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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姜雪锦许光
【摘要】

申丽君吴静陈辉王友洁

目的探讨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发病的影响因素，为预防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发病提供

参考。方法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在湖南省儿童
医院住院的１２０例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患儿及同期同科室住院的１７０例非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患儿父
母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软件。结果先天性消化道畸形与母亲孕前３个月内或
孕期服用药物（ＯＲ＝３．３５，９５％ＣＩ：１．５ｌ～７．４１）、服用叶酸（ＯＲ＝Ｏ．２８，９５％ＣＩ：０．１５～０．５２）、接触油性
漆（ＯＲ＝５．０５，９５％Ｃ１：１．３２～１９．２９）、接触农药（ＯＲ＝１５．２０，９５％Ｃ１：１．５５～１４８．９９）及母亲孕前短期
内患儿父亲服用药物（ＯＲ＝３．７０，９５％ＣＩ：１．１３．１２．１０）、吸烟（ＯＲ＝２．３９，９５％ＣＩ＝１．２４～４．６２）、饮
酒（ＯＲ＝２．４７，９５％Ｃ１：１．２０～５．０７）、接触室内清洗剂（ＯＲ＝１６．４２，９５％ｃ，：１．７１—１５７．９２）、接触油性
漆（ＯＲ＝９．９２，９５％Ｃ／：２．６６～３６．９８）有关。结论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发生受多种环境因素影响，
其中母亲孕前短期内或孕期服用药物、接触油性漆、接触农药、母亲孕前短期内患儿父亲服用药
物、吸烟、饮酒、接触室内清洗剂为危险因素，母亲孕前短期内或孕期服用叶酸为保护因素。

【关键词】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影响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Ｉｎｉ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ｉａｎｇ Ｘｕｅｊｉｎｌ，‰Ｃｕａｎ矿，Ｓｈｅｎ Ｌ驰ｎ１，耽Ｊｉｎｇ’，Ｃｈｅｎ Ｈｕｉｌ，耽ｎｇ ｒｏｕｊｉｅｌ．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ｒｏｎｇｉ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Ｎｅｏｎａｔ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Ｚ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ｒｏｕｊｉｅ，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ｙｏｕｊｉｅ＠ｍａｉｌｓ．ｔ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ｅｄ

ｂｙ

ｆｒｏｍ

ｇｒ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８１２７３０８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０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ｓｅｄ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ｏ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 ｌ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ｆ １２０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ｗａｓ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１ ７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ｌ ８．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ｆｉｌｌ ｉｎ

ａ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ａｔａ

ｍａ：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３．３５．９５％ＣＩ：１．５１—７．４１）ａｎｄ ｆｏｌｉｅ ａｃｉｄ（０尺＝

０．２８，９５％ＣＩ：０．１５—０．５２），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１５．２０，９５％Ｃ／：１．５５—１４８．９９）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ｏ

ｐａｉｎｔｓ（ＯＲ＝５．０５，９５％ＣＩ：１．３２一１９．２９）ａｎｄ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ＯＲ＝

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ＯＲ＝３．７０，９５％ＣＩ：１．１３—１２．１０），ｓｍｏｋｉｎｇ（ＯＲ＝２．３９，９５％ＣＩ：１．２４—４．６２），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ＯＲ＝２．４７，９５％Ｃ／：１．２０—５．０７），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ｏｏｒ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ＯＲ＝１６．４２，
９５％Ｃ７：１．７１—１５７．９２）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ａｌｅ ｔｏ ｐａｉｎｔｓ（ＯＲ＝９．９２，９５％Ｃ／：２．６６—３６．９８）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ｍｏｔｈｅｒ，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ｐａｉｎｔ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ｓｍｏｋｉｎｇ，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ｉｎｄｏｏｒ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ｐａｉ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ｂ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ｗａ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ｔｏ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２７３０８３）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３０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姜雪锦、申丽君、吴静、陈辉、王友洁）；湖南省儿

童医院新生儿外科（许光）
姜雪锦、许光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王友洁，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ｙｏｕｊｉｅ＠ｍａｉｌｓ．ｔｊｍｕ．ｅｄｕ．ｃａ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１月第３５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是新生儿先天性畸形中常见
的并严重影响健康的一组畸形，患儿通常需要接受
多次手术治疗，较大影响其近远期生活质量，且手术
治疗易出现并发症，直接影响患儿预后并给家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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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病例组和对照组基本特征
特

征

（病例ｎ＝１组２０）

（蝥黑）

分娩年龄（岁）＜２５

４．８９５

０．０８６

小学及以下１１（９．１７）

２５（１４．７１）１２．４４ｌ

０．００６

初中

５９（３４．７１）

４６（３８．３３）５３（３１．１８）

社会带来沉重负担ｎ’２｜。因此，探讨先天性消化道畸

６２（５１．６７）１０８（６３．５３）

形的影响因素，减少其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先

≥３５

１２（１０．００１

文化程度

疾病的发生受基因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旧。５·。本

大学及以上１２（１０．ｏｏ）
有无工作

对象与方法

常住地

形患儿。其中无肛３８例，巨结肠２０例，肥厚性幽门

５３（４４．１７）５６（３２．９４）

无

６７（５５．８３）１ １４（６７．０６）

市区４２（３５．００）４２（２４．７１）
３０（２５．００）

３７（２１．７６）

农村４８（４０．００）

９１（５３．５３）

年龄（岁）＜２５

１７０４．１７）１７（１０．００）

≥３５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ｌ（１７．５０）

２１（１２－３５）

５（４．１７）

１９（１ １．１８）

初中

３４（４５．８３）

５ １（３０．００）

例。先天｜生消化道畸形是通过临床表现、病理检查、

高中或中专１８（３２．５０）

５６（３２．９４）

有８７（７２．５０）ｌ １４（６７．０６）

２．调查方法：采用统一调查表，由经培训的调查

无

＞２５００

孕周＜３７

员对病例组和对照组患儿父母征得知情同意，由患
儿父母自行填写，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对象则由调
查员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核对问卷后回收，确保填
写完整。调查内容包括①一般情况（父母年龄、文化
程度、工作情况、患儿性别、出生体重、孕周等）；②父

０．０６１

３．１５５

０．２０６

１１．２１１

Ｏ．０１１

０．９７９

Ｏ．３２２

３．１７５

Ｏ．０７５

１．２５９

Ｏ．２６２

３．２５４

Ｏ．０７１

３３（２７．５０）５６（３２．９４）

子代
出生体重（ｇ）一＜２５００

３月龄的患儿，共１７０例。

５．５７９

大学及以上２Ｋ１７．５０）４４（２５．８８）
有无工作

等多种检查方式确诊哺。８１。对照组选择与病例同期
同科室住院、无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年龄相差不超过

０．０５２

２５～８２（６８．３３）１ ３２（７７．６５）

裂孑Ｌ疝３例，脐肠瘘２例，其他先天性消化道畸形６
钡灌肠、腹部平片、食道及胃肠造影、腹部手术探查

３．７７９

父亲

狭窄１５例，肠旋转不良１０例，胆道闭锁和肠闭锁各
７例，脐膨出、十二指肠梗阻和食管闭锁各４例，食管

３９（２２．９４）

有

郊区

１．研究对象：病例组为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８
月于湖南省儿童医院住院的１２０例先天性消化道畸

５９（４９．１７）

９（５．２９）

高中或中专３８（３１．６７）４７（２７．６５）

研究旨在探讨先天Ｊ陛消化道畸形在环境方面可能的
影响因素，为预防提供参考。

Ｐ值

母亲

２５～

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研究显示该

ｆ值

≥３７

性别

１６（１３．３３）

１２（７．０６）

１０４（８６．６７）１５８（９２．９４１
１８（１５．００）１８（１０．５９）
１０２（８５．００）１５２（８９．４１、

男８７（７２．５０）１０６（６２．３５）
女

３３（２７．５０）６４（３７．６５）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母健康状况及生活习惯（既往疾病史、服药史、吸烟、

２．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１）单因素：以是否患有先天性消化道畸形为因

饮酒等）；③父母有害物质（农药、油性漆、清洗剂等）

变量，以父母健康状况、生活习惯及有害物质接触史

接触史。

等可疑危险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孕前３个月内或孕期患慢性

３．统计学分析：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数据录人与核查，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８．０软件对数

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体温＞３８ ｏＣ）、精神创伤、

据进行分析。采用ｆ检验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基本

服用药物、服用叶酸、接触油性漆、农药等化学物质

情况之间的差异，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方法分析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影响因素。显著性水

以及母亲孕前３个月内患儿父亲发热（体温＞
３８℃）、精神创伤、服用药物、吸烟、饮酒、接触室内

平ａ＝０．０５。

清洗剂、工业清洗剂、水（油）性漆以及焊接烟气等化
结

果

学物质是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影响因素（表２）。
（２）多因素：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一般情况：比较两组患儿基本人口学特征，除
父母文化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父母

（Ｐ＜０．０５）的变量纳入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孕前３个月内或孕期服用

年龄、工作及患儿出生体重、孕周、性别的差异均无

药物（ＯＲ＝３．３５，９５％ＣＩ：１．５ｌ～７．４１）、接触油性漆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间资料均衡性较好（表１）。

（ＯＲ＝５．０５，９５％ＣＩ：１．３２～１９．２９）、接触农药（ＯＲ＝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１月第３５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８３·

１５．２０，９５％ｃ，：１．５５～１４８．９９），母亲孕前３个月内患

显示，母亲孕期接触油漆苯类可增加子代发生先天

儿父亲服用药物（ＯＲ＝３．７０，９５％ＣＩ：１．１３～１２．１０）、

性消化道畸形的风险（ＯＲ＝７．２０３）。本次研究显

吸烟（ＯＲ＝２．３９，９５％ＣＩ：１．２４～４．６２）、饮酒（ＯＲ＝

示，母亲孕前短期内或孕期接触油性漆（ＯＲ＝５．０５）

２．４７，９５％ａ：１．２０—５．０７）、接触室内清洗剂（ＯＲ＝

和农药（ＯＲ＝１５．２０）以及母亲孕前患儿父亲接触室

１６．４２，９５％凹：１．７１～１５７．９２）、接触油性漆（ＯＲ＝

内清洗剂（ＯＲ＝１６．４２）和油性漆（ＯＲ＝９．９２）等化学

９．９２，９５％ＣＩ：２．６６～３６．９８）是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危

物质是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危险因素。以上研究

险因素；母亲孕前３个月内或孕期摄人叶酸（ＯＲ＝

提示，多种化学物质均可增加发生先天性消化道畸

０．２８，９５％ＣＩ：０．１５～０．５２）是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保

形的危险，计划妊娠的夫妻应减少或避免各种危险

护因素（表３）。

化学物质的暴露。
讨

父母的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先天性消化道畸形
论

的危险因素。多项研究显示，母亲孕期吸烟或饮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酒可增加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等多种出生缺陷的危

本研究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发

险ｎ４。１“。但本次研究未发现先天性消化道畸形与母

现，母亲孕前短期内或孕期服用药物、接触
油性漆、接触农药，母亲孕前短期内患儿父

表２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亲服用药物、吸烟、饮酒、接触室内清洗剂、
接触油性漆等是该病的危险因素；母亲孕
前短期内或孕期服用叶酸是保护因素。
本研究发现，母亲孕前短期内或孕期
服用药物与子代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发生的
ＯＲ值为３．３５，这与以往Ｗｅｒｌｅｒ等ｐ１和

Ａｌｗａｎ等Ｈ０］关于母亲孕期服用药物可增加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危险性的结论一致。另
外，本研究还调查了母亲孕前短期内父亲
服用药物的情况。结果显示，服用药物的

父亲子代发生先天陛消化道畸形的风险是
未服用药物的３．７０倍。提示有妊娠计划的
育龄妇女及其配偶应避免发生疾病及摄入
药物。
本次研究显示，母亲孕前短期内或孕
期服用叶酸可降低子代发生先天性消化道
畸形的危险（ＯＲ＝Ｏ．２８），这与Ｍｙｅｒｓ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等ｎ２１的研究未
发现母亲孕前短期内或孕期服用叶酸与先
天性消化道畸形有关。叶酸是胎儿生长发
育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孕妇缺乏叶酸可
导致新生儿多种疾病的发生，因此育龄妇
女妊娠期有必要适量补充叶酸。
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报道关于父母有
害化学物质暴露与子代先天性消化道畸形
的关系。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等¨２１研究发现，先天性
消化道畸形与母亲孕期接触工业清洗剂
（ＯＲ＝２．９）和母亲孕前父亲接触废气
（ＯＲ＝１．９）有关。陈卫坚和刘筱娴¨纠研究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表３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８４·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１月第３５卷第ｌ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李德渊，陈娟，陈大鹏．新生儿先天性消化道畸形６４例临床分

亲吸烟或饮酒有关，这可能与本次研究的样本量较

析［Ｊ］．中国新生儿科杂志，２００６，２ｌ（１）：３４—３５．

小等因素有关。本次研究显示，母亲孕前短期内父

［７］Ｓｈａｏ

亲吸烟（ＯＲ＝２．３９，９５％ＣＩ：１．２４～４．６２）或饮酒（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２．４７，９５％ＣＩ：１．２０～５．０７）均可增加子代先天性消化

ｔｒａｃｔ

ＢＢ．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ｓ

ＪＢ，Ｙ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 ｏｎｅ）［Ｊ］．Ｃｈｉｎ

ａｂｄｏｍｅｎ：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Ｊ Ｐｒａｃｔ 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０５，２０

道畸形发生的危险。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等¨２１研究也提示，母

（６）：３８１－３８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亲孕前短期内患儿父亲抽烟与先天性消化道畸形

邵剑波，叶滨宾．儿童腹部影像学诊断：儿童先天性食管和胃肠

有关（ＯＲ＝１．８，９５％ＣＩ：１．１～２．９）；但该研究尚未发

畸形影学诊断（一）［Ｊ］．中国实用儿科杂志，２００５，２０（６）：

现父亲饮酒与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有关（ＯＲ＝１．３，
９５％ＣＩ：ｏ．７～２．５）。为减少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发

３８ｌ一３８３．

［８］Ｓｈａｏ ＪＢ，ＹｅＢＢ．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ｃｈｉｌｄ’ｓａｂｄｏｍｅ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ｏｆ

ｉｍａｇｉｎｇ

生，夫妻双方在妊娠期应改变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 ｔｗｏ）［Ｊ］．Ｃｈｉｎ

习惯，养成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

ａｎｄ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Ｊ Ｐｒａｃｔ

ｔｒａｃｔ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０５，２０（７）：

４４５—４４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本研究存在不足。同其他病例对照研究一样，

邵剑波，叶滨宾．儿童腹部影像学诊断：儿童先天性食管和胃肠

在获取既往信息时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对于药物、农

畸形影学诊断（二）［Ｊ］．中国实用儿科杂志，２００５，２０（７）：

药、油漆、清洗剂等多种调查因素也尚未获取具体种

４４５—４４７．

［９］Ｗｅｒｌｅｒ ＭＭ，Ｓｈｅｅｈａｎ ＪＥ，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Ａ．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类、暴露剂量和持续时间等方面的信息；其次，不同

［１０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ｆｅｃｔｓ［Ｊ］．Ｎ

Ｄ，ｅｔ ａ１．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Ｇ，Ｌｉ ＢＸ，Ｚｈｏ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Ｊ．Ｃｈｉｎ

ｗｉｔｈ

ｒｉｓｋ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ｈｉｎａ［Ｊ］．Ａｍ Ｊ

ｉｎ

ａ１．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Ｒｉｅｕ ＰＮ，ｅｔ

ａｎｄ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ａｎｏｒｅｃｔａｌ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 Ｄｕｔｃｈ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Ｒｅｓ Ａ Ｃｌｉｎ

Ｍｏｌ Ｔｅｒａｔｏｌ，２０１０，８８（３）：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ｎ

Ｅｇａｃｏｌｏｎ［Ｊｊ．Ｃｈｉｎ

Ｊ

ｏｎｓｅｔ

Ｍａｔｅｒ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２０１１，２６（１３）：１９８８—１９９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１，２６（１３）：１９８８—１９９１．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ｎ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ｏｒｅｃｔ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１１４ｊ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Ｆｒｉａｓ ＭＬ，Ｂｅｒｍｅｊ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ｅｅｃｅ

Ａ，Ｒａｖｉｎｄｒａｒａｊａｈ

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ｔｏ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Ｊ］．Ａｍ

１ ６ｐ １ ２一
Ｊ

Ｈｕｍ

ｔｒａｃｔ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Ｊ］．Ｂｉｒｔ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Ｒｅｓ Ａ Ｃｌ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
Ｍｏｌ Ｔｅｒａｔｏｌ，

１

ｌ ５ ｊ Ｈｏｎｅｉｎ

Ｍ，Ｐａｕｌｏｚｚｉ Ｌ，Ｗａｔｋｉｎｓ Ｍ．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ｂｉｒｔｈ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２００１，１１６（４）：３２７．

ｉｎ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ｎｎｇ’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Ｗｏｒｌｄ Ｊ，２０１ｌ，１７（４５）：４９３７—４９４４．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ｔ ａ１．Ｌｉｎｋａｇｅ ｏｆｍｏｎｏｇｅｎｉｃ

Ａ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ＲＢ．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ｇｅｎｅｓ

ＤＥ

ｄｏｓｅｓ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６，７９（２）：３７８—３８２．

ＤＹ，Ｃｈｅｎ Ｊ，Ｃｈｅｎ

Ｅ，ｅｔ ａ１．Ｒｉｓｋ

２００４，７０（４）：１９４—２００．

ｐｙｌｏｒｉｃ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Ｐｉｎｉｌｌａ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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