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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与小于胎龄儿的
相关性研究
张振

任爱国

【摘要】

叶荣伟

李松

郑俊池

杨瑞兰

章斐然

张静波

张檀

李竹

目的探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ＰＩＨ）与小于胎龄儿（ＳＧＡ）之间的关系。方法研究对

象为浙江省和江苏省４个县（市）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期间单胎分娩且孕周在２８～４２周的９３ ７４３名妇女。
首先计算并比较ＰＩＨ组（包括不同程度ＰＩＨ组）与非ＰＩＨ组孕妇的ｓＧＡ发生率；采用１。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控
制孕妇年龄、产次、职业、文化程度、体重指数、孕期贫血严重程度、胎膜早破和新生儿性别等可能的混
杂因素后，估计ＰＩＨ与ＳＧＡ的关联程度；并按照早产和足月分娩进行分层分析。结果

ＰＩＨ组孕妇

ｓＧＡ的发生率（６．Ｏ％）高于非ＰＩＨ组（４．５％）（Ｐ＜０．００１），且随ＰＩＨ病情的加重，ＳＧＡ的发生率升高
（趋势ｘ２＝１１９．３０，Ｐ＜０．００１）。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后，ＰＩＨ组ＳＧＡ的发生率是非ＰＩＨ组的１．３７倍

（ＲＲ＝１．３７，９５％ＣＪ：１．２２～１．５４），轻、中和重度ＰＩＨ组的ＲＲ值（９５％ａ）分别为１．１７（１．０１～
１．３４）、１，６９（１．３３～２．１４）、３．５０（２．５７～４．７７）。以早产及足月分娩分层分析后，上述结论基本不变，
但早产孕妇中ＰＩＨ组ｓＧＡ的尺尺值大于足月分娩孕妇中ＰＩＨ组ｓＧＡ的ＲＲ值。结论

ＰＩＨ与ＳＧＡ

的发生之间存在统计学关联，ＰＩＨ组ｓＧＡ的发生率高于非ＰＩ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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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胎龄儿（ｓｍａＵ ｆ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ＳＧＡ）是

指出生体重低于同胎龄儿出生体重的第１０百分位
数，或低于平均值２个标准差的一组新生儿。ＳＧＡ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张振、任爱国、叶

的围产期死亡率高于适于胎龄儿，其日后的体格和

荣伟、郑俊池、李松、李竹）；江苏省太仓市妇幼保健院（杨瑞兰）；无锡

智力发育也落后于适于胎龄儿。目前，ＳＧＡ的发生

市妇幼保健院（章斐然）；浙江省宁波市妇幼保健院（张檀）；海盐县妇

原因尚未完全阐明。国外研究显示，妇女孕期合并

幼保健院（张静波）
通讯作者：任爱国，Ｅｍａｉｌ：ｒｅｎａｉｇｕｏ＠ｇｍａｉｌ．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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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ＩＨ）可能与ＳＧＡ的发生有关ｕ’２。。国

率为４．６％；非ＳＧＡ新生儿８９ ３５１名，占９５．３％；新

内也有研究提示ＰＩＨ与ＳＧＡ的发生之间存在相关

生几分娩孕周和／或体重不明者６０人，占０。１％。

性。３’４Ｉ，但是这些研究有的样本量太小，有的没有分

１．孕妇一般特征与ＳＧＡ发生率：孕妇文化程度

析ＰＩＨ严重程度与ＳＧＡ的关系，有的没有区分早

越低，ＳＧＡ发生率越高，其中文盲组的ＳＧＡ发生率

产ＳＧＡ和足月ＳＧＡ。这些缺陷都可能会导致证据

最高；农民孕妇组ＳＧＡ发生率高于其他职业孕妇；

的效度降低。为此，本研究利用以人群为基础的大

慢性营养不良组ｓＧＡ发生率高于正常体重组和超

样本资料，采用队列研究方法，探讨ＰＩＨ与ＳＧＡ之

重或肥胖组孕妇；不同年龄和产次孕妇的ＳＧＡ发生

间的关系。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表１

对象与方法

江苏、浙江４县（市）孕妇的一般特征
与ＳＧＡ发生率（％）

１．研究对象：研究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生育健
康研究所“中美预防出生缺陷和残疾合作项目”的围

产保健监测系统。该系统从婚前或产前检查开始随

年龄组（岁）
＜２０

４２

２０～３４

访并记录妇女的健康检查结果，包括一般情况、各孕

≥３５

期ＰＩＨ诊断情况以及分娩情况等。研究对象为

文化程度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江苏省太仓

大学

９２ ６８０

市、无锡市和浙江省宁波市、海盐县所有单胎分娩且

初中

４９ ５７６

孕周在２８～４２周的本地常住妇女，排除孕前有高血

小学

压史、糖尿病史、肾病史和心脏病史者以及这些疾病

文盲

２．相关变量定义：该监测系统中，ＰＩＨ的诊断依

据我国１９８３年第二届妊娠高血压综合征防治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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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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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次
初产妇

年全国抽样调查所得的单胎活产儿出生体重百分位

经产妇

８４

１４８

３

９ ５３５

ＢＭＩ
＜１８

５

的新生儿‘６。。根据ｗＨｏ的体重指数（ＢＭＩ）分级标

１８．５～２５

准，将研究对象分为慢性营养不良组（ＢＭＩ＜１８．５）、

＞２５

正常组（ＢＭＩ １８．５～２５）和超重或肥胖组（ＢＭｌ＞

６

３６

职业

协作组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５。。ＳＧＡ是指以１９９８
数为参考，出生体重低于该胎龄体重第１０百分位数

８

４

９ ８３５
２７

５１２９人，用于分析的研究对象共计９３ ７４３人。

４

９６１

高中

史不详者７５７人，再排除孕期ＰＩＨ诊断情况不明者

２
２９４

４

１５

１９９

４９

４７３

ｌ

１５２

２

注：表中数据不计缺失

２５）。孕妇年龄、ＢＭＩ、孕期贫血严重程度按照有序

２．ＰＩＨ与ＳＧＡ的关系：ＰＩＨ组ＳＧＡ的发生率

变量进行编码，职业、文化程度、产次、胎膜早破和新

（６．０％）高于非ＰＩＨ组（４．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生儿性别等按哑变量编码。

（Ｐ＜０．００１）（表２）。按ＰＩＨ严重程度分组分析，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队列研究方法，以孕期发生

ＰＩＨ严重程度与ＳＧＡ发生率之间存在剂量一反应关

ＰＩＨ为暴露因素，分娩ＳＧＡ新生儿为结局。计数资

系（趋势ｘ２＝１１９．３０，Ｐ＜０．００１）。轻、中和重度

料用率进行描述，用Ｙ２检验进行各组率的比较。关

ＰＩＨ组ＳＧＡ发生率分别为非ＰＩＨ组的１．１１

联强度用相对危险度（Ｒ尺）及９５％可信区间（Ｃｆ）描

（１．００～１．２３）、１．６８（１．４３～１．９７）、３．２５（２．６８～

述。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控制可能混杂因素的影

３．９６）倍。调整孕妇年龄、产次、职业、文化程度、

响，采用依据似然比的逐步向前法（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Ｒ）筛

ＢＭＩ、孕期贫血严重程度、胎膜早破和新生儿性别等

选变量，进入标准为Ｐ＜０．０５。所有分析均使用

可能的混杂因素后，结果类似。

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完成。

３．按照早产和足月分娩分层分析：早产孕妇和
结

９３

果

７４３名孕妇分娩４３３２名ＳＧＡ新生儿，发生

足月孕妇中，ＰＩＨ组ｓＧＡ的发生率均高于非ＰＩＨ
组，并且随着ＰＩＨ病情的加重，ＳＧＡ的发生率也均
升高（表３）。但是早产孕妇中ＰＩＨ组ＳＧＡ的相对

主堡迹堑痘堂苤查！！！！至！旦笙！！鲞箜！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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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５

·

危险度高于足月分娩孕妇中ＰＩＨ组ＳＧＡ的相对危

采用队列研究方法，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结果显

险度。

示，ＰＩＨ孕妇组ＳＧＡ发生率高于非ＰＩＨ组，且随着

表２

ＰＩＨ组与非ＰＩＨ组ＳＧＡ发生率（％）比较

ＰＩＨ病情的加重，ＳＧＡ发生率存在升高趋势；以早

产和足月分娩分层分析后，结论不变。
分组
非ＰＩＨ

人数ｎ

ｓ譬瓮孕数

８３ ５４７

３

。娄甓售，｛；ｉ麓嚣芦
１ ００

７２３（４．５）１．００

ＰⅡⅢ不分度）１０ １３６

６０９（６．Ｏ）１．３５（１．２４～１ ４７）１．３７（１．２２～１．５４）

国内外研究显示，ＰＩＨ孕妇分娩ＳＧＡ的发生率
高于非ＰＩＨ患者ｕ’Ｌ ４Ｉ。但是关于ＰＩＨ程度与ＳＧＡ

关系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有研究结果显示，轻度

轻

７

５７６

３７５（４．９）１．１１（１．００～１ ２３）１．１７（１．０１～１．３４）

中

１ ９５３

１４６（７．５）１．６８（１．４３～１ ９７）１．６９（１．３３～２．１４）

ＰＩＨ也会导致ＳＧＡ发生率升高，并且ＰＩＨ病情严

重

６０７

８８（１４．５）３．２５（２．６８～３．９６）３．５０（２．５７～４．７７）

重程度和ＳＧＡ发生发生率之间存在剂量一反应关

注：。不计缺失数据；６对非ＰＩＨ和轻、中、重度ＰＩＨ患者ｓＧＡ
发生率进行统计学检验，趋势ｘ２＝１１９．３０，Ｐ＜Ｏ．００ｌ；。调整控制因
素包括孕妇年龄、产次、职业、文化程度、ＢＭＩ、孕期贫血严重程度、胎
膜早破和新生儿性别

系１１’２’…，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但也有研究显示，
只有重度ＰＩＨ才会引起ＳＧＡ的发生率升高ｕ

０’１１
ｏ。

这可能是由于各研究使用的ＰＩＨ分级标准不同以
及人群资料不同所致。

表３

按早产与足月分娩分层后Ｐ１Ｈ组与非ＰＩＨ组
ｓＧＡ发生率（％）比较

当前，关于ＰＩＨ与ＳＧＡ之问关系的最普遍解
释是ＰＩＨ发病学说中的“缺血缺氧学说”ｕ ２｜，即ＰＩＨ
患者子宫螺旋小动脉生理重铸过程障碍，造成胎盘

分组

人数ｎ旌金。

。嘉甓售，罨器篙严

或滋养细胞缺血，影响胎儿的血液供应，从而造成胎
儿生长发育迟缓。但是也存在不同意见。Ｎｅｓｓ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１纠认为，先兆子痫患者胎盘发育异常也会引
起胎盘供血不足，影响胎儿生长发育。虽然许多研
究表明ＰＩＨ与ＳＧＡ发生率升高有关，但大约７０％
的ＰＩＨ患者分娩的新生儿体重正常Ｈ４’１５。，所以也有
研究者认为ＰＩＨ病因学说中的“缺血缺氧学说”不
能完全解释ＰＩＨ与ＳＧＡ的关系。如Ｘｉｏｎｇ等¨钊推

测，先兆子痫可分为两种——限制胎儿生长型和不
限制胎儿生长型，前者符合“缺血缺氧学说”，后者可
注：。不计缺失数据；６对早产组和足月分娩组非ＰＩＨ和轻、中、

能有另外一种发病机制。

重度ＰＩＨ患者ＳＧＡ发生率进行统计学检验，趋势ｘ２分别为１０８．７８、

国外有研究表明，ＰＩＨ对早产儿出生体重的影

８０．４１，Ｐ值均＜Ｏ．００１；‘调整控制孕妇年龄、产次、职业、文化程度、

响较大，而对足月儿出生体重几乎没有影响。９。。本

ＢＭＩ、孕期贫血严重程度、胎膜早破和新生儿性别

研究分层分析结果表明，早产孕妇中ＰＩＨ患者ＳＧＡ

讨

论

的ＲＲ值大于足月分娩孕妇中ＰＩＨ患者ＳＧＡ的
ＲＲ值。这可能提示ＰＩＨ对早产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目前，尽管人们普遍认为ＰＩＨ可能会对胎儿的

大于对足月儿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发生

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７Ｉ，但是流行病学研究尚缺

早产的ＰＩＨ患者，其ＰＩＨ属于早发型（发病时间不

乏充分的证据证明ＰＩＨ与胎儿发育不良存在因果

超过３７周），病情较重，而此时是胎儿生长的关键时

关系。８。。原因主要有：①各研究有关ＰＩＨ的分类标

期之一，故可能导致胎儿发育迟缓；而足月分娩的

准不尽一致；②许多研究样本量太小，证据的效度较

ＰＩＨ患者，其ＰＩＨ多发生于孕晚期，对胎儿的生长

低；③没有控制可能的混杂因素；④很多研究使用低

发育影响比较小。１，９Ｉ。本研究使用的资料没有记录

出生体重作为评价胎儿生长发育的指标，没有考虑

ＰＩＨ的发病孕周，难以对不同类型ＰＩＨ孕妇的ＳＧＡ

孕周对出生体重的影响。使用ＳＧＡ作为评价胎儿

发生率进行比较。

生长发育的指标，能够控制孕周对出生体重的影响，
比较合理。

本研究利用大样本以人群为基础的随访资料，

本研究调整控制孕妇年龄、产次、职业、文化程
度、ＢＭＩ、孕期贫血严重程度、胎膜早破和新生儿性

别等可能的混杂因素后，ＰＩＨ与ＳＧＡ的关系仍然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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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混杂因素幢’１７。。然而我国妇女吸烟的比例很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０，１８３（１）：１４８—１５５．

低。１ ８Ｉ，所以未控制吸烟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可能不

［１０］

大。此外，有研究显示，ＰＩＨ患者孕期服用的某些药

物也可能会影响对ＰＩＨ与ＳＧＡ关系的评价¨９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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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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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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ｌｘ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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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过长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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