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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晚期血红蛋白浓度与早产
和低出生体重关系的研究
王娟

任爱国

张檀

张静波李竹

【摘要】

叶荣伟

目的

郑俊池

李松

杨瑞兰

刘建蒙

章斐然

分析妊娠晚期血红蛋白（Ｈｂ）浓度与早产和低出生体重之间的关系。方法

研

究对象为江苏和浙江省４个县（市）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间分娩的１０２ ４８９名妇女。按妊娠晚期Ｈｂ浓度
分四组比较各组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控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孕次、
产检次数和妊高征等因素后，估计Ｈｂ与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关联程度。结果

妊娠晚期贫血患病

率为４８．２％，以轻度和中度贫血为主。轻、中度贫血不增加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当Ｈｂ为９０～
９９

ｄＬ时，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最低；当Ｈｂ升高或降低时，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均呈增加

趋势。Ｈｂ为７０～“９彰Ｌ时，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变化不大，但重度贫血和高血红蛋白则显著增
加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Ｈｂ＜７０ ｇ／Ｌ组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０Ｒ（９５％ＣＩ）分别为１．８（１．０～３．３）
和４，０（２．１～７．５）；Ｈｂ≥１３０ ｇ／Ｌ组的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０Ｒ（９５％Ｃｆ）为１．２（１．０～１．４）和１．５
（１．２～１．９）。结论妊娠晚期｝＇Ｉｂ水平与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之间均呈“Ｕ”形趋势，妊娠晚期重
度贫血以及高血红蛋白均是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低出生体重；血红蛋白；妊娠；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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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分析。

期患病率最高。迄今为止，有关妊娠晚期贫血与早

结

果

产和低出生体重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有研究显
示，妊娠晚期贫血孕妇早产的风险较非贫血孕妇增

妊娠晚期Ｈｂ均值为（１０９．３±１２．７）ｇ／Ｌ。共有

加２～４倍‘１’２Ｉ，但也有研究认为妊娠晚期贫血与早

贫血病例４５ ８４０例，患病率为４８．２％，其中轻度贫血

产和低出生体重没有直接联系¨一；妊娠晚期贫血的

占６２．０％，中度贫血占３７．６％，重度贫血占０．４％。

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较非贫血孕妇低¨·。

１．贫血程度与孕妇的一般特征：妊娠晚期非贫

而妊娠晚期贫血可显著增加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

血组及不同程度贫血组的一般特征分布见表１，除

险‘５ ｏ。另外，妊娠晚期血红蛋白（Ｈｂ）水平与早产和

民族分布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项一

出生体重之间可能并非呈线性关系。６’７Ｉ，因此有必

般特征各组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孕妇平均年龄

要按照贫血程度或Ｈｂ水平来研究与这两种不良妊

约为（２５．８±３．０）岁。中度和重度贫血组中，农民和

娠结局的关系。

工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孕次＞３，以及妊娠期产前
检查次数＜５的比例相对于非贫血组和轻度贫血组

对象与方法

较高。轻度贫血组妊高征的发生率最低，随着贫血
１．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于“中美预防出生缺陷和
残疾合作项目”的围产保健监测系统。该系统监测

程度加重，妊高征的发生率逐渐增加。
表ｌ

４县（市）研究对象贫血程度与孕妇的一般特征

对象是项目地区所有准备结婚和生育的所有妇女及
其胎婴儿，监测项目包括妇女的一般健康情况、各期

一般特征。！譬鬻曷罄象螺高壁青蝙专翳紫附。

合并症和保健服务、各种妊娠结局以及新生儿出生
发育指标等。研究对象为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０
年１２月３１日江苏省太仓市和无锡市，浙江省海盐
县和宁波市所有孕满２８周，且为单胎分娩的孕妇及
其新生儿，排除死胎死产，共计１０２ ４８９人。妊娠晚
期（孕２８周至临产前）Ｈｂ资料缺失７３８７人，缺失率
为７．２％，实际有效样本为９５ １０２人。
２．相关指标与诊断标准：Ｈｂ、出生体重、末次月
经日期、分娩日期以及年龄、职业等相关数据均来自
于围产保健常规监测记录。本研究中孕晚期Ｈｂ浓
度为孕满２８周至临产前测得到的最低Ｈｂ浓度，并
根据ｗＨＯ妊娠期贫血的诊断和分级标准¨。，将研
究对象分为非贫血组（Ｈｂ≥１１０ ｇ／Ｌ），轻度贫血组
（Ｈｂ，９０～１０９ ｇ／Ｌ），中度贫血组（Ｈｂ，７０～８９ ｇ／Ｌ），
以及重度贫血组（Ｈｂ＜７０ ｇ／Ｌ）。早产定义为＜３７
周的分娩，低出生体重定义为出生体重＜２５００

ｇ。９。。

３．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至±ｓ表示，用单因

“不计缺失值

素方差分析进行多组均数的比较，用ＳＮＫ—ｑ检验进

２．贫血程度与早产、低出生体重：轻、中度贫血

行多组均数的两两比较；计数资料用比例进行描述，

组平均孕周较长，平均出生体重较高，早产、低出生

用Ｙ２检验进行各组率的比较。关联强度用相对危

体重的发生率也较低。重度贫血组平均孕周最短，

险度（ｏＲ）及９５％可信区间（Ｃｊ）来描述。用非条件

出生体重最低，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最高（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控制可能的混杂因素的影响，包括年

２）。对平均孕周和平均出生体重进行组间两两比

龄、民族、职业、文化、孕次、产前检查次数和妊高征，

较，非贫血组、轻度贫血组和中度贫血组三组之间平

采用依据似然比的逐步向前法（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Ｒ）筛选

均孕周和平均出生体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重

变量，纳入标准为Ｐ＜０．０５。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

度贫血组平均孕周和平均出生体重均显著低于其他

史堡煎塑丛堂苤查！！！！至！旦笙；！鲞笙！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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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组。对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进行组间两两

４县（市）研究对象Ｈｂ水平与低出生体重的风险

比较，轻度贫血组与中度贫血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非贫血组和重度贫血组均显著高于轻、中度贫
血组，而重度贫血组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显著高于
非贫血组（表２）。
４县（市）研究对象贫血程度与早产和低出生体重情况

表２

“Ｉ—ｊ表３

采用不同界值进行Ｈｂ水平分级，Ｈｂ与早产和
低出生体重的关系仍呈“Ｕ”形趋势，但Ｈｂ“最佳范
围”发生一定变化，Ｈｂ为９５～１０４ ｇ／Ｌ时，早产的发
生率最低，Ｈｂ为８５～９４ ｇ／Ｌ时，低出生体重的发生
率最低。
讨

Ｉ：非贫血组，Ⅱ：轻度贫血组，Ⅲ：中度贫血组，Ⅳ：重度贫血

论

组；６孕周、出生体重、早产发生率、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存在组问差异
（Ｐ值均＜Ｏ．００１），两两比较的Ｐ值见表１

３．Ｈｂ水平与早产、低出生体重的发病风险：妊
娠晚期Ｈｂ水平与早产和低出生体重两者之间的关
系基本一致，均呈“ｕ”形趋势。Ｈｂ为９０～９９ ｇ／Ｌ
时，这两种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最低。Ｈｂ再升高
或降低，这两种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大致呈逐渐
增加趋势。但Ｈｂ在７０～１１９ ｇ／Ｌ之间时，早产、低出
生体重的风险变化不大。只有Ｈｂ＜７０ ｇ／Ｌ或≥
１３０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对相
关混杂因素进行控制，分析妊娠晚期不同程度贫血
以及不同Ｈｂ水平对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影响。研
究显示，妊娠晚期贫血患病率为４８．２％，以轻度和中
度贫血为主，分别占６２．０％和３７．６％。与１９９８年全
国调查结果相比¨…，轻度贫血所占比例略高，中、重
度贫血的比例则略低，可能与江苏、浙江两省孕妇的
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有关。
研究发现，妊娠晚期Ｈｂ水平与早产和低出生

ｇ／Ｌ时，两者的风险才会显著增加。以Ｈｂ为

９０～９９

ｇ／Ｌ作为参照，Ｈｂ＜７０ ｇ／Ｌ的孕妇早产的风

险增加８０％（０Ｒ＝１．８，９５％ＣＪ：１．０～３．３）（表３），
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增加３倍（ｏＲ＝４．０，９５％ＣＪ：
２．１～７．５）（表４）；Ｈｂ≥１３０ ｇ／Ｌ的孕妇早产的风险
约增加２０％（０Ｒ＝１．２，９５％ＣＪ：１．０～１．４）（表３），
低出生体重风险增加５０％（ｏＲ＝１．５，９５％ＣＪ：
１．２～１．９）（表４）。

体重的发病风险呈“Ｕ”形趋势，这与近年来国外的
几项研究结果一致∽，¨。３Ｉ。妊娠晚期轻、中度贫血
不增加孕妇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病风险，只有重
度贫血和高血红蛋白浓度才会显著增加这两种不良
妊娠结局的发病风险。但智利一项研究结果认为，
随着妊娠晚期Ｈｂ水平的逐渐下降，早产的风险逐
渐增加，大致成线性趋势心。。我国的一项以医院为
基础的研究也显示，妊娠晚期Ｈｂ水平与新生儿出

表３

４县（市）研究对象Ｈｂ水平与早产的风险

生体重呈线性相关，Ｈｂ每下降２０ ｇ／Ｌ，新生儿出生
体重则减少１５０

ｇ¨“。

关于妊娠晚期Ｈｂ的“最佳范围”，即Ｈｂ水平在
哪个范围时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最低，各研
究之间存在差异。印度一项以医院为基础的研究认
为，Ｈｂ水平在９６～１０５ ｇ／Ｌ之间时低出生体重的发
病风险最小＂１；有研究则认为Ｈｂ的最佳范围是
１１０～１１９
“调整年龄、职业、文化、孕次、产检次数和妊高征

９０

ｇ／Ｌ¨引；还有研究认为Ｈｂ水平在８５～

ｇ／Ｌ之间的孕妇其平均胎儿出生体重最高¨５Ｉ。

·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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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Ｈｂ水平在９０～９９ ｇ／Ｌ之间的孕

出现的频率，可能存在系统的读数偏倚。但是采用

妇，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病风险最低，但Ｈｂ在

不同的界值来进行分组后进行分析，Ｈｂ与早产和低

ｇ／Ｌ之间时，早产、低出生体重的发病风险

出生体重的关系趋势并未改变，因此这种系统的测

７０～１１９

变化不大，只有严重贫血（Ｈｂ＜７０ ｇ／Ｌ）和高血红蛋

量偏倚对本研究结论没有影响。
（对江苏省太仓市和无锡市、浙江省海盐县和宁波市参加围产保

白（Ｈｂ＞１３０ ｇ／Ｌ）时，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病风
险才会显著升高。虽然妊娠期Ｈｂ水平存在种族差
异ｕ ６】，但这种差异只能解释不同种族之间Ｈｂ的“最

健监测的医务工作者，一并致谢）
参
［１］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佳范围”存在差异，Ｈｂ水平与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
发病风险之间的趋势在不同种族之间应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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