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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广东省不同地域孕产妇围生期栓塞性疾病发病情况、流行病学特征及

相关高危因素。方法回顾性调查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广东省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１３
家三甲医院共１６９ ２１８名孕产妇病历资料，分析妊娠期或产褥期栓塞性疾病的发病率及其流行病
学特征。结果（１）１６９ ２１８名孕产妇中，栓塞性疾病共２０１例，发生率为１ ３％ｏ，其中妊娠或产褥

期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ＤＶＴ）１２８例，合并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ＣＶＴ）６８例，合并肺栓塞５
例，发生率分别为Ｏ ８％ｅ、０．４％０、０．０２％。。（２）珠三角地区孕产妇ＤｖＴ发生前５位高危因素主要为既往

血栓病史或血栓家族史、妊娠合并症、妊娠合并内科疾病、卧床时间＞３ ｄ、孕期体重增长＞１５ｋｇ；粤
东、西、北地区孕产妇ＤＶＴ发生前５位高危因素主要为孕期体重增长＞１５奴、卧床时间＞３ ｄ、子
痫前期、剖宫产手术、妊娠合并症。珠三角地区孕产妇ＣＶＴ发生前５位高危因素主要为子痫、子
痫前期、妊娠合并症、卧床时间＞３ ｄ、既往血栓病史或血栓家族史；粤东、西、北地区孕产妇ＣＶＴ
发生前５位高危因素主要为子痫、子痫前期、高龄或低龄妊娠、孕期体重增长＞１５ ｋｇ、妊娠合并

症。结论不同地域围生期栓塞性疾病的发病率及危险因素存在着一定差异；对不同地域栓塞
性疾病发病特点及发病高危因素采取有效措施，是预防和降低疾病发生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深静脉血栓；颅内静脉血栓；发生率；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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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及产褥期并发栓寒性疾病是一种较为严

２．研究方法：通过疾病名诊断检索（ＩＣＤ一９），对

重的产科并发症，影响孕产妇生活质量及身体健

１３所医院电子病案或手Ｔ病案查询，检索时间为

康“ｌ“，主要包括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ＤＶＴ）、肺动

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获得每年分娩量及栓塞

脉栓塞（ＰＥ）、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ｃｗ）等及其他

性疾病的发生人数及其病案号。采用回顾性方法对

罕见部位的动静脉血栓形成。妊娠期和产褥期是孕

妊娠期或产褥期发生ＤＶＴ、ＣＶＴ、ＰＥ的２０１例孕产

龄期女性深静脉血栓的高发期。３’“，主要与围生期机

妇作为病例组，用ｌ：ｌ配对方法随机选择２２３例无不

体血液高凝状态有关。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产后出

良孕产史、明显妊娠期合并症或并发症的同期住院

血仍然是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但对于欧美等

分娩孕产妇作为对照组。分析ＤＶＴ、ＣＶＴ、ＰＥ的发

发达国家，围生期栓塞性疾病成为继妊娠期高血压

生时间、部位、危险因素等。孕产妇的一般临床资料

及感染性疾病后孕产妇第３位妊娠期相关死亡原

包括年龄、体重指数（ＢＭＩ）、孕期体重增加情况、既

因”１。本研究采取抽样调查方法探讨广东省不同地

往分娩情况、是否规律产检；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剖

域孕产妇围生期栓塞性疾病发生情况、流行病学特

宫产手术史，卧床时间＞３ ｄ，出现子痫前期和／或子

征及相关高危因素，为预防该类疾病的发生以及尽

痫，存在妊娠、分娩、产褥期合并症（产后ｍ血、产褥

甲－诊断、及时治疗，改善孕产妇预后，降低孕产妇死

感染、巨大儿、宫内死胎、羊水过少等）及合并内科

亡提供理论依据。

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抗心磷脂综合征、肺部感
资料与方法

染、肾病综合征等）。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１．研究对象：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从珠三

析。计数和等级资料分别用例数、百分数表示。计

角地区随机抽取广州、深圳、佛山、东莞４个城市，并

数资料间比较采用Ｌｅｖｅｎｅ检验。危险因素采用二

从粤东、西、北地区各随机抽取１个城市（清远、韶
关、汕头），再从上述城市中随机抽取１～２所ｉ甲医

分类变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对剖宫产手术
史，卧床时间＞３ ｄ，不规律产前检查，出现子痫前期

院或妇幼保健院。共１３所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

和子痫，存存妊娠、分娩、产褥期合并症及合并内科

南方医院、珠江医院，广州医学院第二、三附属医院，

疾病等危险因素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广州军区总医院，东莞市厚街医院，佛山市妇幼保健

结

院，佛山市顺德区人民医院，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新

果

１．围生期栓塞陛疾病发生率：１６９ ２１８名孕产妇

会市妇幼保健院，粤北人民医院，清远市人民医院和
汕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组。刘２００５年１月至

中，合并ＤＶＴ １２８例，ＣＶＴ ６８例，ＰＥ ５例，发生率分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３所医院１６９ ２１８名孕产妇病历资料进

别为０．８‰、ｏ．４‰、０．０２％。。其中珠三角地区调查孕

行回顾性调查。诊断标准按文献［５—７］。入组标准：

产妇１１９ ９６３名，ＤＶＴ、ＣＶＴ和ＰＥ分别为４２（０．４％一）、

＠ＤＶＴ、ＣＶＴ、ＰＥ均发生在妊娠期或产褥期；②排除

ｉｓ（０．２％。）和３（０．００５％。）例；粤东地区共调查孕产妇

孕前下肢外伤、感染等造成的ＤＶＴ，孕前静脉曲张

１８

及孕前或孕中发现颅内肿瘤或颅内感染性疾病患

（Ｏ．６％０）和０例；粤西地区调查孕产妇１８ ０３６名，

者；③临床资料记录完整。

ＤＶＴ、ＣＶＴ和ＰＥ分别为２８（１．５％ｏ）、１８（０．９‰）和１

８４５名，ＤＶＴ、ＣＶＴ和ＰＥ分别为２２（１．２‰）、１３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４ｆｌ第３３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４

（０．０５％。）例；粤北地区调查孕产妇１２ ４３７名，ＤＶＴ、

表２广东省不同地域ＣＶＴ孕产妇一般情况

ＣＶＴ和ＰＥ分别为３６（２．９％Ｄ）、１９（１．５％。）和１

硼

（０．０８％。）例。
２．围牛期栓寨性疾病孕产妇一般情况：本研究

珠三角

粤东

粤北

△＃

（黑）（鉴１８）（鉴１３）（答１９）（晶
（ｎ＝１８）

年龄扛±５，岁）

粤西
∞＝）

ｍ＝

）

（ｎ＝

３４．１－＋２．６。２５．８±３．３ ２５．６±７．１ ２３．２±３．６

共纳入ＤＶＴ、ＰＥ孕产妇１２８和５例。各地区患者

ＢＭＩ（ｉ＋ｓ，ｋ∥ｍ２）２８．４＋５．９。２２．５±４．１ ２２．４＋３．８ １９．２±４．５

ＢＭＩ、体重增加情况、初产妇、农村人Ｅｌ比例、发病季

体重增加６±ｓ，ｋｇ）３３ ８２５．０。２４．６＋６．５ ２５．４±５．６ ２４．９±４ ３

节及平均动脉压的差异元统计学意义（尸＞０．０５），年

ＳＢＰ（ｊ±ｓ，ｎｌｒｎＨｇ）１３５±３５

龄及规律产前检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珠

’

）、

１３７±１９
８９±１８

ＤＢＰ（ｉ＋ｓ．ｒｎｍＨｇ）８６±２４

１４１＋２３

１４８＋２４

９３＋２６

９５±１８

农村人口６

１２（６７）

９（５０）

９（６９）

１２（６３）４２（６２）

三角地区孕产妇年龄和规律产前检查明显高于粤

产褥期发病６

１３（７２）

１４（７７１

９（６９）

１３（６８）４９（７２）

东、西、北地区，而产褥期血栓形成发生率稍低于这

发病季节（月）５
１－－３

２（１１）

３（１７）

５（３８）

２（１１）

４－－６

ｌ（６）

０（Ｏ）

Ｏ（Ｏ）

１０１）

７

６（３３）８（４４）

３（２３）８（４４）

２５（３７）

墅！！

塑翌

！坐２

１墅！！

些地区（Ｐ＜０．０５）。见表ｌ。６８例ＣＶＴ孕产妇中，初
产妇、农村人口比例、平均动脉压的地区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Ｏ．０５），年龄、ＢＭＩ、体重增加情况、规律

！！＝！！

产前检查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珠三角地
区孕产妇年龄、ＢＭＩ、规律产前检查及体重增加情况

９

：生！！

１２（１８）
３（４）

注：“６同表１；。珠三角地区与粤西、北地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Ｐ＜Ｏ．０５）

明显高于粤东、西、北地区（Ｐ＜Ｏ．０５），见表２。７—９、

４．围牛期栓塞性疾病高危因素分析：通过比较

１０—１２月ＤＶＴ、ＣＶＴ和ＰＥ发生率各地区均明显高

不同地区栓塞性疾病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按大小排

于同年其他季度（Ｐ＜Ｏ．０５）。产褥期血栓形成各地

序。珠三角地区孕产妇ＤＶＴ前５位高危因素主要

区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包括既往血栓病史或血栓家族史、妊娠合并症、妊

表ｌ广东省不同地域ＤＶＴ和ＰＥ孕产妇一般情况

娠合并内科疾病、卧床时间＞３ ｄ、孕期体重增长＞
１５

珠三角
项目

地区

粤两
地区

粤东
地区

粤Ｊ匕
地区

厶｛＋
，９’１ １一

（ｎ：４５）（ｎ＝２９）（ｎ：２２）（ｎ＝３７）（ｎ‘１３３）
年龄６±ｓ，岁１

３５．２±４．２。２６．８±５．７ ２８．１±５．３ ２５．７±６．２

ｄ、

子痫前期、剖宫产手术、妊娠合并症。珠三角地区孕
产妇ｃｖＴ前５位高危因素主要包括子痫、子痫前期、

ＢＭＩ压±５，ｋｇ／ｍ２）２６．７±５．６ ２５．１±７．６ ２４．８±６．５ ２４．７±５．１

体重增加伍±ｓ，ｋｇ）３３．４±６．２

ｋｇ。粤东、西、北地区孕产妇ＤＶＴ前５位高危因

素主要包括孕期体重增长＞１５ ｋｇ、卧床时间＞３

妊娠合并症、卧床时间＞３ ｄ、既往血栓病史或血栓

２６．３±４．４ ２７．９±５．６ ２６．８±７．Ｉ

家族史。粤东、西、北地区孕产妇ＣＶＴ前５位高危因

ＳＢＰｔ互＋ｓ，ｍｍｆ地）１１６＋２５

１１８＋＿２３

１１２＋１７

１１７＋２６

ＤＢＰ（ｉ±ｓ．ｎｌＪｌ，ｌＩ－［ｇ）７５±１２

７９＋２１

１５０＋＿２３

８３±１８

农村人口６

２６（５８）

１８（６２）

１３（５９）

２３（６２）８０（６０）

产褥期发病６

３２（７３）。

２５（８６）

］９（８６）

３３（８９）１０９（８２）

１－－３

１８（３４）

１３（４４）

３（１４）

ｓ０４）

３９（２９）

４—６

６ｄ３）

５ｄ７）

６（２８）

１６（４３）

３３（２５）

刘宝瑛等旧３回顾性调查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广州市

７—９

９（２０）

２（７）８（３６）

５（１４）

２４（１８）

１８所医院共９３ ６５１例孕产妇，围生期ＤＶＴ发生率为

１２（３２）

３８（２８）

素主要包括子痫、子痫前期、高龄或低龄妊娠、孕期

发病季节阴）６

１０一１２

体重增长＞１５ ｋｇ、妊娠合并症（表３、４）。
讨

１２（２６）

９（３１）

５（２３）

注：ＤＶＴ和ＰＥ合并分析；‘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６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
生率（％）

论

０．０５２％，其中ＰＥ为０．００３％。周升等凹１总结２００２年１
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院分娩
的孕产妇共１５ ６５２例，围生期ＣＶＴ发生率为

３．不同地区ＣＶＴ和ＤＶＴ孕产妇一般情况比较：

０．１５％。国外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围生期孕产妇

本研究中，ＣＶＴ孕产妇平均年龄低于同地区ＤＶＴ患

ＤＶＴ发生率为０．２４５％～Ｏ．３２５％，ＰＥ发生率为

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ＣＶＴ孕产妇平

０．０７９％；妊娠期ＣＶＴ发生率为０．０１５％～０．０２２％，产

均血压水平，ＳＢＰ及ＤＢＰ均明显高于同地区ＤＶＴ患

褥期发生率为０．０１２％～０．０２２％。有文献报道ｎ３’“３由

者（Ｐ＜０．０５）。初产妇及农村人口比例，同地区ＣＶＴ

于基因多态性及种族差异，ＤＶＴ在不同人群中存在

与ＤＶＴ孕产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疾病

差异。亚洲人群发生ＤＶＴ明显低于欧美人群。本

与季节关系：１—３月、４—６月ＤＶＴ发生率各地区明

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４个地区围生期孕产妇ＤＶＴ和

显高于ＣＶＴ（Ｐ＜Ｏ．０５），７—９、１０—１２月ＤＶＴ与ＣＶＴ

ＰＥ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国外报道，而与国内既往调查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见表２。

结果相似。子痫、重度子痫前期易导致血液高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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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孕产妇围生期栓塞性疾病高危因素分析

注：同表３

管内皮受损而增加ＣＶＴ发生风险““。本研究结果

制上可能存在差异。由于秋冬季子痫前期和子痫的

显示ＣＶＴ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国内外报道。

发病率升高ｎ“，而后者提高血管通透性，血浆外渗，

本研究结果提示，广东省不同地域孕产妇围生

全血黏度明显增加，随之ＣＶＴ的发生率上升。本研

期栓塞性疾病构成比和高危因素存在差异。珠三角

究结果提示，低龄、初产、不规律产前检查易增加

地区该人群栓塞性疾病主要以ＤＶＴ为主，而ＣＶＴ病

ＣＶＴ发生率，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增加重度子痫前

例数的构成比不足１／３。粤东、西、北地区ｃＶＴ发生

期的发生概率。本研究各地区ＣＶＴ高危因素基本

率构成比明显高于珠ｉ角地区；后者ＤＶＴ发生的高

一致，主要包括子痫前期和子痫、妊娠合并内科疾病

危因素，主要有高龄妊娠、既往有血栓史或血栓家族

（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抗心磷脂综合征），但农村人口

史及合并内科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抗心磷脂综

和不规律产前检查是围生期栓塞性疾病发生的高危

合征）；而前者ＤＶＴ发生的高危因素则主要包括剖

因素之一。

宫产手术、卧床时间＞３ ｄ、妊娠合并子痫前期或其

本研究中大部分围生期栓塞性疾病发生在粤

他妊娠合并症和产褥期感染等。调查地区孕产妇围

东、西和北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珠三角地区以

生期ＣＶＴ发病年龄及初产妇比例均小于同期同地

ＤＶＴ发生率高，主要是该地区人群多具有高龄、血

区ＤＶＴ患者，而基础血压值却明显高于同地区ＤＶＴ

栓史或血栓家族史等高危因素；粤东、西和北地区孕

患者。与ＤＶＴ不同，ＣＶＴ的发生与季节明显相关，

产妇由于子痫前期或其他妊娠合并症、剖宫产手术、

秋冬季显著高于春夏季，提示ＤＶＴ和ＣＶＴ在发病机

产褥期感染等因素导致卧床时间过长是发生ＤＶＴ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４月第３３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Ｖｏｌ ３３．Ｎｏ

的重要危险因素。

４

４１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ｍ＇Ａｍｅｒｉｅａ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１

本研究存在不足。主要采用回顾性调查，可能
存在偏倚；其次粤东、两、北地区由于医疗、经济水平
相对欠发达，不排除漏诊部分病例而低估疾病的发
生率；本研究中分析还发现，产后发牛栓塞性疾病的
患者，部分到综合医院就诊从而降低了’围生期栓塞
性疾病的总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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