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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源城区2014—2020年新生儿出生缺陷
监测情况分析
▲

王国华
赵家帆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保健科，广东河源 517000
[ 摘要 ] 目的 分析河源市源城区 2014— 2020 年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情况，为科学防控出生缺陷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收集 2014— 2020 年源城区二级以上有临床诊断能力的医疗机构报告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监测资料，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分析方法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14— 2020 年源城区新生儿出生共 98 862 例，年出生
人数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出生缺陷儿报告 1282 例，年平均出生缺陷发生率为 129.17/ 万，年发生率上下波
动。缺陷儿性别及产母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出生缺陷类别以先天性心脏病及体表畸
形为主。 结论 源城区出生缺陷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应提高婚前孕前医学检查率、做好孕产妇管理、提高产
前诊断率、抓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加大宣传、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网络，落实三级预防，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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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eonatal birth defect surveillance in Yuancheng
District, Heyuan City from 2014 to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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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Province, Heyuan 517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occurrence of neonatal birth defects in Yuancheng District of Heyuan City
from 2014 to 2020,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irth defects. Methods The
monitoring data of neonatal birth defects reported by medical institutions with clinical diagnosis ability above grade
Ⅱ in Yuancheng District from 2014 to 2020 we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by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From 2014 to 2020, there were 98 862 newborns born in Yuancheng District, and the annual
number of births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1282 cases of birth defects were reported. The annual average
incidence of birth defects was 129.17/10 000, and the annual incidence fluctuated up and dow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maternal age (P < 0.01). The main types of birth defects were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nd
body surface malformations. Conclusion The situation of birth defec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Yuancheng District
is still seve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ate of 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 do a good job in maternal
management, improve the rate of prenatal diagnosis, pay attention to neonatal disease screening, increase publicity,
improve the birth defec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etwork, and implement three-level prevention to further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birth defects.
[Key words] Birth defect; Newborn; Congenital anomaly; Monitor

出生缺陷也称先天缺陷，指婴儿在母体子宫内

对家庭造成经济与心理的沉重负担，更为社会增添

就已发生或存在体形态、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等方

了不和谐因素，亦是影响社会人口素质及整体健康

面异常。出生缺陷可由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等遗

水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2]。为提高源城区出生人

传因素或环境因素引起，也可由这两种因素交互作

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发生，现对 2014— 2020 年河

[1]

用或其他不明原因所致 ，包括组织结构畸形、各种

源市源城区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状况进行回顾性研

功能异常等，是导致死胎、死产、新生儿 7 d 内死亡、

究，旨在分析出生缺陷基础数据及干预效果，找出工

婴幼儿死亡的关键原因。每个先天缺陷的发生，都

作不足之处，为制定或调整相关政策和工作方式提

▲

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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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比描述，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

1.1 一般资料

统计学意义。

资料来源于源城区出生缺陷监测网络，收集源
城区内分娩日期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 结果
2.1 总体出生情况  

31 日的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报告的新生儿出生

2014—2020年源城区新生儿出生总数为98 862例，

缺陷监测资料。出生缺陷儿由接受过相关培训的医

其中男 53 171 例，
女 45 689 例，
两性畸形 2 例。新生

护人员结合孕产妇或（和）新生儿的临床表现、生化

儿出生人数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20 年新生儿

指标、影像学、体格检查等结果，按照国家有关方案

出生人数相对于 2019 年下降明显，下降了 13.90%。

及要求做出确诊及分类，确诊后 24 h 内完成填写并

2.2 出生缺陷发生情况

上报至“广东省妇幼健康信息平台”。

2014—2020 年源城区新生儿出生缺陷共 1282 例，

1.2 研究方法

其 中 男 743 例，出 生 缺 陷 发 生 率 为 139.74/ 万；女

新生儿出生缺陷监测相关资料及信息，包括孕
产妇、新生儿、出生缺陷诊断等相关信息，提取新生

537 例，发生率为 117.53/ 万。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
男性高于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48，P < 0.01）。

儿性别、出生缺陷类别及发生情况，计算顺位、发生

产妇平均孕次为 2.31 次，平均产次为 1.66 次，

率及变化趋势等指标，并从缺陷儿的性别分布、缺陷

平均分娩年龄为（28.41±5.16）岁，2017 年平均分娩

发生类别、产妇年龄等方面进行分析及比较。

年龄最高，不同年龄产妇分娩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
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54，P < 0.01）。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频数、率和构成

表1

见表 1。

2014—2020年源城区新生儿出生情况及出生缺陷发生情况

新生儿出生数

构成比（%）

新生儿出生缺陷数数（例）

出生缺陷发生率（1/万）

2014

12 328

12.47

163

132.22

2015

14 899

15.07

144

96.65

2016

15 466

15.64

198

128.02

2017

15 874

16.06

278

175.13

2018

14 142

14.30

158

112.72

2019

14 053

14.21

186

132.36

2020

12 100

12.24

155

128.10

男

53 171

53.78

743

139.74

女

45 689

46.21

537

117.53

3291

3.33

44

133.70

20~24

23 153

23.42

296

127.85

25~29

38 287

38.73

499

130.33

30~34

23 186

23.45

291

125.51

≥35

10 945

11.07

152

138.88

项目
年份（年）

性别

产妇年龄（岁）
<20

2.3 主要出生缺陷发生类别和顺位

3 讨论

根据出生缺陷发生类别统计，2014— 2020 年报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出生缺陷发生数占每年

告病种排在前十位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多指 / 趾、外

出生人口数的 2%~3%。出生缺陷已经成为威胁出

耳畸形、并指 / 趾、马蹄内翻足、足外翻、尿道下裂、

生人口素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不但

总唇裂、腭裂和直肠肛门闭锁 / 狭窄，占全部出生缺

引起死亡，且存活的缺陷儿常伴有各种残疾，给儿

陷的 88.61%。见表 2。

童及父母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压力，社会经济负担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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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4—2020年源城区新生儿主要出生缺陷类别及发生率

出生缺陷类别

累计例数

发生率（1/万）

构成比（%）

顺位

先天性心脏病

397

40.16

30.97

1

多指/趾

233

23.57

18.17

2

外耳畸形

125

12.64

9.75

3

并指/趾

85

8.60

6.63

4

马蹄内翻足

64

6.47

4.99

5

足外翻

57

5.77

4.45

6

尿道下裂

53

5.36

4.13

7

总唇裂

48

4.86

3.74

8

腭裂

47

4.75

3.67

9

直肠肛门闭锁/狭窄

27

2.73

2.11

10

合计

1136

88.61

重。我国每年新发先天残疾儿童 80 万~120 万，出

生缺陷发生率高于女性，与多数研究 [6-10] 结果一致。

生缺陷逐渐成为国内婴幼儿死亡、伤残及影响生命

造成的原因可能是生物遗传学差异带来的影响，男

质量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在此方面存在研究滞后、

性染色体出现缺陷时更易发生显性遗传。

缺乏基于国情的疾病基础数据和干预结果评价等问

通过分析出生缺陷报告类别，报告前五位的是

题，本研究着眼于填补这一空白，为我国出生缺陷综

先 天 性 心 脏 病、多 指 / 趾、外 耳 畸 形、并 指 / 趾、马

合防控工作服务，制定相应预防干预措施提供科学

蹄内翻足，结果与文献报道 [9-12] 的顺位相类似。先

依据和建议。

天性心脏病常年占据源城区出生缺陷发生率第一

根据 2014— 2020 年监测情况，源城区每年出生

位，这 与 全 国 的 情 况 一 致。 缺 陷 儿 中 体 表 畸 形 占

缺陷发生数约占出生人口数的 1.3%，较世界卫生组

51.4%，根据刘志祥等 [13-14] 研究指出，此类畸形与孕

织报告的低；年平均出生缺陷发生率为 129.17/ 万，

早期感染、滥用药物、环境污染、吸烟或二手烟存在

[4]

比广东省低 ，这是由于源城区切实开展国家基本

关联，提示源城区需加强婚前、孕前等知识及健康生

公共卫生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婚前医学检查、

活方式的宣教工作。

孕前优生检查、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等项目得

综上所述，源城区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上下起伏

到落实，从源头上降低了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此

不定，出生缺陷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应采取切实有效

外，自 2015 年以来，源城区大力开展出生缺陷和地中

的措施提高群众参加婚前孕前医学检查的意识和积

海贫血防控项目，让一些严重的出生缺陷在孕 28 周

极性，做好孕产妇健康管理、随访及指导工作，提升

前接受诊断、处置及干预，减少了缺陷儿出生。

产前诊断率，早期发现严重出生缺陷胎儿并采取干

监测数据显示，源城区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上下

预措施；从严抓好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及早产

波动趋势，并在 2017 年达到高峰，这可能与国家二

儿视网膜病变筛查工作，及早实施干预，提高缺陷儿

孩政策有关，二孩政策开放后，源城区 35 岁以上产

生活质量；以低年龄、未婚、文化程度低、经济水平

妇明显增多。此外，根据缺陷儿产母年龄分布显示，

低等孕妇为出生缺陷防治宣传重点人群 [15]，加大出

产 母 年 龄 不 同 所 生 新 生 儿 出 生 缺 陷 发 生 率 不 同，

生缺陷科普知识及政策宣教力度，树立优生优育意

35 岁及以上产妇的子代先天缺陷发生率最高，其次

识；建立多部门联合联动的出生缺陷防控网络，落

是 20 岁以下产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

实三级预防措施，力争出生缺陷儿进一步减少，出生

姜红等

[5]

研究结果一致。低龄产妇存在身体机能尚

人口素质和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提高。

未发育成熟、文化低、收入低、不良习惯及嗜好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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