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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自然流产患者淋巴细胞
主动免疫的治疗效果及其与HLA相关性研究

王燕，林娜，陈雪美，张敏，陈梅环，黄海龙，陈灵基，何德钦，徐两蒲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福建省产前诊断与出生缺陷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 目的 观察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反复自然流产的临床效果，分析封闭抗体转阳与夫妻双方人类白
细胞分化抗原(HLA)相容性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3年10月至2016年10月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遗传与优生门诊
就诊，临床诊断为封闭抗体缺乏所致的反复自然流产，从而接受丈夫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的患者73例，同时检测
患者夫妻双方HLA相容性，随访并分析其妊娠结局。结果 接受免疫治疗的73例患者中，49例封闭抗体转阳，转
阳率为67.12% (49/73)，49例封闭抗体转阳患者中成功妊娠45例，24例封闭抗体未转阳患者中成功妊娠6例，因此
接受主动免疫治疗总体妊娠成功率为69.86% (51/73)。49例封闭抗体转阳的患者中47例夫妻双方HLA相容性低，
24例封闭抗体未转阳的患者中 21例夫妻双方HLA相容性高。结论 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对反复自然流产有
效，夫妻双方HLA相容性与封闭抗体转阳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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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role of lymphocyte active immunotherapy in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

tion patients, an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locking antibody turning to positive and human lymphocyte antigen

(HLA) compatibility. Methods Seventy-three patients with repeated spontaneous abortion caused by antibody deficiency

who were receiving lymphocyte active immunotherapy from October 2013 to October 2016 in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HLA compatibility of couples was detected, and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to analyze the pregnancy out-

come. Results The blocking antibody turned positive in 49 of the 73 patients who received lymphocyte active immuno-

therapy (67.12%, 49/73), and 45 of the 49 patients had successful pregnancy. Six of 24 patients with blocking antibody

still negative had successful pregnancy. The overall successful pregnancy rate was 69.86% (51/73). Among the 49 patients

with blocking antibody turning positive, 47 had low HLA compatibility with their husbands, and 21 of 24 patients with

blocking antibody negative had high compatibility with their husbands. Conclusion Lymphocyte active immunotherapy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patients, and HLA is relevant to turning positive of anti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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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自然流产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RSA)指临床上连续 2次及 2次以上的自然流产，发病
率高，其病因复杂，不能查到明确原因的是不明原因
反复自然流产(URSA)[1]。近年来，伴随着相关研究的
逐步深入，URSA被认为是由于胎儿被母体排斥引起，
跟母体的免疫环境关系密切。有研究表明正常孕妇
封闭抗体42%为阳性，妊娠12周达到峰值，产后妇女6
个月内封闭抗体 77%为阳性[2-3]。有文献报道不明原
因反复流产者大部分是由于血清中缺乏封闭抗体所
致[4]，因此，主动免疫治疗在临床上开始应用。现将我
院73例主动免疫治疗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3年10月至2016

年10月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遗传与优生门诊就诊，临
床诊断为不明原因反复自然流产(URSA)的患者 73
例，年龄 23~44 岁，自然流产次数为 2~7次，封闭抗体
阴性(缺乏)。

1.2 封闭抗体检测 ELISA检测试剂盒(北京索
奥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步骤详见试剂盒
标准操作流程。

1.3 主动免疫治疗
1.3.1 淋巴细胞提取 用天津灏洋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淋巴细胞分离液，具体操作详见说明书。
1.3.2 免疫注射 在患者前臂以多点注射法进行

皮下接种，一般接种6~8个点，3周1次，4次为一个疗程，
共2~3个疗程，注射时尽量避开血管，均在医院进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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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后患者在医院静坐观察30 min，无不适方可离去。
1.3.3 治疗周期 治疗4次共计一个疗程后复查

封闭抗体，如果封闭抗体转阳则开始备孕，怀孕6~8周
后开始保胎性治疗一个疗程 ；如果转阳后备用3个月
仍然未怀孕，则要加强治疗1次继续备孕；如果未转阳
则转入第 2个治疗疗程；两个疗程后再次复查封闭抗
体，根据情况转入上述流程。

1.4 人类白细胞分化抗原(HLA)检测 采用天
津秀鹏生物 HLA-B27基因分型测定试剂盒(PCR-SSP
法)检测 HLA-A 、HLA-B、HLA-DR 和 HLA-DQ 四个
基因的八个位点, 具体步骤如下：

1.4.1 外周血DNA提取 使用DNA Blood Mini
Kit (德国Qiagen公司)进行外周血基因组DNA提取，
使用 NanoDrop 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 (美国 Thermo
Fisher公司)进行样本基因组DNA浓度、纯度的测量。

1.4.2 PCR-SSP分型 PCR反应特异地扩增基因
片段，扩增条件为：96℃变性 2 min，96℃ 25 s，68℃ 60 s，
循环 5次，96℃ 20 s，65℃，50 s，72℃ 45 s，循环 10次，
96℃ 20 s，62℃ 50 s，72℃ 45 s，循环15次，72℃ 180 s。

1.4.3 扩增产物检测 在 2.5%琼脂糖凝胶(含
有溴化乙锭)中加入 10 μL PCR 扩增产物，电泳 10~
15 min (140 V电压)，内参带和阳性带清晰分开即可停
止电泳，使用凝胶成像系统(天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观察并拍照，根据扩增条带进行结果比对和分析。

1.5 随访 每 3 个月对接受主动免疫治疗的 73
例患者进行一次电话随访，了解妊娠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封闭抗体转阳情况 本研究中 URSA 患者

73例，免疫治疗前封闭抗体均呈阴性，接受2~3个疗程
的治疗后，封闭抗体共转阳49例，总阳性率为67.12%
(49/73)，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451，
P<0.05)。

2.2 主动免疫治疗后妊娠情况 截至 2017 年 3
月，接受主动免疫治疗的 73例患者中，61例患者再次
妊娠，51例获得妊娠成功(妊娠超过20孕周、超声检查
未见异常者) ，10例再次发生早期流产，妊娠成功率为
69.86% (51/73)。

2.3 封闭抗体转阳与夫妻HLA相容性的关系 49
例封闭抗体转阳的患者中47例夫妻HLA相容性低(相
容性抗原数≤4/8)，2例夫妻HLA相容性高(相容性抗原
数≥4/8)，24例封闭抗体未转阳的患者中21例夫妻HLA
相容性高(相容性抗原数≥4/8)，3例夫妻HLA相容性低
(相容性抗原数≤4/8)。夫妻HLA相容性与封闭抗体是
否转阳相关性检验用χ2检验(χ2=51.946，P<0.05)，说明夫
妻HLA相容性与封闭抗体是否转阳相关性大。

3 讨 论
反复自然流产的患者，流产次数越多，焦虑情绪

越发严重，发生再次不良妊娠的概率也在逐渐变大，

并且发生宫内发育迟缓、早产等并发症风险变大。
研究发现在正常孕妇的血清中，存在一类特异性

抗体，可抑制细胞毒反应，阻止母体免疫系统对胚胎
的攻击，被称为封闭抗体，封闭抗体缺乏引起母体免
疫系统对胚胎进行免疫攻击而导致流产[5]。周毅等[6]

报道淋巴细胞进行主动免疫治疗能使反复自然流产
患者CD4+/CD8+发生改变。还有研究发现主动免疫治
疗使患者外周血封闭抗体升高的同时也能促使母体
整个免疫微环境的改变，从而建立妊娠免疫平衡，形
成免疫耐受，对胚胎起保护性作用[7]。本研究结果显
示，接受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的反复自然流产的73
例患者，接受2~3个疗程的免疫治疗后，封闭抗体转阳
49例，总阳性率为67.12% (49/73)，49例封闭抗体转阳
患者中成功妊娠45例，24例封闭抗体未转阳患者中成
功妊娠 6例，因此接受主动免疫治疗总体妊娠成功率
为 69.86% (51/73)，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这说明主动免疫治疗对大部分不明原因反
复流产的患者是有效的。封闭抗体没有转阳的 24例
患者成功妊娠 6例，这说明接受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
疗的患者尽管封闭抗体没有转阳，免疫微环境也发生
了相应变化，有利于胚胎的种植[5]。杨素娟等[8]报道只
接受孕前主动免疫治疗的患者成功妊娠率只有 9.1%
(3/33)，这提示孕后免疫治疗效果优于受孕前免疫治
疗，可能是由于越早进行免疫治疗可以更早启动免疫
促进，更快产生封闭抗体，阻止母体免疫系统对胚胎
的攻击，进而保护胚胎。因此，杨素娟等[8]认为主动免
疫治疗后 3个月内受孕者，应该马上多次(≥2)继续进
行免疫治疗。本研究中免疫治疗后3个月内怀孕者立
刻接受 4次免疫治疗(孕 6~8周开始每 3周接受 1次治
疗直到孕20周)，有效保持了封闭抗体的封闭效率，获
得69.86%的妊娠成功率，与该理论一致。

组织相容性抗原(HLA)基因是具有多基因性与多
态性的紧密连锁的基因群，在移植免疫学中具有重要
地位。如果母胎HLA组织相容性大，母体免疫系统就
不能识别胚胎抗原，胚胎就会遭受母体免疫系统的排
斥从而导致流产[9]。李萍等[10]研究发现复发性流产夫
妇双方HLA抗原相容性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共同的
HLA抗原不能有效刺激母体产生保护性抗体，从而对
胚胎有排斥导致流产。本研究中 49例封闭抗体转阳
的患者中 47例夫妻双方HLA相容性低，24例封闭抗
体未转阳的患者中 21例夫妻双方HLA相容性高，这
说明夫妻双方HLA相容性与封闭抗体是否转阳有直
接相关性(χ 2=51.946，P<0.05)，因此我们实验得出结
论：HLA相容性高(抗原数≥4/8)的夫妻不建议进行淋
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

总之，主动免疫治疗开展 20多年来，分娩的婴儿
各项指标均正常，成功率达到 70%以上[11]，提示淋巴细
胞主动免疫疗法确实对复发性流产患者有治疗效果，
HLA与不明原因复发自然流产治疗效果关系密切，为
提供医疗质量，治疗前一定要结合夫妻双方HLA相容
性结果制定诊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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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体质指数及孕期体质量增加
对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黄丽娇，梁梅珍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产科，广东 中山 528429)

【摘要】 目的 研究不同孕前体质指数(BMI)及孕期体质量变化对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的

影响。方法 选择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就诊于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344例为研究对象，

根据孕前BMI水平将344例孕妇分为低BMI组(BMI<18.5 kg/m2，55例)、正常组(BMI 18.5~24 kg/m2，225例)和超重

组(BMI≥24 kg/m2，64例)；按孕期体质量增加幅度，分为增重不足组(31例)、增重正常组(128例)和增重过多组(185

例)。比较各组分娩方式、妊娠结局等。结果 超重组及增加过多组妊娠并发子痫前期(53.13%、29.73%)、羊水过多

(57.81%、31.89%)、胎膜早破(39.06%、38.38%)、早产(70.31%、34.05%)、胎儿宫内窘迫(32.81% 、16.22%)、巨大儿

(56.25%、26.49%)及新生儿低血糖(65.63%、37.30%)发生率显著增加，剖宫产(79.69%、47.57%)率最高，分别与其对

应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BMI组比BMI正常组子痫前期(47.27% vs 6.22%)、羊水过多(45.45%

vs 6.67%)、胎膜早破(83.64% vs 8.44%)、早产(40.00% vs 5.33%)发生率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

BMI组及增重不足组的低体质量儿(12.73% vs 25.81%)出生率最高，孕前BMI正常及增重正常组妊娠期各项并发症

发生率最小、剖宫产率(16.89%、5.47%)最低，新生儿结局最好(均P<0.05)。结论 孕前超重及孕期体质量增加过多

可增加GDM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及剖宫产率的危险性，尤其是超重者应纳入GDM高危妊娠管理，严格控制孕

期体质量增加总增幅在合适范围内，以减低剖宫产率、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关键词】 妊娠期糖尿病；体质量指数；孕前；孕期；体质量增加；分娩方式；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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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re-pregnant body mass index and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of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on delivery methods and pregnancy outcomes. HUANG Li-jiao, LIANG Mei Zhe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Zhongshan Huangpu People's Hospital, Zhongshan 528429,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re-pregnant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of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on delivery methods and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

comes．Methods A total of 344 women with GDM, who admitted to Zhongshan Huangpu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

uary 2013 to January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low BMI group (BMI<18.5 kg/m2, n=55), the normal BMI

group (18.5 kg/m2≤BMI<24 kg/m2, n=225), and the overweight group (BMI≥24 kg/m2, n=64) according to the BMI be-

fore pregnancy. These women also were divided into the insufficient weight gain group (n=31), the normal weight gain

group (n=128) and the excessive weight gain group (n=185) according to pregnancy weight gain standard of Chinese．

The delivery methods and pregnancy outcom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each two groups. Results The rate of pre-ec-

lampsia, polyhydramnios,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 preterm birth, fetal distress, fetal amacrosomia, neonatal 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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