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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北京地区儿童末梢血微量元素与血铅分布
特点及相互关系的研究
宋文琪徐樨巍

【摘要】

目的

李启亮

蔡艳英

了解北京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儿童的微量元素和血铅含量的变化规律及其

相互关系。方法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对１３ ９２９名儿童进行末梢血铜、锌、钙、镁、铁及铅的检测。按
照儿童发育情况分为幼婴组、婴儿组、幼儿组、学龄前组、学龄组、青春发育期组；每个组又分成男、女
两组。分析比较不同年龄组和不同性别之间的微量元素分布及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

末梢血

铜、钙、镁在不同年龄组及各年龄组的不同性别间分布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末梢血锌含量水平
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平均含量为（８１．７１±１５．９１）弘ｍ０１／Ｌ，分布水平在各个年龄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且在婴儿组、幼儿组及学龄前组存在性别差异；儿童缺锌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总缺锌率
为１３．７％；在幼儿组、学龄前组及学龄组的男、女缺锌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末梢血铁含量随年龄
增长逐渐增高，平均含量为（８．２８±０．７８）ｍｍｏｌ／Ｌ，在婴儿组以后分布水平存在年龄差异，学龄组以后
存在性别差异；儿童缺铁率随年龄增长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总缺铁率为１２．９％；在幼婴期、学龄期及
青春发育期组男、女缺铁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铅水平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平均血铅水平为
（５９．９７±２６．５２）耀／Ｌ；各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幼儿组以后存在性别差异；儿童铅中毒随
年龄增长呈增加趋势，总的铅中毒率为８．２％；各年龄组儿童铅中毒率呈男性高于女性，男童铅中毒率
随年龄增长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除幼婴组和婴儿组外，其他年龄组男、女铅中毒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其中学龄前、学龄期和青春发育期组男、女差异更为显著。结论北京地区儿童钙缺乏已基本纠
正，但锌、铁缺乏较为明显，血铅水平普遍较高。
【关键词】铅；微量元素；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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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决定性作用…。铅对人体多种器官系统有影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统计软件，计量

响，儿童对铅中毒尤为敏感，可造成儿童贫血、神经

资料采用￡检验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Ｙ２检

发育异常、智力低下等。２ ｏ。为了解北京地区儿童期

验，双变量相关性检验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检验。

不同发育阶段及不同性别上述几种元素含量的变化

血铅数据首先进行正态转换后进行检验，以Ｐ＜

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为合理补充微量元素及防治铅

０．０５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界限。

中毒提供科学依据，对１３ ９２９名儿童末梢血铜、锌、
钙、镁、铁及铅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对象与方法

结

果

１．末梢血铜、锌、钙、镁、铁及铅检测：各年龄组和
不同性别间末梢血铜、锌、钙、镁、铁及铅的分布见表１。

１．对象：选自２００７年１—６月来北京儿童医院内

表１显示：末梢血铜、钙、镁在不同年龄组及其

科门诊就诊的部分儿童及保健门诊儿童共１３ ９２９名。

不同性别问的分布水平稳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其中男８２８９名，女５６４０名。年龄为２９天龄至１４岁。

（Ｐ＞０．０５）。末梢血锌含量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

按照儿童发育情况分为６个年龄组：２９天龄～６月龄

平均含量为（８１．７１±１５．９１）肚ｍｏｌ／Ｌ，其在各年龄组

（幼婴组）、７月龄～１２月龄（婴儿组）、～２岁（幼儿

之间分布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在

组）、３～６岁（学龄前组）、７～１２岁（学龄组）、１３～１４

婴儿组、幼儿组和学龄前组存在性别差异（Ｐ＜

岁（青春发育期组）。每个组又分成男、女两组。

０．０１）。血铁含量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平均含量为

２．方法：

（８．２８±０．７８）ｍｍｏｌ／Ｌ，从婴儿组以后的各组分布水

（１）标本采集：受检者常规进餐，将手指清洗干

平存在年龄差异（Ｐ＜０．０１），学龄组和青春发育期

净，由技术人员对手指消毒、擦干后采集末梢血

组存在性别差异（Ｐ＜０．０１）。血铅水平随年龄增长

２０肛１和４０肛１分别加入仪器配套的微量元素检测专

逐渐增高，平均血铅水平为（５９．０３±２６．３８）弘ｇ／Ｌ；各

用稀释液及血铅专用稀释液中混匀，待检。

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从幼

（２）仪器和试剂：仪器使用北京博晖创新光电仪

儿组以后的各组存在性别差异（Ｐ＜０．０１）。

器公司提供的ＢＨ５１００、ＢＨ２１００多通道原子吸收光

２．末梢血铜、锌、钙、镁、铁及铅分布的异常率分

谱仪。采用仪器配套的标准液、质控品及样品稀释

析：对１３ ９２９名儿童末梢血铜、锌、钙、镁、铁及铅检

液。所有操作严格按照仪器说明进行。

测结果显示，微量元素铜及两种宏量元素钙、镁在各

３．判定标准：微量元素以仪器厂家提供的参考

年龄组分布较稳定，且低标和超标的现象不明显。

值为标准，凡低于参考值下限者为低标人群，高于参

而微量元素锌、铁存在较为严重的低标现象，且铅中

考值上限者为高标人群，在参考值范围内者为正常

毒现象也较为明显（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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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北京地区１３ ９２９名儿童不同年龄组及不同性别末梢血铜、锌、钙、镁、铁和铅检测结果（ｊ±５）

注：。与相邻上一个年龄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６同年龄组男、女之间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分别表示末梢血锌、铅、铁检测结果的统计学分析

于男性，或两性持平的状态，青春发育期儿童缺锌率
男性高于女性；幼儿期、学龄前及学龄期男、女缺锌
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４．４、４．７７、４．１４，Ｐ＜
０．０５）。幼婴期儿童缺锌率较高（男３４％；女３７％），
而青春发育期儿童缺锌率最低（男７．０％；女４．５％）。

一摹ｖ料墩髫

（２）儿童缺铁率随年龄增长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总缺铁率为１２．９％；幼婴期和婴儿期缺铁率男性高
于女性，此后各年龄组缺铁率呈女性高于男性或两
性持平的趋势，在幼婴期和学龄期及青春发育期时，
男、女缺铁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６．９９、
１０．６５、１１．０５，Ｐ＜０．０１）；幼儿期以内的儿童缺铁率
较高（男５３．９％～２１．０％；女３８．１％～２２．０％），其中
女童在学龄期达最低点（５．３％），随后在青春发育期
又有上升（７．１％）。
（３）各年龄组儿童铅中毒率呈现男性高于女性
或两性持平，男童铅中毒率随年龄增长基本呈直线
上升趋势。幼婴及婴儿组男、女铅中毒率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幼儿组男、女铅中毒率的差

暴

祷
艏
导
采

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４．４８，Ｐ＜０．０５），而学龄前
组、学龄组和青春发育期组男、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Ｙ２＝１２．７５、６．９、９．０，Ｐ＜０．０１）；本研究对象总铅
中毒率为８．２％，幼婴组铅中毒率最低（男４．０％；女
０．９％）；男童在青春发育期时达最高（１３．５％），女童

图１

北京地区１３ ９２９名儿童不同性别问缺锌率、
缺铁率和铅中毒率的年龄分布

在学龄期达最高（８．９％）。
３．末梢血铅与铜、锌、钙、镁、铁之间的相关性分

（１）儿童缺锌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总缺锌

析：由表２得知，血铅与血铜、锌、钙、镁、铁呈显著的

率为１３．７％；学龄期及以前的各组，缺锌率呈女性高

负相关（Ｐ＜０．０１）。在铅以外的必需元素之间，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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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铁无显著相关性，其他元素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都处于较低水平，总体的平均血铁含量为（８．２８±

关系（Ｐ＜０．０１）。

０．７８）ｍｍｏｌ／Ｌ，未超过参考均值（９．６７ ｍｍ０１／Ｌ），这

表２

儿童末梢血铅与铜、锌、钙、镁、铁之间的
相关性分析

说明北京地区儿童铁不足现象普遍存在。儿童总缺
铁率为１２．９％，低于孙海丽等¨ｏ报道的儿童缺铁率

高达２８．０％。缺铁率的年龄及性别差异与缺锌率差
异造成的原因一致。幼儿期内缺铁率较高（男
５３，９％～２１．０％；女４２．５％～２２．０％），该阶段也正
是生理性贫血好发时期，根据ＷＨＯ统计小儿缺铁

性贫血发病率高达５２％，因此缺铁仍然是小儿营养
性贫血最主要的病因。女童在学龄期缺铁率达最低
点（５．３％），随后的青春发育期时缺铁率又有上升的
趋势（７．１％），可能与女童进入青春期后，在此年龄
段开始进入月经周期有关。
铅对人体多器官系统有影响，儿童对铅中毒尤

注：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讨

论

为敏感，可造成儿童贫血、神经发育异常、智力低下
等＂Ｊ。按照国际儿童铅中毒诊断标准，我国城市儿

末梢血锌在本研究各年龄组之间存在性别及分

童铅中毒流行率在３０％～４０％之间旧’９｜。本研究对

布水平的差异，尤其在幼儿期到学龄前期时男、女童

象平均血铅水平为（５９．０３±２６．３８）弘∥Ｌ，总的铅中

血锌含量水平和缺锌率均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是

毒率为８．２％，虽远低于３０％，但仍提示北京地区儿

由于男、女童之间的饮食习惯不同；另一方面与饮食

童血铅水平普遍较高，城市的铅污染严重。幼儿期

结构和胃肠的消化、吸收能力随年龄增长不断完善

以上的男、女铅中毒率有显著性差异，这是因为男童

有关。本研究对象总的缺锌率达到１３．７％，低于闫

自主活动范围大，好动，对事物好奇，接触铅污染的

春梅等Ｈ。对包头地区３６５例儿童末梢血锌检测的

机会多，更易发生铅中毒。幼婴期因与外界接触较

１８．９％的总缺锌率，略高于孙海丽等¨１对武汉地区

少，父母精心护理，不宜发生铅污染，铅中毒率最低

８０４例儿童末梢血锌含量检测的总缺锌率

（男４．３％；女０．９％）；男童在青春发育期时达最高

（１２．８％）。结果表明北京地区儿童血锌低标现象仍

（１３．５％），女童在学龄期时达最高（８．９％）。提示年

较普遍。不同于孙海丽等¨１分析的儿童缺锌率递减

龄大的儿童更易受到铅污染。

的顺序为婴儿组、学龄前组、学龄组、幼儿组，本研究

本研究表明，血铅与血铜、锌、钙、镁、铁呈显著

对象的缺锌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的趋势，顺序为婴

的负相关。在铅以外的必需元素之间，钙与铁无显

儿组、幼儿组、学龄前组、学龄组、青春发育期组；这

著相关性，其他元素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铅

是由于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的消化能力逐渐增强，饮

主要在消化道、呼吸道吸收。铅在肠道吸收过程中，

食品种多样化，锌的摄入量增加，使体内锌贮存量逐

与钙、铁、锌等元素共用小肠上皮上的同一离子转运

步提高。值得重视的是，在各年龄组普遍存在缺锌

通道，相互间存在竞争性抑制作用，铅一锌拮抗、铅一

的同时，仍有一部分儿童表现为高标的现象。如幼

钙拮抗、铅一铁拮抗，可导致体内相应元素缺乏。由

儿期以内有４．３％、学龄前期有２．２％的儿童血锌处

于钙在肠胃道吸收的绝对量远大于锌、铁等，由此可

于高标状态，这可能是过量补锌的缘故。

以推论钙离子在抑制血铅含量中起主要作用儿０｜。

末梢血铜、镁的检测结果与马占敏等№ｏ报道一

其次是铁和锌，而其他微量元素的作用可能被掩盖

致，基本无高标、低标现象。血钙检测结果不同于孙

而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及时补充锌、钙、铁等必需微

海丽等∞ｏ报道的儿童缺钙率高达３２．４％和马占敏

量元素，有利于减少铅的吸收。

等∞１报道的缺钙率高达１９．４４％的结果。本研究对

对北京地区儿童末梢血５种必需元素及血铅的

象仅在个别年龄组存在血钙低标的现象（如学龄前

研究结果表明，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对钙的缺乏和补

期有０．１８％研究对象为低标）。

充已有了一定的认识，而对铁、锌微量元素的缺乏还

末梢血铁含量在本组研究对象各年龄组的均值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母亲从孕期开始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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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合理膳食，多吃含丰富铁、钙、锌的食物，以预防
婴幼儿先天营养素的缺乏；同时要加强对家长及幼

儿园老师的健康教育宣传，强调科学合理的喂养方
法和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注意培养儿童良好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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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地区２００６年秋季５岁以下儿童下呼吸道感染
嗜肺军团菌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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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杭州地区２００６年秋季低龄儿童嗜肺军团菌（Ｌｐ）

表１

１３１例下呼吸道感染患儿ＩｇＭ或ＩｇＧ检测
与性别关系的秩和检验

感染情况，对５岁以下儿童下呼吸道感染进行了Ｌｐ检测。
１．材料与方法：选取２００６年９—１１月在浙江省儿童医
院呼吸科、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和杭州市第一、第二人民医院
儿科病房收住的下呼吸道感染（均符合支气管炎、肺炎的诊
断标准ｎ１）住院患儿１３１例。男童７４例，女童５７例；年龄２１
天龄至５岁，其中２１天龄至１岁３５例，１～３岁５７例，３～５
岁３９例；病程为１天至６个月。用ＥＬＩＳＡ法进行Ｌｐ

１～７

表２

型血清抗体（ＩｇＭ、ＩｇＧ）检测。检测试剂购自杭州默克生物技

１３１例下呼吸道感染患儿ＩｇＭ或ＩｇＧ检测
与城乡关系的秩和检验

术有限公司、由德国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公司生产。结果判断参
照试剂盒说明书。所有数据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处理。ＩｇＭ、
ＩｇＧ检测数据与年龄的关系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与性
别、城乡的关系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Ｒａｎｋ—Ｓｕｍ秩和检验。
２．结果：１３１例患儿中３０例Ｌｐ抗体阳性（阳性率
２２．９％），其中ＩｇＭ阳性２２例（１６．７９％），２１天龄～１岁２

３．讨论：本研究显示，２００６年秋季杭州地区５岁以下下

例，１～３岁１０例，３～５岁１０例；ＩｇＧ阳性８例（６．１１％），１～

呼吸道感染患儿有一定的Ｌｐ感染率，采用ＥＬＩＳＡ法进行了

３岁３例，３～５岁５例。ＩｇＭ或ＩｇＧ数据与年龄进行相关分

Ｌｐ １～７型血清ＩｇＭ、ＩｇＧ抗体检测，结果２２．９％阳性，其中

析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随年龄增长阳性率趋势也有统

ＩｇＭ阳性１６．７９％；与夏秋季是Ｌｐ感染高发季节有关。Ｌｐ

计学意义（ＩｇＭ：ｒ＝０．３４３９，Ｐ＝Ｏ．０００１；ＩｇＧ：ｒ＝０．２４３０，

感染随年龄增长而感染率增加，与报道相符。但男女性别问

Ｐ＝０．００５２）。男和女童感染者ＩｇＭ或ＩｇＧ数据秩和检验结

和城乡间感染均无差异，或许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小，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７１３，Ｐ＝０．１７８１）；见表１。城

还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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