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４２·

主堡煎！ｚ－－！！堕！变！－些－＋！！！！至！旦箜！兰鲞箜兰塑ｇ塾垫！墅ｉ堂里！！！！生曼！！！！！！塑！：丝！堕！．璺

·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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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新生儿出生重量指数（ＰＩ）的孕前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

究方法，通过整群随机抽样，从湖南省浏阳市３７个乡镇中随机抽取１４个乡镇，自２００８年４月始收
集所有在妇幼保健机构登记建册，并计划１年内生育且愿意抽血检测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组成孕
前队列，随访追踪其妊娠结局。单因素分析采用）ｃ２检验和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结果进入队列１３６８人，其中已怀孕产生单胎活产妊娠结局且资料完整者６１１人。在６１１
名新生儿中，平均出生体重（３．２６－４－０．４３）ｋｇ，出生身长（５０±０．４６）ｃｍ，出生ＰＩ为２６．０８±３．４３。多因
素分析显示，孕前经济收入水平（ＯＲ＝６．９２０，９５％ＣＩ：１．０８９。４３．９７４）和血清皮质醇水平（ＯＲ＝
５．１２１，９５％ＣＩ：０．８８６。２９．６１１）是低ＰＩ新生儿的危险因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水平
（ＯＲ＝３．７３６。９５％Ｃ／：０．８４８．１６．４６１）和中心性肥胖（ＯＲ＝６．８４６，９５％ＣＩ：１．４４１。３２．５３２）是高ＰＩ新
生儿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ＯＲ＝Ｏ．１６９，９５％ＣＩ：０．０２９～ｏ．９９５）和胰岛素水平（ＯＲ＝Ｏ．１４１，９５％ＣＩ：
０．０１６～１．２７７）是高ＰＩ新生儿的保护因素。结论新生儿出生ＰＩ与孕前经济收入水平、文化程度、
腰围及胰岛素、ＬＤＬ．Ｃ和皮质醇水平有关。育龄妇女在孕前如能检测相关指标，并通过运动、饮
食等途径进行调整，可预防非正常ＰＩ新生儿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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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新生儿出生体重进行临床分型时应考虑身
结

长因素…，目前国际上较多采用重量指数［ｐｏｎｄｅｒａｌ

果

１．一般情况：

ｉｎｄｅｘ，ＰＩ，体重（ｋｇ）／身长（ｍ）３］指标瞳３。该指标引入
了比重的概念，反映单位体积的充实程度。低出生

（１）孕产妇：进入本研究队列的样本为１３６８人，

ＰＩ的新生儿围产期并发症较多，成年后患冠心病的
风险增大ｂ１，肌肉力量及抗疲劳的能力较弱，并与许

收集建册人数为６４１例（４６．８６％），最终追踪到单胎

多慢性疾病及胰岛素抵抗及２型糖尿病有关Ｈ］。近

建册孕妇的９５．３２％。孕产妇年龄１８～４２岁，平均

活产妊娠结局并获得完整资料者６１ １例，占怀孕并

年来有研究结果证实出生ＰＩ高也会带来一系列问

（２４．３３±３．２２）岁；３０～４２（平均３９．０１±１．４２８）孕周；

题，高出生ＰＩ的新生儿断奶通常较早，能增加婴儿

ＢＭＩ

期肥胖和成人肥胖的风险Ｂ·６Ｉ。且显示出生ＰＩ值与

１５．２０—３１．４５（平均２０．２７±２．５２）ｋｇ／ｍ２；文化程
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分别占４８．９％和４０．６％。

成年后雌二醇的分泌呈正相关，高出生ＰＩ能加大成

（２）新生儿：６１１例单胎活产新生儿中，男婴

年后患乳腺癌的风险［７］，并与晚期抑郁有关阳１。孕期
因素对ＰＩ的影响多有报道，本研究主要关注影响新

３２４例（５３％），女婴２８７例（４７％）；出生体重１．８０。

生儿ＰＩ的孕前因素，以期尽早预防非正常ＰＩ婴儿的

４．０９蝇，平均（３．２６±０．４３）ｋｇ；出生身长４２．００—
６０．００ ｃｍ，平均（５０±０．４６）ｃｍ；出生ＰＩ为１３．８９～

出生。

４６．２３，平均２６．０８±３．４３。本研究低出生ＰＩ位点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湖南省浏阳
市３７个乡镇中随机抽取１４个乡镇，从２００８年４月始

为２２．１ ｋｇ／ｍ３（１９８７年我国“小于胎龄儿诊疗常规试

行草案”中确定为２２．０ ｋｇ／ｍ３），高出生ＰＩ位点为
３０．０ ｋｇ／ｍ３。

２．新生儿出生ＰＩ孕前影响因素：

对所有来自这些乡镇并通过计划生育和婚姻登记部
门进行婚前体检和结婚登记，计划在１年内生育且

（１）单因素分析：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母亲ＢＭＩ、
ＷＣ和ＦＩＮ与新生儿出生ＰＩ相关（ａ＜０．１０），见表

愿意接受体格检查和生化检测的妇女作为本队列的
研究对象。所有被纳入的研究对象随访追踪其结局

１。＃分析结果显示，母亲ＢＭＩ、ＷＣ、产次、ＴＧ与新
生儿非正常ＰＩ的发生有统计学关联（ａ＜０．１０），见

截止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表２。

２．研究方法及其指标：由调查员在婚前体检和

表１新生儿出生ＰＩ的孕前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结婚登记机构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年龄、
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体格检查由定点婚检
机构的医务人员负责，测量孕前血压、身高、体重及
腰围（ＷＣ），并于清晨采集空腹外周血，采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检测胰岛素水平（ＦＩＮ）、同型半胱氨酸
（ＨＣＹ）、皮质醇、叶酸、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
（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ＬＤＬ—Ｃ）等生化指标。每名孕产妇均在
首次孕期体检时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建册率达
到１００％），并记录妊娠期体检结果；由调查员到医
院查阅孕妇分娩及婴儿出生资料，主要包括新生儿

（２）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母亲年龄、人均

性别、体重、身长等。将ＰＩ小于第１０百分位数（Ｐ，。）
和大于第９０百分位数（Ｐ帅）者分别视为低出生ＰＩ和

年收入、文化程度、产次、ＢＭＩ、ＷＣ、ＢＰ、ＦＩＮ、ＨＣＹ、
皮质醇、叶酸、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及空腹血糖

高出生ＰＩ。

（ＦＰＧ）１６个变量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见表３），以孕周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按统一标
准录入资料，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单

为控制变量，以是否为低ＰＩ新生儿和是否为高ＰＩ新
生儿为应变量（其中正常出生ＰＩ组为参照），分别进

因素分析采用ｘ２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ｃ【人＝０．１，Ⅱ出＝０．２）。以是否为
低ＰＩ新生儿为应变量的最终模型显示，人均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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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新生儿出生ＰＩ影响因素

表２新生儿出生ＰＩ孕前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赋值

年龄（岁）

＜２５＝１．≥２５＝２

ＢＭＩ（ｋｐ矿ｍ２）

＜１８．５０＝１，１８．５０～２３．９０＝２（对照组），
＞２３．９０～＝３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１，高中及以上＝２

人均年收入ｆ元）

＜２０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２

ＷＣ（ｃｍ）

＜８０＝１．≥８０＝２

ＢＰ

正常＝ｌ，正常高值及高血压＝２

ＦＩＮ

＜４＝１．４～１６．８＝２．＞１６．８＝３

叶酸（ｎｇ／ｍ１）

≤６．８＝１．＞６．８＝２

孕次

０＝１．≥ｌ＝２

ＨＣＹ（ｇｍｏｌ／Ｌ）

≤１５．Ｏ＝１．＞１５．０＝２

皮质醇（ｎｇ／ｍ１）

≤２５０＝１．＞２５０＝２

ＴＧ（ｍｍｏｌｆＬ）

＜１．７＝１．≥１．７＝２

ＴＣ（ｍｍｏｌ／Ｌ）

＜５．１８＝１．≥５．１８＝２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０４＝１．≥１．０４＝２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３．３７＝１．≥３．３７＝２

ＦＰＧ（ｍｍｏｌＦＬ）

＜３．６＝ｌ，３．６～６．１＝２（对照组），＞６．１＝３

孕周

３０～３２－－－－－１，３３～３６＝２，３７～３９＝３，４０～４２＝４

婴儿出生ＰＩ（ｋｇ／ｍ３） 正常＝０，低ＰＩ＝１
正常＝０，高ＰＩ＝１

和皮质醇水平对出生ＰＩ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而以
是否为高ＰＩ新生儿为应变量的最终模型显示，文化
程度、ＦＩＮ、ＷＣ和ＬＤＬ．Ｃ对出生ＰＩ的影响有统计学
意义（表４）。
表４低出生ＰＩ和高出生ＰＩ孕前影响因素的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讨

论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收入水平高是低
ＰＩ新生儿发生的危险因素（ＯＲ＝６．９２０，Ｐ＝０．０４０）。

原因可能有两方面：浏阳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本
无因经济困难导致孕期营养不足而发生婴儿宫内生
长发育不良的情况；经济收入高者工作压力较大，一
般直到孕末期才休产假，导致孕期体重增加相对较
低，而孕期体重的增加程度又与新生儿出生体重呈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

正相关阳１，故经济收入水平高的人群发生低ＰＩ新生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３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３４５·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儿的概率反而高。分析还显示随着母亲文化程度

１６ Ｊ Ａｒａｕｊｏ

ＣＬ，Ｈａｌｌａｌ ＰＣ，Ｎａｄｅｒ ＧＡ，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ｎｈ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的升高，高ＰＩ新生儿的发生率降低（ＯＲ＝０．１６９，

ＢＭＩ

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Ｐ＝０．０４９），这是由于文化程度高的孕妇保健意识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ｕｄｙ．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ｓｋｉｎｆｏｌｄ

２００９，６３（５）：６３４—６３９．

较强，且产检次数相对较多，可及时预防高ＰＩ新生

［７］Ｊａｓｉｅｎｓｋａ

儿的发生。本研究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均显

Ｇ，Ｚｉｏｍｋｉｅｗｉｃｚ

Ａ．Ｈｉｇｈ ｐｏｎｄｅｒ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ｈｉｇｈ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ｗｏｍｅｎ．Ａｍ Ｊ

示母亲孕前ＷＣ对新生儿ＰＩ有影响，新生儿出生ＰＩ

ａｔ

ｂｉｒｔｈ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Ｂｉｏｌ，２００６，１８

（１）：１３３—１４０．

１

随母亲孕前ＷＣ的增加而增加，孕前中心性肥胖的

８ Ｊ Ｈｅｒｖａ Ａ，Ｐｏｕｔａ Ａ，Ｈａｋｋｏ Ｈ，ｅｔ ａ１．Ｂｉｒ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ｔ

母亲分娩高ＰＩ新生儿的风险是正常者的６．８４６倍，

ａｇｅ ３ ｌ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ｉｎｌａｎｄ １ ９６６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

这可能与随着ＷＣ增大，其血糖、血脂水平通常也

Ｒｅｓ．２００８，１６０（３）：２６３—２７０．

［９］Ｌｉ Ｘ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ＢＭＩ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随之增加ｎ ０’“一，而后者对新生儿出生体重均有显著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关联…·１

Ｒｅｓ，２０１０，２ｌ（５）：５９６—６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Ｉ。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ｎ

Ｗｏｍ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李雪梅．孕妇体质量指数及孕期增重对妊娠结局的影响．中国

本研究显示孕妇ＦＩＮ水平高可降低高ＰＩ新生儿
的出生（ＯＲ＝Ｏ．１４１，Ｐ＝Ｏ．０８１）。分析其原因可能为
高水平ＦＩＮ，可使其血糖水平下降，从而预防高ＰＩ新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妇幼健康研究，２０１０，２１（５）：５９６—６００．
［１ ０］Ｓｕｎ

ＧＪ，Ｃａｉ ＨＺ，Ｌｉｕ ＦＫ．Ｓｔｕｄｙ

ｐｅｏｐｌｅ

生儿的发生。研究中还显示，ＬＤＬ—Ｃ水平与ＰＩ呈正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ｏｎ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 ｌｉｐｉ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ｌｉｑｕｉｄ ｄｉｅｔ．Ａｃｔａ Ｎｕｔｒｉｍｅｎｔａ

ＢＭＩ ａｆｔｅｒ ｇｉｖ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３（６）：５５１—

相关，是低ＰＩ新生儿发生的保护因素（ＯＲ＝Ｏ．２３５），

５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高ＰＩ新生儿发生的危险因素（ＯＲ＝３．７３６）。这可能

孙桂菊，蔡慧珍，刘福康．正常ＢＭＩ腹型肥胖人群高脂液体膳餐
后脂代谢研究．营养学报，２０１１，３３（６）：５５１－５５４．

是因为高ＬＤＬ．Ｃ水平往往伴随着高胆固醇和高血
脂，而血脂和胆固醇含量均与新生儿体重呈正相

１

１ｌ

Ｊ

Ｈｕ ＳＨ，Ｊｉａ

ＷＨ，Ｗｅｉ Ｃ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ｐｉｄ ａｎ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关”２’１４１。有研究证明，母体内源性糖皮质激素水平

ｉｎ ７６６０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ｍ Ｄｉｓ，２００７，１ ５

ａｄｕｌｔｓ．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ｖ Ｃｏｎｔｒｌ Ｃｈｒｏｎ

的异常升高可影响胎儿生长发育，参与胎儿生长受

（５）：４５９—４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限的发生或发展¨“。本研究结果显示，高皮质醇水

胡世红，贾卫鸿，韦春凌．成年人腰围与血压、血脂及血糖关系．

平可增加低ＰＩ新生儿的风险（ＯＲ＝５．１２１）。与上述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２００７，１５（５）：４５９—４６１．

研究结果一致。当皮质醇水平异常增高时，可使蛋

［１ ２］Ｑｉａｎ ＨＱ，Ｌｉ

Ｈ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ｉｐ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白质过度分解转化，造成蛋白质储备不足，影响机体

Ｊ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Ｍｅｄ

Ｓｃｉ

ｒ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ｌｏｏｄ

ｏｆ ｆｅｔａｌ 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Ｅｄｉ，２００８，２７（６）：４４８—４５０．（ｉｎ

组织构建，尤其是胎盘和胎儿，故母体皮质醇水平高

Ｃｈｉｎｅｓｅ）

于正常值可增加娩出低ＰＩ新生儿的比例。

钱惠勤，李海玲．孕妇脂代谢水平与巨大儿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８，２７（６）：４４８—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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