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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坛·
出生缺陷预防控制应采取低成本策略
郑晓瑛

出生缺陷已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人口健康问

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人口和计

题。根据国际出生缺陷预防权威机构估计，我国每

划生育、卫生、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已制定和实施了

年诞生的严重出生缺陷患儿约占出生总人口的

出生缺陷预防规划，全面实施出生缺陷综合预防策

５１．２‰，这还不包括由于妊娠后各种环境致畸物，如

略，标志着我国出生缺陷预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致畸药物、碘缺乏、风疹病毒等导致的出生缺陷…。

与其他疾病预防相同，出生缺陷预防同样应采

在这些严重的出生缺陷患儿中，约４０％死于５岁之

取三级预防策略。出生缺陷一级预防的含义与其他

前，４０％左右将发展成为残疾…。不仅如此，我国边

疾病一级预防的含义相同，即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

远贫困地区出生缺陷问题异常突出，一些出生缺陷

但出生缺陷二、三级预防的含义与其他疾病略有不

在局部地区高发。通过国家“９７３”项目“中国人口出

同。出生缺陷二级预防是指在妊娠期以产前诊断和

生缺陷遗传和环境可控性研究”在山西省吕梁地区

选择性终止妊娠为主要手段，以预防出生缺陷儿的

的调查，发现出生缺陷发生率竟高达８４．６‰，神经管

出生。三级预防是在出生后通过新生儿筛查和诊

畸形、先天性心脏畸形、智力低下比重相当高旧１。在

断，并为出生缺陷儿提供临床治疗和康复服务，以预

吕梁地区，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为１９．９‰，大约是目

防残疾和改善出生缺陷儿的生活质量。尽管出生缺

前全球平均水平的２０倍。地中海贫血是我国南方

陷预防应采取“三级预防”的综合策略，但不同预防

和西南省份的一个严重公共卫生问题，该“９７３”项目

措施所需的投入、技术要求和条件差别很大，投入产

在广东省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ａ和１３地

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大多数出生缺陷的发生

中海贫血的人群携带率分别为８．５３％和２．５４％ｂ］。

率较低，且病因复杂不明，而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

尽管早在五六十年前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开展出生

家，在制定出生缺陷预防规划时应特别注意选择成

缺陷预防控制工作，但只是到最近人们才逐步认识

本效益较好的预防措施。２００３年，美国科学院医学

到出生缺陷及其相关残疾所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和

研究所改善出生结局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代价。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Ｂｉｒ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出版了一份题为“减少出

ｏｎ

我国出生缺陷预防控制工作起步于２０世纪８０

生缺陷：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的报告Ｈ ｏ。该报告

年代初期，相对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在发展中国

根据成本效果的高低，将降低出生缺陷危害的干预

家又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从１９８１年开始，上海、

措施分成三类。第一类措施为低成本高效果的措

北京市开展了苯丙酮尿症和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筛

施，这类措施主要是一级预防措施；第二类是被证明

查，到目前新生儿疾病筛查已覆盖全国各地。随着

有成本效果的干预措施，包括一些出生缺陷的临床

出生缺陷产前筛查诊断技术的发展和Ｂ超的广泛

治疗和康复措施；第三类措施为遗传学筛查，成本相

使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诊断及遗传咨询王作逐

对比较昂贵，如出生缺陷的产前检查和新生儿筛查。

步开展起来。９０年代开始，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一些发达国家逐步形成

国实施全民使用合格碘盐和为特需人群补碘等措

的出生缺陷预防控制模式对全球各国出生缺陷预防

施，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补充叶酸或补充含有叶

控制工作具有深刻的影响。１９５９年世界卫生组织

酸的多种维生素预防神经管畸形的社区干预工作。

（ＷＨＯ）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生缺陷流行病学

进入新世纪，我国政府提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今

调查，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疾病模式发生
了显著变化，疾病模式从以传染病为主转向以慢性

作者单位：１００８７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
康合作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口健康与发展中心

非传染性疾病为主。在这些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
开始了医学遗传学技术服务。一开始，这些国家的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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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遗传学技术服务主要是在拥有儿科、产科、神经

投入较低，即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实施，并有

科等临床专科的教学医院进行，重点是出生缺陷诊

很好的效益。在这方面，国外已有一些成功经验。

断和遗传学咨询。为提高出生缺陷临床和实验室诊

例如，匈牙利在ｗＨＯ的支持下开展了围孕期保健

断的准确性，使得医学遗传学技术服务逐步发展成

工作，在１９８９年建立起称之为“最佳计划生育服务”

为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临床医学服务，并与公共卫

（ｏｐｔｉｍａｌ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围孕期保健服务

生和社区保健服务相分离。随着医学遗传学技术服

网络，到１９９９年１０年的干预结果表明，围孕期保健

务的开展，人们逐步形成了一种误解，普遍认为出生

显著降低了先天性畸形的发生率，参加围孕期保健

缺陷预防需要昂贵的高新技术支持，甚至将出生缺

妇女后代的重大先天性畸形发生率为２０．６％。，而匈

陷预防等同于产前诊断和选择性终止妊娠－ｓ－。

牙利一般人口的相应数值为３５‰，使先天性畸形发

我国出生缺陷预防存在同样倾向，侧重于以产
前诊断和选择性终止妊娠为主要手段的二级预防，

生率下降了４０％以上¨１。
除了一级预防措施，目前部分出生缺陷的早期

使得一些本可以预防的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未得到显

治疗和康复也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疾病防治通常

著下降。例如，大量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围孕期增

存在着“重治轻防”的倾向，而我国目前出生缺陷防

补叶酸等多种维生素可以显著降低神经管畸形的发

治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防”，也在相当程度上

生，但一项在我国神经管畸形高发地区山西省的研

忽视了“治”。新生儿筛查是我国采取的出生缺陷预

究结果却表观，２００３年山西省４个县神经管畸形的

防控制措施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要为已出生并已明

发生水平与既往监测资料相比未见明显下降趋势，

确诊断的出生缺陷患儿提供良好的临床治疗和康复

这４个县神经管畸形的出生现患率依然高达

服务。尽管一些出生缺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

１３．９％。‘６１。既往出生缺陷预防存在诸多方面的局限

治疗方法，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出生缺陷能够通过具

性，诸如侧重于遗传因素，忽视了社会、环境和行为

有成本效益的治疗获得部分治愈，甚至痊愈。我国

因素；侧重于孕后保健，忽视了孕前保健；侧重于女

发生的出生缺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通过采取积

性因素，忽视了男性因素；侧重于以医院为基础的预

极治疗措施来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而且成本较低，

防策略，忽视了以人群为基础的预防策略等…。针

如畸形足和唇裂／腭裂的手术矫治显示出很好的社

对长期形成的这种昂贵的出生缺陷预防模式，ｗＨＯ

会、经济效益。

等权威机构均强调加强一级预防和开展以社区为基

在我国现有的出生缺陷预防方案中，出生缺陷

础群体预防的重要性，认为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防

筛查措施占有较大的比重，包括各种产前筛查和新

治工作可以由初级保健和二级保健机构完成’１’“。

生儿筛查。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针对一些发生率

大多数出生缺陷发生在胚胎发育的第３～８周，降低

高、具有可靠筛查和诊断方法的出生缺陷，如神经管

出生缺陷发生风险的关键时机在孕前和围孕期。因

畸形、地中海贫血等，如果项目设计良好可以产生较

此，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出生缺陷预防的最新研

好的效果。如古巴采用产前筛查使神经管畸形的发

究成果，我们认为要经济有效地降低出生缺陷发生

生率下降了９０％，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验旧。。再

风险，需要将出生缺陷防治的重心迁移，加强孕前一

如，我们利用欧洲１９８０—２００２年出生缺陷监测数

围孕期保健服务…。

据，分析了产前诊断出生缺陷病例在监测到的所有

加强孕前和围孕期保健为重点的出生缺陷一级

出生缺陷病例中所占比例的变化趋势，１９８０年以

预防可有效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过去几十年国

来，随着产前诊断工作的逐步开展，通过产前诊断发

内外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些有效且成本较低

现的染色体异常和神经系统畸形病例比例，分别从

的出生缺陷一级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应该是出生缺

１９８０年的８％和１３％上升到２００２年的５７％和

陷预防最优先考虑的措施。诸如选择在３５岁以前

５２％【ｌ引。但大多数出生缺陷的发生率较低，而目前

生育以降低染色体疾病的发生风险、围孕期增补叶

尚缺少早期、高效的多种出生缺陷的联合检测手段，

酸等多种维生素预防神经管畸形、食盐加碘预防碘

因此如何提高出生缺陷筛查和诊断的安全性、准确

缺乏症、孕前风疹疫苗接种预防先天性风疹综合征、

性、覆盖率、检出效率和投入产出是一大挑战。筛查

避免职业危害、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改变不良

是疾病预防重要手段，但采用筛查技术来预防出生

的生活方式、避免服用致畸药物等。这些措施不仅

缺陷是有一定原则和条件的，当对单一出生缺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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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筛查时，常常效率很低，并有可能使筛查所消耗的

参

考

文

献

资源超过因筛查而减少的发病、致残所节省的资源，
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以新生儿疾病筛查为例，我
们对一发达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上半年新生儿筛查

［１］Ｍ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ｉｍｅｓ．Ｇ１０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ｔｏｌｌ。ｆ

ｏｎ

ｄ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ｃｈ；１ｄｒｅｎ，２００６：１—７

［２］郏晓瑛，宋新明，陈功，等中国出生缺陷高发地区出生缺陷的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该地区在这四年半时间内共

发生水平和流行病学特征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８（１）：５—

筛查新生儿５８ ２６２名，最后筛查确诊先天性甲状腺

９

功能低下患儿１２例，苯丙酮尿症患儿４例。换句话

［３］ｘｕ ＸＭ，ｚｈｏｕ ＹＱ，Ｌｕｏ Ｇｘ，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说，大约每筛查５０００个新生儿才能筛查出１例先天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性甲状腺功能低下患者，每筛查１５ ０００个新生儿才

２００４，５７（５）：５１７—５２２．

能筛查出１例苯丙酮尿症患儿。另外，我国出生缺

［４］ＩＯＭ．

ｂｕｒｄｅ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Ｉｌ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Ｇｕａｎｇｄｏｒ堰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ｆⅡ一ａｎｄ口一ｔｈａｌａｓｓｅｍｉ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Ｊ Ｃｈｎ Ｐａｔｈ０１．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３：４—９．

陷筛查还很不规范，筛查质量令人担忧。根据上海
市对７４所二、三级医院的调查，上海市产前筛查方
法不一，筛查时间不一、假阳性率过高，并且缺乏明

［５］ｗＨ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ＨＧＮ／ＧＬ／ｗＡＯＰＢＤ／９９．１．Ｇｅｎｅｖａ，１９９９：２９—
３２．

确的进一步诊断治疗的措施¨川。这种状况不仅不
利于出生缺陷的产前诊断和处理，而且给孕妇增加
了不必要的经济及心理负担。
由于我国缺乏医学遗传学专业人员，且资源有
限，同时还存在着其他重要疾病预防控制任务，因此
我国的出生缺陷预防应采取低成本的预防策略。为
此，应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孕前和围孕期保
健服务体系和平台，加强出生缺陷的一级预防；整合
和发展针对我国重大出生缺胳的筛查和诊断技术，
建立多类无创、高效率、多种出生缺陷联检的筛查与
诊断技术平台；发展针对我国重大出生缺陷有效的
治疗和康复方法，形成规范化的治疗和康复方案；开
展出生缺陷预防干预技术的效果评估，发展出生缺

［６］李智文，任爱国，张乐，等．中国２００３年出生缺陷高发区和低发
区重大体表畸形患病率监测．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４）：
２５２，２５７．

［７］郑晓瑛，宋新明，陈功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战略转变：从产
前一围产保健到孕前一围孕保健．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０５。１３
（８）：４５２—４５６

［８］Ｃｚｅｉｚｅｌ

ＡＥ．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Ｒｅｐｒｏｄ

ｐｅｒｌｃｏｒＬ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ｅ．Ｅｕｒ

Ｂｉｏｌ，１９９９，８４：４３—４９，

［９］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Ｌ，ｓａｎｃｈｅｚ Ｒ，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Ｊ，ｅｔ ａ１．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ａｔｅｍａｌ ｓｅｒｕｍ 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ｕＪｔｒａｓ。ｕｎｄ

ｆｅｔａｊ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ｎｉｔ。ｒｉｎｇ
Ｈａｖａｎａ

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ｅｎａｔａＪ

Ｐｒｅｎａｔ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ａｎｄ

ｆｅｔａＪ

Ｄｉａｇｎ，１９９７，４：３０１—３０４．

［１０］陈佳鹏，宋新明，陈功，等．欧洲关于产前检查并终止妊娠对出
生缺陷监测发生率影响的资料分析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２００６，１４（６）：３４５—３４８．

［１１］朱丽萍，王怀军，周冰华，等，上海市产前诊断服务现状．中国
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００，８（３）：１４１一１４８．

陷干预技术的最佳引入推广方案，形成以医院为基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０一１１）

础和以人群为基础相结合的系统干预模式，以实现

（本文编辑：尹廉）

有效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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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２００８年开始实行网上在线投稿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启动网上投稿平台。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ｚｈＩｘｂ．ｍｅｄ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ｎ

各位作者可登

录此网站注册后即可在线投稿。单位介绍信请从邮局寄出，来稿需付稿件处理费２０元／篇（邮局汇款），凡未寄单位介绍信和
稿件处理费者，本刊将对文稿不再做进一步处理，视为退稿。新的网上投稿平台可以做到：①投稿过程一步到位，稿件处理进
程一目了然；②随时在线查询稿件处理情况；③缩短稿件处理时滞；④避免稿件寄失，退修后作者修回不及时，编辑部送审时
闯过长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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