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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
中国出生缺陷高发地区不同监测时段
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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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不同监测时段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的差异及不同出生缺陷的诊断时间

分布特征。方法在中国出生缺陷高发的山西省选择２个高发县作为调查现场，对调查地区２００２年
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孕满２０周及以上的所有胎儿及婴幼儿开展出生缺陷监测工作，调
查监测出生缺陷主要包括体表和内脏畸形。结果

结构性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随着监测时段的延长

而显著提高。从孕２０周监测到孕２７周、出生后７天、１周岁和３周岁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分别为
１７．６‰、３４．Ｏ‰、４３，６‰和５３．７‰。如以孕２８周到出生后７天作为常规监测时段，监测时段提前至孕
２０周，则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为常规监测的２．１倍；如果监测时段在提前到孕２０周的同时向后延长
至生后１周岁和３周岁，则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分别为常规监测的２、７倍和３．３倍。不同出生缺陷诊
断时间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绝大多数神经管畸形病例在产前或出生后７天内被发现而诊断；
唇裂、唇腭裂、多指（趾）、外耳畸形等易于观察诊断的体表畸形，多在出生后７天内被诊断；内脏畸形
多在７天后随年龄增长逐步被发现，相当一部分在１岁后被诊断。结论

在调查地区现有诊断技术

水平条件下，监测时段为孕２８周到出生后７天的出生缺陷监测仅能发现１／３左右的结构性出生缺陷
病例。提示：孕２０周至２７周、孕２８周至生后７天及出生７天以后不同监测时段发现的主要畸形种
类不同，对这一时段监测特征需要在今后全国同类工作中加以充分考虑。
【关键词】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监测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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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预防规划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均需要

片，同时对未登记的正常活产儿进行了补充登记。

系统和可靠的流行病学基本数据，包括发生水平、规

３．分类和确诊：本文分析的出生缺陷为结构性

模、顺位、病种构成、动态变化趋势等。出生缺陷数

出生缺陷，主要包括无脑儿、脊柱裂、脑膨出、先天性

据主要来自于出生缺陷监测（医院监测和人群监

脑积水、先天性心脏病、腭裂、唇裂、唇腭裂、肛门闭

测）。２０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以医院为

锁或狭窄、先天性白内障、小眼畸形、小耳（包括无

基础的全国性出生缺陷监测，９０年代在部分地区开

耳）、外耳其他畸形、膀胱外翻、足外翻、足内翻、多指

展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且覆盖地区正在

（趾）／缺指（趾）、并指（趾）、肢体短缩、脐膨出、腹裂、

逐步扩大。出生缺陷可以在出生前、出生时或出生

尿道下裂、血管瘤等体表和内脏畸形。调查的出生

后的任何时间被发现。监测时间的长短可直接影响

缺陷还包括腹股沟疝、鞘膜积液、隐睾和先天性智力

出生缺陷的监测结果儿１。美国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低下，但没有包括在本文分析之中。出生缺陷分类

显示，出生后至５岁时监测到的出生缺陷累计发生

和编码采用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一１０，所有病例由专家

率大约是出生后６天时的４～６倍坦１。发展中国家

按照统一标准确诊。为尽可能提高诊断的可靠性，

的类似研究表明，严重遗传性疾病和出生缺陷５岁

先天性心脏病采用听诊筛查，彩超检查确诊，其他内

时的累积发生率为７８．６‰，出生时仅能发现其中的

脏畸形进行了ｘ线等相关检查。

２７．６％∞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我们在山西省出生缺陷

４．质量控制：调查人员均经过统一的培训，在调

高发地区开展了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流行病学

查的各个阶段均实施了质量控制，所有的资料经研

调查。为了解不同监测时段对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影

究人员验收和核对，摒弃重复资料。漏报调查结果

响，本文利用该资料比较分析了不同监测时段出生

表明，本调查活产漏报率为３．１％，病例漏报率为

缺陷发现率的差异及不同出生缺陷发现诊断时间的

５．９％，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分布特征，为完善我国出生缺陷监测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５．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录入Ｅｐｉ Ｄａｔａ数据库
后，使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每万名
出生（包括死胎、死产和活产）中出生缺陷病例数计

１．研究对象：选择山西省吕梁地区中阳和交口

算出生缺陷率。计算出生缺陷率时每个胎（婴）儿计

两县１０个乡作为研究现场。１０个乡共有４８ ３８６户

算为一例；如果一个胎儿或婴幼儿发生多种出生缺

７７４名居民。调查对象为具有当地户口或虽无

陷且发生在多种器官者判为多发畸形。对于病例还

当地户口但在当地居住２年及以上的妇女，在２００２

调查了其首次发现诊断时间，如为多发畸形，首次诊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在各级医院

断时间为主要出生缺陷的诊断时间。结合出生缺陷

及家庭分娩的孕２０周及以上所有胎（婴）儿，包括死

常规监测时段，将首次诊断时间划分为４个时段估

胎、死产和活产。

计出生缺陷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孕２０～２７周、孕

１７０

２．调查方法：采用医院登记和社区调查相结合

２８周至生后７天、生后８天至１岁、＞１岁。

的多种途径收集出生缺陷病例资料。医院登记以医

结

果

院为单位，组织专业人员查阅县乡两级医院出生缺
陷登记记录及产科、儿科、Ｂ超检查室的医学记录，

１．所有出生的基本特征。４ ３：研究地区从２００２年

对发现的出生缺陷胎（婴）儿填写医院出生缺陷病例

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监测到出生数６４２０

登记表；为尽可能降低漏报，还组织专业人员查阅了

名，其中男性３５３３名，女性２８２９名，性别不详５８

临近５个县县医院相关科室的医学记录，并对从中

名。所有出生中，住院分娩３４６２名（占总出生的

发现的属于调查范围的出生和出生缺陷病例进行了

５３．９％），活产婴儿６２０７例（９６．７％），死胎死产８７

入户核实和补充登记。社区调查首先对属于调查范

例（１．３％），各种原因终止妊娠１２６例（２．０％）。数

围的所有孕满２０周的妊娠结局进行登记；然后组织

据开始收集的时间为２００４年７月，截止时间为

首都儿科研究所和山西医科大学包括教授、主任医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到调查截止时间，在存活儿童

师在内的临床及流行病学专业人员，逐村对２００２—

中，满１岁的６０６８名，满２岁的４１５８名，满３岁的

２００４年出生的存活儿童进行体检，对发现的出生缺

２１２５名。

陷儿童填写社区病例登记表并对体表畸形拍摄照

２．不同监测时段出生缺陷累积发生率：共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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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本文分析的结构性出生缺陷病例３４５例，其中

病例１５４例，绝大部分（１４７例，占９５．５％）在孕２０

孕２０～２７周诊断的１１３例（３２．８％），孕２８周至生

周至孕２７周及孕２８周至出生后７天这两个时段内

后７天诊断的１０５例（３０．４％），生后８天至１岁诊

被发现诊断；其中又以孕２７周前发现的病例最多，

断的６２例（１８．０％），１～３岁诊断的６５例

共１１２例占７２．７％。对于唇裂、唇腭裂、多指（趾）、

（１８．８％）。如图１所示，从孕２０周监测到孕２７周

外耳畸形等易于观察诊断的体表畸形，多在出生后

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为１７．６％ｏ，从孕２０周监测到出生

７天内被发现诊断。内脏畸形多在７天后随年龄增

后７天、１周岁、３周岁的出生缺陷累积发生率分别

长逐步被发现，相当一部分在１岁后发现诊断。如

为３４．０％。、４３．６％。和５３．７‰。目前我国常规监测时

先天性心脏病在孕２８周至生后７天、生后８天至１

段为孕２８周到出生后７天，研究地区按此监测时段

岁和１岁以后发现的病例分别占８．５％、３４．０％和

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为１６．４‰。如果监测时段提前至

５７．４％。

孕２０周，则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为常规监测的２．１
讨

倍；如果监测时段提前到孕２０周的同时向后延长至
生后ｌ周岁和３周岁，则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分别

论

要获取一个地区准确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数据，

为常规监测的２．７倍和３．３倍。

需要监测该地区所有的出生，完整地收集出生缺陷
病例，不仅需要开展出生时监测，还应跟踪观察到出
生后一段时间。鉴于调查地区孕妇在家分娩比例较
３２

８

高，以医院为基础的监测不能包括所有的出生，故本
研究开展了以人群为基础出生缺陷调查，并将观察

６３ ２

时间拓展到出生后３岁。
结果表明，调查地区从孕２０周监测到在出生后

８１

２

７天、１岁和３岁，结构性出生缺陷的累积发生率分
别为３４．０‰、４３．６‰和５３．７‰。出生后７天监测到

００ Ｏ

的出生缺陷仅占３岁时监测诊断的６３．２％。美国的

成比（％）
图１

队列研究显示，白人和黑人出生后６天监测到的出

不同监测时段出生缺陷累积发生率

生缺陷仅仅为３岁时诊断的２５．３％和３６．６％。２。。与

３，主要出生缺陷的发现诊断时间分布特征：表

美国的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监测到出生后７天发

１列出调查地区主要结构性出生缺陷诊断时间构

现的出生缺陷占监测到３岁发现的出生缺陷的比例

成。共收集无脑儿、脊柱裂、脑膨出、先天性脑积水

较高。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本文调查地区是全球

表１
出生缺陷

不同时段发现的主要出生缺陷例数及诊断时间构成

孕２０～２７周
例数

孕２８周至出生后７天

构成（％）

例数

构成（％）

＞１岁

出生后８天至ｌ岁
例数

构成（％）

构成（％）

合计

无脑儿

５

５

８２

１

２

１ ７

９

Ｏ

Ｏ

０ Ｏ

脊柱裂

２８

６８

３

２

２９

３

１

４

Ｏ

Ｏ

先天性脑积水

１７

６５

４

４

１

５

４

３

５

７

７

脑膨出

１２

６

０

０

７

３５

０

Ｏ

２¨ｏ

０

５

Ｏ

唇裂／伴腭裂

０

０

０

Ｏ

００

０

０

ｏ

０

０ ０

肛门闭锁或狭窄

０

０ ０

３

０Ｏ ０

０

ｏ

０

０ Ｏ

多指（趾）

Ｏ

Ｏ

０

１

９ １

７

ｌ

３

Ｏ Ｏ

外耳畸形

０

Ｏ

Ｏ

６

６６

７

３

３

Ｏ

血管瘤

０

Ｏ Ｏ

２

５７

９

５

３

８

腭裂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３

０

Ｏ

３他９饽６

足内（外）翻

Ｏ

０

０

ｌ

３ ３

３

ｌ

３

３

３

尿道下裂

Ｏ

Ｏ

０

１

２５ ０

Ｏ

８”拍如＂ｏ Ｏ

０

先天性心脏病

０

０

Ｏ

４

８

５

ｌ

６

ｏ

Ｍ

０

堕。 ：。 。 ，。 ，”

Ｏ幅０＂ ＂

４

∞钉拍如ｍ

４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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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管畸形的异常高发地区，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

是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全国出生缺陷监测系统，

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高达１９．９％ｏ，大约是美国神经

监测时段为从孕满２８周到出生后７天；另一个是在

管畸形平均水平的２０倍。无脑儿、脊柱裂、脑膨出

局部地区开展的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系

等神经管畸形病例容易通过Ｂ超等手段在产前发

统，监测时段从孕满２０周到出生后７周。本文研究

现诊断，从表１可知研究地区从孕２０周到出生后７

结果提示，为更好地开展出生缺陷监测工作，我国应

天发现的神经管畸形病例占同一时段发现的所有出

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地区开展出生缺陷从孕２０周

生缺陷的５７．８％。

到出生后至少１岁的连续性监测，同时还需要产科、

目前我国常规监测时段为孕２８周到出生后７

儿科等多学科的共同参与，需要发展新的筛查和诊

天，本研究结果提示按照这一监测时段进行监测可

断方法，尤其是针对内脏畸形诊断的新方法，以获得

导致相当一部分出生缺陷漏报。主要包括两个方

完整的出生缺陷数据和弥补已有出生缺陷监测数据

面：一方面是孕２８周前终止妊娠中出生缺陷的漏

的不足。
（本文调查工作得到山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山西医科大

报。随着产前诊断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诊断时
间逐渐提前，大部分产前诊断发生在妊娠２８周以
前，有一部分出生缺陷病例甚至可在妊娠２０周以前

学、山西省吕梁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阳和交口县计划生
育、妇幼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参

作出诊断。出生缺陷产前诊断和选择性终止妊娠对

出生缺陷监测发生水平有很大的影响。本研究结果

［１］Ｓｅｖｅｒ ＬＥ．ＧｕｉｄｅＩｉｎｅｓ

显示，如果从孕满２８周开始监测，出生时出生缺陷
发生率比孕满２０周开始监测发生率降低３２．８％。

开始监测低３１．８％¨’…。
另一方面是先天性心脏病等内脏畸形的漏报。
如本研究显示，９０％以上的先天性心脏病病例是在
出生７天后发现的。ＨｏｆｆｍａｎＨ ｏ的研究发现，出生时
只能发现先天性心脏病４０％～５０％病例，到１岁时
达９０％左右，４岁时发现９９％。Ｂｕｒｋｉ和Ｂａｂａｒ∽。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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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出生后１个月内先天性心脏病的检出率为

区重大体表畸形患病率监测，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４）：

２８．０７％，在１岁内为７５．４３％。当然，出生时先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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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等内脏畸形的检出率与医疗保健和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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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密切相关。我国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出生缺陷监测

［８］Ｂｕｒ ｋｉ ＭＫ，Ｂａｂａｒ ＧＳ

结果显示，虽然围产期先天性心脏病监测发生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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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随着诊断技术水平的提高呈上升趋势，由

１８．

１９９６年的０．６％。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ｏ；在发达地
区如上海市、浙江省先天性心脏病监测发生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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