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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指南·

孕期妇女膳食指南
中国营养学会膳食指南修订专家委员会妇幼人群膳食指南修订专家工作组

ｄ机遇窗口的起始阶

为预防早产、流产，满足孕期血红蛋白合成增

段，营养作为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对母子双方的近

加和胎儿铁储备的需要，孕期应常吃含铁丰富的食

妊娠期是生命早期１

０００

期和远期健康都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１

２１

ｏ孕期

胎儿的生长发育、母体乳腺和子宫等生殖器官的发

物，铁缺乏严重者可在医师指导下适量补铁。
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原料，是调节新陈代谢和

育以及为分娩后乳汁分泌进行必要的营养储备，都

促进蛋白质合成的必需微量元素，除选用碘盐外，

需要额外的营养。因此，妊娠各期妇女的膳食应在

每周还应摄入ｌ～２次含碘丰富的海产品。
（二）关键推荐

非孕妇女的基础上，根据胎儿生长速率及母体生理
和代谢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孕早期胎儿生长发
育速度相对缓慢，所需营养与孕前无太大差别。孕
中期开始，胎儿生长发育逐渐加速，母体生殖器官
的发育也相应加快，对营养的需要增大，应合理增
加食物的摄入量。孕期妇女的膳食应是由多样化食
物组成的营养均衡膳食，除保证孕期的营养需要外，

１．整个孕期应口服叶酸补充剂４００“ｇ／ｄ，每天
摄入绿叶蔬菜。
２．孕中晚期应每天增加２０～５０ ｇ红肉，每周吃
１～２次动物内脏或血液。
３．孕妇除坚持选用加碘盐外，还应常吃含碘丰
富的海产食物，如海带、紫菜等。
（三）实践应用

还潜移默化地影响较大婴儿对辅食的接受和后续多

１．如何满足孕期对叶酸的需要：富含叶酸的食

样化膳食结构的建立【３Ｊ。
孕育生命是一个奇妙的历程，要以积极的心态

物有动物肝脏、蛋类、豆类、酵母、绿叶蔬菜、水果

适应孕期的变化，愉快享受这一过程。母乳喂养对

及坚果类。但天然食物中存在的叶酸是四氢叶酸的

孩子和母亲都是最好的选择，孕期应了解相关的知

各种衍生物，均为还原型，烹调加工或遇热易分解，

识，为产后尽早开奶和成功母乳喂养做好各项准备。

生物利用率较低；合成的叶酸是氧化型单谷氨酸叶

孕期妇女膳食指南应在一般人群膳食指南的基础上

酸，稳定性好，生物利用率高。因此，孕期除了常

补充以下５条内容：

（１）补充叶酸，常吃含铁丰富

吃富含叶酸的食物外，还应补充叶酸４００¨ｇ／ｄ，以

的食物，选用碘盐；（２）孕吐严重者，可少量多餐，

满足其需要。每天保证摄入４００ ｇ各种蔬菜，且其中

保证摄入含必要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１／２以上为新鲜绿叶蔬菜，可提供叶酸约２００“ｇＤＦＥ。

（３）孕中晚

期适量增加奶、鱼、禽、蛋、瘦肉的摄入；
量身体活动，维持孕期适宜增重；

（４）适

（５）禁烟酒，愉

举例见表１。
２．如何通过膳食获得孕期额外需要的铁：由于
动物血、肝脏及红肉中含铁量较为丰富，且所含的

快孕育新生命，积极准备母乳喂养。
一、补充叶酸，常吃含铁丰富的食物，选用碘盐

铁为血红素铁，其生物利用率较高，可通过适当增
加这类食物的摄入来满足孕期对铁的额外需要。孕

（一）提要

叶酸对预防神经管畸形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

中晚期每天增加２０～５０ ｇ红肉可提供铁１～２．５

ｍｇ，

症、促进红细胞成熟和血红蛋白合成极为重要。

每周摄入１～２次动物血和肝脏，每次２０～５０ ｇ，可

孕期叶酸的摄入应达到每天６００“ｇ膳食叶酸当量

提供铁７～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ｏｌａｔ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ＤＦＥ），除常吃含叶

酸丰富的食物外，还应补充叶酸４００

Ｉ．ｔｇＤＦＥ／ｄ。

５

ｍｇ，基本可以满足孕期增加的铁营养

需要。

（四）科学依据
１．孕期叶酸的需要量增加：叶酸作为一碳单位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１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９４０８．２０１６．０９．００１

万方数据

的供体，在体内参与氨基酸和核酸的代谢，对细胞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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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提供２００“ｇＤＦＥ叶酸的蔬菜类食物
一日搭配举例８

铁的推荐摄入量在孕前２０ ｍｇ／ｄ的基础上，应分别
增加４和９ ｍｇ／ｄ，达到２４和２９

ｍｇ／ｄ。

３．选用碘盐的必要性：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主
要原料，甲状腺素对调节新陈代谢、促进蛋白质合
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孕期新陈代谢增强，甲状
腺素合成增加，对碘的需要量显著增加。碘缺乏导
致甲状腺素合成不足，影响蛋白合成和神经元的分
化，使脑细胞数量减少、体积缩小，重量减轻，严
重损害胎儿脑和智力发育。孕期碘缺乏，轻者导致
胎儿大脑发育落后、智力低下、反应迟钝；严重者
导致先天性克汀病，患儿表现为矮、呆、聋、哑、
瘫等症状［１
注：８依据《中国食物成分表２００４》计算；ＤＦＥ：膳食叶酸当

８－１

９］。此外，妊娠期缺碘导致的甲状腺素

合成不足还引起早产、流产及死胎发生率增加，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胎盘早剥等严重妊娠期并发症的

量（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ｏｌａｔ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ＤＦＥ）

发生率也相应增加Ⅲｔ１１。由于多数食物中缺乏碘，
增殖、组织生长分化和机体发育起着重要作用。孕

加碘盐能确保有规律地摄入碘。

早期叶酸缺乏或使用叶酸拮抗剂（堕胎剂、抗癫痫

４．为何要常吃含碘丰富的食物：以食盐中加碘量

药物等）可引起死胎、流产或胎儿脑和神经管发育

２５

畸形Ｈ。５】。叶酸是细胞ＤＮＡ合成过程中的重要辅酶，

组织（Ｗｏｒｌｄ

孕中晚期血容量和红细胞生成增加，叶酸缺乏则会

童基金会以及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影响幼红细胞核中ＤＮＡ的合成，使细胞核的成熟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Ｉｏｄ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和分裂延缓、停滞，影响血红蛋白的合成，导致巨

ＩＣＣＩＤＤ）推荐的２０％计算，每天从碘盐中可摄入

幼红细胞性贫血［６】。叶酸是体内蛋氨酸循环的甲基

碘１２０“ｇ，仅能满足普通人群碘的需要。孕期碘的

供体，叶酸缺乏导致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损伤血

推荐摄入量２３０¨ｇ／ｄ，比非孕时增加近１倍，食用

管内皮细胞，并可激活血小板的黏附和聚集，诱发

碘盐仅可获得推荐量的５０％左右，为满足孕期对碘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血浆中同型半胱氨酸水

的需要，建议孕妇常吃富含碘的海产食品。海带（鲜，

平升高还与习惯性流产、胎盘早剥、胎儿生长受限、

１００

畸形、死胎、早产等的发生密切相关［８－９］。

贝类（３０ ｇ）、海鱼（４０ ｇ）可分别提供碘１ １０¨ｇ。

２．孕中晚期对铁的需要量增加：随着妊娠的进
展，孕妇血容量和红细胞数量逐渐增加，胎儿、胎
盘组织的生长均额外需要铁，整个孕期约额外需要
铁６００～８００

ｍｇ［１０。１

２１，孕中晚期妇女应适当增加铁的

ｍｇ／ｋｇ、每天摄入盐６ ｇ、烹调损失率按世界卫生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联合国儿

ｇ）、紫菜（干，２．５ ｇ）、裙带菜（干，０．７ ｇ）、

二、孕吐严重者，可少量多餐，保证摄入含必
要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一）提要

孕早期胎儿生长相对缓慢，对能量和各种营养

摄入量。孕期膳食铁摄入不足容易导致孕妇及婴儿

素的需要量也无明显增加，应维持孕前平衡膳食。

发生缺铁性贫血或铁缺乏。缺铁性贫血是全球性公

如果早孕反应严重，可少食多餐，选择清淡或适口

共卫生问题，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普遍［１ ３１。孕

的膳食，保证摄入含必要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

期缺铁性贫血是我国孕妇中常见的营养缺乏病，发

预防酮血症对胎儿神经系统的损害。

生率约３０％，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均会产生许多不
良影响。如胎盘缺氧则易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性心脏病，铁缺乏和贫血还使孕
产妇抵抗力下降，导致产妇身体虚弱，容易并发产
褥期感染、产后大出血、心力衰竭等，甚至危及生
命１１４］。孕妇贫血还会增加早产、子代低出生体重及
５

儿童期认知障碍发生的风险［１ １７］。孕中期和孕晚期

万方数据

（二）关键推荐
１．孕早期无明显早孕反应者应继续保持孕前平
衡膳食。

２．孕吐较明显或食欲不佳的孕妇不必过分强调
平衡膳食。
３．孕期每天必需摄取至少１３０ ｇ碳水化合物，
首选易消化的粮谷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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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进食少或孕吐严重者需寻求医师帮助。

‘６４３。

发生风险１２２－２３１。

２．为何必须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１３０ ｇ的碳水

（三）实践应用

１．孕早期无明显早孕反应者应继续保持孕前平

化合物：孕早期受孕酮等激素分泌增加的影响，消

衡膳食：孕早期胎儿生长相对缓慢，所需能量和营

化系统功能发生一系列变化，如胃肠道平滑肌松弛、

养素并无明显增加，孕妇应继续保持孕前平衡膳食，

张力减弱、蠕动减慢，使胃排空及食物在肠道中停

无需额外增加食物摄入量，以免使孕早期体重增长

留的时间延长，孕妇容易出现饱胀感及便秘；消化

过多。

液和消化酶分泌减少，易出现消化不良；由于贲门

２．早孕反应明显者不必过分强调平衡膳食：早

括约肌松弛，胃内容物可逆流入食管下部，引起胃

孕反应是许多孕妇在孕早期都会出现的正常生理反

灼热、反胃或呕吐。因严重孕吐不能摄入足够碳水

应，不必过于担心和焦虑，保持愉快稳定的情绪，

化合物时，机体需要动员身体脂肪来产生能量维持

注意食物的色、香、味的合理调配，有助于缓解和

基本生理需要。大量脂肪酸在肝脏经Ｂ氧化产生乙

减轻症状。早孕反应明显时，不必过分强调平衡膳

酰乙酸、Ｂ一羟丁酸和丙酮，三者统称为酮体。当

食，也无需强迫进食。可根据个人的饮食嗜好和口

酮体生成量超过机体氧化能力时，血液中酮体浓度

味选用容易消化的食物，少食多餐。进餐的时间地

升高，称为酮血症或酮症酸中毒。血液中过高的酮

点也可依个人的反应特点而异，可清晨醒来起床前

体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损伤胎儿大脑和神经

吃，也可在临睡前进食。

系统的发育Ⅲ］。为避免孕早期酮症酸中毒对胎儿神

３．保证每天摄取至少ｌ

３０

ｇ碳水化合物：孕吐

严重影响进食时，为保证脑组织对葡萄糖的需要，

经系统发育的不利影响，早孕反应进食困难者，也
必须保证每天摄入不低于ｌ ３０ ｇ的碳水化合物。

预防酮症酸中毒对胎儿的危害，每天必需摄取至少
１ ３０

ｇ碳水化合物。应首选富含碳水化合物、易消

三、孕中晚期适量增加奶、鱼、禽、蛋、瘦肉
的摄入

化的粮谷类食物，如米、面、烤面包、烤馒头片、

（一）提要

饼干等。各种糕点、薯类、根茎类蔬菜和一些水果

孕中期开始，胎儿生长速度加快，应在孕前膳

中也含有较多碳水化合物，可根据孕妇的口味选用。

食的基础上，增加奶类２００ ｇ／ｄ，孕中期增加动物性

食糖、蜂蜜等的主要成分为简单碳水化合物，易于

食物（鱼、禽、蛋、瘦肉）５０ ｇ／ｄ，孕晚期需再增加

吸收，进食少或孕吐严重时食用可迅速补充身体需

７５

要的碳水化合物。进食困难或孕吐严重者应寻求医

维生素Ａ、钙、铁等营养素和能量增加的需要［２５

师帮助，考虑通过静脉输注葡萄糖的方式补充必要

建议每周食用２～３次鱼类，以提供对胎儿大脑和视

量的碳水化合物。

网膜发育有重要作用的ｎ一３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

ｇ／ｄ（合计增加１２５ ｇ／ｄ），以满足对优质蛋白质、

可提供１３０ ｇ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有：２００ ｇ左右

的全麦粉；或者１７０～１

８０

ｌ ５０

（二）关键推荐

ｇ精制小麦粉或大米；或

者大米５０ ｇ、小麦精粉５０ ｇ、鲜玉米１００ ｇ、薯类
ｇ的食物组合，是满足１

３０

１．孕中期开始，每天增加奶２００ ｇ，使奶的总
摄入量达到５００

ｇ碳水化合物的最低

限的食物。

２６］。

ｇ／ｄ。

２．孕中期每天增加鱼、禽、蛋、瘦肉共计５０

ｇ，

孕晚期再增加７５ ｇ左右。

（四）科学依据

３．每周最好食用２～３次深海鱼类。

１．为何孕早期食欲不佳的孕妇不必过分强调平

（三）实践应用

衡膳食：孕早期胎儿生长相对缓慢，所需要的能量

１．如何使奶的总摄入量达到５００ ｇ／ｄ：奶是钙

和营养素不多，备孕期的良好营养贮备可以维持母

的最好食物来源，孕中晚期每天需要摄入各种奶类

体和胎儿在这一时期的营养需要，若不能维持孕前

５００

平衡膳食，只要保证基本的能量供应即可，不必过

可分别在正餐或加餐时食用，孕期体重增长较快时，

分强调平衡膳食，也无需过早增加能量和各种营养

可选用低脂奶，以减少能量摄入。要注意区分乳饮

素的摄入。研究表明，孕早期能量摄入过多导致孕

料和乳类，多数乳饮料中含乳量并不高，不能代

妇孕早期体重增长过多是孕期总体重增长过多的重

替奶。

要原因，可明显增加妊娠期糖尿病等妊娠并发症的

万方数据

ｇ／ｄ，可选用液态奶、酸奶，也可用奶粉冲调，

２．孕期如何增加鱼、禽、蛋、瘦肉的摄入：孕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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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孕妇每天需要增加蛋白质１５ ｇ、钙２００ ｍｇ、能

孕期钙营养缺乏，母体会动用自身骨骼中的钙

量３００ ｋｃａｌ（１ ｋｃａｌ＝４．１８４ ｋＪ），在孕前平衡膳食的

维持血钙浓度并满足胎儿骨骼生长发育的需要。

基础上，额外增加奶２００ ｇ，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５～

因此，孕期钙营养不足对母体健康的危害更加明

ｇ、钙２００ ｍｇ和能量７０～１２０ ｋｃａｌ，再增加鱼、禽、

显［３０－３１］。研究显示，孕期饮食不合奶类的中国妇女

６

蛋、瘦肉共计５０ ｇ左右，可提供优质蛋白质约１０

ｇ，

能量８０～１５０ ｋｃａｌ。

产后骨密度比同龄非孕妇女下降１ ６％，孕期低钙摄
入也增加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风险，孕妇增加

孕晚期孕妇每天需要增加蛋白质３０ ｇ、钙２００

ｍｇ，

奶制品的摄入可使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率降低

能量４５０ ｋｃａｌ，应在孕前平衡膳食的基础上，每天

３５％，子痫前期的发生率降低５５％，早产的发生率

增加奶２００ ｇ，再增加鱼、禽、蛋、瘦肉共计约１２５

降低２４％。也有研究证实孕妇饮奶可降低孩子出生

ｇ。

同样重量的鱼类与畜禽类食物相比，提供的优

后对牛奶蛋白过敏的风险［３２１。

质蛋白质含量相差无几，但鱼类所含脂肪和能量明

２．孕中晚期对蛋白质和能量的需要量增加：孕

显少于畜禽类。因此，当孕妇体重增长较多时，可

妇蛋白质需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根据体重增加

多食用鱼类而少食用畜禽类，食用畜禽类时尽量剔

计算得到的蛋白质维持量，另一部分是蛋白质的储

除皮和肉眼可见的肥肉，畜肉可优先选择牛肉。此

存量。２００７年，ＷＨＯ、世界粮农组织（Ｆｏｏｄ

外，鱼类尤其是深海鱼类，如三文鱼、鲱鱼、凤尾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Ｏ）和联合国大学

鱼等，还含有较多ｎ－３多不饱和脂肪酸，其中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Ｕ）指出孕早、

二十二碳六烯酸（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ＤＨＡ）对

中、晚期（中间时间）体重分别增加０．８、４．８和

胎儿大脑和视网膜功能发育有益［２７－２８］，每周最好食

１ １．０

用２～３次。

９３０

３．孕期一天食物量建议：孕中期及孕晚期一天
食物建议量见表２。

ｋｇ；整个孕期孕妇和胎儿需要储存蛋白质约
ｇ，其中包括胎儿４４０ ｇ、胎盘１００ ｇ、羊水３

ｇ、

子宫增大１６６ ｇ、乳腺发育８０ ｇ、血液增加１３５

ｇ。

孕１０周以前每天仅需储存蛋白质约０．６ ｇ，孕中、
晚期日均分别需要储存１．９和７．４ ｇ，按机体蛋白质

表２孕中期及孕晚期孕妇一天食物建议量（ｇ／ｄ）
食物种类

的利用率４７％计算，从估计平均需要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建议量
孕中期

孕晚期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ＥＡＲ）推算到推荐营养素摄

入量（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ａｋｅ，ＲＮＩ），孕中、

晚期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为１５和３０ ｇ。已有大
量的研究证实，孕期蛋白质一能量营养不良会直接
影响胎儿的体格和神经系统发育，导致早产和胎儿
生长受限、低出生体重儿。而早产儿、低出生体重
儿成年后发生向心性肥胖、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
征、２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
四、适量身体活动，维持孕期适宜增重
注：４全谷物和杂豆不少于１／３；６绿叶蔬菜和红黄色等有色蔬
菜占２／３以上

（一）提要

体重增长是反映孕妇营养状况的最实用的直观
（四）科学依据

指标，与胎儿出生体重、妊娠并发症等妊娠结局密

１．孕中晚期对钙的需要量增加：从孕ｌ ８周起

切相关ｍ。３４１。为保证胎儿正常生长发育、避免不良

胎儿的骨骼和牙齿开始钙化，至分娩时新生儿体

妊娠结局，应使孕期体重增长保持在适宜的范围。

内约有３０ ｇ钙沉积。这些钙主要在孕中晚期逐渐

平衡膳食和适度的身体活动是维持孕期体重适宜增

沉积于胎儿骨骼和牙齿中，孕中期每天需沉积钙

长的基础，身体活动还有利于愉悦心情和自然分娩，

约５０ ｍｇ，孕晚期每天沉积增至３３０ ｍｇ。尽管妊娠

健康的孕妇每天应进行不少于３０ ｍｉｎ的中等强度身

期钙代谢发生适应性变化，孕妇可通过增加钙的吸

体活动。

收率来适应钙需要量的增加，但膳食钙摄入仍需增
加２００ ｍｇ／ｄ，使总量达到１

万方数据

０００ ｍｇ／ｄ［２ ９１。

（二）关键推荐
１．孕期适宜增重有助于获得良好妊娠结局，应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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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以（９５～１３３）次／ｍｉｎ为宜。常见的中等强度

重视体重监测和管理。
２．孕早期体重变化不大，可每月测量１次，孕
中晚期应每周测量１次体重。

运动包括：快走、游泳、打球、跳舞、孕妇瑜伽、
各种家务劳动等。应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孕前的

３．健康孕妇每天应进行不少于３０ ｍｉｎ的中等强

运动习惯，结合主观感觉选择活动类型，量力而行，
循序渐进。

度身体活动。

（四）科学依据

（三）实践应用
１．孕期体重监测和管理：应从孕前开始对体重

１．追求孕期体重适宜增长的意义：孕期体重平

进行监测和管理。孕早期体重变化不大，可每月测

均增长约１２．５ ｋｇ，其中胎儿、胎盘、羊水、增加的

量１次，孕中晚期应每周测量体重，并根据体重增

血容量及增大的子宫和乳腺属必要性体重增加，为

长速率调整能量摄入水平。体重增长不足者，可适

６～７．５

ｋｇ，孕妇身体脂肪蓄积３～４ ｋｇ。孕期体重增长

当增加高能量密度的食物摄入；体重增长过多者，

过多是孕妇发生妊娠并发症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

应在保证营养素供应的同时注意控制总能量的摄入，

娠糖尿病等的危险因素，也是妇女产后体重滞留的重

并适当增加身体活动。除了使用校正准确的体重秤，

要原因，并增加妇女远期发生肥胖和２型糖尿病的风

还要注意每次称重前均应排空大、小便，脱鞋帽和

险，还与绝经后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呈中度相关ｍ】。

外套，仅着单衣，以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和监测

孕期体重增长不足和过多，均会影响母体产后乳汁的

的有效性。

分泌［３６］ｏ美国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９４ ６９６例孕妇

由于我国目前尚缺乏足够的数据资料建立孕期

中，仅３９．４％孕期增重在ＩＯＭ推荐的适宜范围内，

适宜增重推荐值，建议以美国医学研究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７．８％增重不足，４２．８％增重过多。与孕期增重适

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ＯＭ）２００９年推荐的妇女孕期体重增

宜的孕妇相比，增重过多使子痫前期增加８８％、头

长适宜范围和速率作为监测和控制孕期体重适宜增

盆不称发生率增加５８％、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增加

长的参考。不同孕前体重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４７％、大于胎龄儿发生率增加１４３％；增重不足时子

ＢＭＩ）妇女孕期体重总增重的适宜范围及孕中晚期

痫前期、头盆不称和剖宫产率虽有所降低，但小于

每周的增重速率参考值见表３。孕早期体重增长不

胎龄儿发生率增加１ １４％ｔ”］。可见，孕期增重不足

明显，早孕反应明显的孕妇还可能出现体重下降，

或过多都不利于母婴健康［３８

均为正常。应注意避免孕早期体重增长过快。

３９］。

２．能量摄入和体力活动是控制孕期体重增长的
２个关键要素：推荐孕中晚期每天能量摄入比孕前

表３美国医学研究院２００９推荐的孕期适宜

分别增加３００和４５０ ｋｃａｌ，是基于维持身体活动水

体重增长值及增长速率

平不变的前提，如果孕期体力活动水平比孕前有明
显下降，则容易导致能量过剩和体重增长过多。随
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加之一些居民对围产保健还存
在一些认识误区，以为孕妇吃得越多、长得越多对
胎儿越好，活动越少越安全，我国妇女孕期能量摄

注：双胎孕妇孕期总增重推荐值：孕前体重正常者为１６．７－２４．３

入过多、日常工作量和活动明显减少的现象越来越
ｋｇ

孕前超重者为１３．９～２２．５蚝，孕前肥胖者为１１．３－１８．９ ｋｇ

普遍，容易导致能量摄入与消耗失衡，使孕期体重
增长过多、妊娠期糖尿病和巨大儿的发生率显著增

２．孕期如何进行适当的身体活动：若无医学禁

加，从而危害母婴两代人的健康。国内外研究均证

忌，多数活动和运动对孕妇都是安全的。孕中晚期

实，对孕妇进行以体力活动和膳食指导为基础的干

每天应进行３０ ｍｉｎ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中等强

预，并辅以体重监测，可有效减少孕期体重增长，

度身体活动需要中等程度的体力可明显加快心率，

帮助妇女实现孕期体重的适宜增长Ｈ ０１。

一般为运动后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５０％～７０％，主

３．孕期进行规律的运动有益母子健康：孕期进

观感觉稍疲劳，但１ ０ ｍｉｎ左右可恢复正常。最大

行适宜的规律运动除了增强身体的适应能力，预防

心率可用２２０减去年龄计算得到，如年龄３０岁，

体重过多增长外，还有利于预防妊娠期糖尿病和孕

最大心率（次／ｍｉｎ）为２２０—３０＝１９０，活动后的

妇产后远期２型糖尿病的发生［４１－４２］。身体活动还可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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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６。

促进胎盘的生长及血管分布，从而减少氧化应激和

该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婴儿，任何代乳品都无法替代

炎性反应，减少疾病相关的内皮功能紊乱。此外，

母乳。成功的母乳喂养不仅需要健康的身体准备，

身体活动还有助于愉悦心情；活动和运动使肌肉收

还需要积极的心理准备。孕妇尽早了解母乳喂养的

缩能力增强，还有利于自然分娩。只要没有医学禁

益处、加强母乳喂养的意愿、在保证孕期平衡膳食

忌，孕期进行常规活动和运动都是安全的，而且对

合理营养的同时，做好乳房的护理，学习母乳喂养

孕妇和胎儿均有益处Ⅲ】。

的方法和技巧，有利于产后尽早开奶和顺利哺乳，

五、禁烟酒，愉快孕育新生命，积极准备母乳
喂养

可大大提高母乳喂养的成功率。（１）思想准备和心
理准备：母乳喂养可给婴儿提供全面的营养和充分

（一）提要
烟草、酒精对胚胎发育的各个阶段都有明显的

的肌肤接触，促进婴儿的生长发育，还有助于产妇
子宫和产后体重的恢复、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对

毒性作用，容易引起流产、早产和胎儿畸形［４４－４７１。

母体也有很多益处。健康妇女都应选择母乳喂养，

有吸烟饮酒习惯的妇女必须戒烟禁酒，远离吸烟环

纯母乳喂养至产后６个月，最好坚持哺乳至婴儿满

境，避免二手烟。怀孕期间身体的各种变化都可能

２周岁。（２）营养准备：孕期平衡膳食和适宜的体

会影响孕妇的情绪，需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和适

重增长，使孕妇身体有适当的脂肪蓄积和各种营养

应，愉快享受这一过程。

储备，有利于产后泌乳。正常情况下，孕期增重中

母乳喂养对孩子和母亲都是最好的选择，成功
的母乳喂养不仅需要健康的身体准备，还需要积极

有３－４ ｋｇ的脂肪蓄积是为产后泌乳贮备能量的，母
乳喂养有助于这些脂肪的消耗和产后体重的恢复。

的心理准备。孕妇应尽早了解母乳喂养的益处、增

（３）乳房护理：孕中期开始乳房逐渐发育，应适时

强母乳喂养的意愿、学习母乳喂养的方法和技巧，

更换胸罩，选择能完全罩住乳房并能有效支撑乳房

为产后尽早开奶和成功母乳喂养做好各项准备。

底部及侧边、不挤压乳头的胸罩，避免过于压迫乳

（二）关键推荐
１．孕妇应禁烟酒，还要避免被动吸烟和不良空
气环境。

２．孕妇情绪波动时应多与家人和朋友沟通、向
专业人员咨询。
３．适当进行户外活动和运动有助于释放压力，
愉悦心情。
４．孕中期以后应积极准备母乳喂养。
（三）实践应用

头妨碍乳腺的发育。孕中晚期应经常对乳头、乳晕
进行揉捏、按摩和擦洗，以增强乳头、乳晕的韧性
和对刺激的耐受性。用温水擦洗乳头，忌用肥皂、
洗涤剂或酒精等，以免破坏保护乳头和乳晕的天然
油脂，造成乳头皲裂，影响日后哺乳。乳头较短或
内陷者，不利于产后宝宝的吸吮，自孕中期开始可
每天向外牵拉加以矫正。
（四）科学依据
１．烟酒对胎儿的危害：烟草和烟雾中含有大量

１．孕妇需避免烟酒和不良生活环境对胎儿的危

的有毒物质，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尼古丁外，还有氢

害：孕妇除了禁止吸烟饮酒外，还要注意避免被动

氰酸、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吡啶、芳香族化合物

吸烟的影响，尽量避免身处于通风不良和人群聚集

和焦油等。这些物质可随着烟雾主动或被动吸入孕

的环境中。

妇体内，使母体血液和胎盘循环中氧含量降低，导

２．尽情享受孕育新生命的快乐：孕妇要积极了

致胎儿缺氧，从而影响生长发育［４ ９１。烟雾中的尼古

解孕期生理变化特点，学习孕育知识，定期进行孕

丁可使子宫与胎盘的小血管收缩，导致胎儿缺氧，

期检查，出现不适时能正确处理或及时就医，遇到

从而引起流产、死胎等。烟雾中的氰化物可导致胎

困难多与家人和朋友沟通以获得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儿大脑和心脏发育不全、腭裂、唇裂、智力低下等

家人也应多给孕妇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适当

先天缺陷口０１。有资料显示，孕期吸烟的孕妇分娩出

进行户外活动和运动、向专业人员咨询等均有助于

生缺陷儿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２．５倍ｐ”。

释放压力，愉悦心情。

孕妇饮酒容易使胎儿患酒精中毒综合征陋２１，这

３．母乳喂养需做哪些准备：母乳喂养对子代的

种中毒胎儿的典型特征为：低体重、心脏及四肢畸

健康成长和母亲的产后恢复均十分重要，对婴儿和

形、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异常、智力低下。曾有人认

母亲都是最好的选择［４８］ｏ绝大多数妇女都可以且应

为孕妇适量饮酒对胎儿影响不大，只有严重酗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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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Ｖａｒｅｌａ—Ｍｏｒｅｉｒａｓ
ａｃｉｄ，ａｎｄ

［８］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ＭＢ．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ｏｄ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ｍｅｃｈａｎｊｓｍｓ［Ｊ］Ｊ Ｄｅｖ Ｏｒｉ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２ ０１ ２，３（５）：２９９—３０８．

ｏｆ ｆｏｌａｔｅ，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ｍ ａｎｄ

［７】

Ｔ，Ｍａｒｕｏ Ｔ．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ｉｎ

９９０

［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７／Ｓ２０４０１７４４１２０００３０Ｘ．

［６］

Ｎ，Ｔｓｕｊｉｎｏ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 Ｃａｎ，２００４，２６（１ １）：９８２—

Ｏｎｇ ＺＹ，Ｇｕｇｕｓｈｅｆｆ ＪＲ，Ｍｕｈｌｈａｕｓｌｅｒ ＢＳ．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ｏｖｅｒ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５］

Ｏｈａｒ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８３５．

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ｆｅ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Ｊ］．Ｊ

４１ ７．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ｏｄ

［４］

Ｔｈｙｒｏｉｄ，２００７，１ ７：８２９

【加

Ｂａｒｋｅｒ ＤＪ．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ＭＢ．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ｌｄ—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ｏｄ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Ｊ］．

Ｍｅｔａｂ 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０８，９（３）：２０３ ２１１．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ｓｌ ｌＩ ５４—００９一９０８７一ｚ．

［２】

［伸

Ｂｕｔｔｅ ＮＦ，Ｅｌｌｉ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

ｇ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Ｊ］．Ａｍ
［拍

ＫＪ，Ｗｏｎｇ Ｗ ｗ，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Ｂｕｔｔｅ ＮＦ．Ｅｎｅｒｇｙ

ｆａｔ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３，１８９（５）：１４２３

ｂｉｒｔｈ

１４３２

ｒｅｑｕｉ ｒｅ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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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ｅｔａｌ

［４１］

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Ｎｅｓｔｌｅ Ｎｕｔｒ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Ｓｅ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０５，
５５：４９—６７：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６７

【２７】

Ｓｗａｎｓｏｎ Ｄ，Ｂｌｏｃｋ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ａｔｉｎｇ

Ｒ，Ｍｏｕｓａ ＳＡ．Ｏｍｅｇａ一３ ｆｈ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ＥＰＡ ａｎｄ

［２９】

Ａｌ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Ｈａｃｋｅｒ ＡＮ，Ｆｕｎｇ

ＥＢ，Ｋｉｎｇ ＪＣ．Ｒ０１ｅ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Ｊ】．Ｎｕｔｒ Ｒｅｖ，２０１２，７０（７）：

［４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Ａｌｉｙｕ

ＭＨ，Ｗｉｌｓｏｎ ＲＥ，Ｚｏｏｒｏｂ Ｒ，ｅｔ ａ１．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ｃｏｈ０１．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３．

［４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ｍ Ｊ Ｃ１ｉｎ Ｎｕｔｒ’

Ａｌｉｙｕ

ＭＨ，Ｌｙｎｃｈ Ｏ，Ｂｅｌｏｇｏｌｏｖｋｉｎ ｖ’ｅｔ ａ１．Ｍａｔｅｍａ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ｕｓ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ｖｓ．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ｒ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

Ｂｕｎｙａｖａｎｉｃｈ Ｓ，Ｒｉｆａｓ—Ｓｈｉｍａｎ

ＳＬ，Ｐｌａｔｔｓ—Ｍｉｌｌｓ ＴＡ，ｅｔ ａ１．

ｓｔｕｄｙ【Ｊ】．Ｅｕｒ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２０（５）：５８２—５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ｐｕｂ／ｃｋｑ０３６．

［４６］

Ｋｏ ＴＪ，Ｔｓａｉ

ＬＹ，Ｃｈｕ ＬＣ，ｅｔ ａ１．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Ａ１１ｅ唱ｙ Ｃ１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ｂｉ 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ｓｍａｌｌ

ＩｍｍｕｎｏＩ，２０１４，１３３（５）：１３７３一１３８２．ＤＯｌ：ｌＯ．１０１６／ｊ．ｊａｃｉ．２０１３．

ｆ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ａｎｄ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ｎｈ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ａ ｂｉｎｈ ｃｏｈｏｎ

１１．０４０．

ｓｔｕｄｙ【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Ｎｅｏｎａｔｏｌ，２０１４，５５（１）：２０一２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巧．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Ｊ

ＹＷ，Ｃｈｕｎｇ ＪＨ，Ｋｕｒｂｉｓｃｈ—Ｂｌｏｃｋ ｌ，ｅｔ ａ１．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ｇａｉｎ

ｐｅｄｎｅｏ．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５．

［４７】

Ｋｒｓｔｅｖ

Ｓ，Ｍａｒｉｎｋｏｖｉｃ Ｊ，Ｓｉｍｉｃ Ｓ，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ｉｎｎ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８，１１２（５）：１０１５—１０２２．ＤＯＩ：

ｍａｔｅｍａｌ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１０．１０９７／ＡＯＧ．０ｂＯｌ３ｅ３１８１８ｂ５ｄｄ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ａｃｋ—Ｎｉｅｌｓｅｎ

Ｌ，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行ｏｍ ｉｎｆａｎｃｙ

ｓｅｎ
ｔｏ

ＫＦ，Ｇａｍｂｏｒｇ Ｍ，ｅｔ ａ１．
ｏｆｒｓｐｒ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ｍｕ曲ａｄｕｌｔｌｌｏｏｄ［Ｊ］．Ｉｎｔ

Ｊ

Ｓｉｅｇａ—Ｒｉｚ

Ｏｂｅｓ（Ｌｏ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ｏ

［４９］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Ｊ

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ｅｆｉｃｉｃｍ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ＤＨＤ）

［Ｊ】．Ｂｅｈａｖ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２０１５，２９１：１ ８４一１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ｂｂＬ２０１５．０５．０３１．

ＨＬ，Ｍｙｌｅｓ ＴＤ，ｅｔ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１］

ＭＡ，Ｃａｍｓｏ Ｖ，ｅｔ ａ１．Ｍａｔｅｍａｌ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ｓｍｏｋｅ

Ｃｈｅｎ Ｈ，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ｐ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Ｊ】．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７，

１１０ｆ４）：７４５—７５１．

ＰＬｏＳ

Ｍａｒｇｅｒｉｓｏｎ Ｚｉｌｋｏ ＣＥ，Ｒｅｈｋｏｐｆ Ｄ，Ａｂｒａｍｓ Ｂ．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

Ｗ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Ｅ，Ｄａｎｉｅｌｓ ＣＷ，Ｗａｎｅｒｓｏｎ ＬＲ，ｅｔ ａ１．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ｅｒｍ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ｏｎ

Ｓａａｒｌａｎｄ，Ｇｅｍａｎｙ［Ｊ］Ｅｕｒ

Ｂｉｏｌ，２００９，１４６（１）：３７—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巧．

ａｎｉｍａｉ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ｉｌｋ［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Ｒｅ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ｐｌａ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ｏｍｏｔ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２０１２，７２（１）：７７—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ｐｒ２叭２．４２．
ＤｅＶａｄｅｒ ＳＲ，Ｎｅｅｌｅｙ

ｕｔｅｒｏ

ｅｊｏｇｒｂ．２００９．０５．０３ １．

ＭＣ，Ｌａｉｔｉｎｅｎ Ｋ，Ｓａｌｍｉｎｅｎ Ｓ，ｅｔ ａ１．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５４２／ｐｉｒ３２—７—２６７．

Ｍｅｙｅｒ Ｓ，Ｒａｉｓｉｇ Ａ，Ｇｏｒｔｎｅｒ Ｌ，ｅｔ ａ１．Ｉｎ

０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Ｒｅｐｒｏｄ

［５０］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ＲＭ，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ＲＡ．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ｊｕｓｔ

ＳＧＡ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９，２０ｌ（４）：３３９．ｅ卜１４．ＤＯＩ：ｌＯ．１０１６／ｊ．ａｊｏｇ．２００９．
ＣｏＩｌａｄｏ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ｓｔｕｄｙ［Ｊ］．Ｍａｔｅｍ Ｃｈ订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 ｅｆｋｃ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ｈｅａｖｙ ｓｍｏ“ｎｇ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Ｊ］．Ａｍ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０７．００２．

ｏｎ

ｎｕｔ“ｔｉｏｎ［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Ｒｅｖ，２０１１，３２（７）：２６７—２８０．ＤＯＩ：１０．

ｇｏｏ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ｂｉｒｔｈｗｅｉ曲ｔ，ｆｅ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１

ＡＭ，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ａｎ Ｍ，Ｍｏｏｓ ＭＫ，ｅｔ ａ１．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ＴＳ

ｔｏ

Ｊ，２０１３，１７（９）：１５９１一１５９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０９９５一０１２一１１６９—６．

ｃ４８】

２叭０，３４（１）：６７—７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佃ｏ．２００９．２０６．

ｓｈｏｒｔ—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ｔｏ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ｉｎｔ０１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ｏ仃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ｔｅｍａｌ

ｄｉｅｔ［Ｊ］

０ｎｅ，２０１ｌ，６（１１）：ｅ２７２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

００２７２６０．

［５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Ａｍ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０１，２０１０，２０２（６）：５７４ ｅ卜８．ＤＯＩ：１０．Ｊ０１６／ｊ．ａｊｏｇ．２００９．１２．

Ｋｍｌｅｗｉｔｃｈ ｃＪ．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Ｎｕｒｓ Ｒｅｓ，２００５，２３：１０１一１３４．

ｆ５３】

Ｃｏｎｄｅ Ａ，Ｆｊｇｕｅｊｒｅｄｏ Ｂ，丁ｂｎｄａｊｓ Ｉ，ｅｔ

ａ１．Ｍ０ｔｂｅｒ’ｓ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００７．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ｆｈｃ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Ｂｅｙｅｒｌｅｉｎ Ａ，Ｓｃｈｉｅｓｓｌ Ｂ，Ｌａｃｋ Ｎ，ｅｔ ａ１．Ｏｐｔｉｍａｌ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ｒａ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２０１０，３ｌ（２）：７０—８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 ｎｏＶ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２００９，９０（６）：

ｌ ５５２一ｌ ５５８．ＤＯＩ：１ Ｏ．３９４５／ａｊｃｎ．２００９．２８０２６．

［４０］

ＳＷ．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ｎ９１ｅｔｏｎｓ［Ｊ］Ａｌｃｏｈ０１，２００８，４２（８）：３６９—３７４．ＤＯＩ：ｌＯ．１０１６／ｊ．

ＣＭ，Ｚａｐａｔａ ＣＬ，ｅｔ ａ１．Ｂｏｎ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ｉｎ ｒｅＩａｔｉｏｎ

［３９】

Ｖｌａｄｕｔｉｕ ＣＪ，Ｅｖｅｎｓｏｎ ＫＲ，ＭａｒｓｈａＩｌ

Ｏ’Ｂ“ｅｎ ＫＯ，Ｄｏｎａｎｇｅｌｏ

ｗｅｉｇｈｔ

【３８】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ＢＪＯＧ，２０１５，１２２（９）：１１６７—１１７４．ＤＯ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 ｓｋ

ｗｉｔｈ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ａｓｔｈｍａ ｉｎ

［３７】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３９７—４０９．ＤＯＩ：ｌＯ．１ｌｌｌ／ｊ．１７５３—４８８７．２叭２．００４９１．ｘ．

Ｐｅａｎｕｔ，ｍｉｌｋ，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ｉｎｔ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３６］

ｏｎ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Ｊ Ｐｈｙｓ Ａｃｔ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０，７：７６ｌ一７６９．

２００６，８３（２）：３ １７—３２３．

【３５】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１０．１１１１／１４７ｌ一０５２８．１３４２９．

【４３］

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３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ａｉｎ：ａ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ｄｉｅｔｓ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３３】

Ｓａｎａｂ“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Ｇ，Ｇａｒｃｉａ—Ｈｅｒｍｏｓｏ Ａ，ＰｏＶａｔｏｓ—ＬｅＯｎ Ｒ，ｅｔ
ａ１．Ｅｆｆｂ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仃，２０００，７ｌ（１ Ｓｕｐｐｌ）：２８５Ｓ一２９ｌＳ．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３２］

ＬｉｆｅｓｔｙＩｅ Ｐｉｌｏｔ［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１５，３８（９）：１６５０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ａｔｅｍａｌ ａｎｄ ｆｃｔａｌ

［３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Ｉ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ｏ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Ａ．Ｃａｌｃｉｕｍ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ａ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ｏｒ

ｌ ６５６．ＤＯＩ：ｌ Ｏ．２３３７／ｄｃ ｌ ５一０３６０．

［４２】

ＭＤ，Ｖａｎ 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ｅｎ ＡＣ，Ｈｏｒｎｓｔｒａ

Ｎｕｔｒ．２０００．２０：２４９—２７２．

［３０］

Ｔｈｅ ＤＡＬＩ

ｌｉｆｅ［Ｊ】．Ａｄｖ Ｎｕｔｒ，２０１２，３（１）：

１—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４５／ａｎ．１１１．０００８９３．

ＪＧ，Ｇａｌｊａａｒｄ Ｓ，ｅｔ ａ１．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７１．

ＤＨＡ：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行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２８］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Ｄ，Ｊｅｌｓｍａ

ｏｎ

ｆｅ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

２０—２２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ＤＯＩ：１０．３１０９／０１６７４８２１００３６８１４６４．

［５４］

Ｆａｎ

ＪＭ，Ｃｈｅｎ ＸＱ，Ｄｕ ＪＺ．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ｕｌｉｎｇ Ｉ，Ｂｅｙｅｒｌｅｉｎ Ａ，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Ｅ，ｅｔ ａ１．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ＲＨ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ａｎｄ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ｏ Ｅｎｄｏｃ“ｎｏｌ

ｔ“ａｌｓ【Ｊ］．ＢＪＯＧ，２０ｌｌ，１１８：２７８—２８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４７卜０５２８．
２０１０．０２８０１．ｘ．

万方数据

ｆａｍｉｌｙ［Ｊ】．

Ｌｅｔｔ，２０１４，３５（６）：４２９—４３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０３）

（本文编辑：高雪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