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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监测·

捕获一标记一再捕获法在出生缺陷监测系统
评估中的应用
尹逊强

李亚曼

【摘要】
率。方法

罗家有

石晓娟

尹婷

黄睿

陈静

了解和评估现行的医院出生缺陷监测系统和人群出生缺陷监测系统的监测效

目的

以湖南省某县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人群出生缺陷监测数据作为第一来源资

料，以同时期当地医院出生缺陷监测数据作为第二来源资料，利用捕获一标记．再捕获法（ＣＭＲ）进行评
价。结果

人群监测系统发现缺陷儿４９例，医院监测系统发现缺陷儿２８例，重复病例为２０例；根据

ＣＭＲ法的计算公式，该县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出生缺陷总体估计值为６８例（Ｎ＝６８），
９５％ｃＪ：５６～７０；人群监测系统和医院监测系统的符合率分别为７２．１％和４１．２％，总符合率为
８３。８％，两种监测系统来源相互之间的符合率为５７，１％；漏报率分别为２７．９％与５８，８％。结论

人群

出生缺陷监测系统和医院出生缺陷监测系统均存在一定的漏报情况，可应用ＣＭＲ法尽可能的校正。
【关键词】

出生缺陷；捕获一标记一再捕获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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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监测是指在某一地区，选择一定代表

出生缺陷数据资料，采用捕获一标记一再捕获法

性的医院或人群，对围产儿中的出生缺陷进行长期、

（ＣＭＲ）对我国现行的出生缺陷监测系统的准确性

持续的动态观察，将监测期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与事

进行评估，为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我国出生缺陷监测

先设置的标准（基线率）进行比较、评估，及时获得出

工作提供依据。

生缺陷的突然增加或发生新型出生缺陷的信息，分

资料与方法

析其消失的原因，以利于尽快发现和消除致畸因素，

提高人口素质…。但无论是哪种监测方案，其漏报

１．研究对象：我国卫生部分别在１９８６年和

是在所难免的旧。４一。本研究对两种监测方案来源的

２００６年实施了以医院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系统
和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系统。本次研究对

基金项目：湖南省农村公共卫生综合试点基金资助项目

象为湖南省某县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在

作者单位：４ｌ００７８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

两种出生缺陷监测系统分别汇总的出生缺陷病例，

幼保健学系（尹逊强、罗家有），预防医学系２００２级（李亚曼、石晓娟、
尹婷、黄睿、陈静）

其中人群监测的出生缺陷病例作为第一来源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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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监测的出生缺陷病例作为第二来源资料。

形和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各有３例；其次是马蹄内翻

２．ＣＭＲ方法：

足、直肠肛门闭锁或狭窄（包括无肛）和尿道下裂患

（１）基本原理：ＣＭＲ法的基本原理是¨３：假设从

儿各有２例。

一个总数为Ｎ的生物群落中随机地捕获一个数量

３．两种监测系统的合并病例（监测合并）：将人

为Ｃ的样本，标记后释放到原生物群体中，经过一

群监测病例和医院监测病例进行合并整理核对，发

段时间后再从该生物群体中随机捕获数量为Ｒ的

现其中有２０例为重复病例，即重复捕获病例，因此

第２个样本，获得其中带有标记的个体数量（记为

该县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通过监测合并

Ｍ），如果髑个样本是独立的，则有如下关系：

共发现出生缺陷５７例。

总体点值估计：Ｎ＝竖！罟挈＃型１

数：第一来源资料（人群监测）共有出生缺陷病例４９

总体估计值方差：

吲Ｎ，＝坠邕篱辫篙学型

例，第二来源资料（医院监测）共获得同区域、同时期
②

出生缺陷病例２８例，而重复捕获对象（即标记数）为

２０例，见表１。利用公式①～③分别计算出该县

总体估计值（Ｎ）的９５％ＣＪ：

９５％ａ＝Ｎ±１．９６～／＿瓦而

４．应用ＣＭＲ法估计该县该季度出生缺陷总

①

③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出生缺陷总体估计

值为６８例（Ｎ＝６８），总体估计值的９５％Ｃｊ：５６～

第一来源符合率＝昙×１００％

④

第二来源符合率＝§×１００％

⑤

总符合率＝旦生拿型×１００％

⑥

』Ｖ

７０。

表１

两种监测系统的同期监测病例数

』Ｙ

两个来源相互之间的符合率（互符率）：
ｔ）

⑦

互符率＝芸×１００％
Ｌ／

（２）应用条件：为了真实的估计研究群体，应用

５．不同数据来源的符合率：根据公式④～⑦可

ＣＭＲ法须符合以下条件¨Ｊ：①研究期间目标人群相

计算，人群监测系统来源符合率为７２．１％，医院监测

对稳定；②总体中每一个体都是惟一并能被识别的；

系统来源符合率为４１．２％，总符合率（监测合并）为

③所有个体的分布都是随机的，即每个个体都有同

８３．８％，两个监测来源相互之问的符合率为５７．１％。

等概率被不同样本来源所捕获；④两个样本来源相

由此可见，任一独立来源得到的数据，都大大低于

互间没有关联，即个体被捕获进入某一样本的可能

两个来源组合得到的数据，相对于ＣＭＲ校正数据

性不能受到它是否已被另一样本捕获的影响。

而言，医院监测资料漏掉了５８．８％，人群监测来源资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流行病学数据录入软件
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０２中文版建立数据库，以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结

料丢失了２７．９％，而两个来源组合后得到的数据尚
有１６．２％被漏失或未被发现（表２）。
表２

果

不同监测系统资料来源的出生缺陷发生率
与符合率、估计漏报率情况

１．人群监测病例（第一来源资料）：在人群监测
系统中，该县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共监
测到出生缺陷病例４９例，排在前五位的缺陷种类分
别为外耳畸形１２例，唇裂５例，先天性心脏病４例，
多指（趾）３例，上肢短缩、唇裂合并腭裂、马蹄内翻
足各有２例。
２．医院监测病例（第二来源资料）：在医院监测

注：。围产儿数据由当地妇幼保健院提供

讨

论

的资料中，该县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共

自从将ＣＭＲ法用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估计№３，

监测到出生缺陷病例２８例。其中最多的是外耳畸

标志着在人类健康领域的应用；近年来ＣＭＲ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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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流行病学疾病监测方面也得到了广泛应

现各地区均有一定的出生缺陷漏报现象，最高的漏

用＂’８｜。陈曦等口１在湖南省洪江区估计吸毒人群中

报率为６．０％，最低的漏报率为１．８％；据报道陕西省

ＨＩＶ的感染情况，以４个月为间隔，将吸毒者出入

２００３年出生缺陷漏报率为０．２９％∞１，江苏省阜宁县

强制戒毒所登记的记录作为前后两次捕获资料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的出生缺陷监测漏报率分别达到了

源，应用Ｓｅｂｅｒ的调整公式，对该地区吸毒者人数进

５０．００％、３６．３６％和２５．００％Ｈ ｏ。本研究中，通过

行估计，并采用当年所监测的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数，

ＣＭＲ法的校正，发现无论是医院监测还是人群监测

结果发现采用ＣＭＲ法估计总吸毒人数达到１０６９

都存在很高的漏报率，分别达到了５８．８％和２７．９％，

人（９５％ａ：４６０～１６１４）；董莹等。８。在云南省澜沧县

说明我们的出生缺陷监测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

利用疟疾的疫情报告数作为第一来源数据，分别以

完善；同时医院出生缺陷监测资料和人群出生缺陷

发热患者血检、医生疟疾治疗处方、疟疾病史询问等

监测资料满足ＣＭＲ的应用条件，因此本文所用

３种核查疫情数作为第二来源数据，通过ＣＭＲ方法

ＣＭＲ法得出的总体估计数是可靠的。

分析当地疟疾的漏报程度，结果发现该地区３种捕

本次研究尚存在几点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我省

获法估算出来的疟疾漏报率分别达到了３５．７１％、

仅有该县为人群出生缺陷的农村监测点，因此结论

０％和９５．８９％。国际上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即开

的外推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次由于人群出生

始出现了出生缺陷监测系统∽１。我国从１９８６年开

缺陷监测工作开始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本次研究

始实施以医院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２００３年，天

的时间期限相对较短，可能会影响到数据资料的稳

津市、辽宁省、福建省等部分县市实施了出生缺陷人

定性；第三由于未进行现场漏报调查，因此无法对

群监测试点项目。２００６年，卫生部在全国３０个省、

ＣＭＲ法计算出的数据进行评价。以上不足之处笔

自治区、直辖市选择部分县（区）开展人群出生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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