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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
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与常见结构性

出生缺陷发生风险的关系
李成福

陈功

【摘要】

裴丽君

张霆

郑晓瑛

目的探讨出生缺陷环境危险因素与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方法采

用成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病例组为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在无锡市各医院住院分娩的、出生缺陷监测在孕
２８周到出生后７天内发现的结构性出生缺陷胎（婴）儿，共３８８例；对照组为同期在无锡市各医院住
院分娩的正常活产儿，共１６０７例。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控制生育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
因素的影响后，估计各类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与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的关联强度。结果

在所研究

的环境危险因素中，导致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最高的是从事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工作，ｏＲ值（９５％ａ）为
５．３７（３．６０～７．９９）；围孕期生殖道感染，孕早期发生持续２４ ｈ、３８．５℃以上高热及服用安眠镇静药和抗惊
厥剂等可疑致畸形药物均可显著增加结构性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ｏＲ值（９５％凹）分别为３．３８（１．３３～
８．５６）、３．５７（１．７３～７．３７）和２．７５（１．５７～４．８３），但怀孕前半年内口服避孕药与出生缺陷发生的关系无统

计学意义；居住内环境污染、熬夜和养宠物导致出生缺陷的风险相对较低，ｏ尺值（９５％口）分别为２．２８
（１．７５～２．９８）、１．９６（１．２１～３．１８）和２．５０（１．６６～３．７６），但人群中的暴露比例相对较高；随着围孕期环境
危险因素暴露数目的增加，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呈上升趋势，具有１、２及３种危险因素发生出生缺陷的
相对危险度分别为１．６０、４．３２和１０．２３。结论常见结构性出生缺陷的发生受到众多环境危险因素的
影响，而且环境危险因素数目与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之间存在剂量一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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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的发生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或两者

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获得的符合研究对象条件的

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多数出生缺陷很难归因于单一

一个有代表性样本，再从中排除死胎、死产、出生缺

病因，除了生物遗传因素外，营养不良、环境暴露、不

陷胎（婴）儿、出生后７天内死亡、低出生体重等非正

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等均为协同致病因素。现有证据

常出生，最后获得１６０７例。

表明大部分先天畸形的发生率存在社会经济梯

３．统计学分析：原始资料经质量核查后采用
６．０软件建立数据库，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

度…，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降低而增高，而先天畸形

Ｅｐｉ Ｉｎｆｏ

的社会经济差异很难归咎于一个简单的遗传转化。

行统计处理。各类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与出生缺陷

１９８４年，匈牙利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开展了针

发生的关联强度用相对危险度（ｏＲ）及９５％可信区

对遗传、不良生活方式、环境暴露、营养不良等因素

间（凹）来表达。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控制

的围孕期保健工作，到１９９９年十年的干预结果表

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后估计０Ｒ和９５％ＣＪ。进行

明，围孕期保健显著降低了先天畸形的发生率，进一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用是否出生缺陷为因变量，病

步说明遗传和环境因素在出生缺陷发生中均起着重

例＝１，对照＝０。自变量包括五组：①控制变量：包

要作用心ｏ。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方法，综合分析了

括居住地、母亲生育年龄和受教育程度。②围孕期

围孕期患有疾病、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工作和生活环

患有疾病：重点调查了本次怀孕前后是否患有心脏

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等环境

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机能亢进、癫痫、精神疾

危险因素与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

病等慢性疾病，是否患有生殖道感染及孕期前３个
月内是否发生持续２４ ｈ、３８．５℃以上高热。③服用

对象与方法

可疑致畸药物。④工作和生活环境接触有毒物质。

１．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于２００５年开展的无锡市

⑤生活和行为方式。本调查中，熬夜主要根据被调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孕产妇回顾性调查。研究对象为

查者的主观判断，是指由于睡觉延迟和睡眠时间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具有无锡市常住户口、在无锡市各医

导致有疲劳的感觉或症状。由于吸烟、饮酒的暴露

院住院分娩的、孕满２８周及以上的孕产妇及其胎

比例很低，本文分析了熬夜、养宠物和喝咖啡／浓茶

（婴）儿（包括死胎、死产和活产），访问对象为孕产妇

３种生活行为习惯。

本人。

结

果

２．研究方法：采用成组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病
例组为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在无锡市各医院住院分娩的、

１．病例组和对照组孕产妇人口学特征分布：由

出生缺陷监测在孕２８周到出生后７天内发现的结

于病例组和对照组孕产妇在生育年龄、孕次、受教育

构性出生缺陷胎（婴）儿。结构性出生缺陷是指胎儿

程度等人口学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表１），故在

出生时体表或内脏具有解剖学上形态结构异常。

分析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与出生缺陷发生的关系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无锡市出生缺陷监测共登记孕满２８

时，运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来控制这些人口学

周及以上的出生缺陷胎（婴）儿１０６２例，有详细地址

因素。

的５３６例，剔除非常住户口孕产妇生育的出生缺陷

２．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胎（婴）儿，可能追访到的出生缺陷胎（婴）儿４８７例，

析：表２结果显示，在控制生育年龄、受教育程度等

最后追踪调查到３９４例，其中结构性出生缺陷有

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后，围孕期患有疾病、服用可疑致

３８８例。按照ＩＣＤ一１０进行分类，３８８例中，循环系统

畸药物、工作和生活环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及一些

缺陷５４例、骨骼肌肉系统缺陷９４例、唇腭裂６３例、

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均可显著增加出生缺陷的发生

颜面五官缺陷６０例、其他类型缺陷１１７例。对照组

风险。

为同期出生的正常活产儿，对照的选取首先采用多

（１）围孕期患有疾病：病例组孕妇患有慢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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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病、生殖道感染及孕早期发热的比例分别为３．１％、

病例组和对照组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的
暴露比例及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６％和５．２％，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０．９％、０．７％和
ｌ，１％。孕妇患有慢性疾病其子代发生出生缺陷危
险度是未患慢性病的２．４９倍。患有生殖道感染和孕

变量

病例组对照组。Ｒ值（９５％ｃＪ）Ｐ值

围孕期患有疾病
慢性疾病１２（３．１）

１４（０．９）

２．４９（１．∞～６．０４）Ｏ．０４４

早期发热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度可能更高，其相对

生殖道感染

１０（２．６）

１１（０．７）

３

３８（１．３３～８．５６）０．０１０

危险度分别为３．３８和３．５７。

孕早期发热

加（５．２）

１７（１．１）

３

５７（１．７３～７．３７）０．００１

抗生素类药

１５（３．９）

”（１．１）

１

３９（０．５９～３．刀）Ｏ．４５５

解热镇痛药

１７（４，４）

１５（０．９）

２．０７（Ｏ．８７～４．９１）０．０９８

６（１ ５）

２１（１．３）

Ｏ．５０（Ｏ．１６～１．５６）０．２３５

３５（９．０）

３ｌ（１．９）

２

服用可疑致畸药物

表１

病例组和对照组孕产妇人口学特征比较

口服避孕药
其他可疑药物

７５（１．５７～４．路）Ｏ．０∞

工作生活环境接触有毒物质
从事接触有毒物质工作

８０（２０．６）５５（３．４）

５，田（３．６０～７．９９）０．０００

居住外环境污染

５５（１４．２）１３０（８．１）

１，６２（１．１１～２．３６）Ｏ．０１２

居住内环境污染

１３ｌ（３３．８）２眩（１７．５）２，驾（１．７５～２．９８）Ｏ．０００

生活和行为方式
熬夜

４４（１ｌ，３）５６（３．５）

１，９６（１．２１～３．１８）０．０叩

养宠物

５５（“．２）踟（５ ０）

２．５０（１．６６～３．７６）０．０００

喝咖啡ｆ浓茶

ｌｏ（２．６）

１，５７（Ｏ．＆～３．９９）Ｏ．３４６

１５（Ｏ．９）

注：括号外数据为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３．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数目与出生缺陷
发生的关系：选择围孕期患有疾病、孕早期发热、服
用可疑药物、从事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工作、居住环境
污染、居住室内环境污染及熬夜、养宠物、喝咖啡／浓
注：ｏ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茶等９个危险因素，综合分析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
的暴露数数目对出生缺陷发生的影响。病例组孕妇

（２）服用可疑致畸药物：病例组和对照组孕妇服
用可疑致畸药物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比例
分别为１５．７％和４．６％。多因素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估
计孕妇服用安眠镇静药、抗惊厥剂、激素类药物等可
疑致畸形药物其子代发生出生缺陷的相对危险度为

至少有其中一类危险因素的比例高达６７．０％，有一

类、二类、三类及以上危险因素的比例分别为
３１．７％、２０．９％和１４．４％。对照组孕妇至少有其中
一类危险因素的比例高达３６．２％，有一类、二类、三
类及以上危险因素的比例分别为２８．３％、６．３％和

２。７５。

（３）工作生活环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病例组孕
妇孕前一年中从事有毒有害物质工作的比例为
２０．６％，显著高于对照组孕妇的３．４％，从事有毒有
害工作孕妇其子女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增加４倍多

１．５％。从图１可以看出，随着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
暴露数目的增加，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呈上升趋势，
具有一、二、三类及以上危险因素发生出生缺陷的相
对危险度分别为１．６０、４．３２和１０．２３。

（０Ｒ＝５．３７）。居住环境污染对出生缺陷发生的影

直一

响虽然比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影响要低，但仍具有

：

统计学意义。居住附近１０００ ｍ以内有排放废气工

＿

厂出生缺陷发生的危险度增加６２％（ｏ尺＝１．６２）；
＾冰一蔓求旺
加∞如蚰如拍ｍ
Ｏ

（４）生活方式和行为：病例组孕妇熬夜和养宠物

１

２

１０
８

６翟

＿

４

弱一

２

怀孕前半年内进行过装修和购置过新家具发生出生
缺陷风险增加１倍多（０Ｒ＝２．２８）。

１２

Ｏ

≥３

危险㈥素暴露数目

的比例分别为１１．３％和１４．２％，分别是对照组的３．２
倍和２．８倍。表２结果提示，熬夜、养宠物显著增加
了出生缺陷的发生危险。

图１

病例组和对照组孕产妇暴露于环境危险因素的数目
及其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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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别为５０％和３５％＂１；患有糖尿病的孕妇其后代主要
出生缺陷的发病率约为６％～９％，而正常对照人群主

本研究在控制相关混杂因素后分析了四类围孕

要出生缺陷发病率仅为２％～３％喁。。本研究结果提

期环境危险因素与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风险之间的

示孕妇生殖道感染是导致出生缺陷的一个潜在重要

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生育年龄、受教育程度

因素，尽管其风险程度要低于孕妇风疹病毒感染，但

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后，围孕期患有疾病、服用可疑

生殖道感染非常普遍，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例

致畸药物、工作和生活环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及一

如，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对云南省２０２０例农村妇女调查结

些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均可显著增加结构性出生缺

果表明生殖道感染率高达５５％［９］。生活中一些不良

陷的发生风险，并且随着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暴露

生活方式对胎儿也有较大的影响，如酗酒可引起胎儿

数目的增加，结构性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呈显著的

酒精综合症，吸烟可引起流产、早产、先天性心脏病和

上升趋势。

新生儿低体重等，本研究结果显示孕妇围孕期熬夜、

胎儿在母体内生长发育过程中暴露于环境致畸

养宠物显著增加了出生缺陷的发生危险。

物可导致功能紊乱和畸形ｂ’４。。某一致畸物的致畸

导致出生缺陷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是遗传因素，

风险取决于其理化性质、暴露剂量、途径以及时间，

常见结构性出生缺陷的发生还受到众多环境危险因

另外还与是否同时暴露于其他致畸物及母亲和胎儿

素的影响，同时环境危险因素数目与结构性出生缺

的生物易感性有关。目前已知的人类环境致畸原包

陷发生之间还存在剂量一反应关系。不仅职业危害、

括生物、物理、化学等多种因素，在这些因素中环境

围孕期患有疾病、服用药物对出生缺陷的发生具有

化学物暴露最为广泛。在本文所研究的环境危险因

显著的影响，一些暴露剂量相对较低或风险程度相

素中，导致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最高的是从事接触重

对较低但暴露机会较高的因素，如装修等导致的室

金属、有机溶剂等有毒有害物质工作，其ｏＲ值约

内污染及熬夜和养宠物等生活行为因素在出生缺陷

为５．４。这部分是由于相对于本文涉及到的其他危

发生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险因素，职业危害的暴露剂量较高且暴露时闻较长。

本研究是回顾性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回忆

尽管许多职业危害的致畸机理还不清楚，但越来越

偏倚。服用可疑药物、围孕期患有疾病、孕早期发热

多的证据表明有毒化学物质在导致生殖功能异常中

等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比例可能存在低估，尤其是

起着重要的作用。５ ｏ。与工作环境接触有毒化学物质

对照组。如何控制信息偏倚的影响也是本研究以及

相比，生活环境接触有毒化学物质一般属于低剂量

今后研究所必须重视的。

暴露。一些研究如加利福尼亚出生缺陷监测项目发

（感谢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参

现室外空气污染可显著增加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
与生活在空气清洁地区的孕妇相比，生活在一氧化
碳重度污染和中度污染的孕妇其子代心脏缺陷发生
的ｏＲ值分别约为３和２Ｍ１。本研究结果同样提
示，居住室内外环境污染可增加出生缺陷的发生风
险，尤其是由于装修等所导致的室内环境污染。尽
管与职业危害相比生活环境污染导致出生缺陷发生
的风险相对较低，但在人群中的暴露比例较高。本
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被调查孕产妇职业危害的暴
露比例为３．４％，而按照本文界定的居住环境污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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