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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
计划与非计划怀孕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
暴露差异的分析
郑晓瑛

宋新明

【摘要】

李成福

目的

裴丽君

分析计划与非计划怀孕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差异，估计计划怀孕在降低

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方法利用无锡市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孕产妇回顾性调查资料，共调查
１６２８名孕产妇；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控制孕妇生育年龄、教育水平等因素后估计了计划怀孕在降低
围孕期孕妇用药、工作和生活环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及一些不良行为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结果
在调查对象中，计划怀孕比例为７３．２％，城市孕妇计划怀孕比例略低于农村孕妇，生育年龄在３０岁及
以上的孕妇计划怀孕比例显著高于生育年龄低于３０岁的孕产妇。计划和非计划怀孕孕妇在服用药
物及熬夜等不良行为暴露比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划怀孕组可疑致畸药物和有熬夜习惯的暴露
比例分别为２．５％和２．９％，显著低于意外妊娠组的６．Ｏ％和５．５％。在控制生育年龄等因素后，与非计
划怀孕孕妇相比，计划怀孕孕妇围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和熬夜的比例分别降低了６０％和５０％左
右，饮食无规律、长时间上网及看电视的比例约降低了１／３左右。结论

计划怀孕可显著降低孕妇围

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及一些不良行为因素的暴露风险。降低非计划或意外妊娠发生比例，提高计
划怀孕比例是一项经济有效的出生缺陷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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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出生缺陷预防工作的不断深入，采用
孕前一围孕保健模式预防出生缺陷的策略已得到政
府部门及相关研究者的重视，而计划怀孕（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染、熬夜、长时间上网／看电视、饮食不规律等不良生
活方式和行为等。
３．统计学分析：原始资料经质量核查后采用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是开展孕前一围孕保健工作的一个重要前

ＥｐｉＩｎｆｏ

６．０软件建立数据库，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

提。计划怀孕是指育龄夫妇有生育意愿并在期望时

行统计处理。采用Ｙ２检验用于比较计划和非计划

间内的怀孕…，而非计划怀孕（或称之为意外妊娠）

怀孕之间环境危险因素暴露水平的差异＇；运用多因

既包括非意愿妊娠（ｕｎｗａｎｔｅｄ），也包括虽有生育意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考察计划怀孕在降低环境危险

愿但怀孕时间比计划时间提前或滞后（ｍｉｓｔｉｍｅｄ）的

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其作用大小用０Ｒ和

妊娠心ｊ一。人们已逐渐认识到意外妊娠已成为一个

９５％Ｃｆ表示。用各类环境危险因素作为因变量：①

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将非计划怀

服用可疑致畸药物：是指发觉本次怀孕前是否服用

孕率或意外妊娠率（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作为评估

过抗生素、解热镇痛药、安眠镇静药、抗惊厥剂、激素

生殖健康工作的一个关键指标（Ｍ∞ｓ，２００４）。许多

类药物等可疑致畸药物；②从事接触有毒有害物质

研究结果表明非计划怀孕或意外妊娠增加了低出生

工作：指调查对象发觉本次怀孕前一年内从事接触

体重、早产、出生缺陷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

重金属、有机溶剂、放射线、高温高热等职业危害；③

尽管意外妊娠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机理还不清楚，

居住室内环境污染：采用发觉本次怀孕前半年内进

但可能与围孕期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产前保健不

行过室内装修或购置新家具作为室内有害物质潜在

足等因素有关。本文利用无锡市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孕

污染的指标；④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重点分析了本

产妇回顾性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计划怀孕与非计

次怀孕前半年内是否存在饮食不规则、长时间看电

划怀孕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差异，旨在为探

视或上网、熬夜等生活方式和行为。各环境危险因

讨出生缺陷人群干预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

素的赋值为：有＝１，无＝０。是否计划怀孕作为自变

对象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于２００５年开展的无锡市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孕产妇回顾性调查。研究对象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具有无锡市常住户口、在无锡市各医
院住院分娩并孕满２８周以上的孕产妇，访问对象为
孕产妇本人。

量：计划怀孕＝１，意外妊娠＝０；同时包括孕妇生育
年龄、教育水平、居住地（城市或农村）作为控制
变量。
结

果

１．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在被调查的１６２８例孕
产妇中，生育年龄最小的２０岁，最大４１岁，以２０～

２．研究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并采取多阶

２４岁组为主，占６０．９％，平均年龄为２４岁。受教育

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获得一个能代表无锡市２００２—

程度以高中／中专为主，占４５．９％，其次为初中以下，

２００４年孕产妇人群的样本。资料的收集采用问卷

占３４．４％，大专及以上占１９．７％。居住地为城市的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访。本次共抽取１６５９

占５５．０％，农村占４５．０％。

名孕产妇，实际调查１６３０名，应答率为９８．２５％。经

２．计划怀孕比例：在被调查对象中，计划怀孕

验收剔除不合格问卷，最后获得有效调查问卷１６２８

１１９２人，占７３．２％，非计划怀孕４３６人，占２６．８％。

份。“计划怀孕”是指育龄夫妇有生育意愿并在孕前

城市孕产妇计划怀孕比例略低于农村孕产妇，分别

做了相关准备的怀孕；“非计划怀孕”包括非意愿妊

为７１．０％和７６．０％（Ｐ＜０．０５）。生育年龄在３０岁

娠或虽有生育意愿但未做好相应准备的怀孕。调查

及以上的计划怀孕比例为８５．３％，显著高于生育年

内容包括十多个方面，其中包括被调查对象一般情

龄为２０～２４岁和２５～２９岁的孕产妇女，后两组的计

况、围孕期各类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情况及本次怀

划怀孕比例分别为７１．８％和７４．２％（Ｐ＜０．０５）。但

孕是计划怀孕还是非计划妊娠等。研究主要比较计

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孕产妇的计划怀

划怀孕与非计划妊娠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差

孕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异，分析计划怀孕在降低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中

３．计划和非计划怀孕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差

的作用。研究涉及的环境危险因素包括服用可疑致

异：计划怀孕妇女围孕期各类环境危险因素暴露比

畸药物、从事接触有毒有害工作、居住室内环境污

例均较意外妊娠妇女的暴露比例低，经统计学检验，

主堡堕堑痘堂盘查！！塑至ｉ旦箜！！鲞箜！塑壁垒！』垦趔ｉ！里型！丝！！些！！堕！Ｙ型：！！：盟！：ｊ
除从事接触有毒有害工作和居住室内环境污染外，
两组孕产妇其他环境暴露的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讨

论

义，尤其是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和不良生活方式（表

孕妇围孕期即在怀孕前后一段时间内患有慢性

１）。计划怀孕妇女围孕期可疑致畸药物的暴露比例

疾病、接受药物治疗、工作或生活中接触有毒有害物

为２．７％，远低于非计划怀孕组的６．７％（Ｐ＜０．０１）。

质及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对胚胎发育可产生负面的影

在不良生活行为方面，计划怀孕者饮食不规律、长时

响。许多研究结果表明非计划怀孕或意外妊娠可增

间上网／看电视和熬夜的暴露比例分别为１０．５％、

加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大量研究表明，孕妇围孕

９．１％和２．９％，而非计划怀孕组分别为１５．４％、

期不安全用药可导致出生缺陷的发生。如Ｄｉａｚ

１２．６％和５．５％。两组装修等导致的居住室内污染

等Ｈ ｏ的研究认为，抗癫痫药（如卡马西平、美芬妥英）

的差异在统计上也接近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６）。

不仅能增加神经管缺陷的危险性，而且能增加心血

表１

计划怀孕和意外妊娠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差异

管缺陷、口裂和泌尿道缺陷的危险性。Ｈｏｎｅｉｎ等’５。
的研究发现，孕妇围孕期生活中一些不良生活方式
和行为可增加脑积水、小头畸形、脐膨出、腹裂、唇裂
和腭裂、畸形足多指、并指和无指等的发生风险。本

服用可疑致畸药物

３０

２．５

２６

６．０

１１．４１７

０．００１

从事接触有害物质工作

３９

３．３

１９

４．４

１．０９６

０．２９５

居住室内环境污染

１９５

１６，４

８９

２０．４

３．６４３

Ｏ．０５６

的增加可能与围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及一些不良

饮食不规律

１２５

１０．５

６７

１５．４

７．３０９

０．００７

行为因素暴露机会的提高有关。

长时间上网／看电视

１０８

９．１

５５

１２．６

４．４７６

０．０３４

３４

２．９

２４

５．５

６

０．０１１

熬夜

５３６

研究结果提示，非计划怀孕导致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本次研究发现，计划怀孕显著降低了孕妇围孕
期一些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比例，尤其是服用可疑

４．计划怀孕在降低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中的
作用强度：以各类环境危险因素作为因变量的多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２。表中的ｏＲ值为
控制孕妇生育年龄、教育水平和居住地影响后的调
整。尺估计值，即相对于非计划怀孕的计划怀孕对
各类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的降低程度。结果表
明，在控制生育年龄等因素后，计划怀孕对服用可疑
致畸药物和不良生活行为的暴露风险仍有显著影
响。相对于非计划怀孕，计划怀孕妇女可疑致畸药
物的暴露风险降低６０％左右（ｏＲ＝０．４１３，Ｐ＜
０．０１）。相应的，饮食无规律、长时间上网／看电视和
熬夜的发生比例分别降低３５．１％、３１．１％和４９．９％。
与表１结果一致，居住室内污染的ｏＲ值在统计学
上接近显著性水平，计划怀孕妇女在怀孕前半年内
进行室内装修或购置新家具的比例比非计划怀孕降
低２０％。
表２

致畸药物和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在控制

生育年龄等因素后，与非计划怀孕妇女相比，计划怀
孕者在围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和有熬夜习惯的比
例分别降低了６０％和５０％左右，饮食无规律、长时
间上网／看电视的比例约降低了１／３左右，这与国外
近年来一些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项在美国华盛顿
和明尼苏达州的研究探索了计划怀孕与孕妇围孕期
吸烟、饮酒等不良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计划
怀孕妇女围孕期吸烟的比例大约是计划怀孕妇女的
２倍∞１。另一项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育龄妇女计
划怀孕与健康行为关系的研究也证实，与非计划妊
娠的妇女相比，准备在未来一年内怀孕的妇女会更
加注意自己的健康行为，吸烟的比例降低了４０％
（ｏＲ＝０．６），同时更注意多种维生素的补充，并能
主动进行健康保健咨询帕１。
尽管降低非计划怀孕比例是生殖健康的一个重

要目标，但非计划怀孕比例依然较高，在本研究被调

计划怀孕在降低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
（多因素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查孕妇中，按照本文界定的非计划怀孕比例为
２６．８％。这一比例低于在美国孕妇人群的调查结
果。美国１９９５年非计划怀孕占总妊娠的４９％，在
活产中约３１％是非计划妊娠的结果。７母。。导致这一
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
政策，对降低非计划妊娠比例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
方面可能是由于调查的方式不同所致。如美国的调

史堡煎堑瘟堂盘查！！！！至！旦箜垫鲞筮！塑壁垒垫』曼逝！！里ｉ！！！Ｍ！！鱼！！塑！ｙ！！：垫！堕！：！
查是在孕妇产后２—６个月采用邮寄及电话回访方
式进行调查，而本调查是在孕妇产后１０个月到２年

６６６．

［４］Ｄｉａｚ Ｈ，ｗｅｒＩｅｒ ＭＭ，ＷａＩｋｅｒ ＡＭ，ｅｔ ａ１．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ｕｒｉｎｇ

多后采用问卷面访方式进行的。另外，对计划怀孕
的提问和理解的不同也会造成调查结果的不同。

［５］Ｈｏｎｅｉｎ ＭＡ，Ｐａｕｌｏｚｚｉ ＬＪ，ｗａｔｋｉＩｌＳ ＭＬ¨

ｏ，并且可以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可表现

Ｐｕｂ Ｈｅ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业等多个方面¨２｜。计划怀孕夫妇能够在孕前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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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ｓｔａｔｅｓ．Ｆ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１９９８，３０（１）：２４—２９，４６．

［８］ＦｂｓｔｅｒＤＧ，ＢＩｅｙ Ｊ，Ｍｉｋａｎｄａ Ｊ，ｅｔ ａＩ．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因素的暴露水平。因此，提高计划怀孕比例是一项

ａ１．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５，３７（４）：１７９—１８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

［７］Ｈｅｎｓｈａｗ ｓＫ．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生活方式，选择适宜的受孕时机，积极主动地寻求各
种卫生保健服务，并有效降低孕妇围孕期环境危险

Ｍｅｄ，

Ｒｅｐ，２００１，１１６（４）：３２７—３３５．

［６］Ｇｒｅｅｎ—Ｒａｌｅｉｇｈ

在接受教育、社会适应、酒精和药物滥用、犯罪及就

理、心理和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使孕妇建立健康的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Ｅｎｇｌ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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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的发生风险，还会增加孕妇精神负担甚至导致
抑郁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ｉｎ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２０００，３４３（２２）：１６０８—１６１４．

非计划怀孕不仅可以增加出生缺陷等不良妊娠
０’１１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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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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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有效的出生缺陷干预措施，对提高整体人口素

［９］ｗｉｌｃｏｘ ＬＳ，Ｋ００ｎｉｎ

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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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江苏省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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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订启事·
本刊２００８年征订启事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是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流行病学及其相关学科的高级专业学术期刊、国内预防医学和基础医学核
心期刊、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定为“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为
美国国立图书馆医学文献联机数据库和美国化学文摘社收录。读者对象为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及流行病学科研与
教学工作者。征稿内容：重点或新发传染病现场调查与控制；慢性非传染病的病因学及流行病学调查（含社区人群调查）、干
预与评价；环境污染与健康；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病；流动人口与疾病；行为心理障碍与疾病；分子流行病学、基因学与疾病控
制；我国西部地区重点疾病的调查与控制等。本刊设有述评、重点原著、现场调查、疾病监测、实验室研究、临床流行病学、疾病
控制、基础理论与方法、国家课题总结、文献综述、问题与探讨等重点栏目。
全年出版１２期，每期定价９元（含邮费），全年１０８元，由全国各地邮局统一订阅，邮发代号：２—７３。本刊编辑部常年办理
邮购。地址：北京昌平流字五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辑部，邮编：１０２２０６，电话（传真）：０１０。６１７３９４４９，投稿网址：ｈｔｔｐ：／／
ｚｈｌｘｂ．ｍｅｄｌｉｎｅ．ｏ嚷．ｃｎ，查询事宜：Ｅｍａｉｌ：ｌＸｂｏｎｌｙ＠ｐｕｂｌｉｃ３．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积极订阅。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