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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孕妇被动吸烟与小于胎龄儿关系的
Ｍｅｔａ分析
刘涛

陈维清何艳辉丁鹏凌文华

【摘要】

探讨孕妇孕期被动吸烟与小于胎龄儿之间的关系，分析不同孕期和不同地点被

目的

动吸烟的效应。方法利用Ｍｅｔａ分析方法综合分析国内外８篇关于孕妇孕期被动吸烟与小于胎龄儿
关系的回顾性研究文献。结果孕妇孕期被动吸烟与小于胎龄儿之间的粗合并效应值ＯＲ＝１．４５
（９５％ＣＩ：１．０５—２．０１），调整合并效应值ＯＲ＝１．７６（９５％ＣＩ：１．１５～２．６９）；孕妇孕早期被动吸烟的合并效
应值ＯＲ＝１．８５（９５％ＣＩ：１．２５。２．７２），孕中晚期被动吸烟的合并效应值ＯＲ＝２．１２（９５％口：１．４３～３．１３）；
家庭和工作中被动吸烟与小于胎龄儿之间的关系均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孕妇孕期被动吸烟可增
加发生小于胎龄儿的危险性。除了家庭和工作环境外，还应注意其他环境的被动吸烟。
【关键词】被动吸烟；小于胎龄儿；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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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胎龄）［，（ｓｍａｌｌ．ｆｏｒ－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ＳＧＡ）是

年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

指出生体重在同胎龄平均出生体重第１０百分位数

疾病等密切相关。，。被动吸烟，又称环境香烟烟雾

以下或者低于同胎龄平均体重的两个标准差的新生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儿”】，是胎儿宫内发育迟缓（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ｍｏｋｅ，ＥＴＳ）暴露，是指不吸

ｇｒｏｗｔｈ

烟者１周内有一天以上吸人吸烟者呼出的烟雾及卷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ＩＵＧＲ）的结果。有学者发现，ＳＧＡ会严

烟头自燃所产生的烟雾每天＞１５ ｍｉｎ，或称为“非自

重影ｎｌ句ＪＬ童期、青春期的体格和智力发育口，，并与成

愿吸烟”、“二手烟！，／ｏ ＥＴＳ主要由香烟燃烧端自燃的
侧流烟雾和吸烟者吐出的主流烟雾组成，前者包含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９

主流烟雾中的绝大部分成分，且由于侧流烟雾没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８７２１６４）；中华医学基金

通过烟卷本身和过滤嘴的滤过作用，其中的有毒物

会（ｃＭＢ）资助项目（００．７２９）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统计与流行病
学系（刘涛、陈维清、何艳辉、丁鹏），公共卫生学院（凌文华）
通信作者：陈维清，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ｗｑ＠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质浓度更高川。有研究提示被动吸烟可导致新生儿
低出生体重，但结果尚不一致。在Ｗｉｎｄｈａｍ等陋１进
行的一项Ｍｅｔａ分析中，以ＳＧＡ或者低出生体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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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重≤２５００ ｇ）作为联合结局，共纳入１１篇文献，

然后根据纳入标准，并去除重复研究２篇（保留数据

发现粗合并效应值具有统计学意义（衄＝１．０８，

完整者）和被动吸烟定义不明确的研究１篇，最终获

９５％ＣＩ：１．０８～１．３２），其调整合并效应值无统计学意

得８篇文献。

义（ＯＲ－－－－１．１１，９５％ＣＩ：０．９２～１．３４），但ＳＧＡ与低出

（２）质量评价：对每篇文献采用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生体重在定义上存在差异，把二者进行合并不妥，有

Ｏｔｔａｗａ质量评价量表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评价：①

必要分别分析与被动吸烟的关系。过去的Ｍｅｔａ分

病例和对照选择；②病例和对照之间的可比性；③暴

析中尚未探讨不同孕期以及不同地点暴露对小于胎

露和结局的确定性。量表的得分理论范围为０—９

龄儿的影响。在近１０年的时间内又有一些研究，为

分，得分越高则表示其质量越高。

了进一步评价二者之间的关系，本项研究收集国内

（３）数据录入内容：包括文献编号、发表时间及

外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Ｍｅｔａ分析，以期达到①

刊物、研究类型、调查时间和地点、调查对象的基本

评价ＳＧＡ与孕妇孕期被动吸烟之间的关系；②评价

特征、暴露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Ｃ／及相应的列联表数

不同孕期被动吸烟对ＳＧＡ的影响；③评价不同地点

据、统计方法（单因素或多因素）和校正因素。
所有文献由一名评价者独立提取资料，由第二

被动吸烟对ＳＧＡ的影响。

人复查，确定无误后，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

资料与方法

３．暴露和结局的定义：被动吸烟是指不吸烟者

１．检索策略：本研究共检索５个数据库，在

１周内有一天以上吸入吸烟者呼出的烟雾及卷烟头

ＮＣＢＩ的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中，在没有任何限定的条件

自燃所产生的烟雾每天＞１５ ｍｉｎ；ＳＧＡ是指出生体

下，以“ｉｎｆａｎｔ，ｓｍａｌｌ

ａｇｅ”［Ｍｅｓｈ］ａｎｄ

重在同胎龄平均出生体重第ｌＯ百分位数以下或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ｓｈ］为策略进行检索；

低于同胎龄平均体重的两个标准差的新生儿，是胎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ｍｏｋｅ

ｆ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在ＯＶＩＤ．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中，选择所有子库，语言
限定为英语，其他无任何限制，检索策略为“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ｍｏｋｅ

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ｍｏｋｅ”ａｎｄ“ｓｍａｌｌ

ｆ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ａｆ．；在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全

儿宫内发育迟缓的结果。
４．统计学分析：首先进行数据转换陋，，根据文献
报告的ＯＲ值和９５％ＣＩ，效应量（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ＥＳ）＝
ｌｎＯＲ＝ｆｌ，效应量的标准误（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ｓｉｚｅ）＝（１ｎ锨。一ｌｎＯＲｌ）／３．９２；然后应用Ｒｅｖｉｅｗ

文数据库中，高级检索总目录全选，时间限定为

ｅｆｆｅｃｔ

１９１１—２００８年，以“主题词＝被动吸烟”和“主题

Ｍａｎａｇ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

词＝小于胎龄儿”为条件进行检索；在ＶＩＰ数据库

Ｏｘｆｏｒｄ，ＵＫ）软件进行资料的合并、异质性检验及

中，选择全部期刊，时间限定为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检索

森林图制作。如异质性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则采

策略为“题名或关键词＝被动吸烟”＋“题名或关键

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并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否

词＝环境香烟烟雾”、“题名或关键词＝小于胎龄

则采用固定效用模型。统计的内容包括粗合并效应

儿”；在ＣＢＭ数据库中，检索策略为“主题词＝烟草

值、调整合并效应值、分层合并效应值。采用Ｅｇｇｅｒ

烟污染／全部副主题”和“关键词：小于胎龄儿”；所有

等口１提出的方法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的回归程序中

检索结束时间为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

计算发表偏倚的Ｐ值，并计算失安全系数说明分析

２．文献的筛选和整理：在检索结果中，首先根据

标题和摘要初步筛选与本次分析可能相关的文献，
然后全部下载全文进行详细阅读，根据纳入标准最
终确定文献，并在阅读的过程中根据文献中的参考
文献追踪补充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

４．２，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结果的稳定性喁】。Ｐ＝０．０５为显著性水平。
结

果

１．研究资料的基本情况：共收集到符合纳入标
准的文献８篇［５，９－１５１，累计调查对象９３２３例，其中病例

（１）纳入标准：①在国内外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文

９３２例，对照８３９１例。样本人群所在的国家包括美

献；②研究方法是基于回顾性的研究；③被动吸烟者

国刚、加拿大【１ｌ】、瑞典ｍ】、挪威Ⅲ】、波兰ｍ】、印度“２１和中

是孕妇，且所有研究对象均为不吸烟者；④文献的语

国ｍ，。其中４篇计４个样本得到了孕妇被动吸烟是

言种类为中文或英文；⑤符合ＳＧＡ定义；⑥可以从

ＳＧＡ危险因素的阳性结果（表１）。

文献中整理出相应的列联表或结果报告有口值及

２．孕妇孕期被动吸烟与ＳＧＡ：经异质性检验，各

岛（口）或ＯＲ值及其９５％Ｃ／，以及可通过计算得到以

研究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Ｐ＜Ｏ．０５），故采用随机

上结果的文献。经初步筛选后，共获得３８篇文献，

效应模型估计孕妇被动吸烟对ＳＧＡ的合并效应：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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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８篇关于孕妇被动吸烟与ＳＧＡ关系的文献

注：“一”该研究无校正的ＯＲ值；Ｎ．Ｏ得分为研究质量的Ｎｅｗｃ硒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量表得分

合并效应值ＯＲ－－－－－１．４５（９５％ＣＩ：１．０５～２．０１），对报告

４．发表偏倚和失安全系数：Ｅｇｇｅｒ检验发现纳入

调整ＯＲ值的５篇文献进行分析瞪Ｊ１’１２ｆ１６’１７，，调整合并

的８篇文献不存在发表偏倚（Ｐ＝０．０６５），失安全系数

效应值ＯＲ＝１．７６（９５％凹：１．１５～２．６９）（图１）。

为５６篇；有调整ＯＲ值的５篇文献存在发表偏倚（Ｐ＝

进一步分析不同暴露时间和地点与ＳＧＡ之间

０．０４５），失安全系数为８０；孕早期被动吸烟与ＳＧＡ关

的关系，孕早期与孕中晚期被动吸烟与ＳＧＡ之间的

系的失安全系数为１４篇；孕中晚期被动吸烟与ＳＧＡ

合并效应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ＯＲ值分别为１．８５

关系的失安全系数为１０篇；在家暴露与ＳＧＡ之间有

（９５％Ｃ，：１．２５—２．７２）和２．１１（９５％Ｃ／：１．４３～３．１２）。

粗效应值以及调整效应值的研究均不存在发表偏

以家庭和工作场所为分类进行分层分析，家庭暴露

倚，Ｐ值分别为０．８７１和０．４４６，其失安全系数分别为

与ＳＧＡ之间的粗合并效应值（ＯＲ＝１．４３，９５％Ｃ／：

１０和５；工作暴露与ＳＧＡ之间有粗效应值以及调整

０．８０～２．５３）以及调整合并效应值（０Ｒ＝１．１７，９５％ＣＩ：

效应值研究的失安全系数分别为３和２（表２）。

０．５９～２．３５）均无统计学意义；工作暴露与ＳＧＡ的合

表２

孕期被动吸烟与ＳＧＡ间的合并ＯＲ值

并效应值虽有统计学意义（ＯＲ＝１．３４，９５％Ｃ／：
１．０７～１．６９），但是其调整合并效应值（ＯＲ＝１．１７，
９５％ＣＩ：０．８９～１．５３）没有统计学意义（表２）。
３．纳人文献的质量：本次纳入的研究样本是来
自医院和社区某段时间内的人群，均有明确的纳入
和排出标准，每个研究的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得分见
表１，最高分为８分，最低分为５分。部分文献通过
多因素分析等方法控制了孕妇体重（４／８）、文化程度
（３／８）、种族（２／８）、年龄（１／８）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孕妇被动吸烟对出生体重、低出生体重以及小于胎龄儿的影响
孕妇被动吸烟与小于胎龄儿的关系
总的ＯＲ（ｒａｎｄｏ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

１９９４

＇

ＣｈｅｎＬＨ １９９５

总的ＯＲ（ｒａｎｄｏｍ）

９５％ＣＩ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ｏｒｔｉｅｒ

注：４调整值；一文献太少无法计算发表偏倚

Ｎａｆｓｔａｄ Ｐ １９９８

－－－４

ＨａｎｋｅＷ １９９９
Ｗｉｎｄｈａｍ ＧＣ １９９９
Ｅｅｊｉｎ—Ｋａｒｌｓｓｏｎ Ｅ ２００３
Ｇｏｅｌ Ｐ ２００４

ｄ

９５％Ｃ［

●

调整ＯＲ（ｒａｎｄｏｍ）

９５％ＣＩ

９５％ＣＩ

１．３４『１．０６，１．７０１

—

●

１．１０『０．７５，１．６２１

＋

一

１．５８『０．９１，２．７５１

ｔ

—·一

２．２５『１．４６，３．４７１
２．３６『１．３８，４．０５１

—１卜＿一

Ｔｅｓｔ

Ｚ＝２．６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Ｚ＝２ ２６（Ｐ＝０．０２）

ＥＴＳ增自ｆｌＳＧＡ

图１

争

＋

—．＿４．３８『１．５４，１２．４１１

ｆ＝１２．９３

ＥＴＳ降低ｓＧＡ

１．０９［０．８５，１．３９］

‘０．９６『０．４５，２．０７１

Ｔｏｔａｌ（９５％Ｃ／）
◆
１．４５［１．０５，２．０１］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妒＝２ ４．９ ９．ｄ，＿７（．Ｐ＝０．０００８），Ｊ ２＝７２．Ｏ％
ｆｏｒ

·

０．６０『０．３５，１．０３１

ｔ

Ｈａｎ ＪＸ ２００６

调整ＯＲ（ｒａｎｄｏｍ）

ＥＴＳ降低ｓＧＡ

１．４０［Ｏ．７８，２．５０】
２．４０［１．２０，４．８０】
２．１０［１．２７，３．４８］
３．４２［１．４４，８．１４］

◆
１．７６［１．１５，２．６９］
ｄｆ＝４（Ｐ＝０．０１），＝６９．１％
：Ｐ＝０．００９）

ＥＴＳ增自ＤＳＧＡ

孕妇孕期被动吸烟与ＳＧＡ关系的森林图

史堡煎堡疸堂盘查！！！！生！旦箜！鱼鲞星！塑ｇ塾垫！坠ｉ鱼！坐ｉ！！！！婴塑型！！Ｑ！！塑！：！！！盟！：！

·７１·

值。在进一步的分层分析中，符合标准的文献更少，
讨

论

本次Ｍｅｔａ分析共纳入了８篇文献，根据不同暴

露孕期和地点，探讨孕妇孕期被动吸烟与ＳＧＡ之间

只有２～４篇，相应的失安全系数也较低，远远小于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ｔ剐提出的５ ｎ＋１０（ｎ为纳入的文献数量）标
准，因此结果的稳定性受到一定限制。

的关系，发现孕妇孕期被动吸烟能显著增加ＳＧＡ发

其次，是测量的精确度。纳入的８篇文献中，被

生的危险性。其作用机制主要为①尼古丁能使血液

动吸烟暴露的测量全部基于问卷调查，只有１篇同

呈高凝状态，收缩子宫肌和血管，增加血流阻力”砌；

时采用了生物标志进行验证。目前测量被动吸烟

②一氧化碳能够破坏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与氧结

的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和生物标志法，二者各有优

合，降低血液携带氧的能力“卅；③氰化物可导致血中

缺点：问卷调查简单易行，成本较低，并可获得不同

维生素Ｂ，：和硫胺酸水平降低，抑制细胞色素酶的活

地点和时间的暴露，但是受当时吸烟者吸烟的数

性口伽；④烟草蛋白（ＴＧＰ）可对免疫系统的效应增强

量、与吸烟者的距离、周围空气的流动大小以及对

或放大，激活被体活化的经典途径，启动炎症反应，

多个暴露综合量化能力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很难准

因此可导致血流减慢，白细胞和血小板聚集，血栓形

确测量孕妇吸人的烟雾数量［２９，２９］。有些孕妇不愿别

成和血管损伤口１１；⑤烟雾中的有害物质可引起胎盘

人知道自己被动吸烟，有可能故意隐瞒。这都会导

的病理改变导致缺氧口伽；⑥母亲被动吸烟还可使胎

致差异性错分而低估被动吸烟的效应口们。生物标志

儿体内的钙水平增加，导致锌水平降低，从而影响其

法具有客观性、精确性和定量的优点ｐ”，缺点①受

发育吲。

采样、检测技术和成本等条件限制，其可行性不

在暴露时间方面，本次分析发现孕妇孕早期和

高；②测量的是所有的暴露，不能对暴露地点和时

孕中晚期被动吸烟均可使ＳＧＡ的发生概率增加，但

间进行区分和分析口伽；③由于受检测灵敏度的影

是以往的研究一致认为被动吸烟导致胎儿体重下降

响，有些暴露水平很低的对象可能会被认为是非暴

的时期为孕中后期伫｝２５１，其作用机制为：在前胚胎

露者；④某些生物标志的半衰期较短，不能反映长

期，有害因素可以对胚胎的发生产生影响，胚胎期对

期的暴露情况【３“。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二者应该

致畸作用的感受性最强，有害因素易引起畸形发

相互结合，发挥各自的优点才能准确全面测量。另

生。而胎儿期的器官分化已基本完成，有害因素一

外，纳入的８篇文献全部基于回顾性研究，回忆偏倚

般不引起畸形，主要是导致发育迟缓、出生体重降低

很难避免ｐ１。

等【２６】。还有人认为是被动吸烟的累积效应所致口７１。

再者，有些研究对混杂因素的控制存在混乱。

本次分析结果与该理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为，本次

有些变量应该作为混杂因素给予考虑，包括孕妇的

分析中只纳入了２篇文献，每篇文献中的效应值均

年龄、种族、产次及孕周等。而有些变量，例如孕

为非调整效应值，并且都是基于回顾性研究，可能

妇身材大小、体重增长量、胎儿性别等，他们可能

存在混杂偏倚和回忆偏倚的影响，对此尚需进一步

只与胎儿出生体重有关，但是与母亲被动吸烟与否

研究。

无关，因此不能作为混杂因素【５１。但是在本次所纳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地点被动吸烟与ＳＧＡ

入的８篇文章中，控制最多的变量却是孕妇体重和

之间的关系，家庭内被动吸烟与ＳＧＡ之间的粗合并

文化程度，只有一篇控制了孕周这个最重要的混杂

效应值以及调整合并效应值均无统计学意义，虽然

因素。

工作场所中被动吸烟与ＳＧＡ之间的粗合并效应值

最后，是研究的同质性。在本次分析中，整体分

有统计学意义，但是调整合并效应值无统计学意义，

析的异质性检验Ｐ值小于ｏ．０１，这使得纳入文献的

这可能与文献数量少有关。另外，也可能存在这些

代表性受到一定限制，这与研究较少有关，并且分布

只考虑了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暴露会低估实际暴露水

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单独把三个在欧洲进行的研究

平，在其他场所，例如餐厅、公交车内等，暴露的孕妇

进行分析发现，异质性检验Ｐ值为０．０４，说明发生异

可能被认为非暴露者而低估效应值，因此在今后的

质性的可能性降低了。

研究应注意测量被动吸烟的全面性。

总之，本次分析说明孕妇孕期被动吸烟是发生

在分析本次结果时，还必须考虑以下因素：首

ＳＧＡ的危险因素。虽然所纳入的研究中存在很多

先，是研究的数量。本次分析只有８篇文献符合标

不足，但是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因此建议

准，并且仅有５篇文献可以计算调整的合并效应

在家庭、工作场所等环境禁止或限制吸烟，以促进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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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健康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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