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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交流

基于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    
对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的临床价值分析*    

刘 可1△,朱洁明1,黄嘉欣,郭荟屏2

(1.广州市荔湾区中医医院妇产科,广州 510160;2.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荔湾医院产前检查科,广州 
510160)

摘要 目的:探讨基于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对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

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自愿接受基于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的2989对夫妇作为观察组,和仅接

受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2992对夫妇分别作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记录观察组及对照组疾病检出情况、亚健康情况,并
比较两组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结果:观察组及对照组疾病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传染病检出率最高,分
别为18.27%和17.98%,其次为乳腺疾病,分别为11.17%和10.98%,再次为妇科疾病分别9.60%和9.99%。两组亚健康人

群分别占60.98%和58.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在经过中医健康管理系统干预后,亚健康人群下降

27.89%,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基于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对提升夫妇健康和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具有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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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valueofTCMhealthmanagementmodebased-oncountryfreepregnanteugenicshealth
inspectiononpreventionofbirthdefects
LiuKe1,ZhuJieming1,HuangJiaxin1,GuoHuiping2.(DepartmentofObstetricsandGynecology,Guan-
gzhouLiwanDistrictHospitalofTCM,Guangzhou510160,China;2.DepartmentofPrenatalExamina-
tion,LiwanAfiiliatedHospitalofGuangzhou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16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clinicalvalueofthefreepregnancyeugenicshealthexaminationbasedon
thenationalhealthmanagementmodelofTCMonpreventingbirthdefects.Methods:FromJanuary2013
toJune2016,2,989couplesacceptingTCMhealthmanagementbasedonfreepregnancyeugenicshealth
inspectionand2,992couplesacceptingonlycountriesfreepregnancyphysicalexaminationinourhospital
weredefinedasanexperimentalgroupandacontrolgroup,respectively.Detecteddisease,sub-healthand
birthdefectsofbothgroupswererecordedandcompared.Results:Thediseasedetectionrateofboth
groupsshowednostatisticaldifference(P>0.05).Thediseaseswithhighestdetectionrateswereinfec-
tiousdiseases,andthedetectionrateswere18.27%and17.98%intheexperimentalgroupandthe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followedbymammaryglanddisease(11.17%and10.98%),andgynecologicaldisease
(9.60%and9.99%).Sub-healthypopulationaccountsfor60.98%and58.98%totalpopulationintheex-
perimentalgroupandthecontrolgrouprespectively,andthedifferencesbetweengroupswerenotstatisti-
calsignificant(P>0.05).AfterinterventionbyTCMhealthmanagementsystem,thesub-healthypopula-
tionreducedby27.89%intheexperimentalgroup,significantdifferentfromthecontrolgroup (P<
0.05).Theincidenceofbirthdefectsintheexperimentalgroup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inthecon-
trolgroup(P<0.05).Conclusion:TCMhealthmanagementbasedonthenationalfreepregnancyeugen-

icshealthinspectionhaspositiveeffecttoimprove
couples’healthandreducebirthdefects.
Keywords eugenicshealthcheck;TCM health
management;newborn;birthdefects;constitution
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sub-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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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缺陷是指由于先天性、遗传性和不良环境
等原因引起的,出生时存在的各种结构性畸形和功
能性异常的总称。某些异常可以在出生时就表现出
来,有些则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若干年后才显示出
来[1]。出生缺陷严重影响人口素质,给个人、家庭、
社会、国家造成严重危害[2],已经成为我国目前亟待
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研究表明,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可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近年来,产前
保健水平的不断提高,显著降低了出生缺陷的发生
率[3-5]。但是造成出生缺陷的原因很多且不明确。
因此,目前的措施在改善出生缺陷上有一定局限性。
国内外有文献报道,将中医健康管理模式融入到老
年病及慢性病的管理中,并开发了相关的计算机管
理平台,研究发现一定效果[6]。然而,将中医健康管
理模式与新生儿出生缺陷的筛查结合并未见相关报
道。祖国医学对于出生缺陷早有认识,并有自己较
完整的优生理论。基于中医“治未病”理论建立的中
医健康管理系统,有可能是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的
契机。本研究探讨基于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对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干预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
到本院咨询、近期有意愿怀孕的6000对夫妇为研
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接受基于国家
免费 孕 前 优 生 健 康 检 查 的 中 医 健 康 管 理 模 式

3000对夫妇为观察组,仅接受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的3000对夫妇为对照组。期间脱落退出研
究19对。最终完成研究,观察组2989对,对照组

2992对。观察组年 龄22~38岁,平 均(25.21±
5.63)岁;文化程度(以夫妻双方最高学历为准,对照
组相同):初中及以下810对,高中及中专1294对,
大专479对,本科及以上406对;职业:公司职员

729对,农民838对,教师353对,公务员及事业单
位工作者434对,其他635对。对照组年龄22~
40岁,平均(25.82±4.88)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
下824对,高中及中专1225对,大专466对,本科及
以上477对;职业:公司职员718对,农民856对,教
师311对,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作者435对,其他

641对。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接受基于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2989对夫妇进行免费优生
健康检查并中医健康管理,健康检查内容包括:实验
室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病毒筛查、乙肝血清学检
查、肝肾功能检测、甲状腺功能检查、血糖测定、白带
常规、梅毒筛查等)、超声常规检查等,并向夫妇双方
进行中医健康管理,开展一对一健康咨询和预防新
生儿出生缺陷指导,管理流程,见图1。对照组行健
康检查内容同观察组并发放健康宣传手册。

图1 中医健康管理模式流程图

1.3 观察指标 记录观察组夫妇亚健康情况及妇
女疾病检出情况,比较两组夫妇疾病检出情况及新
生儿出生缺陷情况。参照《中国妇幼卫生监测工作
手册(2013版)》[7]中新生儿出生缺陷临床特征、定
义和诊断标准判定新生儿出生缺陷。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
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两组妇女疾病检出情况比较 传染病在两组
研究 对 象 中 的 检 出 率 最 高,分 别 为 18.27% 和

17.98%,其 次 为 乳 腺 疾 病,分 别 为 11.17% 和

10.98%,再 次 为 妇 科 疾 病,分 别 为 9.60% 和

9.99%。两组疾病检出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疾病检出情况比较[n(%)]
组别 传染病 妇科疾病 乳腺疾病 内分泌疾病 性病 内科疾病 感染性疾病 合计

观察组
(n=2989) 546(18.27)287(9.60)334(11.17)169(5.64) 51(1.71) 68(2.28) 41(1.37) 1496(50.05)

对照组
(n=2992) 538(17.98)299(9.99)328(10.96)176(5.88) 49(1.64) 72(2.41) 44(1.47) 1506(50.33)

2.2 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干预下两组健康分布情况

 在剔除了患病夫妇后,利用中医健康管理系统对
剩余被研究者进行分析,发现两组亚健康人群分别
占60.98%和58.98%,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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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观察组在经过中医健康管理系统干预后,亚
健康人群明显减少,从1821对降低到988对,下降
了27.89%,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中医健康管理系统可有效降低亚健康
人群数量,见表2。

2.3 两组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比较 观察组新生
儿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及其他出生缺陷发生率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见表3。

表2 两组亚健康情况比较[n(%)]

健康
状态

观察组 对照组

检查后
(中医管理前)

妊娠前
(中医管理后) 检查后 妊娠前

亚健康 1821(60.98) 988(33.09)* 1753(58.98) 1238(41.53)
健康 1165(39.02) 1998(66.91) 1219(41.02) 1743(58.47)

           与对照组妊娠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比较[n(%)]

组别 n 神经管畸形 指(趾)畸形 唇腭裂 先天性心脏病 其他

观察组 1493 6(0.402) 4(0.334) 0(0.00)* 3(0.201)* 2(0.134)*

对照组 1486 8(0.538) 6(0.404) 3(0.202) 6(0.404) 5(0.336)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新生儿出生缺陷的致病因素较多,仅有50%的
出生缺陷可归因于某些单一原因[8]。据目前的研究
结果,影响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因素主要包括4类:单
基因遗传性出生缺陷、染色体数目异常型出生缺陷、
环境致畸因素引起的出生缺陷和基因环境交互型出
生缺陷[9],其中导致出生缺陷最为常见、最难有效控
制的是后两类影响因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是卫计
委推行的一项优生优育政策。有研究表明,实施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对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效果明
显[10],但对于后两类因素引起的出生缺陷作用并不
明显。
  祖国医学对于出生缺陷亦早有认识,并形成了
自己较完整的优生理论。我国古代医家很早就注意
到胎儿遗传性及先天性疾病,并留下了丰富的医案
记载。现代医学所描述的“出生缺陷”这一概念,与
古医籍记载中的“异生”、“畸胎”、“胎杀”等概念指代
相近[11-12]。但是祖国医学根据自身的基本理论,对
胎儿缺陷的定义又不仅在于形态结构上的畸形及生
理功能上的异常,还包括脏腑功能失调、禀赋不足
等。宋代儿科名著《幼幼新书》将胎儿缺陷分为“形
气”和“气形”两大类,解释为“胎病(形态类出生缺
陷)”和“胎禀(功能类缺陷)”。在“治未病”的基础
上提出了“胎教”、“胎养”可减少“胎病”的发生,形
成了自己的优生理论,这也与现代优生思想近似,很
多思想已被现代研究证实是可靠的。但仍有部分理
论无法用现代医学解释,需要循证医学进一步验证。
  基于祖国医学的优生优育理论,本研究小组在
已有的中医健康管理平台的基础上,开展了本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在疾病的检出率上较为接近,

未见明显差异(P>0.05)。对于未检出疾病的夫
妇,本组利用中医管理系统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并利用中医健康管理平台,采取面对面咨询、网络联
系、电话沟通等方式对观察组进行干预。研究显示,
在未检查出疾病的育龄夫妇中,近60%的夫妇处于
亚健康状态。对观察组人群进行中医相关的健康管
理,采取“状态调整”的“线性干预”管理新模式[13-15],
实现了对亚健康状态的有效干预。具体的中医干预
方法包括孕前五运六气指导、孕期中医膳食管理、孕
期中医心理护理等。本研究结果显示,亚健康人群
比例从60.98%下降到33.09%。
  由于并未见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对出生缺陷干预
的相关文献报道,本文对比了广东省现有模式对出
生缺陷的干预情况。从1996—2004年,广东省的出
生缺陷率为1.344%~2.122%[14],呈逐年升高的趋

势,这与本研究在未行中医健康管理模式下的出生
缺陷率为1.884%较为接近,经中医健康管理模式
的干预后出生缺陷发生率显著降低,结果显示,观察
组出生缺陷的发生较对照组降低了0.74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出生缺陷不
能仅从人的生物自然属性出发,还应充分考虑人的
生活心理因素、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等社会属性。因
此,降低出生缺陷不能仅依靠单一学科来完成,还应
该综合考虑生活方式、机体结构、应激反应、心理状
态、社会适应等多个环节对人体的影响。
  尽管本研究发现,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干预在改
善出生缺陷上具有一定效果,但实践中也发现《中医
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所提供的辨识量表、《亚健康
中医基本证候调查问卷》及《中医健康状况量表》缺
乏对妇女特有生理及胎孕特点的考虑,同时缺乏夫
妻双方孕前心理健康状态的辨识和评估。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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