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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宁夏地区中小学生贫血患病率与体能相关因素的关联ꎬ为该地区中小学生贫血提供多种防治途

径ꎮ 方法　 资料来自 ２０１４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ꎬ共选取 ３ ６３３ 名 ７ꎬ９ꎬ１２ꎬ１４ 岁中小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ꎮ 采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测定血红蛋白浓度ꎬ采用 ＨｅｍｏＣｕｅ 法诊断贫血ꎮ 结果　 宁夏地区中小学生贫血患病率为

８.４％ꎮ 其中女生高于男生ꎬ低年龄组高于高年龄组(７ꎬ９ꎬ１２ꎬ１４ 岁组分别为 １１.４％ꎬ１０.０％ꎬ６.３％ꎬ５.７％)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７.４８ꎬ２８.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５０ ｍ 跑成绩不合格的学生贫血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组ꎬ成绩优秀组贫血患

病率最低ꎮ 耐力跑成绩良好、合格的学生贫血患病率较高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５０ ｍ 跑、耐力跑成绩均为中小学生

贫血患病的影响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宁夏地区农村、女生贫血患病率依旧较高ꎬ体能成绩与中小学生贫血患病有

关联ꎮ 应加强教育宣传ꎬ提高中小学生身体素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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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血是一种常见的全球性营养缺乏性疾病ꎬ会对

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和学习等其他能力造成严重

影响[１] ꎮ 任何导致血红蛋白缺乏或红细胞数量减少

的情况都可能导致贫血[２] ꎮ 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统计ꎬ在发展中国家ꎬ<５ 岁儿童贫血患病率为 ３９％ꎬ５
~ １４ 岁儿童青少年贫血患病率为 ４８％[３] ꎮ 本次研究

旨在分析宁夏地区中小学生贫血患病率与体能相关

因素的关联ꎬ为中小学生贫血提供多种防治途径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资料来自 ２０１４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ꎬ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

法ꎬ即首先确定调研点校ꎬ再以年级分层ꎬ以教学班为

４２２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３９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８



单位随机整群抽样构成调研样本ꎬ所抽取的班级数以

能满足最低调研样本数为限ꎮ 共选取 ３ ６３３ 名中小学

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其中男生 １ ７９７ 名ꎬ女生 １ ８３６ 名ꎻ城
市学生 １ ７８６ 名ꎬ农村学校 １ ８４７ 名ꎻ７ 岁组 ９１１ 名 ꎬ９
岁组 ９５７ 名ꎬ１２ 岁组 ８４７ 名ꎬ１４ 岁组 ９１８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检测方法 　 血红蛋白检测由检测队指定专业

检验人员完成ꎬ采用统一的方法和仪器ꎬ检测使用氰

化高铁血红蛋白法ꎬ所有过程均按照«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手册»进行[４] ꎮ
１.２.２　 贫血诊断标准　 采用 ＨｅｍｏＣｕｅ 法[５]诊断贫血:
５ ~ １１ 岁血红蛋白(Ｈｂ)≤１１５ ｇ / Ｌꎬ１２ ~ １４ 岁 Ｈｂ≤１２０
ｇ / Ｌ ꎮ
１.２.３ 　 体能判定标准 　 ５０ ｍ 跑和耐力跑采用 Ｐ２５ꎬ
Ｐ５０ꎬＰ７５作为评价成绩等级的界点[６] ꎬ以<Ｐ２５ 为优秀ꎬ
Ｐ２５ ~ <Ｐ５０为良好ꎬＰ５０ ~ Ｐ７５为合格ꎬ>Ｐ７５为不合格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按照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

研统一规定的要求选择和使用检测器材ꎬ血红蛋白测

量使用统一方法与测量仪器ꎬ测试人员均经过专业培

训ꎬ能够熟练使用仪器ꎮ 为保证检测质量ꎬ本次调研

数据采用手工录入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整理分析数据ꎮ
采用 χ２ 检验分析不同城乡、性别、年龄间贫血患病率

的差异ꎻ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贫血患病率和体

能因素的关系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小学生贫血患病率比较

宁夏地区中小学生总体贫血患病率为 ８.４％ꎮ 女生高

于男生ꎬ随年龄递增不断降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小学生贫血患病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贫血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城乡 城市 １ ７８６ １３５(７.６) ３.２０ ０.０７

乡村 １ ８４７ １７０(９.２)
性别 男 １ ７９７ １２８(７.１) ７.４８ ０.０１

女 １ ８３６ １７７(９.６)
年龄 / 岁 ７ ９１１ １０４(１１.４) ２８.０８ <０.０１

９ ９５７ ９６(１０.０)
１２ ８４７ ５３(６.３)
１４ ９１８ ５２(５.７)

　 注:()内数字为患病率 / ％ꎮ

２.２　 不同体能指标中小学生贫血患病率比较　 ５０ ｍ
跑成绩不合格的学生贫血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组ꎬ成
绩优秀组贫血患病率最低ꎮ 不同成绩等级的城市、乡
村学生ꎬ男生和 １４ 岁组学生贫血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耐力跑成绩分级中ꎬ良好、合
格组的中小学生贫血患病率较高ꎬ优秀、不合格组学

生贫血患病率相对较低ꎮ 不同成绩等级的城市、乡村

学生ꎬ男生ꎬ９ 岁和 １２ 岁组学生贫血患病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中小学生 ５０ ｍ 跑、耐力跑成绩对贫血的影响　
见表 ３ꎮ

表 ２　 ５０ ｍ 跑耐力跑不同成绩中小学生贫血患病率比较

指标 成绩 人数 统计值
城乡

城市 乡村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龄 / 岁
７ ９ １２ １４

合计

５０ ｍ 跑 优秀 ９３６ １４(３.０) ２６(５.５) ２３(３.２) １７(７.７) ４(２２.２ ９(７.２) １４(４.３) １３(２.８) ４０(４.３)
良好 ９０７ ２１(５.０) ５５(１１.４) ３１(７.７) ４５(８.９) ７(６.５) ２４(７.７) ２１(７.９) ２４(１０.８) ７６(８.４)
合格 ９２２ ４７(１０.６) ４４(９.２) ３５(９.９) ５６(９.９) ３４(１１.６) ３６(１０.８) １１(６.７) １０(７.８) ９１(９.９)
不合格 ８６８ ５３(１１.５) ４５(１１.０) ３９(１２.０) ５９(１０.９) ５９(１２.０) ２７(１４.４) ７(７.５) ５(５.３) ９８(１１.３)

χ２ 值 ３３.９１ １２.１９ ３２.４０ ２.２４ ４.７６ ７.０２ ３.４８ １９.３６ ３１.５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耐力跑 优秀 ９０９ ２４(５.４) ２８(６.１) ３１(５.６) ２１(５.９) １０(７.９) ２３(６.８) １９(４.３) ０ ５２(５.７)
良好 ９１７ ３９(９.１) ５０(１０.２) ３６(８.３) ５３(１１.０) ３７(１０.５) ３６(１０.４) １６(７.３) ０ ８９(９.７)
合格 ８９９ ５７(１１.８) ５５(１３.２) ５４(１５.１) ５８(１０.７) ５７(１３.１) ３７(１３.５) １７(９.６) １(７.１) １１２(１２.５)
不合格 ９０８ １５(３.５) ３７(７.７) ７(１.５) ４５(９.９) ０ ０ １(２５.０) ５１(５.６) ５２(５.７)

χ２ 值 ２７.３１ １５.１７ ５８.４４ １７.７７ ３.０４ ７.５５ １３.４３ ０.０５ ３８.２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患病率 / ％ꎮ

表 ３　 中小学生 ５０ ｍ 跑耐力跑成绩对贫血患病

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６３３)

指标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５０ ｍ 跑 优秀 １２.１７ ０.０１

良好 ０.６１ ０.２１ ８.８０ ０.００ １.８５(１.２３~ ２.７７)
合格 ０.６６ ０.２１ ９.６６ ０.００ １.９３(１.２７~ ２.９１)
不及格 ０.６６ ０.２２ １０.４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２~ ３.０８)

耐力跑 优秀 １５.０２ ０.００
良好 ０.４１ ０.１９ ４.６６ ０.０３ １.５０(１.０４~ ２.１７)
合格 ０.６７ ０.１９ １２.２７ ０.００ １.９４(１.３４~ ２.８２)
不及格 ０.０９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６７ １.０９(０.７３~ １.６３)

　 　 以贫血为因变量(０ ＝未贫血ꎬ１ ＝贫血)ꎬ将不同分

级的 ５０ ｍ 跑、耐力跑成绩作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５０ ｍ 跑、耐力跑成绩均为中小学生

贫血患病的影响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调整城乡、年
龄、性别后ꎬ５０ ｍ 跑、耐力跑成绩越差的学生越容易患

贫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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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贫血即为低血红蛋白浓度ꎬ是一个被公认的全球

公共卫生问题[７] ꎮ 儿童青少年患贫血后ꎬ导致感染性

疾病的易感性增加、易疲劳、身体功能下降ꎬ进而导致

成年后认知功能以及经济生产力下降[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乡村学生贫血患病率高于城

市ꎮ 该研究结果与季成叶[９] 、Ａｍａｒａｓｉｎｇｈｅ 等[１０] 研究

结果一致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

划的通知» [１１] ꎬ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ꎬ缩小城乡

差距ꎮ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

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 [１２] ꎬ
着力降低乡村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缺铁性贫血的发

生率ꎬ做好乡村留守儿童营养保障工作ꎮ 尽管国家政

策大力推行ꎬ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ꎬ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现状的制约ꎬ目前仍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ꎬ导致

乡村居民合理营养膳食意识低ꎬ乡村学生贫血患病率

较高ꎮ 女生贫血患病率高于男生ꎬ与 Ｌｕｏ 等[１３－１４] 的研

究结果一致ꎮ 首先ꎬ由于女生青春期生理特征导致了

贫血患病率较高ꎻ其次ꎬ由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ꎬ使
女生刻意地节食去追求过度苗条身材ꎬ导致营养膳食

不合理ꎬ从而出现贫血[１５] ꎮ 低年龄组贫血患病率高于

高年龄组ꎮ 季成叶[９] 提到ꎬ低年龄小学生是需要重点

防治贫血的脆弱人群ꎬ说明对于低年龄学生的贫血防

治工作还需进一步努力ꎮ ５０ ｍ 跑、耐力跑成绩较好者

贫血患病率越低ꎬ与刘芳丽等[６] 的研究结果类似ꎮ 另

外ꎬ赖晓红等[１６]在其研究中也提到ꎬ血红蛋白水平跟

体育训练有明显关系ꎮ 因此ꎬ加强中小学生体育锻

炼ꎬ有助于降低贫血患病率ꎮ
本次研究的优势在于样本具有代表性ꎬ７ꎬ９ 岁为

青春前期ꎬ１２ 岁是大多数女生月经初潮的年龄和男生

生长突增高峰ꎬ１４ 岁为青春中期ꎬ因此基本能反映我

国学龄儿童的贫血状况ꎬ另外ꎬ采用 ＨｅｍｏＣｕｅ 法进行

贫血诊断ꎬ适合快速现场调查[５] ꎮ
贫血是我国儿童青少年常见的疾病之一ꎬ患者因

血红蛋白含量低引起血液携氧能力下降ꎬ而对体能、
学习能力、疾病抵抗力等造成严重不利影响ꎬ被 ＷＨＯ
列为四大营养缺乏性疾病[１７] ꎮ 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

贫血的有效预防ꎬ对中小学生生长发育至关重要:(１)
注重合理营养膳食ꎬ加强乡村居民饮食知识宣传教

育ꎻ(２)纠正女生ꎬ尤其是青春期女生错误的审美观

念ꎬ加强生理知识以及贫血防治知识等健康教育ꎻ(３)
低年龄中小学生的贫血知识宣传ꎻ(４)提高学生体育

锻炼的积极性ꎬ落实“每天锻炼 １ ｈ” [１８] 等措施ꎬ从多

种渠道进行防治贫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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