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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安徽省休宁县农村地区５０～７５岁妇女贫血
危险因素分析
张坚王春荣金少华
【摘要】

宋鹏坤孟丽苹满青青

贾尚春

目的分析安徽省休宁县农村地区５０～７５岁妇女贫血的相关危险冈素。方法以休宁

县农村５０～７５岁妇女为研究对象，进行血红蛋白（Ｈｂ）筛查和基本健康状况询问，年龄ｌ：１配对，最终病
例组、对照组各２０４人完成一般状况、饮食情况的问卷调查和相关血液生化指标测定及数据分析。结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体重分别为（４９．４±７．３）ｋｇ、（５２．５±８．４）ｋｇ（ｔ＝３．９７，Ｐ＜Ｏ．０１），腰围分别为（７５．８±
７．８）ｃｍ、（７９．１±９．３）ｃｍ（ｔ＝３．８５，Ｐ＜Ｏ．０１），ＢＭｌ分别为（２１．８±２．６）ｋｇ／ｍ２、（２２．９±３．２）ｋｇ／ｍ２（ｔ＝３．７７５，

Ｐ＜Ｏ．０１）。病例组和对照组的总蛋向分别为（７６．４±５．０）ｇ／Ｌ、（７８．４±５．６）ｇ／Ｌ（ｔ＝３．８３，Ｐ＜０．０１），自蛋白
分别为（４５．７±３．１）ｇ／Ｌ、（４７．３±２．９）ｇ／Ｌ（ｔ＝５．２４，Ｐ＜０．０１），血清铁分别为（１０．３±４．１）ｒｍａｏｌ／Ｌ、（１２．７±４．６）“

ｍｏｌ／Ｌ（ｔ＝５．４８，Ｐ＜０．０１），转铁蛋白饱和度分别为（１９．０±７．６）％、（２３．１±９．１）％（ｔ＝４．９０，Ｐ＜０．０１）。多因
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ＢＭＩ、主食、动物性食物、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Ａ的ＤＲ值（９５％Ｃ１）分别为
２．０（１．３—２．９）、１．６（１．１—２．３）、１．６（１．０～２．３）、１．４（１．０～２．１）、ｉ．６（１．１～２．４）。结论休宁县农村地区贫血
妇女的膳食质量、体格状况和相关血液指标均低于对照组，主食和动物性食物摄入量低、ＢＭＩ低、碳水化
合物和维牛素Ａ摄入量低为贫ＪｌｉＬ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贫血；危险【大１素；农村妇女；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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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２００２年营养调查数据

显示，６０岁以上老年人贫血患病率达到２９．１％…；特
别是农村地区，１９９２年６０岁以上妇女的贫血患病率

ＤＯ！：１ 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５

基金项日：中目营养学会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０５０３８）；雀巢基金资助

为３２．９％，到２００２年仍为３１．３％，降低幅度仅为

项目（２００４）

４．９％。科学研究老年人贫ｍ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ｌｆＪ围疾病预防控制ＩＩｌ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有着深远意义。

（张坚、王春荣、宋鹏坤、孟丽苹、满青青）；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金少华、贾尚春）

本研究以地处我国中南部的安徽省休宁县农村中老

生竺煎堡堕堂鸯毒！Ｑ堡！堡！旦箜！！鲞笙！塑竺塾堕！墅！垒！塑！竺！！坚！堡！！！塑！塑！曼９，Ｎ—ｏ．３

·２２８·

年妇女为对象，研究贫血与膳食营养状况之间的关

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Ａ、维生素ｃ、铁等作为自变

系，探讨长期有效的改善措施。

量分别建立三个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同归分析

对象与方法

模型。计算ＯＲ值和９５％ＣＩ，判定各因素对贫血发生
的影响强度。

１．调查点及研究对象：参考“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

表１变量赋值及含义

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项目的研究结果，选择安徽省

变量

赋值

文化水平

１＝初中以下，Ｏ＝初ｆ１１以上

经历食物短缺

ｌ＝是，Ｏ＝否

曾患慢性病

１＝是．Ｏ＝否

状况筛查，排除严重疾病患者，经左手指ＩｆｉＬ血红蛋白

ＢＭＩ

ｌ＝≤２２．１．０＝＞２２．１

（Ｈｂ）测定，Ｈｂ在９０一１２０ ｇ／Ｌ的轻度贫血患者作为

主食

ｌ＝≤３９１．７．Ｏ＝＞３９１．７

病例，Ｈｂ＞１３０ ｇ／Ｌ的妇女，与病例按年龄１：ｌ配对

动物性食物

ｌ＝≤６６．７．０＝＞６６．７

蔬菜

ｌ＝≤３８３．３．Ｏ＝＞３８３．３

水果

ｌ＝≤１２．６．０＝＞１２．６

豆类及聂制品

１＝≤３５．８．０＝＞３５．８

蛋［Ｊ质

ｌ＝≤５８．６．０＝＞５８．６

活动情况、生活方式及习惯、疾病史、女性牛理及生

碳水化合物

ｌ＝≤３２７．１．Ｏ＝＞３２７．１

育六方面进行个人健康状况调查；采用２４ ｈ回顾法

维生素Ａ

ｌ＝≤３７．１．０＝＞３７．１

维生素ｃ

１＝≤１０６．８．０＝＞１０６．８

铁

ｌ＝≤２２．２．０－－－－－＞２２．２

休宁县农村地区作为调查点，于２００６年４—６月进行
现场调查。首先对５０—７５岁的妇女进行基本健康

作为对照。向人选对象介绍项目要求，签订知情同
意书。
２．问卷调查：从一般情况、早年生活经历、体力

进行连续３ ｄ个人食物摄入量调查，并称鼍３ ｄ家庭
调味品消费量。

３．体格检查和血生化检测：身高、体重、腰围、血

结

压的测量按照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果

查项目中的要求进行；生化指标包括：红细胞游离原

１．研究对象入选情况：共对８６２名妇女进行Ｈｂ

卟啉（ＦＥＰ，比色法）、血清总蛋白（ＴＰ，双缩脲法）、白

筛查，检出贫血患者３４３例（Ｈｂ＜１２０ ｇ／Ｌ），贫血患

蛋白（ＡＬＢ，ＢＣＧ法）、血清铁（ＦＥ，亚铁嗪法）、血清

病率为３９．７％。符合人选条件且愿意参加项目的病

铁蛋白（ＦＥＲ，免疫比浊法）、总铁结合力（ＴＩＢＣ，比

例组２２０例，对照组２２０名。对４４０名研究对象进行

色法）、转铁蛋白饱和度（ＴＳ，％）＝（血清铁／总铁结

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血液生化检查。剔除问卷质

合力）×１００。

量不合格者１５名（病例９例，对照６名），血液生化结

４．质量控制：调查问卷部分经有关专家评定通

果缺失与异常者７名（病例４例，对照３名），剔除未

过，现场调查前进行预试验；问卷制定统一填写说

配对者，最后病例与对照各２０４名进入最终数据分

明；对调查员和血液样本采集、测定人员进行培训和

析，样本有效率达到９２．７％。

实习，考核合格后方能正式进入项目；调杏数据双人
录入并核对；统一制定数据整理规则。

２．两组一般情况的比较：由表２可见，病例组的
平均年龄为５９．５岁，对照组的平均年龄为５８．７岁，经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ＡＳ ８．２软件进行数据分

ｔ检验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组的Ｈｂ为

析处理。数据依变量类型分别用孑±ｓ和中位数（第

（１１２．３±６．９）ｇｍ，对照组的ｌｉｂ为（１３６．６±５．６）ｇ／Ｌ，

２５百分位数，第７５百分位数）即Ｍ（Ｐ：，，Ｐ，，）表示。

经ｔ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９．０９，Ｐ＜０．０００１）。

数据间的差别根据资料类型选用ｔ检验、＃检验或非

体格指标中，病例组的体重、腰围、ＢＭＩ均显著低于

参数检验，检验水准为０．０５。对基本情况、膳食及营

对照组，经ｔ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
３．两组血液生化指标的比较：由表３可以看出，

养素摄入状况拟合三个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模型。首先对变鼍重新赋值，分类变量按原编

病例组的总蛋白、白蛋白、血清铁水平及转铁蛋白饱

码，连续变量以中位数为界分为两层，各变量赋值

和度低于对照组，经ｔ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含义如表１所示；界定ａ＝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准。以贫

（Ｐ＜０．０１）。

血与否作为因变量，控制年龄和能量，分别以一般

４．两组食物摄人量比较：由表４可见，两组食物

情况中的是否经历食物短缺、文化水平、曾患慢性

摄入量中病例组的主食和动物性食物摄入量显著低

病、ＢＭＩ；以食物中的主食、动物性食物、蔬菜、水

于对照组，经Ｚ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５．９５，

果、豆类及豆制品；以能量调整后营养素中的蛋白

Ｐ－－０．０１；３ｃ２＝４．２４，Ｐ＝０．０４）。其中，动物性食物亚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２２９·

组中的水产类摄入量，病例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Ｐ＝Ｏ．０１；Ｘ２＝５．９１，Ｐ＝Ｏ．０２；妒＝３．６１，Ｐ＝Ｏ．０６），其

有统计学意义（￡＝６．０６，Ｐ＝Ｏ．０１）。

余各营养素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５营养素摄入量的比较［肼（Ｐ：，，Ｐ，，）］

表２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ｉ±ｓ）

主要营养素

对照组

病例组

５８．８（５１．７，６５．８）

蛋白质（ｇ／ｄ）
脂肪（ｇ／ｄ）

５８觑５２．３，６６．９）０．１６

５１．８（４３．７，６３．０）

碳水化合物（ｇ／ｄ）３３０．９（３０６．３，３５０．７）

５４．６（４６．８，６３．１）
３２３．８（３０４．９，３４２．８）４

维生素Ａ（嵋／ｄ）４３．９（１２．９，７０．５）
视黄醇当量（嵋／ｄ）３９５．３（２５０．３，６２６．３）

３３．７０２．７，６５．１ｒ
３８８．７（２５９．６，６２２．１）

维生素Ｂ２（ｍｇ／ｄ）０．６（Ｏ．５，０．６）０．５（Ｏ．５，０．６）
维生素Ｃ（ｍ∥ｄ）

１０４．４（６４．１，１４７．８）

维生素Ｅ（ｍ∥ｄ）

２６２（２１．９，３２．１）

膳食纤维（ｍ皆『ｄ）

９．６（８．０，１１２）

铁（ｍ州）
注：４平均每天活动时间为十家务、工作劳动、锻炼身体的时间；

６此处检验值为ｆ值；１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与对照相比，Ｐ＜Ｏ．０１

３３８．４（２９４．３，４０１ｔ３）

０．６９

２．６３ ０．０８
６．６１

Ｏ．Ｏｌ

５．９１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６９

Ｏ．８（Ｏ．７，１．０）０．３５

维生素Ｂ。（ｍｇ／ｄ）０．８（Ｏ．７，１．ｏ）

钙（ｍｇ／ｄ）

ｆ值Ｐ值

２０７１．３（１８１８．７，２３３１．Ｏ）１９９５．４（１７２８．６，２２９５．７）１．９２ ０．１７

能鼍（ｋｃａ舢）

０．５５

３．９１ ０．０５

１１０．９（６４．１，１５８．４）０．６３ ０．４３
２７．４（２４．４，３３．３）

２．舳０．０７

９．５（７．８，１１．２）０．０４ ０．８４
３５０．８（２８１４，４１７２）０．１６ ０．６９

２２．９（１９．８，２８．３）

２１．５０９．５，２５．９）

３．６ｌ

０．０６

注：各菏养素摄入量均纶能量渊整。与对照组相比，Ｐ＜Ｏ．０５

６．多因素分析：将基本情况、食物摄入量和营
养素摄入量及血液指标对贫血影响的纳入条件

表３两组血液生化指标的比较（ｉ±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ＢＭＩ、主食、动物性食物、碳水化合
物和维生素Ａ的ＯＲ值分别为２．０、１．６、１．６、１．４、１．６，
其中ＢＭＩ、主食和维生素Ａ的ＯＲ值９５％Ｃ／不包含１
（表６）。
表６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Ｏ．０１

表４两组食物摄入量的比较［ｇ，Ｍ（Ｐｚｓ，Ｐ，，）］
食物

对照组

病例组

ｆ值Ｐ值

主食（米面杂粮薯类）４００．ｏ（３４１．７，４４０．８）３７５．０（３２１．７，４１６．７ｒ ５．９５ ０．０ｌ

动物性食物

７６．７（５０．０，１２５．ｏ）

６６．７（３６．７，１００．Ｏ）４

４．２４ ０．０４

畜肉类

５０．Ｏ（３３．３，８３．３）４０．Ｏ（２６．７，６６．７ｒ

３．７８ ０，０５

禽肉类

３３．３（１６．７，４１．７）

１８．３（８．３，３３．３）４

３．９６ ０．０５

水产类

６６．７（４０．０，８０．ｏ）

５０．０（３３．３。６６．７）４

６．０６ ０．０１

轻度贫血患者即可造成老年人体力活动受限，

蛋类

２３．３（２０．０，４０．ｏ）

２３．３（２０．０，４５．Ｏ）０．５６ ０．４５

认知能力减退｜３‘５］，随着Ｈｂ进一步降低，可能导致充

奶类

５０．０（１３．３，６０．Ｏ）

１０．ｏ（１０．０，１５．Ｏ）０．５６ ０．４６

豆类及其制品

血ｌ生心力衰竭哺１，增加住院率和死亡率＂１。贫血患病

５５．８（３３．３，７０．ｏ）

５０．Ｏ（３３．３，８３．３）０．２７ Ｏ．６１

蔬菜

３９６．７（３２０．０，４７５．８）３８３．３（２９１．７，４６４．２）１．９１

讨

论

０．１７

率有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哺］。作为一个重要的

水果

１３．８（５．８，２９．匀

１５．４（７．５，３２．９）０．３２ ０．５７

公共卫生问题，老年贫血越来越受到关注。本研究

纯能鼍食物

３７．４（２７．４，５０．０）

３７．５（３０．３，５０．ｏ）

ｏ．１９ ０．６７

对５０～７５岁的农村妇女进行基本情况、体格指标、

食用油

３３．５（２５．１，４３．３）

３６．７（２９．２，４５．Ｏ）

１．３０ ０．２５

生化指标、膳食及营养素摄入量的综合分析得知，病

洒类

５０．Ｏ（４４．５，７８．６）

３９．３（８．５，５０．０）４

３．８３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Ｏ．０５

例组的体重、腰围和ＢＭＩ均较对照组差，说明贫血
者的营养状况比正常者差；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也

５．两组营养素摄人量的比较：利用“食物成分

说明，ＢＭＩ越低，患贫血的危险性增加；反之，如果增

表”计算主要营养素摄入量ｂ１。由表５可见，经能量

加ＢＭＩ可以改善贫血。但是国内外文献报道ＢＭＩ

调整后，病例组与对照组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Ａ和

的增加会导致高血压、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疾病的发

铁的摄入量经）ｃ２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６．６１，

生旧’１０１；我国学者提ｍ ＢＭＩ在２０～２４较适宜…］，所以

·２３０·

塑’流！！壅堂苤查！！！！堡！旦笙塑卷；鱼主塑

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对于贫血患者在适宜范围内增加ＢＭＩ，既可以改善

我国中南部农村地区妇女贫血的可能影响冈素；研

贫血症状又不增加患其他慢性病的危险。

究显示，主食摄入量低、ＢＭＩ低、维生素Ａ摄入量低

膳食方面，本研究结果湿示，病例组主要食物摄

为贫血的危险凶素；认为增加主食和动物性食物的

入量显著低于对照组，尤其是主食和动物性食物。

摄人量有利于改善人群营养状况，降低贫血患病率。

畜禽肉类等动物件食物能提供优质蛋白和血红素
铁，有利于血红蛋白形成。结合两组血液生化指标

（感谢休宁县和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领导和所有调查员

的支持与帮助以及中国营养学会和雀巢基金的大力支持）

可以看出，反映机体营养状况的总蛋白和白蛋白值
与膳食摄人状况是一致的。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显示，主食、维生素Ａ偏低均足贫血的危险冈素，需
整体提高病例组的营养状况。
铁是形成红细胞的重要物质，铁摄人不足、吸收
障碍导致的贫血国内外已有较多报道。本研究采用
食物成分标准数据库计算得到病例组膳食铁的摄人
量高于该年龄段妇女１５ ｍｇ铁的ＲＮＩ（推荐摄人
量），但从病例组的膳食结构上看，铁的主要来源是
粮谷类、蔬菜，两者合计达到６３％；而动物性食物、
豆类及其制品来源较少，两者合计在３０％。可以看
出相对易吸收的血红素铁摄人比例较小，而吸收率
仅为ｌ％～５％的非血红素铁所占比例较大¨２】。此
外，老年人消化系统退化，胃酸分泌减少，不利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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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确定病因，缺铁性贫血只占到１０％；这与国外报道
老年人贫血类型一致¨５｜。尽管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排
除了患有严重疾病者，选择的病例也仅为轻度贫血
患者，同时在调查问卷中询问了曾患慢性疾病的情
况，但仅采用问卷调查该人群可能患有的疾病难以
完全排除，建议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更深入的疾病检
查，明确基础疾病，以找出贫血的真正原因。
本研究以安徽省休宁县为调查点，初步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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