市不同年龄组男女儿童铁调素钙和磷水平(ｘ±ｓ)

年龄 / 岁 性别 人数 铁调素 / (μｇＬ－１ ) 钙 / (ｍｍｏｌＬ－１ ) 磷 / (ｍｍｏｌＬ－１ )
７ ~ １０ 男 ２７３ ３５.０１±９.００ ２.３６±０.２５ １.４２±０.１７

女 ３０４ ３４.５１±８.６８ ２.３８±０.２０ １.４３±０.１４
合计 ５７７ ３４.７５±８.８３ ２.３７±０.２２ １.４３±０.１５

１１ ~ １２ 男 ５１ ３１.２８±６.３７ ２.４１±０.１３ １.４２±０.１２
女 ６５ ３１.０３±６.９７ ２.４３±０.１２ １.４４±０.１５
合计 １１６ ３１.１４±６.６９ ２.４２±０.１２ １.４３±０.１４

１３ ~ １４ 男 ３４ ３４.６３±８.８４ ２.４７±０.０９ １.５２±０.１４
女 ３８ ３６.９８±１０.３７ ２.４２±０.１３ １.３５±０.１４
合计 ７２ ３５.８７±９.６８ ２.４５±０.１１ １.４３±０.１６

２.４　 血清铁调素与钙、磷水平的关系　 ７ ~ １４ 岁学龄

儿童血清铁调素水平与钙水平呈正相关( ｒｓ ＝ ０.１２８ꎬＰ
<０.０１)ꎬ而与磷水平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ｒｓ ＝ －０.００１ꎬＰ
>０.０５)ꎮ 为进一步探索其中的关系ꎬ将铁调素水平用

四分位数法分成 ４ 组(Ｑ１ 为<２８.５１ μｇ / ＬꎬＱ２ 为 ２８.５２
~ ３３.５１ μｇ / Ｌꎬ Ｑ３ 为 ３３.５２ ~ ３８.９７μｇ / ＬꎬＱ４ 为>３８.９８
μｇ / Ｌ)ꎬ并以 Ｑ１ 为参照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

显示ꎬ在控制了年龄、性别、ＢＭＩ 和膳食因素后ꎬ铁调素

水平 Ｑ３ 与钙水平仍呈正相关( ＯＲ ＝ ４.０４４ꎬ９５％ ＣＩ ＝
１.０４２ ~ １５.６９２ꎬＰ<０.０５)ꎬ而与磷水平呈负性相关(ＯＲ
＝ ０.１３５ꎬ９５％ＣＩ ＝ ０.０２７ ~ ０.６７１ꎬＰ<０.０５)ꎮ 且在调整了

铁浓度后ꎬ铁调素水平 Ｑ３ 与磷水平仍呈负相关(ＯＲ ＝
０.１３７ꎬ９５％ＣＩ ＝ ０.０２７ ~ ０.６９４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广州市 ７~ １４ 岁儿童铁调素浓度与钙磷水平的关系[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自变量 模型 Ｑ２ Ｑ３ Ｑ４
钙 未调整 １.３５３(０.５７２ ~ ３.２０２) ２.７９８(０.８８８ ~ ８.８１２) ∗ ２.５９８(０.８１１ ~ ８.３２６)

模型 １ １.５７１(０.６５４ ~ ３.７７１) ４.１６８(１.１９８ ~ １４.４９４) ∗ ３.４１５(０.９８７ ~ １１.８１５)
模型 ２ ２.１１３(０.６６７ ~ ６.６９５) ４.０４４(１.０４２ ~ １５.６９２) ∗ ５.０３７(１.０３７ ~ ２４.４７４) ∗

模型 ３ １.５５１(０.３９９ ~ ６.０３０) ３.１６２(０.７０９ ~ １４.１０７) ４.２５９(０.７９２ ~ ２２.９１４)
磷 未调整 ０.３７３(０.０９６ ~ １.４５２) ０.２３８(０.０６０ ~ ０.９５０) ∗ ０.５８７(０.１４５ ~ ２.３８２)

模型 １ ０.３４６(０.０８８ ~ １.３５５) ０.２２４(０.０５５ ~ ０.９１６) ∗ ０.５７３(０.１３８ ~ ２.３７３)
模型 ２ ０.３００(０.０６２ ~ １.４５３) ０.１３５(０.０２７ ~ ０.６７１) ∗ ０.５０６(０.０９９ ~ １.０２６)
模型 ３ ０.３１４(０.０６４ ~ １.５５１) ０.１３７(０.０２７ ~ ０.６９４) ∗ ０.５５５(０.１０７ ~ ２.８８４)

　 注:模型 １ 校正了性别、年龄、ＢＭＩꎬ模型 ２ 校正了性别、年龄、ＢＭＩ 和膳食摄入ꎬ模型 ３ 校正了性别、年龄、ＢＭＩ、膳食摄入和血清铁浓度ꎻ∗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儿童血清中钙和磷水平与骨骼生长发育、饮食结

构和运动密切相关ꎮ 徐成丽等[１３] 报道 ２ ３４２ 例北京

１０ ~ １８ 岁健康儿童青少年血清钙的水平为( ２. ３９ ±
０.１２)ｍｍｏｌ / Ｌꎬ磷的水平为(１.３９±０.１８) ｍｍｏｌ / Ｌꎻ王立

军等[１４]报道 １ ４１８ 例 ４ ~ １８ 岁海岛地区健康儿童血清

钙和磷水平分别为(２.４０±０.１３)和(１.４１±０.１７) ｍｍｏｌ /
Ｌꎮ 与本研究测定的广州地区儿童血清钙 [( ２. ３９ ±
０.２１)ｍｍｏｌ / Ｌ]和磷水平[(１.４３±０.１５) ｍｍｏｌ / Ｌ]相符ꎮ
同时ꎬ以上 ２ 个研究发现ꎬ儿童血清钙与年龄、身高、体
重均呈正相关ꎬ血清磷与年龄、身高、体重呈负相关ꎬ
且男童血清钙比女童低ꎬ而血清磷高于女童ꎮ 本研究

发现ꎬ广州地区 ７ ~ １４ 岁儿童血清钙水平随着年龄逐

渐升高ꎬ并在 １２ 岁达到最大值ꎻ而磷的水平随着年龄

降低且在 １２ 岁后呈明显降低的趋势ꎬ但男女生血清钙

磷水平尚未发现差异ꎮ 何玉香等[１５] 发现ꎬ血清钙、磷
在男女中差异不明显ꎬ而且均以刚出生的水平为最高

峰ꎬ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ꎬ直至 ２０ 岁左右趋于平稳ꎬ
同时钙的水平在 １０ ~ ２０ 岁时呈现上升的波动ꎮ 这是

因为儿童期和青春期是人一生中骨代谢最快的时期ꎬ

生长发育的需要使儿童身体处于“正钙平衡”ꎬ因此儿

童在这年龄阶段需要补充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Ｄ[１５] ꎮ
铁调素是近年来发现的调节身体铁稳态的激素ꎬ

目前对于铁调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年人中ꎬ尤其是

与铁失调有关的慢性疾病如贫血、慢性肾病等关系的

研究[９－１１] ꎮ Ｃｈｏｉ 等[１６] 报道ꎬ在 ２４ 名年龄分布在 ５ 个

月~１７ 岁的韩国儿童中血清铁调素的水平为(１６.７１±
１４.７４)μｇ / Ｌꎮ 另一篇研究报道ꎬ５０ 名平均年龄为 １０
岁的儿童中血清铁调素水平为 ６.６０ μｇ / Ｌ[１７] ꎮ 穆慢慢

等[１８]报道ꎬ１５ 例 １ ~ １２ 岁健康儿童的血清铁调素水平

为(２１.９９±５.１４) μｇ / Ｌꎮ 蔡华菊等[１９] 报道ꎬ６ ~ ２４ 个月

的健康婴幼儿血清铁调素水平为(２９.２５±８.３９) μｇ / Ｌꎮ
本研究显示ꎬ广州市 ７ ~ １４ 岁儿童的血清铁调素水平

为(３４.３１±８.７２) μｇ / Ｌꎬ其中男生为(３４.４５±８.７４) μｇ /
Ｌꎬ女生为(３４.１９±８.７２) μｇ / Ｌꎮ １１ ~ １２ 岁的儿童铁调

素水平最低ꎬ且男女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Ｓｄｏ￣
ｇｏｕ 等[２０] 报道ꎬ在 １８０ 名健康的 ２ ~ １２ 岁希腊儿童中

男女生血清铁调素的水平分别为 ４６.９４ 和 ４６.７９ ｎｇ /
ｍＬꎬ男女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 １０ ~ １２ 岁男生

血清铁调素水平高于低年龄的男生ꎮ 目前国内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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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大样本的儿童铁调素的调查研究ꎬ儿童血清铁调素

的分布状况和规律尚无定论ꎬ需进一步深入调查ꎮ
Ｂａｂｉｔｔ 等[２１]发现ꎬ骨形态发生蛋白(ＢＭＰ)表达的

减少能引起铁调素表达的降低ꎮ Ａｎｄｒｉ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２２] 和

Ａｒｎｄｔ 等[２３]先后发现ꎬＢＭＰ－６(骨形态发生蛋白－６)是

维持铁调素和铁代谢的关键蛋白ꎮ 徐又佳等[３－４ꎬ６] 报

道了铁调素能促进成骨细胞内钙离子流动ꎬ并提出铁

调素可潜在治疗成年后骨质疏松症的观点ꎮ 上述研

究表明ꎬ铁调素与骨代谢存在一定的关系ꎬ且对成骨

细胞内钙离子浓度有促进作用ꎮ 本研究发现ꎬ铁调素

与血清钙水平呈正相关ꎬ与磷水平呈负相关ꎮ 而在校

正了铁浓度后ꎬ铁调素与钙水平正向降低ꎬ原因可能

是铁水平同铁调素和钙的水平均有联系ꎬ导致铁调素

水平与钙水平的关系弱化ꎮ 虽然本研究提示铁调素

与身体内血清钙水平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ꎬ但相关机

制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的证实ꎮ
综上所述ꎬ７ ~ １４ 岁儿童的血清铁调素水平在男

女生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并且随年龄变化的趋势不

明显(除在 １１ ~ １２ 岁时有所下降)ꎮ 此外ꎬ钙的水平随

着年龄升高而磷的水平随着年龄降低ꎬ并且在 １１ 岁开

始变化趋势更明显ꎬ与儿童生长发育的规律相符ꎬ提
示儿童在此期间需要注重钙和维生素 Ｄ 等营养素的

补充ꎮ 同时本研究发现ꎬ铁调素与钙水平呈正相关ꎬ
与磷水平呈负相关ꎬ 提示铁调素对骨代谢的促进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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