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９４·

生堡煎堡塑堂叠查！Ｑ！Ｑ堡兰旦箜！！鲞塑兰塑堡垒垫！坠ｉ垒！鲤Ｑ！！生趔！壁！！：塑！：！！！堕！：兰

·现场调查·

运用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法评估拉萨
农村藏族婴幼儿母亲的膳食结构
党少农王振杰康轶君邢远颜虹
【摘要】

目的了解２岁以下藏族农村儿童的母亲膳食结构特点。方法采用半定量食物

频率问卷于２００８年对拉萨农村２岁以下藏族儿童的母亲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共调查３８６名
农村２岁以下藏族儿童母亲，平均年龄２８．５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４．６年。其家庭人均消费植物油
２５．９

ｇ／ｄ，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Ｐ＜Ｏ．０１），动物性油脂中酥油、糖和盐的人均每Ｅｔ消费量分别为

２７．８ ｇ、１２．９９和１４．８

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Ｐ＜０．０１）。共调查９１种食物。其中２２种食物的中

位摄入频率为每周一次及以上。因子分析提取三个主要因子，反映三种膳食结构类型，第一因
子是植物性膳食结构，其特点是以蔬菜、谷类、水果为主，辅以少量肉类、奶和豆制品，是该人群
的主导膳食；第二因子是藏族特色膳食，主要摄人以糌粑为代表的富有藏族特色的食物，辅以简
单蔬菜；第三因子是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的膳食，富有藏族特色。妇女每日平均摄入能量
２０９７．０２ ｋｅａｌ，达到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ｇＳＩ）的９１．２％，蛋白质的摄入量只达到ＲＮＩ的８２％，维

生素Ａ摄入量只相当于ＲＮＩ的３４．７％，钙、铁和锌的摄入量相当于ＲＮＩ的６４．６％、１７４．１％和

１５０．７％。６５％的能量来自谷类，动物性食物只提供了７．４％的能量和１５．５％的蛋白质，５７．６％的铁来
自糌粑。结论拉萨农村２岁以下藏族儿童母亲的膳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膳食结构单调，存在
蛋白质、能量及微营养素摄人不足。
【关键词】膳食结构；育龄妇女；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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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期是女性重要的生理时期，且对于胎儿生

究对象呈现这些照片以协助其确定每次食物摄入的

长、乳汁分泌以及婴儿出生后生长发育密切相关。育

单位量。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食物成分含量计算

龄妇女的膳食结构及其对食物的态度影响她们及子

营养素摄人量并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女的营养状况，改善育龄妇女的膳食是改善其营养状

（１矾Ｉ／舭）及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况的重要途径之一ｆ１４】。西藏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独

比较。食用油脂和调味品消费量是询问调查对象家

特，拉萨地区海拔平均３６５０ ｍ，农村经济落后，藏族妇

庭月平均总消费量，然后通过家庭人口数计算每日

女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有待改善，最近一项有关藏族妇

人均消费量，１２岁以下儿童按半个人数估算。

女的调查显示，海拔调整后拉萨地区藏族孕妇的贫血

３．质量控制：现场调查由４名西藏大学医学院

患病率高达７１．２％一］。因此，改善农村藏族育龄妇女

藏族学生完成，调查前就问卷和食物频率调查方式

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是一项霞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本

培训上述４名调查员，调查组队长负责日常调查的

研究运用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法对拉萨农村２岁以下

组织和管理，并负责调查问卷的检查和验收。各乡

藏族儿童的母亲膳食结构特点进行调查。

村有专人陪同并组织协调被调查对象。为确保调查
每种食物每次摄人量的准确，本研究利用单位摄入

对象与方法

量图册作为单位食品摄入量的衡量尺度，以尽量减

１．资料来源：２００８年６—８月在拉萨市城关区４个

少偏性。调查时与调查对象签定知情同意书。

农业乡中进行２岁以下藏族儿童及其母亲的喂养与膳

４．统计学分析：调查问卷审核无误后，ＥｐｉＤａｔａ

食调查。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根据拉萨市城关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双录人法进行数据录入和整

区４个农业乡（娘热、蔡公堂、夺底、纳金）中有２岁以

理。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

下儿童的妇女名单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采用家庭入户

采用均数和标准差（ｉ±ｓ）或中位数（肘）及四分位数

方式，由经过培训的藏族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

间距进行统计描述，分类数据采用百分数统计描述，

内容包括家庭一般情况、儿童喂养与保健和膳食情

食物和营养素摄人量的比较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

况。膳食调查内容包括育龄妇女的饮食习惯、家庭油

验。膳食结构采用两种方法分析：一是按食物中位

脂和调味品摄入情况以及近一年来的食物摄入频率

摄入频率超过每周一次的主要食物种类，二是进一

和摄入量。本文主要报告膳食结构研究结果。

步采用因子分析方法鉴别该人群的主要膳食结构类

２．膳食调查：采用九分类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

型ｎ’８】。各食物频率均化为每周摄人次数，因子提取

进行调查∞］。食物摄入频率分类从“不吃／几乎不吃”

采用主成分法，并采用ＱｕａｒｔｉｍａｘｉＥ交旋转以使因子

到“每天４次以上”共９个类别。由调查员询问调查

意义更明确，分析前采用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和

对象在调查之日起前１２个月的各类食物平均摄人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提示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

情况及每次摄入量，每次摄入量采用研究组制定的

数量的选择主要根据：①特根值＞ｌ；②碎石图提示

单位摄入量图册并结合食物自然大小进行询问’６ｊ。

主要的因子分布；③提取因子的可解释性；④各因子

本次食物频率调查问卷包括９１种食物，其中主食１５

解释方差的比例，但仅为参考（因该标准在很大程度

种，肉类１３种，豆制品、鸡蛋和奶类食品８种，蔬菜

上受纳入分析的变量数量影响）。所选择的因子根

２４种，水果７种，坚果和小吃１５种，饮料５种，酒类４

据其中主要的因子载荷食物说明该因子所反映的主

种，基本含盖该地区育龄妇女所能接触到的食物种

要特点。假设检验的检验水准为０．０５。

类。本问卷是以西部农村育龄妇女食物频率调查问
卷为基础制定的，该问卷经过２４ ｈ食物回顾调查验

结

果

证，多数营养素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０。０．８０，两次食物

１．基本情况：共收回合格问卷３８６份（９５．１％）。

频率调查的相关系数在０．４０—０．７０间，提示该问卷

３８６名藏族妇女的平均年龄为２８．５岁，ＢＭＩ（ｋｇ／ｍ２）平

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考虑到西部地区膳食食

均为２１．２，其中１０．２％妇女是低体重（ＢＭＩ＜１８．５）；

物的相似性，故结合藏族饮食特点在原问卷的基础

５５．７％的妇女拥有１个孩子，妇女受教育年限平均为

上增加了一些藏族特殊食物。食物单位摄人量图册

４．６年，３１．４％的妇女没有上过学；家庭平均人口数为

由本研究组制定，对调查食物的单位摄入情况进行

５．４人；半数家庭饮用自来水，但仍有为４１．７％的家庭

分类、制作并拍照，如米饭根据碗的大小分大、中、小

饮用井水，６．８％的家庭饮用江河湖水、雨水或泉水；家

三种单位量，分别为１５０ ｇ、２５０

庭收人来源主要为农业、副业和外出务工（表１）。

ｇ、５５０

ｇ，调查中给研

·３９６·

表ｌ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和饮食习惯

动物油０．８６ ｋｇ，酥油４．０６ ｋｇ，酱油０．２８ ｋｇ，醋０．２９姆，
白糖２．１９ ｋｇ，红糖０．１１ ｋｇ，碘盐２３．７ ｋｇ，粗盐
１．２３

ｋｇ。藏族家庭成员每日平均中位摄入水平为：植

物油２５．９ ｇ／ｄ，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９．６ ｇ／ｄ，Ｐ＝

０．０４１），酥油平均每人消费２７．８ ｇ／ｄ，如将动物油脂和
酥油合并计算，达到每人３３．３ ｅ，／ａ，显著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１１．８ ｇ／ｄ，Ｐ＜Ｏ．００１），酱油的摄人量为２ ｇ／ｄ，

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８．４ ｇ／ｄ）（Ｐ＜Ｏ．００１），但糖
（１２．９ ｇ／ｄ）和盐（１４．８ ｇ／ｄ）的摄入量显著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糖４．３ ｇ／ｄ，盐１１．８ ｅｄｄ）（Ｐ＜０．００１）。
３．膳食结构：
（１）食物摄人频率：共调查９１种食物，中位摄入
频率每周≥１次的食物种类共计２２种（表２）。米饭
和糌粑是６种主食（米饭、糌粑、藏面、面条、烙饼、馒
头或花卷）中最主要的。牦牛肉、猪肉、牛肉、羊肉、
鸡肉、香肠和风干肉是主要摄入的肉类。其中牦牛
肉和猪肉的摄入频率平均为每周２～４次。调查的
２４种蔬菜中，土豆、葱、西红柿、辣椒、大白菜、莴笋
是主要摄人的蔬菜，平均每周摄入１次或１次以上。
其次为胡萝卜、白萝卜、黄瓜、卷心菜、菜花和菠菜，
平均每月摄人１～３次，有５０％以上的人不吃或几乎
不吃蔬菜。在所调查的７种水果中，苹果、香蕉和桔

橙是主要摄入的水果，苹果平均每周摄入１次，而香
蕉和桔橙则平均每月摄入１～３次，而当地特有的一
些水果摄入比例很低，５０％以上的妇女不吃或几乎
不吃水果。葵花子是频繁摄入的坚果，平均每周摄
人２～４次，花生的摄入平均每月ｌ一３次。在调查的
１２种小吃中，主要是煮土豆、凉粉，平均每周摄人１
次，其次为酸辣粉和炸土豆片，平均每月ｌ～３次，而
对当地特色小吃的摄入频率比较低，有５０％以上的
妇女不吃或几乎不吃。妇女的主要饮料是酥油茶、
青茶和甜茶，其中酥油茶和青茶平均每天摄人１
次。果汁及其他饮料平均每月摄入ｌ。３次。调查
的妇女几乎不饮酒类，少数妇女偶尔饮青稞酒。豆
制品、鸡蛋和奶类（牛羊奶、酸奶）食品的摄入频率均
不足每周１次。
（２）膳食结构类型：根据因子分析，有三个主要
因子被提取（表３），反映三种膳食结构类型，根据因
子载荷中食物的种类和关系，以最能代表该因子性
质的食物命名该因子，同时根据因子载荷的特点，选
取载荷绝对值超过０．２的食物进行整理分析。第一
２．饮食习惯及油脂和调味品的消费情况：被调

因子是植物性膳食结构，其特点是以摄入蔬菜、谷

查妇女每天平均进餐３．１２次，有２３％的妇女吃饭时

类、水果为主。在这类膳食结构中，因子载荷绝对值

间不规律（表１）。家庭每月平均消费植物油３．８５ ｋｇ，

超过０．２的食物有４２种，其中主食４种（馒头、烙饼、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４ｆｌ第３ｌ卷第４期ＣｈｉｎＪ

·３９７·

Ｅｐｉｄａｍｉｏｌ，Ａ１）ｒｉｌ ２０１０，＇Ｃ０１．３１，Ｎｏ．４

表２拉萨农村地区藏族育龄妇女２２种主要食物的摄入频率分布及中位摄人频率
一。次／月次倜次／天
项

目——了————百———ｆｊ一——了———ｉｊ广——Ｆ焉一——丁———ｉｊ广——ｊｉ～

主食

肉类

米饭
糌粑

Ｏ．５

０．８

１１３

３．４

１２．７

２５．９

５１．８

３．６

０

３．４

１．８

３．６

１０．６

１８．４

１３．０

４６．１

２．３

０．８

５一酽

藏面

２．３

３．４

１２．７

２４．４

３９．６

１０．６

６．０

１，０

０

２一矿

面条（小麦）
烙饼

３．６

３．４

９．８

３０．８

３８．１

ｌＯ．４

３．４

０，５

０

２一矿

１．６

７．８

１９．２

２７．５

３１．９

７．３

４．７

０．０

０

１‘

馒头（花卷）０．８
１．３
牦牛肉
１１．５
猪肉

２．３

１７．１

２９．９

３３．０

９．９

７．０

０，０

０

１‘

３．４

１１．９

１４．２

３６．５

１６．１

１３．５

３，１

０

２—４ｂ
２一妒

１８．１

牛肉

蔬菜水果

坚果小吃

饮料

中位摄人
频率
ｒ

５．７

１４．６

１７．７

２３．７

１３．５

１３．０

０．３

０

１１．１

１５．３

１８．４

１９．７

６．２

８．５

２．６

０

１

３．１

１３．７

４４．８

２７．２

９．８

Ｏ．０

０

２—４．

６

土豆

１．３

０．０

小葱

１７．９

４．４

２．６

９．１

２０．８

１９．０

２３．９

２．３

０

２—４．

两红柿

３．１

４．７

２２．４

３４．９

２４．０

９．１

１．８

０．０

０

ｌ’

辣椒

３．４

１３．８

２０．３

２３．６

２４．２

１１．９

２．６

０．３

０

ｌ’

大白菜

１．６

８．３

２２．０

２９．０

２８．５

８．８

１．８

０．０

０

ｌ‘

莴笋
苹果

３．６

９．３

３２．９

３０．６

２２．０

１．３

０－３

０．０

０

１‘

２．１

５．５

３６．１

２１．３

２６．８

６．５

１．８

０．０

０

葵花子４．９

１１．９

１０．１

２０．８

３０．４

１１．４

９．９

Ｏ．３

０．３

煮土豆片

５．２

１４．１

２１．４

２８．１

２６．３

３．６

１．３

０．０

０

１‘

凉粉

９．９

１１．２

２１．３

２６．５

２５．７

３．９

１．６

０．０

０

ｌ‘

酥油茶

１．８

０．３

Ｏ．０

２．６

７．８

１２．２

６７．４

７．６

Ｏ．３

１‘

青茶

５．５

１３

２。６

７．８

１５．６

１５．６

３１．０

２０．１

０，５

１‘

塑苤

ｉ：Ｚ

！：！

！：垒

！！：兰

！！：！

！旦：！

垫：苎

旦：！

１’
２一矿

！

！＝竺

注：‘次，天；６次／周

Ｉ（植物性膳食）

１（藏族特色膳食）

两红柿，西瓜，菜花，甘蓝，辣椒，桔子，葵花子。苹果，大白菜．馒头（花卷），红薯．大蒜，香蕉。冬瓜，
豆腐，韭菜，酸辣粉，甜茶，可乐（雪碧），芹菜，豆腐干，猪肉，豆浆，小葱，烙饼，莴笋，西葫芦，花生，０．７６１～０．２０１
凉粉，奶粉，土豆，黄瓜，莲菜，黄豆，自萝ｈ，稀饭，肉饺子，草莓。豆角，蒜苗，风干牛羊肉，羊肉

９．８８

巴丰ｌ麻果，糌粑，球罗，豆角．胡萝ｈ，辣椒，蒯∈，莴笋，酸坍，女劬碴，ｊ目面，方臼Ｅ面，酒巅豆。腊肉，书羊肠０．７２２—０．２０２

３．７２

里！塑鲞皇型曼！堕！兰塑：生兰塑：堑塑壅：塑塑：生塑：堡生塑：鳖塑垄：塑垄堕

！：丝

一一旦：！！！二！：望！

注：。因子分析采用Ｑｕａｒｔｉｍａｘ旋转；Ｋａｉｓ＊Ｍｃｙ昏０ｌｋｉｎ测量为Ｏ．７４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Ｐ＝０．００１；６因子载荷绝对值超过Ｏ．２０的
食物根据载荷的大小被列举

稀饭和肉饺子）、蔬菜１９种、水果５种、饮料２种、小
吃４种、豆制品４种、肉类３种和奶粉１种。第二因子
是藏族特色膳食，主要摄入以糌粑为代表的富有民
族特色的食物，同时辅以简单蔬菜。第三因子是以
富有藏族特色的肉类和奶制品为主的膳食。在三种
膳食结构中，第一种膳食结构是该地区藏族育龄妇
女的主导膳食结构，其解释了近１０％的方差，后两类

表４拉萨农村地区藏族育龄妇女膳食中部分营养素的
每日平均摄入量（肘）

燃肼一㈣嬲，单罂
能量（ｋｃａｌ）

２０９７．０２

２３００．ｏ（９１．２）

２３１６．４

蛋白质∞

５７劢

８０．叼２．Ｏ）

６５．３

—７．７０＜Ｏ．ＯＯｌ

脂肪＠

５６．９３

７１．９

－１４．９７＜０．ｏｏｌ

５ｌ叭．１～７５６１‘７

３５１．１

—２１９．４２

６．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２

则不是主导的膳食结构，其分别解释方差的能力不

碳水化合物（ｇ）

足５％，分别为３．７２％和２．９２％。

维生索Ａ（ａｇＲＥ）２４３．０６ ７００．０（３４．７）

４５３．７

－２１０．６４＜０．００ｌ

维生素Ｂｌ（ｍｇ）０．８８

１．３（６７．７）

１．１

－４）．２２＜Ｏ．００１

维生素ａ２（ｍ８）０．６４

１．２（５３．３）

Ｏ．７

６７．９２

１００．０（６７．９）

９５．６

－２７．６８＜Ｏ．００ｌ

维生素Ｅ（ｍｇ）ｌ １．８７

１４．０（８４．８）

３３．９

－２２．０３＜０．ＯＯｌ

８００．０（６４．６）

３７５．０

１４１．７ｌ＜０．ｏｏｌ
１１．１ｌ＜０．００ｌ
６．０３＜Ｏ．００ｌ

４．营养素摄人情况：表４显示该妇女人群每日
平均摄入能量为２０９７．０２ ｋｅａｌ，达到ＲＮＩ／ＡＩ的
９１．２％，与２００２年营养调查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
均水平相比，显著低２１９．４２ ｋｃａｌ；蛋白质的摄入量只
达到ＲＮＩ／ＡＩ的７２％，脂肪的摄入量接近ＲＮＦＡＩ，均
显著低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碳水化合
物的摄人量达到ＲＮＩ／ＡＩ的１１２．９％，与中国农村育龄
妇女的平均水平相当；维生素Ａ每日摄入量只相当

维生素Ｃ（ｍｇ）

３５７．１４

３１６（．３１１’２３．９７）３·８

钙（ｎａｇ）

５１６．７１

铁（ｒａｇ）

３４．８１

２０．ｏ（１７４．１）

２３．７

锌（ｒａｇ）

１７．３３

１１．５（１５０．７）

１１．３

－０．０６

０．１８５

注：４为中国成年女性的ＲＮＩ／ＡＩ”】。括号内为调查人群各营养素
摄入量相对于ＲＮＩ／ＡＩ的比例，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为参考Ｆ限的
相对比例，其参考量分别以２０％一３０％和５５％一６５％的适宜供能范
围进行估算；△为调查结果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平均水平的差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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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ＲＮＩ／ＡＩ的３４．７％，也远低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

尚缺少有效评估。本研究通过对拉萨农村地区２岁

平均水平，两者相差２１０．６４ １１９ＲＥ。维生素Ｂｌ、Ｂ２的
摄人量只有ＲＮＵＡＩ的６７．７％和５３．３％，而前者摄人

以下儿童母亲的饮食习惯、食物种类和摄入量的研
究从人群水平上对藏族育龄妇女的膳食结构进行了

量显著低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维生素

初步探讨。

Ｃ和维生素Ｅ的摄人量分别达到ＲＮＩ／ＡＩ的６７．９％和

该妇女人群的饮食习惯表现为吃饭时间比较规

８４．８％，都显著低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

律，但仍有２０％的妇女不能规律吃饭且口味偏重。

钙的摄入量平均为５１６．７１ ｍｇ，只达到ＲＮＩ／ＡＩ的
６４．６％，但显著高出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

其家庭植物油的人均日消费量显著低于我国居民的

ｍｇ。铁和锌的摄入量相当于ＲＮＩ／ＡＩ的
１７４．１％和１５０．７％，分别高出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

酥油是动物性油脂的主要来源，总动物性油脂人均

均水平１１．ＩＩ ｍｇ和６．０３ ｍｇ。
表５显示，能量的主要来源是糌粑、面、米，提供

油和醋的消费很少，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并不食

了６５％的能量，其中糌粑提供的最多，达到２８．９８％；

（１１．８ ｇ／ｄ）ｎ引，糖的消费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糌

糌粑、面、米提供了５４．３％的蛋白质，而肉类提供了

粑、酥油茶和甜茶都是富含动物性油脂、食盐和糖的

１４１．７１

平均水平阳】，动物性油脂的消费有明显的民族特点，
日消费量远高于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量。酱
用，但人均食盐消费量高达１５ 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１４．９７％的蛋白质，蛋奶提供的能量只占到４．６２％；脂

藏族食物和饮料；本次调查显示该地区５０％以上的

肪的主要来源是糌粑（２１．３２％）、饮料（酥油茶、甜茶

妇女每天都要摄人糌粑和酥油茶，每周摄人甜茶

２３．３６％）和肉类（１５．１３％）；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２～４次，是导致盐、糖、动物性油脂消费量偏多的重

是糌粑、面、米，提供了７５．９％的能量；调查显示肉

要原因。

类、蔬菜和饮料是维生素Ａ的主要来源，提供了大约

调查发现膳食中摄人频率在每周一次及以上的

７８％的维生素，其中肉类提供４１．１７％；蔬菜提供

食物只有２２种，其中主食６种、肉禽鱼类３种、蔬菜６

６４．６６％的维生素Ｃ，是其主要来源；调查发现糌粑是

种、水果１种，说明该人群日常摄入的食物种类非常

铁的主要来源。小吃分别提供了大约１０％～１４％的

有限，而一些当地特有的食品可能受到季节、民族性

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Ｃ。
表５拉萨农村地区藏族育龄妇女主要营养素的
食物来源构成（％）
食物种类

能量蛋白质月旨肪鬈蟹维姜素维等索铁

节日等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经常摄入。提示该人群膳
食结构表现为食物种类单调，蔬菜摄人少，鱼、豆、
蛋、奶类等摄人频率过低，水果的摄入非常有限，这
需要考虑食品的可及性和妇女膳食营养知识不足的
影响‘…。

因子分析鉴别出三种膳食结构类型，即植物性
膳食、藏族特色膳食和肉类奶制品膳食。植物性膳
食结构是该人群最为常见的膳食类型，因子分析中
为第一提取因子，方差解释力度最大，其是以谷类、
蔬菜、水果为主，辅以肉类、奶和豆制品。提示该人
群动物性食物摄人较少。其中部分妇女还采用藏族
特色膳食，主要是以糌粑、藏面、奶制品以及有限的
蔬菜，该膳食的特点是蔬菜较少，食物种类有限。以
肉类和奶制品为主的肉类奶制品膳食类型也体现着
藏族饮食特点，但该人群中很少有妇女专门以这种
膳食为主，因为食物频率调查显示肉类和奶制品的
摄入频率偏低，因子分析之所以提取该因子，可能是
说明这些食物也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第二因子
讨

论

目前有关西藏农村育龄妇女的膳食研究较少，
在藏族妇女中主导的膳食结构、膳食结构对营养素
摄人水平的影响以及藏族传统食品在膳食中的作用

（藏族特色膳食）的补充。主要的植物性饮食中也包
含藏族特色的甜茶。因此，提示拉萨农村地区育龄
妇女的膳食结构是外来与传统饮食的混合体。
上述膳食结构使该人群的碳水化合物摄人达到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４月第３１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３９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４

ＲＮＩ，但能量和蛋白质的摄人只达到ＲＮＩ的９０％和

主要摄人的食品种类，有关营养素摄人状况还有待

７２％，提示该人群中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存在蛋白质、

进～步深入研究。

能量摄入不足，调查对象１０．２％的低体重率可能与此

（感谢拉萨市卫生局和城关区卫生局及参加调查的娘热乡、蔡

有关。该人群６５％的能量来自谷类，主要是糌粑，只

公堂乡、夺底乡、纳金乡育龄妇女及西藏大学医学院参与调查的同

有７．４％来自动物性食物，而这一比例在我国农村居

学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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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高度校正后拉萨地区藏族孕妇的贫血患病率高达
７１．２％ｂ］，提示孕妇铁摄入不足。
由于育龄妇女要哺育婴儿，其膳食结构不但影
响自身的营养与健康，还可能影响儿童的喂养行
为ｎ。］。藏族母亲经常食用的２０多种食物中缺少蛋、
奶类食品，肉类食品摄入较少，这可能直接导致母亲
减少为婴儿添加此类食品，如藏族儿童到６—９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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