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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
影响及其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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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丽

目的研究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高症）对低体重儿与巨大儿的影响及其与其他因

【摘要】

素的交互作用。方法应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湖南省浏阳市３７个乡镇中随机抽取１４个乡
镇，收集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所有孕产妇孕期保健手册和分娩病历记录。内容包括
基本信息、孕期血压和新生儿出生体重。多因素分析采用多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交互作用分析
选择相加模型。结果共获得有效数据６ １０２份。其中妊高症４１８例，发生率为６．９％；低体重儿
１６６例（２．７％），巨大儿３３３例（５．５％）。多因素研究显示妊高症、早产、孕前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孕期
增重≥１６ ｋｇ与新生儿体重的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交互作用研究显示妊高症与早产对低体重儿
存在较为明显的正交互作用［超额相对危险度（ＲＥＲＩ）＝３５．０８，交互作用归因比（ＡＰＩ）＝０．４３５，交
互作用指数（Ｓ）＝１．７］，妊高症与孕前消瘦（孕前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对低体重儿存在正交互作用
（ＲＥＩｕ一１．４２６，ＡＰＩ＝０．２９１，ｓ＝１．５７５），妊高症与孕期体重增加对胎儿出生体重无明显的交互作
用。结论低体重儿和巨大儿的发生与妊高症、早产、孕前ＢＭＩ、孕期体重的变化有关；且妊高症
与早产及孕前ＢＭＩ对新生儿体重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低体重儿；巨大儿；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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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高症）是一种妊娠期的
特发性疾病…，也是影响新生儿出生体重的重要因
素之一。既往研究着重于妊高症对新生儿低出生

新生儿出生体重ｙ

低体重儿＝１，正常体重儿＝２（对照组），巨大
ＪＬ＝３

体莺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

妊高症

无＝０，有＝１

同时研究妊高症对低体重儿与巨大儿的影响及其

年龄（岁）Ｘ２≤２３＝ｌ，＞２３且４３０＝２（对照组），＞３１＝３

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为预防控制异常体重儿提

婚姻

供参考依据。

表１变量及其赋值
因素

变量

ｘｌ

职业

船未婚－－－－０，已婚＝ｌ
朋 务农或无业＝Ｏ，其他管理服务业＝ｌ

初潮年龄（岁）

Ｘ５

吸烟或被动吸烟Ｘ６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选择：从湖南省浏阳市３７个乡镇中随机
抽取１４个乡镇，收集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３月
３１日所有孕产妇孕期保健手册和分娩病历记录。

赋值

＜１２＝１，≥１２且＜１６＝２（对照组），≥１６＝３
不吸烟＝Ｏ，吸烟或被动吸烟＝ｌ

羊水

胛过少＝ｌ，适宜＝２（对照组），过多＝３

产检次数

ｘ８

≤５＝０，＞５＝ｌ

贫血Ｘ９无＝０，有＝１
剖宫产史Ｘ１０无＝０，有＝１
孕期感冒Ｘ１１无一Ｏ，有＝１

要求每名孕产妇均有填写完整的“孕产妇保健手册”

叶酸服用Ｘ１２未ｈＥ＝０，服用＝ｌ

和“分娩病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身高、孕前体重

早产Ｘ１３否０，是＝１

（孕１２周前体重）、职业、初潮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
新生儿出生体重和分娩情况。排除多胎妊娠、妊娠

孕前ＢＭＩ（ｋｇ／ｍ２）Ｘ１４＜１８．５＝ｌ，≥１８．５日＜２４＝２（对照组），≥２４＝３
孕期增重（ｋ曲Ｘ１５≤１１＝１，≥１２且＜１６＝２（对照组），≥１６＝３
新生儿性别Ｘ１６男＝１，女＝２

合并慢性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和糖耐量受损的孕
产妇。浏阳市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９５．９８％，孕产

注：对照组的变量在多因素分析时均作为哑变量；对照组设定的
条件参考文献［１—３］

妇住院率达到９７．９９％。

定量分析。

２．诊断标准和定义：①妊高症：孕期２０周后首次

结

出现血压升高（≥１４０／９０ ｍｍＨｇ），尿蛋白阴性；如孕
２０周后出现ＢＰ≥１４０／９０ ｍｍＨｇ，尿蛋白≥３００
２４

ｍｇ／

ｈ或（＋），伴恶心、头痛等症状，则诊断为子痫前

果

１．一般特征：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

日在抽取的１４个乡镇共有分娩孕产妇数据６

２３７

期。由于子痫前期病例很少，本研究分析时均归为妊

份，剔除慢性高血压合并妊娠、妊娠期糖尿病、糖耐

高症。②早产：妊娠满２８～３７周前胎儿娩出。③新生
儿体重：出生时体重＜２ ５００ ｇ为低体重，出生体重≥

量受损及双胎、死胎引产１３５份，最后获得有效数据
６ １０２份，调查成功率为９７．８４％（６ １０２／６ ２３７）。其中

ｇ为巨大儿。④羊水判定：羊水过多为妊娠期羊
水量＞２ ０００ ｍｌ，羊水量＜３００ ｍｌ为羊水过少。⑤孕

妊高症４１８例，发生率为６．９％；低体重儿１６６例

产妇贫血：妊娠末期检测血常规Ｈｂ＜１００ ｇ／Ｌ。⑥吸
烟或被动吸烟：孕前每天吸烟≥１支且持续＞６个月

岁，平均（２５．３８±３．７９６）岁。

为吸烟，暴露于家中同住亲属和办公场所他人吸烟
的烟雾＞２０ ｍｉｎ／ｄ且持续＞６个月为被动吸烟。⑦

（１）单因素分析：４１８例妊高症孕产妇分娩低体
重儿２７例和巨大儿３８例，发生率分别为６．５％和

妊娠期糖尿病：妊娠２４～２８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ＯＧＴＴ）３项（ＦＰＧ、餐后１ ｈ和２ ｈ）血糖值中两项或

９．１％；５

４ ０００

以上达到或超过正常值即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仅
一项高于正常值，诊断为糖耐量异常。
３．相关变量及其赋值：见表１。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和统一的
标准录入资料，应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单因素分析采用ｆ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交互作用分析选择相加模型ｎ ３，
并运用多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可疑的混杂因素进行调
整，用交互作用超额相对危险度（ＲＥＲＩ）、交互作用
归因比（ＡＰＩ）和交互作用指数（ｓ）对交互作用进行

（２．７％），巨大儿３３３例（５．５％）。孕产妇年龄１６～４２
２．妊高症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

６８４例非妊高症孕产妇分娩低体重儿１３９例

和巨大儿２９５例，发生率分别为２．４％和５．２％。表明
妊高症不但增加了低体重儿的发生风险（ＲＲ＝
２．８８９，９５％ＣＩ：１．８８７～４．４２４），也增加了巨大儿的发

生风险（艘＝１．９１６，９５％ＣＩ：１．３４４～２．７３１）。
（２）多因素分析：将１６个变量（表１）作为自变
量，低体重儿和巨大儿作为应变量，正常体重儿为参
照，采用多因素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采用前进
法（ａ＝０．０５进入模型，ａ＝ｏ．１剔除模型）进行变量筛
选。结果显示妊高症（低体重儿：ＲＲ＝２．４９７、巨大
儿：ＲＲ＝１．６４３）、早产（低体重儿：ＲＲ＝４１．４６５、巨大
儿：ＲＲ＝０．２２７）、孕前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低体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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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ＲＲ＝１．６６９、巨大儿：ＲＲ＝０．６０７）、孕期增重≥１６埏

关注妊高症增加了低体重儿的发生风险ｂ·６。。本研

（低体重儿：／０２＝０．５５７、巨大儿肷＝１．７８３）与应变量

究也得到相似结果（ＲＲ＝２．４９７）。研究中还发现妊

的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２）。

高症同样增加了巨大儿的发病风险（ＲＲ＝１．６４３），

（３）交互作用分析：多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
妊高症、早产、孕前ＢＭＩ、孕期体重增重对新生儿异

Ｘｉｏｎｇ等ｎ ３报告类似结果（ＯＲ＝１．５）。其原因可能与
妊娠期高血压往往与妊娠期糖代谢异常并发，高糖

常体重均有统计学意义，为验证妊高症与另外３个因
素（早产、孕前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和孕期增重≥１６ ｋｇ）

胰岛素抵抗是导致巨大儿的重要原因随１。
早产常导致新生儿低体重。本研究中早产低体

对新生儿异常体重的发生是否有交互作用，采用相

重儿发生率为３７．３％，而非早产低体重儿发生率仅

加模型（利用多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计算各层调整的ＲＲ
值，控制表１中的全部变量）研究妊高症与相关因素

为１．４％。Ｓｈａｐｉｒｏ．Ｍｅｎｄｏｚａ和Ｔｏｍａｓｈｅｋｐ３报道了类
似结果。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早产与妊高症对新生

的交互作用对新生儿异常体重的影响。结果见表３。

儿异常出生体重影响的可能交互作用，结果发现妊

讨

高症与早产对低体重儿存在较为明显正交互作用

论

（ＲＥＲＩ－－－－－３５．０８，ＡＰＩ＝０．４３５，Ｓ＝１．７）；而对巨大儿的

妊高症对新生儿体重的影响备受关注。但主要

影响呈反向，其ＲＲ值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妊高症孕
妇，应延长孕周，防治早产ｎ
０｜。

表２妊高症与低体重儿和巨大儿关系的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孕前ＢＭＩ是影响新生儿体重的另一重
要原因。本研究中孕前消瘦（孕前ＢＭＩ＜
ｋｇ／ｍ２）增加了低体重儿的发生率，而孕
前超重和肥胖（孕前ＢＭＩ≥２４．０ ｋｇ／ｍ２）则明
１８．５

显增加了巨大儿的发病风险，此结果与Ｙｕ和
Ｈａｎｎ¨研究相一致。其原理可能与孕产妇的
营养和代谢异常状况有关ｎ２Ｉ。交互作用研
究发现妊高症与孕前消瘦同时存在时，对低
体重儿存在正交互作用（Ｉ也ＲＪ一１．４２６，
ＡＰＩ＝０．２９１，Ｓ＝１．５７５），对巨大儿的作用相
反。因此消瘦的孕产妇当发生妊高症时应
表３妊高症与相关因素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交互作用
因素Ｉ

因素２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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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数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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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意加强营养。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谭红专．现代流行病学［Ｍ］．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母亲孕期体重增加对新生儿体重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发现当孕期增重较大（≥１６ ｋｇ）时，低体

２００８：２７２—２９５．

１ ５Ｊ

重儿发生率明显下降（ＲＲ＝Ｏ．５５７），但巨大儿发生风
险增大（ＲＲ＝１．７８３）；但当孕期增重较小（≤１１ ｋｇ）
时，巨大儿的风险下降至０．７９６。Ｓｈｒｅｓｔｈ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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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ｕｗａｒ¨引研究显示，孕期体重增加与新生儿出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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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存在线性正相关，即随着孕期体重增加，新生儿出

ｗｅｉｇｈｔ［Ｊ］．Ｃｈｉｎ ＪＰｒｅｖＭｅｄ，２０１０。４４（１）：７０—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生体重也会相应增加。这可能与能量摄入及代谢平

叶荣伟，李宏田，马蕊，等．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与早产、低体重关

衡有关。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提示，妊高症与孕期体
重增加对胎儿出生体重的影响作用相反，但并无明
显的交互作用。因此妊高症孕产妇在孕期应尽可能

保证营养供应，维持适当的体重增长ｎ“。
新生儿异常体重的发生与妊高症、早产、孕前

［８］ＨａｎＫ，ＣｈｅｎＷＱ，Ｈｕａｎｇ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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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研究了妊高症与早产、孕前ＢＭＩ和孕期增重

示在处理妊高症时，需综合考虑孕妇的情况，给出合
理的营养保健建议，有效降低围产儿的不良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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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作用，存在一定局限性。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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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ＭＩ、孕期体重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相关。本文亮

和巨大儿的影响。但研究中未收集孕妇内分泌病及
其他慢性病史，结果分析时无法排除这些因素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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