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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地区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腹裂畸形
患病率变化趋势研究
徐丽丽袁秀琴朱军李小洪王艳萍周光萱缪蕾杨义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围产儿腹裂畸形的发生情况，并分析其相关因素。方法以医院为

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方法收集资料，利用趋势ｆ检验对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中国围产儿腹裂畸形患病
率变化趋势进行研究、泊松回归模型对几个主要影响腹裂围产儿分布的因素进行危险度分析。
结果共监测新生ＪＬ６ ３０８ ５９４例，其中腹裂畸形１６０１例，总患病率为２．５４／万，１２年内没有显著增
长趋势。城乡、男女及孕产妇不同年龄组之间患病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城市患病率（１．９１／
万）低于农村（３．８７／万），男性患病率（２．２０／万）低于女性（２．６２／万），孕产妇年龄＜２０岁组患病率

（１０．３８／万）高于其他各年龄组患病率。城市腹裂畸形患病率低于农村（ＲＲ＝０．５８）；男性腹裂畸形
患病率低于女性（ＲＲ＝０．７６）；孕产妇年龄＜２０岁组围产儿腹裂患病率是３０。３４岁组的１１．４３倍

（艘＝１１．４３２）。结论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中国围产儿腹裂患病率没有显著增长，但在性别、城乡及产
妇年龄之间存在差异。年龄＜２０岁的产妇生育腹裂胎儿的危险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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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于体外，严重威胁围产儿的生存与生长发育。
腹裂在世界各地的患病率为１．ｏｏ／万至４．００／万之间，

中国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的平均患病率为２．５６历…。腹
裂作为围产儿先天缺陷中最常见的一种，近年来患
病率呈上升趋势，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陋’。国内
外流行病学者对腹裂患病率动态变化趋势的研究结

宇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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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尽相同，关于腹裂患病率近几十年变化趋势主

病率最高，３０一３４岁组最低（表１）。

要有上升和不变两种观点ｎ＾４｜。本研究主要通过ｆ
趋势检验和泊松回归模型研究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中国
围产儿腹裂畸形的发生趋势。
对象与方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中国围产儿腹裂患病率（历）

表１

类别弓蛩簇患病率（９５％ｃ０
地区

２０７．６００（０．ｏｏｏ）

城市４３１７ ５３３

８２３

１．９１（１．７０—１．９２）

１ ９９１ ０６１

７７０

３．８７（３．２２—４．０１

男

３ ３４８０７５

７３７

２．２０（２．１２—２．５们

女

２ ９５８ ７８７

７７４

２．６２（２．２３—２．７３）

３３ ０４３

３６

２０～２４

ｌ ４７５ ３３７

７０９

４．８１（４．０４～４．７８）

２５～２９

３ ２８２ ６５２

６１３

１．８７（１．６２一１．９６）

３０～３４

ｌ １６３ ０５ｌ

１６２

１．３９（１．０２—１．３６）

３５４ ５ｌＩ

７７

２．１７（１．８６—２．３１１

６ ３０８ ５９４

１６０１

２．５４（２．３６～２．８８）

农村
性别

１．对象：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４６０。４８０家医院参加国家级出生缺陷监测网，监测

对象为监测医院中出生孕满２８周的活产儿、死胎和
死产儿，先天性畸形的临床最大诊断期限为出生后
７

ｄ。根据ＩＣＤ一１０分类法对监测的先天性腹裂畸形

进行分类编码。腹裂病例定义为以腹腔内脏通过腹

ｆ啪

１１．２７６（０．００１）

产妇年龄（岁）
＜２０

≥３５

合计

２８０．６９０（０．ｏｏｏ）
１０．３８（９．２８～１１．２２）

注：城市和农村、男性和女性之和及产妇各年龄段围产数／腹裂

壁缺损暴露于外为特征的先天性畸形，又称脐旁裂，

数之和均小于总的围产数／腹裂数，是因为居住地、性别和产妇年龄

应排除脐膨出。

不详的围产儿／腹裂儿未进入统计

２．方法：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监测方案，对上述
４６０～４８０家医院进行监测，每年共监测出生人数４２

ｆ线性趋势检验：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中国腹裂总患
病率１２年来无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Ｐ＝Ｏ．２３１），

万～５０万。采用统一表格，腹裂畸形确诊后，由监测

见图ｌ。

医院中接受专门培训的医生填报监测表。资料逐级
上报，数据整理后录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学分析。
３．统计学分析：运用ｆ检验从现象上分析腹裂
畸形患病率在城乡、男女和产妇不同年龄段之间的
差异；运用泊松回归模型从本质上分析城乡、男女和
产妇年龄（排除相互间的干扰）对腹裂患病率的相对
危险度。泊松回归模型中引进年度、围产儿性别、孕
年份

产妇居住地和孕产妇年龄共４个变量，其中孕产妇
年龄根据５个年龄段分成５个变量。运用ＳＡＳ ９．０软
件完成统计学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判断差异有统计

图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中国围产儿腹裂患病率变化趋势

（２）腹裂相关因素的泊松回归模型分析：将年
份、孕产妇居住地、围产儿性别和孕产妇年龄作为自

学意义的标准。
结

果

变量引入泊松回归模型，结果显示，除年份外，其他
变量均有统计学意义，即均衡城乡、胎儿性别及产妇

１．总患病率：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共计监测围产儿总

年龄等因素后，１２年间中国围产儿腹裂畸形的患病

５９４例，其中腹裂患儿１６０１例，全国总患

率并无显著的增长趋势，且中国城乡、男女及孕产妇

病率为２．５４／万。其中，农村患病率３．８７历，城镇患

各年龄组间围产儿腹裂患病率有差异（表２）。说明

数为６

３０８

病率１．９１／万，男性患病率２．２０／ＴＪ＂，女性患病率２．６２／

围产儿的性别、产妇的居住地和年龄很可能是围产

万，孕产妇年龄＜２０岁组患病率为１０．３８历，２０～２４

儿腹裂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城镇围产儿发生腹裂

岁组为４．８１／万，２５—２９岁组为１．８７历，３０一３４岁组

的相对危险度是农村围产儿的ｏ．５８倍（ＲＲ＝０．５８，

为１．３９／万，＞３５岁组为２．１７历。

９５％ＣＩ：一０．６５ｌ—．０．４３７）；男性围产儿发生腹裂的

２．腹裂相关因素分析：

相对危险度是女性围产儿的０．７６倍（ＲＲ＝Ｏ．７６，

（１）患病率差异的ｆ检验：围产儿腹裂患病率在

９５％Ｃ／：一０．３７４—．０．１６４）；孕产妇年龄＜２０岁组围

城乡、性别和孕产妇各年龄段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产儿腹裂患病率是３０—３４岁组的１１．４３倍（ＲＲ＝

义（Ｐ＝０．０００、Ｐ＝Ｏ．００１、Ｐ＝０．０００），农村围产儿腹裂

１１．４３２。９５％Ｃ／：２．１０５—２．７６７），孕产妇年龄２０一２４

患病率大于城镇围产儿；女性围产儿腹裂患病率大

岁组是３０～３４组的３．２倍（ＲＲ－－３．１９７，９５％ｃ，：

于男性围产ＪＬ；孕产妇年龄＜２０岁组围产儿腹裂患

０．９７５。１．３４９），可见，孕产妇生活在农村、围产儿性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２７０－

别为女性和年龄＜３０岁或者＞３５岁均是围产儿腹

有研究显示近几年来腹裂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如

裂的危险因素，其中以孕产妇年龄＜２０岁组围产儿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腹裂患病率增长

腹裂危险度最大（表２）。

了１３０％ｔ刮，这一增长可能与孕产妇年龄构成变化有

表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中国围产儿腹裂畸形发生趋势及相关
影响因素的泊松回归分析

关。美国北卡罗来纳州２０岁以下的孕产妇比例为
１４％ｔ引，中国仅为１．５％，虽然比１９９６年的０．３９％有大
幅增长，但仍明显小于美国，另外，中国３０岁以上的
孕产妇所占比例从１９９６年的１４％增长至２００８年的
３１％，接近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３２％［６Ｊ，１９９６—２００７

年中国产妇年龄３０～３４岁组的围产儿腹裂患病率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能与中国腹裂患病率没有
出现上升趋势有关。
中国围产儿腹裂患病率在城乡、男女及产妇不同
注：常数项代表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中困嗣产儿腹裂畸形的基础患病

率；孕妇年龄以３０一３４组为参照进行【叫归分析

讨

论

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国外相关研究类
似¨＾引。农村围产儿腹裂畸形患病率高可能与农村环
境差、营养不均衡及孕产妇保健意识差有关。女性围
产儿腹裂患病率高于男性围产儿，可能与性激素等有

虽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围产儿腹裂患病率比很

关，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孕产妇年龄作为围产儿腹

多国家都要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腹裂患病率

裂的影响因素是目前研究腹裂危险因素的成果中较

很有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主要原因有两个

为一致结论。几乎所有研究腹裂危险因素的论著均认

方面，第一，我国出生缺陷监测范围为孕２８周的胎

为低龄产妇尤其是孕产妇年龄＜２０岁是围产儿腹裂

儿，部分腹裂胎儿在孕２８周前经产前超声诊断并终

的重大危险因素，可见孕产妇年龄小从国内外研究看

止妊娠的腹裂病例未进入监测范围，而其他一些国家

均为腹裂的危险因素，可能与该群体身体器官发育不

出生缺陷监测从孕２０周或孕２２周开始。第二，存在

成熟及生活习惯与生活环境欠佳有关。

漏报现象。虽然本次研究的数据涵盖全国３１个省

［感谢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领导、全国出生缺陷监测
项目组全体工作人员、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级卫生行政管理

（直辖市、自治区），跨越１２个年份，相对比较全面和

部门及监测医院］

稳定，但是很可能存在漏报现象，其主要原因有：①基
层医院对于腹裂畸形的诊断水平有限，不能完全检出
腹裂病例；②部分医院对出生缺陷报告制度的执行力
度较差，不能充分上报信息；③部分农村地区尚有在
家分娩的情况，分娩的出生缺陷儿被私自处理。虽然
通过专家组的协助诊断和对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逐
级的信息质量控制工作和住院分娩补助等妇幼项目
的开展，大大降低了漏报率，但是少量的漏报可能依
然存在，所以本文研究得出的腹裂畸形患病率很可能
比实际的要低，尤其农村产妇在家分娩相对城市要
多，在家流产或者分娩的腹裂胎儿漏报率就很可能比
住院分娩的要高，这进一步使得本次研究低估了农村
围产儿腹裂患病率。
腹裂是一种罕见的腹壁发育缺陷，１９９６－－２００７
年中国围产儿腹裂畸形总数为１６０１例，患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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