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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妇女每周补充铁和叶酸对增进孕产妇和儿童良好健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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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于2007年4月25-27日在

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了每周补充铁和叶酸以防育龄妇女贫

血问题全球协商会议。本立场说明文件基于该次会议达

成的共识，并概述了在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委

托开展的文件审评以及该次专家协商会议提出并讨论的

进一步证据的基础上确定的各项建议。本文件针对广大

对象，包括参与设计和实施微量营养素规划进行公共卫

生干预的规划执行伙伴、科学家和政府。 

 

背景 世卫组织全球专家协商会  

 

贫血是多因素疾患，需要多管齐下进行预防和治

疗。缺铁和感染是 普遍的贫血病因，但其它疾患也会

产生影响，例如缺乏维生素A、维生素B12、叶酸和核

黄素以及地中海贫血和血红蛋白病等营养缺乏症。据估

计，全球妇女贫血患病率是，非孕妇为30.2%，孕妇达

47.4%（de BenoistB等人，2008年）。有人提出，在公

共卫生规划中可以采取的一项较有效的预防措施是，每

周根据粘膜细胞的更新状况进行补铁（  Viteri FE，

1995年；Viteri FE等人，1998年）。这一做法颇有吸引

力，副作用不太明显，而且在基层社区可能较易操作，

维持时间可能也较长。改善育龄妇女的铁和叶酸营养状

况可以改善妊娠结果，增进孕产妇和婴儿健康。稳健务 

实的做法是，在可对规划进行必要监督的适当环境中，

每周补充铁和叶酸。进一步开展短期疗效试验不太可能

获得关于潜在长期效益的更多有用信息。西太平洋区域

办事处于2003年10月举行的会议审查了 初三个试点项

目的调查结果，审查报告见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网站

（www.wpro.who.int）。2005年12月国际《营养评论》

增刊（(II)S95-S108））公布了这些项目的调查结果、结

论和建议。迄今为止，全球各地发表了30多篇有关论

文，报告了每周补充铁和叶酸预防缺铁和贫血的研究结

果、结论和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于2007年在菲律宾马尼

拉举行了每周补充铁和叶酸以防育龄妇女贫血问题全球协

商会议，讨论了文件审评结果，尤其讨论了这些结果对发

展中国家公共卫生的影响。该次协商会议的目标包括，正

式评估审查结果，分析与每周预防性补充铁和叶酸规划以

改善孕前和在怀孕 初几个月期间铁和叶酸水平的功效、

有效性、安全性和可行性有关的一切现有证据，讨论在何

种特定环境下可以有效实施每周补充铁和叶酸规划以及

有可能大幅改善孕前和孕期铁和叶酸水平，并查明和重视

需作进一步研究的知识缺陷。预计将在2009年《食品与营

养公报》的一期特别增刊上发表该次协商会议的讨论情

况，包括会议结论和与会者的建议。 

 

http://www.wpro/


 

每周补充铁和叶酸  

 
每周补充铁和叶酸可以有效确保，在未能充分实

施食品强化措施或这类措施未能奏效的社区中，妇女特

别在孕前和怀孕头三个月获得足够的铁营养素。一些社

区在获得必要支持后，开展了社会宣传和个人动员活

动，适当保障了规划实施，通过在短期和中期每周补充

铁和叶酸，有效降低了育龄妇女贫血症患病率。 
经证实，从怀孕前到怀孕 初三个月期间，如果

每日补充叶酸，即可降低神经管缺损风险。每周补充铁

和叶酸可以确保妇女尤其是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已怀孕或

未被其它营养补充规划覆盖的妇女在怀孕前和怀孕初期

获得足量叶酸。许多怀孕并不是事先计划的。多项研究

结果表明，如果连续数月至连续2年每周补充铁和叶

酸，可以改善育龄妇女体内铁营养素状况（Beaton 
GH，McCabe GP， 1999年）。不久前的一项审查

（Margetts B，2007年）结果显示，如果连续12周以上

每周补充铁和叶酸，可以增加血红蛋白，一些研究还显

示可以提高血清铁蛋白水平，从而改善铁含量。每周补

充60毫克铁的作用与每天补充铁的作用相似，但严重贫

血妇女除外。 

 

协商会议的建议 
 

参与协商会议的专家们得出结论并提出多项建

议。现将这些建议概述如下。 
 
 应将对付缺铁症和贫血战略与提高育龄妇女体内铁

储备和叶酸水平的战略结合起来。需要考虑采取驱

虫措施防止钩虫感染，提高铁营养素有效摄入量，

采取干预措施控制造成贫血的其它因素，尤其是疟

疾和其它感染，并对付维生素A缺乏症。 
 在育龄妇女贫血率高达20%以上并且在一两年内不

可能对主食实行铁和叶酸大规模强化规划的人群

中，应考虑每周补充铁和叶酸，以防妇女缺铁，提

高孕前铁储备量，并提高叶酸水平。如果没有育龄

妇女贫血率数据，可以用孕妇（>40%贫血率）或5
岁以下儿童等其他人群的贫血率数据代替。若缺乏

此种信息，亦可考虑采用饮食模式和社会经济状况

等标准。不妨考虑将可能无法获得经加工的加铁食

品以及具有高度生物药效的其它物质的低收入妇女

人群作为此项干预措施的重点对象。 
 每周应补充60毫克硫酸亚铁（FeSO4.7H2O）。此外，

尽管关于每周补充叶酸有效剂量的证据非常有限，

不妨每周补充2800微克叶酸。每天补充叶酸可以有

效降低神经管缺损（Botto LD等人，1999年）。与

会者提出每周叶酸推荐剂量的依据是，周 

 
推荐量是用于预防神经管缺损的日剂量的7倍，另

外，已有少量实验证据显示，这一剂量可以提高红

血球叶酸含量从而降低神经管缺损风险。每周铁和

叶酸推荐补充剂量可能会造成肠胃短暂不适和大便

呈黑色，但迄今尚无报道称可能造成长期毒性。与

会者还认为，所推荐的每周叶酸剂量并无已知毒

性，不过这方面的证据仍很有限。有两项已发表的

研究报告对每周补充叶酸进行了评估。墨西哥一些

妇女连续三个月补充叶酸，每天补充5毫克。疗程结

束一周后，其红血球叶酸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神

经管缺损风险降低50% （Martinez-de Villarreal LE
等人，2001年)。研究结果还显示，两年后，婴儿脊

柱裂和无脑畸形病例发病率减少了50%，婴儿死亡

率和残疾率也大幅降低（Martinez-de Villarreal LE等
人，2002年）。新西兰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连

续12周每周补充一次2.8毫克剂量的叶酸后，妇女白

血球叶酸水平升高，从而降低了新生儿先天性神经

管缺损风险（Norsworthy B等人，2004年）。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能有必要单补铁营养素。一种

情况是，在主食中添加叶酸经证实非常有效，并且

已广泛实施。如果强制添加叶酸并已产生实际效

用，而同时并未采取加铁措施或此种措施并无效

果，即应实行每周补铁规划。另一种情况是，一些

疟疾流行地区采用抗叶酸类抗疟疗法。有证据显

示，如果补充叶酸，这些药物的药效就可能会减

弱。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谨慎行事，每周单补铁营

养素。 
 一旦证实已怀孕，妇女应获得标准的产前保健服

务。世卫组织目前推荐，妇女在怀孕期间和分娩

初三个月内，每天应补充60毫克铁和400微克叶酸。 
 每周补充铁和叶酸规划必须与控制缺铁症和贫血症

的其它努力结合起来，并且应作为可以自我维持的

长期干预措施，供育龄妇女使用。 

 为了促进采用和成功实施每周补充铁和叶酸规划，

首先需要调动育龄妇女的积极性和主动提出要求，

建立适当的启动和维持规划的机制，包括提供充足

资金，社区予以支持，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包括非

政府组织），不断供应铁和叶酸优质强化剂，制定

和实施与媒体和其它信息来源进行有效沟通的办

法，设法鼓励育龄妇女适当补充这些营养素（尤其

在不对消费进行监督的情况下），与卫生保健、教

育和私立部门（例如工厂、市场和当地商店中）现

有行之有效的供应系统相结合，并通过社区组织开

展工作。 
 在发起每周补充铁和叶酸干预措施之前，需要获得

基线数据；必须在第一年密切监测规划的实施过程

和结果，然后在 初5年中每年进行监测。应建立

监测和评价制度，以确定预期成果的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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