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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农村婴幼儿营养、喂养
以及保健方面的性别差异研究
党少农颜虹

【摘要】

目的探索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婴幼儿营养、喂养以及保健方面的性别差异。方法

利

用西部农村大样本横断面调查数据，共调查１４ ５３２名儿童；运用Ｉ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控制有关背景因素来
估计性别在３岁以下农村儿童的营养、喂养和保健方面所起的作用。结果西部南北方地区男女儿
童的生长迟缓、低体重和消瘦患病率接近，但是控制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后，营养不良的性别差异只出
现在北方儿童中，表现为北方ｌ孩家庭的男童低体重的风险要高于女童（ＯＲ＝１．２７），３孩以上家庭
的男童患生长迟缓的风险却低于女童（Ｏ尺＝０．６０）；在南方地区无论是在１孩还是多孩家庭以上三指
标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北方地区只表现为２孩家庭的男童添加鸡蛋的频率要显著高于女童，而
此种情况也出现在南方１孩家庭中；此外，南方地区表现为２孩家庭的女童在４月龄内比男童更倾向
于接受纯母乳喂养。在保健方面，男童较女童更容易患病，贫血患病率分别为３６．２％和３３．４％，２周
感冒和腹泻患病率分别为２９．０％和２７．４％，１９．０％和１７．５％。结论

中国西部农村婴幼儿在营养、喂

养和保健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北方地区比南方地区表现突出。
【关键词】婴幼儿营养；儿童保健；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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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农村儿童在营养和健康等方面的性

非的发展中国家男童偏爱被认为是造成这些差异的

别差异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东南亚、中东和北

原因¨。３。。然而，有研究却提示这些性别差异可能并
不是很大，性别歧视未必只对女童不利‘４’５］。中国

基金项目：卫生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项目（ＹＨ００１）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６１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卫生统计教
研室

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尚不能藉此得出女童在
喂养和医疗利用等方面受到歧视而造成营养和健康
方面不如男童。为此对西部地区３岁以下儿童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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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喂养和保健方面的性别差异程度进行了研究。

表１

西部农村地区３岁以下儿童人口学特征

对象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利用２００１年夏季卫生部与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中国西部项目县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调
查资料。研究涉及中国西部新疆、甘肃、青海、宁夏、
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和江西等省（自治区）的４０
余个县，研究对象为调查县常住人口家庭户中年
龄＜３６月龄的儿童（即３岁以下儿童）。
２．研究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以低体重患
病率等儿童营养指标估算样本量并按多阶段随机抽
样法获得样本。采用问卷入户调查方式，调查项目
包括家庭一般情况、儿童保健、儿童喂养、儿童营养
［包括儿童身高、体重和血红蛋白（Ｈｂ）含量］和母亲
孕产期保健等¨＇７Ｉ。研究主要分析性别在儿童营
养、喂养以及疾病方面所起的作用。反映儿童营养
的指标是：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和贫血；反映儿童
喂养的指标是：４个月内的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持
续２４个月的比例和鸡蛋以及肉类辅食的添加频率；
反映儿童保健的指标是：感冒和腹泻的２周患病率
和免疫接种情况。由于有众多的背景因素与这些指
标有关旧。１１Ｉ，故在分析性别与这些指标间的关系时，
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来控制选择的背景因素，选择
的背景因素见表１。分析时考虑到调查地区差异
大，按地理环境分为北方地区（包括西北地区和内蒙
古）和南方地区（包括西南地区和江西）进行分析。
此外，考虑到家庭儿童数可能会影响到性别的作用，
以家庭现有儿童数分层后，考察不同儿童数的家庭
中性别的作用。
年龄别身高、年龄别体重和身高别体重ｚ值分
别低于２个标准差判断为生长迟缓、低体重和消瘦；
儿童Ｈｂ＜１１０ ｇ／Ｌ判断为贫血；４个月的纯母乳喂养

指标间关系。分析时各选择指标作为因变量，其量

定义为４月龄以上儿童在其４个月内除水外没有添

化标准分别为：营养不良（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

加任何辅食；鸡蛋和肉类辅食添加频率按如下划分：

是＝１，否＝０；贫血，是＝１，否＝０；４个月纯母乳喂

每天、２～３次／周、１次／周和每周不足１次，该分析

养，是＝１，否＝２；母乳喂养持续２４个月，是＝ｌ，

限制在６月龄以上儿童中；感冒和腹泻２周患病率

否＝２；鸡蛋和肉类辅食添加频率，每天＝１、２～

是指调查时２周内患感冒或腹泻的比例；免疫接种

３次／周＝２、１次／周＝３，每周不足１次＝４；患病（感

情况以１２～２５月龄儿童是否有免疫接种记录反映。

冒／腹泻），是＝１，否＝０；免疫接种记录，否＝ｌ，

３．统计学分析：利用ＥｐｉＩｎｆｏ ６．０软件建立数据

是＝０。性别作为自变量（男性＝０，女性＝１）纳入方

库，采用二次录入法录人数据。运用ＥｐｉＩｎｆｏ

６．０

程，同时包含选择的背景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从而估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ｙ模块计算年龄别Ｚ值，分析时根据

算调整背景因素后性别的０Ｒ值（男性／女性）来反

ｗＨＯ建议排除不合理的数据¨１Ｉ。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映性别的作用大小。本研究中将研究地区按地域分

归模型考察性别与选择的儿童营养喂养以及保健

层后估算南北方地区的０Ｒ值，这些估计均在以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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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庭儿童数分层下进行，根据本研究数据的特点，将家

表２

归模型非线性的特性。对等级性质的因变量指标采
用Ｏｒｄｉｎａｒｙ回归模型估算０Ｒ值。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各回归模型假设检验显著性水平均

设定为ａ＝０．０５（进入）和ａ＝０．１０（退出）。
结

果

１．样本的基本特征：共调查３岁以下儿童
１４

５３２人，男童占５７．４％，北方地区儿童占５３．８％，

少数民族占３１．７％，家庭的收入来源依旧以单纯的

南北方地区婴幼儿的营养状况、喂养状况
以及儿童保健状况指标的性别比较

庭儿童数分为三层，即１孩、２孩和３孩以上。所有
背景因素均化为分类变量（表１），以吻合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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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营养状况
生长迟缓
男性
女性
低体重
男性
女性
消瘦
男性
女性
喂养情况
４月龄内纯母乳喂养
男性
女性
母乳喂养超过２４个月

北方地区南方地区

合计

４２０ｌ（１５．４）３８（］２（２３．５）８００３（１９．２）
３２｛；２（１５ ５）２６７３（２４ ３）５９５５（１９．４）
４３２２（１３．５）３８７２（２１ ９）９１９４（１７．５）
３３６１（１２ ８）２７３ｌ（２１．９）６０９２（１６ ８）

４２７９（４ １）３８４３（４．１）
８１２２（４ １）
３３１９（３，６）２７０６（３．４）６０２５（３．６）

３９６２（６８ ９）３４７５（５４．５）７４３７（６２ ２）
３嘶５（６７ ７）２４５０（５５．８）５５１５（６２．４）

（２４～３５月龄）

农业为主，超过６０％的调查对象的家庭人口数在
４～６人之间，１３％的儿童母亲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９０％以上母亲在２０～３４岁间生育儿童；有８５．９％的
母亲做过产前检查，５３．６％的儿童出生在家里。
２．营养状况、喂养状况以及儿童保健状况指标
的性别比较：
（１）营养状况的性别比较：表２显示在对可能影
响因素调整前，生长迟缓、低体重和消瘦男女儿童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别为生长迟缓
１９．２％训ｓ．１９．４％，低体重１７．５％副ｓ．１６．８％，消瘦
４．１％口ｓ．３．６％。而且按南北方地区分析时南北婴
幼儿在生长迟缓、低体重和消瘦的患病上也都没有
发现性别上的差异（Ｐ＞０．０５）。
（２）喂养状况的性别比较：男女童４月龄纯母乳
喂养率均超过６０％，在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调整前男
童６月龄后添加鸡蛋的频率高于女童（Ｐ＜０．０５），
但在选择的其他的喂养指标上男女童没有显著的差
异。根据地域分层后发现，北方地区的男童６月龄
后添加鸡蛋的频率高于女童（Ｐ＜０．０５），而南方地
区的男童６月龄后添加肉类的频率高于女童（Ｐ＜
０．０５）。但不论南北方，男女童在纯母乳喂养率和母
乳喂养时间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２）。
（３）儿童保健的性别比较：在对可能的影响因素
调整前，发现男童较女童有较高贫血患病率（３６．２％
训ｓ．３３．４％，Ｐ＜０．０５），男童有较低无免疫接种记录

男性
女性
鸡蛋的添加频率（６月龄以卜）
男性
每天
２～３次／周
１次／周
每周不足１次
女性
每天
２～３次／Ｊ刮
１次／周
每周不足１次
肉类添加频率（６月龄以上）
男性
每天

２～３次／周
１次／周
每周不足１次
女性
每天

２～３次／周
１次／周
每周不足１次
儿童保健
贫血
男性
女性
最近２周内感冒
男性
女性
最近２周内腹泻
男性
女性
无免疫记录（１２～３５月龄）
男性
女性

１２３３（３０ １）１叭９（７．８）２２５０（２０．０）

９８７（２７ ２）

７２６（７．６）

２６４６“２８４９

１７１３（１８．４）
５４（）５“

（３５ ０）

（３０ ０）

（３２

（３５ ４）

（３５．５）

（３５ ４）

（１３ ９）

（１３ ４）

（１３

（１５ ７）

（２１ １）

（１８．５）

２１１２

（３７．１）
（３５．２）
（１４．６）
（１８ ２）

２６６８

（１３．２）
（２６．６）
（１９．５）

（４０．７）
２１３８

１９９０

（２６＿８）
（３７ ６）
（１４．５）
（２１．２）
３０８９“

（１８．７）
（４２ １）
（１７ ５）
（２１ ８）
２１８３

４）
７）

４１０２

５）
（３６．３）
（１４ ５）
（１９．６）
（２９

５７５８

（１６．２）
（３４ ９）

４）
（３（）．５）
（１８

４２３ｌ

（２０ ２）

（１８ ３）
（４６ ２）
（１６ ６）

（１５．７）
（３６．８）
（１８．４）

（３９．４）

（１９．０）

（２９．１）

（１３．１）
（２７．３）

２１３６（３６．３）“２０３５（３６．１）４１７１（３６．２）“
１６７５（３３．３）１４６８（３３ ５）３１４３（３３ ４）
３８９５（２７ ３）８２８４（２９．Ｏ）“
３４１０（２７．８）２７３１（２６．９）６１４１（２７．４）
４３８９（３０ ６）６

３８４６（１６．７）８２２９（１９．０）“
３４０６（１８ ９）２６９７（１５ ６）６１０３（１７．５）

４３８３（２１．０）８

２９８５（０．９）６

２５５７（４．５）“５５４２（２ ６）６

２３３６（１ ７）

１７６７（６．１）

４１０３（４．２）

注：研究指标在男女婴幼儿Ｉ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恿义：“』’＜
０．０５，６Ｐ＜０．叭；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比例（２．６％口ｓ．４．２％，Ｐ＜０．０１），但有较高感冒和

北方地区男童较女童有较高感冒（３０．６％口ｓ．

腹泻患病率（感冒２９．０％口ｓ．１７．４％，Ｐ＜０．０５；腹

２７．８％，Ｐ＜０．０１）和腹泻（２１．０％可５．１８．９％，Ｐ＜

泻１９．０％口ｓ．１７．５％，Ｐ＜０．０５）。按地域分层后显

０．０５）患病率，而南方地区男童比女童也有稍高的感

示，北方地区男性婴幼儿较女性婴幼儿有较高贫血

冒（２７．３％ｕ５．２６．９％）和腹泻（１６．７％口５．１５．６％）

患病率（３６．３％邯．３３．３％，Ｐ＜０．０１）。南北方男童

患病率，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表２）。

均比女童有较低的无免疫接种记录比例（Ｐ＜０．０５），

３．多因素分析结果：根据家庭儿童数，分别运用

堂堡煎堡疸堂壅查！！！！至！旦箜！！鲞箜！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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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调整选择的背景因素估算校正ｏＲ

地区都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表３）。

值，即对于各研究指标男童相对于女童的危险度。

（３）儿童保健：调整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发现，北

（１）营养状况：研究发现北方地区仅在３孩以上

方地区ｌ孩家庭中的男童患贫血的风险是女童的

的家庭中发现女童患生长迟缓的风险显著高于男童

１．２５倍（Ｐ＜０．０５），但在多孩家庭中没有观察到此

（０Ｒ＝０．６０，Ｐ＜０．０５），而低体重的性别差异只出现

现象，而在南方地区也没有观察到此现象。北方地

在１孩家庭中，即男童患低体重的风险是女童的１．２７

区的２孩家庭中，男童较女童容易患感冒（０Ｒ＝

倍（Ｐ＜０．０５）；但是在南方地区，不论在１孩家庭还是

１．２７，Ｐ＜０．０１），而南方地区却没有发现感冒和腹

多孩家庭中男女儿童在患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和

泻患病上的性别差异。在北方地区，各种家庭中的

贫血的风险上均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别（表３）。

女童没有免疫接种记录的风险都较男童为高（Ｐ＜

（２）喂养状况：研究发现，喂养指标上的性别差

０．０１），这种显著性别差异也出现在南方地区的２孩

异是零散出现的。在北方地区，对于２孩的家庭，男

家庭中（ＯＲ＝０．５７，Ｐ＜０．０５）（表３）。

童添加鸡蛋的频率要显著的高于女童（０Ｒ＝０．７４，

讨

Ｐ＜０．０１）；在南方地区，对于２孩的家庭，女童在４

论

月龄内比男童更倾向于接受纯母乳喂养（０Ｒ＝

研究发现，根据地域分层后南北方地区数据分

０．７５，Ｐ＜０．０５），而在１孩的家庭中，男童添加鸡蛋

析结果基本一致，即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但这些

的频率要显著高于女童（ｏＲ＝０．８７，Ｐ＜０．０５）。对

差异并不带有普遍性。进一步分析显示，控制了可

于其他指标，不论在１孩家庭还是多孩家庭南北方

能影响因素后性别差异的出现可能与儿童所在家庭

表３

南北方地区不同家庭儿童数中性别对营养状况、喂养状况以及儿童保健状况指标的作用。
家庭儿童数（ＯＲ值９５％Ｃ，６）

研究指标
营养状况
生长迟缓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低体重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消瘦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喂养状况
４月龄内纯母乳喂养（４月龄以上）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母乳喂养超过２４个月（２４～３５月龄）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鸡蛋添加每周不足１次（６月龄以上）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肉类添加每周不足１次（６月龄以上）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儿童保健状况
贫血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最近２周内患感冒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最近２周内患腹泻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无免疫接种记录（１２～３５月龄）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１孩

２孩

３孩以上

１．１７（０．９６～１．４２）

０．９６（Ｏ ７７～１．１８）

Ｏ

６０（０

Ｏ．９９（Ｏ．８６～１．１５）

０．８３（０．６６～１．０４）

０

８７ｆＯ．４０～１

１．２７（１．０４～１．５６）‘

０．９８（０．７９～Ｉ．２２）

０．７９ｆ０．５５～１．１４）

Ｏ．９９（Ｏ．８６～１．１５）

１．０５（Ｏ．８３～１．３５）

１．０２（０．４７～２．２４）

１．２６（Ｏ．８９～１．８１）

１．０３（０．７０～１．５１）

０．９７（０ ５３～１．７８）

１．１７（Ｏ．８５～１．６２）

１．３２（０．７９～２．２０）

Ｏ．８２（Ｏ．１２～５．５０）

０．９４（０．８１～１．０８）

１．１４（０．９６～１．３６）

１

０．９８（Ｏ．８１～１．１１）

０．７５（０．６０～０．９３）“

０．７６（０．３５～１．６５）

１．２１（Ｏ．９１～１．６２）

１．０５（０．７７～１．４４）

１．２８（０．８１～２．０５）

１．３４（０．８２～２．２０）

１．３６（０．６９～２．７０）

Ｏ．１１（０．０１～１．４０）

０．９０（０．７８～１．０４）

Ｏ．７４（Ｏ．６１～Ｏ．８９）６

Ｏ．８８（Ｏ．６３～１．２１）

Ｏ．８９ｆ０．７１～１．１０）

１．６３（０．７１～３．７５）

０．９６（０．８０～１ １５）

１．１４（０．８３～１．５５）

０

８７（０．７６～０ ９８）‘

１

０５（０

９１～１．２１）

０．９３（Ｏ．８２～１

０４）

０

９２（０．８２～１ ２４）

１．２５（１．０４～１．５０）‘

１．１５（Ｏ．９１～１．４５）

１．０９（０

１

９２～１

３０）

２４（Ｏ．９５～１．６４）

４３～Ｏ．８５）‘
９２）

１７（０．８７～１．５８）

２．０５（０

９６～４

３８）

１．０４（Ｏ．６６～１．６４）
１．２４（Ｏ．４７～３．３０）

１．０５（０．９２～１．２０）
１．０１（０．８８～１．１５）

１．１１（Ｏ．８９～１．３８）

１．０６（Ｏ．７８～１ ４７）
０．９３（０．４２～２．０４）

１．０３（０．９１～１．２５）
１．０２（０．８６～１．２０）

１．２０（１．００～１．４４）
１．０２（０．７９～１．３３）

１．０３（０．７３～１．４７）
０．８２（０．３０～２．２７）

０．４８（Ｏ．２６～０．８８）４
０．７１（Ｏ．５０～１．０１）

０．２２（Ｏ．１０～０，４８）４

Ｏ．１９（Ｏ．０４～Ｏ．９８）‘
Ｏ．６６（０．１８～２．４５）

１．２７（１．０６～１．４７）６

０．５７（Ｏ．３５～Ｏ．９５）。

。对研究地区按地域分层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分别进行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６女性为参考人群，ＯＲ＝１．００，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调整选
择的背景因素后估算的校正ＯＲ值及９５％ｃ，，背景因素见表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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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数有关，但这些性别差异不都是对女童不利，相

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可能给男童造成了营养和健康上

反多数有差异的研究指标反映出对男童更为不利。

的不利影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反映营养状况的指标方面，低体重的性别差

西部农村儿童在营养、喂养和保健方面的性别

异在北方地区有所表现，但不是普遍的，如１孩家庭

差异主要出现在只有ｉ孩和２孩家庭中，而在多孩

时，男童发生低体重的风险比女童增加２７％。而生

家庭中并没有观察到这样的差异，这可能提示性别

长迟缓的差异只在３孩家庭中表现为女童患病风险

差异的出现可能不是普遍的，即农村小年龄儿童性

高于男童。不论家庭孩子数的多少，南方地区男女

别上的差异可能并没有通常认为的大，即便是我们

儿童在生长迟缓、低体重和消瘦的患病风险上都没

在１孩家庭中所发现的性别差异也并非很大。另一

有观察到显著差异。这种营养状况上的性别差异与

方面，有研究观察到儿童在这些方面出现的性别差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结果相似Ｈ’５’７｜，提示西

异可能受到家庭其他儿童性别以及排行的影

部地区儿童营养状况方面的性别差异可能并不大，

响Ｈ’“。根据本研究样本，提示在多个孩子的家庭

但在某些情形下（如ｌ孩家庭），男童营养不良的风

中，女童比男童倾向于容易患生长迟缓，由于研究儿

险可能要比女童高。在喂养方面，我们的研究样本

童年龄小，大多数是家庭中最小的，而且资料没有收

也反映出一些性别差异，但主要集中在４月龄纯母

集家庭中其他儿童的性别，所以无法区分家庭其他

乳喂养和鸡蛋的添加上，提示男童可能倾向于早添

儿童对研究儿童的影响，这可能是造成本研究中２

加辅食，而且在添加辅食时鸡蛋的添加频率要显著

孩和３孩及以上家庭中多数研究指标没有出现显著

的高于女童。尽管各种类型的家庭都有这样的倾

的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对此需要进一步收集相关

向，但显著的性别差异却只表现在有２孩的家庭中。

数据分析验证。

我们以往在不同地区中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倾
向¨２’”一。在患病方面，男童也表现出较高的患贫血

参
ｌ

孩家庭中被观察到。北方男童也表现为容易患感染

ｌ

１

面，研究发现农村女童在免疫接种方面可能较男童
不足，这个性别差异特点在南北方地区的表现是一
致的，而且是惟一的突出表现为对女童不利的指标。
此外，本研究发现，儿童在上述方面的性别差异在北
方地区表现的比南方地区突出，值得关注。
在中国农村地区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家
庭对男童的关注程度要高于女童，以此可能推论出
女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要比男童差。尽管本研究也
发现在营养、喂养和保健方面可能存在着某些性别
差异，但与我们一般认识不同的是，在１孩家庭中，
男童患生长迟缓、贫血等疾病的风险都要高于女童。
这些反映营养和健康的结果变量上的性别差别可能
需要通过过程变量上的差别来解释，如研究发现男
女童在喂养方面是有差别的，表现为男童较女童倾
向于早添加辅食，这样的喂养方式可能对男童的营
养和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恰说
明家庭对男童的过分关注，但却给部分男童带来不
利的影响，在印度等国家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Ｔ引。
这个研究结果提示对于西部农村家庭，喂养和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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