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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可为降低我国ＮＴＤｓ的发生率

归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提供参考依据。

结
对象与方法

果

１．一般情况：本研究按１：１配对共调查９９例

１．对象的选择：采用１：１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

病例和９９名对照。其中６０．６％为农村人口，２６．８％

选取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在山西省６个地

为城镇人口，１２．６％为城市人口。病例组妇女分娩

区的医院生育ＮＴＤｓ患儿或Ｂ超诊断为ＮＴＤｓ患儿

年龄在２０～４１岁，平均２８．３岁±４．４４岁；对照组年

而引产的母亲９９例为病例组，同期生育正常儿的母

龄为２０～４４岁，平均２７．９岁±４．０９岁，两组年龄差

亲或与病例组孕周相近的Ｂ超诊断为正常的孕妇

异无统计学意义（配对ｔ＝０．７２，Ｐ＞０．１）。

９９名为对照组。配比条件为：两组母亲该次妊娠时

２．ＭＴＨＦＲ基因扩增、酶切结果及基因分布：

年龄相差±３岁，孕周相差±４周，同民族、同县乡。

用设计的引物序列对ＭＴＨＦＲ基因进行ＰＣＲ扩增

９９例ＮＴＤｓ患儿中男性５２例，女性４７例；无脑儿

后，产生长度为２４６ ｂｐ的目的片段。该片段在６７７

４１例，脊柱裂２７例，脑膨出１５例，复合畸形１６例。

位点存在多态性，可以被限制性内切酶Ｈｉｎｆ Ｉ酶

２．方法：对病例组孕妇在分娩或终止妊娠（对照

切，呈三种类型：野生型（ｃ／ｃ）、杂合突变型（Ｃ／Ｔ）和

组在分娩或Ｂ超诊断为正常）后２４ ｈ内进行问卷调

纯合突变型（Ｔ／Ｔ）。其中，野生型无Ｈｉｎｆ ｌ酶切位

查，并采集肘静脉血２ ｍｌ，提取ＤＮＡ，采用

点，电泳图像仅表现为一条带２４６ ｂｐ；纯合突变型的

ＰＣＲ．ＲＦＬＰ方法检测调查对象Ｎ，一Ｎ，。亚甲基四氢叶

两条链均可以被切开，表现为两条带１７４ ｂｐ和
７２

ｂｐ，杂合突变型表现为三条带，２４６ ｂｐ、１７４ ｂｐ和

７２

ｂｐ（图１）。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基因型分布在

酸还原酶（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多态性。引物参
照文献【３１，分别为Ｐ１：５’～ＴＧＡ

ＡＧＧ ＡＧＡ ＡＧＧ ＴＧＴ

ＣＴＧ ＣＧＧ ＧＡ－３ ７：Ｐ２：５ ７一ＡＧＧ ＡＣＧ ＧＴＧ ＣＧＧ ＴＧＡ
ＧＡＣ ＴＧ一３ ７。调查内容：①一般情况；②ＮＴＤｓ可疑

影响因素（既往史、家族疾病史、孕早期饮食、患病以
及接触有害物质情况等），可疑影响因素赋值见表

对照组进行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遗传平衡检验（Ｐ＞
０．０５），符合遗传平衡定律。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的分布见表
２和３，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两组问分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１；③新生儿情况／Ｂ超检测情况。
表１
影响因素

ＮＴＤｓ可疑影响因素及赋值方式
赋

值

文化程度

文盲＝ｌ，小学＝２，初中＝３，高中及中专＝４，
大专及大学以上＝５

孕次

１～５次，规定：Ｉ＞５次，按５次处理

产次０～４次，规定：＞１４次，按４次处理
生育缺陷儿史
无＝０，有＝１
流产史
无＝０。有＝１
妊娠发热
无＝０，有＝１
妊娠剧吐
无＝０，轻＝１。重＝２
先兆流产
无＝０。有＝１
无＝０，有＝１
孕期贫衄
农药
化肥
抗菌药物
叶酸制剂
新鲜蔬菜
新鲜水果

无＝０，有＝１
无＝０，有＝１
无＝０，有＝１
无＝０，有＝１
未吃＝０。１～２次／周＝１，≥３次／周＝２
＜３次／周＝０，≥３次／周＝１

发芽上豆
丈夫吸烟

未吃＝０，１～２次，周＝１，≥３次，周＝２
无＝０。有＝１

ＭＩ’ＨＦＲ基因突变野生型＝０，杂合突变型＝１，纯合突变型＝２
孕早期ＢＭＩ
＜２４＝０，２４～＝ｌ。２６～＝２
ＮＴＤｓ
对照＝０，病例＝１

注：１：ＰＣＲ扩增产物；２、３、６：纯合突变型；４、７：野生型；５：杂合突
变型

图ｌ

ＭＴＨＦＲ基因ＰＣＲ扩增产物及酶切电泳图

３．ＮＴＤｓ可疑影响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单因
素分析结果：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对可疑影
响因素进行单因素筛查，结果见表４。
表２

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基因型在病例组
和对照组中的分布

３．统计学分析：将调查资料与实验室检测结果
核查，建立数据库，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分析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统计方法为ｘ２检验、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频率（％）；ｆ＝１４．６０５，
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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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３

ＭＴ｝玎讯基因６７７位点等位基因在病例组
和对照组中的分布

疾病，是由多对微效基因共同作用，并受环境因素影
响而引起的疾病。本次调查中，所有调查员经统一
培训，在医院同时收集病例和对照，同一对病例、对
照由同一个调查员登记填写，尽量避免调查对象提
供的信息偏倚。所选病例和对照孕妇孕周相近，回

注：Ｙ２＝１４．５９２，Ｐ＜０．００１

表４

ＮＴⅨ可疑影响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单因素分析

可疑冈素

口

品毗ｃ脚值Ｐ值

ＯＲ值（９５％ａ）

Ｏ．２５０

５．４４４

０．唧。

０．５５８（０．３４ｌ～０．９１１）

１．３０４ Ｏ．３ｌｌ

１７．５３ｌ

０．０００６

３．６８３（２．ｏｏｌ～６．７８０）

产次０．４９３ ０．２６５

３．４５５

０．０６３

１．６３７（Ｏ．９７３～２．７５２）

３．９５４ １．９６１

４．１１６５

１．聊０．６１９

９．３８９

３．３４５

０．０４妒５２．１２０（１．１１７～２４３４．９）
０．００２６
６．６６７（１．９８ｌ～２２．４３５）
０．０１１４ １４．０００（１．８４１～１０６．４７）
０．０１酽２．０４９（１．１３１～３．７１５）
０．０３３＂
３．０００（１．０９０～８．２５４）
０．０６７
３．３３０（０．９１７～１２．１１２）

４．３４５

０．０３７＊

文化程度
孕次

一Ｏ．５８４

生育缺陷儿史
流产史

２．６３９ １．１１３５
妊娠发热
妊娠剧吐０．７１８ ０．３ｔ１３
先兆流产
１．０９９ ０．５１６
孕期贫血
１．拟Ｏ．６５８
农药
２．１９７ １．０５４
化肥
２．３０３ １．０４９

６．５００

１．０３０ ０．５２１

３．９０６

一ｏ．４８６ ０．４４９

１．１６７

５．５９ｌ
４．５２６

抗菌药物
叶酸制剂
新鲜蔬菜
新鲜水果
发芽土豆

一ｏ．３９４

０．２８８

１．８７８

９．０００（１．１４１１－７１．０３８）
０．０２８＂１０．０∞（１．２８０～７８．ｎ７）
ｏ．０４８．
２．８００（１．００９～７．７７４）
ｏ．２８０
０．６１５（ｏ．２５５～１．４８５）
ｏ．１７１
０．６７４（ｏ．３８４～１．ｔ８５）

一ｏ．６９３

０．２８３

５．０８３

ｏ．１１２４．

ｏ．５２８（０．３０３～Ｏ．９２０）

１．４３７

０．３５７

１６．２３１

ｏ．０００ｂ

４．２１０（２．０９２～８．４７２）

丈夫吸烟

ｏ．９４４

０．３１５

８．９９１

Ｏ．００矿

ＭＩⅦ碾基因突变。ｏ．７７２
ｏ．３１６
孕早期ＢⅦ

０．ｚ１５

１１．７８９

ｏ．００１６

０．０８７

１３．３４２

Ｏ．０００６

２．５７１（１．３８７－４．７６７）
２．１６３（１．３９３～３．３６１）
１．３７２（１．１５８～１．６２５）

４．８２０

忆偏倚相差不大。通过对山西省ＮＴＤｓ的影响因素
分析发现，孕次、接触化肥、食用发芽土豆和
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突变是山西省ＮＴＤｓ患儿发
生的主要环境和遗传危险因素。
１．孕次与ＮＴＩＮ的关系：随着孕次的增加和孕妇
年龄的增大，生殖细胞发育不良，进而导致受精卵的
发育、分裂和分化不良；同时，随孕次的增加，子宫内
膜不断受累，致使受孕期间蜕膜发育不良，胚胎的营
养供给不足，容易引发胚胎畸形。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孕次是ＮＴＤｓ的危险因素。提示：孕次
增加可能是生育ＮＴＤｓ患儿的危险因素之一。
２．接触化肥与ＮＴＤｓ的关系：山西省地处山区，
经济和信息发展相对落后，绝大多数妇女为农村人
口，并以农业为生，有些孕妇在孕早期难免接触农

注：ｏＰ＜ｏ．０５，６Ｐ＜Ｏ．Ｏｌ，‘ＭＩ硼ｉ基因６７７位点等位基因突变个数

药、化肥。化肥的成分主要以磷酸盐、硫酸盐、硝酸

从表４可以看出，在ａ＝０．０５水平上，单因素有

有致畸作用，并在一些动物试验中造成了神经系统

意义的因素包括：文化程度、孕次、生育缺陷儿史、流

发育异常Ｈ１。本研究孕妇孕早期接触化肥与ＮＴＤｓ

产史、妊娠发热（≥３８℃）、妊娠剧吐、先兆流产、接触

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单因素分析后引入多因素模

农药化肥、使用抗菌药物、食用新鲜水果、食用发芽

型ＯＲ＝１６．１８２。在本研究中，孕妇接触“化肥”的

土豆、丈夫吸烟、ＢＭＩ和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突

暴露率很低，特别是在对照组，仅一例，偶然性造成

变。其中高文化程度和孕期经常摄入新鲜水果是保

的Ｐ值有统计学意义的可能性很大，同时考虑到病

护因素，其他为危险因素。

例对照研究难以避免的回忆偏倚，因此对该结果还

４．ＮＴＤｓ可疑影响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因

盐和亚硝酸盐等为主，其中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类具

需要进一步增加样本量来做解释。但是，由于化肥

素分析结果：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引入条件

的一些成分已经证明对动物有毒性作用，因此妇女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逐步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５。

在妊娠期特别是妊娠早期应避免接触农药、化肥。

表５

ＮＴＩＮ可疑影响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因素分析

里壁里室
孕次
化肥
发芽上豆

ｅ兰型焦！堡竺堡！！！兰垡！

１．１１５３

０．４１３

６．４９８

２．７８４

１．３３５

４．３４７

１．５３８

０．４９０

９．８４３

０．０１１ｎ

２．８６７（１．２７６～６．４４４）
０．０３７ａ １６．１８２（１．１８２～２２１．５９）
０．００２ｂ ４．６５６（！．７８１～１２．１７１）

垒巫竖墨垦壅童！：垡！：丝！：丝Ｑ：竖坚！：！型！：业＝！：型２
注：同表４

３．食用发芽土豆与ＮＴＤｓ的关系：在冬春季，山
西省农民以食用储藏白菜和土豆为主，饮食单调，不
仅导致各种维生素和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而且长
期储藏的土豆，特别是发芽土豆，含有大量生物碱。
土豆类生物碱对小鼠胚胎的生长发育及分化具有明
显的损害作用＂Ｊ。它具有极强的胚胎毒性，人类对

从表５可以看出，在１５个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
素中，最终进入多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有４个，分别
是孕次、化肥、发芽土豆和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突变。
讨

论

生物碱的敏感度比动物高１００～４５０倍，孕妇如长期
大量食用含生物碱较高的土豆，蓄积体内会产生致
畸效应。而且，土豆中的生物碱并不能因常规的水
浸、蒸、煮等烹调而减少。在我国东北长春地区也发

ＮＴＤｓ是在胚胎发育的第２４—２８天，神经管的

现无脑儿、脊柱裂的形成与食用发芽的土豆有关怕１，

关闭受阻所致。多年的研究认为，ＮＴＤｓ是多因素

从而更加证实了发芽土豆是导致ＮＴＤｓ患儿发生的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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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危险因素。因此，妇女在妊娠早期最好不吃发

感等位基因频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分别为６０．６％、

芽土豆。

４１．４％，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两组间分布差异

４．叶酸与ＮＴＤｓ的关系：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在控制了混杂因素后发

世界各国学者针对７０年代动物试验、临床和流行病

现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突变增加了ＮＴＤｓ的危险

学研究的提示，进行了环境因素对ＮＴＤｓ发生影响

性。说明母亲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突变可能是

的研究，证实妇女体内叶酸缺乏是ＮＴＤｓ发生的主

山西省ＮＴＤｓ患儿发生的重要遗传因素，证明母亲

要病因【７ Ｊ，妇女在妊娠前后服用叶酸可降低胎儿发

ＭＴＨＦＲ基因与后代发生ＮＴＤｓ之间存在病因学关

生ＮＴＤｓ的危险性，使其发病率降低５０％～７０％。

联，与上述部分研究报道相一致，国内的研究也已证

在本次ＮＴＤｓ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中，并没

实该结论¨４｜。

有得出叶酸是ＮＴＤｓ的保护性因素这一结论。进一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纠国外学者发现ＭＴＨＦＲ６７７位

步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不论是病

点ＴＴ基因型个体在维生素Ｂ１２缺乏时容易得高

例组还是对照组妇女，叶酸的利用率都非常的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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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示我们ＭＴＨＦＲ基因ＴＴ基因型作用的发挥在

防ＮＴＤｓ的知识了解甚少，对叶酸的重视程度不够。

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体内许多已知或未知营养素（包

相同的情况也在国内外其他地区存在。调查表明，

括叶酸、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水平。因此，携带ＴＴ

美国、英国和挪威的妇女并没有很好的按推荐量来

和ＣＣ、ＣＴ基因型个体相比，需要摄入更多的营

服用叶酸【８’９ Ｊ。１９９７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仅有

养素。
参考

３２．２％的育龄妇女（２５岁以下的妇女仅占１９％）服

文献

用叶酸增补剂，到１９９７年底，美国和英国虽然已经

［１］曲梅，李竹．神经管畸形相关基因研究进展．遗传，２００２，２４

推荐叶酸增补剂七八年，但是ＮＴＤｓ的发病率似乎

［２］全围女｛幼卫生监测办公室．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年会会议资料．
成都：华西医科火学，２０００：１１．
［３］许海燕。陈在嘉，汤健，等．冠心病患者同型半胱氨酸代谢相关
酶基｝ｌｉ多态性的研究．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９９，７９（６）：４１４－４１６．
［４ Ｃｒｏｅｎ ＬＡ，Ｔｏｄｏｒｏｆｆ Ｋ。Ｓｈａｗ ＧＭ．Ｍａｔｅｍ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ｎｉｔｒａｔｅ

（６）：６９５—６９８．

并没有下降【１ｍ１２ Ｊ。
张乐等¨３’通过对出生缺陷高发区与低发区孕早
期妇女叶酸知信行现况调查比较显示：山西省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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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还是农村地区，妇女对叶酸知识的知晓率和利用

率都低于ＮＴＤｓ低发的江苏省，城市和农村分别仅有
３１．１％和８．５％人服用叶酸，并且，大多数妇女是在怀
孕后才开始服用，错过了叶酸的最佳服用期。这一原
因可能是山西省ＮＴＤｓ高发的重要因素。
５．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多态性与ＮＴＤｓ的关

系：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是一种有潜在毒性的代谢
产物，孕妇孕早期体内蓄积较多时，就可诱发

ＮＴＤｓ。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大多数认为
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突变可导致酶活性降低、Ｈｃｙ
水平升高，是ＮＴＤｓ的危险因素。但也有学者研究
认为，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突变在病例组和对照
组分布无差异，不足以构成ＮＴＤｓ的危险因素。
本次研究中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位点有３种基因
型，即ＣＣ、ＣＴ和ＴＴ。在对照组其基因型分布符合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遗传平衡定律，说明ＭＴＨＦＲ基因
的检测结果具有代表性。基因型频率（ｃｃ、ＣＴ、１ｖ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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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的分布分别为３４．３％、４８．５％和１７．２％，Ｔ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Ｆｈｉ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Ａｍ Ｊ ａｉｎ Ｎｕｔｒ，１９９９，６９：４７６—４７９，

［９】ＳｔａｆｆＡＣ。Ｌｏｋｅｎ ＥＢ，Ｈｏｌｖｅｎ Ｋ，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ｉａｅｔｉｖｅ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ｅｕｒａｈ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ｔ．
Ｔｉｄｓｓｋｒ Ｎｏｒ Ｌａｅｇｅｆｏｒｅｎ，２００５，１２５（４）：４３５．４３７．

［１０］Ａｂｒａｍｓｋｙ Ｌ，Ｂｏｔｔｉｎｇ

Ｂ，Ｃｈａｐｐｌｅ

Ｔ，ｅｔ

ａ１．Ｈａ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ｅｒｉ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ｌａｔ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９，３５４（９１８３）：９９８．９９９．

ａｄｖｉｃｅ

ｏｎ

ｌｌｅｕｒａｌ－ｔｕｂｅ

【１１］Ｋｅｄｉｒ ＲＡ，Ｓａｂｉｎ Ｃ，Ｗｈｉｔｌｏｗ Ｂ，ｅｔ ａ１．Ｎｅｕｒａｌ ｔ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Ｅｎｇｈ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ＢＭＩ，１９９９，３１９：９２．９５．
［１２］ＣＤＣ．Ｎｅｕｒａ ｔ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ｅ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ｉｅ ａｃｉ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ａｘａｗＭｅｘｉｃｏ Ｂｏｒｄｅｒ，１９９３一１９９８．ＭＭＷＲ。２０００．４９（１）：１—３．
［１３］张乐．任爱国，李智文，等．出生缺陷高发区与低发区孕早期妇女
叶酸知信行现况比较．遗传与出乍缺陷，２００４，２５（５）：２９３—２９８．
【１４］朱慧萍，李竹，刀京晶，等．父母ＭＴＨＦＲ基因型对后代发生神
经管畸形的影响．遗传，２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８７．
［１５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Ｗ。Ｏｂｅｉｄ Ｒ。Ｓｃｈｏｒｒ Ｈ，ｅｔ ａ／．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Ｃ６７７Ｔ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３－Ｖｉｔａｍｉｎｓ：Ａ Ｆａｃｅ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Ｎｕｒ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ＣＩｉｎ Ｃｈｅｍ
Ｌａｂ Ｍｅｄ．２００３，４１（４）：５４７．５５３．
［１６］Ｈａｒｍｏｎ ＤＩ。，Ｗｏｏｄｓｉｄｅ ＪＶ，ＹａｍｅＵ ｊｗ，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ｅｏｍｌｍ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ｌａｂｉｌｅ’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 ｒｅｄｕｅｔａｓｅ ｉｓ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ｏｆ ｍｉｌｄ
１９９６，８９（８）：５７１—５７７．

ａ

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ａｅｍｉａ．Ｑ Ｊ Ｍｅ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１５）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