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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牟劲松罗家有李艳萍帅志容刘晓辉
【摘要】

目的探讨中国农村７岁及以下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

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随机选择的７５８５名７岁及以下留守儿童和７５５７名对照组儿童进行调
查。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测量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单亲、双亲外出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生
长迟缓率分别为１４．９％、１７．９％和１６．３％；低体重率分别为７．２％、８．３％和７．６％；消瘦率分别为３．１％、

３．４％和３．３％；贫血检出率分别为１８．９％、２０．６％和１８．７％。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生长迟缓率高于单亲外
出留守儿童，贫血检出率留守儿童高于对照组儿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非条件ｌｏ昏ｓｔｉｃ同归

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年龄、低出生体重、散居、独生子女、母亲文化程度、每周吃早餐次数、每周吃零食
次数、看护人意愿、主要看护人类型等因素与留守儿童生长迟缓有关；儿童年龄、低出生体重、每周吃

零食次数、看护人意愿、佝偻病等因素与留守儿童低体重有关。结论农村留守儿童，尤其双亲外出
留守儿童，营养状况不容乐观，应进行营养干预，以改善营养状况。
【关键词】营养状况；农村；留守儿童；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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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时期营养对生长发育和健康成长有非常重

映，可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

要的作用。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高低，在某种程度

深入发展，农村留守儿童已形成一个特殊而庞大的

上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综合反

群体，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人数达到
５８００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嗽ｊ．ｉｓ锄．０２５４一“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６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０８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
健系（牟劲松、罗家有）；贵州省卫生厅（李艳萍）；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焦点之一。目前，国内还缺乏大样本的农村留守儿
童营养状况的研究报告。本研究拟通过农村留守儿

（帅志容）；江两省卫生厅（刘晓辉）

童营养状况的流行病学调查，探讨我国农村留守儿

通信作者：罗家有，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ｙｏｕｌｕｏ＠ｈｏ妇ａｉｌ．ｃｏｍ

童营养现况和主要的影响因素，为改善农村留守儿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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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营养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分别统一采用Ｈｘ．１型婴幼儿身高坐高计和
ＡＣＳ一２０一ＹＥ电子婴儿秤；３～７岁组儿童测量身高和

对象与方法

体重分别统一采用ｓｚＧ．１８０儿童身高坐高计和智

１．调查对象：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

能／动态电子台秤ＴｃＳ．６０ＥＨ。测量身高时，要求儿

本次调杏的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双亲外出留守

童赤足、脱帽（精度为０．１ ｃｍ，误差不超过Ｏ．５ ｃｍ）；

儿童）或其中的任一方（单亲外出留守儿童）目前为

测量体重时，要求儿童脱去鞋、帽、厚重衣物，排空大

在外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在外连续务工时间到调查

时间为止达到或超过６个月，儿童在当地居住时间

小便（精度为０．０１ ｋｇ，误差不超过０．０５ ｋｇ）。
（３）实验室检查：用毛细血管采集无名指末梢血

达到或超过６个月（不论户口是否在当地）的７岁及

２０

以下儿童（领养儿童除外）。对照儿童是指父母都在

白（Ｈｂ）。

ｕｌ，统一采用ｍ．２０００型血红蛋白仪测定血红蛋

家，与留守儿童居住地相同、性别相同、年龄相近（相

（４）评价标准：采用ｚ评分法评价儿童群体营养

差不超过２～３个月），按１：ｌ的比例随机抽取的７岁

状况，ｚ值计算公式为：ｚ值＝（测量数据一参考值中

及以下儿童。

位数）／参考值标准差。其中，参考值以ＷＨ０标准

２．样本与选择：

（２００６年）作为依据一Ｊ］。年龄别身高：ＨＡｚ＜一２Ｓ为

（１）样本量：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生长迟缓；年龄别体重：ｗ忆＜一２ｓ为低体重；身高

查（２００２年）报告结果泣３：农村５岁以下儿童生长迟

别体重：ｗＨｚ＜一２ｓ为消瘦。儿童贫血采用ｗＨＯ

缓率为１６．８％，低体重率为９．３％。本次调查样本量

提出的诊断标准：６月龄～６岁Ｈｂ低于１１０

以低体重率１０％为计算依据，按照ａ＝０．０５，６＝０．１

１４岁Ｈｂ低于１２０ ｇ／Ｌ哺］。

ｐ

计算，本次需要调查的留守儿童样本量约为７６００人。

ｇ／Ｌ，６～

４．质量控制：专家组制定具体的调查方案和问

（２）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

卷，并进行预调查；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严格统一的

方法进行抽样。首先，参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

培训；现场调查时，每日按５％的比例抽取调查对象

展中心提供的我国留守儿童地区分布资料ｂ Ｊ，在全

进行复测，以检验测量和调查项目的误差，误差容许

国留守儿童相对集中的四川、重庆、贵州、江西、湖

范围不超过１０％。

南、湖北、广东、海南、福建、浙江、江苏、河南、安徽

５．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建立数

１３个省（直辖市）中，按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分层，

据库，采用ＳＰＳＳ １５．０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

随机选择湖南、湖北、贵州、河南、安徽、江西、四川７

析。率的比较采用＃检验，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

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作为本次调查的项目省；然后，以

多因素的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分层依据，在好、中、差三类县

结

（市）中各随机抽取１个县（市）；最后，以经济发展水

果

平作为分层依据，在好、中、差三类乡（镇）中各随机

１．基本情况：本次实际抽样人数为１６ ２００人，实

抽取１个乡（镇），共２１个县６３个乡（镇）。被抽取的

际接受调查人数为１５ ４７８人，因为儿童生病、外出走

乡（镇）首先进行村摸底调查，编写各村７岁及以下

亲戚等原因造成失访７２２人，失访率为４．５％。剔除

儿童的名单，并注明年龄、性别、父母外出务工情

不合格调查表３３６份（包括漏项或逻辑错误或填写

况。然后从留守儿童名单中随机抽取不少于１２０名

不清楚），有效调查表１５ １４２份，有效应答率为

作为调查对象（原则上是以村为单位抽样，满足调查

９７．８％。被调查的１５ １４２名儿童中，留守儿童７５８５

人数即可），并根据留守儿童所在村按ｌ：１的比例选

名（单亲外出２７０７名，双亲外出４８７８名），对照儿童

取性别相同、年龄相近的对照儿童。

７５５７名；留守儿童平均年龄（３．６４±１．８７）岁，年龄最

３．调查内容和方法：

小者０．５０岁，最大者７．９２岁。男童为４２８３（５６．５％）

（１）询问调查：通过培训合格的调查员，进行面

名，女童为３３０２（４３．５％）名，男女性别比为１．３０：ｌ。

对面询问调查。其内容包括儿童家庭基本情况（人

留守儿童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０．３７±Ｏ．３１）万元，对

口数、经济收入等）、主要看护人一般情况（年龄、民

照儿童家庭人均年收入（０．４０±０．３６）万元。留守儿

族、文化程度等）和儿童一般情况（年龄、性别、民族、

童与对照儿童在年龄、性别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出生记录、饮食行为、生活习惯等）。

意义；在家庭人均年收入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２）体格测量：３岁以下组儿童测量身长和体重

义（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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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我国部分地区农村７岁及以下留守，对照儿童
人口学特征
特征
年龄（岁。ｉ±ｓ）

对照儿童

ｆ值

Ｐ值

３．６４±１．８７

３．６３±１．８７

０．２６７

Ｏ．７９４

０．２９ｌ

１．Ｏｏｏ

年龄（岁）
Ｏ～

２

ｌ～

９

）７

２
９

）Ｏ

２＿

２

Ｏ

２

９

３～

２

５

２

６

７

５～

７

６～

Ｚ●Ｏ

７－

４∞砸Ｂ铝“蹦如锣

，‘；｝５

（２）贫血检出率：单亲、双亲外出留守儿童和对
照组儿童贫血检出率分别为１８．９％（５１２／２７０７）、

留守儿童

４＿

·４４ｌ·

２０．６％（１００３／４８７８）和１８．７％（１４１３／７５５７），三者之间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妒＝６．９８０，尸＝Ｏ．０３０）。两两
比较发现：双亲外出留守儿童贫血检出率高于对照
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６．５７８，Ｐ＝Ｏ．０１０）。
４．农村留守儿童生长迟缓和低体重影响因素
分析：

２●Ｏ

＾＾
Ｊ乞＆丘丘ｉ王９ ８）

４

呶默似州踬蜮坝州

，‘ｉ；５

（１）生长迟缓影响因素：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１７个因素（儿童年龄、分娩方式、低
７蔓ｉ丘矗ｉ王名 ６－卜７）

出生体重、出生是否足月、散居、独生子女、父亲／母

性别
男

４２８３（５６．５）４２９７（５６．９）

女

３３０２（４３．５）３２６０（４３．１）

家庭人蓝阵收人（万元ｉ±５）Ｏ．３７±０．３ｌ

Ｏ．４０±Ｏ．３６－４．７０３４

亲文化程度、每周吃早餐次数、喝牛奶次数、吃零食
次数、偏食挑食、看护人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
０．００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ｆ检验

入、看护意愿、主要看护人类型、抚养费）进行多因
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ｎｖａｒｄ，ａ八＝

２．身高、体重和胁重测信度：本次调查重复测

０．０５，伍出＝０．１０），结果显示：儿童年龄、低出生体重、

量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３８０对，合计７６０人，重测信

散居、独生子女、母亲文化程度、每周吃早餐次数、每

度通过比较两次测量的相关性，以检验其信度。本

周吃零食次数、看护人意愿、主要看护人类型９个因

次调查重测信度较好，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两次测

素与生长迟缓有关（表３）。

量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２）低体重影响因素：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

留守儿童身高、体重和Ｈｂ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Ｏ．８５０、

计学意义的１８个因素（儿童年龄、分娩方式、低出生

０．８７８和０．８４６，对照儿童身高、体重和Ｈｂ的相关系

体重、出生是否足月、独生子女、有无佝偻病，父亲年

数分别为Ｏ．８３６、Ｏ．８５５和Ｏ．８４２。

龄、文化程度、外出务工，母亲文化程度、外出务工、

３．营养状况：

外出务工时间、每周吃早餐次数、喝牛奶次数、吃零

（１）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和消瘦率：单亲、双亲

食次数、看护人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看护意

外出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的生长迟缓率分别为

愿）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
年龄、低出生体重、每周吃零食次数、看护人意愿、佝

１４．９％、ｌ ７．９％和１ ６．３％，三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ｆ＝１２．４４５，Ｐ＝ｏ．００２）。两两比较发现双亲外出
留守儿童生长迟缓率高于单亲外出留守儿童，差异

偻病５个因素与低体重有关（表４）。
讨

论

有统计学意义（￡分割法，检验水准ａ’＝０．０１２５：ｒ＝
１１．５６２，Ｐ＝０．００１）。

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双方或一方进人城市造成的

单亲、双亲外出留守和对照儿童低体重率分别

亲子分离和家庭结构不完整，使留守儿童赖以生存、

为７．２％、８．３％和７．６％，消瘦率分别为３．１％、３．４％和

生活和成长的环境产生剧烈变动。处于隔代监护或

３．３％。双亲外出留守儿童低体重率和消瘦率均高于

寄养环境下生活的农村留守儿童，在父母亲双方尤

单亲外出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但其差异在三者之

其是母亲监护缺位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保障、膳食营

间均无统计学意义（）Ｃ ２＝３．０５０，Ｐ＝０．２１８；）ｃ ２＝

养、生长发育等将会受到影响。

０．５２ｌ。Ｐ＝Ｏ．７７０），见表２。
表２我国部分地仄农村７岁及以下留守，对照儿童
营养不良患病率比较

１．农村留守儿童营养状况：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单亲、双亲外出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的生长迟缓率
分别为１４．９％、１７．９％和１６．３％；低体重率分别为
７．２％、８．３％和７．６％；贫血检出率分别为１８．９％、
２０．６％和１８．７％。略低于２００２年全国营养调查农村

５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和贫血检出率
指标水平（分别为１７．３％、９．３％和２０．８％）㈨。从这三
注：括号外数据为患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患病率（％）

个指标水平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儿童营养不良状况较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ｎｌ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４４２·

表３农村留守儿童生长迟缓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表４农村留守儿童低体重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非条件ｌｏｇｊｓｔｉｃ分析
人选变量

ｐ≥箸Ｐ值

年龄（岁）

５９．１８ｌ

Ｏ．ＯＯＯ

＜ｌ

。尺值（９５％ｃＤ

１．Ｏｏｏ

１＿

Ｏ．４３４

Ｏ．６３０

０．４２７

１．５４３（Ｏ．５２９—４．５０７）

２～

Ｏ．５７８

１．１５５

Ｏ．２８３

１．７８２（Ｏ．６２ｌ～５．１１２）

３～

Ｏ．７１７

１．７９ｌ

Ｏ．１８１

２．０４８（０．７１７—５．８５４）

４～

Ｏ．７９９

２．２３８

Ｏ．１３５

２．２２３（Ｏ．７８ｌ一６．３２８）

５～

１．２１６

５．２８ｌ

０．０２２

３．３７４（１．１９６—９．５１９）

６－

１．４９９

８．０３３

０．００５

４．４７９（１．５８８一１２．６３３）

７＿

１１５０３

７．６２９

０．００６

４．４９７（１．５４７一ｌ ３．０７０）

０．７２０

７．４３３

Ｏ．００６

２．０５４（１．２２４—３．４４７）

３２．８５９

Ｏ．Ｏｏｏ

１４．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９（０．４７０一Ｏ．７９０）

几乎每天（≥６次／周）一Ｏ．７５３ ３２．５５７

Ｏ．ｏｏＯ

０．４７ｌ（Ｏ．３６４—０．６ｌｏ）

低出生体重
每周吃次零食

偶匀捌枞不（≤１—２次周）
经常（３～５次／周）

１．Ｏｏｏ
一０．４９６

看护人意愿

８．２２２

Ｏ．０１６
１．０００

不愿意
愿意

一０．４１７

３．１４５

Ｏ．０７６

０．６５９（Ｏ．４ｌ ５—１．０４５）

非常愿意

一０．７２５

７．４２９

Ｏ．００６

Ｏ．４８４（Ｏ．２８８～Ｏ．８１６）

０．５３４

９．９３２

Ｏ．００２

１．７０６（１．２２４—２．３７８）

佝偻病

调查结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单亲外出
留守儿童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和消瘦率皆略低于
对照儿童，尽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提
高了家庭生活水平，为儿童营养健康提供了必要的

物质保证；另一方面是因为单亲外出留守儿童仍由
母亲或父亲照顾，而非隔代抚养，能得到良好的营养
照顾。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２．农村留守儿童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多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低出生体重为留守儿童生长迟缓和
低体重的危险因素（ＤＲ值分别为１．９２５和２．０５４）。
这与张亚明等阳，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低出生体
６年前又有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低体重率和贫血

重是儿童早期营养不良的主要影响因素”。低出生

患病率。

体重是母亲孕期营养缺乏或胎儿早产所致，正因为

调查结果显示：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生长迟缓率、
低体重率和贫血检出率皆比单亲外出留守儿童和对

如此，预防儿童营养不良，应从“加强妇女孕期保健、
改善孕妇营养状况”做起。

照组儿童高。这与侍建波等一１的报道结果基本一

农村留守儿童生长迟缓和低体重发生的危险性

致。究其原因，８０％以上的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由祖

均有随年龄增大而增高的趋势，其原因可能与看护

辈照看，隔代抚养可能不利于儿童营养照顾。例如

人对待不同年龄儿童的态度有关，看护人对待年龄

陈明霞等旧。的研究也发现“非母亲照顾是５岁以下儿

较小的留守儿童，照顾得较为细致与周到，而对待年

童营养不良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隔代抚养的儿童

龄较大的留守儿童，照顾有所松懈。

可能更容易发生营养不良”。调查结果提示：农村留

经常吃早餐者和经常吃健康零食者，其生长迟

守儿童中，双亲外出留守儿童营养不良现象更加突

缓或低体重的风险减少。因此，在留守儿童营养健

出，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康教育中，倡导健康的饮食行为，有利于减少营养不

生堡煎堡塑堂鲞查兰塑笙！旦箜！！堂笙！塑壁堕！墅璺竺！！！！坚塑！塑！！迪！：垫：堕！：！
良的发生。

·４４３·

进行了分析，为留守儿童营养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儿童时期患病将对儿童生长发育产生影响。本

［本次调查项目得到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资助；在现

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患佝偻病者，低体重的危险

场工作中湖南、湖北、贵州、河南、安徽、江西、四川项目省卫生厅妇

性较高（ＯＲ＝１．７０６），即佝偻病将增加留守儿童营养
不良的风险。与董训兰和石国光…１、蔡丽如等¨¨报

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和妇幼保健院（所）及相关地（市）、县（市）卫生
局和妇幼保健院（所）给予支持］

道的结果一致，即“佝偻病与营养不良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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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农村留守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与看
护情况有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非父母亲照顾

［７］侍建波，刘明明，李中典，等．东海县农村５岁以下留守儿童体
格发育状况调查．江苏预防医学。２００７，１８（１）：５３—５５．
［８］陈明霞．何武，富振英，等．２０００年中国不同地区５岁以下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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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董训兰。石围光．小儿佝偻病与贫血及营养不良关系的调查．中

时，本研究发现看护人意愿是儿童低体重的保护因
素，看护意愿越强，发生低体重的危险性越低（愿

意：伽＝Ｏ．６５９；非常愿意：伽＝０．４８４）。提示：父母

国妇幼保健，２００３．１８（６）：３６８．

［１１］蔡丽如，王盈盈，苏钊，等．泉州市７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及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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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闪素分析．卫生研究，１９９６，２５增刊：８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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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结果揭示了我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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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７岁及以下留守儿童营养状况，并对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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