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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体检儿童发生维生素D
缺乏性佝偻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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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分析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体检儿童发生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vitamin D deficiency rickets，
VDDR）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择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体检中心体检的 7823 例 0~6 岁儿童进行研究，选取发生 VDDR 的 376 例儿童作为试验组，同时选取 400 例
未发生 VDDR 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单因素、logistic 分析 VDDR 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两组的性别、出
生方式、呼吸道感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试验组的年龄、早产、户外活动次数、挑食、喂养方
式、慢性腹泻、添加维生素 D、母亲孕后期补钙情况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年龄、早
产、户外活动次数、挑食、喂养方式、慢性腹泻、未添加维生素 D、母亲孕后期未补钙均是引发 VDDR 的危险因
素（P < 0.05）。 结论 年龄偏小、早产、户外活动次数较少、挑食、人工喂养、慢性腹泻、未添加维生素 D、母亲
孕后期未补钙是引发 VDDR 的危险因素，临床应根据危险因素及时予以对症处理，尽可能降低 VDDR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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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factors analysis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rickets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children in Zhaoyang District, Zhaotong City, Yunnan
Province
1

2

2

2

2

WU Shaoxia QIN Xue YUAN Song PENG Changmin LI Rutao
1. PICU, Dongguan Eighth People’
s Hospital (Donggua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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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rickets (VDDR)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children in Zhaoyang District, Zhaotong City, Yunnan Province. Methods From April 2020 to March 2021, 7823
children aged 0-6 years who came to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Center of Zhaoy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Center of Zhaotong City, Yunnan Province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were selected for a study,
and 376 children with VDDR were selected as the test group, 400 healthy children without VDD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VDDR were analyzed by single factor and logistic.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birth mode and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preterm birth, number of outdoor activities,
picky eating, feeding methods, chronic diarrhea,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and maternal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in
the late pregna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ge, preterm birth, number of outdoor activities, picky eating,
feeding mode, chronic diarrhea, no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and no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in the later stage of
pregnancy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VDDR (P < 0.05). Conclusion Younger age, preterm birth, fewer outdoor activities,
picky eating, artificial feeding, chronic diarrhea, no vitamin D addition and no calcium supplement in the later stage of
pregnancy are the risk factors for VDDR. Clinically, symptomatic treatment should be timely adopted according to the
risk factor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VDDR as much as possible.
[Key words] Physical examination center; Children; Vitamin D deficiency rickets; Risk factors

维 生 素 D 缺 乏 性 佝 偻 病（vitamin D deficiency

极为密切的联系，维生素 D 缺乏会导致磷、钙代谢紊

rickets，VDDR）简称为“佝偻病”，是儿科常见病、多

乱，影响骨骼发育，造成骨组织矿化不全，最终发展

[1]

发病 。VDDR 的发生与儿童机体维生素 D 缺乏有

成为佝偻病 [2-3]。VDDR 对患者神经肌肉以及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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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有一定的影响，会改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及肌

2 结果

肉松弛度，还会造成免疫、造血系统异常，对其身体

2.1 VDDR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4]

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加重社会、家庭负担 。云

两组的性别、出生方式、呼吸道感染比较，差异

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区境地处云贵高原西北部，地势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试验组的年龄、早产、

西高东低，为滇中凹部的东北端，有较完整的高原地

户外活动次数、挑食、喂养方式、慢性腹泻、添加维生

貌，平均海拔约 1950 m，佝偻病发生率高。为进一

素 D、母亲孕后期补钙情况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

步了解该区 VDDR 发生的危险因素，本研究选取云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体检
中心接诊的 776 例体检儿童展开 logistic 回归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表1

VDDR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 n（%）]
试验组

对照组

（n=376）

（n=400）

男

205（54.52）

216（54.00）

女

171（45.48）

184（46.00）

项目

1.1 一般资料
选 择 2020 年 4 月 至 2021 年 3 月 在 云 南 省 昭

性别

通市昭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体检中心体
检的 7823 例 0~6 岁儿童进行研究，选取发生 VDDR
的 376 例儿童作为试验组，同时选取 400 例未发生

年龄（岁）

VDDR 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年龄
0~6 周岁，性别不限；②病历资料无缺失；③具备简

≤3

271（72.07）

128（32.00）

>3

105（27.93）

272（68.00）

早产

单认知、沟通能力；④均存在维生素 D 缺乏；⑤家属

是

260（69.15）

147（36.75）

均知情，已同意并自愿参与此研究。排除标准：①合

否

116（30.85）

253（63.25）

顺产

200（53.19）

210（52.50）

剖宫产

176（46.81）

190（47.50）

并骨代谢性疾病者；②入组前接受过补充维生素 D

出生方式

等对症治疗者；③中途退出研究者；④发育落后者；
⑤合并先天性、遗传性疾病者；⑥合并内分泌系统
疾病者；⑦重大脏器功能障碍、衰竭者。本研究已

户外活动
≥1次/d

72（19.15）

286（71.50）

<3次/周

304（80.85）

114（28.50）

①所有受检者均由同一名具有相关资格的临

是

299（79.52）

110（27.50）

床医生进行问诊、观察，存在胸骨软化、漏斗胸、出牙

否

77（20.48）

290（72.50）

人工喂养

200（53.19）

116（29.00）

母乳喂养

176（46.81）

274（71.00）

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方法

挑食

晚、鸡胸、鞍形颅、方颅、枕秃、烦躁不安、夜惊、多汗
[5]

等症状，
“O”型腿或“X”型腿，即可判定为佝偻病 。
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儿童个人信息，包括
性别、年龄、是否早产、出生方式、户外活动次数、是
否挑食、喂养方式、是否存在呼吸道感染、是否存在
慢性腹泻、是否添加维生素 D、母亲孕后期是否补钙。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806，信效度良好。本次问卷
发放 776 份，回收 776 份，回收率为 100.00%。
1.3 观察指标
外活动次数、是否挑食、喂养方式、是否存在呼吸道
感染、是否存在慢性腹泻、是否添加维生素 D、母亲
孕后期是否补钙。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
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logistic 分
析 VDDR 发生的危险因素，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

是

143（38.03）

145（36.25）

否

233（61.96）

255（63.75）

是

212（56.38）

132（33.00）

否

164（43.62）

268（67.00）

慢性腹泻

是

105（27.93）

290（72.50）

否

271（72.07）

110（27.50）

母亲孕后期补钙
是

112（29.79）

296（74.00）

否

264（70.21）

104（26.00）

P值

0.021

0.884

124.604

0.000

81.574

0.000

0.037

0.847

213.748

0.000

5.224

0.022

42.897

0.000

0.193

0.661

42.940

0.000

154.085

0.000

151.949

0.000

2.2 自变量赋值
将 是 否 发 生 VDDR 作 为 因 变 量，可 能 发 生
VDDR 的因素（年龄、早产、户外活动次数、挑食、喂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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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式、慢性腹泻、未添加维生素 D、母亲孕后期未

3 讨论

补钙）作为自变量，从 X1~X8 进行赋值。见表 2。

研究表明，VDDR 是目前世界范围内高度重视
的营养性疾病之一，以婴幼儿为主要发病人群 [6]。据

表2

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 VDDR 的发生率高达 26%[7-8]。

自变量赋值

危险因素

赋值

维生素 D 缺乏是引发 VDDR 的主要危险因素，人体

X1

年龄

>3=0，≤3=1

维生素 D 的来源与以下途径有关：①母体 - 胎儿转

X2

早产

否=0，是=1

X3

户外活动次数

<3次/周=0，≥1次/d=1

运，胎盘是胎儿获取维生素 D 的主要途径，胎儿在出

X4

挑食

否=0，是=1

X5

喂养方式

母乳喂养=0，人工喂养=1

X6

慢性腹泻

否=0，是=1

的摄入量与 VDDR 的发生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9-10]。

X7

未添加维生素D

否=0，是=1

②天然食物中含有的维生素 D 含量较少，婴儿可通

X8

母亲孕后期未补钙

否=0，是=1

过蛋黄、动物肝脏及奶粉等食物获得维生素 D[11]。

X9

发生VDDR

否=0，是=1

③皮肤光照有助于合成维生素 D，也是维生素 D 的

变量

生后的一段时间内，机体贮存的 25-（OH）D3 可以满
足一段时间的生长需求，故孕妇妊娠后期维生素 D

重要来源，紫外线照射可转换为胆骨化醇，即内源性
维生素 D3，因此人体机体维生素 D 的含量与日光照

2.3 VDDR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年龄、早产、户外活动次数、挑食、喂养方式、慢

射的波长、面积、时间等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12]。在以

性腹泻、未添加维生素 D、母亲孕后期未补钙均是引

上三个途径中，如维生素 D 缺乏，则发生佝偻病的风

发 VDDR 的危险因素（P < 0.05）。见表 3。

险明显增高。

表3 VDDR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

回归系数

SE

Waldχ2值

P值

OR值

95%CI

年龄

0.527

0.328

4.442

0.004

1.694

1.062~1.724

早产

0.604

0.311

4.512

0.006

1.829

1.018~1.865

户外活动次数

0.541

0.382

4.427

0.005

1.718

1.034~1.857

挑食

0.567

0.362

4.312

0.004

1.763

1.018~1.795

喂养方式

0.585

0.313

4.142

0.002

1.795

1.013~1.812

慢性腹泻

0.596

0.308

4.257

0.003

1.815

1.021~1.834

未添加维生素D

0.512

0.314

4.324

0.001

1.667

1.017~1.695

孕后期未补钙

0.533

0.324

4.385

0.002

1.704

1.021~1.725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早产、户外活动次数、

达到 20% 以上，才能取得一定的补钙效果 [15]。小儿

挑食、喂养方式、慢性腹泻、未添加维生素 D、母亲孕

在接受日光照射中，尽量避免包裹严实、减少衣服遮

后期未补钙是引发 VDDR 的危险因素（P < 0.05），

盖面积、少用防晒护肤品，增加接触紫外线的机会，

提示 VDDR 的发生与以上几点有关。①年龄：年龄

及时补充机体所需的维生素 D、钙。④挑食：儿童生

在 3 岁以下儿童，日常活动基本均在室内，接受日光

长发育所需的微量元素、营养物质等均来源于食物，

照射的机会较少，机体维生素 D 含量较少，更容易

仅有一部分是自身合成。如果儿童过于挑食，则会

[13]

发生 VDDR 。②早产：早产是佝偻病发生的危险

导致摄入机体的维生素 D 含量较少，机体长期处于

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胎儿机体贮存的钙、磷将近

低钙状态，更容易发生 VDDR。故医生应告知家属，

75% 来源于妊娠晚期，但早产儿由于出生时间较早，

高原地区在婴儿出生 15 d 后，应注意补充维生素 D、

机体内钙、磷含量明显比足月儿低，与足月儿比较，

钙含量丰富的食物，如紫菜、海带、豆制品、虾、鱼等。

[14]

随着年龄增长，更容易发生 VDDR 。③户外活动

⑤喂养方式：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下，

次数：户外活动次数较少，意味着接受日光照射的

人们对于婴儿的喂养，逐渐从母乳喂养转变为人工

频率更少、时间更短，发生 VDDR 的风险更高。但需

喂养 [16-17]。人工喂养虽然营养价值与母乳喂养接近，

要注意的是，在户外运动过程中，皮肤的暴露面积要

但仍旧比不上母乳喂养。母乳中钙、磷的含量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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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总蛋白中乳白蛋白的含量占到了 70%，
乳糖含
量明显高于牛、羊奶，是婴幼儿的最佳食品，有助于婴
幼儿更好地吸收食物中的有益物质

[18]

。另外，
母乳喂

养还可以预防腹泻，避免营养物质丢失、消耗，对降

[6] 王全光 .25 羟维生素 D3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Ⅰ及超声
骨密度在佝偻病患儿中的意义 [J]. 河北医学，2017，23
（5）：867-869.
[7] 田勇，白永莲，刘曌霞 .3 岁内儿童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

低 VDDR 发生风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⑥慢性腹泻：

病的影响因素 [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2017，

对于慢性腹泻儿童，加重机体营养物质的丢失，导致

14（4）：71-75.

机体维生素 D 含量明显低于健康儿童，发生 VDDR

[8] 欧灵，谢增辉，方萍，等 . 支气管哮喘合并佝偻病患儿血

的风险明显增高。⑦添加维生素 D：维生素 D 缺乏

清维生素 D 水平与辅助性 T 细胞 1/ 辅助性 T 细胞 2

是 引 发 VDDR 的 重 要 原 因，及 时 补 充 维 生 素 D 可

和辅助性 T 细胞 17/ 调节性 T 细胞平衡的关系 [J]. 中

预防 VDDR 发生，如维生素 D 摄入不足，则易引发

国医药，2018，13（5）：751-754.

VDDR。⑧母亲孕后期补钙：孕妇妊娠晚期存在低

[9] 廖鸣慧 . 儿童营养性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合并缺铁

钙病史，是导致新生儿出生后发生 VDDR 的危险因

性贫血的临床治疗分析 [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8，

素之一。因此孕妇在妊娠晚期，重视补钙，多吃维生

22（13）：74-76.

素 D 及钙剂含量丰富的食物，尽可能降低 VDDR 发
生风险。

[10] 欧丽黎，李吉华 . 骨碱性磷酸酶、血 25-羟维生素 D3 联
合骨密度对小儿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的诊断价值

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样本容量小、地域分布局
限、研究时限短，对结果的一般性、普遍性有所影响，

[J]. 医学综述，2018，24（7）：1449-1452.
[11] 林颖，陆春琴 . 血清碱性磷酸酶在健康儿童和不同类

故仍需扩大样本容量、增加不同地域 VDDR 案例，延

型儿童佝偻病中的变化及意义 [J].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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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9（24）：3006-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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