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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犁州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圆颐员 配对病例对照病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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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曰圆 伊犁州友谊医院胸外科袁新疆

伊犁

愿猿缘园园园冤

目的院调查伊犁州 园耀员源 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渊糟燥灶早藻灶蚤贼葬造 澡藻葬则贼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悦匀阅冤的分布情况袁揭示与 悦匀阅 发生有关的环

要暂

境和遗传危险因素袁为 悦匀阅 的预防提供相关指导遥 方法院根据现有 源源圆 例 悦匀阅 患儿袁并从伊犁州 愿 县 员 市随机抽取 愿愿源 例儿

童袁采用 圆颐员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方法袁并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进行 悦匀阅 的危险因素分析遥 结果院最终筛选出 愿
个与 悦匀阅 发生相关的主要危险因素遥 结论院怀孕早期是胎儿心脏发育的关键阶段袁环境和遗传因素在 悦匀阅 的发生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袁悦匀阅 的病因学研究对减少 悦匀阅 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遥避免有害环境因素的接触和加强孕期保健有益于减少 悦匀阅
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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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圆颐员 皂葬贼糟澡藻凿 糟葬泽藻鄄糟燥灶贼则燥造 泽贼怎凿赠 燥灶 糟燥灶早藻灶蚤贼葬造 澡藻葬则贼 凿蚤泽藻葬泽藻 蚤灶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葬灶凿 蚤贼泽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蚤灶 再蚤造蚤 泽贼葬贼藻 燥枣 载蚤灶躁蚤葬灶早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
宰藻蚤 蕴藻蚤员袁蕴蚤怎 允蚤灶澡怎葬圆袁在澡怎 宰藻蚤员袁在澡葬 蕴蚤灶早造蚤圆袁载怎 匀燥灶早赠怎葬灶圆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栽澡燥则葬糟蚤糟 葬灶凿 悦葬则凿蚤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杂怎则早藻则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蚤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曰
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栽澡燥则葬糟蚤糟 葬灶凿 悦葬则凿蚤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杂怎则早藻则赠袁再 蚤造蚤 杂贼葬贼藻 云则蚤藻灶凿泽澡蚤责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袁再 蚤造蚤 愿猿缘园园园袁悦澡蚤灶葬冤

圆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糟燥灶早藻灶蚤贼葬造 澡藻葬则贼 凿蚤泽藻葬泽藻渊悦匀阅冤蚤灶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葬早藻凿 园 耀员源 赠藻葬则泽 蚤灶 再蚤造蚤 泽贼葬贼藻援

宰蚤贼澡 贼澡藻 藻曾责造燥则葬贼蚤燥灶 责燥泽泽蚤遭造藻 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 葬灶凿 早藻灶藻贼蚤糟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则藻造藻增葬灶贼 贼燥 贼澡藻 燥糟糟怎则则藻灶糟藻 燥枣 悦匀阅援 栽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 责则燥增蚤凿藻凿 泽糟蚤藻灶贼蚤枣蚤糟

早怎蚤凿藻造蚤灶藻泽 枣燥则 贼澡藻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燥枣 悦匀阅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陨灶 贼澡蚤泽 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鄄遭葬泽藻凿 圆 颐员 皂葬贼糟澡藻凿 糟葬泽藻鄄糟燥灶贼则燥造 泽贼怎凿赠袁源源圆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枣则燥皂 藻蚤早澡贼
糟燥怎灶贼蚤藻泽 葬灶凿 燥灶藻 糟蚤贼赠 蚤灶 再蚤造蚤 泽贼葬贼藻 憎藻则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葬泽 悦匀阅袁葬灶凿 愿愿源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枣则燥皂 泽葬皂藻 凿蚤泽贼则蚤糟贼泽 憎藻则藻 泽葬皂责造藻凿 则葬灶凿燥皂造赠 葬泽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援 韵遭泽藻则增葬贼蚤燥灶袁澡藻葬则贼 葬怎泽糟怎造贼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藻糟澡燥糟葬则凿蚤燥早则葬责澡赠 藻曾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憎藻则藻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蚤灶 贼澡藻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援 杂蚤灶早造藻鄄枣葬糟贼燥则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葬灶凿 皂怎造贼蚤鄄枣葬糟贼燥则泽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憎藻则藻 葬责责造蚤藻凿 贼燥 葬灶葬造赠扎藻 贼澡藻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悦匀阅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月葬泽藻凿 燥灶 贼澡藻 泽蚤灶早造藻鄄枣葬糟贼燥则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葬灶凿 皂怎造贼蚤鄄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皂燥凿藻造袁藻蚤早澡贼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悦匀阅 憎藻则藻 枣蚤早怎则藻凿 燥怎贼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 藻葬则造赠 泽贼葬早藻 燥枣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蚤泽 贼澡藻 糟则蚤贼蚤糟葬造 责藻则蚤燥凿 枣燥则 枣藻贼葬造 糟葬则凿蚤葬糟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援 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 葬灶凿 早藻灶藻贼蚤糟 枣葬糟贼燥则泽 责造葬赠藻凿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则燥造藻泽 蚤灶 贼澡藻 燥糟糟怎则则藻灶糟藻 燥枣 悦匀阅援 栽澡藻 藻贼蚤燥造燥早蚤糟 则藻泽藻葬则糟澡 澡葬凿 早则藻葬贼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枣燥则 凿蚤皂蚤灶蚤泽澡蚤灶早 贼澡藻 责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悦匀阅援 粤增燥蚤凿蚤灶早
贼澡藻 藻曾责燥泽怎则藻 燥枣 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葬灶凿 泽贼则藻灶早贼澡藻灶蚤灶早 责则藻早灶葬灶贼 糟葬则藻 憎藻则藻 遭藻灶藻枣蚤糟蚤葬造 贼燥 则藻凿怎糟藻 贼澡藻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 燥枣 悦匀阅援
咱Key words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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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渊糟燥灶早藻灶蚤贼葬造 澡藻葬则贼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悦匀阅冤

是胎儿时期心脏血管发育异常而致的畸形疾病遥 据

员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 20员猿袁 猿猿渊员冤: 园苑愿鄄园愿圆暂

对象和方法

最新的调查统计袁 新生儿中 悦匀阅 发病率为 园援员猿豫耀

员援员

病因素袁在完成新疆自治区 悦匀阅 免费救治项目要要
要

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袁其中确诊的 源源圆 例 悦匀阅 儿童

伊犁州的 愿 县 员 市个开展了此项研究遥

学调查资料中选取 愿 县 员 市儿童 愿愿源 例袁 入选条件

员援猿愿豫

遥 为了解伊犁州儿童 悦匀阅 的发病情况和发

咱员原猿暂

野春苗工程冶的同时袁于 圆园员员 年 源 月耀圆园员圆 年 源 月在

对象

自 圆园员员 年 源 月在伊犁州 愿 县 员 市开展 悦匀阅 大

入选为病例组袁对照组采用 圆颐员 配对方法袁从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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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磊等院新疆伊犁州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圆颐员 配对病例对照病因分析

包括院淤性别相同曰于出生地为同一地区曰盂出生日

圆

生窒息史曰虞源鄄圆鄄员 体检渊我国妇幼保健系统规定儿

圆援员

年检查 员 次冤中未发现任何异常渊包括视力尧听力尧运

方式袁 收到有效调查表 源源圆 份袁 其中男 圆圆源 例袁女

员援圆

标准袁 选取流行病学调查中的非 悦匀阅 患儿 愿愿源 例袁

期相差不超过 员 个月曰榆足月正常出生体重儿袁无出
童 员 岁内检查 源 次袁员耀猿 岁每年检查 圆 次袁源耀远 岁每
动神经功能评定尧心肺听诊未闻及杂音冤曰愚同民族遥
方法

调查分备查项目和分析项目共 源远 项袁 主要包

括院淤儿童情况院姓名尧性别尧民族尧出生日期尧悦匀阅

诊断及诊断依据尧诊断日期和医院等曰于父母一般情
况院姓名尧民族尧职业工种尧出生日期尧文化程度尧本胎

结 果
悦匀阅 一般情况

悦匀阅 源缘园 例袁采用家庭访问和电话问卷的调查

圆员愿 例渊字圆 越 园援愿员袁凿枣 越 员袁孕 越 园援苑远冤袁对照组按照上述
病例组与对照组调查对象按 员颐圆 进行配比袁 两组性
别尧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员冤遥
圆援圆

病种分布状况

悦匀阅 共计 源源圆 例袁悦匀阅 涉及病种共计 猿远 类遥

受孕时年龄尧吸烟和饮酒情况尧母亲既往有流产史尧

检出率位居前 远 位的分别是院 室间隔缺损 员怨园 例

险因素暴露情况院劳动强度渊劳动强度分院轻尧中尧

猿员 例渊苑援园豫冤尧法洛氏四联症 圆源 例渊缘援源豫冤尧房间隔

近亲结婚史等曰盂母亲在本胎孕期头 猿 个月可疑危
重冤袁用药和感染史袁毒物尧噪声尧放射线接触史袁精神
刺激等曰榆家族史院四级亲属内 悦匀阅尧先天畸形和遗
传病史遥

为保证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袁在

正式调查前袁对 愿 县 员 市均进行了预调查袁根据预调
查结果修改调查表和统一填表规定袁统一培训和严

格要求调查员遥 调查中调查组之间相互复查袁课题
组亲自抽查并审核每一份调查表袁对资料不全或复
查和抽查结果不符又无法弥补的调查表在统计分析
前剔除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 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单因素卡方检验及多

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遥 配对资料先用卡方检验法
进行单因素分析袁以 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在单因素分析结果基础上用条件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

进行多因素综合分析袁筛选对 悦匀阅 发病影响显著的
危险因素遥

表员

渊源猿援园豫冤尧房间隔缺损 苑猿 例渊员远援缘豫冤尧动脉导管未闭

缺损合并室间隔缺损 圆圆 例 渊缘援园豫冤 以及肺动脉狭窄
员缘例渊猿援源豫冤遥 其他较复杂 悦匀阅渊如右室双出口尧肺
动脉闭锁尧三尖瓣闭锁尧大血管转位尧先天心瓣膜病
变尧主动脉窦瘤尧肺静脉异位引流尧多种心内畸形并

存尧单心房缺损尧单心室缺损尧心内膜垫缺损等 猿远种冤
共计 愿苑 例渊员怨援苑豫冤遥
圆援猿

配对资料的 悦匀阅 致病因素分析

圆援猿援员 单因素分析

从 源远 项调查项目中袁运用 字圆 检验袁按 琢 越 园援园缘

水准袁 初步筛选出以下 员圆 个可疑危险因素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包括院妊娠前半年父亲饮酒史尧妊娠前半年父

亲吸烟史尧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饮酒史尧母亲妊娠
早期渊猿 个月冤吸烟史尧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被动吸
烟史尧母亲既往有流产史尧近亲结婚史曰母亲妊娠早
期渊猿 个月冤用药史尧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感染史尧
毒物尧噪声尧放射线接触史尧精神刺激史曰四级亲属内
悦匀阅 病史渊表 员冤遥

悦匀阅 环境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栽葬遭造藻 员 栽澡藻 泽蚤灶早造藻鄄枣葬糟贼燥则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贼澡藻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悦匀阅
变量
妊娠前半年父亲饮酒史
妊娠前半年父亲吸烟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饮酒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吸烟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被动吸烟史
母亲既往有流产史
近亲结婚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用药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感染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毒物尧噪声尧放射线接触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精神刺激史
四级亲属内 悦匀阅 病史

病例组
缘愿渊员猿援员园冤
猿圆渊苑援圆园冤
圆愿渊远援猿猿冤
圆猿渊缘援圆园冤
员怨渊源援猿园冤
圆源渊缘援源园冤
员源渊猿援员园冤
员怨渊源援猿园冤
圆远渊缘援愿愿冤
猿圆渊苑援圆源冤
员园渊圆援圆远冤
圆园渊源援缘圆冤

对照组
苑圆渊愿援员源冤
猿苑渊源援圆园冤
猿圆渊猿援远圆冤
圆源渊圆援苑员冤
圆园渊圆援圆远冤
圆园渊圆援猿园冤
远渊园援怨园冤
圆园渊圆援圆远冤
圆苑渊猿援园缘冤
圆愿渊猿援员苑冤
远渊园援远愿冤
园猿渊园援猿源冤

字 值
愿援圆远
缘援缘苑
缘援园猿
缘援猿源
源援圆愿
怨援圆员
怨援圆源
源援圆愿
远援员源
员员援猿员
远援圆园
猿园援圆怨
圆

咱灶渊豫冤暂

韵砸 值渊怨缘豫悦陨冤
园员援苑园猿渊员援员苑圆耀缘援圆愿员冤
园员援苑愿苑渊员援员圆员耀圆援苑愿猿冤
园员援愿园员渊员援员员苑耀猿援猿源员冤
园员援怨远苑渊员援圆怨猿耀猿援员苑远冤
园员援怨源员渊员援猿猿愿耀圆援怨愿远冤
园圆援源愿园渊员援圆圆远耀缘援员员源冤
园源援苑愿苑渊猿援员圆猿耀员园援圆苑远冤
园员援怨源园渊员援员怨员耀猿援员圆远冤
园员援怨愿源渊员援远猿怨耀源援猿远员冤
园圆援猿愿远渊员援苑远远耀源援怨愿远冤
园猿援猿愿苑渊员援远猿源耀苑援远缘圆冤
员猿援怨员愿渊猿援苑怨缘耀缘圆援苑圆缘冤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孕值
园援园园源
园援园员愿
园援园圆缘
园援园圆员
园援园猿怨
园援园园圆
园援园园圆
园援园猿怨
园援园员猿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员猿
园援园园员

原 愿园 原

圆援猿援圆

南

京

医

科 大

多因素分析

将上述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 员圆 个自变量

引入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袁 探讨多个环境影响因
素对胎儿发生 悦匀阅 的联合作用袁运用向后筛除法院似

然比统计量逐步筛选袁 选入和剔出变量的显著性水平
分别为 园援园缘 和 园援员园曰同时采用逐步回归法袁选入和剔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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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园援员园 和 园援员缘袁最终筛选出
愿 个变量院妊娠前半年父亲饮酒史曰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

月冤被动吸烟史曰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饮酒史曰母亲
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毒物尧噪声尧放射线接触史曰母亲妊
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用药史曰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感染
史曰母亲既往有流产史曰四级亲属内 悦匀阅 病史渊表 圆冤遥

表 圆 悦匀阅 环境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
栽葬遭造藻 圆

栽澡藻 皂怎造贼蚤鄄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悦匀阅
月
员援苑缘圆
员援圆员猿
员援苑怨猿
员援猿苑员
员援圆员缘
员援圆员缘
员援愿园圆
猿援猿圆员

变量
妊娠前半年父亲饮酒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被动吸烟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饮酒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毒物尧噪声尧放射线接触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用药史
母亲妊娠早期渊猿 个月冤感染史
母亲既往有流产史
四级亲属内 悦匀阅 病史

猿

讨

杂援耘援
园援圆愿缘
园援圆猿愿
园援苑远圆
园援源远愿
园援圆缘远
园援猿圆缘
园援猿愿怨
园援愿怨员

孕值
园援园园圆
园援园猿猿
园援园源猿
园援园员猿
园援园猿远
园援园猿圆
园援园员愿
园援园园员

韵砸 值渊怨缘豫悦陨冤
缘援苑远苑渊猿援圆怨远耀员园援园愿怨冤
员援愿圆园渊员援圆员缘耀源援猿员缘冤
圆援怨远圆渊员援缘怨圆耀缘援苑源远冤
源援员猿员渊员援猿愿远耀员园援源圆缘冤
缘援远园怨渊源援怨员猿耀员缘援愿园员冤
圆援员园远渊员援猿愿员耀源援员园源冤
远援圆员员渊圆援员愿员耀员愿援怨远园冤
圆苑援远愿远渊源援愿圆远耀员员愿援员猿园冤

和胰岛样生长因子鄄员 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

论

伊犁州现有哈萨克尧汉尧维尧回尧蒙古尧锡伯族等

源苑 个民族成份袁各民族生活习俗各异袁生活地域不
同袁遗传基因也有差别袁是一个多民族尧多地理环境
的地区袁所以在 悦匀阅 的流行病学调查上具有自己的

特点遥 但由于各种原因袁对于伊犁地区儿童 悦匀阅 的

白 猿 浓度降低袁使输送给胎儿的葡萄糖减少袁导致胎
儿生长缓慢咱远暂遥 这些物质可对胎儿发育和器官形成

产生不良影响袁导致 悦匀阅 的危险性增加遥父尧母亲饮
酒也是 悦匀阅 的危险因素之一袁这可能是由于酒精能

损害男性睾丸的间质细胞袁引起精子的形态改变袁活
动力降低袁精子数减少袁精子畸形和发育不良导致后

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还是空白遥 所以在伊犁州进行

代发育异常遥胚胎期的心脏于第 圆 周开始形成袁约于

进行相关性系统性的研究袁其结果对 悦匀阅 的发生以

所以胚胎心脏发育的关键是在第 圆耀愿 周袁 而母亲饮

悦匀阅 的流行病调查袁 可以参照不同的民族和地域袁
及妇幼保健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关于 悦匀阅 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未阐明袁但大多数

学者的研究肯定了环境因素尧多基因遗传与 悦匀阅 的
关系袁尤其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在 悦匀阅

的发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遥研究表明 悦匀阅 的发病

是遗传因素或环境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的结果 遥
咱源暂

本研究发现袁悦匀阅 发病中室间隔缺损尧房间隔缺损尧
动脉导管未闭尧 法洛氏四联症分别位列发生率的前

第 源 周开始循环作用袁至第 愿 周房室间隔完全形成袁

酒则可能导致该敏感时期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袁增
加 悦匀阅 发生的概率遥 胎儿酒精综合征 渊贼澡藻 枣藻贼葬造 葬造鄄

糟燥澡燥造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冤 是由允燥灶藻泽 和 杂皂蚤贼澡 于 员怨苑缘 年首先

提出咱苑暂袁患者 圆缘豫耀猿园豫存在心血管畸形袁主要是室间

隔缺损尧动脉导管未闭和房间隔缺损遥 由于伊犁州乃
至西北地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的特点袁 今后加强对
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宣教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因为 悦匀阅 居于出生缺陷的首位袁而自然流产是

源 位袁与国内外研究相一致 遥

根据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对畸形胚胎的一个自我淘

悦匀阅 发生之间存在明显关系遥 吸烟或被动吸烟可使

一遥 李思涛等咱愿暂对 员怨怨源耀圆园园远 年中国出生缺陷发病

咱缘暂

本研究发现袁父尧母亲饮酒尧吸烟和被动吸烟与

汰的过程袁所以自然流产是 悦匀阅 发生的危险因素之

碳氧血红蛋白升高袁影响血液输氧能力袁引起胎儿缺

危险因素的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袁 自然流产是

氧袁从而使 悦匀阅 的危险性增加袁此外烟气中含有很

多种化学物质袁因为烟草烟雾中的尼古丁尧苯并芘尧
烟碱尧 一氧化碳以及铅等多种重金属是危害胎儿发

出生缺陷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袁其研究结果证实院母
亲有过自然流产史会增加胎儿患 悦匀阅 的发病率遥本
研究的结果与之一致遥 同时由于有过流产史的妇女

育的不利因素袁 具有急慢性毒性及致突变尧 致畸作

妊娠时袁为避免再次流产袁在妊娠的早期可能使用保

用遥另外吸烟还可引起胎儿生长激素胰岛素尧胰岛素

胎药物袁保留下可能流产的缺陷胚胎袁因此增加了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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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愿员 原

儿发生 悦匀阅 的机会遥 另外袁药物保胎也增加了致畸

酸锂尧三甲双酮尧消炎痛尧镇静剂尧青霉素等与胎儿致

本次研究的单因素分析显示院妊娠早期感染导致

机率遥 所以在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显示孕早期使用

的可能性遥

悦匀阅 的危险性是未感染组的 员援怨愿源 倍 渊韵砸越员援怨愿源冤袁

有显著差异渊孕 越 园援园员猿冤袁在多因素分析中袁感染亦
被选入了回归模型 渊孕 越 园援园猿圆袁韵砸 越圆援员园远袁怨缘豫悦陨

员援猿愿员耀源援员园源冤袁 说明排除混杂后袁 感染仍然是 悦匀阅

的危险因素遥 本研究共有 缘援愿愿豫的母亲孕早期有感
染史袁主要是呼吸道感染遥 国内外研究均证实了孕
早期孕妇感染是引起 悦匀阅 发生的危险因素

袁因

咱怨原员园暂

为在胎儿心脏发育的关键期袁引起上呼吸道感染的大

畸有关袁四环素类尧保胎药尧激素均可增加 悦匀阅 发病

药物可能是 悦匀阅 的危险因素遥 但由于在设计中没有
对上述药物的使用分别进行记录袁同时由于受文化水

平的限制和医疗原始资料缺失的原因袁 在本调查中
没有进行详尽的记录袁下一步会加强这方面的调查遥
本研究显示袁 孕妇怀孕前 猿 个月接触有害危险

因素渊毒物尧噪声尧放射线接触冤是其子代患 悦匀阅 的
环境危险因素之一渊韵砸越圆援猿愿远袁孕 越 园援园园员冤遥 调查中

孕期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主要包括物理因素院噪声尧

多数病毒会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并侵蚀胚胎细胞袁

微波尧电脑辐射曰化学毒物院农药尧化肥尧除草剂尧铅尧

影响了胎儿心脏的正常发育遥引起胎儿畸形的感染主

苯尧汞等重金属尧有机溶剂曰放射线接触院主要是患病

要来源于病毒尧细菌尧寄生虫等微生物感染袁以病毒感

后医源性的接触遥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袁

染最常见遥 孕早期感染较中尧后期更易致胎儿出生异

所以要加强孕妇健康宣教尧注意孕期保护袁避免危险

常遥 孕早期呼吸道感染无论伴或不伴发热都会增加

因素接触遥

原体主要以病毒为主袁 而病毒感染与细胞凋亡有关袁

悦匀阅 的高危因素袁 在调查中发现有 圆园 例患者四级

悦匀阅 发生的风险袁 这可能因为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
细胞凋亡参与了心脏形态发生过程袁从而影响心脏流

出道的发育等袁导致 悦匀阅 的发生咱员员暂遥 杂贼藻蚤灶遭藻则早藻则 等咱员圆暂
研究表明宫内感染与 悦匀阅 发生有关遥

许多研究表明袁弓形虫尧风疹病毒尧巨细胞病毒

和单纯疱疹病毒渊四者简称 栽韵砸悦匀冤在感染中占有

袁并称为人类四大生物致畸因子遥孕

咱员猿原员源暂

重要的地位

妇感染 栽韵砸悦匀 后袁 可通过垂直传播感染胚胎或胎

儿袁还可通过产道尧母乳或唾液感染新生儿遥 感染若
发生于胚胎期袁 可由于病原体直接杀伤胚胎细胞袁
或抑制受感染细胞的有丝分裂致染色体变异袁或在
胚胎组织细胞内繁殖袁 干扰正常的组织器官发育袁
或由于母体免疫反应袁如自然杀伤细胞渊晕运 细胞冤
作用及产生肿瘤坏死因子原琢 等的作用袁 引起胎儿
结构损害和缺陷袁导致流产尧死胎和先天畸形等袁以
中枢神经系统尧心脏尧眼尧听力受损较为多见遥 宫内
感染导致胎儿受损的另一原因是胎盘受损袁由于胎
盘成熟障碍尧绒毛钙化尧血栓形成等病理改变导致
胎盘功能异常袁滋养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尧 胎盘泌乳素及孕酮减少袁 引起流产尧早
产尧死胎和胎儿宫内发育迟缓遥 由于伊犁州是以牧
业和农业经济为主袁居民以农牧民居多袁伴随着畜
牧业养殖袁栽韵砸悦匀 感染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袁所以在下一步研究中袁将针对这一方面袁开展进
一步的监测遥
由于孕早期患病会导致某些药物的使用袁根据
报道某些药物院阿司匹林尧避孕药尧乙醇尧苯丙胺尧碳

本研究表明袁四级亲属内 悦匀阅 的发生也是导致

亲属内有 悦匀阅 家族史遥 据研究报道 咱员缘暂袁约 缘豫悦匀阅
患者伴有染色体异常曰在同一家庭中可有 圆 个或 圆个
以上成员患有 悦匀阅袁 说明 悦匀阅 的发生与遗传因素

有关遥 悦匀阅 由调控心脏胚胎发育过程中细胞迁移尧
分化尧诱导尧组合等的基因异常所致遥 相同的基因缺
陷可导致不同的结构畸形袁 同一心脏表型可由不同
的基因异常所致遥 以心血管形成的不同胚胎起源为

依据划分 悦匀阅 的类型袁 较以解剖学特征进行分类袁
可以更好地认识 悦匀阅 的发病遗传学机制袁便于基因

诊断和早期预防遥 一些研究资料表明院悦匀阅 发生与染
色体异常密切相关咱员远暂遥 某些染色体疾病如 圆员 三体综
合征尧员愿 三体综合征 悦匀阅 的患病率高达 缘园豫和

怨园豫遥 甚至有资料分析显示院遗传因素或与遗传有关

的 悦匀阅 约占 怨缘豫耀怨愿豫袁单纯环境因素引起的 悦匀阅
仅占 圆豫耀缘豫咱员苑暂遥

对 悦匀阅 进行基因预防和治疗将是一个重要发

展方向遥 在过去数年袁研究发现 晕噪曾圆鄄缘渊晕运圆 澡燥皂藻鄄

燥遭燥曾 缘冤基因突变与家族性的房间隔缺损有关袁随后
又发现 晕噪曾圆鄄缘 基因突变与 悦匀阅 其他表型也有关

系袁如室间隔缺损尧法洛四联症尧心内膜垫缺损尧左心
发育不全综合征尧右室双流出道尧大动脉转位尧三尖

瓣狭窄等咱员愿暂遥 蕴蚤怎 等咱员怨暂在研究汉族人口的 悦匀阅 发病
率时发现 栽月载缘渊栽鄄遭燥曾 缘冤基因与室间隔缺损的发病

相关袁栽月载缘 在早期心脏发育过程中的表达方式是
动态的袁 这对于房室腔初始分化和间隔的正确形成
是十分关键的袁 而且可能是汉族人 悦匀阅 的易感基

原 愿圆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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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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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遥 在澡怎 等咱圆园暂在研究中发现栽月载缘 通过调节心肌肌钙
蛋白的水平来调节心肌细胞的舒张袁由此似乎找到

了一个可以调节心肌舒张功能的途径袁为 悦匀阅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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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袁 李友祥援 新生儿期先天性心脏病 缘愿 例诊断及

病 因 分 析咱允暂援 中 国 误 诊 学 杂 志 袁圆园园愿袁愿渊猿源冤院愿源苑缘 原
愿源苑远

的基因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遥 总之袁晕噪曾圆鄄缘尧

咱员园暂 郭彦孜袁张国成袁苏海砾袁等援 先天性心脏病与母亲孕期

杂的相互作用袁晕噪曾圆鄄缘 是 郧粤栽粤源 的激活剂袁 且在

咱员员暂 侯

郧粤栽粤源渊郧粤栽粤 遭蚤灶凿蚤灶早 责则燥贼藻蚤灶 源冤和 栽月载缘 存在着复
栽月载缘尧郧粤栽粤源尧晕噪曾圆鄄缘 突变的患者中都发现心脏有

相似的缺陷咱圆员暂袁三者相互影响袁共同调节心脏特异基
因的表达袁任何一个基因的突变都可能引起常见的

心脏畸形遥 由于伊犁州是一个多民族尧多地理环境尧
多生活方式地区袁对于伊犁州 悦匀阅 发病袁可以开展

多基因研究遥 计划在下一步的科研中袁克服 悦匀阅 发
病因素的研究停留在定性和笼统的缺陷袁而着眼于
依靠分子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的新技术袁从基因学

研究的角度袁深入分析不同民族和地区的 悦匀阅 发病

情况袁对比发现可疑的发病基因袁试图发现不同民族
悦匀阅 的致病基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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