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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陕西农村地区学龄儿童的智力发育水平ꎬ分析影响智力发育的因素ꎬ为改善其智力发育提供参

考ꎮ 方法　 采用随访队列研究方法ꎬ通过基线数据、问卷调查和量表评估收集陕西省长武、彬县 １ ６２１ 名儿童相关数据ꎮ
采用通径分析定量比较各因素对儿童智力发育影响力的大小ꎮ 结果　 儿童标化后总智商平均得分为(８９.９±１３.０)分ꎮ 通

径分析结果显示ꎬ影响儿童总智商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儿童现阶段身高、父亲职业、现时家庭经济

状况、儿童学校类别、母亲职业、低出生体重、孕期家庭经济状况、儿童性别(总效应分别为 ０.１６７ꎬ０.１６７ꎬ０.１４１ꎬ０.１２７ꎬ０.１０５ꎬ
０.０９６ꎬ０.０７２ꎬ－０.０６７ꎬ０.０５５ꎬ－０.０４８)ꎮ 结论　 陕西省西部农村地区学龄期儿童智力发育水平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ꎬ影响

儿童智力发育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低出生体重、儿童饮食营养状况及教育资源选择等ꎮ 应加强对贫困地区儿

童智力发育的关注ꎬ提高我国学龄儿童智力发育的整体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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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在近年的发展策略中ꎬ把促进儿童

智力发育作为一个优先发展领域ꎮ 学龄期是儿童增

长知识、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重要时期ꎬ该时期儿童

智力发育依赖于多方面条件的配合ꎬ受许多内外因素

影响ꎬ包括遗传因素[１] 、地区、母亲孕期营养状况[２] 、

不良出生结局[３] 、儿童早期教育[４] 、早期营养状况[５] 、
家庭环境因素等ꎮ 了解不同因素对智力产生的影响ꎬ
对有针对性的改善西部地区学龄儿童智力发育有重

要作用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 ２００２ 年“中国西部农村低出生体重的

微营养素干预研究”的基础上[６] ꎬ采用随访队列研究

设计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随访陕西省长

武、彬县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出生的项目组儿

童ꎮ 共纳入研究儿童 １ ６２１ 名ꎬ其中男童 ９５６ 名ꎬ女童

５３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



６６５ 名ꎮ 年龄为 ７ ~ １０ 岁ꎬ平均身高(１２８.８±６.６) ｃｍꎬ
平均体重(２５.６±４.４)ｋｇꎮ 被调查儿童的父母学历均以

初中水平为主ꎬ职业均以农民为主ꎮ 调整年龄后的儿

童智力平均得分为(８９.９±１３.０)分ꎮ
１.２　 方法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儿童出生基线资料、家
庭基本情况和儿童智力发育情况ꎮ 出生基线资料来

源于早期干预研究所得数据[６] ꎮ 另外采用自行设计

的“儿童生长发育研究—家长问卷”了解儿童家庭基

本情况、儿童母亲孕期及产后保健、儿童膳食、患病、
休息与活动等情况ꎮ 对儿童智力发育的测量主要通

过«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四版中文版» [７] 的智力测评

获得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双

份录入并进行一致性检验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和 ＡＭＯ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采用率和构成比进行统计

描述ꎬ采用通径分析定量研究儿童智力发育的影响因

素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智力发育通径分析模型选择与调整　 模型

１ 为全模型分析ꎻ模型 ２ 为结合实际情况和相关性分

析的结果建立模型ꎻ模型 ３ 为结合实际情况、相关性分

析以及全模型中回归系数的检验等综合情况建立模

型ꎮ 对以上 ３ 种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比较ꎮ 结合实际

情况和专业知识最终得出模型 ３ 最优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儿童智力发育不同模型估计方法拟合指标比较(ｎ ＝ １ ６２１)

模型 χ２ 值 ｄｆ 值 χ２ / ｄｆ 值 Ｐ 值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ＡＩＣ ＢＩＣ
模型 １ ８３.７１０ ５４ １.５５０∗ <０.０１ ０.９８５∗ ０.９７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８２ ２３１.６７９ ８２ ５５３.２９９
模型 ２ ５２.８７１ ２５ ２.１１５∗ <０.０１ ０.９８５∗ ０.９６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５７ ４６１.９６０ ５７ ７０４.５４６
模型 ３ ２２.５１１ １０ ２.２５１∗ ０.０１３ ０.９９３∗ ０.９７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２∗ ４６ ５１５.９０３∗ ４６ ６８８.４０８∗

　 注:∗为拟合比较好的指标ꎮ

２.２　 儿童智力发育通径模型　 采用最大似然法(ＭＬ)
对模型进行估计ꎬ以总智商、孕期家庭经济状况、现时

家庭经济状况、儿童学校为内生变量ꎬ母亲学历、父亲

学历、母亲职业、父亲职业、儿童现阶段身高、低出生

体重、儿童性别为外生变量ꎬ进行通径分析的效应

分解ꎮ

表 ２　 儿童总智商发育影响因素的效应分解(ｎ ＝ １ ６２１)

内生变量 外生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总智商 孕期家庭经济状况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５

现时家庭经济状况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６ ０.１０５
母亲学历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１６７
父亲学历 ０.１５０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７
母亲职业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３
父亲职业 ０.０７９ ０.０４８ ０.１２７
儿童学校 ０.０９６ － ０.０９６
儿童现阶段身高 ０.１４１ － ０.１４１
低出生体重 －０.０６７ － －０.０６７
儿童性别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８

孕期家庭 母亲学历 ０.２５３ － ０.２５３
　 经济状况 父亲学历 ０.１５０ － ０.１５０

母亲职业 ０.１３６ － ０.１３６
父亲职业 ０.２０２ － ０.２０２

现时家庭 孕期家庭经济状况 ０.１８６ － ０.１８６
　 经济状况 母亲学历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７ ０.１９１

父亲学历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５
母亲职业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５ ０.１１６
父亲职业 ０.２３２ ０.０３８ ０.２７０

儿童学校 孕期家庭经济状况 ０.２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２３２
现时家庭经济状况 ０.１６２ － ０.１６２
母亲学历 ０.１０５ ０.０８２ ０.１８７
父亲学历 －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母亲职业 －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父亲职业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４ ０.２１５
儿童性别 －０.０７０ － －０.０７０

　 　 由表 ２ 可以看出ꎬ在对儿童总智商产生直接效应

的影响因素中ꎬ父亲的学历影响最大ꎬ其余影响因素

从大到小依次为儿童现阶段身高、母亲学历、儿童学

校类别、现时家庭经济状况、父亲职业、儿童低出生体

重、母亲职业、儿童性别、孕期家庭经济状况ꎮ 在所有

影响因素对儿童总智商的总效应中ꎬ父母亲学历的作

用最强ꎬ其余影响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儿童现阶段身

高、父亲职业、现时家庭经济状况、儿童学校类别、母
亲职业、低出生体重、孕期家庭经济状况、儿童性别ꎮ
其中与儿童总智商成正相关的因素有孕期家庭经济

状况、现时家庭经济状况、父母亲学历、父母亲职业、
儿童学校、儿童现阶段身高ꎻ与儿童总智商成负相关

的因素有低出生体重和儿童性别ꎮ
２.３　 儿童智力发育通径图　 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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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儿童总智商影响因素通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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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１ 可以发现总智商受到父母学历、职业、孕期

经济状况、现时经济状况、儿童现阶段身高、低出生体

重、儿童性别、儿童学校等因素的直接影响ꎮ 另外ꎬ孕
期经济状况、父母学历、职业又通过儿童学校和现时

经济状况对总智商产生间接影响ꎮ

３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ꎬ西部农村地区调整年龄后儿童智

力的平均水平( ８９. ９ 分) 明显低于中国常模[７] ( １００
分)ꎮ 说明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儿童智力发育水平是个

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通径分析中ꎬ影响儿童总

智商的前五位因素为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儿童现阶

段身高、父亲职业、现时家庭经济ꎬ总效应达 ７０.７％ꎮ
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职业的家长为其子女创造

的家庭受教育条件、对待子女的教养态度及方式差异

较大ꎬ对儿童智力的发育产生影响ꎮ 有研究指出ꎬ母
亲学历越高ꎬ越能科学地引导儿童学习更多的知识ꎬ
促进儿童智力发展[８] ꎬ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ꎬ且本次

结果量化的反映了父母学历和职业是影响儿童智力

发育最大的因素ꎬ提示父母能力对儿童影响较大ꎮ
儿童学校类别对儿童智力发育也有一定影响ꎬ学

校是学龄期儿童最主要的活动场所ꎮ 本次研究指出ꎬ
县级及以上小学的儿童智力发育优于乡镇级小学ꎬ可
能由于县级以上学校的教师资源丰富ꎬ素质相对较

高ꎬ有利于学龄儿童的智力发展ꎮ
本次结果显示男童总智商高于女童ꎬ与国内大部

分研究基本保持一致[９] ꎮ 在国外的研究中ꎬ学龄期的

男女童智力发育差异不明显ꎬ而且有研究比较了我国

与日本和美国的儿童智力发育ꎬ结果显示我国性别差

异造成的智商差别更为明显[１０] ꎮ 分析原因ꎬ可能与我

国的本土文化有关ꎬ尤其是我国农村地区受重男轻女

思想的影响ꎬ农村家长在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等方面都

优先考虑男童ꎬ从而影响了男女童智力的正常发展ꎮ
目前ꎬ有研究指出家庭月收入与儿童总智商显著

相关ꎬ其对儿童智力发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供一些

积极发育的环境ꎬ例如营养、健康、书籍、较少的压力

等ꎮ 在越南和德国的儿童智力发育比较研究中发现ꎬ
通过路径分析ꎬ父母的收入对儿童智力发育有非常积

极的作用[１１] ꎮ 另外ꎬ有学者指出儿童在贫困的环境中

生长会阻碍其大脑的健全发育[１２] ꎮ 本次研究也发现ꎬ
现时家庭经济状况可以通过影响儿童学校类别和饮

食习惯间接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水平ꎬ体现了经济水平

对智力发育至关重要ꎮ 孕期经济同样对儿童智力产

生影响ꎬ但通径分析结果显示孕期家庭经济状况对儿

童智力发育的影响小于现时家庭经济ꎮ

本文还显示不同身高的儿童在智力发育上也存

在差异ꎬ不良出生结局对儿童智力发育也有负面影

响ꎬ与有关结果一致[６] ꎬ提示应更多关注儿童出生健

康以及生长发育状况ꎮ
本次研究的儿童年龄存在一定跨度ꎬ使研究存在

一定的测量误差ꎬ但后期分析智力得分时对儿童年龄

进行了标准化ꎬ弥补了这一缺陷ꎮ 通过本次研究ꎬ一
定程度上提示关注儿童智力健康发展ꎬ改善农村儿童

家庭经济状况对促进儿童智力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ꎮ 因此ꎬ应加强儿童出生后的各方面保健ꎬ更多

关注经济贫困家庭的儿童智力发育ꎬ寻找最有价值的

干预人群ꎬ促进农村地区儿童智力全面健康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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