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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广东省医院出生缺陷监测发生趋势。方法对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广东省医院

出生缺陷监测网数据进行回顾性描述和趋势分析。结果广东省出生缺陷医院监测总发生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自１９９７年的９８．９／万上升为２００７年的２４４．２／万；在常见出生缺陷类型中，先天性心脏病呈
急剧上升，先天性足内翻、多指（趾）、总唇腭裂呈轻微上升；母亲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围产儿问出生
缺陷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早期产前诊断的比例逐渐上升，并对监测出生缺陷发生率有影响；
母亲孕早期患病、用药、接触环境有害因素、高龄、不良生育史是出生缺陷发生的可疑危险因素。结论
出生缺陷监测方式、对象及范围、诊断技术及水平、监测质量控制、危险因素等导致出生缺陷监测发生
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关键词】出生缺陷；监测；围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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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生育率的降低
和疾病模式的改变，出生缺陷导致的疾病负担也日
益突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也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１９９７—
２００７年广东省出生缺陷医院监测网。

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广东省自１９９６年

２．监测对象：广东省出生缺陷监测医院的选择

开始进行出生缺陷医院监测。为了正确认识出生缺

按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原则，遍布于全省２１个地市。

陷医院监测率的发展趋势，了解广东省出生缺陷的

１９９７年为１７家保健院／医院，１９９８年以后调整为５７

变化，对广东省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医院监测出生缺陷的

家，２００６年增加至５８家；其中省部级医院３家

发生情况做分析，以期能够为今后制定出生缺陷干

（５．２％）、地市级医院２１家（３６．２％）、区县级医院

预措施或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３４家（５８．６％）；城市地区医院３１家（５３．４％）、农村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７８０３ｔ３０１∞１）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１０广州，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通信作者：张小庄，Ｅｍａｉｌ：ｐｕｍｐｌｉ５８７＠ｓｏｈｕ．ｃｏｍ

地区医院２７家（４６．６％）。监测对象为上述监测医
院中住院分娩的孕２８周到产后７ ｄ的围产儿。＞２８

·１１０２·

周的出生缺陷患儿需填报个案卡，如果孕２８周前行

从表２可见，母亲年龄＞３５岁或＜２０岁、男围

治疗性引产，不计入围产儿数，也不纳入出生缺陷率

产儿发生出生缺陷的概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的计算；出生７ ｄ内发现但不能确诊者，跟踪至确诊

义。城乡间出生缺陷发生率也有差异，２００６年农村

时填报。

地区高于城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００７年城镇

３．诊断标准和报告方法：出生缺陷的诊断统一

地区高于农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００６年和

采用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９和ＩＣＤ．１０标准。本文所指

２００７年统计量分别为：不同母亲年龄段间ｘ２＝

的出生缺陷为出生时机体就存在结构、功能和代谢

１８．８，Ｐ＜０．０１和２＝２０．２，Ｐ＜０．０１；城乡间Ｘ２＝

方面的异常。制定《广东省出生缺陷医院监测方

６．５。Ｐ＝０．０１和２＝２．０，Ｐ＞０．０５；不同性别间

案》，所有监测医院对每一例医院内分娩出生的缺陷

Ｘ２＝７０．８，Ｐ＜Ｏ．０１和ｆ＝３６．２，Ｐ＜０．０１。

儿（包括死胎、死产及活产）按方案要求填写“出生缺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广东省不同因素特征的

陷儿登记卡”，汇总填写“围产儿数季报表”，资料收

出生缺陷发生率（／万）

集表卡经医院审核后每季度上报一次。出生缺陷的
诊断及分类按照全国统一标准。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数

据按年度统计，２００４年及以后的数据按“３＋１”模式
（即为了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将当年的前３季度的数
据加上前一年第４季度的数据作为该年全年度数
据）进行统计，２００７年以前使用纸质报表，以后使
用网络信息平台报告。
４．质量控制：每年省级专家对各监测医院的监
测流程、数据漏报、表卡填写等内容进行抽样控制；
各市每年对本市的监测工作情况做全面自查。
５．统计学分析：将历史监测数据库和广东省妇
幼卫生技术管理平台导出数据库进行链接，采用

母亲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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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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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５

８１ ９７１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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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性别。
男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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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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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６５９

７３２

２３８．８

１１ １０２

３３９

３０５．４

１

８０９

２５０．１

ｌ

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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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０５

３０５．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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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１２４ ２７２

３ ０７８

２４７．７

１５０

３５７

３ ６７２

２４４．２

注：４因有性别不详，故合计数有差异

８．０１软件做统计分析、率和构成比的描述、ｘ２

２００７年广东省较常见的出生缺陷类型为先天

检验和构建发生率趋势图，同时进行Ｃｏｃｈｒａｎ—

性心脏病、６．磷酸葡萄糖脱氢酶（Ｇ６ＰＤ）缺乏症、唇／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

腭裂、多指（趾）、胎儿水肿综合征、先天性足内翻、先

ＳＡＳ

天性脑积水（表３）。
结

果

２００７年度共报告４４０３例出生缺陷儿，其中＞

１．医院监测出生缺陷发生率：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医

２８周的占８３．４％，＜２８周的占１６．６％；９０．６％

院监测出生缺陷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表１），

（３９８９／４４０３）为单病种出生缺陷，７．６％（３３５／４４０３）

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Ｚ＝４１．３，Ｐ＜０．０１，上

并发两种出生缺陷，１．５％（７１／４４０３）并发三种及以

升趋势有统计学意义。

上类型出生缺陷。前１０位出生缺陷病种发生率分

裹１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广东省医院监测出生缺陷发生率（／万）

别为先天性心脏病６３．９／万、Ｇ６ＰＤ缺乏症３０．４／万、
胎儿水肿综合征２６．１／万、多指（趾）１８．３／万、唇裂合

并腭裂１２．５／万、先天性脑积水１１．１／万、足内翻
１０．７／万、唇裂９．３／万、肢体短缩８．６／万、外耳其他畸
形７．７／万、尿道下裂７．７／万。
２．医院监测出生缺陷的发生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在监测的常见出生缺陷病种类型中，先天性心脏
病发生率呈现急剧上升趋，胎儿水肿综合征呈现波
动状态，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有下降趋势（与地中海贫血

患儿得到确诊有关），总唇腭裂、先天性足内翻与多
注：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为“３＋ｌ”模式统计数据

指（趾）呈轻度上升趋势，先天性脑积水的发生率趋

势较稳定。
裘３

小，说明近年来广东省监测总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
２００７年广东省医院监测１５０ ３５７例单病种

关。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监测发现的其他类型出生缺陷的

出生缺陷儿缺陷类型和发生率（／ｙｙ）
顺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Ｏ
１ｌ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ｌ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缺陷类型

例数

发生率

８８６
先天性心脏病４
Ｇ６ＰＤ缺乏症４６０
２６９
多指（趾）４
２５９
胎儿水肿综合征
１５２
足内翻４
１３５
唇裂合并腭裂４
１１６
先天性脑积水４
１１５
唇裂４
１１５
外耳其他畸形４
１１５
尿道下裂８
１０２
肢体短缩４
７２
腭裂４
６６
并指（趾）４
５２
隐睾
４９
唐氏综合征４
４１
直肠肛门闭锁或狭窄４
４０
无脑畸形４
３４
脊柱裂４
２９
食道闭锁或狭窄４
２９
腹裂４
２５
小耳（包括无耳）４
地巾海贫血
２４

５８．９

２２

１．５

１９

１．３

先天性膈疝４
脐膨ｆｆ；４
染色体异常６
脑膨出４
连体双胎４
膀胱外翻４
其他出生缺陷

与发现其他类型（除外常见的２３类）出生缺陷较多有

构成近年有上升趋势，分别为３６．４％、３５．７％、
３３．８％、３３．７％、３３．１％、４０．１％、３８．０％和４０．２％。

３０，６

３．医院监测出生缺陷的诊断情况：广东省监测出

１７．９
１７．２
１０．１
９．０

生缺陷的产前诊断比例呈波动状态，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７年回升，

７．７

７．７
７．７

７．７
６．８

这与临床超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生儿筛查和产前诊
断的广泛开展有关。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产前诊断的比例
分别为３６．５％、３３．３％、３１．４％、３６．０％、２７．３％、

４．８
４．４

３．５
３．３
２．７

２５．１％、２５．７％和３７．９％。产前诊断的常见出生缺陷

为胎儿水肿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脑积水、唇
裂合并腭裂、元脑畸形、肢体短缩、唇裂（图１）。

２．７
２．３
１．９
１．９

赢肠、

１．７
１．６

１５

１．０

１０

０．７

６

０．４

４

０．３

７８４

５２．１

注：４监测卡中明确分类的常见出生缺陷；６除唐氏综合征外，神
经管缺陷（无脑畸形、脊柱裂、脑膨出）的发生率为５．５９１万（８４／
１５０ ３５７），总唇腭裂发生率为２１．４２／万（３２２１１５０ ３５７），先天性心脏病
确诊需有产前、后的超声检测或尸解报告

经过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先天性足内翻、
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总唇腭裂和胎儿水肿综合

Ｏ

２０

１０

３０

比例（％）
图１

２００７年广东省医院监测常见类型出生缺陷
产前诊断比例

征发生率的统计量分别为Ｚ＝５．０、Ｐ＜０．０１，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孕２８周前诊断出的出生缺陷比

２５．１、Ｐ＜０．０１，Ｚ＝６．５、Ｐ＜０．０１，Ｚ＝３．９、Ｐ＜０．０１

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分别为０．２％、Ｏ．５％、１．１％、

和Ｚ＝一３．１、Ｐ＜０．０１，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表４）。

９．１％、１２．２％、１２．７％、１５．０％和１６．７％。孕２８周

从表４可见，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广东省医院监测总出
生缺陷发生率和常见２３类出生缺陷发生率均呈上升

前诊断出的出生缺陷由于行治疗性引产而不纳入围
产几，不参与出生缺陷率的计算。

趋势（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Ｚ＝２０．８，Ｐ＜

从出生缺陷的诊断依据来看，临床诊断的比例

０．０１），但常见２３类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趋势于

呈下降趋势，超声、生化诊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尸

２００３年后趋于平稳，上升幅度较总出生缺陷发生率

检比例下降十分明显（图２）。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广东省医院监测出生缺陷常见病种类型的发生率（／万）

·１１０４·

和水平也会影响到出生缺陷监测率的变化，特别是超
声技术、产前筛查和诊断技术以及新生儿疾病筛查技
术等。广东省出生缺陷产前诊断的比例近年来有所

謇
一

上升，２００７年为４０．２％，临床超声、生化、染色体分析

墨
丑

等技术在出生缺陷的诊断中起到重要作用。孕２８周
前诊断的出生缺陷比例越来越高，２００７年达１６．７％，

∞加∞卯们如加ｍ

这部分出生缺陷经过早期终止妊娠，从而不计人出生

Ｏ
２０００

２００ｌ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ｒ７

年份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广东省医院监测出生缺陷诊断依据比例

讨

论

缺陷发生率的计算中，导致监测的出生缺陷率较实际
出生缺陷率要低，这也使２００７年的出生缺陷监测率
较２００６年低。纳入＜２８周的出生缺陷患儿后，２００７
年医院出生缺陷监测率为２９１．４／万，远高于２００７年
围产期的监测发生率２４４．２／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广东省总出生缺陷发生率呈逐

中心的监测结果也有类似的发现，由于早期产前诊断

年上升趋势，影响广东省出生缺陷医院监测发生率

的干预，导致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由实

的因素：

际的１．１３‰降至０．７７‰¨ｏ。

１．监测方式、对象和样本。监测方式会影响出

另外，＜２８周出生缺陷患儿的治疗性引产也会

生缺陷的发生率…。广东省实行的是医院监测，从

影响到各单病种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排位，前１０位出

孕２８周至产后７ 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９６７

生缺陷有未计入的先天性心脏病、Ｇ６ＰＤ缺乏症、多

年开始进行出生缺陷人群（孕２０周至６岁儿童）监

指（趾）、胎儿水肿综合征、足内翻、唇裂合并腭裂、先

测，结果显示，１９７８年总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为

天性脑积水、唇裂、外耳其他畸形、尿道下裂变为先

２．８％，２００５年为３．０％心ｏ，较广东省医院监测的总

天性心脏病、Ｇ６ＰＤ缺乏症、胎儿水肿综合征、多指

出生缺陷率高。

（趾）、唇裂合并腭裂、先天性脑积水、足内翻、唇裂、

监测对象和样本的选择会影响监测结果。广东

肢体短缩、外耳其他畸形。

省医院出生缺陷监测选择的是省／部级、市级和县级

３．监测出生缺陷类型范围。出生缺陷监测类型

诊疗水平相对较高的医疗保健机构，由于医疗体制

的扩展也会导致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增加，特别是对

和人群就诊意愿的影响，这些医疗保健机构接诊的

于总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影响尤为明显。不同国家、

高危妊娠比例相对较高，这就会导致较大的选择性

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专家对于出生缺陷的界定有较

偏移；而且监测对象为监测医院内分娩的所有围产

大的差异，广义的出生缺陷包括躯体畸形、感觉缺

儿，未考虑流动人口，不能完全反映人群出生缺陷发

陷、染色体异常、代谢缺陷、神经发育异常、早产和低

生的情况。住院分娩率较低和出院疑似患儿跟踪调

出生体重导致的并发症等，目前广东省监测网对于

查不到位，均导致医院监测出生缺陷率低于以人群

出生缺陷的定义是指在出生时机体就存在的结构、

为基础的监测出生缺陷率。从广东省妇幼卫生年报

功能和代谢异常。从监测数据来看，报告的其他类

的数据来看，全省住院分娩率从１９９７年的５７．４％上

型的出生缺陷中功能和代谢异常的疾病越来越多，

升至２００７年的９１．８％，２００３年以前主要是山区和农

如Ｇ６ＰＤ缺乏症、地中海贫血、染色体异常、内脏畸

村地区住院分娩率低，在４５％左右。广东省于２００７

形或功能不良等。数据显示，其他类型出生缺陷所

年在南海区和英德市进行人群出生缺陷监测试点（监

占的比例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

测范围为孕２８周至产后４２ ｄ），监测总出生缺陷发生

４．质量控制。出生缺陷监测质量控制的加强也

率为２５８．ｏ／万（７１２／２７ ６０１），而两个地区４家医院监

会影响监测结果。各级严格的质量控制是防止出生

测的出生缺陷比例为２．５９％（２１５／８２９０），两者相差不

缺陷漏报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区／县级和监测医院尤

大。这两个地区２００７年住院分娩率均在９８％以上。

为重要，也会影响到监测出生缺陷发生率。

这提示，住院分娩率主要对广东省早期医院监测出生
缺陷率的代表性有一定影响。

２．诊断技术和水平。医疗保健机构的诊断技术

５．社会和环境因素。社会和环境对于妊娠结局
的影响已引起普遍关注。本文监测数据显示，母亲
孕早期患病、用药、接触环境有害因素（如酒精、农

药、射线、化学制剂等）、高龄、不良生育史是常见的

可疑危险因素，但缺乏有效的对照。但从单病种出
生缺陷的发生情况来看，多指（趾）的发生率也呈现

出逐年上升趋势，而多指（趾）的发现与诊断水平关
系不大，提示社会环境因素对于出生缺陷的发生也
有一定影响¨＂。社会医疗保健政策也会对出生缺
陷监测产生影响，例如：孕产期保健制度的实施和服
务的普及、产前筛查和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广泛
实施等都会影响出生缺陷患儿的发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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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第１８届国际流行病学大会概况
姜庆五赵根明
第１８届国际流行病学大会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一２４日在
巴西南部的阿雷格里港（Ｐｏｒｔｏ Ａｌｅｇｒｅ）召开，来自全球７０００
多名流行病学工作者和国际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参加了这
一为期４天的学术会议。大会的主题是“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贝尔奖，而流行病学就不能呢？虽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我
们可从社会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与理解流行病学。
方法学是现代流行病学的一个特征，是医学和公共卫生
的需要。然而，流行病学的这种作用也许已经开始被物化

Ｗｏｒｌｄ”ｏ本

了，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思考和实践所支配，流行病学的研

次大会共安排了４０余场学术讲座和７０余场专题学术论坛，

究结果转化为社会效益不再那么顺利，就像所谓的政治障碍

内容包括流行病学方法学的发展、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流行

有可能阻碍或扭曲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转化为社会效益那样。

病学研究进展、流行病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气候环境

从辅助到参与健康相关政策的制订，从社会批评到社会的支

改变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慢性病的控制等，此外，

撑，对于流行病学工作者而言流行病学的内容已经超出现代

还有５０００余篇流行病学研究论文以口头报告或张贴海报的

流行病学研究的范围，特别是在现代生物学高度发展时期，

形式进行交流，内容涵盖流行病学基础理论、感染性疾病、慢

为流行病学开辟了许多新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流

性病、环境卫生、遗传、精神卫生、营养、口腔、人群保健服务、

行病学就冠以“后现代”的特点，分享后现代的思考。但需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ｏｒ Ａｌｌ：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卫生管理、社会公平性、伤害、酒精和药物滥用等多个方面。
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方法学，面对全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

明，没有流行病学，就没有公共卫生，反之也一样，没有公共
卫生，也就没有流行病学。

境不断改变，其分析解决健康相关问题的能力逐步提高；然

２．关注流行病学研究的有效设计与分析方法：大会期

而由于基于经济发展状况的医疗保健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

间，一系列有关流行病学方法学研究进展的讲座尤为瞩目。

以及对于医疗卫生研究成果的利用并不平衡，流行病学究竟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的Ｓａｎｄｅｒ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该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人健康”的目标，是未来学科发展最

教授回顾了过去２５年流行病学方法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首要的问题。会议上的某些提法和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认为直观的病因图使得偏倚分析日趋成熟。但偏倚无法消

１．提出“后现代流行病学”的概念：人群健康相关的问题

除，基于此推断出的病因仅仅是“理论上的病因”，而且偏倚

需要从群体的角度和群组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流行病

只能观察。并不能确定其效应的大小。因此，流行病学研究

学定量研究方法与人群健康有关概念的提出推动了流行病

中更应关注基础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从源头控制分析的偏

学学科发展。流行病学可为人群健康提供决定性的证据和

差。同时，他也对目前使用日趋广泛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分析提出自

建立新的、重要的卫生相关知识，如吸烟健康效应的流行病

己的观点。虽然Ｂａｙｅｓｉａｎ分析通过先验分布估计参数，与传

学研究。但目前尚没有流行病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相反，

统统计模型相比更直观、更准确，但也存在不恰当使用的问

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计量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就

题，如使用随意的检验假设而不设定先验分布或设定过多的

像流行病学与医学的关系。为什么计量历史学能获得诺

先验分布，从而使结果产生谬误。因此，在具体运用和解释
结果时仍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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