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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３岁以下婴幼儿营养
状况民族差异的调查
屈鹏飞

曾令霞周小彦

【摘要】

目的

赵亚玲王全丽

党少农颜虹

比较中国西部农村不同民族＜３岁婴幼儿的营养状况，探讨其差异的原因。

方法采用人口比例抽样法，调查西部１０省区４５个县１４ ０７２户有＜３岁婴幼儿的家庭，以身长和
体重作为衡量婴幼儿营养状况的指标。结果汉族、维吾尔（维）族、藏族、壮族婴幼儿的身长和体
重均低于２００６年ＷＨＯ标准，４个民族间婴幼儿身长和体重及营养不良状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婴幼儿生长迟缓率分别为１４．７％、２０．３％、２６．９％、２６．５％，低体重率分别为６．１％、１０．７％、６．８％、
１５．５％，消瘦率分另Ｕ为４．２％、５．３％、２．９％、８．９％，营养不良率分别为１９．２％、２５．５％、３０．３％、３６．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调整了家庭人口数、父母教育年限、家庭育儿数、儿童性别、月龄、母亲身高、母
亲体重、喂养合理与否和家庭经济收入来源，维、藏、壮和其他少数民族婴幼儿仍然比汉族婴幼儿

易患营养不良。结论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婴幼儿营养状况存在民族差异，在相同的生活条件下汉
族婴幼儿营养状况好于少数民族。

【关键词】营养不良；婴幼儿；民族差异；西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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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是发展中国家儿童的常见病和多发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３Ｃ ２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病，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健康。联合国儿童

Ｂｏｎ衙ｏｎｉ法调整检验水准Ⅱ（０【’＝０．０５／６＝

基金会（ｕＮＩｃＥＦ）在２００６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中指

０．００８４）。比较身高和体重时，调整性别和月龄，进

出中国＜５岁儿童中度或重度生长迟缓的比例为

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１４％，中度或重度低体重为８％ｎ］。我国西部地区经

分析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和营养不良患病率的民

济落后，少数民族间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有很大
差异。因此了解我国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及

族差异，调整了家庭人口数、父母教育年限、家庭孩
子数、孩子性别、月龄、母亲身高、母亲体重、喂养合

其民族间的差异，并探讨该差异的原因，对改善当地

理与否和家庭收入来源。

儿童营养和生长发育有重要意义。
对象与方法

结

果

１．基本情况：本次调查共获得１４ ０７２份问卷，其

１．样本来源：２００５年在ＵＮＩＣＥＦ资金支持下，对

中２７份问卷“民族”为缺失，故获得１４ ０４５份有效问

我国西部地区甘肃、广西、贵州、江西、内蒙古、宁夏、

卷；其中男童占５７．５％；调查儿童年龄分布较均匀，

青海、四川、新疆、重庆１０省（区、市）４５个项目县进

无年龄堆积现象，数据的代表Ｉ生好（表１）。

行了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状况的横断面调查。调查
对象为４５个项目县中随机抽取有＜３岁婴幼儿家庭

２．不同民族婴幼儿生长发育状况：与２００６年
ＷＨＯ生长发育参考标准相比，汉族、维吾尔（维）族、

户中的婴幼儿及其母亲。

藏族和壮族＜３岁婴幼儿的身长和体重，在出生后３

２．调查方法：调查项目县由卫生部基层卫生与

个月龄内高于ＷＨＯ标准，６月龄后低于ＷＨＯ标准

妇幼保健司和儿童基金会确定。采用ＰＰＳ抽样法

（图１、２），其中壮族婴幼儿的身长和体重在４个民族

（人口比例抽样法），从项目县随机抽取５个乡，每个

中最低。调整了性别和月龄后，藏、汉族婴幼儿的体

乡抽取４个村，每个村抽取１６户有＜３岁婴幼儿的家

重无差异，但汉族婴幼儿身长高于藏族儿童（ｔ＝

庭，多于１６户的村，只抽取１６户，不足１６户的村，对

一８．００６，Ｐ＜０．００１）；维、汉族婴幼儿身长和体重均有

满足要求的户全部调查，同时在邻村按规定要求补

差异（江一９．７１５，Ｐ＜０．００１；￡＝一１２．５３６，Ｐ＜０．００１）；

足（邻村为距离最近的非样本村）。每县约调查３１０
户家庭，共调查１４ ０７２户样本家庭。在样本户＜３岁

壮、汉族婴幼儿身长和体重均有差异（ｆ＝一１０．７５５，

婴幼儿中随机抽取１名婴幼儿作为调查对象，若该

长和体重均高于维、壮族婴幼儿。藏、维族婴幼儿身

家庭中仅有１名＜３岁的婴幼儿，调查该婴幼儿及其
母亲。调查组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家

长无差异，但藏族婴幼儿体重高于维族婴幼儿（江

庭及婴幼儿的一般情况及喂养、患病情况。使用统

族婴幼儿（￡＝一３．１６８，Ｐ＝０．００２；￡＝一２．５８５，Ｐ＝

一配备的仪器，采用标准测量方法测量和记录婴幼
儿的身长、体重指标。

０．０１０）；藏族婴幼儿身长和体重均高于壮族婴幼儿

３．营养不良评价指标：婴幼儿营养状况评价采

４个民族婴幼儿ＨＡＺ和ＷＡＺ的分布曲线与

Ｐ＜０．００１；￡＝一１３．６７８，Ｐ＜０．００１）；汉族婴幼儿的身

９．２３９，Ｐ＜０．００１）；维族婴幼儿身长和体重均高于壮

（￡＝一１１．０８２，Ｐ＜０．００１；ｆ＝一２．２１６，Ｐ＝０．０２７）。

用ｚ评分法，以２００６年ＷＨＯ标准的性别年龄别身

ＷＨＯ标准比较，均有左移（图３）。ＷＨＺ分布曲线与

高体重参考值计算年龄别身高（身长）、年龄别体重

ＷＨＯ标准比较，汉族婴幼儿最为接近，藏族婴幼儿

和身高别体重的Ｚ评分（ＨＡＺ、ＷＡＺ、ＷＨＺ）。Ｚ值

则向右偏移，其他两民族婴幼儿均有左移（图３）。

的计算公式：ｚ＝（体格测量值一同年龄同性别

维、藏和壮族婴幼儿与汉族婴幼儿的ＨＡＺ分布曲线

ＷＨＯ标准中位数）愚，ＨＯ标准的标准差。年龄别身
高、年龄别体重和身高别体重的ｚ值低于２个标准

相互比较，均有左移。藏、汉族婴幼儿的ＷＡＺ分布

差为生长迟缓、低体重和消瘦，分析时排除ＨＡＺ＜
一６及ＨＡＺ＞６、ＷＡＺ＜一６及ＷＡＺ＞５和ＷＨＺ＜一５

布曲线比较，均有左移。藏、汉族婴幼儿ｗＨｚ的分
布曲线比较，向右移，维、壮族婴幼儿与汉族婴幼儿

及ＷＨＺ＞５的不合理数据陋·３Ｉ。有生长迟缓、低体重

的ＷＨＺ的分布曲线比较，均有左移。

或消瘦中任一项或者一项以上者认为营养不良。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双录入数据；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曲线接近，维、壮族婴幼儿与汉族婴幼儿的ＷＡＺ分

３．不同民族婴幼儿营养不良状况：四民族间婴
幼儿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和营养不良患病率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１４４．２１，Ｐ＜０．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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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汉族

人口学特征

维族

家庭人口数［州ＱＩ，Ｑ３）］８
５（４，６）４（３，５）
２（１，２）
家庭孩子数［Ｍ（Ｑ１，Ｑ３）］。ｌ（１，２）

藏族

壮族

其他民族

５（４，６）

５（４，６）

５（４，６）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２７．４８±４．６５

２５．７３±５．０３

２６．４７±４．４９

２７．８３±４．５０

２７．３２－－－４．８０

母亲受教育年限６±ｓ）。

６．９０±３．０５

６．１５±２．２２

４．６５±３．８２

６．３６±２．８３

５．５０±３．５４

父亲受教育年限６±ｓ）４

７．９７±２．５５

６．６２±２．２３

６，２７±３．３３

７．６２±２．４６

母亲年龄（岁，ｘ＋ｓ）。

７．１８±２．９９

８９６８（６３．８、

１２８１（９．１）

７９６（５．７）

７５０（５．３、

２２５０（１６．０１

母亲身高（ｃｍ，ｉ±５）。

１５５．７２±５５．８７

１５３．３２±５．４２

１５７．２５±５．２７

１５２．１４±５．４０

１５５．５ｌ±６．２２

母亲体重（ｋｇ，ｘ＋ｓ）。

５２．４６±８．０８

５１．８２±７．６６

５４．７８±７．４６

４７．７８±５．８７

５２．２１±８．６４

７５．４０±９．１２

７７．２５±９．１０

７３ｔ３２±８．７６

７６．７３±９．５２

９．２４±２．２１

１０．１７±２．２２

８．７２±２．０５

９．７３±２．３２

婴幼儿人数（构成比，％）

婴幼儿身长（ｃｍ，ｘ＋ｓ）４
婴幼儿体重（蚝，ｘ＋ｓ）。
男性婴幼ＪＬＬｔ例（％）４

７７．４５±９．７５
９．９２±２．２８
５８．７０

１７．４１±９．７２

婴幼Ｊｋｆｌ龄６±ｓ）４

５１．８０

５８．１０

５７．７０

１８．６１±９．７５

１４．６２±８．８９

１７．３６±９．５６

５２．１０

１６．５５±９．７７

婴幼儿月龄分布（％）４
Ｏ～

１３．２０

１７．３０

１０．１０

１８．７０

１２．４０

６～

２２．８０

２０．８０

２１．００

２６．７０

２２．９０

１２～

３６．１０

３５．８０

３７．８０

３８．９０

３７．８０

！！：！！

！！：！！

！！：！！

堑：塑

丝：ｉ！

！！：！！

注：民族间比较４Ｐ＜Ｏ．０５；Ｍ：中位数，Ｑ１：第一四分位数，Ｑ３：第三四分位数

图１我国西部农村不同民族＜３岁婴幼儿男章、女童月龄组身长与ＷＨＯ标准比较

Ｊ

』Ｊ龄

Ｊ龄

图２我国西部农村不同民族＜３岁婴幼儿男童、女童月龄组体重与ＷＨＯ标准比较

Ｚ值

图３我国西部农村不同民族＜３岁婴幼ＪＬＨＡＺ、ＷＡＺ、ＷＨＺ分布与ＷＨＯ标准的比较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ｆｌ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１１５．００，Ｐ＜Ｏ．００１；）Ｃ２－－－－４１．８７，Ｐ＜Ｏ．００１；Ｘ２＝１６１．７０，

表３我国西部农村不同民族＜３岁婴幼儿生长迟缓、

Ｐ＜０．００１）；汉族婴幼儿生长迟缓、低体重和营养不

低体重、消瘦和营养不良的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良患病率为４个民族最低；藏族婴幼儿生长迟缓患
病率为４个民族中最高，而消瘦患病率为最低；壮族
婴幼儿低体重、消瘦和营养不良患病率为４个民族
最高（表２）。其中汉、维族婴幼儿生长迟缓、低体
重、营养不良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
２７．０４，Ｐ＜０．００１；Ｘ２＝３８．０６，Ｐ＜０．００１；Ｘ２＝２７．９７，Ｐ＜

０．００１）；汉、藏族婴幼儿生长迟缓和营养不良患病率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８０．７４，Ｐ＜０．００１；）（２＝
５５．８５，Ｐ＜０．００１）；汉、壮族婴幼儿生长迟缓、低体
重、消瘦、营养不良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岔＝
７２．２３，Ｐ＜０．００１；Ｘ２＝９５．１３，Ｐ＜０．００１；Ｚ＝３５．２５，Ｐ＜
ｏ．００１；￡＝１１３．４８，Ｐ＜０．００１）；维、藏族婴幼儿生长迟
缓和低体重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１

１．８７，

Ｐ＜０．００１；）ｃ２－－９．０４，Ｐ＝０．００３）；维、壮族婴幼儿生长
迟缓、低体重、消瘦和营养不良患病率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Ｃ ２１０．２０，Ｐ＜０．００１；ｘ ２＝９．８３，Ｐ＜
０．００２；）ｃ ２１０．１５，Ｐ＜０．００１；）Ｃ２－－－－２３．１０，Ｐ＜０．００１）；

藏、壮族婴幼儿低体重和消瘦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Ｚ＝２９．７６，Ｐ＜０．００１；Ｚ＝２５．１２，Ｐ＜０．００１）。
表２我国西部农村不同民族＜３岁婴幼儿生长迟缓、
低体重、消瘦和营养不良患病率

于后者；维、藏族婴幼儿身长无差异，但前者体重低
于后者；壮族婴幼儿身长和体重均为最低。表明汉
族婴幼儿身长和体重均最高，藏族婴幼儿好于维族，
而壮族婴幼儿最差。与ＷＨＯ标准比较，四民族婴
幼儿的ＨＡＺ和ＷＡＺ分布均向左偏移，但汉族婴幼
儿ＷＨＺ的分布较为接近，维、壮族婴幼儿ＷＨＺ的分
４．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和营养不良患病率

布均向左偏移，而藏族婴幼儿ＷＨＺ的分布向右偏

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调整了家庭人口数、父母教育
年限、家庭孩子数、孩子性别、月龄、母亲身高、母亲

移。藏族婴幼儿的营养状况并不意味好于发达国家

体重、喂养合理与否和家庭收人来源，壮族和其他

ＨＡＺ分布的偏移更大于ＷＡＺ分布的偏移，即藏族婴

民族婴幼儿与汉族相比，仍然更容易患生长迟缓、
低体重、消瘦和营养不良；维族婴幼儿与汉族相比，

幼儿生长迟缓与低体重相比更为严重，四民族婴幼

仍然更容易患生长迟缓、低体重和营养不良；藏族
婴幼儿与汉族比较，仍然更容易患生长迟缓和营养

幼儿。维、藏和壮族婴幼儿ＨＡＺ的分布与汉族婴幼
儿比较，均向左偏移；藏族婴幼儿ＷＡＺ的分布与汉

不良（表３）。

族婴幼儿十分接近，维、壮族婴幼儿ＷＡＺ的分布与
讨

论

同年龄、性别婴幼儿，而是与ＷＨＯ标准比较，其

儿的营养状况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同年龄、性别的婴

汉族婴幼儿比较，均向左偏移；藏族婴幼儿ＷＨＺ的
分布与汉族婴幼儿比较有向右偏移（前者ＨＡＺ分布

１．婴幼儿生长发育和营养不良的民族差异：本

比后者左偏，而ＷＡＺ分布与后者接近）；维、壮族婴

研究在调整了性别和月龄后，汉族婴幼儿的身长体

幼儿ｗＨＺ的分布与汉族婴幼儿比较均向左偏移。

重最高；藏、汉族婴幼儿体重无差异，但身长前者低

表明维、藏和壮族儿童的营养状况低于汉族同年龄、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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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婴幼儿生长发育民族差异的影响因素：以往

王双燕，古丽娜．乌鲁木齐地区３５２名０～７岁少数民族、汉族儿

调查表明月龄、纯农业家庭收入、是否纯母乳喂养、

童营养不良状况分析．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０７，１５（１０）：

家庭人口数、母亲受教育年限以及少数民族是儿童

１１６—１１７．

营养不良的影响因素哺＇７｜。本研究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中对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和营养不良患病率
调整了家庭人口数、父母教育年限、家庭子女数及
性别、月龄、母亲身高和体重、是否喂养合理、家庭
收入来源等因素后，维、藏、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婴
幼儿比汉族易患生长迟缓；维、壮和其他少数民族
婴幼儿比汉族易患低体重，而藏、汉族婴幼儿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婴幼ＪＬ ｌ：ｔ汉族
婴幼儿更易患消瘦，而维、藏族婴幼儿与汉族相比
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维、藏、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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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华，冯国献，张燕．甘肃省回族、藏族５岁以下儿喂养及生长
发育情况调查．医学与社会，２００９，２２（１１）：３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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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霞，颜虹，郭雄，等．中国西部４０县农村３岁以下儿童营养状
况浅析．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３，１９（１）：５５—５８．
［７］Ｌｉ Ｑ，Ｙａｎ Ｈ，Ｗａｎｇ ＱＬ，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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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比汉族婴幼儿易患营养不良。在调整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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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营养状况的因素后，维、藏、壮族婴幼儿依然比

２００３，１９（１０）：１２３２—１２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汉族更易患营养不良，表明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婴幼

李强，颜虹，王全丽，等．西北贫困县儿童营养状况分析．中国公

儿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存在民族差异，且汉族婴幼

共卫生，２００３，１９（１０）：１２３２—１２３４．

儿在相同生活条件下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好于少
数民族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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