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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生缺陷高发地区出生缺陷的
发生水平和流行病学特征
郑晓瑛

陈功

宋新明

【摘要】

目的

陈佳鹏

武继磊

纪颖

刘菊芬

张蕾

范向华

研究中国出生缺陷高发地区出生缺陷的发生水平，分析主要出生缺陷的分布和

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在出生缺陷高发的山西省选择２个高发县作为调查现场，对调查地区２００２年

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孕满２０周及以上的所有出生人口开展了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
陷回顾性调查。结果调查地区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年出生缺陷发生率为８４４．２／万，发生率位于前五位的出

生缺陷包括腹股沟疝（１８２．２／万）、无脑儿（１０４．４／万）、先天性智力低下（７９．４／万）、先天性心脏病
（７３．２／万）和脊柱裂（６３．９／万），前五位出生缺陷占全部出生缺陷的６０％。国内外出生缺陷统计分析
一般不包括腹股沟疝、鞘膜积液、隐睾和先天性智力低下，如果不包括这四类出生缺陷，调查地区出生
缺陷发生率为５３７．２／万，位于前五位的出生缺陷分别为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脊柱裂、脑积水
（４０．５／万）和脑膨出（３１．２／万）。男性出生缺陷发生率为９６６．２／万，明显高于女性（６４０．４／万）。孕产妇
年龄＜２０岁组和＞３０岁组出生缺陷发生率明显高于２０～２４岁和２５～２９岁年龄组。低龄孕妇发生神
经管畸形和先天性心脏病的风险甚至显著高于高龄孕妇，孕产妇年龄＜２０岁组神经管畸形和先天性
心脏病的发生率分别是４０８．８／万和１８８．７／万，而＞３０岁组两类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分别为２０４．８／万和
中国高发地区出生缺陷的发生呈

９１．０／万。出生缺陷发生率随着孕产次的增加而明显提高。结论

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流行病学特征，尤其是神经管畸形异常高发。不仅是高龄孕妇，２０岁以下的
低龄孕妇同样是一些出生缺陷发生的高危险因素。
【关键词】

出生缺陷；流行病学；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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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疾病模式的转变，出生人

组织专业人员逐村对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出生的存活儿

口素质问题逐渐突现出来，出生缺陷（ＢＤ）所导致的

童进行体检，对发现的ＢＤ儿童填写社区ＢＤ病例登

疾病负担正显得日益突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记表并拍摄照片。医院ＢＤ登记以医院为单位，组

国内已对ＢＤ开展了大量的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

织专业人员查阅县乡两级医院ＢＤ登记记录及产

但绝大多数是以医院为基础的监测。为了积极探索

科、儿科及Ｂ超检查室的医学记录，对发现的ＢＤ胎

ＢＤ的病因，我们选择ＢＤ高发省份的山西省开展了

婴儿填写医院ＢＤ病例登记表。上述社区和医院发

以人群为基础的ＢＤ流行病学研究。１９８７年２９个

现的ＢＤ均由首都儿童研究所儿科专家按照统一标

省、市、自治区９４５所医院Ｂ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

准进行确诊。

住院围产儿ＢＤ发生率为１３１／万，其中以山西省为

３．质量控制和漏报调查：参加本次调查的调查

最高，发生率为２０４／万…。山西省又以太行和吕梁

人员均经过统一的培训，在调查的各个阶段均实施

地区为全省ＢＤ高发地区。本文利用在山西省吕梁

了质量控制，并有专人负责资料的验收和核对。为

地区开展的ＢＤ调查资料估计我国高发地区ＢＤ发

尽可能提高诊断的可靠性，先天性心脏病采用听诊

生水平，分析主要ＢＤ的分布和流行病学特征，以便

筛查、彩超检查确诊，其他内脏畸形进行了Ｘ线等

为ＢＤ的病因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相关检查；先天性智力低下的诊断采用０～６岁小儿
神经心理发育量表（首都儿科研究所）测定智商，头

对象与方法

颅ＣＴ检查，并通过详细询问病史排除因新生儿窒

１．研究地区和对象：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４

息、外伤、颅内出血及感染等后天原因造成的智力低

月在山西省吕梁地区中阳和交口两县１０个乡开展

下病例。为尽可能降低ＢＤ漏报，还组织专业人员

了ＢＤ回顾性调查。调查对象为具有当地户口或虽

查阅了邻近５县县医院相关科室的医学记录，对属

无当地户口但在当地居住２年及以上的妇女；在

于调查范围新发现的ＢＤ病例进行了入户核实和补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在各级

充登记。２００５年４月组织专业人员随机抽取３个

医院及家庭分娩的孕２０周及以上所有胎、婴儿，包

村进行了ＢＤ登记漏报调查，活产漏报率为３．１％，

括死胎、死产和活产。

ＢＤ病例漏报率为５．９％，均在可接受的范围。

２．调查内容和方法：ＢＤ包括结构异常（先天性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进行资料

畸形）和功能异常。依据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

的统计分析。以每万名出生（包括死胎、死产和活

制定的“主要先天畸形诊断手册”，参考国内既往ＢＤ

产）中ＢＤ例数计算ＢＤ率，率的比较采用Ｙ２检验或

调查和监测经验，本研究重点调查了无脑儿、脊柱

Ｆｉｓｈｅｒ’ｓ确切概率法。

裂、脑膨出、先天性脑积水、先天性心脏病、腭裂、唇

结

果

裂、唇腭裂、食道闭锁或狭窄、肛门闭锁或狭窄、腹股
沟疝、先天性白内障、小眼畸形、小耳（包括无耳）、外

１．调查地区ＢＤ发生水平：本研究共调查

耳其他畸形、膀胱外翻、足外翻、足内翻、多指（趾）／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出生的胎婴儿６４２０人，其中男３５３３

缺指（趾）、并指（趾）、肢体短缩、先天性膈疝、脐膨

人，女２８２９人，５８例性别不详，性别比为１．２５。在

出、腹裂、两性畸形、尿道下裂、鞘膜积液、隐睾、联体

６４２０名胎婴儿中，活产婴儿６２０７人，死胎死产８７

双胎、血管瘤等主要体表和内脏畸形。除了上述主

人，医学终止妊娠１２６人。３年共检出ＢＤ病例５４２

要先天畸形，本研究还调查了唐氏综合征和先天性

例，其中活产中ＢＤ ３９８例，占７３．４％，产前诊断医学

智力低下的发生情况。本调查以人群为基础，ＢＤ病

终止妊娠１２６例，占２３．２％，死胎死产中ＢＤ １８例，

例的发现采用社区调查和医院登记相结合的方法。

占３．３％。

社区调查对所有孕满２０周的妊娠结局进行登记，并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调查地区的ＢＤ发生率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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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４．２／万。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的ＢＤ发生率分别为

不同的性别分布，如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及血管瘤为

９４４．２／万、７７５．７／万和８０５．３／万。中阳县和交口县３

女性高于男性，先天性心脏病、脑积水、先天性智力

年平均ＢＤ发生率分别为７９８．１／万和９０２．１／万。经

低下等为男性高于女性。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

统计学处理，两县ＢＤ发生率及各年份ＢＤ发生率的

学意义的为神经管畸形（男＜女）及先天性智力低下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男＞女）。男女性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分别为

表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年调查地区中阳、交口县ＢＤ发生率（／万）

１６４．２／万和２４０．４／万，性别比为０．６８。男女性先天
性智力低下的发生率分别为１１６．１／万和３５．４／万，性
别比为３．２８。
（２）孕产妇年龄与ＢＤ的关系：两县ＢＤ发生率
以孕产妇年龄＜２０岁组和≥３０岁组为高，２０～２４
岁年龄组较低，呈现明显的“Ｕ”形分布，不同年龄组
Ｂ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０岁组和≥３０岁

２．调查地区主要ＢＤ发生情况：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
调查地区ＢＤ发生的前五位主要包括腹股沟疝
（１８２．２／万）、无脑儿（１０４．４／万）、先天性智力低下
（７９．４／万）、先天性心脏病（７３．２／万）和脊柱裂
（６３．９／万）。前五位占全部ＢＤ的６０％（表２）。如果
按系统分类，ＢＤ发生率位于第一位的为神经系统畸

组ＢＤ发生率分别为１４１５．１／万和９４４．３／万，２０～２４
岁组和２５～２９岁组分别为７３５．２／万和８５８．４／万。不
同ＢＤ发生率与孕产妇年龄的关系有所不同，其中
先天性心脏病、智力低下发生率呈现中间低、两头高
的分布（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２

形，发生率为２３９．９／万，其中主要是神经管畸形
（１９９．４／万）；第二位为消化系统畸形，为１９７．８／万，
其中主要是腹股沟疝；其后依次为先天性智力低下

２００４年调查地区ＢＤ发生率（／万）
与孕产妇年龄的关系
年龄（岁）

ＢＤ

＜２０

２０～２４

２５～２９

≥３０

ｘ２值Ｐ值

（Ｈ＝３１８）（”＝抑４）（”＝加卯）（ｎ＝８７９）

（包括唐氏综合征）、循环系统畸形、肌肉骨骼系统畸
形、泌尿系统畸形等。
表２
ＢＤ

腹股沟疝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调查地区各种ＢＤ发生率

例数貉宇

肋

例数貉亨

１１７

１８２．２

唇裂

６

９．４

６７

１０４．４

脐膨出

６

９．４

先天性智力低下５１

７９．４

唇腭裂

４

６．２

先天性心脏病

４７

７３．２

尿道下裂

４

６．２

脊柱裂

４１

６３．９

肛门闭锁狭窄

３

４．７

脑积水

２６

４０．５

唐氏综合征

３

４．７

脑膨出

２０

３１．２

先天性白内障

２

３．１

血管瘤

１９

２９．６

小眼畸形

２

３．１

鞘膜积液

１５

２３．４

足内翻

２

３．１

隐睾

１４

２１．８

肢体短缩

２

３．１

多指、缺指

１２

１８．７

腹裂

２

３．１

多发畸形

１２

１８．７

足外翻

ｌ

外耳畸形

９

１４．０

其他

腭裂

６

９．４

无脑儿

４９

１．６
７６

３

（３）孕产次与ＢＤ的关系：两县ＢＤ发生率随孕

注：多发畸形中，神经管畸形（无脑儿、脊柱裂和脑膨出）、先天性

产次增加而明显增加，统计学检验表明差异有统计

心脏病、先天性智力低下合并其他畸形时，分别归并到神经管畸形、

学意义。孕次为１、２、３和４的ＢＤ发生率分别为

先天性心脏病和先天性智力低下中

６５４．７／万、７２３．０／万、１１２１．４／万和１９４１．０／万（Ｙ２＝

３．ＢＤ的性别分布和危险因素分析：

９０．５６，Ｐ＜０．０１）。产次为ｌ、２、３和４的ＢＤ发生率

（１）性别分布：两县男、女性ＢＤ发生率分别为

分别为８０２．８／万、８７９．４／万、１０９２．４／万和１７１８．８／万

９６６．２／万和６４０．４／万，性别比为１．５１。不同ＢＤ呈现

（Ｙ２＝２２．４３，Ｐ＜０．０１）。

主坐煎堑疸堂盘查！！！！至！旦箜！！鲞箜！塑

（４）既往异常孕产史与ＢＤ的关系：包括本次怀

！塑！』垦逝！！盟ｉ！！！』！！！！！型！！！！，Ｙ！！：！！！型！：！

１０／万¨。。根据１９９８年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Ｂｉｒｔｈ

孕、怀孕２次及以上的３７４４名孕产妇中，有自然流

Ｄｅｆｅｃｔｓ提供的资料，神经管畸形发生率最高的国家

产史者４４４例，占１１．９％，死胎死产史８７例，占

为墨西哥（３４．８／万），最低的为瑞士（４．５／万）。

２．３％，畸形史１０４例，占２．８％。有自然流产、死胎

１９９３一１９９４年期问２１个国家３０个ＢＤ监测地区

死产及畸形史者ＢＤ发生率明显增加。无自然流产

中，神经管畸形发生率＜１０．０／万、１０．０／万～

史、有１次和有２次自然流产史的ＢＤ率分别为

１４．９／万、１５．０／万～１９．９／万、２０．０／万～２４．９／万、

７５１．６／万、１５４７．３／万和２６３１．６／万（Ｙ２＝６９．４３，Ｐ＜

＞２５．０／万的分别为１５、７、４、２和２个监测地区。４。。

０．叭）。有死胎死产史的ＢＤ发生率为１８３９．１／万，

全球有数个神经管畸形高发地区，包括中国北方、印

是无死胎死产史的２．２倍（Ｙ２＝１１．６０，Ｐ＜０．０１），有

度北方、北爱尔兰、墨西哥、南美洲的部分地区等。

畸形史的ＢＤ发生率为３７５０．０／万，是无畸形史的

北爱尔兰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为６３．８／万～

４．９倍（Ｙ２＝１２０．５８，Ｐ＜０．０１）。

１０９．２／万。３ Ｊ，印度北方为３９／万～９０／万∞ｏ。印度南部

进一步分析表明有自然流产史者各类ＢＤ发生

Ｄａｖａｎｇｅｒｅ地区神经管畸形特别高发，发病率为

率均高于无自然流产史者，其中神经系统畸形、耳部

１１４／万‘６ ｏ。山西省是我国神经管畸形高发地区，李

畸形、消化系统畸形、循环系统畸形、先天性智力低

智文等ｏ ７‘对监测对象为孕满２０周至生后７ ｄ的所有

下经Ｙ２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死

出生、以人群为基础的ＢＤ监测资料分析表明，２００３

胎死产史者各类ＢＤ发生率多数也高于无死胎死产

年山西省平遥、晋阳、太谷、泽洲四县神经管畸形发

史，但仅消化系统畸形和皮肤畸形经Ｙ２检验（或

生率为１３８．７／万。本调查的中阳、交口两县神经管

Ｆｉｓｈｅｒ’ｓ确切概率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畸形发生率为１９９．４／万，这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国内

０．０５）。既往有畸形史者各类ＢＤ发生率均高于无

外报道最高的。

畸形史者，经Ｙ２检验多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２．ＢＤ发生率的性别分布：不少ＢＤ的发生率存
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如女性神经管畸形发生率一般

０．０５）。

讨

论

高于男性，裴丽君等。８ ｏ报道我国神经管畸形率的性
别比为０．５８，国外同类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本调

１．高发地区ＢＤ发生率：本研究利用以人群为

查得出的神经管畸形发生率的性别比为０．６８，这与

基础的调查资料估计山西省中阳和交口两县２００２—

国内外报道一致。究其原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

２００４年ＢＤ发生率为８４４．２／万，为目前国内外所报

一些文献资料提示这种性别差异有可能与性别相关

道的较高ＢＤ发生率。尽管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

的生物遗传因素有关，也有可能与畸形胎儿存活概

室制定的《主要先天畸形诊断手册》包括了腹股沟

率的性别差异有关。

疝、鞘膜积液、隐睾，但国内外ＢＤ统计分析一般不

３．ＢＤ的相关危险因素：关于孕妇年龄与发生的

包括这几类，也不包括先天性智力低下。如果不包

关系，比较明确的是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异常的发

括这四类ＢＤ，本调查地区的ＢＤ发生率为

生风险随着孕妇年龄的提高而显著提高。但非染色

５３７．２／万，位于前五位的ＢＤ分别为无脑儿、先天性

体ＢＤ与孕妇年龄之间的关系则有所不同。本研究

心脏病、脊柱裂、脑积水和脑膨出，占５３７．２／万的

结果表明不仅是高龄孕妇，＜２０岁的低龄孕妇同样

５８％。Ｍ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ｉｍｅｓ幢１估计我国ＢＤ的发生率为

是一些出生缺陷发生的危险因素。国外有研究表明

５１２／万，其中先天性畸形发生率为３６３／万。上述

在控制了孕产次等因素后，这种关系依然存在旧一。

５３７．２／万的ＢＤ发生率实际为调查地区除了腹股沟

对于某些ＢＤ，低龄孕妇发生ＢＤ的风险甚至显著高

疝、鞘膜积液、隐睾以外主要先天性畸形的合计发生

于高龄孕妇。如本研究结果显示，孕产妇年龄＜２０

率，显著高于Ｍａｒｃｈ

岁组神经管畸形和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分别是

ｏｆ

Ｄｉｍｅｓ估计的我国先天性畸

形发生率。

４０８．８／万和１８８．７／万，而≥３０岁组两类ＢＤ的发生

本研究报告的ＢＤ发生率较高，除了与主要出

率分别为２０４．８／万和９１．０／万（表３）。尽管某些生物

生缺陷包括了腹股沟疝、鞘膜积液、隐睾和先天性智

因素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低龄孕妇是

力低下以外，神经管畸形异常高发是另外一个重要

ＢＤ的高危险因素，但生活方式和心理等因素作为解

原因。全球神经管畸形的平均发生水平大约为

释因素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能为低龄孕妇提供足够

±堡煎塑堑兰苤查！！！！至！旦箜；！鲞笙！塑

图出版社，１９９２

的卫生保健，避免吸烟、饮酒和致畸药物，缓解她们

Ｍａｒｃｈ（）ｆ Ｄｉｎｌｅｓ．（；ｌ（ｊｂａｌ

２

的精神压力，低龄孕妇后代ＢＤ的发生风险很有可

异常高发，表明该地导致ＢＤ的危险暴露具有特异
性。因此，进一步开展ＢＤ的流行病学研究，深入研
究高发和低发地区之间ＢＤ发生的差异，将有助于
为ＢＤ病因研究提供新的重要线索。
（本调查工作得到首都儿童研究所、山西省人ｕ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山西医科大学、山西省吕梁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阳和
交口县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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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北京市某些医院院内感染性腹泻与Ｎｏｒｏ病毒相关
钱渊

张又

贾立平

高燕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上中旬，北京市某些综合医院内老年病科

中检测到的Ｎｏｒｏ病毒的核衣壳蛋白（Ｎ蛋白）的编码基因所

和心脏外科术后的一些住院患者先后发生腹泻、呕吐，因患

设计的。进行ＲＴ—Ｐ（’Ｒ检测的有从两家不同医院送来的１０

者症状相似，疑为院内感染；细菌学检测的结果基本可以排

份腹泻标本（其中７份是上述轮状病毒检测阴性的标本），所

除细菌感染，希望进一步做病毒病原学检测。

检测的１０份标本中有６份为Ｎｏｒｏ病毒核酸阳性，阳性率为

笔者根据这些医院反映的有关情况制定了检测方案。
当时考虑到三种可能：①时值轮状病毒的流行季节，目前儿

６０％，这些结果是经过多对不同引物对进行的ＲＴ—ＰｃＲ检测
所证实，提示这些医院的院内腹泻暴发与Ｎｏｒｏ病毒相关。

科腹泻住院患儿的轮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达７０％～８０％，而上

Ｎｏｒｏ病毒（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原名诺瓦克样病毒（Ｎｏｒｗａｌｋ．１ｉｋｅ

述医院发生的腹泻病例均为老年人和心脏术后机体抵抗力

ｖｉｒｕｓ），属于杯状病毒属，是世界各地引起人类急性非细菌性

低下的患者，也许原本在成人为隐性感染的轮状病毒会引起

胃肠炎的主要病原体之一。２’…。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

这些免疫力相对低下的人群发生有症状感染；或者②一些非

资料显示，在美国约有９６％的非细菌性胃肠炎的暴发与

典型的轮状病毒会在成人引起腹泻暴发流行（１９９４年某大学

Ｎｏｒｏ病毒有关。４１。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欧洲各国及澳大利亚、日

学生宿舍腹泻暴发就是由这种轮状病毒所致）…；③由人类

本都有关于Ｎｏｒｏ病毒引起的急性非细菌性胃肠炎暴发流行

杯状病毒（Ｎｏｒｏ病毒）所致。所以在１１月２２日接到标本后

的报道，且不断有新的变异毒株出现。而该病毒在医院内引

首先进行了轮状病毒的抗原检测（所用试剂盒为比利时

起院内感染造成腹泻在国内为首次报道，值得引起关注。

ＢｉｏＣｏｎｃ印ｔ公司生产的ＲｏＬａ－ｓ【ｒｉｐ）和不连续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检测病毒核酸（３％浓缩胶，１０％分离胶，硝酸银染色）。
前者可以检出引起婴幼儿腹泻的Ａ组轮状病毒，后者可以检
出所有轮状病毒的核酸。结果证明初次收到的９份标本（由
于有重复取样，实际上是７人份）轮状病毒抗原和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排除了轮状病毒感染；于１１月２３日用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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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钱渊，张义在北京暴发流行的成人腹泻粪便中发现非Ａ组轮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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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引物为根据本实验室从北京市婴幼儿散发的腹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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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０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北京感染
与免疫中心实验室（钱渊、张又、贾立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
（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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