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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师服务模式对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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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家庭医师服务模式对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影响。方法 选取在我院进行定期门诊体检的婴儿400例，随机分成
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200例，干预组接受家庭医师服务模式干预措施至18月龄，对照组接受传统儿童保健门诊服务至18月
龄。记录两组婴幼儿1、3、6、9、12和18月龄时身长和体质量，用Gesell发育诊断量表对两组婴幼儿1、18月龄进行测试，记录两
组婴幼儿1、18月龄时营养性疾病发病情况。结果 干预组婴幼儿6、12和18月龄时身长和体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婴幼儿，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18月龄时婴幼儿各能区发育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婴幼儿（P<0.05）。干预组18月龄时蛋
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及缺铁性贫血发病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婴幼儿（P<0.05）。结论 家庭医师服务模式促进了婴幼儿的身心
发育，降低了婴幼儿营养性疾病的发病，值得在国内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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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amily physician services on infan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Methods 400
infants who had received regular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200). Inf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family physician services while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physical examination service, both till the age of 18 months. Body length and weight
at the 1st, 3rd, 6th, 9th, 12th and 18th month and morbidity of nutritional disorders at the 1st and 18th month were recorded.
What’s more, infants were tested with Gesell developmental schedules at the 1st and 18th month. Results Body length and
weight at the 6th, 12th and 18th month were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evelopment quotient in intelligence fields was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Moreover, the morbidity of protein-energy malnutrition and iron deficiency anemia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 Family physician services could promote infan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reduce the morbidity of nutritional disorders, thus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China.
Keywords: family physician; inf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婴幼儿期是体格和智力发育重要的时期，婴幼
儿期的营养问题可能会导致不可逆转的生长和认知
发育方面的迟缓，乃至影响到成人期的健康状况[1]。
喂养方式与内容是影响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重要因
素，而婴幼儿科学喂养知识的普及是《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2011~2020年）》中的主要措施之一。然而，
我国目前科学喂养知识的普及率仍然较低[2-4]，如何
提高养护人的科学喂养知识的知晓率和行为形成
率，从而改善婴幼儿生长发育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家
庭医师服务模式是一种有效的健康管理模式，是我
国医改的一项重要举措，主要提供连续性、综合性和
协调性的医疗服务及健康指导，其在卫生资源的合
理利用、医疗费用的降低、全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等方

面有积极的作用，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医疗体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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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代谢疾病和畸形等；（4）父母未患有各种慢性疾

础[5-7]。然而，目前我国家庭医师服务模式主要应用
于慢性疾病的预防和随访，尚缺乏其应用于干预婴
儿生长发育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通过对本院儿童保
健门诊随访的婴幼儿进行研究，以了解家庭医师服
务模式对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5年1月~2016年1月出生并在我院
进行定期门诊体检的婴儿400例，纳入标准：（1）1月
龄，纯母乳喂养，性别不限；（2）正常足月生产，出生
体质量2500~4000 g；（3）出生时无严重先天性疾病、
病，母亲妊娠期间身体健康。排除标准：（1）早产，双
胎或多胎；（2）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严重器质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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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3）不能在3、6、9、12和18月龄返院复诊的婴幼

选婴幼儿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200例，两组婴幼

儿，随访期间搬迁出本市生活。采取随机数字法将入

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婴幼儿一般资料比较（Mean±SD）
性别（n）

组别

出生身长（cm）

出生体质量（kg）

孕周

男

女

对照组

101

99

50.09±1.01

3.23±0.25

干预组

102

98

50.18±0.97

3.27±0.31

1.2 方法

父母年龄（岁）
父

母

39.41±0.97

28.5±4.7

25.3±4.4

39.57±1.12

29.1±5.2

25.9±4.8

营养不良（包括低体质量、消瘦和生长迟缓）及缺铁性

干预组接受家庭医师服务模式干预措施至18月

贫血等发病情况。

龄，根据基线调查情况和健康需求，建立健康档案，

1.4 统计学方法

定期体检随访，举办健康知识讲座，进行小组讨论，

应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利用微信及QQ群等新兴媒体手段，有针对性地制定

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均值比较采用t检验。计

个性化的科学喂养干预措施，提供健康知识，指导科

数资料以%表示，采用卡方检验，P<0.05认为差异具

学喂养行为。对照组接受传统儿童保健门诊服务至

有统计学意义。

18月龄。
2 结果

1.3 观察指标

2.1 两组婴幼儿身长和体质量比较

记录两组婴幼儿1、3、6、9、12和18月龄时身长和

两组婴幼儿1、3月龄时身长和体质量差异无统

体质量，用Gesell发育诊断量表对两组婴幼儿1月龄
和18月龄进行测试，评出适应性、大动作、精细运动、

计学意义（P>0.05），6、12和18月龄时干预组婴幼儿身

语言和个人-社交5个能区的发育商（DQ），记录两组

长和体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婴幼儿（P<0.05，表2）。

婴幼儿1月龄和18月龄时营养性疾病如蛋白质-能量
表2 两组患者身长和体质量比较（Mean±SD）
1月龄
组别

3月龄

6月龄

12月龄

18月龄

身长（cm）

体质量（kg）

身长（cm）

体质量（kg）

身长（cm）

体质量（kg）

身长（cm）

体质量（kg）

身长（cm）

体质量（kg）

对照组

54.75±2.02

3.36±0.41

62.46±3.31

6.71±0.81

67.57±3.05

8.14±1.01

75.85±2.88

9.82±1.05

82.34±3.11

11.38±1.41

干预组

54.83±1.94

3.39±0.49

62.88±3.13

6.81±0.72

68.21±2.98*

8.36±1.18*

76.59±3.01*

10.11±1.43*

83.18±3.32*

11.71±1.38*

*P<0.05 vs 对照组.

2.2 两组婴幼儿Gesell评定各能区DQ值比较

意义（P>0.05），18月龄时干预组婴幼儿各能区DQ值

两组婴幼儿1月龄时各能区DQ值差异无统计学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婴幼儿（P<0.05，表3）。

表3 两组婴幼儿Gesell评定各能区DQ值比较（Mean±SD）
1月龄
组别

适应性

大运动

精细动作

18月龄
语言

个人-社交

对照组 114.11±29.13 111.48±26.41 124.51±31.31 103.48±19.69 90.14±20.59

适应性
99.13±10.42

大运动

精细动作

101.41±12.61 100.96±13.49

语言

个人-社交

99.59±10.84

98.59±9.93

干预组 118.03±31.23 107.94±29.67 119.91±33.22 106.11±21.98 93.27±21.14 102.48±11.14* 104.71±12.01* 104.59±9.12* 102.69±10.11* 103.13±11.73*
*P<0.05 vs 对照组.

2.3 两组婴幼儿营养性疾病发病率比较

24（12%），P<0.05]。

两组婴幼儿1月龄时均未患有营养性疾病，18月
龄时干预组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及缺铁性贫血发病
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8（4%）vs 22（11%），9（4.5%）vs

3 讨论
婴幼儿期是否合理喂养会直接影响儿童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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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良好营养能保证儿童体格和智力发育，减少疾
病的发生[8-9]。调查显示低体质量和生长迟缓发生率
的高峰年龄是1~2岁[10]。科学合理的喂养可以改善婴
幼儿生长发育，有助于预防与营养有关的疾病[11]。国
内外多项研究证实，科学喂养知识教育是一种重要
的营养改善与促进手段

，然而，我国科学喂养的

[12-14]

普及率仍处于中下水平，有研究显示养护人的科学
喂养知晓率仅约49.55%[15]。
家庭医生服务模式以全面健康管理为目标，用
契约的形式提供连续、安全、有效和适宜的健康管理
和综合性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模式[16]。在我国，家
庭医师服务模式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管理中已获
得良好的效果。研究表明，家庭医师服务模式能提高
医护人员对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的管理效率，改善
患者的遵医行为，提高治疗依从性，改变不良生活方
式，降低并发症和致残率，提高生活质量[17-18]。
本研究结果发现，干预组婴幼儿从6、12和18月
龄身长和体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婴幼儿，说明家庭
医师服务模式对婴幼儿喂养计划的制定可以促进婴
幼儿的生长发育，其中本研究认为科学辅食添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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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制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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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可促进婴幼儿心理发育，其中我们认为与养
护人科学育儿观念及行为的改变密不可分。同时，本
研究发现18月龄时干预组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及缺
铁性贫血发病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这可能与家庭
医师服务模式提高了养护人科学喂养知识的知晓率
和行为形成率，以及对营养性疾病的认识度和重视
程度加强有关。
综上所述，家庭医师服务模式促进了婴幼儿的
身心发育，降低了婴幼儿营养性疾病的发病，值得在
国内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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