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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群先 天性心 脏病危险因素的Ｍｅｔａ分析
余章斌韩树萍郭锡熔

【摘要】

目的探讨中国人群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为该病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Ｍｅｔａ分析方法分析国内１２篇（累计病例３４３６例。对照３９７６例）关于先天性心脏病发病危险因

素的研究文献。根据齐性检验结果采用计算各危险因素合并ＯＲ值及其９５％ａ。结果

单因素合

并ＯＲ值分别为：母孕期受精神刺激（４．５５）、母孕早期有感冒病史（３．１８）、孕前接触有毒化合物
（３．１９）、孕期接触农药（４．８５）、孕期有负性生活事件（５．３９）；多因素合并ＯＲ值分别为：母孕期受精神
刺激（４．０８）、孕期接触有毒化合物（３．５４）、母孕期感冒发热（５．００）。结论

目前影响中国人群先天性

心脏病发生的主要因素为母孕期受精神刺激、母孕早期有感冒病史或发热、孕前或孕期接触有毒化合
物、孕期接触农药和孕期有负性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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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Ｃ皿）是最常见的出生缺陷之

效开展。本研究对近１５年间发表的有关ＣＨＤ病因

一，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ｕ１。近年来，伴随着现代

探索的流行病学文献进行Ｍｅｔａ分析，以期发现目

工业的发展，生活节奏明显增快、环境污染加重，使

前我国人群ＣＨＤ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并计算合并

得ＣＨＤ的发生率较以往有明显的增高旧１，资料显

ＯＲ值，为ＣＨＤ的科学预防及病因学研究提供一定

示，人群总体ＣＨＤ发生率在０．５％～１．２５％之间¨１。

依据。

由于我国出生人口基数大，每年约有２０００万婴儿出

生，按全国Ｃｍ平均发生率估算，全国每年约有２０
万ＣＨＤ患儿出生，严重危害着儿童的生命与健康。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分别以“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和“先天性心

ＣＨＤ是一种多因素疾病，由胚胎期遗传因素和环境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ｅｆｅｃｔｓ”、“ｒｉｓｋ

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心脏血管发育异常，但由于该

脏病”、“先天性心脏缺陷”、“危险因素”为检索词，联

病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究竟哪些因素可导致

机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ＣＨＤ，各研究结论不一致，使一级预防至今未能有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

全文数据库，并辅以文献追溯、手工检索等方法收集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４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妇幼保健院儿科

１９９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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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群先天性心脏病发病危险因素的研究文献。

结

２．纳入标准：①以论文形式发表的病例对照研

果

究关于中国人群先天性心脏病发病危险因素的文

１．研究资料的基本情况：共检索到６９篇文章，

献；②各文献研究假设及研究方法相似；③有研究开

根据以上文献资料的入选及排除标准，经筛选并纳

展或发表的年限；④病例或对照组样本量都必须分

入本次Ｍｅｔａ分析的文献共有１２篇旧墙１，其中成组

别大于７０例；⑤原始数据提供ＯＲ值及９５％ａ或

病例对照研究１篇，１：１配对病例对照研究６篇，１：２

可以转化ＯＲ值及９５％ＣＩ；⑥暴露的定义基本相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５篇，累积调查８省（区、市），病

似；⑦不包括特殊职业人群的研究资料。

例３４３６例，对照３９７６例（表１）。

３．排除标准：参考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等Ｈ１提供的标准

表１

国内１２篇ＣＨＤ危险因素的文献基本资料

对每篇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剔除重复报告、质量差、
报道信息太少及无法利用的文献。
４．统计学分析：将文献按Ｍｅｔａ分析的要求整
理数据，建立数据库，并核对数据；对不同数据类型，

全部转换为ＯＲ值及９５％ａ的形式；对研究文献采
用ｑ检验法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检验结果，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设纳入综
合分析的研究个数为七，各个研究所对应的ＯＲ；
（ｉ＝１，…，ｋ），令Ｙｉ＝Ｉｎ（ＯＲ；）。固定效应模型合并
ＯＲ值为：

僳，＝ｅｘｐ（器）

ＯＲ，值㈣％Ｃ／一（鬻±茜）

２．各危险因素与ＣＨＤ的ＯＲ值单因素分析合
并结果：孕期受精神刺激、孕早或中期有感冒病史、
母不知道受孕时妊娠周数、孕期服用抗生素、有

式中，Ｗ；＝１～；，ｑ为各独立研究的方差，ｑ＝

ＣＨＤ家族史、有先兆流产史、孕期服用解热镇痛药、

［Ｉｎ（ＯＲ；／０Ｒ。）／１．９６］２或让＝［１ｎ（ＯＲ倒／０Ｒ；）／

孕前接触有毒化合物、孕期接触农药、孕期有负性生

１．９６］２，ＯＲ。和ＯＲ捌分别为各个研究对应的ＯＲ值

活事件、妊娠合并症、孕期风疹病毒感染、孕早期心

的９５％ａ的上、下限。各研究结果之间是否具有

情烦躁、孕期多食肉食、摄人维生素、饮牛奶等因素

一致性，可做齐性检验，统计量为：

与ＣＨＤ关系的合并ＯＲ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

口＝∑［眠（ｊ，ｔ一歹。）］

式中％：姜丽Ｗｉｒｙｉ
若ｑ值不大于自由度（ｄ，）为愚一１的ｘ２分布的界
值，可以认为纳入Ｍｅｔａ分析的研究结果之间具有
较好的一致性，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当齐性检验表

明有统计学意义时，则应考虑各研究之间的差异，其

孕期受精神刺激、母孕早期有感冒病史、孕前接触有
毒化合物、孕期接触农药、孕期有负性生活事件与
ＣＨＤ的关联强度较强，其他因素呈中度关联，孕期
接触有毒化合物、孕期被动吸烟和噪声刺激与ＣＨＤ
的关联强度不强（表２）。

估计方差为：

５一豆谚：夏谚丽
２

中孕期多食肉食、摄入维生素、饮牛奶为保护因素，
其他均为危险因素。根据其估计ＯＲ值的大小，母

３。各危险因素与ＣＨＤ的０Ｒ值多因素分析合

口一虑＝ｌ

并结果：孕早期有感冒病史、孕期噪声刺激、有ＣＨＤ

再用Ｗ？＝（ｗｆｌ＋ｓ２）代替上述ＯＲ，及其９５％ａ

家族史、孕期受精神刺激、孕期接触有毒化合物、孕

估计公式中的职，即可估计随机效应模型假设下的

期感冒发热、孕期多食肉食、孕期风疹病毒感染、孕

以ｆ＝掣计算，Ⅳ＝ｌ。根据以上公式在

早期心情烦躁等因素与ＣＨＤ关系的合并ＯＲ值差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软件中完成数据的统计分析。

受精神刺激、孕期接触有毒化合物、孕期感冒发热与

合并ＯＲ值及其９５％ａ【５】。合并ＯＲ值的显著性

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孕期多食肉食为保护因素，其

他均为危险因素。根据其估计ＯＲ值的大小，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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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ＣＨＤ的关联强度较强，噪声
刺激呈较弱关联，其他因素
呈中度关联（表３）。
４．敏感性分析：对齐性

因

ＣＨＤ危险因素与ＯＲ值的单因素分析合并结果

素

合并ＯＲ值（９５％ｃｔ）

孕期受精神刺激（有／无）４．５５（３．５６－５．８１）

ｑ值
１３．６６４

孕早期有感冒病史（有／无）

３．１８（２．５４～３．９８）

１．６９‘

孕中期有感冒病史（有，无）

１．５８（１．０７～２．３２）

１．９６‘

母不知道受孕时妊娠周数（是／否）

５．６５‘
１．６８（１．２２～２．３２）
２．５８（１．８０～３．７０）０．２３‘

数据参考文献
Ｙ２值
１４７．９６４【６，１２，１４，１５，１７］
１０１．８１４【６，９，１４］
５．４２６［６，９］
１０．１２４［６，１１，１５】

检验有统计学意义，各研究

孕期服用抗生素（是／否）

之间存在差异的危险因素分

有ＣＨＤ家族史（有／无）
有先兆流产史（有／无）

２．８０（１．４３～５．５０）０．２５ｃ

８．９８４［９。１７］

２．３２（１．３６～３．９６）

９．５８４［９，１５，１６］

别应用不同模型进行合并

孕期服用解热镇痛药（有／无）

１．９６（１．１７～３．２８）４．０３‘
３．１９（１．８９～５．３８）０．０６‘
１．４６（０．８７～２．４８）
２３．５９。

２．３舻

２６．４５４［１２，１４，１５。１７］

６．５７６［１１，１５，１７Ｊ
１８．７９４［１１，１２］

ＯＲ值的点估计和区间估

孕前接触有毒化合物（有／无）

计，其中５个单因素指标和

孕期接触有毒化合物（有／无）
孕期接触农药（有／无）４．８５（２．６７－－８．８１）０．５４‘

２６．８１４【１１，１４，１５］

２个为多因素指标有统计学

孕期有负性生活事件（有／无）

３１．２６４［１１，１５］

５．３９（２．９８～９．７２）

５．４０‘

２．０２‘［１１，１２，１３Ｊ

孕期多食肉食（是／否）０．６４（０．５６－－０．７３）

意义。结果表明，固定效应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所得到
的合并０Ｒ值的点估计基
本相同，随机效应模型的区
间估计范围略宽于固定效应
模型（表４）。说明本次研究
的综合分析结果基本可靠。
讨

１．９１‘４４．８６４［１１，１２，１６】
１２．８６４［１２，１５，１６】
孕期摄人维生素（是ｆ否）０．６０（０．４５～０．７９）０．８１‘
孕期饮牛奶（是／否）０．６５（０．５６～０．７４）
１．７１（１．２０～２．４３）
妊娠合并症（有／无）

５．１３‘４０．６７４［１２，１６］
７．４３６

８．７９４［１２，１４，１５３

孕期被动吸烟（是／否）

１．１７（０．９５～１．４４）

７．３６６

２．３１‘［１２，１７］

孕期噪声刺激（是／否）

１．１５（０．８５～１．５５）

１１．４４４

孕期风疹病毒感染（有／无）

１．９７（１．２５－－３．１１）０．５５。８．６１４［９，１６］
２．１０（１．６５－－２．６９）
２．７８‘
３５．３３４［１２，１４］

孕早期心情烦躁（是／否）

０．８１‘［１２，１３，１７］

注：口值为一致性检验结果（ｄ，＝＾一１）；ｆ值为合并ＯＲ值的显著性检验结果（ｄ，＝１），
－Ｐ＜Ｏ．０１．６０．０１＜Ｐ＜Ｏ．０５，‘Ｐ＞Ｏ．０５

裹３

论

ＣＨＤ危险因素与ＯＲ值的多因素分析合并结果

综合国内外研究结果，
ＣＨＤ的危险因素有孕期受
精神刺激、孕早期有感冒病
史、母不知道受孕时妊娠周
数、孕期服用抗生素、有
ＣＨＤ家族史、有先兆流产

２．１０（１．６５－－２．６９）

孕早期心情烦躁（是／否）

２．７８‘

３５．３３４

［１２，１４］

史、孕期服用解热镇痛药、孕
前接触有毒化合物、孕期接
触农药、孕期有负性生活事

孕期受精神刺激（有／无）

４．５５（３．５６—５．８１）

４．０８（２．５３～６．５９）

件、妊娠合并症、孕期风疹病

孕期接触有毒化合物（有／无）

２．５０（０．３３～１９．１１）

毒感染、孕早期心情烦躁等，

妊娠合并症（有／无）
被动吸烟（是／否）

１．４６（０．８７～２．４８）
１．７１（１．２０～２．４３）
１．１７（０．９５～１．４４）

１．３３（０．７ｌ～２．４９）

目前肯定的危险因素有孕期

噪声刺激（是／否）

１．１５（０．８５～１．５５）

０．９９（０．４６～２．１１）

孕早期有感冒病史（有／无）

２．１２（１．８０～２．４８）

噪声刺激（是／否）

１．１６（１．０９～１．２４）

３．３４（１．７０～６．５７）
１．８４（０．９２～３．６８）

受精神刺激、孕早期有感冒

单因素

多因素

２．０５（０．９９～４．２６）

病史或发热、孕前或孕期接
触有毒化合物、孕期接触农药、孕期有负性生活事

发热，但更多的情况是多种因素、长期暴露的综合结

件。本文中采用Ｍｅｔａ分析方法，将１２个研究目的

果。在分析危险因素时，既要考虑各因素的独立作

相同的研究结果进行定量合并分析和综合评价，不

用，又要考虑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如孕期感冒发热与

但提高了统计检验的功效，也解决了研究结果的分

其他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等，可以考虑借鉴脑血管病

歧。本文内容涉及８个省、市、自治区，累计病例

的定量评价标准表建立的方法ｎ引，通过统计模型将

３４３６例、对照３９７６例，扩大了研究的覆盖面，增加

Ｃ皿不同暴露水乎的危险因素转换为危险分数，用

了样本含量，研究结果与国内外文献报道基本

于人群ＣＨＤ风险的定量评价，对人群ＣＨＤ的发生

一致㈣。

进行预测，这样既可以考虑危险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ＣＨＤ是多因素的疾病，有的因素起强烈作用，

也可以针对危险因素进行一级预防，但需要大样本

如孕期受精神刺激、孕期接触有毒化合物、孕期感冒

的病例对照研究完善风险评分表的特异性和敏

·１１４０·

析．宁波医学，２０００，１２：５５３．５５５．

感性。

Ｍｅｔａ分析是对以往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在设

［９］赖杰，韩力苏，徐世英，等．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危险因素的探
讨．预防医学情报杂志，２００１，１７：３７０—３７１．

计、资料收集、统计过程中不免存在偏倚，对资料质

量进行评价与取舍时也会产生偏倚。同时，单个资
料在纳入的风险因素并不一致，各个文献间研究风
险因素差别较大，消弱了资料的合并放大作用，一些
风险因素研究较少，无法进行合并，如叶酸与ＣＨＤ

［１０］潘庆忠，刘世炜．先天性心脏病危险因素的统计分析．中国卫
生统计．２００５。２２：３１１－３１３．
［ｔｔ］高莉洁，赵仲堂，李栋，等．先天性心脏病环境危险因素病例对
照研究．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５。２１：１６１—１６２．
［１２］谭梅娟，黄民主，李登清，等．孕早期环境因素与儿童先天性心
脏病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环境与健康杂志，２００６，２３：４２７－

的关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Ⅲ】，但只有一篇文献对

４３０．

叶酸和ＣＨＤ的关系进行了观察【１别，造成一些风险

［１３］衰雪，王惠珊，闫淑娟。等．１０ ６６５名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状

因素的缺失。我国今后ＣＨＤ的流行病学研究，可以

况监测结果和环境危险因素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０６，２１：

参照美国国家出生缺陷干预研究的形式幢¨，进行多

７８１—７８３．

中心间的协作，建立共同的调查风险因素标准，这样

［１４］仇小强，钟秋安，曾小云．等．ＭＴＩ－ＷＲ基因、ＣＢＳ基因、环境因
素与先天性心脏病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结果将更有价值。

２００６，２７：２６０—２６３．

总之，通过本次Ｍｅｔａ分析研究，初步明确了
ＣＨＤ的主要相关危险因素及联系的强度，表明
ＣＨＤ的发生主要与孕期受精神刺激、孕早期有感冒
病史或发热、孕前或孕期接触有毒化合物、孕期接触

农药、孕期有负性生活事件有关。提示孕期多食肉

［１５］王华义，景学安，李栋．环境因素对先天性心脏病影响的研究．
泰山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３３８—３４０．
［１６］鲍颖芳，孔祥清，钱炜，等．无锡地区学龄前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危险因素分析．中国微循环，２００７，１ｌ：２７１—２７４．
Ｉｔ７］侯佳，桂永浩，奚立．等．先天性心脏病环境危险因素的病例对
照研究．复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７，３４：６５２—６５５．

食，摄人维生素，饮牛奶为ＣＨＤ的保护因素。

［１８］应桂英，李宁秀，任晓晖，等．四川省城市居民脑血管病主要危
险因素定量评价标准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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