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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孕早期PAPP-A、INH-A、β-hCG及子宫动脉搏动指数对子痫
前期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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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中孕早期孕妇血清中的PAPP-A、β-hCG、INH-A及子宫动脉搏动指数（PI）与子痫前期的相关性，及其联合预
+6
测子痫前期的可行性。方法 采用前瞻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选取于本院产科门诊就诊的单胎孕妇（孕周为11~12 ）416例作
系统研究，采血测定孕β-HCG、INH-A、PAPP-A，检测PI值。随访后，确诊为子痫前期的孕妇纳入子痫前期组，其余为对照
组。结果 416例孕妇在随访观察中，有23例发生子痫前期，纳入病例组；对照组393例，孕期血压正常。子痫前期的发病率
5.52%。PAPP-A、β-hCG、INH-A、PI及入组年龄在子痫前期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
示，年龄及PI值对疾病预测不产生显著性影响（P>0.05）。在子痫前期发病的相关因素中，PAPP-A和INH-A与子痫前期的发生
呈负相关，而β-HCG与子痫前期的发生呈正相关。上述单变量的预测效力PAPP-A>β-hCG>INH-A，而PAPP-A、INH-A、βhCG变量的联合预测效力明显优于上述变量单独预测，联合预测的曲线下面积可达0.867。结论 在中孕早期，PAPP-A、INHA、β-hCG对子痫前期有一定预测价值，PAPP-A、INH-A、β-hCG联合预测子痫前期有相对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其预测价
值高于单独预测。
关键词：子痫前期；联合预测；中孕早期

PAPP-A, INH-A, β-hCG and uterine artery pulsatility index for the prediction of
preeclampsia at the early second tri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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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APP-A, INH-A, β-hCG and uterine artery pulsatility (PI) for
preeclampsia at the early stage of second trimester.Methods The prospective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was carried out. Serum
+
samples of 416 pregnant women were obtained at 11～12 6 weeks of the gestation. PAPP-A, INH-A and β-hCG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by chemiluminescence method or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hile uterine artery
pulsatility index (PI) was measured by Doppler velocimetry at the same time.Results 23 pregnant women who were found to
have developed preeclampsia were used as the preeclampsia group (PE group), and the other 393 cases whose blood pressure
remained normal were chosen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PE was 5.52%. The MOM values of PAPP-A, β-hCG, INHA and PI in P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P < 0.05).Th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age and
PI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ediction of PE. Among the relative factors, PAPP-A and INH-A are two factors that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PE, while β-HCG is a positive factor. Comparing these predictive factors
individually, the ranking in terms of predictive ability is following: PAPP-A>β-hCG>INH-A. The predictive ability for P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en PAPP-A, INH-A and β-hCG were combinedly used,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can reach
to 0.867. Conclusion Combining the screening of different biomarkers, such as serum PAPP-A, INH-A and β-hCG, could
increas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E at the early stage of second-trimester.
Keywords: preeclampsia; combined prediction; early stage of second-trimester

子痫前期（PE）发病率在国外为5%~7%[1]，在我

预测效果欠佳。因此，多因子联合预测近年来备受关

国是9.4% 。PE可引起严重的母、儿并发症，是导致

注[3-4]。已知血清PAPP-A和β-hCG是用于早期唐氏筛

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经过数

查的2个有效因子 [5-6]，同样可用于PE预测 [7-10]。如果

十年的研究探索，除了被迫终止妊娠，目前仍无有效

能在早期唐筛的基础上，通过适当增加检测指标，达

的控制疾病进展的治疗方法。PE发病伊始，有许多

到敏感预测PE的目的，将极大地降低产前疾病筛查

胎盘生物因子呈现出异常表达，这为早期预警PE提

的成本。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尚不多见。本研究分

[2]

供了途径。但由于生物因子各自不同的局限性，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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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了 孕11~12+6周 胎 盘 生 物 因 子 （ β-HCG、 INH-A、
PAPP-A） 及 子 宫 动 脉 血 流 搏 动 指 数 （ PI） 在 正 常 和
PE孕妇中的差异，探讨上述指标联合预测PE的价值，
以期为PE的早期预测提供有意义的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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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整条血管管径上的多普勒脉冲值，小心取值，确保声

1.1 研究对象

角在30°以内。获取3个交替波形，分别测定双侧子宫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经海南

动脉的PI。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征得患

1.3 统计方法

者同意，选取2014年12月~2016年9月在海南医学院

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包。对研究对象的

第一附属医院产科门诊就诊的单胎孕妇（孕周为

一般性群体资料（年龄、体质量等）进行非配对t检

ll~12 ）作系统研究。采集孕妇完整的病史资料（包括

验。将PAPP-A、INH-A、β-hCG、PI测定值的原始数据

年龄、体质量、既往孕史等）、核实孕周，采集血清进

换算成对照组中位数的倍数（MoM）后，用非配对t检

行β-HCG、INH-A、PAPP-A测定，检测PI。随访后按

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受试

照第八版妇产科学的PE诊断标准 :妊娠20周后出现

者工作特征曲线特征（ROC曲线）来评价各个指标单

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伴有蛋

独及联合应用对于PE的预测价值。P<0.05为差异有

白尿≥0.3 g/24 h，或随机尿蛋白（＋），发病者纳入子

统计学意义。

+6

[11]

痫前期病例组，其他在排除死胎、畸形胎儿、心脏病、
高血压合并妊娠、糖尿病、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及

2 结果

肝、肾病史后，纳为对照组。

2.1 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在本研究中，纳入观察的孕妇428例，失访12例，

1.2 测定方法
β-HCG、PAPP-A测定采用化学发光法，试剂盒

完成随访的病例416例，失访率2.8%。416例孕妇在

由美国贝克曼公司提供，INH-A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

随访观察中，有23例发生PE，纳入病例组；对照组

物工程公司提供，采用ELISA法进行测定。PI的测

393例，孕期血压正常。PE的发病率5.52%。对照组

定：采用经腹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获取子宫的矢状

与PE组在入组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

面显像，确定宫颈管及宫颈内口位置后，倾斜探头找

采血日孕周、体质量及体质量指数方面相比差异无

到沿宫颈上行的子宫动脉，设定取样门为2 mm，测定

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子痫前期组与对照组入组时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Mean±SD）
组别

n

年龄（岁）

采血日孕周

体质量（kg）

体质量指数

Control组

393

29.77±3.69

12.6±1.19

55.15±6.96

21.85±2.71

PE组

23

32.44±4.17

12.5±1.03

55.23±6.23

22.52±2.36

0.001

0.420

0.967

0.510

P

2.2 血清PAPP-A、INH-A、β-hCG及PI测定值的比较

数（P25，P75）分别为2453 mU/L（1296，4709）、202 ng/L
（102.24， 288.21） 、 61.58 ng/mL（ 25.04， 99.85） 、

PE组与对照组血清PAPP-A、INH-A、β-hCG的检
测 结 果 用 中 位 数 （P25， P75） 表 示 。 对 照 组 的 血 清

1.47（1.35，1.60）。将上述原始数据换算成MOM值，

PAPP-A、INH-A、β-hCG水平及PI值中位数（P25，P75）

两组之间PAPP-A、INH-A、β-hCG、PI平均MOM值比

分 别 为4595 mU/L（ 2677， 6497） 、 253.71 ng/L（ 174，

较详见表2，结果显示PAPP-A、INH-A、β-hCG、PI在

320）、44.49 ng/mL（24.95，52.857） 、1.28（1.21，1.49）。

PE组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PE组的血清PAPP-A、INH-A、β-hCG水平及PI值中位
表2 子痫前期与对照组PAPP-A、INH-A、β-hCG、PI MOM值比较（Mean±SD）
组别

PAPP-A MOM

β-hCG MOM

INH-A MOM

PI MOM

Control组

0.99±0.50

1.04±.64

1.03±0.47

1.06±0.14

PE组

0.68±0.52

1.84±1.51

0.74±0.36

1.15±0.10

0.031

0.000

0.027

0.02

P

2.3 子痫前期预测因子的Logistic回归分析

A、 INH-A、 β-hCG、 PI及 年 龄 为 5个 自 变 量 ， 引 入

将上述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列入Logistic回归分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由于年龄及PI对疾病预测不产

析，以筛选出对预测PE有贡献的危险因素。以PAPP-

生显著性影响，因此被排除在回归方程之外。由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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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相关因素中，PAPP-A和INH-A为保护性因

为：Logit（p）=3.35-0.001x1-0.019x2+0.022x3。另Logistic

素，与PE的发生呈负相关，β-HCG与PE的发生呈正相

回 归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 依 次 引 入PAPP-A、 INH-A、 β-

关，β-HCG越大，则PE发生的风险越高。设PAPP-A、

hCG 3个 自 变 量 后 ， 回 归 方 程 的 分 类 能 力 可 达 到

INH-A、β-hCG分别为x1，x2，x3。由下表得其回归方程

96.7%。

表3 子痫前期预测因子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S.E.

Wals

P

OR

（INT）

3.350

1.742

3.697

0.055

28.495

PAPP-A（x1）

–0.001

0.000

14.994

0.000

0.999

INH-A（x2）

–0.019

0.006

11.992

0.001

0.981

β-HCG（x3）

0.022

0.008

7.146

0.008

0.980

2.4 PAPP-A、INH-A、β-hCG的ROC曲线下面积

PE的ROC曲线（图1）。上述单变量及3变量联合预测

根据前述PE的诊断标准，以此作诊断参考线，诊

PE的ROC曲线下面积见表4。由图1及表4可知3指标

断参考线上方的曲线对应阳性预测指标，而下方曲

的 预 测 效 力PAPP-A>β-hCG>INH-A， 而 PAPP-A、

线对应阴性预测指标。根据上述Logistic回归分析所

INH-A、β-hCG联合预测效果明显优于上述变量单独

得各指标预测概率的变量，分别作PAPP-A、INH-A、

预测，联合预测的ROC曲线下面积可达0.867。

β-hCG单 变 量 及 PAPP-A、 INH-A、 β-hCG联 合 预 测
ROC曲线
1.0

0.8

0.8

0.6

0.6
ᝏᓖ

ᝏᓖ

ROC曲线
1.0

0.4

0.2

0.4

0.2

0.0

0.0
0.0

0.2

0.4

0.6

0.8

1.0

0.0

0.2

1-⢩ᔲᙗ

0.6

0.8

1.0

0.8

1.0

1-⢩ᔲᙗ

ROC曲线

ROC曲线

1.0

1.0

0.8

0.8

0.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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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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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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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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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6

0.8

1.0

0.0

1-⢩ᔲᙗ

图1 PAPP-A、INH-A、β-hCG预测子痫前期的ROC曲线
A: PAPP-A单独预测; B: INH-A单独预测; C: β-hCG单独预测; D: 3因子联合预测.

0.2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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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PAPP-A、INH-A、β-hCG预测子痫前期的曲线下面积及假阳性率的敏感度
敏感度

95%可信区间
检验变量

曲线下面积

标准误

P

PAPP-A

0.687

0.087

INH-A

0.654

β-HCG
PAPP-A、INH-A、β-hCG、

下限

上限

假阳性率10%

假阳性率20%

0.024

0.516

0.857

80.3

84.6

0.081

0.062

0.479

0.812

82.6

83.5

0.677

0.095

0.033

0.491

0.863

80.2

83.1

0.867

0.057

0.000

0.756

0.981

86.7

92.3

研究已证实，子痫前期患者因胎盘滋养细胞侵入不

3 讨论
关于PE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得到完全阐明。目

良和子宫螺旋动脉重塑障碍，导致子宫动脉及胎盘

前国内外学者多认为，PE的发病可归纳为两个阶段：

血管阻力增加，用超声多普勒技术监测子宫动脉的

胎盘形成不良和氧化应激。由于胎盘滋养层细胞侵

血流阻力时与正常孕妇存在明显差异[16-17]。

入缺陷或胎盘动脉硬化等原因导致绒毛间隙呈现低

在 本 研 究 中 ， 孕ll~12+6周 PI值 中 位 数 1.28低 于

氧含量，并最终引发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和全身系统

Gomez[18]提出的1.7（中位数），在临床上当PI值大于

性炎症反应。因此，在子痫前期的症状出现前患者体

1.5，即被认为是1个明显升高且有意义的监测指标

内就已经存在不断失衡的生物因子的异常表达，这

[19]

一方面反映了疾病的进展情况，另一方面也为子痫

究发现在早孕期PI值升高并不多见，很多孕妇在中孕

前期的预测和干预提供了依据。既往的研究报道通

或晚孕才发现有PI值升高并达到1.7以上 [20]。因此，

常选择的筛查孕周为20~26周 [12-13]，这使得治疗和干

按照目前的截断值取值标准1.5或Gomez提出的监测

预措施跟不上病情发展的需要。近期研究显示，在孕

标准，PI并不是1个很好的子痫前期预测指标。有研

16周前予以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干预可降低PE发病的

究认为PI的测量对PE预测的敏感性没有帮助 [21]。而

风险[14]。因此，对PE的早期预测就非常有意义。本研

有些报道认为有意义[16-17, 22]。这种差别不排除不同的

究选择的孕周为ll~12+6，原因是在这个孕周内可进行

研究采用不同的超声诊断标准所致。例如，有些研究

早期唐氏筛查。联合血清PAPP-A和β-HCG的早期唐

选取检测双侧子宫动脉搏动指数，记录最低一侧的

氏筛查因检出率可达92％，已被普遍推广 。
研 究 显 示 ，PAPP-A通 过 其 蛋 白 酶 活 性 降 解
IGF结合蛋白水平从而抑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s）
的作用。当PAPP-A水平降低时，结合状态的IGFs数
量增多，引起胎盘生长和发育障碍[15]。HCG是由胎
盘合体滋养层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研究显示
HCG可用于PE的预测 [7-8]。 研究发现在3076例唐氏
筛查中，32例最后随访出现PE的孕妇，其血清中的βHCG明显高于正常孕妇 （P<0.001） [9]，其原因可能与
胎盘的缺血、缺氧、低灌注导致β-HCG溢出增多或合
体滋养层细胞的反应性增生有关[7, 9]。对近期1071篇
关于PE病程中异常表达的生物因子进行了汇总分
析 ， 发 现 由 于PAPP-A、 PP13、 sFlt-1及 inhibin-A与
PE有显著的相关性，可用于预测PE（无论是早发型还
是晚发型）[10]。PlGF、PAPP-A、PP13、sEng与inhibinA与早发型PE有相关性。sEng及inhibin-A与晚发型
PE有显著的相关性，可用于晚发型PE的预测。但从
预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考虑，PAPP-A水平降低是非
常有价值的早发型PE的预测因子[10]。

数值[22]，本研究亦采用这种方法；而有些研究采用测

[5]

在临床工作中，多普勒超声用于疾病预测具有

。关于PI对PE的预测价值，许多报道说法不一。研

定右侧子宫动脉数值[23]，因此关于子宫动脉的异常
搏动指数尚需人们进一步统一认识。另外，也不排除
孕周对PI的影响，有研究认为随孕周增加至13周，联
合PI对PE的预测效力会明显增加[23]。
本 研 究 通 过 检 测 发 现 在 中 孕 早 期 ，PAPP-A、
INH-A、 β-hCG、 PI在 PE组 与 对 照 组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在群体性的一般资料中，对照组与PE组在入组
年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在相关因素中，PAPPA和INH-A为PE发病的保护性因素，而β-HCG与PE的
发生呈正相关，β-HCG越大，则PE发生的风险越高。
PAPP-A、INH-A、β-hCG联合预测效果明显优于上述
变量单独预测，联合预测的曲线下面积可达0.867。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孕ll~12+6周，PAPP-A、β-hCG联
合INH-A对于PE有一定的预测价值。本研究将为在
早期唐筛的基础上，通过增加相关因子预测PE提供
了一种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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