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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两县妇女孕２８周前终止妊娠

对神经管缺陷总患病率的影响
李凯何祥波张乐
ｆ摘要】

李智文叶荣伟刘建蒙翟瑞琴段先进任爱国

目的探讨妇女孕２８周前终止妊娠对神经管缺陷（Ｎ１１）ｓ）总患病率的影响。方法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山西省太谷和平定县进行以体表缺陷为主的出生缺陷监测，计算孕２８周前、后（围
产儿）和ＮＴＤｓ总患病率。分析其变化趋势并进行比较。同时计算孕２８周前因产前诊断引产的
／叮Ｉ＇Ｄｓ病例数及构成。结果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太谷和平定县共监测围产儿５２ ３６６名，其中ＮＴＤｓ患

）Ｌ４８５例，总患病率为９２．６历；ＮＴＤｓ总患病率呈下降趋势。孕２８周前ＮＴＤｓ患病率为６０．９／万，围
产几中ＮＴＤｓ患病率为３Ｉ．７／万．因此，两县围产ＪＬ出生缺陷监测到的ＮＴＤｓ患病率比ＮＴＤｓ真实患
病率低估６６．Ｏ％。近年两县孕２８周后监测到的ＮＴＤｓ病例数在ＮＴＤｓ总病例数中的构成比占
４０．Ｏ％左右。结论基于围产儿的出生缺陷监测，低估了人群中ＮＴＤｓ的真实患病率，无脑缺陷更

严重。建议改进目前的出生缺陷监测方案，将任何孕周因产前诊断出生缺陷而引产的病例纳入监
测范畴。

【关键词】神经管缺陷；终止妊娠；患病率；瑟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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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管缺陷（ＮＴＤｓ）是由于胚胎在早期发育过

为分子，分别计算围产）ＬＮＴＤｓ患病率（即孕２８周后

程中神经管闭合不全所引起的一类中枢神经系统畸

ＮＴＤｓ患病率）、孕２８周前ＮＴＤｓ患病率和ＮＴＤｓ总

形。ＮＴＤｓ在世界范围内患病率为０．５‰一２．０‰“】。

患病率。同时，计算孕２８周前因产前诊断引产的

２０１０年我国嗣产ＪＬＮＴＤｓ患病率为５．７４／万，与２０００

ＮＴＤｓ病例数在总ＮＴＤｓ数中的百分构成。时间变

年的１１．９６／万相比，下降５２．０％，并且呈逐年下降趋

化趋势用Ｃ线性趋势检验，各年度孕２８周前与孕２８

势；ＮＴＤｓ患病率顺位由２０００年的第３位下降至第５

周后的ＮＴＤｓ总患病率和亚型患病率的比较采用分

位乜】。然而，有关孕２８周前因产前诊断而终止妊娠

层ｆ检验，使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对人群ＮＴＤｓ总患病率的影响，尤其基于多年人群

结

监测数据的分析，国内鲜见报道。为此。本研究采用

果

山西省太谷和平定县出生缺陷监测数据，对怀孕２８

１．一般情况：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太谷、平定县每年

周前因产前诊断而引产的ＮＴＤｓ病例数对于人群

的围产儿数比较稳定，略有下降趋势。两县总围产

ＮＴＤｓ总患病率的影响进行分析。

儿为５２ ３６６人，其中城镇为９１８６人，乡村为４３

对象与方法

１８０

人。太谷县总围产儿为２７ ５６１人，其中城镇为４７３７
人，乡村为２２ ８２４人；平定县总围产儿为２４ ８０５人，

１．监测对象：山西省平定和太谷县所有在本地

其中城镇为４４４９人，乡村为２０ ３５６人。两县历年乡

居住一年以上的妇女并在各级医院、妇幼保健院及

村围产儿数均占该年围产儿总数的８０．０％以上。

家庭分娩的孕满２８周到产后７ ｄ的围产儿，包括活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围产儿中的男女性比例为１０８：１００。

产和死胎、死产。同时，对因产前检查发现出生缺陷
而人工终止妊娠的病例也进行报告。

２．ＮＴＤｓ总患病率：７年间太谷、平定县ＮＴＤｓ总
患病率较高为９２．６／万；ＮＴＤｓ平均总患病率太谷县

２．监测内容及方法：监测的出生缺陷种类包括：

为８４．２／万，平定县为１０２．０／万。太谷县近年的ＮＴＤｓ

无脑、脊柱裂、脑膨出、先天性脑积水、腭裂、唇裂、唇

总患病率维持在８０．Ｏ／万左右，而平定县ＮＴＤｓ总患

裂合并腭裂、外耳缺陷、食道闭锁或狭窄、直肠肛门

病率波动较大，２００９年的ＮＴＤｓ总患病率为１１６．８／

闭锁或狭窄（无肛）、尿道下裂、肾盂积水、马蹄内翻

万，处于较高水平（表１）。

足、多指（趾）、并指（趾）、肢体短缩、先天性膈疝、脐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太谷和平定县围产儿数、总ＮＴＤｓ数

以及ＮＴＤｓ总患病率（历）

膨出、先天性髋关节脱位、腹裂、联体双胎、唐氏综合
症和先天性心脏病等２３种缺陷。监测内容：①监测
医院内出生的孕２８周至产后７ ｄ的围产儿；②出生
缺陷病例的个案资料；③孕２８周前因产前诊断而引
产的病例。在每所医院，每名新生儿以及经产前诊
断发现畸形引产的，均由１名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
做检查，如发现缺陷儿并明确诊断后，根据要求将有
关监测内容进行登记和报告。质量控制标准：表格
填写完整率１００％，表格中项目填写错误率＜１％，计
算机录入错码率＜１‰，围产儿出生漏报率＜ｌ％，出
生缺陷漏报率＜１％。除了日常自查外，每年进行１
次漏报调查。

合计２７ ５６１ ２３２

８４．２

２４ ８０５

２５３

１０２．０

５２ ３６６

４８５

髫

４．２１

３９．９７

２９．“

Ｐ值

Ｏ．６４８

＜Ｏ．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９２．６

３．统计学分析：以监测的围产儿数为分母，分别

太谷县ＮＴＤｓ总患病率７年间变化不明显，平定

以围产儿（即孕满２８周至产后７ ｄ）中的ＮＴＤｓ数、孕

县ＮＴＤｓ总患病率呈下降趋势，平定县７年的ＮＴＤｓ

２８周前因产前诊断而引产的ＮＴＤｓ数和ＮＴＤｓ总数

合计总患病率比太谷县高２１．Ｏ％。将两县的数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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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后，ＮＴＤｓ总患病率有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表１）。

１９０００
８０

３．围产）Ｌ ＮｒＤｓ患病情况以及孕２８周前终止妊

懿

娠对ＮＴＤｓ总患病率的影响：两县７年间围产儿

ＮＴＤｓ平均患病率为３１．７历，孕２８周前ＮＴＤｓ为

蠡

６０．９／万，后者高于前者；围产儿及孕２８周前ＮＴＤｓ患

：

病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２）。围产儿和孕２８周前ＮＴＤｓ的亚型中，均显示只

１。０

２００４

有无脑患病率下降趋势有统计学意义；脊柱裂和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份

膨出下降趋势无统计学意义。

图１

亚型分析发现，孕２８周前的无脑患病率高于孕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山西省两县孕２８周前后

ＮⅡ）ｓ构成比变化趋势

２８周后，前者平均患病率为后者的３．７８倍；孕２８周
讨

前与孕２８周后的脊柱裂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论

孕２８周前的脑膨出患病率高于孕２８周后，前者平均

本研究显示，山西省两县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围产儿

患病率为后者的１．７８倍。提示，相对于脊柱裂和脑

ＮＴＤｓ患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全国的ＮＴＤｓ患病

膨出，无脑较易在产前得到诊断。不过，就孕２８周

率变化趋势大体一致瞳３（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ｏ／万下降到

前无脑和脊柱裂患病率之间的变化来看，虽然最初

２０１０年的５．７／）７）。两县７年的ＮＴＤｓ总患病率仍高

数年无脑的患病率高于脊柱裂，但近两年，脊柱裂的
患病率超过了无脑的患病率，提示脊柱裂产前诊断

达９２．６历，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全球ＮＴＤｓ
的平均患病水平（１０历）”】。两县出生缺陷监测结果

的机会正在增加。

显示，孕２８周前因产前诊断而终止妊娠对ＮＴＤｓ总

本研究７年间两县的ＮＴＤｓ总患病率为９２．６／万

患病率具有显著影响。如果出生缺陷监测仅从孕满

（表１），而如果根据现行基于围产儿（即孕满２８周至

２８周（围产儿）开始，则会使两县Ｎ］ｍｓ总患病率低

产后７ ｄ）的出生缺陷监测统计方法，ＮＴＤｓ总患病率

估６６．Ｏ％。近年两县孕２８周后监测到的ＮＴＤｓ病例

为３ １．７／７Ｙ，比该总患病率低６６．０％。

数在总ＮＴＤｓ病例数中的构成比在４０．Ｏ％左右。

４．孕２８周前ＮＴＤｓ病例数构成比变化趋势：

ＮＴＤ￥患病率的明显下降趋势有两种可能原因：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孕２８周前的ＮＴＤｓ病例数在ＮＴＤｓ总

①卫生状况改善、孕期营养水平提高等减少了ＮＴＤｓ

病例数中的构成比均在５０．Ｏ％以上（图１）。整个研究

的发生，因为叶酸等营养素缺乏是ＮＴＤｓ发病的危

期间，孕２８周前或孕２８周后的构成比没有明显上升

险因素¨，，而我国近年来一直在全国育龄妇女中推

或下降趋势。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０年孕２８周后（围产ＪＬ）诊断

广叶酸增补剂；②孕２８周前因产前超声筛查和诊断

的ＮＴＤｓ病例数仍占ＮｒＤｓ总病例数的４０．Ｏ％左右。

导致选择性终止妊娠增加致使ＮＴＤｓ总患病率被低

表２
年份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太谷和平定县孕２８周前、后ＮＴＤｓ及其亚型患病率
孕２８周后（围产ＪＬ）
无脑

脊柱裂脑膨出

周前因产前诊断而终止妊娠对ＮＴＤｓ患

孕２８周前
合计

无脑

估。两县出生缺陷监测结果显示，孕２８

脊柱裂脑膨出合计

病率有很大影响，如果出生缺陷监测仅
从孕满２８周（围产ＪＬ）开始，则会使两县
ＮＴＤｓ总患病率低估２／３。当考虑孕２８
周前的ＮＴＤｓ后其患病率仍有显著下降
趋势，提示在孕期增补叶酸等措施对预
防ＮＴＤｓ有一定效果Ｂ】。

２００３年山西省围产）ＬＮＴＤｓ患病率
合计４５（８．６）１００（１９．Ｉ）２１（４．０）１６６（３１．７）１７０（３２．５）１１２（２１．４）３７（７．１）３１９（６０．９）
｛盘执

．忿惫２２．１２
五１里｛ｘ

８．８６

５．１５

２２．９０

２８．７６

７．０３

４．４１

１４．９８

Ｐ值０．００１

０．１８１

０．５２５

０．００ｌ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８

０．６２ｌ

０．０２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患病率（历）；孕２８周前、后ＮＴＤｓ患病率
比较：Ｎ１Ｄｓ：ｚ２Ｍ．Ｈ＝４７．４２，Ｐ＜０．００１；无脑：ｘ２一＝７１．３５．Ｐ＜０．００１；脊柱裂：／２Ｍ－Ｈ＝
０．５７，Ｐ＝０．４５０；脑膨出：痈－Ｈ－－－－３．８８，Ｐ＝０．０４９

为４．７‰［６］，若考虑因排除孕２８周前终止
妊娠使ＮＴＤ￥患病率被低估的比例，那
么实际患病率将达１３．７％ｏ，而同一时期
同一地区基于孕２０周后出生缺陷监测
的ＮＴＤｓ患病率为１ ３．９‰ｎ１，两者极为接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５月第３３卷第５５１

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２，Ｖｏｉ．３３．Ｎｏ．５

近。提示，孕２８周前因产前诊断引产对人群ＮＴＤｓ

的出生缺陷监测系统得到的ＮＴＤｓ患病率将被低估

总患病率影响的估计是可靠的。云南省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６６．Ｏ％。实际上，由于城市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技术

年出生缺陷监测结果也表明，５０．０％的ＮＴＤｓ等严重

较农村地区发达，城市妊娠妇女的保健意识亦高于

畸形能在孕２８周前被诊断¨Ｊ。有研究显示旧Ｊ，若将监

农村妊娠妇女，因而，胎儿重大结构性缺陷有更多的

测时段提前至孕２０周，则出生缺陷监测患病率会是

机会在妊娠早期被发现而终止妊娠，因此，全国出生

常规监测的２．１倍。并且ＮＴＤｓ相比其他畸形更容易

缺陷监测系统得到的患病率数据对总患病率的低估

在产前得到诊断而终止妊娠“…。在美国亚特兰大地

程度要更加严重。若将孕２８周前和孕２８周后发现

区的研究发现，排除孕２８周前终止妊娠的ＮＴＤｓ会

的所有出生缺陷病例全部纳入监测范畴，会使城乡

使ＮＴＤｓ总患病率降低４７．０％［１“。因此众多数据显

之间人群总出生缺陷患病率具有更好的可比性。另

示，按照我国目前的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方案，将不

外，各地区在报告ＮＴＤｓ等出生缺陷患病率时，要明

能反映人群中ＮＴＤｓ等重大结构性缺陷的真实发生

确出生缺陷患病率的定义，说明所计算的出生缺陷

情况，以此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将可能会出现偏差。

患病率的监测孕周，便于读者正确理解所报告的出

发达国家和地区孕２８周前终止妊娠对ＮＴＤｓ总

生缺陷患病率数据。

患病率的影响大于相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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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Ｊ Ｍｅｄ，１９９３，８６：７０３－７０８．
１５ Ｊ Ｈｕａｎｇ Ｊ，Ｃｈｅｎ Ｄ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ｈｉ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ｕｒａｌ ｔ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９９６－２００４．Ｃｈｉｎ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２００７，２２：２６４８—２６４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晶，陈东方．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山西省神经管缺陷流行病学分
析中困妇幼保健，２００７，２２：２６４８—２６４９．
［６］ＨｏｕＹＸ，ＢａｉＹ，ＺｈａｎｇＸＪ．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ｎｅｕｍｌｔ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９９６—２００３．Ｃｈｉｎ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２００５，２０：１８２２—１８２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侯Ｊ三香，白云，张雪娟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山西省神经管出生缺陷
动态分析中围妇幼保健．２００５，２０：１８２２—１８２３．
【７］Ｌｉ Ｚ，ＲｅｎＡ，Ｚｈａｎｇ Ｌ，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ｕｒａｌ
ｔ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ａ ４－ｃｏｕｎｔ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Ｂｉｒｔｈ
Ｄｃｆｅｃｔ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Ｍｏｌ Ｔｅｒａｔｕｌ，２００６，７６：２３７—２４０．

［８］Ｔａｏ

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ｈｉｎ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２００６，２１：３２５２—３２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陶滢．出生缺陷监测结果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０６，２１：
３２５２—３２５４．

［９］Ｚｈａｎｇ Ｔ，Ｗａｎｇ

Ｆ。Ｌｉｎ ＬＭ．ｃｔ ａ１．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８，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２９（３）：２２０—２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霆，王芳．林良明，等．１｛ｌ同出生缺陷高发地区不同监测时段
结构件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比较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８，
２９（３）：２２０—２２３．

［１０］Ｓｔｏｌｌ Ｃ。Ａｌｅｍｂｉｋ Ｙ，Ｄｏｔｔ Ｂ，ｅｔ ａ１．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ｎ

ｌｉｖｅｂｉｒｔ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ｃ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ｇｅｎＪｔ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ｎ
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２，４５：１１５－１２１。

【ｌｌ】Ｒｏｂｅｒｔｓ ＨＥ．Ｍｎｏｔｅ ＣＡ，Ｃｒａｇａｎ ＪＤ。ｃｔ 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ｎｅｕｒａｌ ｔｕｂｅ ｄｅｆｃｃｔｓ，Ａｔｌａｎｔａ。
１９９０—１９９Ｉ．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５．９６：８８０—８８３．

【１２Ｊ Ｃｒａｇａｎ ＪＤ，Ｒｏｂｅｒｔｓ ＨＥ。Ｅｄｍｏｎｄｓ ＬＤ，ｅｔ ａ１．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ｎ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ｙ ａｎｄ ｓｐｉｕａ ｂｉｆｉ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ｒｅｎａｔ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８５—１９９４．ＭＭＷＲ ＣＤＣ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
Ｓｕｍｍ．１９９５，４４：１－１３．

［１３］Ｖｅｌｉｅ ＥＭ．Ｓｈａｗ ＧＭ．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ｅｌｌｌ＇ａｌ ｔ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８９—１９９１．Ａｍ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６，１４４：４７３－－４７９．
【１４ Ｊ 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 ＭＢ，Ｍｅｔ７ ＲＤ，Ｙｏｏｎ ＰＷ．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ｃｃｔｓｉｎＨａｗａｉｉ．Ａｍ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８．１４８：１２０６一１２ｌ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ｌ—１１—２９）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