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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剖宫产与围产儿

死亡关系的前瞻陛研究
叶荣伟

刘英惠马蕊任爱国

【摘要】

刘建蒙

目的前瞻性评价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高征）严重程度及发病时间与围产儿死亡

危险的关系。方法研究对象为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在浙江省嘉兴地区７县（市）孕满２８周分娩出生的
１３４

８５８名单胎儿及其母亲。根据是否发生妊高征建立研究队列。资料来源于监测系统的记录。

应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控制混杂因素，估计相对危险度（０尺）及９５％可信区问（ｃ，）。结果非妊高
征组和妊高征组的围产儿死亡率（９５％ＣＩ）分别为７．６‰（７．１～８．１）和９．２％ｏ（７．７～１０．８）；剖官产率
分别为４５．７％和５５．７％。与非妊高征组相比，妊高征组围产儿死亡的ＯＲ值（９５％ＣＩ）为１．２１（１．０１一
１．４６）；轻度、中度和重度妊高征组分别为０．９７（０．７７～１．２２）、１．７３（１．２６—２．３７）和２．Ｏｌ（１．１８—３．４３）；
产时、孕晚期和孕中期发病组分别为０．９９（０．７７～１．２６）、１．３９（１．０５～１．８４）和２．６９（１．５４～４．６９）。调

整母亲分娩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产次、产前检查次数、新生儿性别、妊娠期疾病和剖宫产后，妊
高征组围产儿死亡的ＯＲ值（９５％ＣＩ）为１．０９（０．９０～１．３１）；轻度、中度和重度妊高征组分别为０．８１
（０．６４～１．０２）、１．９４（１．４ｌ～２．６７）和３．３２（１．９２—５．７５）；产时、孕晚期和孕中期发病组分别为０．８２
（Ｏ．６３～１．０５）、１．５１（１．１４—２．００）和２．６７（１．５２—４．７０）。结论妊高征病情越重、发病时间越早，围
产儿死亡危险越高；剖宫产可降低妊高征患者的围产儿死亡危险。
【关键词】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围产儿死亡；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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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高征）发生于妊娠中期以

也来源于监测系统的有关记录。应用ｆ检验比较妊

后，属妊娠期特有疾病。以人群为基础的有关妊高征

高征与非妊高征组定性特征及围产儿死亡率方面的

与同产儿死亡关系的研究资料多见于发达国家ｎ。］。

差异。应用ｔ检验比较妊高征与非妊高征组定量特

国内多见以医院为基础的小样本的临床分析报道ｂ’４１，

征方面的差异。采用二项分布精确法计算有关围产

鲜见以人群为基础的、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ｂ１，且有

儿死亡率的９５％可信区间（口）。应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关妊高征严重程度、发病时间与嗣产儿死亡的研究

模型控制母亲分娩时年龄（＜２０岁、２０一岁、２５～

结果尚不一致匕一引。有研究显示，控制某些妊娠期

岁、３０～岁和≥３５岁）、职业（农民／其他）、文化程度

疾病会显著影响研究结果的一致性ｂ］。剖宫产是保

（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产次（初产

护围产儿健康的重要医疗干预措施，妊高征的许多

妇月Ｅ初产妇）、产前检查次数（＜５次、５—８次、９～１２

情形又是进行剖宫产的指征旧Ｊ驯，研究妊高征与围产

次、１３～１６次、≥１７次）、性别（男／女），估计各种暴露

儿死亡关系须考虑剖宫产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利

（妊高征及其分级与发病时间）的相对危险度（ＯＲ，）

用围产保健监测数据，建立研究队列，在控制主要混

和９５％ｃ，。妊娠期疾病和剖宫产是２个重要的混杂

杂因素后评价妊高征严重程度及发病时间与围产儿

因素，故依次调整估计ＯＲ：和ＯＲ，，以观察其影响程

死亡危险的关系。

度。将妊高征病情、发病时间赋值，视为连续变量纳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

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以检验他们与围产儿死亡危险
之问的剂量梯度关系。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Ｐ值为双侧。

所的围产保健监测系统。围产保健监测始于新婚体

结

检，经妇女妊娠期，止于产后４２ ｄ随访检查。研究对

果

象是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在浙江省嘉兴地区７县（市）孕满

１．两组分布特征：妊高征组新生儿１４ ７４４名，非

２８周分娩出生的１３４ ８８４名单胎儿及其母亲ｎ¨，剔

妊高征组新生儿１２０ １ １４名。妊高征组母亲分娩时

除出生结局不详者２６名，获得有效样本１３４ ８５８名。

平均年龄２６．８岁，非妊高征组母亲分娩时平均年龄

２．暴露与分组：妊高征的有无、分级和发病时间
均来自产前检查记录。诊断标准由我国第二届妊娠
高血压综合征防治科研协作组会议制定。根据研究
对象的母亲在孕期是否患有妊高征，将研究对象分

２６．６岁，其他有关特征在两组的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妊高征与非妊高征组有关特征比较
特征

。眢麓，磬钎嚣徭Ｐ值

为暴露组（妊高征组）和非暴露组（非妊高征组）。为
了考察暴露程度与围产儿死亡危险之间是否存在剂
量梯度关系，将妊高征组细分为轻度妊高征组、中度
妊高征组和重度妊高征组。重度妊高征包括子痫和
先兆子痫。为了考察发病时间与围产儿死亡危险之
问的关系，又将妊高征组分为产时发病组、孕晚期发
病组和孕中期发病组。
３．同产儿死亡：围产儿死亡为孕满２８周的死
胎、死产和早期新生儿（出生后７ ｄ内）死亡。以围产
儿死亡数为分子，以同期孕满２８周分娩的单胎出生
数为分母计算有关围产儿死亡率。围产儿死亡资料
来自监测系统的分娩记录和死亡报告。
４．控制变量与统计学分析：妊高征与非妊高征
组的基本特征包括母亲分娩时年龄、职业、文化程
度、产次、产前检查次数和新生儿性别。在产前或产

２．妊高征与剖宫产：妊高征组剖宫产率（５５．７％）

时检查时，诊断胎儿窘迫、胎盘早剥、羊水过少、前置

高于非妊高征组（４５．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胎盘或胎膜早破等疾病之一即定义为患有妊娠期疾

１）。妊高征病情愈重，剖宫产率愈高并且产妇要求

病。剖宫产包括临产前和临产后剖宫产。这些资料

的剖宫产所占比例愈低（表２）。重度妊高征组剖宫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 Ｙ］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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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妊高征严重程度与围产儿死亡：轻度妊高征组

产率高达８４．９％，其中产妇要求的剖宫产仅占２．３％；
非妊高征组剖宫产率为４５．７％，其中产妇要求的剖

１０

宫产所占比例高达１９．７％。

５．９～９．２）；中度妊高征组３２２３例，围产儿死亡４２例，

表２妊高征剖官产率（％）及产妇要求的剖官产构成比

６５６例，围产儿死亡７９例，死亡率为７．４％ｏ（９５％ＣＩ：

死亡率１３．０％ｏ（９５％Ｃ／：９．４～１７．６）；重度妊高征组８６５
例，围产儿死亡１４例，死亡率为１６．２％ｏ（９５％Ｃ／：８．９—
２７．０）。妊高征病情愈重，围产儿死亡率愈高。调整
孕产妇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产次、产前检查次数和
新生儿性别对该趋势没有实质改变。调整妊娠期疾
病后，虽然相对危险度估计值有所减小，但上述趋势
没有改变。进一步调整剖宫产后，相对危险度估计值

注：４括号外数据为产刘要求刮宫产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剖宫产
构成比（％）

３．妊高征与围产儿死亡：妊高征组围产儿死亡
１３５例（死胎死产６８例，早期新生儿死亡６７例），围产

有所增大，趋势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３）。表３
还显示，轻度妊高征不影响围产儿死亡危险度，但中、
重度妊高征显著增加围产儿死亡危险。

儿死亡率为９．２％ｏ（９５％Ｃ／：７．７～１０．８）；非妊高征组围

５．妊高征发病时间与围产儿死亡：产时发病

产儿死亡９０８例（死胎死产４６５，早期新生儿死亡４４３

组、孕晚期发病组和孕中期发病组围产儿死亡率依

例），围产儿死亡率为７．６％ｏ（９５％ＣＩ：７。１～８，１）。

次为７．５％ｏ（９５％Ｃ１：５．９～９．４）、１０。７‰（９５％ａ：８．１一

妊高征组围产儿死亡率高于非妊高征组（Ｄ尺＝

１３．８）和２１．０％。（９５％ｃ，：１１．７～３４．７）。妊高征发病愈

１．２１，９５％ＣＩ：１．０１—１．４６），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早，围产儿死亡率愈高。调整孕产妇年龄、职业、文

义（贶纪＃值－－－－４．３５０，Ｐ－－－－－Ｏ．０３７）。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化程度、产次、产前检查次数和新生儿性别对该趋势

模型调整孕产妇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产次、产前检

没有实质改变。但是，调整妊娠期疾病使该趋势不

查次数和新生儿性别后，相对危险度估计值有微小

再具有统计学意义。然而调整剖宫产后，趋势检验

变化（ＯＲ，＝１．２０，９５％ＣＩ：１．００～１．４４），统计检验Ｐ值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４）。表４还显示，产时妊高征

处于显著性的临界值（耽纪）ｃ２值＝３．６９０，Ｐ＝

对围产儿死亡危险度影响不显著，孕晚期和孕中期

ｏ．０５５）。调整妊娠期疾病后，相对危险度估计值明

妊高征显著增加围产儿死亡危险。

显下降（ＯＲ２＝Ｉ．０２，９５％Ｃ／：０．８５～１．２３），两组比较差

讨

异无统计学意义（贶纪ｆ值＝ｏ．０６２，Ｐ＝Ｏ．８０４）。进

论

一步调整剖宫产后，虽然相对危险度估计值有所上

本研究显示，中、重度妊高征可使围产儿死亡危

升（ＯＲ，＝１．０９，９５％６＇／：０．９０～１．３Ｉ），但两组比较差异

险增加１００％一２００％。该结论与围内外的部分研究

仍无统计学意义（贶纪）（２值＝０．７８７，Ｐ＝Ｏ．３７５）。

结论一致。对早期新生儿死亡开展的病例对照研究

表３妊高征致嗣产儿死亡率（％。）及其０Ｒ（９５％ＣＩ）

注：０尼：调整母亲分娩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产次、产前检查次数和新生儿性别；Ｄ飓：进一步调整了妊娠期疾病；ＯＲ，：进一步调整了剖

表４妊高征不同发病时间致围产儿死亡率（‰）及其０Ｒ（９５％ＣＩ）

注：同表３

·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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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中、重度妊高征显著增加早期新生儿死亡，

改善胎儿结局。国内研究也表明，剖宫产较阴道产更

且存在明显剂量反应关系（中度妊高征组早期新生

易降低妊高征组的围产儿死亡率；剔除剖宫产这一因

儿死亡的ＯＲ值为１．８，重度妊高征组为２．２）哺］。

素，妊高征是导致围产儿死亡的重要因素阳。训。

Ｈｅａｒｄ等…对澳大利亚南部的单胎同产数据的分析

综上所述，中、重度妊高征可使围产儿死亡危险

发现，与非妊高征组相比，先兆子痫显著增加围产儿

增加１００％。２００％，且发病时间越早，围产儿的死亡

死亡危险（ＯＲ＝２．５９，９５％Ｃ／：１．６５～４．０５）。但也有研

危险越高；而剖宫产可降低妊高征患者围产儿死亡

究发现妊高征的严重程度与围产儿死亡的关系受到

的发生危险。

其他因素的影响。如Ｃｈｅｎ等怛１对美国１７４３万余名

国内鲜见以大样本、前瞻性研究妊高征府隋及

单胎活产儿的分析发现，妊高征仅增加足月婴儿的

发病时间与围产儿死亡的关系。不足之处，一是研

死亡危险。重度妊高征的发病时间、孕产妇产次、研

究地区较局限，对探究因果的分析性研究的影响较

究地区的围产保健水平、妊娠期疾病及剖宫产等方

小；其二是其他妊娠期疾病可能是妊高征致围产儿

面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不一的主要原因［７Ｊ引。

死亡因果链上的因素，有控制过度之嫌，使危险度估

本研究还发现，轻度妊高征不存在围产儿死亡

计值偏低；第三是虽然剖宫产是重要的医疗干预措

的风险。这也与国内外的研究结论一致。Ｈｅａｒｄ

施，但还有许多其他治疗措施，如解痉、降压、给氧

等…发现，与非妊高征组相比，轻度妊高征组围产儿

等。由于没有采集这些医疗资料，因此无法调整这

死亡危险为０．９８（９５％Ｃ／：０．７８一１．２３）。上海市妊高

些因素的影响，也会使危险度估计值偏低。
（浙江省嘉兴地区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参加了现场工作，

征调查协作组的调查发现，９１９７例妊高征组分娩的
围产儿中死亡６６例，均只见于重度妊高征组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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