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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时期是人身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对能量
和各种营养素的需求量高于成人ꎮ 奶类富含多种营
养素ꎬ世界各国膳食指南中均将奶类作为儿童每日膳
食的必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１６ 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
我国学龄前儿童每天饮用 ３００ ~ ４００ ｇ 的奶类或相当量
的奶制品ꎬ 学龄儿童推荐量为每天 ３００ ｇ[１] ꎮ 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结果显示ꎬ城
乡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奶类摄入量仅为 ２４.７ ｇꎬ不及
推荐量的 １ / １０ꎮ 因此ꎬ儿童应适当增加奶类摄入ꎮ 近
年国内外对奶类与儿童健康关系开展大量研究ꎬ本文
对这些研究进行比较与分析ꎮ

１　 奶类与儿童营养不良的关系
营养不良不仅会影响低收入国家儿童的健康、成

长、发展和生存[２] ꎬ也是造成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ꎮ 牛奶是多种营养成分的良好来源ꎬ常被作为治疗
营养不良儿童产品的重要组成成分ꎬ而且治疗效果与
牛奶的用量有关[３] ꎮ ２００９ 年 Ｌｉｅｎ 等[４] 对 ４５４ 名 ７ ~ ８
岁越南农村儿童进行 ６ 个月牛奶(包括普通牛奶和强
化牛奶)干预试验发现ꎬ牛奶干预组儿童的年龄别体
重和身高、血清铁蛋白和锌的水平、短期记忆值和相
关生活质量指标都明显得到改善ꎬ低体重和贫血发生
率下降ꎮ Ｏａｋｌｅｙ 等[３] 对 １ ８７４ 名 ６ ~ ５９ 个月的马拉维
儿童进行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ꎬ比较含 １０％牛奶的即
用型治疗食品(ＲＵＴＦ)与含 ２５％牛奶的 ＲＵＴＦ 对于严
重急性营养不良(ＳＡＭ)儿童的治疗效果ꎬ结果发现ꎬ４
周后 ２ 组分别有 ５７％和 ６４％的儿童恢复ꎬ８ 周后分别
有 ８１％和 ８４％ 儿童恢复ꎬ提示 ＲＵＴＦ 中牛奶含量越
高ꎬ对儿童营养不良的治疗效果越好ꎮ 牛奶还是一个
很好的为儿童提供锌、铁及其他微量营养素的载体ꎬ
有研究表明微量营养素强化牛奶对儿童营养不良的

改善作用更好ꎮ ２０１０ 年 Ｓａｚａｗａｌ 等[５]对 ６３３ 名 １ ~ ４ 岁

印度儿童进行 ＲＣＴꎬ观察到微量营养素强化牛奶干预

组儿童的体重、身高、血红蛋白水平、血清铁蛋白水平

的改善情况均比普通牛奶干预组好ꎮ

２　 奶类与儿童肥胖的关系
随着儿童肥胖率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增长ꎬ儿童

肥胖成为近年最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ꎬ但是目前

奶类与儿童肥胖关系的相关研究结果不一致[６－１０] ꎮ
２００３ 年 Ｚｅｍｅｌ 等[６－７] 的研究表明ꎬ奶类和膳食钙可能

有助于预防体重增加和减轻体重ꎬ与 Ｐｅｒｅｉｒａ 等[８] 对青

少年冠心病风险发展研究( ＣＡＲＤＩＡ) 结果一致ꎮ 但

２０１１ 年 Ｌｏｕｉｅ 等[９]对 ２ ~ １４ 岁儿童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进行系统综述ꎬ提示奶类摄入对儿童体重没有影响ꎮ
２０１４ 年 Ａｓｔｒｕｐ[１０] 研究发现ꎬ奶类能降低肥胖发生风

险ꎮ 关于奶类对儿童肥胖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

证实ꎮ
就肥胖相关的体脂而言ꎬ奶类与儿童体脂关系的

研究也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ꎮ ２００３ 年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１１]

进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ꎬ体脂与奶类或钙的摄入

量之间无相关关系ꎮ 但近几年的研究提示奶类摄入

有助于减少体脂[１２－１４] ꎬ如 ２０１５ 年 Ｋｅａｓｔ 等[１３] 利用美

国国家营养与健康监测数据( ＮＨＡＮＥ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中 ８ ~ １８ 岁儿童数据进行横断面研究ꎬ观察到奶类的

高摄入量与儿童低体脂水平有关ꎮ
有研究提示ꎬ奶类中的钙和蛋白质是影响儿童肥

胖的主要因素[１５－１９] ꎮ 高奶类摄入量和低体重 / 体脂之

间的关系与奶类中钙有关[１６] ꎻ奶类中的钙可以通过与

脂肪酸形成不溶性钙皂或与胆汁酸结合而干扰肠内

的脂肪吸收ꎬ减少膳食能量的摄入ꎬ从而达到减轻体

重的作用[１７] ꎻ另外也有研究表明ꎬ膳食钙可增加脂肪

氧化分解ꎬ有利于控制食欲和促进排泄[１８] ꎻ还有研究

认为ꎬ奶类中的蛋白质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减少能量

摄入[１５ꎬ１９] ꎮ

３　 奶类与儿童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近几年随着居民慢性病患病率的增高及逐渐年

轻化ꎬ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奶类与儿童心血管疾

病(ＣＶＤ)的关系ꎮ 有研究提示奶类的摄入与青少年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２０－２１] ꎬ如 Ａｂｒｅｕ 等[２１] 对 ４９４
名 １５ ~ １８ 岁青少年进行横断面研究ꎬ观察到牛奶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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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总乳制品、酸奶、奶酪等的摄入)与青少年心血
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ＯＲ ＝ ０.５３１)ꎮ 欧洲青少年营养

健康生活方式项目(ＨＥＬＥＮＡ)对欧洲 ８ 个城市 ５１１ 名

１２.５ ~ １７.５ 岁的青少年进行横断面研究ꎬ观察到奶类

的消费与女生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２０] ꎬ性别上的

差异值得深入研究ꎮ 此外ꎬ近年的研究大都是横断面

研究ꎬ需要进一步进行队列或干预研究加以证实ꎮ
奶类降低儿童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

处于探索阶段ꎮ 有研究提示ꎬ奶类中的脂肪、钙、镁、
钾、生物活性肽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水平ꎬ降低 ＣＶＤ
的风险[２２－２３] ꎮ 钙可能减少脂肪合成与促进脂肪分解ꎻ
钙、镁、钾还可以调节细胞内钙浓度ꎬ减少钠潴留ꎬ抑
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促炎症反应ꎬ减少血小板聚集ꎬ
降低肾血管阻力来控制血压水平[２４－２５] ꎮ 牛奶蛋白质

中的生物活性肽可以调节饱腹感、胰岛素水平、血压、
自由基摄取和改善血脂水平[２６] ꎮ 奶类脂肪中的丁酸

可能促进脂肪氧化ꎬ减少肝糖原利用[２７] ꎮ 奶类脂肪中

的亚油酸共轨异构体与改善血脂异常、抑制肥胖与代

谢产物相关的促炎症反应有关[２８－２９] ꎮ 这些因素都可

能与降低 ＣＶＤ 风险有关ꎮ

４　 奶类与儿童健康其他方面的关系
４.１　 牛奶与女孩月经初潮年龄的关系　 有研究显示ꎬ
月经初潮提前是女性发生乳腺癌的确定危险因素[３０]

和子宫内膜癌[３１] 的可能危险因素ꎮ 关于牛奶与女孩

月经初潮年龄的关系研究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ꎬ
需进一步探究[３２－３４] ꎮ ２００７ 年 Ｒｉｃｈ￣ｅｄｗａｒｄｓ 等[３２] 对蒙

古 ９ ~ １１ 岁儿童进行牛奶干预实验研究发现ꎬ干预后

蒙古儿童生长激素(ＧＨ)、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１(ＩＧＦ－
Ｉ)水平分别升高 １.０４ ｎｇ / ｍＬ 和 ６７.４１ ｎｇ / ｍＬꎬ提示牛

奶的摄入可使青春期前儿童 ＧＨ 和 ＩＧＦ－Ｉ 水平升高ꎬ
可能加速儿童青春期发育ꎮ ２０１２ 年 Ｃｈｅｎｇ 等[３３] 的综

述提示ꎬ牛奶中的动物蛋白质与女孩月经初潮年龄提

前有关ꎮ 但 ２０１５ 年 Ｃａｒｗｉｌｅ 等[３４]对 ５ ５８３ 名 ９ ~ １４ 岁

的美国女童进行队列研究ꎬ并没有观察到 ９ 岁以后女

童牛奶的饮用量与初潮年龄有关ꎮ
４.２　 牛奶与儿童心肺健康的关系　 目前关于牛奶与
儿童心肺健康的关系研究尚处于横断面研究的起步

阶段ꎬ需要后续的队列和干预研究ꎮ ２０１４ 年 ＨＥＬＥ￣
ＮＡ[２０]对欧洲 ８ 座城市 ５１１ 名 １２.５ ~ １７.５ 岁的青少年

进行横断面研究发现ꎬ牛奶、酸奶和乳饮料的消费与

减少儿童腰围和皮褶厚度以及促进儿童心肺健康有

关ꎮ ２０１６ 年 Ｍｏｓｃｈｏｎｉｓ 等[３５]对 ６００ 名 ９ ~ １３ 岁希腊儿

童进行横断面研究发现ꎬ摄入牛奶的希腊儿童 ２０ ｍ 耐

力往返跑(ＥＲＴ)的成绩更好ꎬ表明儿童心肺健康水平

越高ꎬ且这种作用可能与奶中的维生素 Ｂ２ 和 Ｂ１２ 有

关ꎮ 这些 Ｂ 族维生素在底物氧化、能量产生、血红蛋

白合成和红细胞生成中的关键作用可能是牛奶消费

与改善儿童心肺健康关系的重要因素ꎮ 但具体机制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ꎮ
４.３　 营养强化奶 / 发酵奶与儿童感染性、过敏性疾病

的关系　 呼吸道感染和腹泻ꎬ是中国乃至全球 ５ 岁及
以下儿童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３６] ꎮ 过敏性疾病(包
括哮喘、特应性皮炎和过敏性鼻炎)是影响儿童生活
质量的另一重要原因[３７] ꎮ 有研究表明ꎬ对 ５ 岁以下儿
童给予营养强化奶或发酵奶可以降低呼吸道感染、过
敏等疾病的发生[３８－４０] ꎮ ２０１４ 年 Ｌｉ 等[４０] 对我国 ３ ~ ４
岁儿童进行的 ＲＣＴ 试验显示ꎬ饮用强化各种营养素

[二十二碳六烯酸(ＤＨＡ)、聚葡萄糖(ＰＤＸ)、低聚半乳
糖(ＧＯＳ)、酵母 β－胰高血糖素以及维生素 Ａ、锌和铁]
地的牛奶制品(ＣＭＢＢ)与饮用普通牛奶儿童相比发生
急性呼吸道感染(ＡＲＩ)率更低ꎬ实验组患 ＡＲＩ 的平均
持续时间比对照组少 ０.８ ｄꎬ且实验组抗生素使用率
(５％)低于对照组(１４％)ꎮ ２０１６ 年 Ｐｏｎｔｅｓ 等[３９] 在此
基础上研究富含各种营养素的 ＣＭＢＢ 对巴西儿童是
否有同样的作用ꎬ他们对 １ ~ ４ 岁儿童进行 ＲＣＴ 实验ꎬ
结果显示ꎬＣＭＢＢ 组儿童发生过敏事件(ＡＭ)的风险比
普通牛奶组儿童低(ＨＲ＝ ０.６４)ꎬ但两组儿童发生呼吸
道感染和腹泻的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同年 Ｐｒｏ￣
ｄｅｕｓ 等[３８]对 ３ ~ ６ 岁俄罗斯儿童进行多中心(１２ 个日
托)双盲随机临床试验ꎬ发现发酵奶组与普通奶对照
组相比常见感染性疾病( ＣＩＤ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ꎬ但发酵奶组儿童发生鼻咽炎的风险低于对照组
(ＲＲ＝ ０.８２) ꎮ

综上所述ꎬ奶类不仅能改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
况ꎬ还可能会降低儿童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ꎬ但
其中的健康作用机制需要深入研究ꎮ 除此之外ꎬ奶类
对女孩月经初潮年龄的影响以及奶类中 Ｂ 族维生素
促进儿童心肺健康的作用还需要更多新的研究提供
证据ꎮ 对于 ５ 岁以下的儿童ꎬ营养强化奶和发酵奶能
降低呼吸道感染、过敏等疾病的发生率ꎬ这对于奶类
产品的开发也提供了新的思路ꎮ 有关奶类对儿童健

康作用的研究多见于国外ꎬ国内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明确奶类与儿童健康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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