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３４卷第７期Ｃｈｉｎ

·７０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监钡【Ｉ·

广东省流动和常住人口先天性心脏病危险
因素的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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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中先天性心脏病（ＣＨＤ）危险因素的差异。方法

按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在界定的危险因素范围内，对流动和常住人口中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
及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ＥＮＴＥＲ法）回归分析，并比较两人群调整后的危险因素种类和ＯＲ值。
结果入选流动人口病例８５５例，对照６１７例；常住人口病例１６７３例，对照１９１２例。流动人口特有
的危险因素是孕母孕早期被动吸烟，特有的保护因素是家庭月收入高（≥１２０１元）；常住人口特有
的危险因素是孕母糖尿病、梅毒感染、住装修半年居室以及胎婴儿为巨大儿。孕母文化程度高在
流动人口中为危险因素，在常住人口中是保护因素。产次、孕母孕早期病毒感染、孕母接触化学制
剂、孕母异常生育史等因素的ＯＲ值在流动人口中高于常住人口；孕母孕早期发热、胎婴儿低体重
的ＯＲ值在流动人口中低于常住人口。结论流动和常住人口各自有ＣＨＤ危险因素，多个危险因
素在不同人群中的风险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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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ＣＨＤ）是最常见的出生缺陷，也

照儿情况、孕母孕早期情况、孕前３个月父亲情况、

是新生儿和婴幼儿死亡或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

孕母孕前３个月至孕早期与父亲共同情况、家族遗

国出生人口中ＣＨＤ患病率为８．２％ｅｎｌ。目前认为大

传史等。登记卡经广东省人民医院ＣＨＤ网指导小

多数ＣＨＤ是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的

组专业医生审核，必要时进行电话核实或随访，再由

多基因遗传病。对ＣＨＤ危险因素，特别是可控因素

经过培训的专人双次录人问卷资料。

的研究有助于该疾病在人群中的防治。流动人口医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进行数据
双录入和管理。根据文献报道和本次研究目的，确

疗意识较弱，医疗保障易被忽视，是先天性出生缺陷
的易患人群幢１。而流动与常住人口危险因素的差异

定与ＣＨＤ可能有关的２６个研究因素和变量，对需要

也鲜有研究。为此本研究分析和比较两人群ＣＨＤ

考察的变量进行数量化和赋值（表１）。用ＳＰＳＳ

的危险因素，为有针对性地防治ＣＨＤ提供依据。

和ＳＡＳ ９．２软件进行分析。对流动和常住人口中２６

２１．０

个变量进行缺失值分析，缺失值行ＥＭ算法填充。单

资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广东省ＣＨＤ监测网络建于２００４
年，有３４家协作医院。本研究病例组包括２００４年４

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后，经过共线性诊断结
合专业知识纳入２５个变量选用ＥＮＴＥＲ法行多因素

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 Ｅｔ，经临床诊断、超声心动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从而比较两人群中调整危险因素前后的差

图确诊且排除染色体异常的孕２８周至年龄＜１岁

异、两人群间危险因素的种类以及ＯＲ值的差异。

ＣＨＤ（胎）婴儿，即含所有出生、死产、死胎、引产的

结

ＣＨＤ患儿。对照组为无心脏缺陷或心外畸形的正
常活产儿。常住人口是指具有监测点当地（县、市或

果

１．基本情况及均衡性检验：总共纳人流动人口

者市辖区）户籍的人员；流动人口是指不具有监测点

ＣＨＤ

当地（县、市或者市辖区）户籍的人员。本研究中人
选的孕母均为在监测点当地居住满半年以上者。

照１９１２例。流动人口中男性８１８例（５５．６％），女性

８５５例，对照６１７例；常住人口ＣＨＤ １６７３例，对

２．分析因素定义：接触化学试剂是指直接接触

６４４例（４３．７％），性别不详１０例（０．７％）；汉族１４２１例
（９６．５％），少数民族５１例（３．５％）；病例组与对照组均

公认有害的化学制剂，如苯、汞、砷及化学溶剂等。

衡性较好：性别构成仁ＬＺ２＝０．６３，Ｐ＝０．８８９；民族构成

饮酒是指以３８０白酒为标准，每天饮酒（男性＞５０

ｇ，

比）Ｃ ２＝１．１０，Ｐ＝Ｏ．２９５。常住人口中男性２０７７例

女性＞２５ ｇ）持续１年，或总量相当。吸烟是指每

日＞１支持续１年，或总量相当。被动吸烟是指不吸

（５７．９％），女性１５０１例（４１．９％），性别不详７例
（０．２％）；汉族３５５９例（９９．３％），少数民族２６例

烟者，１周中＞１ ｄ吸人烟雾的时间＞１５ ｍｉｎ／ｄ，本研

（０．７％）；病例组与对照组均衡性较好：性别构成比

究的被动吸烟定义为工作单位或家庭内有固定吸烟

ｆ＝０．９７，Ｐ＝０．６１７；民族构成比Ｚ＝ｏ．１２，Ｐ＝Ｏ．７３２。

者，且吸烟时与孕妇同处一房间内。异常生育史是

２．流动人口ＣＨＤ危险因素：

指既往死胎史、自然流产史、缺陷儿史。

（１）单因素分析：对２６个变量逐个进行单因素

３．病例确诊与资料收集：各监测医院建立由产
科、新生儿科、Ｂ超室、病理科、产前诊断中心参加的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２）。结果显示：流动人
口ＣＨＤ危险因素（纳入标准Ｐ＜０．０５）为常住地为农

ＣＨＤ监测小组，如无法诊断则转诊专科医院确诊。

村、孕次多（／＞２次）、产次多（≥２次）、孕早期孕母发

病例及对照（胎）婴儿的资料通过专人填写并上报广

热、病毒感染、接触化学制剂、有先兆流产史、有精神

东省人民医院制定的《心脏缺陷Ｊｋ／配对儿登记卡》
收集。登记卡内容主要包括孕母基本情况、缺陷／对

刺激史、被动吸烟史、孕前３个月父亲饮酒、父亲接触
化学制剂、父亲吸烟、孕前３个月至孕早期接触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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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表１主要变量赋值
变量
孕母年龄
常住地农村

赋

值

连续变量
０＝否，１＝是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ｍ６ １＝０～１２００，２＝１２０１～２５００，３＝２５０１～
孕次
０＝１次，１＝≥２次
产次０＝０～１次，１＝≥２次
孕母
文化程度
１＝初中及以下，２＝高中或中专，３＝大学及以上
发热‘０＝否，ｌ＝是

修半年居室、居室距离马路＜５０ ｍ、孕母有异常生育
史、胎（婴）儿低体重和巨大儿；保护因素是家庭人均
月收入高（≥１２０１元），孕母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及
以上。
（２）多因素分析：纳入除孕次外的２５个变量采

用ＥＮＴＥＲ法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
３），结果调整后常住人口ＣＨＤ的危险因素（纳入标

病毒感染。

０＝否，１＝是

准为Ｐ＜０．０５）有产次多（ＯＲ＝１．２５）、孕早期孕母发

糖尿病‘

０＝否，１＝是

梅毒感染。
服抗生素。

０＝否，１＝是
Ｏ＝否，１＝是

热（ＯＲ＝３．６３）、病毒感染（ＯＲ＝１．７８）、糖尿病（ＯＲ＝
２．８５）、梅毒感染（ＯＲ＝１０．７２）、接触化学制剂（ＯＲ＝

使用避孕药。０＝否，ｌ＝是
接触化学制剂。０＝否，１＝是

９．６０）、住装修半年居室（ＯＲ＝３．０７）、孕母异常生育

先兆流产史。

０＝否，１＝是

史（ＯＲ＝２．５５）、胎（婴）儿低体重（ＯＲ＝４．５８）、巨大儿

精神刺激。

０＝否，１＝是

被动吸烟‘
异常生育史

０＝否，１＝是
Ｏ＝否，ｌ＝是

（ＯＲ＝１．６３）。保护因素为孕母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

父亲
病毒感染４
饮酒。

０＝否，ｌ＝是
０＝否．１＝是

接触化学制剂。

０＝否，１＝是

吸烟。

０＝否，１＝是

住装修半年居室。
居室距马路＜５０ ｒｎｆ

０＝否，ｌ＝是
Ｏ＝否，ｌ＝是

接触宠物。
家族遗传史

Ｏ＝否，ｌ＝是
Ｏ＝否，１＝是

胎（婴）儿体重（ｇ）４

ｌ＝０～２４９９，２＝２５００～４０００，３＝４００１～

ＣＨＤ

０＝否，１＝是

注：。采用线性趋势ｆ检验；６采用三分位间距分级；‘孕早期３个
月；。孕前３个月；。孕早期３个月至孕前３个月

（ＯＲ＝Ｏ．７２）及大学或以上（ＯＲ＝Ｏ．６３）。
４．两人群相关危险因素比较：流动人口特有的
危险因素是孕母孕早期被动吸烟，保护因素是家庭
月收入高（≥１２０１元）；常住人口特有的危险因素是
孕母糖尿病、梅毒感染、住装修半年居室以及胎（婴）
儿为巨大儿。在两人群中相反的影响因素是孕母文
化程度高，其在流动人口中为危险因素，而在常住人
口中是保护因素。比较两人群调整后有意义的危险
因素的ＯＲ值，ＯＲ值在流动人口中高于常住人口的
因素有产次（２．２４粥．１．２５）、孕母孕早期病毒感染

孕母有异常生育史、家族遗传史、胎（婴）儿低体重和

（２．６３珊．１．７８）、孕母接触化学制剂（７６．９４ ＶＳ．９．６０）、

巨大儿；保护因素是家庭人均月收入高（≥１２０１元）。
（２）多因素分析：经过共线性诊断发现孕次与产

孕母异常生育史（３．０７ ＶＳ．２．５５）；ＯＲ值在流动人口中
低于常住人口的因素有孕母孕早期发热（３．２４粥．

次严重共线性，保留产次，纳入除孕次外的２５个变

３．６３）、胎（婴）儿低体重（３．６ｌ弧４．５８）。

量采用ＥＮＴＥＲ法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表２），结果表明调整后流动人口ＣＨＤ的危险因素

讨

论

（纳入标准为Ｐ＜０．０５）有产次多（ＯＲ＝２．２４）、孕母文

广东省是全国人口流动大省阳１。调查表明流动

化程度大学或以上（ＯＲ＝２．４６）、孕早期孕母发热
（ＯＲ＝３．２４）、病毒感染（ＯＲ＝２．６３）、接触化学制剂

人口中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常住人口［２’４］，而
ＣＨＤ是最主要的出生缺陷。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

（ＯＲ＝７６．９４）、被动吸烟（ＯＲ＝３．４１）、有异常生育史

和常住人口ＣＨＤ危险因素的种类及其ＯＲ值存在明

（ＯＲ＝３．０７）、胎（婴）儿低体重（ＯＲ＝３．６１）。保护因
素为家庭人均月收人（１２０１～２５００元：ＯＲ＝０．６３，≥

显差异。比较两人群调整后相关危险因素，流动人

２５０１元：ＯＲ＝Ｏ．６２）。

素是家庭月收入高（≥１２０１元）；常住人口特有的危

口特有的危险因素是孕母孕早期被动吸烟，保护因

３．常住人口ＣＨＤ危险因素：

险因素是孕母糖尿病、梅毒感染、住装修半年居室以

（１）单因素分析：对２６个变量逐个进行单因素

及胎（婴）儿为巨大儿。在两人群中相反的影响因素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３）。结果显示：常住人
口ＣＨＤ危险因素（纳入标准为Ｐ＜０．０５）有孕次多
（≥２次）、产次多（≥２次）、孕早期孕母发热、病毒感

是孕母文化程度高，其在流动人口中为危险因素，在

染、糖尿病、梅毒感染、使用抗生素或避孕药、接触化

切相关口＇６１。我国妇女有吸烟习惯者较少，而被动吸

学制剂、有先兆流产史、被动吸烟、孕前３个月父亲

烟者居多ｎ］。本研究中发现孕母被动吸烟是流动人
口特有的ＣＨＤ危险因素可能与孕妇健康意识不强

饮酒、父亲接触化学制剂、父亲吸烟、父母双方住装

常住人口中是保护因素。
以往多项研究提示孕母吸烟与ＣＨＤ的发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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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０刚直（９５％Ｃｔ）Ｐ值

孕母年龄

１．０２（Ｏ．９９—１．０５）

常住地农村

１．４４０．１７～１．７８）

家庭人均月收入。

调整０Ｒ值（９５嚷ｏＣ／）Ｐ值

０．０６ｌ

０．０１

０．９８（ｏ．９５～１．０１）

０．１７９

Ｏ．００１

Ｏ．１３

１．２８（ｏ．９９～１．６５）

ｏ．０５４

＜Ｏ．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２哪．１

０．６７（Ｏ．５２—０．８６、

０．００１

ｏ．１４

Ｏ．６３（ｏ．４７～０．８３、

Ｏ．００１

３绑．１

０．５５（Ｏ．４３～０．７２、

＜Ｏ．００１

０．１６

Ｏ．６２（ｏ．４５～０．８４１

ｏ．００４

２．０７（１．６６～２．５８１

＜Ｏ．００１

ｏ．１４

２．２４（１．６８～２．９６）

＜ｏ．ＯＯｌ

产次６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比较两人群调整后有意义的

表２流动人口相关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ＥＮＴＥＲ法）
蠢

Ｊ

危险因素的ＯＲ值，发现流动人口
中产次的ＯＲ值明显高于常住人
口，这可能与流动人口容易逃避
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提示了在流
动人中需加强新生育观念的宣传
和引导，减少和降低经产妇生育

孕母
文化程度４

０．１５７

ｏ．００８

２ ｔ３５．１

１．００（０．７７～１．３１１

０．９７９

ｏ．１６

１．１８（ｏ．８７～１．６１、

ｏ．２７７

３傩．１

１．６４ｒ０．９９～２．７７）０．０５５

ｏ．３０

２．４６（１．３８～４．４０）

ｏ．００２

ｏ．４５

发热

３．８３（１．６９～８．６７）

＜０．００１

３．２４（１．３３～７．９０）

ｏ．０１０

病毒感染

３．１３（１．６５～５．９３）

＜０．００１

ｏ．３７

２．６３（１．２６～５．４８）

ｏ．０１０

糖尿病

０．７２（Ｏ．１０～５．１３、０．７４４

２．０６

０．０２（ｏ．００～Ｏ．９４）

ｏ．１４７

的数量和比率。

国内外许多研究证实化学毒
物有致畸作用。美国国家出生缺
陷预防研究的结果表明母亲接触

梅毒感染。

１．７４（Ｏ．２１～∞、。０．６７４

０．９９９

有机溶剂与膜周型室间隔缺损、

服抗生素

２．１８（Ｏ．７０～６．８０）０．１７９

０．７１

０．６０（Ｏ．１５～２．３５）０．４６２

主动脉瓣狭窄、大动脉转位、右室

使用避孕药

０．７２（Ｏ．４５～１１．５５）０．８１７

１．５８

Ｏ．３９（Ｏ．０２～８．５６１

接触化学制剂

２６

５７６．１９４＞９９９．９９（ｏ．００～∞１ｄ

０．５４５

３０．２３（４．１５～２２０．５２）＜０．００ｌ

１．０９

７６．９４（９．１２～６４９．３２）＜０．００１

先兆流产史

２．９９（１．５３～５．８４）０．００１

０．４０

１．１９（Ｏ．５５～２．５９）０．６５４

精神刺激

６．９８（１．３６～００ｙ

被动吸烟

３．２６（２．００～５．３０）

＜ｏ．００１

０．３２

３．４１ｆ１．８４—６．３５）

＜０．００１

异常生育史

３．１８（２．０４～４．９５）

＜ｏ．ＯＯｌ

０．２５

３．０７（１．９０～４．９８）

＜０．００１

ｏ．０４４

１６

０．９９９

４６０．６８４＞９９９．９９（Ｏ．００～∞ｙ

父亲

流出道梗阻和肺动脉狭窄等畸形
相关ｎ“，国内也有多项研究提示
接触化学毒物与ＣＨＤ相关“３｜。本
研究表明孕母接触化学物质与
ＣＨＤ发生的关系非常强烈（流动

病毒感染

２．９０（ｏ．６２～１３．７２１

０．１７８

０．９０

０．９１ｆＯ．１６～５．３１１

０．９２０

饮酒

１．９８（１．２４～３．１８）

ｏ．００４

０．２９

１．２６（０．７１～２．２２）

Ｏ．４２１

人口：０Ｒ＝７６．９４，常住人口：ＯＲ＝

接触化学制剂

４．７５（１．０７～２１．１２）

ｏ．０３２

１．００

０．４２（Ｏ．０６～３．００）

０．３８８

９．６０）。流动人口接触化学毒物的

吸烟

１．４６０．０４～２．０６、

ｏ．０２９

０．２２

０．９３（Ｏ．６０～１．４４）

０．７４３

住装修半年居室

２．１２（ｏ．９９—４．５５、

ｏ．０５６

０．４５

１．５７（Ｏ．６５～３．７６）

Ｏ．３１６

居室距马路＜５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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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１６４

０．１９

１．２０（Ｏ．８２～１．７４）

０．３４５

接触宠物

２．７８（１．０３～７．４９）

ｏ．０３７

０．６１

１．１２（Ｏ．３４～３．６９）

０．８５６

家族遗传史

８．０３（１．０３～６２．３５）

Ｏ．０１８

１．０９

６．０１ｒＯ．７２～５０．７５）

０．０９９

＜Ｏ．００１

胎（婴）儿体重４

＜０．００１

ＯＲ值明显高于常住人ＶＩ，这可能
与流动人口的职业倾向有关ｎ

４｜。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研究
表明，流产史增加法洛四联症和

１椰．２

３．５３（２．４６～５．０８）

＜Ｏ．００１

０．２０

３．６１（２．４４—５－３５、

＜Ｏ．００ｌ

Ｅｂｓｔｅｉｎ畸形的风险，死胎增加房

３ｔｕ ２

２．２４０．２２～４．１１１

ｏ．００９

０．３４

１．８５（Ｏ．９６～３．５９、

０．０６７

间隔缺损的风险ｎ５｜，与本研究中

注：４哑变量采用同进同出原则；６孕次与产次严重共线性，结合专业意义保留产次；。采
用ｅｘａｃ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检验中位无偏估计；。出现异常值是由于暴露于该因素的对照例数为０所致

异常生育史增加ＣＨＤ风险的发
现一致。流动人口中异常生育史

有关。国内曾报道流动人口中孕妇被动吸烟率达

的ＯＲ值明显高于常住人口，这与前者异常生育史的

８４．９０％，而且具有年龄＞２０岁、经产妇、文化水平低、

暴露率明显高于常住人口有关ｎ

经济状况差等因素的孕妇被动吸烟的比例高随１。提

６｜。

国外研究提示低出生体重增加ＣＨＤ发生率ｎ

７Ｉ。

示流动人口中孕母被动吸烟的情况相当普遍。常住

由于流动人口缺乏孕期管理和指导，加上生活条

人口巨大儿发生率略高于流动人口，两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而常住人口中糖尿病引起的巨大儿比率

件较差，其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往往较常住人

要高于流动人口［９］。因此，本研究得出的孕母糖尿

住人口中明显高于流动人口，需要进一步证实低出

病和巨大儿是常住人口ＣＨＤ特有的危险因素的结

生体重对两人群的致ＣＨＤ风险。

口高ｎ８Ｉ。然而本研究发现低出生体重的ＯＲ值在常

论似乎能相互支持。孕母文化程度对两人群不同的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中ＣＨＤ危险因

影响超出本研究预期结果。较多报道发现产妇的文

素有着明显的差别，为了有效降低人群中ＣＨＤ的发

化程度低于初中水平是出生缺陷的危险因素，因为
文化程度低造成自我保健意识不强，缺乏优生优育

生率，应有针对性实施预防措施，包括注重在流动人

的意识¨０‘“１，这与本研究发现的文化程度对常住人

宣传和引导，并加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对

口ＣＨＤ发生的影响相一致，但难以解释文化程度高

流动人口孕产、妇产前检查服务；在常住人口中应该

在流动人口中为危险因素的现象，其中的具体原因

更加注意糖尿病防治，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

值得进一步探讨。

口中加强孕期保健知识的普及，加强新生育观念的

（感谢广东省ＣＨＤ监测网的３４家医院共同协作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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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常住人口相关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ＥＮＴＥ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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