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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高原地区 ０~ ６ 岁儿童的贫血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制定贫血防治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

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抽取高原地区甘南藏族自治州 ４ 个县 １ ５１２ 名 ０~ ６ 岁儿童测定血红蛋白、问卷调查儿童饮食行为

和家长营养知识ꎮ 结果　 不同年龄、家庭所在地、主要抚养人文化程度、主要抚养人职业、家庭人均收入儿童贫血患病率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２.８３ꎬ３９.４８ꎬ２７.０５ꎬ４４.２６ꎬ３２.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性别、民族儿童贫血患病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ꎮ ０~ ６ 岁儿童贫血患病率为 ６７.０％ꎻ１ 岁以下婴幼儿患病率最高ꎬ随着年龄增长患病率下降ꎮ 农村儿童贫血患病

率为 ７４.０％ꎬ高于城市儿童的 ５８.６％ ( χ２ ＝ ３９.４８ꎬＰ< ０.０５)ꎮ 混合喂养和人工喂养的 ０ ~ ６ 月龄婴儿贫血患病率( ７３.１％ꎬ
７５.０％)高于纯母乳喂养的婴儿(４８.９％)(χ２ ＝ ６.７８ꎬＰ<０.０５)ꎮ 挑食可导致儿童贫血患病率高发ꎮ 结论　 针对高原地区儿

童家长开展健康教育ꎬ合理调整饮食结构ꎬ纠正挑食等不良饮食习惯ꎬ可以降低儿童贫血发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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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儿童营养与生长发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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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铁性贫血是儿童常见的营养性疾病之一ꎬ也是
国家重点防治的儿童疾病[１] ꎮ 长期贫血可对儿童身
体产生严重危害ꎬ造成生长发育迟缓、智力下降等结
局[２] ꎮ 血红蛋白是评价儿童缺铁性贫血的一项重要
指标ꎬ能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而使人体发生相应的适
应性生理变化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０ 月对甘南藏族
自治州的部分儿童进行了血红蛋白检测ꎬ了解当地 ０
~ ６ 岁儿童贫血患病情况ꎬ为开展贫血防治工作提供

依据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根据地理位

置分布以及卫生、经济状况ꎬ结合调查的实际操作性

等因素ꎬ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选取合作市、夏河县、碌曲

县、迭部县 ４ 个有代表性的项目点作为研究现场ꎮ 每

县 / 市随机抽取 ３ 个乡镇ꎬ保证经济状况较好、中等、较
差的乡至少有 １ 个被纳入ꎬ共在 １２ 个调查点开展调

查ꎮ 对 ０ ~ ６ 岁儿童共 １ ５１２ 名进行血红蛋白测定和问

卷调查ꎬ其中男童 ８０５ 名ꎬ女童 ７０７ 名ꎮ 纳入标准:
(１)足月正常生产、出生体重≥２ ５００ ｇꎻ(２)采血时无

消化道、呼吸道感染ꎻ(３) 排除先天性疾病及心、肝、
肾、血液系统等疾病ꎻ(４)近 ３ 个月内未服用铁剂或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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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补血药ꎬ体检无慢性出血者ꎮ
１.２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经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ꎬ组织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带孩子

于当地妇幼保健站进行体检ꎬ由接受过专门培训的调

查员面询式收集调查表ꎬ主要内容包括出生体重、家
庭经济收入、主要抚养人文化程度、喂养方式、辅食添

加情况等ꎮ 采用 Ｈｅｍｏｃｕｅ Ｈｂ ２０１ 型便携式血红蛋白

分析仪ꎬ在室温 １５ ~ ２２ ℃ 环境下ꎬ用采血针和专用血

片ꎬ采无名指指尖血现场测量ꎮ 血红蛋白仪每次使用

前要求校正ꎮ 参照 ２００８ 年«中华儿科杂志»编委会制

定的儿童贫血诊断标准:Ｈｂ<１１０ｇ / Ｌ[３] ꎮ 估计贫血患

病率时调整海拔的影响ꎬ以原诊断标准×[１×４％×该调

查点海拔高度 ( ｍ) / １ ０００] 校正计算血红蛋白含

量[４]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ꎬ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检验方法为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不同性别、民族儿童贫血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年龄儿童贫血患病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随年龄增高而降低ꎮ 家庭所

在地为农村的儿童贫血患病率较高ꎻ主要抚养人文化

程度和职业为文盲、务农的儿童贫血患病率最高ꎬ分
别为 ７４.９％ꎬ８２.５％ꎻ家庭人均收入每月<２ ０００ 元的儿

童贫血患病率较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饮食行为中ꎬ挑食的儿童贫血患病率较高ꎬ其中

偶尔摄入酸奶及奶制品、蔬菜、水果、蛋类、肉类、豆

类、坚果及谷薯类食品的儿童贫血患病率较高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调查中ꎬ６ 个月以内

婴儿共 １０１ 人ꎬ混合喂养和人工喂养的婴儿贫血患病

率(７３.１％ꎬ１９ / ２６ꎻ７５.０％ꎬ２１ / ２８)高于纯母乳喂养的婴

儿(４８.９％ꎬ２３ / ４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７８ꎬＰ<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中ꎬ儿童贫血患病率与家庭所在地、主

要抚养人文化程度和职业、家庭人均收入均相关ꎬ农
村儿童贫血患病率高于城市儿童ꎬ与其他研究结果一

致[５] ꎬ可能与基层儿童保健工作相对薄弱ꎬ健康教育

及宣传不能很好地落实有关ꎻ主要抚养人为文盲和务

农的儿童多为祖辈ꎬ多居住于草原从事放牧工作ꎬ文
化程度较低ꎬ对孩子的营养状未足够重视且缺乏一定

的科学育儿知识ꎻ家庭收入较低可能造成饮食结构不

合理ꎬ膳食质量不高ꎬ购买营养补充剂的能力降低ꎬ易
导致贫血的发生ꎮ
　 　 血红蛋白会随海拔高度上升而增加[６] ꎬ高海拔是

儿童发生贫血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７－８] ꎮ 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ꎬ甘南藏族自治州儿童贫血患病率在性别、民
族方面差异均无统 计 学 意 义ꎬ 与 类 似 报 道 结 果

一致[９] ꎮ

表 １　 不同组别高原地区儿童贫血患病率单因素分析

组别 人数 贫血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８０５ ５３８(６６.８) ７.５６ >０.０５

女 ７０７ ４５６(６４.５)
民族 藏族 １ ０８２ ７２２(６６.７) １.８７ >０.０５

汉族 ２６２ １６８(６４.１)
回族 １６８ １０４(６１.９)

年龄 / 岁 ０ １７２ １３２(７７.６) １２.８３ <０.０５
１ １９６ １３４(６８.４)
２ １７７ １１９(６７.２)
３ ３４０ ２２０(６４.７)
４ ２１０ １３６(６４.８)
５ ２３２ １４７(６３.４)
６ １８５ １１６(６２.７)

家庭所在地 农村 ７０１ ５１９(７４.０) ３９.４８ <０.０５
城镇 ８１１ ４７５(５８.６)

主要抚养人文化 文盲 ４２１ ３１５(７４.９) ２７.０５ <０.０５
　 程度 小学 ２６０ １７２(６６.２)

初中 １８８ １１０(５８.５)
高中 １４８ ９４(６３.５)
大专 １７３ ９９(５７.０)
大学 ３２２ ２０４(６３.４)

主要抚养人职业 家务 ５３０ ３５０(６６.０) ４４.２６ <０.０５
机关 ２０５ １２５(６０.８)
专技 １７８ ９４(５２.３)
农业 ２２８ １８８(８２.５)
其他 ３７１ ２３７(６４.０)

家庭人均收入 / 元 <２ ０００ ２６１ ２０５(７８.６) ３２.４５ <０.０５
２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６４２ ４３０(６７.０)
>５ ０００ ６０９ ３５９(５８.９)

是否挑食 是 ６６７ ４７４(７１.０) １４.４６ <０.０５
否 ８４５ ５２０(６１.６)

摄入奶粉 偶尔 １ ０６９ ７０３(６５.８) ０.０１ >０.０５
经常 ４４３ ２９１(６５.６)

摄入牛奶 偶尔 ９４６ ６３４(６７.０) １.８３ >０.０５
经常 ５６６ ３６０(６３.６)

摄入酸奶及奶 偶尔 １ １９１ ８０３(６７.４) ７.３０ <０.０５
　 制品 经常 ３２１ １９１(５９.４)
摄入蔬菜 偶尔 ７１５ ５２８(７３.９) ４０.４８ <０.０５

经常 ７９７ ４６６(５８.４)
摄入水果 偶尔 ６９６ ５２２(７５.０) ４９.０９ <０.０５

经常 ８１６ ４７２(５７.８)
摄入蛋类 偶尔 ９８９ ７０１(７０.９) ３４.０１ <０.０５

经常 ５２３ ２９３(５５.９)
摄入禽畜肉、鱼虾类 偶尔 ８２１ ５６９(６９.３) １０.３８ <０.０５

经常 ６９１ ４２５(６１.４)
摄入豆类及豆 偶尔 １ ２９４ ８７４(６７.５) １２.９４ <０.０５
　 制品 经常 ２１８ １２０(５５.０)
摄入坚果 偶尔 １ ２２９ ８４６(６８.８) ２７.０６ <０.０５

经常 ２８３ １４８(５２.５)
摄入谷薯类 偶尔 ８６６ ６０８(７０.２) １７.９６ <０.０５

经常 ６４６ ３８６(５９.８)

　 注:()内数字为患病率 / ％ꎻ饮食频率≤３ ｄ / 周为偶尔ꎬ≥４ ｄ / 周为经

常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６ 个月以内纯母乳喂养的婴儿贫

血患病率低于非纯母乳喂养的婴儿ꎬ与部分报道结果

一致[１０] ꎮ 母乳是婴儿最好的天然食品ꎬ虽然母乳中含

铁量较低但易吸收ꎬ能够满足 ６ 月龄内婴儿每日铁元

素的需要ꎻ但 ６ 个月应开始合理添加辅食ꎬ以减少贫血

的发生ꎮ 此外ꎬ挑食的婴幼儿更容易发生贫血ꎮ 挑食

导致各种含铁丰富食物摄入减少ꎬ进而影响铁元素吸

收ꎮ 藏区儿童淀粉食物添加过早ꎬ食用酥油、牦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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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普遍ꎬ与农牧区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ꎮ 受海拔、
气候、环境、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ꎬ蔬菜、水果、蛋类、
豆类和坚果等摄入较少ꎻ有一部分藏族居民不进食任
何肉类[１１] ꎬ动物性食品摄入不足ꎬ均是导致贫血率较
高的重要原因ꎮ 因此ꎬ对高原儿童饮食行为习惯进行
干预是防治贫血的有力措施之一[１２] ꎬ还应适当添加铁
强化食品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各年龄段儿童以 １ 岁内贫血患病
率最高ꎬ年龄越低ꎬ贫血的发生率越高ꎬ１ 岁以后逐渐
下降ꎬ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３－１４] ꎮ 藏族居民多居住在
农牧区ꎬ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风俗习惯等影响[１５] ꎬ
多以高脂肪、高能量以及面食为主ꎬ食物结构相对单
一ꎬ很少吃禽、鱼、蛋、豆类等食物ꎬ蔬果、水果摄入较
少[１６] ꎬ导致铁的吸收利用率偏低[１７] ꎮ 胎儿自孕妇怀
孕后容易营养摄入不均衡ꎬ造成先天铁储备不足ꎬ加
之生后第 １ 年是婴儿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ꎬ藏区添加
辅食大多是单一的面糊、藏粑类ꎬ亦会增加婴儿贫血
的发生ꎮ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ꎬ生长速度逐渐减慢ꎬ儿
童每日铁需要量相对减少ꎬ食物品种增加ꎬ贫血患病
率有所降低ꎮ 因此ꎬ应进一步做好贫血的宣传、防治
工作ꎬ加强孕期保健和营养知识普及ꎬ倡导食物多样
化ꎬ增加各种高铁食物摄入ꎬ首先改善孕产妇营养
状况ꎮ

综上所述ꎬ努力改善高原地区经济条件、积极开
展营养与生长发育监测ꎬ不断加强健康教育宣教和行
为指导干预ꎬ在倡导母乳喂养的同时ꎬ指导家长正确
添加辅食ꎬ纠正挑食、偏食等不良饮食习惯ꎬ做到均衡
营养、合理膳食ꎬ从而有效降低高原地区儿童贫血患
病率ꎬ提高营养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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