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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甘肃省２００８年未修复唇腭裂患者
检出率分析
舒正杨祖耀盂若谷詹思延代表微笑列车甘肃省唇腭裂修复示范省项目协作组
【摘要】

目的调查甘肃省未修复唇腭裂患者的数量及分布情况。方法甘肃省卫生、人

口计划生育系统的各级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在２００８年１—１２月利用人口普查网络系统筛查甘肃
省境内所有未修复唇腭裂患者，采用统一问卷收集患者一般情况、家庭状况和唇腭裂分型等信
息。结果２００８年甘肃省未修复唇腭裂患者共４６７５例，总检出率为１．８４／万，男性（２．１１／万）高于女

性（１．４３／万）；低年龄组（４．８６历）高于中年龄组（Ｏ．９７／万）和高年龄组（０．６８／万），其中，新生儿患者

的检出率为１３．５／万；农村（２．２３历）高于城市（０．６２／万）；贫困县（２．１９／万）高于非贫困县（１．３５历）。
各地区相比，以白银市未修复唇腭裂的检出率（２．７历）最高，金昌市（０．７／万）最低。结论未修复
唇腭裂对甘肃省造成一定的疾病负担，尤其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影响较大。
【关键词】唇腭裂；普查；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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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腭裂是出生缺陷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据国际

性唇腭裂发生率约为１．２９％ｅ一１．３７‰，仅次于神经

出生缺陷监测数据交换中心报告显示，非综合征性

管畸形。甘肃省唇腭裂在各类先天畸形中所占比例

唇腭裂的发生率约为０．７‰～２．５‰，在所有出生缺

为前三位，其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０８年

陷中顺位为２—４位…，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域之间有

ｌ一１２月，甘肃省卫生厅在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的

差异。我国出生缺陷监测的数据显示陋。１，非综合征

资助下开展了“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甘肃示范省项
目”，旨在对具有甘肃省户籍和在该地居住６个月以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１４
基金项目：微笑列车基金会

上的流动人口中符合手术修复条件的年龄３月龄以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上的唇裂患者和年龄３岁以上的腭裂患者，进行免

（舒正、杨祖耀、詹思延）；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孟若谷）

费手术修复，使甘肃省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在界

微笑列车甘肃省唇腭裂修复示范省项目协作组成员：美国微笑列车

基金会、中国甘肃省卫生厅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通信作者：詹思延，Ｅｍａｉｌ：ｓｉｙａｎ．ｚｈａｎ＠ｂｉｍｕ．ｅｄｕ．ｃｎ

定人口范围内无未修复唇腭裂患者的地区。此项目
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利用人口普查的网络系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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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甘肃省境内所有未修复唇腭裂患者。本文报告该

填写的重复情况、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核查。
（１）问卷填写的重复情况：对数据库中相同或相

次普查的基本情况。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普查范围包括甘肃省户籍人口和
在该地居住６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对其中有唇裂
和／或腭裂且尚未修复的患者进行逐一调查。

近的记录进行核查，并与原始纸版问卷核对。结果
发现，全省１４个市（州）共有２８例患者的资料被重复
记录，重复率为０．６０％。
（２）问卷填写完整性：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调查获
得的未修复患者数据中分别抽取５％（即抽样问隔为２０

２．调查方法：

条记录）进行核查。结果共从４６７５例患者中抽出２３５

（１）调查问卷：采用由微笑列车基金会设计的问

例，其中１８ｌ例患者的资料完整，填写完整率为７７％，

卷，内容包括患者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出生日期

另５４例患者的资料均为联系人和威联系电话缺失。

等）、家庭情况（住址、人口数、父母亲信息等）、唇腭

（３）问卷填写真实性：采取典型抽样方法，结合

裂患病情况、联系人与联系方式等。每份调查表要

唇腭裂的患病水平及交通、语言等方面的条件，选择

求附患者照片。

永靖县三塬镇高白村和皋兰县黑石乡和平村、星湾

（２）调查过程：由甘肃省卫生厅组织协调。分为

村为评估点，对病例的家庭进行访视，结果发现该评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０８年１—７月）由甘肃省各地

估点的问卷信息均真实可靠，所有的未修复唇腭裂

卫生局开展实施，通过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和城市

患者均被调查人员记录。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组织的医生，以乡镇、

４．统计学分析：调查问卷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软件

社区、村、组魁为单位，对未修复唇腭裂患者进行入

录入，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实现。检出率＝

户调查和磴记；第二阶段（２００８年８—１２月）由甘肃省

（普查发现的未修复唇腭裂患者数／甘肃省２００８年相

人口计划委员会组织，利用其人员及网络，在第一阶

应的人口数）×１００％。其中，总的检出率及三种诊

段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筛查登记。调查人员为各地计

断类型的检出率均以甘肃省２００８年年中的总人口

划生育专干和自管小组长／楼／ｌ，组长。此阶段筛查模

数为分母，新生儿中的检出率以甘肃省２００８年全年

式与全国人口普查的模式基本相同（图１）。由于本

的出生人数为分母，其他则以相应亚组的２００８年年

次普查是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联合开展的惠民项目，

中人口数为分母。数据来源为２００８年甘肃省年鉴

在正式实施前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过广泛的宣传，且由

和甘肃省人口统计办公室《关于２００８年全省人口变

基层干部和医生作为行政任务来执行，因此调查本身

动主要数据的通报》。

没有采用知情同意手续，但患者是否接受免费手术则

结

果

由其自身及家人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决定。
本次普查共发现未修复唇腭裂患者４６７５例，总

检出率为１．８４历（表１）。
患者年龄中位数为１１岁，四分位数间距为３—２３
岁，其频数分布见图２。其中，＜１４岁共２７０６例（５７．９％），

１５～６４岁１８１９例（３８．９％），≥６５岁１３４例（２．９％）。
全省１４个市（州）未修复唇腭裂患者的地区分布
见表２。其中白银、定西、临夏、甘南和庆阳地区的检
出率较高，金昌、兰州和嘉峪关地区较低。
讨

论

本研究将唇裂与腭裂合并统计，主要原因是获
口责仔币位，人

口行政区划［３普台英。普☆负责人◆签协议／责任书

图ｌ甘肃省未修复唇腭裂患者第二阶段筛查模式图

得甘肃省未修复唇腭裂疾病负担的相关数据和对不
同人群的影响，为开展“普治”工作提供基本信息。

３．质量控制：整个研究采取严格的质量控制。

本文结果中甘肃省２００８年新生儿唇腭裂检出

调查人员均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并经过培训；调查

率为１３．５／万，而该省同期出生缺陷监测资料显示的

结束后，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组织专家对问卷

新生儿唇腭裂发生率为１８．７３／万。两者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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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甘肃省４６７５例未修复唇腭裂患者分布及检出率（／万）

年中人口数，推算２００８年全国未修复唇腭裂患者数

类别黧１０口数。乏出１掣１
（×）…１

为２１９ ８７２例。应当注意的是，未修复唇腭裂患者数

口数。譬０ １掣。

类别

划。口，ｆｌ，斋ＡＸ ０，磊豢警
４）…、。
（１

性别
男

１３４６．３

２８４７

２．１ｌ

女

１２７６．３

１８２８

１．４３

２６２２．６

混合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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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
＜１４
１５～６４
≥６５

农村

１７８６．８

５２１

０．６２

３９８１

２．２３

３４．７

４６８

１３．５

夕ｐ省

一

５５７．３

２７０６

４．８６

不详

一

１８６７．７

１８１９

０．９７

１３４

０．６８

是

１３２２．８

２９０３

２．１９

一

否

１２９９．８

１７５７

１．３５

１９７．６

不详

居住地
城镇８３５．９

０．５５

１４３６

１６

一

临床诊断
单纯唇裂２６２２．６ ｌ ８９０
单纯腭裂２６２２．６

１３４９

０．７３

７

一

１６６

一

可能会受到唇腭裂发生、修复及死亡Ｊ隋况的影响。有
文献表明口］，从长期来看，唇腭裂的发生率比较稳定，

但是不同省份和地区存在差异。唇腭裂的修复情况
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关，其中包括开展唇腭裂修
复的慈善项目。关于未修复唇腭裂患者的期望寿命
和死亡情况（围产期除外）的数据至今尚未见报道。

是否贫困县

外省

一

７

一

不详

一

８

一

Ｏ．５２

而上述推算是假设甘肃省未修复唇腭裂的各种影响
因素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因此，根据甘肃省未修复
唇腭裂的数据来推算其他地区的情况应十分谨慎。

注：新生儿未修复唇腭裂的检出率即为２００８年唇腭裂发生率

从本研究结果可见，唇腭裂对患者影响较大．。

（由于计算新生儿发生率和计算＜１４岁组检出率采用的总人数来源
不同，因此将新生儿单独计算）

有２．９％（１３４例）的未修复唇腭裂患者在被筛查时年
龄为≥６５岁，说明该人群终身未能进行手术修复。

８００

有３８．９％（１８１９例）的未修复患者在筛查时年龄为
６００

墅４００
２００

：饕
匿

１５—６４岁，势必对这些人的工作生活和社会适应造

成一定影响。此外，未修复唇腭裂的检出率在农村
高于城市，贫困县高于非贫困县。而农村和贫困地

‰舰～…
２０

４０

区恰恰是最缺乏医疗资源、最需要劳动力的地区。
对于农村的贫困家庭来说，唇腭裂不仅造成沉重的

经济负担，且进一步加重贫困，故应对农村和贫苦地

６０

区给予更多关注。

年龄（岁）

本研究有局限性。采用两阶段筛查虽然提高了

图２甘肃省４６７５例未修复唇腭裂患者的年龄分布

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成本。

表２甘肃省４６７５例未修复唇腭裂患者的地区分布

［本项目由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提供资金；甘肃省卫生厅、计划

构成比（％）及检＿Ｉ｛ｊ率（／万）

生育委员会（主要人员：刘维中、常继乐、滕贵明、李青霞、王力、王

地区例数警念器警 地区例数警念嚣警
兰州

２８９

嘉峪关２１

６．２

３３０。２

０．９

酒泉

１７３

３．７

１００．２

１．７

０．５

２０．８

１．０

庆阳

５１９

１１．１

２５１．７

２．１

军）负责立项、设计，并组织普查和数据收集、汇总，北京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负责项目评估、数据核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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