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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乳母膳食营养研究现状
郭艳红，苏米亚，刘翠平，陈文亮，齐晓彦，贾宏信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光明乳业研究院，乳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36）

摘  要：目前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在各地区按照统一标准施行。然而中国地区差异大，乳母膳食营养有一

定的差异，即使是在同一地区，乳母膳食营养也受到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等的影响。

乳母膳食影响母婴营养状况。了解和掌握不同地区乳母膳食摄入特点和营养情况，对指导饮食摄入量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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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fied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 (DRI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China. Nevertheless, there are wide 

regional variations in dietary intake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lactating mothers across the country,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geographic environment, life style,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e factors, education level, etc even within the same region.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both lactating mothers and their infants is influenced by maternal dietary intake. Hence, understanding 

of dietary intake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lactating mother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is meaningful for formulating 

appropriat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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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母膳食摄入对乳母及婴儿健康的意义非常重要[1]。

乳母一方面要逐步补偿妊娠、分娩时所损耗的营养储备，

促进各器官、系统功能的恢复，另一方面还要分泌乳汁、

哺育婴儿。如果营养不足，将会影响母体健康，减少乳汁

分泌量、降低乳汁质量、影响婴儿生长发育[2-5]。研究表

明，母体健康以及母乳分泌量和母乳营养成分受乳母营

养状态的影响[6-8]。因此，应根据授乳期生理特点及乳汁

分泌的需要，合理安排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供给。我

国各地区乳母膳食营养状况、经济文化水平、生活习俗

等都具有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都会引起膳食结构的不

同，从而引起乳母营养状态的水平差异[9-10]，因此，了解

我国各地乳母营养差异、膳食与母婴健康关系，以及造

成差异的原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乳母膳食指导调节十

分必要。

1 各地区乳母膳食营养差异

乳母哺乳与自身恢复需要比平时摄入更多的能量

及优质蛋白，因此需要多摄入鱼、禽、蛋、瘦肉、大豆

类的食物。中国各地区乳母普遍有“坐月子”的习惯，

肉、禽、蛋类摄入较多，导致蛋白质和脂肪摄入较高。

但不同地区的乳母摄入其他营养素如碳水化合物、维生

素和矿物质等有不同程度的差异。邓娟[11]对长春市311 例

乳母膳食进行评价发现，乳母膳食中蛋白质和脂肪供能

比均高于推荐值，碳水化合物供能比低于推荐值，Ca和

叶酸的摄入量较低，Fe摄入过量，Zn、VA摄入较合理。

王双佳等[12]对北京市顺义区的120 例乳母进行膳食调查发

现，蛋白质和脂肪的功能比较高，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偏

低，多数矿物质和维生素的摄入量有不同程度的缺乏。李

响等[13]运用24 h膳食回顾法对251 名产后20～22 d健康乳

母进行膳食调查发现，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较高，碳水化

合物摄入略低，Fe、Se、Cu、P、VB3和VE摄入量较高，

Ca、Na、Zn、VB1、VC和叶酸摄入较低。然而也有一些

研究表明，一些地区乳母膳食中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也相对

不足。如冯荔等[14]也调查了北京市顺义区乳母膳食特点，

运用24 h膳食回顾法调查167 名乳母发现，乳母膳食中的

三大产能物质、各种矿物质及维生素的摄入与推荐值相比

相对不足。这可能与当地居民生活习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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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地区过于重视优质蛋白

以及脂肪的摄入，相对忽略微量元素的摄入，导致微量

元素有不同程度的缺乏。在哺乳期间，如果微量元素的

摄入或储备不足，会对婴幼儿生长发育产生不利影响，

尤其是一些在母乳中直接受乳母膳食影响的微量元素，

如VA、VB、Zn、I2等
[15]。因此，不同地区乳母应根据各

自地区及自身特点，保证微量元素充足和均衡的供给，

酌量增加水果和海产品的摄入。另外，碳水化合物在能

量供应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同时重视碳水化

合物的充足供给。

2 乳母膳食与母婴营养的关系

2.1 乳母膳食对母乳成分的影响

许多学者对乳母膳食与乳汁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多数研究表明，乳汁中营养素含量相对稳定，乳母膳食

状况一般不会明显影响乳汁中营养素含量，然而母乳中

一些矿物质如Se、I2等，则较依赖乳母膳食供应。另外，

一些维生素如VB、VA、尼克酸等也较易受到乳母膳食

的影响[6,15]。如果乳母摄入蛋白质质量较差，摄入又不足

时，将会影响乳汁蛋白质的含量和组成，母乳中脂肪酸

也直接受到乳母膳食质量的影响[15]。赵晓慧等[16]用24 h膳

食调查方法研究北方某县39 名0～6 月乳母膳食维生素、

矿物质对乳汁相关成分的影响，结果表明，VB1、烟酸、

VC摄入量低于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DRIs），在月子内Ca、K、Cu摄入低于DRIs，

而Mg、P的摄入则远远过量，月子后情况相似，但Fe的

摄入不足，相关性分析显示各种营养素的膳食摄入量与

母乳成分不相关。

王维清等[17]调查了陕西澄城县哺乳期乳母膳食和乳汁

营养素的状况。结果发现陕西澄城县农村乳母膳食能量和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乳汁中蛋白质

偏低而乳糖偏高，乳汁中能量与乳脂的变化一致，膳食和

乳汁中相对应的营养素和能量相关系数差异无显著性。

然而另有一些研究表明，膳食中一些重要矿物质如

乳母膳食显著相关。如张雪琰等[18]研究了济南市56 名产

后30～50 d乳母矿物质摄入与乳汁矿物质含量的关系。

采用24 h回顾法，记录调查对象每餐摄入食物的种类

和数量，同时采集乳汁，用火焰原子吸收光度法测其

Ca、Fe、Zn、Mg、Cu、Mn的含量。结果发现，膳食

矿物质Gu、Fe、Mn、Mg的摄入量均达到推荐摄入量

的90%，钙摄入量较低，仅为推荐摄入量的62.5%。相

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膳食Ca、Zn、Mn的摄入量与乳汁

中含量极显著相关（P＜0.01）。

2.2 乳母膳食对乳母营养的影响

乳母膳食直接影响到乳母营养。哺乳期需要摄入大

量营养物质，甚至比怀孕时需要的营养量更大[2]，哺乳前

4 个月分泌乳汁所需要的能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怀孕期间所

需要的能量[19]。虽然这些能量部分依赖于怀孕期间母体

自身储存的能量，但是，哺乳期间的充足且均衡的膳食

对乳母营养至关重要[20]，然而，现有关于乳母膳食对乳

母营养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杨娟等[21]利用2002

年广西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对全区265 名乳母

的调查问卷及实验室检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乳母

贫血患病率为23.3%，其中农村乳母贫血高达28.2%。结

果表明，广西乳母尤其是农村地区乳母营养不良相关疾

病发生较为严重，营养改善和健康教育工作亟待加强。

2.3 乳母膳食对乳量的影响

乳母的膳食营养是影响泌乳量的重要原因。哺乳期

前6 个月，平均每天泌乳量为750 mL，但乳母蛋白质与

能量摄入很低时，泌乳量可减少到正常的40%～50%[15]。

赵文鼎等[22]对天津市市区与农村乳母进行膳食与泌乳量

关系的研究，发现城市乳量充足与不充足者一次单侧乳

量为39.8 mL和15.4 mL，农村为35.6 mL与11.9 mL，农

村乳母乳量不足者摄入的热能与脂肪显著低于乳量充足

者。对于生活水平和膳食摄入差异不大的地区来说，泌

乳量差异较小。王文广等[23]对北京市城区、近郊、远郊

189 名乳母进行泌乳量调查，结果发现，城区、近郊及远

郊区乳母产后6 个月泌乳量每天分别为（689±149）、

（784±156）、（778±163） g，3 个地区泌乳量无明显

差异。另外，合理的饮食结构调整对泌乳量影响较小。

韦旭芳等[24]对浙江省衢州市400 例1～6 个月乳母进行膳

食摄入与泌乳量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改变乳母饮食

结构，在肉、禽、蛋类饮食结构的基础上增加水果类摄

入，改变乳母的泌乳量并不显著。

3 导致差异的原因

导致各地乳母膳食差异的原因有多种，包括饮食习

惯和生活方式、地理文化因素、民族、城乡差异等[25-27]。

研究结果表明，饮食习惯如食物质量、食物之间成分的

相互作用，食物的加工与贮存对营养成分的吸收影响很

大，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生活习惯和文化因

素对乳母膳食也有一定影响，如乳母长期素食会导致婴

儿VB12的缺乏[28]，民族差异导致的文化差异也影响乳母

膳食结构，陈红慧等[29]对240 名产后0～6 个月广西三江

县侗族和南宁市汉族乳母进行膳食调查发现，结果表

明，侗族、汉族乳母膳食结构明显不同。侗族乳母膳食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Ca、Mn、Cu摄入量均明显低于

汉族乳母（P＜0.01），侗族母乳蛋白质、脂肪、Ca、

Mn、Cu、Zn含量均显著低于汉族母乳（P＜0.05）。

地理因素对乳母膳食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我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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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日照时间比南方少，日照强度也稍弱。这就导致北方乳

母比南方的乳母更容易VD缺乏。另外，经济条件、教育

水平、生活方式等也影响乳母膳食。邓娟等[3]研究结果表

明，母亲文化程度、分娩方式均会影响乳汁中多不饱和脂

肪酸含量。乳汁中二十二碳六烯酸（DHA）、α-亚麻酸、

二十碳三烯酸、花生四烯酸水平受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

γ-亚麻酸、二十二碳四烯酸水平受乳母分娩方式的影响。

此外，乳母膳食还受到经济水平和城乡差异的影

响。经济水平发达，人均收入高的地区，乳母膳食营养

更为充足。刘会会等[30]选择92 名0～2 岁婴幼儿健康乳母

为调查对象，采用24 h膳食回顾法调查了山东城市及农村

乳母VB1、VB2和烟酸的膳食摄入情况，结果表明，食物

消费种类结果显示，农村乳母膳食中粮谷类摄入量高于

城市乳母，而畜禽肉类、鱼虾类、蛋类、乳及乳制品和

水果类摄入量却明显低于城市乳母（P＜0.05）。城市乳

母烟酸量摄入量较为充足，VB1、VB2摄入不足，而农村

地区乳母VB2、烟酸均不足，城市乳母VB2、烟酸摄入量

明显高于农村乳母（P＜0.05）城乡乳母膳食多样化差异

显著，农村乳母膳食多样化水平更低且VB2、烟酸缺乏，

与膳食结构较单一有关。

4 结 语

中国不同地区的乳母膳食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差

异性，这可能导致不同地区乳母分泌的乳汁成分有所不

同。乳母的膳食营养摄入对乳母本身健康状况以及婴幼

儿的正常生长发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导致乳母膳

食营养摄入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城乡差异、民族差异、社

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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