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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健康

利用核技术评估母乳喂养方式
以促进更好的营养和健康

1. 人生最初几个月和几年采用适当的喂养方式
对于实现最佳成长、发育和健康至关重要。
2. 对母乳喂养在预防营养不良中所起重要作用
的认识需要得到加强。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支持成员国利用稳定同
位素技术评价改善婴幼儿喂养方式的活动。

导言

纯母乳喂养系指，除了当婴儿需要用于保健的维
生素、矿物质或药物口服补液、滴剂和糖浆时之
外，婴儿只接受人奶，而不给予其任何其他液体
或固体，甚至水。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建议，婴儿在人生头六
个月应完全进行母乳喂养，以实现最佳成长、发
育和健康。
此后，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营养需求，

对婴儿的好处

婴儿应接受营养适当和安全的补充食品，同时继
1
续母乳喂养长达两年或两年以上。
母乳喂养对婴儿的好处现在已完全确定（见以下
信息图）。
据估计，全球母乳喂养每年可避免82.3
2
万名婴儿死亡。

良好的营养，特别是在从怀孕到二岁的头1000
3
天，促进大脑健康发育和身体成长。
在婴儿期和
幼儿期，不适当的喂养方式，营养摄入不良和频
繁的感染可能导致发育迟缓，这影响着中低收入
4
国家约1.59亿五岁以下儿童。
有证据表明，生命
早期营养不良与成年期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风险增加有关5。

2
科学证据和研究已表
母乳喂养也有益于母亲。
明，母乳喂养改善生育间隔和防止乳腺癌。
此外，
它还可以防止卵巢癌并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见以下信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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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同位素技术如何提供帮助

同位素技术有助于确定婴儿是否完全进行母乳
喂养，以及婴儿摄入的人乳量。
这些技术加上对
母乳喂养模式的定期监测可以为计划实施者提
供重要的反馈，并使得能够扩大干预措施。
还需
要定期进行人口全面评估，以监测全球母乳喂养
趋势。

技术人员在肯尼亚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实验室分析氘样品。
（照片来源：C. Mwangi和S. Oiye）

纯母乳喂养全球目标和跟踪进展

根据2013年的一项研究，全球纯母乳喂养率仍
然很低，而中低收入国家的纯母乳喂养率则略有
增长，从1993年的25%上升到2013年的36%。
同
一时期的继续母乳喂养率略有下降，从76%降至
2
73.3%。

目前，关于母乳喂养方式的许多可用数据都依赖
于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喂养什么样的食物和液体
的自我报告数据。
为了测量所摄入的人乳量，常
规方法要求在每次喂食前后对婴儿称重，这可能
既耗时又费力。
这就是稳定同位素技术可以起到
特别重要作用的方面。

称为母亲服用氧化氘剂量（母亲服用剂量）技术6、7
的非放射性核技术提供一种获得关于母乳喂养
方式的准确和客观信息（特别是母乳喂养的排他
性信息）的方法。
该技术通过跟踪氘从母体到婴
儿的流动来评估母乳喂养方式，氘是天然少量存
在的、氢的一种稳定（非放射性）同位素。

认识到纯母乳喂养的重要性，世界卫生大会在
2012年确立了全球目标，即到2025年将头六个月
的纯母乳喂养率提高至至少50%。
母乳喂养能够
有助于实现零饥饿以及良好的健康和福祉等“可
持续发展目标”。
许多国家的政府实施促进纯母乳喂养的计划。
但
是，关于所摄入的人乳量、母乳喂养的排他性以
及将其他食物引入婴儿饮食对六个月以后的持
续母乳喂养产生了多大影响的资料有限。
全球卫
生工作的一个重点是努力改进国家数据收集工
作，以提供关于母乳喂养模式的可靠信息数据。

对婴儿进行唾液取样用于母亲服用剂量技术分析。
（照片来源：E. Agu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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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母乳喂养率

基于母亲回忆和母亲服用剂量技术的生命头六个月
纯母乳喂养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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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服用剂量技术

喀麦隆、危地马拉、肯尼亚、摩洛哥、南非和斯里
兰卡等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使用了客观的母亲服
用剂量技术，以评估纯母乳喂养情况，并与关于
从出生以来或在调查前24小时内向儿童喂食了
何种食物和液体的母亲自我报告进行比较。
研究
结果显示，基于母亲自我报告的数据常常有偏向
性，并且倾向于高估三至六个月龄时纯母乳喂养
率约40%（见上图）。

母亲服用剂量技术如何发挥作用

给哺乳期母亲服用非常小剂量的氧化氘，氧化氘
是富含氘的水（称为氘的这种氢原子的较重同位
素99.8%）。
氘在几个小时内遍布她的全身并融入
其乳汁中。
婴儿体内的氘仅来自母乳喂养期间摄
入的乳汁。
在14天的时间里，分别收集母亲和孩
子的唾液样本。
对唾液中氘的数量进行分析，以
确定给母亲服用的氘有多少出现在婴儿的唾液
中。
根据该信息，可以确定婴儿摄入的人乳量以
及婴儿是否饮用了其他来源的水。
母亲服用剂量
技术还提供关于母亲身体成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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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服用剂量技术

母亲摄入氧化氘。
氘与母亲体内的水包括婴儿所摄入
的乳汁混合。
母亲和孩子的唾液均富含氘。
可用灵敏
设备对其进行测量。

原子能机构支助

原子能机构对成员国的支持稳步增加，目前正在
支持亚洲及太平洋、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及加
勒比地区的30多个成员国利用稳定同位素技术
对促进婴儿生命头六个月进行纯母乳喂养的成
就进行评估。

通过这些项目，原子能机构正在帮助成员国获得
应用安全的母亲服用剂量技术的能力，从而提供
关于母乳喂养方式的准确和客观的数据。
这些项
目的结果将为决策者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利益相
关方提供有关促进母乳喂养活动有效性的信息，
以支持世卫组织关于头六个月纯母乳喂养的建
议，以及到2025年将头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率提
高至至少50%的全球营养目标。
提高对母亲服用剂量技术的认识、了解其重要性
以及建立利用该技术的适当技术能力是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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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的关键问题，以便能够将该技术更广泛地
应用于监测促进母乳喂养干预措施的影响。

供考虑的建议

1. 鼓励成员国评估与利用母亲服用剂量技术评
估母乳喂养模式有关的国家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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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励成员国发展利用母亲服用剂量技术的能
力，以便将其纳入常规人口和健康普查。
3. 鼓励成员国利用母亲服用剂量技术支持国家
对实现纯母乳喂养全球营养目标的进展情况
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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