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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综合征孕中期血清学筛查研究进展
吴莲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产科，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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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结孕中期唐氏综合征筛查的各种血清学指标，比较了各种筛查指标或组合指标的检出率、假

阳性率，总结了母体血液中胎儿游离 DNA 测序的方法及适用条件，认为基因测序是目前产前无创筛查的最优
方法。
[ 关键词 ]

唐氏综合征 ；血清 ；筛查

中图分类号：R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200(2017)04-016-03
DOI：10.11876/mimt201704007
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的国家之一 [1-2]，为降低先天性缺
陷儿的出生比例，必须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而产前筛查
是干预措施的重要环节。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异常 [3] 导致
的疾病，发生率高，占活产新生儿的 1/700 ～ 1/800[4-5] ；唐
氏综合征患儿呈特殊面容，嗜睡、喂养困难、智能低下、
伴有先天性心脏病等畸形，易患白血病，生存率低，且目
前无有效治疗手段，孕期通过各项技术手段筛查，能够最
大限度地减少该病患儿的出生，提高人口素质。
1980 年羊膜腔穿刺术最先用于唐氏综合征的筛查，但
是只有 30% 的患者可以被检测出来，同时羊膜腔穿刺等侵
入性操作可带流产风险，因此针对唐氏综合征的产前筛查
处于停滞状态。1993 年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HCG)
和甲胎蛋白 (AFP) 应用于孕中期孕妇的筛查 [6-7]，大大提高
了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唐氏综合征患儿出生率从 70% 降
低到 30%。妊娠相关血浆蛋白 A(PAPP-A) 作为胎盘合体
滋养层和蜕膜细胞产生的一种特异性蛋白 [8]，产量随孕周
的增长而增加 [9]，妊娠结束就很快从血清中消失，因而自
1999 年成为筛查染色体数目异常的标记物之一 [10]，β-HCG/
AFP/PAPP-A 联合检测成为产前筛查的重要项目。2004 年
游离雌三醇 (uE3)/Inhibin-A/AFP/β-HCG 四项血清检测指
标应用于唐氏综合征，临床检出率高达 92.9% [11-12]，同时假
阳性率明显降低。目前，Dennis 等 [13] 人提出仅抽取母体血
液，提取母体血液中胎儿游离 DNA，对游离 DNA 进行测
序，T21 的检测准确度为 100%，T18 检出率为 100%，假
阳性率为 0.28%，已经成为唐氏综合征筛查的重要手段。本
综述通过分析各血清学检测指标对唐氏综合征的筛查价值，
探讨唐氏综合征的早期诊断指标选择。

1

β-HCG/AFP 二联检测

由于羊膜腔穿刺等侵入性操作易导致孕妇发生流产等
风险，因此血清学检测作为唐氏综合征的筛查方法，得以
大力发展。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 [14] 是最早成为血清
学筛查的指标之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是由 α 和 β 二
聚体的糖蛋白构成，主要由胎盘绒毛滋养层细胞分泌，在

维持妊娠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HCG 可以增强子宫内膜细
胞和基质细胞对白介素 1 的敏感性 [15]，有利于胚胎的着床
以及胚胎在子宫体内生长。此外，HCG 可以直接刺激黄体，
促进雌激素和黄体酮持续分泌，维持妊娠。孕妇血清 HCG
水平在妊娠前 8 周增长迅速，在孕 8 ～ 10 周达最高峰，之
后逐渐下降妊娠中晚期仅为高峰时的 1/10。而孕中期 HCG
水平明显增高，则唐氏综合征的风险增加。有研究者认为，
HCG 在整个妊娠中持续的增高可反映出胎盘慢性血液灌注
不足，从而引发胎儿生长异常。
甲胎蛋白是胎儿特异性糖蛋白，由胎儿肝脏和卵黄囊
合成和分泌，正常人血中含量甚微 [16]。甲胎蛋白浓度在孕
早期即可测出，孕 14 ～ 20 周逐渐增高，至 20 周后出现下
降趋势。甲胎蛋白在孕中期孕妇血清中升高与胎儿开放性
神经管缺损、腹裂等发育缺陷的发生有明显相关系 [17]，原
因可能是当胎儿患有开放性神经管缺损时，脑组织或者脊
髓会出现外露等症状，甲胎蛋白会透过脑组织或者脊髓液
外渗等途径进入母体的血液中，从而使母体血液中甲胎蛋
白含量明显高出正常范围 [18]。因此，甲胎蛋白在母体的含
量可以作为胎儿是否患有神经管缺陷等的检测指标之一。
而在孕中期，甲胎蛋白在孕妇血液中的含量低于正常范围
提示唐氏综合征的可能，可能由于胎儿发育异常，合成甲
胎蛋白的能力差。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联合甲胎蛋白
(AFP) 应用孕中期孕产妇的筛查，大大提高了唐氏综合征的
检出率，但是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联合甲胎蛋白 (AFP)
作为筛查指标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较高，存在漏诊和误诊
的情况。

2

β-HCG/AFP/PAPP-A 三联检测

20 世纪 70 年代，Lin 等人在孕妇血浆中发现 PAPP-A，
它是由胎盘滋养层和蜕膜细胞分泌的一种分子量 200kDa 二
硫化物结合的同源二聚体的大分子糖蛋白 [19]。PAPP-A 基因
定位在人染色体 9q33.1，包含 22 个外显子。PAPP-A 可以
水解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IGFBPs)4/5，释放胰岛素
生长因子 (IGF) [20]，而 IGF 在滋养层的植入、胎盘着床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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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者发现唐氏综合征患儿 PAPP-A 蛋
白含量降低，但是 PAPP-A 基因水平的表达未受影响。原
因可能是染色体功能的异常，导致合成和分泌 PAPP-A 蛋
白降低。
β-HCG/AFP/PAPP-A 三联检查，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
是在 82% ～ 87% 之间，假阳性率 5%，有效提高了唐氏综
合征的检出率。但是有数据显示胎儿非整倍体被诊断为唐
氏综合征，占假阳性率的 4.7%。同时，研究者发现同型半
胱氨酸的表达水平会影响 PAPP-A 在血清中的含量。因此
β-HCG/AFP/PAPP-A 三联检查在唐氏筛查过程中存在一定
缺陷。

3

uE3/Inhibin-A/AFP/β-HCG 四联检测

游离雌三醇 (uE3) 是由胎盘、胎儿肝脏和肾上腺皮质
合成的一种甾体类激素。1988 年，Canick 等 [21] 发现胎儿为
唐氏综合征的孕妇血清中游离雌三醇的含量明显低于同期
正常孕妇水平，提出将游离雌三醇作为唐氏筛查的血清学
检测指标。Revnolds 等 [22] 通过实验数据统计，发现唐氏综
合征孕妇游离雌三醇血清学含量是同期正常孕妇的 0.78 倍，
与 Canick 观点相符。
抑制素是由腺体合成分泌包括抑制素 A 和抑制素 B 的
异二聚体糖蛋白，属于 β 转化生长因子超家族中的一员，
通过旁分泌、自分泌的形式调节卵泡刺激素 (FSH) 的合成
和分泌。抑制素 A 以前体、成熟体、修饰后等多种分子重
量形式存在于妊娠期间的母体血清、胚胎、胎盘及胎膜中。
抑制素 A 在胚胎胎盘及胎膜中表达，主要功能是调控胎儿
生长过程中内分泌激素。抑制素 A 在母体血液中的含量随
孕周期的不同而有所波动，而在孕 15 ～ 25 周处于相对稳
定状态，因此可作为孕中期孕妇血清学检查项目。
目前有两种方法检测抑制素 A 在孕中期血液中的表达。
Serotes 法进行测量前需要用十二烷基硫酸钠对血清样本进
行预处理，提高抑制素 A 测量敏感性。而 DSL 不需要十二
烷基硫酸钠预处理这一步骤，缩短了样本分析时间。有研
究者通过实验对比两种方法筛查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结
果显示在 5% 假阳性率下，Serotes 和 DSL 两种方法测得抑
制素 A 在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分别为 75%、79%，DSL 法
在抑制素 A 的检测敏感性方面更具优势。临床数据统计显
示游离雌三醇 (uE3)/Inhibin-A/AFP/β-HCG 四项血清筛查唐
氏综合征，检出率高达 92.9%，同时降低假阳性率，最大限
度的避免了误诊和漏诊现象发生。

4

基因检测

血清学筛查的发展尤其是 uE3/Inhibin-A/AFP/β-HCG
四项指标应用于唐氏综合征的检测明显降低了唐筛患儿出
生率。但是 uE3/Inhibin-A/AFP/β-HCG 四项指标仍有 5%
左右的假阳性率存在，同时血清学筛查后，仍有 5% 左右的
人群需要进行侵入性操作取样，增加孕妇流产的风险。
目前，应用第二代 DNA 测序技术对孕妇血液中胎儿
游离 DNA 进行染色体非整倍体的检测已成为无创产前诊断
的重要方法，其操作过程是按照血液采集标准程序，采集
孕妇外周血 10mL，充分混匀，在 4 ℃离心 2 次，将上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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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转入新的离心管，对血浆标本进行 DNA 的抽提（磁珠分
离法）
，测定样品 DNA 浓度，进行 DNA 末端修饰、末端
加 A、连接，扩增 DNA，对产物进行纯化，对 DNA 进行
高通量测序，将 DNA 测序所得的游离 DNA 序列比对人类
基因组序列，计算染色体 Z 值，对结果进行判断。许多研
究者研究发现游离 DNA 法对胎儿非整倍体产前检测的效率
很高。2011 年，Ehrich M 等 [23] 对孕妇血浆游离 DNA 进行
T21 检测，共检测 480 例高危者，结果显示，T21 灵敏度
为 100%，特异性为 99.7%。2012 年，Palomaki GE 等 [24] 利
用第二代 DNA 测序方法，检测孕妇血浆中胎儿游离 DNA
,T18 检出率为 100%，假阳性率为 0.28%，对唐氏综合征的
筛查非常有效。2015 年，徐彬等 [25] 人采集 2596 例孕妇的
血样本，筛查高危者 176 例，检测游离 DNA 后检出 43 例
阳性 ：28 例 T21 ；5 例 T18 ；1 例 T13 ；4 例 45，XO ；3 例
45，X ；2 例 47，XXY。经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证实
的染色体非整倍体异常共 42 例，游离 DNA 检测的假阳性
率为 2.3%。更为可贵的是，血液胎儿游离 DNA 检测不受
孕周与年龄的限制，可避免大量不必要的侵入性产前诊断
操作，是较好的孕中期产前筛查技术。
总之，各项血清筛查指标的组合尤其是第二代 DNA
测序技术应用于产前检查大大提高了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
最大程度避免了假阴性和假阳性现象的发生，为提高人口
出生质量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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