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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管缺陷一级预防措施研究与实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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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因素分为四组，Ａ组：叶酸４ ｍｇ／ｄ；Ｂ组：叶酸４ ｍｇ／ｄＩｌ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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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维生素；Ｃ组：不含叶酸的多种维生素；Ｄ组：不给予任
何维生索。结果显示，补充叶酸的Ａ、Ｂ两组ＮＴＤｓ再发率降
低７１％（ＯＲ＝０．２９，９５％Ｃ／：０．１２～０．７１），而另外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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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ＴＤｓ再发率无明显变化ｂ】。另一项是１９９２年以匈牙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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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女为研究对象开展的预防初发ＮＴＤｓ的随机对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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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干预组妇女在孕前３个月服用含０．８ ｍｇ叶酸的多种维
生素，对照组服用不含叶酸的微量元素；结果显示，干预组
２１０４次妊娠无Ｎ＇Ｉｑ）ｓ发生，对照组发生率为２．９２‰（６，

神经管缺陷（ｎｅｕｒａｌ ｔ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ＮＴＤｓ）发生率位居各类

２０５２）。随后，Ｃｚｅｉｚｅｌ等＂ｌ报道，孕前至孕后服用包括叶酸在

出生缺陷前列，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实施孕妇

内的１２种维生素和７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３０５６人出现１

血清学筛查和超声诊断等的ＮＴＤｓ二级预防措施可有效降

例ＮＴＤｓ（０．３３‰），服用含矿物质和维生素Ｃ安慰剂的３０５６

低ＮＴＤｓ发生率，但终止妊娠可给孕妇带来不同程度的身体

名对照组发生了９例ＮＴＤ８（ＯＲ＝０．１１，９５％Ｃ／：０．０１～

和精神损害。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

０．９１）。该项研究表明，补充含叶酸的多种维生素对初发性

致力于推广育龄妇女增补叶酸等的一级预防干预措施。本

ＮＴＤｓ的预防率可达９０％。针对降低再发率的研究中因单

文对国内外ＮＴＤｓ一级预防措施研究与实施现况及其存在

独设立了叶酸组，可以确定单纯叶酸的保护作用。

问题综述如下。

在人群干预实验实施的同时，１９９２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

一、增补叶酸

部（ＰＨＳ）和美国医学研究所（ＩＯＭ）提出所有育龄妇女每日

叶酸是一种含有蝶酰谷氨酸结构的辅酶，人体不能合

补充含０．４ ｍｇ叶酸的复合维生素，生育ＮＴＤｓ的高危妇女增

成；食物中以多谷氨酸形式存在的天然叶酸在小肠上段转化

补叶酸剂量增加到４ ｍｇ。

为单谷氨酸后吸收入血，参与体内一碳单位代谢，在细胞

２．增补单纯叶酸制剂：中国学者于１９９３年开始与美国

ＤＮＡ合成中起重要作用ｎ】。因人工合成的叶酸制剂是单谷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联合开展ＮＴＤｓ的病因研究和使

氨酸形式，其生物利用度较高，预防ＮＴＤｓ效果较好¨Ｊ。

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的较大规模人群干预研究。北方和南

１．增补含叶酸的多种维生素制剂：叶酸预防ＮＴＤｓ的研

方地区ＮＴＤｓ的发生率分别为４．８‰和１．０‰，以孕前至孕早

究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Ｈｉｂｂａｒｄ¨１研究发现。生育ＮＴＤｓ的

期增补叶酸０．４ ｍｇ／ｄ干预后，北方（１３０ １４２名）和南方

妇女其尿中亚胺甲基谷氨酸（叶酸代谢障碍的生物标记物）

（１１７ ６８９名）ＮＴＤｓ的发生率分别降至１．０‰和０．６％０。其中，

明显升高，体内红细胞叶酸水平显著降低。基于该研究，

高发区的北方其ＮＴＤｓ预防率为７９％（９５％Ｃ／：０．５７～

Ｓｍｉｔｈｅｌｌｓ等Ｈ１于１９８３年首次针对ＮＴｌ璁高危妇女补充叶酸

０．９０），服用率＞８０％时，预防率达８５％（９５％Ｃ／：０．６２－－

以预防ＮＴＤｓ再发的小规模观察性研究。随后，于８０年代

０．９４）；低发区的南方其预防率为４１％（９５％Ｃ／：０．０３～

针对生育ＮＴＤｓ高危妇女开展多项降低再发率的实验研究，

０．６４）。研究结果表明，ＮＴＤｓ的高发地区和低发地区妇女在

施加的干预是补充含有叶酸的多种维生紊。由于研究对象

妊娠前后每天服用叶酸０．４ ｎａｇ可有效降低发生ＮＴＤｓ的危

的依从性等问题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险性哺】。“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于１９９３年被卫生

９０年代两项标志性试验研究确证叶酸预防ＮＴＤｓ的作
用。一项是１９９１年英国医学委员会（Ｍａｃ）以生育ＮＴＤｓ高
危妇女为研究对象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对照实验研究。施加

部列入１０年百项科研成果推广计划，向农村和基层推广；
１９９５年将此项技术推向全国，其效果目前正在评价之中。
３．叶酸于预措施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１）叶酸增补的剂量：虽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现叶酸与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撵计划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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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ＴＤｓ之间的相关关系。继而在人群中推广增补叶酸计划，但
仍需进一步探讨叶酸增补剂量的相关问题，如目前国内、外
应用的０．８ ｍｇ／ｄ或０．４ ｍｅｄｄ叶酸是否是合理而有效的增补剂
量；０．３５ ｍｇ／ｄ叶酸是抑制血液高浓度同型半胱氨酸（Ｈｅｙ）的
最低剂量。但是否是预防ＮＴＤｓ的合适剂量；作为营养素之

一的叶酸，其药用剂量多大时才不会从降低胚胎ＮＴＤｓ的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要保健法＞规定包括婚前医学检查、婚前

病风险转化为增加成年人恶性贫血的发病风险【９】，或增加慢

医学咨询以及婚前卫生服务等法定婚前保健服务内容。婚

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等¨引。

检机构医生通过对婚检夫妇宣传ＮＴＤｓ相关知识，提高妇女

（２）叶酸增补剂的成分：Ｌａｔｎｅ］瞎等【２１双盲随机对照实验

孕前叶酸服用率实施ＮＴＤａ一级预防。２００３年颁布的新《婚

研究结果显示，叶酸的衍生物［６ｓ］．５．甲基四氢叶酸，与叶酸

姻登记条例＞将婚前检查变为个人自愿行为，全国婚检率从

相比，可明显增高血液红细胞中叶酸盐浓度；维生素Ａ、ＢＩ、

９７．１２％降至１０％以下【圳；叶酸的知晓率和服用率分别从

民、Ｃ、Ｅ，以及钙和镁对叶酸的吸收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１１；

６６．６７％和６２．６７％降至４２．３１％和４４．２３％∞１；监测资料同时

增补剂中增加维生素ＢＩ：可显著降低Ｈｃｙ浓度，并增强叶酸

显示，２００４年孕２０周以后ＮＴＤｓ发生率（４６．０３／万）明显高

预防ＮＴＤｓ效果【１２１；孕早期锌缺乏可能是ＮＴＤｓ的发病原因

于２００３年ＮＴＤｓ发生率（３３．８６／万）ｔ２‘ｊ。

之一【Ｉ引，增补剂中是否应添加锌元素。另有学者提出需要

有多项研究探讨其他ＮＴＤｓ知识干预模式的作用和效

进一步用随机对照实验验证单独增补叶酸的保护作用¨“。

果。仇小强等心７’报道，从妇幼保健院婚育知识学习班中随

可见，叶酸增补剂的成分与ＮＴＤｓ预防效果之间关系尚需进

机选取５００名育龄妇女，将其分两组；２５０名对照组妇女不接

一步研究。

受任何干预措施，仅填写ＮＴＤｓ认知程度调查表，２５０名干预

（３）叶酸预防ＮＴＤｓ机制：增补叶酸制剂降低ＮＴＤｓ发

组妇女在接受ＮＴＤｓ相关知识培训后填写该调查表。结果

生危险性的效应是确切的，但其保护效应的作用机制尚不明

显示，干预组妇女叶酸知晓率为９８．４％（对照组为４８％），叶

确。探明体内叶酸水平与神经管关闭障碍之间关系，有助于

酸正确用法知晓率为９２．４％（对照组为１４．３％），孕前计划使

完善ＮＴＤｓ的预防措施。我国ＮＴＤｓ发生率北方明显高于

用率为７８．４％（对照组为２３．６％），说明对新婚妇女进行短期

南方【引，育龄妇女体内叶酸水平北方明显低于南方ｕ引，在生

培训可显著提高ＮＴＤａ和叶酸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杨柳

态学上提示机体低叶酸水平与ＮＴＤｓ相关；在叶酸水平不同

等汹１调查在婚前保健门诊增加孕前准备门诊服务项目的可

的南北地区人群中实施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表明，叶酸的保

行性，发现通过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和体检，可在一定程

护率不刚“，均提示机体叶酸水平与ＮＴＤｓ的发生相关联。

度上弥补因婚检率降低导致叶酸知晓率、服用率下降的问

但叶酸水平的差异是否是导致ＮＴＤｓ的原因以及叶酸、Ｈｃｙ

题。Ｒｅｎ等【２９１分析我国北方地区实施叶酸推广计划的效果，

与维生素Ｂ１：在ＮＴＤｓ发生中相对和相互作用，尚需深入研

发现推广干预措施１０年后妇女对叶酸知晓率为３６％，叶酸

究。最近一项生态学研究结果表明，所属省的海拔高度、煤

服用率为１５％，其中在末次月经前服用叶酸的妇女为

炭储存量等地理因素与监测区内ＮＴＤｓ发生率密切相关，其

３４．３％，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北方地区已实施叶酸推广计划，

相关性大于行政区域（不同省份）ＮＴＤｓ的聚集性ｕ“，为揭示

但人群叶酸知晓率及服用率仍较低。

ＮＴＤｓ发病机制拓展了新的研究思路。

２．孕前保健中ＮＴＤａ知识干预：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

（４）食物中强化叶酸：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从１９９６年和

初期，美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将孕前保健作为优先考虑的

１９９８年实施面粉中强化叶酸。美国ＣＤＣ调查发现，在育龄

卫生服务内容，近几年得到较快发展。目前，孕前保健已是

妇女中推广增补叶酸使ＮＴＤｓ下降了５０％～７０％的基础之

国外许多国家ＮＴＤｓ预防中优先采用的卫生服务理念。ｄｅ

上，实施面粉强化叶酸后人群中ＮＴＤｓ的发生率又降低

Ｗｅｅｒｄ等ｍ１探讨孕前保健咨询对Ｎ１１）ｓ预防效果，他们选取

２６％【ｌ”，强化叶酸预防ＮＴＤｓ的效果不容忽视。但一些研究

１１１名育龄妇女。按孕前是否服用叶酸分两组，前瞻随访其孕

表明，强化叶酸是否能导致维生素Ｂ１：缺乏、促进癌前病变的

前保健咨询的情况并测定其体内叶酸水平；结果显示，咨询

发展¨８’１刘、异卵双胞胎比率增加乜ｏ’等潜在不良反应的发生

前未服叶酸的妇女咨询后叶酸服用率和体内叶酸水平均有

尚需进一步评价。

显著性升高；咨询前服用叶酸的妇女咨询后能坚持服用一年

二、婚前和孕前保健中ＮＴＤｓ知识干预

且体内叶酸水平亦有显著性升高。可见开展孕前保健咨询

在人群中推广实施叶酸计划，其干预效果受人群ＮＴＤｓ

能有效提高妇女叶酸服用率和体内叶酸水平。Ｍｏｒｉｎ等¨¨

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服用叶酸的依从性等因素的影响。研究

研究发现，增补叶酸的消耗量、相关知识知晓率以及接受叶

发现，单纯依靠在人群中推荐使用叶酸，能够服从此建议的

酸增补的态度均与计划怀孕相关联，其关联强度分别为

妇女不足３０％［２１，２２］。针对该问题，许多国家通过婚前保健

１．０６、１．１１、１．５６。因此，加拿大在孕前保健指导工作中提倡

和孕前保健以卫生宣教形式对育龄妇女实施ＮＴＤｓ一级预

计划怀孕，以促进育龄妇女主动获取ＮＴＤｓ相关知识，从而

防干预。

提高人群中叶酸的知晓率和服用率。美国通过孕前保健宣

１．婚前保健中ＮＴＤｓ知识干预：国外关于婚前保健的研

传ＮＴＤｓ相关知识，宣教后妇女对叶酸的知晓率可达

究报道较少。既往我国主要在婚前健康检查、婚前咨询等婚

８８％【３引。同时，美国ＰＨＳ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实施皇族基金

前保健工作中进行预防ＮＴＤｓ的卫生宣传教育。２０世纪５０

保健政策（包括与ＮＴＤｓ预防相关的多种措施，如供给叶酸

年代我国提出婚前健康检查的概念，８０年代设立婚前保健门

等多种维生素以及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等），近４０万育龄妇

诊开展婚前咨询和婚前健康检查工作幢纠。１９９４年颁布的

女接受了此项保健口“。拉丁美洲也开展预防Ｎ１１Ｄｓ知识的

干预，宣教前叶酸正确用法的知晓率为５５％，宣教后为

突变可增加ＮＴＤｓ的易患风险Ｈ引。病例对照研究发现，生育

８５％Ⅲ】。这说明ＮＴＤｓ知识干预取得显著的效果。

ＮＴＤａ的母亲体内低红细胞叶酸水平（＜１６０ ｎｇ／ｒｎｌ）的比例

据２００５年资料显示，欧洲有１８个联盟国家实施孕前叶

增高（病例组：对照组为７５％：５１．２％），６７７Ｔ纯合子比例增

酸补给政策，有１３个国家政府提出育龄妇女应当正确补充

高（３９．６％：９．１％），６７７Ｔ纯合子与６７７Ｃ纯合和杂合子之和

叶酸，其中７个国家同时开展对育龄妇女知识干预，该措施

的比值比（ＯＲ）为６．１（９５％Ｃ／：１．５６～２３．６）；病例组中，６７７Ｃ

使ＮＴＤｓ的发生率在原来基础上下降３０％【３５Ｊ。

纯合子母亲叶酸水平明显低于６７７Ｃ／６７７Ｔ杂合母亲，提示

３．ＮＴＤｓ知识干预中的相关问题：

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与低叶酸水平相关１４引。目前已克隆出

（１）育龄妇女对ＮＴＤｓ相关知识的知、信、行有待提高。

定位于５ｐ１５．２－ｐ１５．３的ＭＴＲＲ基因，其多态性位点Ａ６６Ｇ的

虽然妇女对子代健康尤为重视，但其对如何避免此类出生缺

突变促使血浆Ｈｃｙ增高，基因型为ＭＴＲＲ６６ＧＧ和

陷（包括Ｎ１１Ｄｓ）的相关知识掌握不足，迫切需要探索顺应大

ＭＴＲＲ６６ＡＧ的孕妇或胎儿，其ＮＴＤｓ易患风险增高Ｈ“。

众需求的叶酸强化方式，以提高叶酸的知晓率和服用率。有

此外，与叶酸吸收相关的叶酸受体（ＦＲｓ）和叶酸载体

研究显示，ＮＴＤｓ知识干预后虽然妇女对叶酸的知晓率有所

（ＲＦＣ）也可能是ＮＴＤｓ的遗传基础。ｄｅ Ｍａｒｃｏ等¨副对ＦＲ

提高，但仅有５８％的妊娠妇女知晓叶酸的正确用法，７％的妇

基因分子变异与ＮＴＤｓ关系的研究显示，在５０例患儿中发

女知晓在妊娠时机体对叶酸的需求量增高【”１。无论是增补

现４例ＦＲ ａ基因第７外显子和３ ７ＵＴＲ（非翻译区）存在假基

叶酸还是含有叶酸的多种维生素，估计有５０％的孕妇没有得

因特异性突变（ｐｓｅｕｄｏｇｅｎ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导致新合成的

到正确的叶酸增补。

蛋白质羧基末端或ＧＰＩ（糖基磷脂酰肌醇）锚定区氨基酸变

ａ

（２）相关工作人员ＮＴＤｓ专业知识不足。Ｂｅｎｅｒ等¨副报

异，１５０名对照组仅发现１名婴儿携带该基因。提示ＦＲ ａ基

道，６３．４％的妇女从卫生专业人员获取ＮＴＤｓ相关知识，仅

因分子变异与ＮＴＤｓ相关，可作为人类ＮＴＩ）ｓ的危险基因。

２３．７％来自书报杂志等。说明卫生专业人员在推广ＮＴＤｓ

裴丽君等¨础研究发现，Ｒ％基因位点ＡＳＯＧ突变可引起叶

相关知识方面起主要作用。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Ｄ引报道，在美国仍有

酸转运障碍，可能会导致ＮＴＤｓ患病风险增加。

４２％的专业人员（妇产科医生、家庭医生、助理医师、护士和

Ｒａｍｐｅｒｓａｕｄ等Ｈ＂采用微卫星研究方法发现７号和１０

助产士）不知道叶酸的正确用法。我国计划生育技术人员叶

号同源染色体的多极优势对数评分（ｍｕｈｉｐｏｉｎｔ

酸知晓率为５３．８％，叶酸最佳增补时间知晓率为４５．８％，正

Ｍｌｏｄ）有意义。其中，在７号染色体Ｄ７Ｓ３０５６和１３７￥３０５１之

确用法知晓率仅为３０％【３副。因此，相关工作人员是否正确

间的２４ ｃＭ上Ｍｌｏｄ最高，筛选出Ｍｅｏｘ２和Ｔｗｉｓｔｌ两个候选

掌握预防ＮＴＤｓ相关知识，对于预防ＮＴＤｓ作用不容忽视。

基因与ＮＴＤｓ相关；１０号同源染色体的Ｄ１０Ｓ１７３１的Ｍｌｏｄ为

ｌｏｄ

ｓｃｏｒｅ８，

（３）ＮＴＤｓ知识干预的有效模式尚需进一步探讨。诸多

２．２５，ＦＧＦＲ２、ＧＦＲＡｌ、Ｐａｘ２三个候选基因与ＮＴⅨ相关。

研究结果提示，实行新《婚姻登记条例》后，婚前保健服务工

Ｓｔａｍｍ等¨８１采用ＳＮＰ标记法发现７ｐ２１．１－ｐｔｅｒ和２ｑ３３．１一ｑ３５

作受到影响口引，对人群中叶酸的知晓率和服用率产生间接

可能是ＮＴＤｓ的易感基因。

影响汹】。２００８年起部分地市试行政府买单免费婚前保健的

叶酸代谢酶、受体、载体基因位点的多态性研究和致病

政策，但对ＮＴＤｓ的预防效果尚需进一步评价。我国目前对

基因的鉴定，可为孕前ＮＴＤｓ易感性的筛检和继后的基因治

孕前保健在ＮＴＤｓ一级预防作用方面缺乏系统研究。因此，

疗提供理论基础。

如何提高育龄妇女对叶酸知晓率、服用率和依从性，通过何

２．血浆Ｈｅｙ和红细胞叶酸水平测定：叶酸代谢酶异常可

种途径、何种方式开展卫生宣教效果更好亦值得进一步

导致血浆叶酸水平降低，伴有血浆Ｈｃｙ升高。Ｈｃｙ升高到一

研究。

定程度可引起同型半胱氨血症及蛋氨酸缺乏。因此，血浆总

三、孕前ＮＴＤｓ易患性筛查

Ｈｃｙ可作为临床叶酸缺乏症的早期诊断指标，其正常参考值

ＮＴ】Ｄｓ是一种由多种环境因素和多个基因共同作用引起

范围为５～１５弘ｍｏｌ／Ｌ，升高程度与机体叶酸缺乏相关，可用于

的复杂疾病，遗传因素作用约占６０％。因此，单纯依靠补充

孕前筛查高危妇女。

叶酸的干预措施不可能对所有人有效。与ＮＴＤｓ相关的遗

血浆和血清中的叶酸水平只能反映叶酸的吸收和利用

传因素包括细胞增值因子、转录因子和影响叶酸代谢的关键

或暂存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体内叶酸的真实水平。２０世纪

酶基因¨。Ｊ。基因突变、缺失或表达异常等都可致ＮＴＤｓ发

６０年代ＨｉｂｂａｒｄＩ，１在检测ＮＴＤｓ高危妇女体内叶酸状态时发

生。通过检测计划怀孕夫妻双方基因变异情况可以预测子

现红细胞中叶酸浓度相对稳定，可以客观反映体内叶酸的真

代发生ＮＴＤｓ的危险性。

实状况。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２００４年对全国数十个城

１．遗传易感性研究：ＮＴＤｓ的主要致病基因目前尚未确

市１９６４名育龄妇女叶酸水平检测数据显示，红细胞叶酸缺

证。Ｈｅｒｂｉｇ等【４１１研究发现，叶酸代谢的重要限速酶５。１０一亚

乏率为２９．６％；其中北方和南方地区红细胞叶酸缺乏率分别

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ＭＴＨＦＲ）和甲硫氨酸合酶还原酶

为５４．９％和７．８％，红细胞叶酸正常值为３１８删Ｌ【．刘。红

（ＭＴＲＲ）是ＮＴＤｓ遗传基础的主要因子之一。研究发现。

细胞叶酸浓度可作为ＮＴＤａ高危妇女的孕前筛查指标。

ＭＴＨＦＲ基因定位于染色体１ｐ３６．３，其多态性位点Ｃ６７７Ｔ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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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ＴＤｓ一级预防措施的实施可降低ＮＴＤｓ发生率，但其
预防效果尚未得到科学评价。为进一步完善干预措施并提

（５）：１３０８ｓ－１３１１Ｓ．
［１１】Ｆｌａｔｚｉｓ ＣＭ。Ｂｅｒｔｓｉａｓ ＧＫ，Ｌｉｎｓｒｄａｋｉｓ Ｍ．ｅｔ ａ１．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高其有效性，尚需进一步研究地域、膳食因素、体内叶酸水平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以及叶酸吸收、转运、代谢相关酶的功能状态和是否携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ＴＤｓ致病基因等因素对增补叶酸制剂预防ＮＴＤｓ效果的影
响。增补叶酸后对妊娠结局及人群有关慢性疾病发病风险的

ｉｎ

ｓｅｎＬｒｎ

以期降低其患病风险。同时，应重视非计划怀孕对于预效果
的影响。目前，许多妇女的妊娠是非计划怀孕的。由于神经
管的关闭是在孕第４周左右，该时间段多数妇女还未意识到
自己已经受孕，待临床确诊妊娠时已经错过补充叶酸的最佳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ｄｕｌｔ

ａ

５：５．

ｏｆ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１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及ＮＴＤｓ相关知识干预，筛检ＮＴＤｓ高危妇女进行重点干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ｒｏｓａ－ｓｅｃｔｉｏｍｌ ｓｔｕｄｙ．Ｎｕｔｒ，２００６，

［１２】Ｂｒｏｍｔｒｕｐ Ａ，Ｈａｇｅｓ Ｍ，Ｐｒｉｎｚ－Ｌａｎｇｅｎｏｈｌ Ｒ，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测、红细胞叶酸水平和血浆Ｈｃｙ的测定、危险因素的纠正以

ｆｏｌａｔｅ

Ｃｒｅｔｅ．Ｇｒｅｅｃｅ：ａ

影响等问题。另外，需将婚前和孕前保健真正纳入ＮＴＤｓ一
级预防措施之中；利用婚前和孕前保健，实施遗传易感性检

·１１４７·

ｉｎ

ｏ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ｙｏｕｎｇ ｗｏＴｎｏｎ．Ａｍ Ｊ ｃｌｉｌＩ

Ｎｕｔｒ．１９９８，６８（５）：１１０４—１１１０．
Ｉｔ３］张卫，任爱国，裴丽君，等．微量元素与神经管畸形关系的病例
对照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１０）：７７２．７７６．
［１４］Ｔｕｒｎｅｒ ＬＡ。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Ｈ，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ａｎ ＶＭ．Ｄｏ ｗｅ ｎｅｅ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ｆｏｌｌｃ ａｃｉｄ ａｌｏｎ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１２（２）：２６２．２６５．
［１５］张乐，任爱国。李智文，等．神经管畸形高、低发区农村孕早期
妇女血液叶酸水平比较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８）：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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