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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１４５例痉挛型／ｂＪｈ脑性瘫痪危险因素研究
周宪君邱洪斌徐辉祝丽玲
【摘要】

目的筛查痉挛型脑性瘫痪（脑瘫）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１：２病例对照研究，选

择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５月在黑龙江省小儿脑性瘫痪防治疗育中心就诊的脑瘫患儿１４５例为病
例组，同时按照年龄±３个月及性别、民族相同原则进行匹配，选择同期在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就诊并排除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２９０名儿童作为对照组，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信息，采用条
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筛查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共３９项因素有统计学意
义，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有１１项因素与脑瘫发生有关，分别是出生体重过低（＜２．５ ｋｇ）或过高
（＞４．０ ｋｇ）、母亲大学及以上学历、新生儿出生时肌张力高、皮色青紫、孕期服用解热镇痛药、孕期

经历重大事件影响、居室周围环境有污染、新生儿出生时患有颅内出血和出生窒息、宫内窘迫。
结论新生儿因素与脑瘫发生关系密切，普及孕产期保健知识，加强新生儿管理是减少脑瘫发生
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痉挛型脑瘫；危险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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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性瘫痪（脑瘫）是自受孕开始至婴儿期非进

目前的临床分型为痉挛型、肌张力不全型、手足徐

行性脑损伤和发育缺陷所导致的综合征，主要表现

动型、共济失调型和混合型。在各型脑瘫中，痉挛

为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常合并智力障碍、癫痫、

型所占比例最大。本研究通过分析痉挛型脑瘫患

感知觉障碍、交流障碍、行为异常及其他异常。脑

儿相关因素，筛查主要危险因素，为脑瘫的防治提

瘫病因多样，临床表现各异，并随年龄增长而不同，

供理论依据。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８

对象与方法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卫生厅课题（２０１２—２４４）
作者单位：１５４００７佳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通信作者：邱洪斌，Ｅｒｎａｉｌ：ｑｈｂｉｎ６３＠１６３．ｔｏｍ

１．研究对象：选取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５月在
黑龙江省ｄ，ＪＬ脑性瘫痪防治疗育中心就诊的１４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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痉挛型脑瘫患儿。根据中国康复医学会第２届儿童
康复学术会议确定的脑瘫定义和分型标准，经病史、

（３）新生儿因素：与脑瘫有关的危险因素有出生
体重过低或过高、肌张力过高或过低等；出生时产位

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等确诊为痉挛型脑瘫，其中男

为枕先露是保护因素（表３）。

性８９例，女性５６例，年龄６月龄至１５岁。选择同期

表２痉挛型脑瘫患儿孕期母亲相关因素单因素条件

非脑瘫、非神经系统疾病儿童，按照年龄±３个月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相同性别、民族的配对原则，采用１：２匹配组成对照

暴露因素

口

￡

组，共选取２９０例。

母亲年龄＞３４岁

１．６０９４ ０．４９９３

２．研究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生作为调查
员，通过培训，统一脑瘫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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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暴露因素

表１痉挛型脑瘫患儿遗传和环境因素单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暴露因素

口

岛Ｐ值

ＤＲ值（９５％ｃ／）

出生低体重
ｆ＜２．５ ｋｇ）
出生超体重
（＞４．０ ｋ９１

出生季节

５４８～１１．８３８、

０．０１１４

５．２７８（１．４５４～１９．１５４１

３．４５９（１．８７２～６．３８８１

出生皮色苍白

２．０３９４ ０

３９２９＜Ｏ．０００１

７．６８６（３．５５８～１６．６００）

２．８３６（１．２４８～６．４４０、

出生皮色青紫

３．０１３９ ０．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１

２０．３６７（９．８６３～４２．０５７１

缺血缺氧性脑病

３．２１５０

０．４４８０＜０．０００１

２４．９０３（１０．３５０．５９．９１８１

３．０１７ｆＩ．９２３—４．７３３）

病理性黄疸

２．２３９３

０．４６９２＜０．０００ １

９ ３８７侣．７４３～２３．５４４１

０．６５３９

０．８９２２ ０．３１１５

０．００４２

２．４４０ｆ １．３２５～４．４９４）

冬

１．２４０９

孕期使用移动电话
移动＋联通

４．２８１（１

０．６５７７

秋

０．２２９８＜０．０００１

Ｏ．００５１

１．６６３５

２．２３３（１．２０２～４．１４９１

１．１０４２

１．４５４２ ０．５１８９

３９．０６６（１７．９２６—８５．１３７、

肌张力低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２８

０．３９７５＜０．０００１

ＯＲ值（９５％Ｃ／）

１

０．３１６０

１．０４２２ ０．４１８６

Ｐ值

５．３１７７

０．８０３５

母亲学历大学及以上

３．６６５３

ｓｉ

肌张力高

夏

０．３１３１＜Ｏ．Ｏ００１

口

０１６Ｉ＜０．０００１ ２０３．９２３（２７．８３５—９９９．９９９１

ＣＤＭＡ＋小灵通

Ｏ．７７１３ ０．３２６ｌ

０．０１８０

２．１６３（１．１４ｌ～４．０９８）

颅内出血

２．１ ５５３

居室周围环境污染

１．０３５０ ０．４５３３

０．０２２４

２．８１５ｆ１．１５８—６．８４５）

出生窒息

３．８６１８

０．７３５１＜０．０００１

入住新装修居室

０．５３７９ ０．２４９４

０．０３ １０

１．７１２ｆ１．０５０～２．７９２）

贫血

１．２８８４

０．６３５３

０．０４２６

３．６２７（１．０４４～１２．５９８）

使用大理石厨台

０．６３８９ ０．２５８８

０．０１ ３６

１．８９４（１．１４１—３．１４６）

产位（枕先露）

一１．６７０６

０．４３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０

看电视时间＞６

１．０５５５ ０．３９６５

０，００７８

２．８７３（１．３２１～６．２５０）

脐带绕颈

０．９７３３

０．３０７３

０．００１５

２．６４７（１ ４４９～４．８３４、

１．６６７０ ０．６００８

０．００５５

５．２９６（１．６３２—１７ １９２）

宫内窘迫

２．８８５６

０ ４９３３＜０．０００１

羊水吸人

２．０１ １６

０．５２３６

ｈ／ｄ

用计算机时间≥５

ｈ／ｄ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１

８．６３０（２．３９６～３ １．０９３）
４７．５５１ｎ１．２５８～２００．８４２、

１８８（０．０８０～０４４１、

１７．９１４（６．８１２～４７ １０７）
７．４７５（２．６７９～２０．８６２）

（２）孕期母亲相关因素：表２显示与脑瘫有关的
危险因素有分娩年龄偏大（＞３４岁）、早产（孕周＜

２．多因素分析：将上述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

３７周）等；保护因素包括孕期经常吃水果、新鲜蔬

义的３９项因素，进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

菜、鱼及海产品和分娩时采用剖宫产方式。

显示１１项因素增加脑瘫发病风险（表４）。

！堡鎏堡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表４痉挛型脑瘫患儿暴露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暴露因素

卢

岛Ｐ值

０尺值（９５％ｃ，）

照组。本研究结果显示，居室周围环境有污染使脑
瘫发病危险增加２．８１５倍。

新生儿

新生儿出生体重是影响脑瘫发病的重要因素。

低体重（＜２．５ ｋｇ）４．０６５３

０．５６０５＜０．０００１

５８．２８１（１９．４２９～１７４．８１８）

超体重（＞４．０ ｋｇ）２．８３６９

０．７８５０

１７．０６３（３．６６３～７９．４８３１

０．０００３

肌张力高

５．９４９４

１．１２６９＜Ｏ．０００１

皮色青紫

３．０２１４

Ｏ．５９１９＜０．０００１

３８３．５３８（４２．１２６～９９９．９９９１
２０．５２１（６．４３３～６５．４６４）

孕期母亲
学历大学及以上１．４４１０

０．５１４２

０．００５１

４．２２５（１．５４２～１１．５７５）

服用解热镇痛药３．２９８９

１．５６３６

０．０３４９

２７．０８３（１．２６４～５８０．３１８１

经历重大事件

３．００２５

ｏ．６５９０＜ｏ．０００１

有阴道出血

１．４５２６ ０．６４２６

Ｏ．０２３８

颅内出血

２．０３３３

０．９４０５

出生窒息

３．３９８５

１．０５２１

宫内窘迫
居室周围环境差

２０．１３７（５．５３４～７３．２６８）

低体重儿（出生体重＜２．５埏）和超体重儿（出生体
重＞４．０ ｋｇ）的发病风险分别是正常体重儿（２．５～

ｋｇ）的５８．２８１倍和１７．０６３倍，可见低出生体重儿
发生脑瘫的风险很大。本组资料１４５例患儿中，低
４．０

体重儿（出生体重＜２．５埏）占全部脑瘫患儿的５０％，
结果与国内外报道相近，而且出生体重越低，脑瘫患

４．２７４（１．２１３～１５．０５９１

病危险性越大。新生儿出生体重在很大程度上与胎

０．０３０６

７．６４０（１．２０９～４８．２６５）

龄相关联，即低出生体重儿大部分也是早产儿，反之

０．００１２

２９．９１９（３．８０６～２３５．２２６）

亦然”０。。早产因与出生体重存在交互作用，在多因

２．８２６９ ０．８５０８

０．０００９

１６．８９嘶３．１８８～８９．５２７）

２．３９８ｌ

０．００１７

１１．００３（２．４６８～４９．０４３）

Ｏ．７６２５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被剔除，但其与脑瘫发病的重

要性仍与出生体重并列。低出生体重易发脑瘫的原
因与早产相似，主要是胎儿脑组织发育不成熟，易导
讨

论

脑瘫的发生是否受出生季节的影响，近年来多

致脑损伤。

被重视。本研究显示，与春季比较，其他季节出生的

Ｍｏｕｔｑｕｉｎ¨¨发现孕期发生家庭成员生病、死
亡、家庭关系破裂、经济困难等事件使早产的危险

新生儿脑瘫发病风险均增高，其中以冬季出生患脑

增加２．５６倍。胡成平等ｎ２１发现，孕妇神经质维度的

瘫的危险性最大。这可能是由于冬季出生的新生

分值越高越易发生早产。Ｓａｊｅｄｉ等¨列研究发现，母
亲抑郁与脑瘫的严重程度和类型相关。另外，

儿，孕早期在春季，而我国春季气温波动大，传染病
多发，孕妇易患，不利于胎儿发育。与国外的相关研
究多有异同ｎ。３１。母亲学历高有可能导致胎Ｊｌｌｉ瘫

Ｅｚｅｃｈｉ等¨４１研究尼日利亚妇女早产危险因素时，发
５。

发病危险增高。可能是由于高学历女性，生育年龄

现工作紧张可增加早产的发生。Ｅｓｅｒｉｂａ．Ａｇｕｉｒ等ｎ
对西班牙早产和足月产孕妇研究发现，巾、重度体力

偏大，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心理应激较多，导致神

劳动均使早产增加。说明早产与心理因素相关，而

经一内分泌一免疫系统易发功能紊乱，从而使婴儿发

前者又是脑瘫发病的最主要因素，证明心理因素与

生脑瘫的危险性增加Ｈ１。本研究表明，孕期受手机
辐射影响与脑瘫发生相关，手机、电视机和计算机等

脑瘫发生存在紧密联系。本研究证实孕期经历重大
事件影响使脑瘫发病危险增加２０．１３７倍。孕期营养

产生的电磁辐射污染可影响人体生殖和免疫功能，

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有最直接的作用，母亲孕期营养

孕妇属于电磁辐射的高危人群，主要表现为孕妇发

差¨６‘，导致胎儿大脑和其他器官组织发育障碍，进一

生自然流产和胎儿畸形等。装修材料中均含有一定
量的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成分及放射性物质，有

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导致脑瘫的发生。本研究显

不同程度的致癌、致畸和损害神经系统作用ｂ１，故孕
妇人住新装修居室增加了新生儿脑瘫发病的风险。

示，母亲孕期常吃水果、新鲜蔬菜、鱼及海产品是脑
瘫发病的保护因素。
总之，导致脑瘫的危险因素很多，但其中大部分

居室周围环境Ｘ，ｔｌｉ瘫发病也有一定影响。陈忠

可以控制和预防。因此，积极开展脑瘫病因和危险

良等哺ｆ分析石化厂附近大气污染与不良妊娠结局的

因素研究，努力提高孕期保健水平，积极采取有效预
防措施，是减少脑瘫发生的重要手段。

关系发现，厂区附近居住的孕妇早产、死胎、低出生

体重及先天畸形儿的发病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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