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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１

·现场调查·
中国１０县（市）１ ９９３—２００５年单胎儿早产

流行状况研究
刘建蒙

刘兰

刘英惠

目的

【摘要】

李智文

叶荣伟

郑俊池

李竹

描述中国１０县（市）单胎儿早产流行状况及长期变化趋势。方法

资料来源于

“中美预防出生缺陷和残疾合作项目”中的围产保健监测数据库。研究对象为３省１０县（市）在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问所有孕满２８周且分娩单胎儿（包括死胎死产）的孕产妇５４２ ９２３名，计算早产率并描
述其分布特征。结果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间在１０县（市）共发生早产２５ ７８４例（其中死胎死产１５３０例），
早产率为４．７５％（９５％ＣＪ：４．６９～４．８１），活产儿早产率为４．４９％（９５％ｃ，：４．４４～４．５５）。单胎早产率
呈逐年下降趋势，无明显季节倾向；南方城市、南方农村和北方农村的早产率依次降低；分娩年龄与早
１０县（市）

产率呈“ｕ”型关系；文化程度低、孕产次多、有早产史或自然流产史者早产率较高。结论
单胎早产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不同地区差别显著。
【关键词】早产；发生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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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与７５％的围产儿死亡及发病有关，已经成

疾合作项目”中的围产保健监测数据库，该系统以监

为世界围产医学的研究重点。１’“。美国２００５年的早

测地区准备结婚和生育的妇女为监测对象，并随访

产率为１３％，比１９８１年增加了３０％∞。。我国早产

妇女及其所生育的子女至产后４２ ｄ。具体研究对象

率为２．８３％～８．５７％。４。６ ｏ，但主要是以医院为基础的

为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河北、

报道。在我国以人群为基础大样本的有关早产的流

浙江和江苏３省１０个项目县（市）孕满２８周分娩单

行病学研究资料报道较少，为此，我们分析了中国３

胎儿的５６８ ７７９名妇女，剔除末次月经日期、分娩日

省１０县（市）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的围产保健监测数据，
以描述早产的流行状况及其长期变化趋势。

期和母亲出生日期不详者，最后进入分析５４２

９２３

名。北方农村为河北省香河县和乐亭县；南方城市
为浙江省嘉兴市（嘉兴市辖区和秀城区）和江苏省无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数据来自“中美预防出生缺陷和残

锡市（崇安区、南长区、北塘区）；南方农村为江苏省
太仓市、昆山市、吴江市、吴县（吴中区和相城区）、锡
山市（惠山区和滨湖区）和江阴区。季节分组是以末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

次月经日期为依据，其中３—５月份为春季，６—８月

史堡煎堑疸堂苤查！！！！堡！！旦笺！！鲞箜！！塑ｇ！也』垦￡塑！里ｉ！！！盟！！！里！望！！！！！ｙ！！．垫！堕！：！！

‘１０５２’

份为夏季，９—１１月份为秋季，１２月至次年２月份为

（９５％Ｃｊ：４．４４～４．５５）。
＂

冬季。

∞

２．资料收集：所有参加该监测系统的工作人员
均经过统一培训，使用统一的实施手册，采用统一的
监测项目、方法和标准，实时观察、记录每一名孕妇

妊娠全过程的健康状况。７｜，并从２００１年起采用电子
监测系统进行监测。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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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测量指标：单胎早产率计算公式：孕满２８周

至不满３７足周分娩单胎儿的产妇数与同期分娩单

，
０

周

胎儿的产妇总数之比。单胎活产早产率计算公式：
孕满２８周至不满３７足周分娩单胎活产儿的产妇数

图１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５年１０县（市）监测不同孕周
单胎分娩频率（％）

与同期分娩单胎活产儿的产妇总数之比。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趋势Ｙ２检验比较不同年份
早产率的差异，应用Ｙ２检验比较早产率在时间、地

３．早产分布特征：

（１）时间分布：单胎儿早产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区、人群等方面的差异。采用二项分布法精确计算

（趋势检验，Ｙ２＝６１２．０１２，Ｐ＜０．００１）（表ｌ，图２）。

早产率的９５％可信区间（９５％ＣＪ），应用ＳＰｓｓ

从受孕季节看，在夏秋季怀孕的妇女早产率略低于

１１．５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Ｐ值为双侧。
结

果

冬春季，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２＝２．８９，Ｐ＝
０．４０９），见表２。按胎儿性别分层后，男女婴早产率
均呈逐年下降趋势（男婴组：Ｙ２＝２３９．７０，Ｐ＜

１．一般情况：在调查的所有妇女中，北方农村

０．００１；女婴组：Ｙ２＝４０２．７３，Ｐ＜０．００１）；按母亲文

３８８名，占９．６５％，南方农村４０４ ３１６名，占

化程度分层后，除文盲组外，其他各组的早产率也呈

７４．４７％；南方城市８６ ２１９名，占１５．８８％。汉族

逐年下降趋势（文盲组：Ｙ２＝１５．８２，Ｐ＝０．２０；小学

５３２ ５０４名，占９８．０８％。妇女的平均分娩年龄（标准

组：Ｙ２＝２５．０２，Ｐ＜０．０５；初中组、高中及中专组、大

差）为２４．１（３．１）岁。孕周频数分布图显示孕周呈负

专及大学组的Ｙ２值分别为２７０．３１、２３３．５８和８１．３１，

偏态（图１），平均孕周（标准差）为３９．４（１．７）周。

Ｐ＜０．００１）；按母亲年龄分层后，除３１岁及以上组

５２

２．早产率：在分娩单胎儿的妇女中，早产２５ ７８４

外，其他各组的早产率仍呈逐年下降趋势（２０岁以

名，单胎早产率为４．７５％（９５％ＣＪ：４．６９～４．８１），在

下组：Ｙ２＝６９．１８，Ｐ＜０．００１；２１岁组：Ｙ２＝４４３．７９，

早产妇女中，分娩死胎死产者１５３０例（另有１２例出

Ｐ＜０．００１；２６岁组：Ｙ２＝１１６．０２，Ｐ＜０．００１；３１岁

生结局不详），占５．９３％。在５３９ ７４７例分娩单胎活

组：Ｙ２＝１６．９４，Ｐ＝０．１５；３６岁组：Ｙ２＝１８．３６，Ｐ＝

产儿的妇女中，早产２４ ２４２例，早产率为４．４９％

０．１０；４１岁组：Ｙ２＝１１．５６，Ｐ＝０．４８）。

表１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１０县（市）监测单胎儿和单胎活产儿的早产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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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１０县（市）监测单胎和单胎活产
早，产率随年份变化趋势

图３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１０县（市）监测不同年龄孕妇
早产率的变化趋势

表２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１０县（市）监测不同受孕季节的
表４

单胎早产率（％）比较
受孕季节ｊ单胎儿人数

早产人数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１０县（市）监测不同特征人群的
单胎早产率（％）

早产率（９５％ｃ，）
特征

单胎儿人数

早产人数早产率（９５％ｃｆ）

（２）地区分布：南方城市早产率显著高于南方农
村（Ｐ＜０．００１），南方农村早产率又显著高于北方农
村（Ｐ＜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１０县（市）监测不同地区
单胎早产率（％）比较

（３）人群分布：孕妇年龄与早产率呈“Ｕ”型关系
（图３）。２６～３０岁组的早产率最低为４．４３％，４１岁

及以上组早产率最高为８．１９％；与２６～３０岁组相
比，年龄更大或更小组的早产率较高（Ｐ＜０．０１）。
随着妇女文化程度的增加，早产率呈下降趋势（Ｙ２＝
２０３．０８，Ｐ＜０．００１），“文盲”组早产率比“大专及大
学”组高４３．４％。初孕和孕次不详者的早产率显著
高于怀孕在１次以上者（Ｙ２＝１６９．１８，Ｐ＜０．０１）。
“有早产史”妇女的早产率高于“无早产史和不详”者
（Ｙ２＝３８０．６０，Ｐ＜０．００１）。随着产次、自然流产史

次数的增加，早产率显著增加（分别为：Ｙ２＝３８０．６０，
Ｐ＜０．００１和Ｙ２＝３３．１６，Ｐ＜０．００１）。进一步按年龄

男婴早产率显著高于女婴（３Ｃ２＝８７．３８，Ｐ＜

分层后发现高龄初孕妇女早产率显著升高（Ｐ＜

０．０１），按孕周分层后进一步分析性别与早产的关联

Ｏ．０１）。未观察到民族和母亲职业与早产具有关联

性，把早产儿分为２８～周、３１～周、３３～周、３５～３６

性（表４）。

周４组，男女性别比依次为１．０５、１．１４、１．２３和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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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４０周、４１～４５周的性别比为１．１４和０．９３。早产

妇女分娩时年龄、流产史、早产史等人群分布特

儿的男女性别比随孕周增加而增加（ｘ２＝１５．８７，

征与文献报道一致’１ ７；。国外报道男婴和女婴的早

Ｐ＜０．０１），但足月儿的男女性别比随着孕周的增加

产率不同，男婴易发生早产ｎ ８Ｉ。本研究进一步证实

而减少（Ｘ２＝８７０．３６，Ｐ＜０．００１）。

男婴比女婴容易发生早产，提示胎儿因素可能与分

讨

论

９’２

娩机制相关联ｎ

０Ｉ。

本研究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围产保健监测数
本文分析了我国３省１０县（市）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５

据，描述我国不同地区生育单胎儿孕妇的早产率和

年问分娩单胎儿的５４万多名妇女，以描述早产的分

分布特征。研究数据样本量大、有关信息来源与监

布特征和变化趋势。这种以人群为基础大样本长达

测可靠，能够反映当地单胎早产率的真实情况及发

１３年有关早产流行状况的研究在我国鲜见报道。

展趋势。
［感谢１０县（市）各级领导和妇幼保健人员的大力支持］

我国单胎早产率为４．７５％，与我国台湾省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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