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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浓度与智力发育
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洪世欣郑俊池任爱国

杨雷刘建蒙叶荣伟
【摘要】

目的探讨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Ｈｂ）浓度与智力发育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河北、江苏、浙江３省２１个市县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出生的７３３１名儿童。平均５４月龄时测
量ｌｉｂ浓度；平均６８月龄时使用中国一韦氏幼儿智力量表进行智力测试。分析Ｆｉｂ浓度与全量表智
商、语言智商和操作智商得分之间的关系。结果贫血组与非贫血组儿童的语言智商得分分别为
９１．６±１８．０、９２．３±１７．５（Ｐ＝０．１４４），操作智商得分分别为１０２．２±１５．６、１０３．１±１５．Ｏ（Ｐ＝Ｏ．０５５），全
量表智商得分分别为９６．４±１７．１、９７．３±１６．４（Ｐ＝０．０７９）。调整儿童性别、智力测量时月龄、地区、

产次以及母亲智商、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之后，贫血组儿童发生低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全量表智
商得分的风险是非贫血儿童的１．３倍（ＯＲ＝１．３，９５％ＣＩ：１．１一１．６）、１．３倍（ＯＲ＝１．３，９５％ＣＩ：１．１～
１．５）和１．４倍（０Ｒ＝１．４，９５％ＣＩ：１．２—１．６）。按照每２０个百分位间隔将Ｈｂ浓度分成５组分析，ｌｉｂ浓
度偏低组（Ｈｂ＜１１０ ｅ／Ｌ）、中等浓度组（１１７ ｇ／Ｌ一＜Ｈｂ＜１２２ ｇ，Ｌ）、偏高组（Ｈｂ≥１３０ ｇ／Ｌ）ＪＬ童的语言
智商得分分别为９０．６±１８．１、９４．０±１７．６、９１．０±１６．４；操作智商得分分别为１０２．２±１５．７、１０４．６±
１４．８、１００．５±１４．９，全量表智商得分分别为９５．９±１７．３、９９．Ｏ±１６．４、９５．２±１５．６；Ｈｂ浓度偏低或偏高
组儿童的智力得分均低于ｌｉｂ水平中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调整混杂因素后，Ｆｉｂ

浓度偏低组儿童发生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全量表智商得分较低的风险是Ｈｂ浓度中等浓度组儿童
的１．４倍（ＯＲ＝１．４，９５％ＣＩ：１．Ｉ一１．７）、１－４倍（ＯＲ＝１．４，９５％ＣＩ：１．１一１．８）和１．５倍（ＯＲ＝１．５，９５％ｃ，：
１．２一１．８）。未见Ｆｉｂ浓度偏高组儿童发生低智商得分的风险高于Ｆｉｂ水平中等组。结论儿童低
Ｈｂ浓度可能对智力发育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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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贫血患病率为４６％一６６％，其中约５０％为缺铁性

的儿童２０名，出生日期不详的儿童１名，最终７３３１

贫血（ＩＤＡ）ｎ）。近年来，儿童不同发育时期的铁营养

名儿童（９９．７％）纳入分析。智力测定时儿童平均

状况水平与其智力、精神行为发育之间的关系受到

（６７．６＋７．４）月龄。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动物实验表明，铁缺乏影响中

本次研究利用了前述三个阶段研究所建立的数

枢神经系统发育和认知功能拉圳。以人群为基础的

据库。母亲孕产期的相关资料来自第一阶段研究，

小样本观察性研究表明，生命早期缺铁会导致长期

儿童Ｈｂ测量数据来自第二阶段研究，儿童智力测量

持续性的智力及精神行为发育迟缓ｂｑ引。然而为阐

结果来自第ｉ阶段研究。

明补铁措施对婴幼儿认知功能的影响而进行的几项

２．贫血诊断标准：首先参考ＷＨＯ推荐的标准

研究结果不一致¨¨５｜。目前，对于铁营养状况水平

划分儿童贫血程度：①轻度贫血：０—５９月龄组ｌｉｂ

与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智力发育水平是否存在关联

浓度＜１１０ ｇ／Ｌ，５一１１岁组Ｈｂ浓度＜１１５ ｇ／Ｌ；②中

这一问题，尚无肯定的结论。另外，已有的研究大多

度贫血：各年龄组ｍ浓度＜９０ ｇ／Ｌ；③重度贫血：各

集中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

年龄组Ｈｂ浓度＜８０

平较差的地区，研究对象在缺铁的同时往往伴随着

行分组（即Ｈｂ＜Ｐ２０、Ｐ２０≤Ｈｂ＜Ｐ４０、Ｐ４０≤ｌｉｂ·＜

营养不良以及疟疾、钩虫感染以及艾滋病等感染性

Ｐ６０、Ｐ６０≤Ｈｂ＜Ｐ８０、Ｈｂ≥Ｐ８０）。将Ｈｂ浓度＜Ｐ２０

疾病，因而很难排除其他因素的混杂作用。本研究

划分为Ｈｂ浓度偏低组，将Ｈｂ浓度＞Ｐ８０划分为Ｈｂ

的目的是利用我国大样本数据，探索儿童血红蛋白

浓度偏高组，将Ｈｂ浓度介于Ｐ４０和Ｐ６０之间者划分

（Ｈｂ）浓度与儿童一年后智力发育水平之间的关系。

为Ｈｂ浓度中等组。比较低Ｈｂ浓度组和高Ｈｂ浓度

对象与方法

ｇ／Ｌ。采用５分位，对胁浓度进

组与中等Ｈｂ浓度组儿童智力之间的差异。
３．智力发育水平评价：采用中国一韦氏幼儿智力

１．研究对象：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北京大学医学部

量表（Ｃ．ＷＹＣＳＩ）城市用版进行评价。该量表包含１０

（原北京医科大学）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ＵＳ

个分测验，其中５个语言分测验分别是：知识、图片词

ＣＤＣ）合作，在我国北方５个县（河北省满城县、香河

汇、算术、图片概括、领悟；５个操作分测验分别是：动

县、乐亭县、丰润县、元氏县）和南方的１６个市县（浙

物下蛋、图画填充、迷津、视觉分析、木块图案。通过

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嘉兴郊区、海盐县、平湖市、桐

测验先得到各个分测验粗分，然后转化为量表分，分

乡市、海宁市、慈溪市、奉化市、宁海县、鄞县；江苏省

测验量表分相加得到语言和操作量表分，对应得到总

昆山市、太仓市、吴江市、吴县市和锡山市）开展了妇

量表分，最后将量表分换算为智商。同时，采用韦氏

女同受孕期增补叶酸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的人群干

成人智力量表对儿童母亲的智力进行测定。对测试

预试验ｎ引。该研究募集并成功随访到２４７ ８３１名孕

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并全部考核合格。

妇的妊娠结局，并收集了妇女的一般情况和孕产期
检查情况。

４．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ｉ±ｓ）
表示，采用ｔ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组间均数比较；计数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０年２月，对参加干预试验的

资料用比例（％）进行描述，用３ｃ２检验进行率的比较。

２４７

８３１名妇女所生育的儿童进行随访，共随访到

在对智商进行二值分析时，按智商得分Ｐ１５分为低智

２２６

４９５名单胎存活儿童［平均（５３．９±７．４）月龄］，测

商得分和正常智商得分，分析贫血与否以及Ｈｂ不同

量儿童的ｍ浓度（氰化高铁法）、身高和体重¨引。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１年７月，从２２６ ４９５名儿童
中按市县随机抽取７３５２名儿童（每个市县各３５０

水平与低智商得分风险之间的关联强度（伽值）及
９５％ＣＩ。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控
制儿童性别、智测时年龄、地区（南、北方）、产次（初

虫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４月第３１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３９１·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４

产、经产）以及母亲智商（＜Ｐ１５与＞，Ｐ１５）、文化程度

高于低月龄儿童；母亲智商高的儿童高于母亲智商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职业（农民、工人、

低的儿童；母亲文化程度高的儿童高于母亲文化程

干部或商业）等因素的影响。儿童智测时年龄、母亲

度低的儿童；母亲为干部或从商者儿童智商得分最

文化程度及职业分别采用哑变量引入模型。数据分

高，其次是母亲为工人的儿童，最低是母亲为农民的

析采用ＳＰＳＳ ＩＩ．５统计软件包。

儿童；本次为初产的儿童高于二胎或以上儿童。不

结

同民族、地区、出生体重或孕周语言智商之间差异无

果

统计学意义（表２）。

Ｉ．一般情况：在７３３１名儿童中，男童３８３０人

操作智商得分以及全量表得分与语言智商的单

（５２．２％），女童３５０１人（４７．８％）；汉族儿童占９７．８％；

因素分析结果类似（表２）。惟一不同的是南方儿童

平均ｍ浓度为（１２１．４±１３．１）（８２—１６０）ｇ／Ｌ；平均孕

的操作智商得分高于北方儿童。

周（３９．５±１．７）周，早产发生率为３．５％；平均出生体

３．儿童贫血与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及全量表智商

重（３３２７±４０３）ｇ，低出生体重（＜２５００ ｇ）发生率为
１．５％。贫血患病率为１９．２％（１４０６／７３３１），其中轻度

得分的关系：由于１４０６名贫血儿童中只有７例（Ｏ．５％）

贫血者１３９９人（９９．５％），中度贫血７人（Ｏ．５％），无重

为一组（贫血组）进行分析。贫血组与非贫血组儿童

度贫血儿童。儿童Ｈｂ测定时的年龄组之间贫血率

的语言智商得分分别为９１．６±１８．０、９２．３±１７．５，操作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６０月龄组为２７．８％，其他两组

智商得分分别为１０２．２±１５．６、１０３．１±１５．０，全量表智

接近；南方儿童的贫血率高于北方；第一胎儿童贫血

商得分分别为９６．４±１７．１、９ｒ７．３±１６．４。虽然贫血组均

率高于第二胎或以上儿童（表１）。

低于非贫血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３）。

表１

３省２１个市县７３３１名儿童的一般特征与贫血的关系
特征

人数

构成比（％）贫血例数（％）Ｐ值

性别
男

３８３０

５２．２

女
月龄

３５０１

４．７．８

＜４８

１５３８

２０．９

４８—

３６２６

４９．５

６０～

２１６７

２９．６

７２３（１ ８．９、０．４９３
６８３（１９．５、
２５１（１６．３１
５５３（１５．３）
６０２（２７．８１

＜Ｏ．００１

８

饥．饥拍

６（２３．１）

２

１１２１（２０．ｎ

鲐ｎ鹞镐

８

２８５（１６．３、

＜Ｏ．００１

５

●加 他勰

１９（１７．们０．５１４

●鳄 ９

１３５６（１９．４）

６

２１１（１９．７１

ｍ酡刀鼹

Ｍ髓 ４

１１９５（１９．１）

１２５１

１７．１

２３９（１９．１）

４３５７

５９．４

１５７７

２１．５

８２９（１ ９．０１
３１２（１９．８１

４０６６

５５．５

２５１５

３４．３

７５５（１ ８．６１
５２０（２０．７）

母亲智商
≥７６

Ｏ．６６２

量表智商得分的关系：按照５分位间隔将Ｈｂ分成５
（１１７ ｇ／Ｌ、＜Ｈｂ＜１２２ ｇ／Ｌ）、偏高组（Ｈｂ≥１３０ ｐｄＬ）儿

９１．０±１６．４；操作智商得分分别为１０２．２±１５．７、
９５．９±１７．３、９９．０±１６．４、９５．２±１５．６。ｌｉｂ偏低或偏高
组儿童的智力得分均低于Ｆｉｂ水平中等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调整混杂因素后，与Ｈｂ中等
组相比，Ｈｂ偏低组儿童发生低语言智商、操作智

Ｏ．０８２

商、全量表智商得分的风险是Ｈｂ中等浓度组儿童

的１．４倍（伽＝１．４，９５％ＣＩ：１．１—１．７）、１．４倍（ＯＲ＝

６１８

８．４

１１２（１８．１）

孕周
≤３６

２５３

３．５

４０（１ ５．８１

≥３７

６９９６

９５．４

１３５７（１９．４）

产次
初产

６０８０

８２．９

１２０７（１ ９．９）０．００２

１．４，９５％ｃ，：１．１￣１．８）和１．５倍（ＯＲ＝１．５，９５％ｃ，：
Ｏ．１５５

１．２—１．８），见表４。未发现高Ｆｉｂ浓度与儿童低智力
风险存在联系。

！！！；
！ｉ：！
！！当！ｉ：盟
注：表内调查人数不计缺失值；括号内数据为贫血率

．丝主

１．３倍（ＯＲ＝１．３，９５％ＣＩ：１．１～１．６）、１．３倍（ＯＲ＝Ｉ．３，

１０４．６±１４．８、１００．５±１４．９，全量表智商得分分别为

＜７６

母亲文化程度
高巾及以上
初中
小学及以下
母亲职业
农民
工人
干部、商业

操作智商、全量表智商得分的风险是非贫血儿童的

童的语言智商得分分别为９０．６±１８．１、９４．０±１７．６、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佰拐

程度、职业等因素之后，贫血组儿童发生低语言智商、

个等级后，Ｈｂ浓度偏低组（Ｈｂ＜１１０ ｇ／Ｌ）、中等组

地区

南方
北方
出生体重（曲

别、智力测量时月龄、地区、产次以及母亲智商、文化

４．不同Ｈｂ浓度组儿童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及全

１３８４（１９．３、０．６２６

卯Ｏ ４

将Ｐ１５作为智商得分异常的临界值，调整儿童性

９５％ｃ，：１．１～１．５）和１．４倍（锨＝１．４，９５％ＣＩ：１．２—１．６）。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为中度贫血，而无重度贫血者，故将轻、中度贫血合并

一一．

讨

论

２．儿童一般特征与智商得分的关系：对语言智

本研究发现，贫血组儿童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及

商得分单因素分析发现，男童高于女童；大月龄儿童

全量表智商得分均较非贫血组儿童低，不过差异无

±堡煎堡塑堂盘查！Ｑ！Ｑ生堡旦箜！！鲞箜堡塑至垄鱼！坠ｉ塑ｉ旦！！垒趔！！Ｑ！Ｑ！塑！：！！！丝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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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人数

特征

３省２１个市县７３３１名儿童一般特征与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和全量表智商得分比较
语言智商得分
ｉ±ｓ

操作智商得分
Ｐ值ｘ＋ｓ

９５％ＣＩ

９５％Ｃ１

＜Ｏ．００ｌ

性别

Ｐ值

；±５

全量表智商得分
９５％ａ

＜０．００１

男

３８３０

９３．３±１７．４

９２．７—９３．８

１０３．７±１５．０ １０３．２一１０４．２

９８．２±１６．３

９７．７—９８．７

女

３５０１

９１．Ｏ±１７．７

９０．４—９１．６

１０２．０±１５．３

９６．Ｏ±１６．７

９５．５—９６．６

１０ｌ－５—１０２．５

＜Ｏ．００ｌ

月龄
＜６０

Ｏ．００７
１０１．８—１０３．８

９６．３±１７．８

９５．３—９７．４

９０．３—９１．５

１０２．４±１５．５

１０１．９一１０２．９

９６．１±１６．６

９５．６—９６．７

９３．８—９５．１

１０３．６±１４．０

１０３．１一１０４．１

９８．８±１５．７

９８．２—９９．４

９７．１±１６．５

９６．８—９７．５

９３．３±１７．９

８６．１—１００．６

９７．９±１６．４

９７．５—９８．３

９４．８±１６．９

９４．０—９５．６

９４．７±１７．２

９１．５～９７．９

９７．２±１６．５

９６．８—９７．６

８７．７±１６．５

８６．７—８８．７

９８．８±１６．Ｏ

９８．４—９９．２

９０．８±１８．２

８９．８—９１．９

６０～

３５０６

９０．９±１７．４

７２一

２７１９

９４．４４－１７．４

０．２９７

民族
７１７１

汉族

２６

少数民族

＜０．００ｌ

１０２．８±１６．７

１１０６

９２．２±１７．６

９１．８～９２．６

８８．６４－１９．３

８０．８—９６．４

南方

５５８３

９２．１±１７．８

９１．７～９２．６

１０２．９±１５．２

１０２．５一１０３．２

９９．７±１６．６

９２．９—１０６．４

北方

１７４８

９２．４４－１６．８

９１．６—９３．２

９８．３±１６．Ｏ

９７．６—９９．１

Ｏ．１９２

＜２５００

１１２

９０．１±１７．６

８６．８—９３．４

≥２５００

７０２８

９２．３±１７．５

９１．８—９２．７

母亲智商
１０７３

８２．Ｏ±１７．５

８１．Ｏ＿８３．１

≥７６

６２５８

９３．９±１７．０

９３．５—９４．４

母亲文化程度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１
１００．６４－１６．４

９７．５一１０３．７

１０３．Ｏ±１５．１

１０２．６—１０３．３

＜Ｏ．００１

＜７６

＜Ｏ．００１

＜Ｏ．００１

１０４．３±１４．６ １０３．９．１０４．７

出生体重（ｇ）

０．２３９

０．２８２

Ｏ．６０５

地区

＜Ｏ．００Ｊ

＜Ｏ．００１

９５．８±１５．５

９４．９—９６．８

１０４．１士１４．８

１０３．７一１０４．５

＜Ｏ．００１

＜Ｏ．００ｌ

＜Ｏ．００ｌ

１０７．７±１４．３

高中及以上

１２５ｌ

１０３．０±１５．７

１０２．１—１０３．９

１１１．３±１３．Ｏ

１１０．６一１１２．０

初中

４３５７

９１．５±１６．８

９１．Ｏ～９２．Ｏ

１０２．２±１４．７

１０１．７＿１０２．６

９６．４±１５．７

９５．９—９６．８

小学及以下

１５７７

８５．５±１７．３

８４．７—８６．４

９８．１±１５．２

９７．４—９８．７

９０．９±１６．３

９０．１—９１．７

＜Ｏ．ｏｏｌ

母亲职业
农民

４０６６

工人

２５１５
６１８

干部、商业

１０６．９—１０８．５

＜Ｏ．００ｌ

＜Ｏ．００ｌ

８７．９—８９．０

９９．０±１５．１

９８．５—９９．５

９３．０±１６．１

９２．５—９３．５

９５．３±１６．８

９４．６～９５．９

１０６．７±１３．７

１０６．１一１０７．２

１００．９±１５．３

１００．３～１０１．５

１０４．１±１６．３

１０２．８—１０５．３

１１２．６４－１２．６

１１１．６一１１３．６

１０９．Ｏ±１４．５

１０７．８一ｌｌＯ．１

８８．４４－１７．１

０．３７８

孕周
≤３６

２５３

９１．３士１６．５

８９．２—９３．３

≥３７

６９９６

９２．３±１７．６

９１．９—９２．７

Ｏ．１３０

１０１．５±１４．６

９９．７—１０３．３

１０３．０４－１５．１

１０２．６—１０３．３

＜Ｏ．ｏｏｌ

产次

Ｐ值
＜０．００ｌ

Ｏ．２１０
９５．９±１５．６

９４．０—９７．９

９７．３±１６．５

９６．９—９７．６

＜０．ｏｏｌ

＜０．００１

初产

６０８０

９２．９±１７．５

９２．５—９３．４

１０３．６±１５．１

１０３．２一１０３．９

９７．９±１６．５

９７．５—９８．３

经产

１１０２

８８．６±１７．３

８７．６—８９．７

９９．７±１４．６

９９．０一ｌＯＯ．７

９３．６±１６．Ｏ

９２．６—９４．５

注：同表ｌ

表３

３省２１个市县７３３１名儿童贫血组

与非贫血组智商得分（互±ｓ）比较

风险较非贫血儿童高４０％。对Ｈｂ浓度分为更多等
级，并调整混杂因素后，Ｈｂ偏低组儿童发生低语言
智商和操作智商得分较低的风险较Ｈｂ浓度中等组
儿童高４０％，发生低全量表智商得分的风险较Ｈｂ浓
度中等组儿童高５０％。调整混杂因素后，未发现儿

注：。为两组间均数比较，经ｆ检验获得；６０Ｒ值由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
析获得．智商得分＜Ｐ１５为低智商得分，调整儿童性别、智力测量时
月龄、地区、产次以及母亲智商、文化程度、职业等

童高Ｈｂ浓度与低智商得分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动物实验表明，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高度
依赖于含铁的辅酶和蛋白，铁缺乏可影响认知功能

统计学意义。但调整儿童性别、智力测量时月龄、地

发育ｎ８｜。Ｐａｌｔｉ等ｎ州在以色列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控

区、产次以及母亲智商、文化程度、职业等冈素之后，

制其他因素后，儿童９月龄时的Ｈｂ水平与５岁时智

贫血组儿童发生低语言智商和操作智商得分的风险

力发育有关，Ｈｂ每增加１ ｇ／ｄｌ，智力分数增加１．７个

较非贫血组儿童均高３０％，全量表智商得分较低的

百分点。Ｔａｍｕｒａ等№１进行的一项关于脐血血铁水平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４月第３１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３９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４

与儿童行为、认知功能发育关系的研究中发现，胎儿

综上所述，婴幼儿Ｈｂ水平偏低可能增加低智商

宫内过低的铁蛋白水平与其５岁时智力发育水平有

得分的发生风险。预防学龄前儿童贫血除了其他益

关，低铁蛋白水平组儿童发生精细运动功能障碍的

处之外，对于提高儿童的智力发育也可能是有益的。

风险是铁蛋白中等浓度组的４．８倍。Ｌｏｚｏｆｆ等一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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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但是使用的测量工具未统一，因而可能导致
无差异性错分，低估Ｈｂ水平与儿童智力发育之间的
关系。另外，采用不同界值对ｌｉｂ分组分析，结论不
变，表明即使存在Ｈｂ测定误差，对本研究结论没有
根本性影响；③本研究不能确定低Ｈｂ浓度与儿童智
力发育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儿童智力的测验
发生在Ｈｂ测定的一年之后，但是儿童智力发育是一
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因而，欲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
系，还需更长期的随访研究。

ｄｅｆｃ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Ｕ．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３４１：１４８５—１４９０．

【１７ Ｊ Ｌｉｕ ＪＭ．Ｙｃ Ｒ，Ｌｉ Ｓ，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ｆｆ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ｒｃｈ Ｍｅｄ Ｒｅｓ。２００７．３８：８８２—８８６．
［１８］Ｌｏｚｏｆｆ Ｂ，Ｇｅｏｒｇｉｅ伍ＭＫ．Ｉｒ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ａａｔ．
Ｓｅｍ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０６。１３：１５８—１６５．

【１９Ｊ ＰａｌｔｉＨ，ＭｅｉｊｃｒＡ，ＡｄｌｅｒＢ．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ａｎ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ｎｅｍｉｃ ｉｎｆａｎｔｓ．Ｅａｒｌｙ Ｈｕｎｌ Ｄｅｖ，１９８５。
ｌＯ：２１７－２２３．

［２０］Ｗａｒｄ ＲＪ。Ｗｉｌｍｅｔ Ｓ，Ｌｅｇｓｓｙｅｒ Ｒ。ｃｔ ａ１．Ｉｒｏ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ｏｒ ｔｏｘｉ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Ｂｉｏｉｎｏｒｇ

ＣｈｅｍＡｐｐｌ．２００３：１６９－１７６．
【２ｌ Ｊ Ｙａｎｇ Ｇ，Ｆａｎ Ｌ，Ｔ锄Ｊ，ｅｔ ａ１．Ｓｍｏ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１９９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ＪＡＭＡ．１９９９。２８２：１２４７—１２５３．
（收稿口期：２００９—０９—２９）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