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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妊娠中期孕妇血清生化学指标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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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孕中期孕妇生化指标的变化情况，同时分析孕中期孕妇血清中的生化指标和胎儿生长发

育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在湖北省中医院做产前检查的1 007例正常孕中期

孕妇作为研究组，85例非正常孕中期孕妇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至湖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体检的1 053例正常

非妊娠育龄期妇女作为健康对照组，调查收集不同孕期人群的临床资料，测定血清中丙氨酸氨基转氨酶(ALT)、天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γ-谷氨酰转移酶(GGT)、碱性磷酸酶(ALP)、总蛋白(TP)、白蛋白(ALB)、前白蛋白(PA)、

尿素(UREA)、肌酐(CR)、尿酸(UA)、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比较研究组与对照组、研究组与观察组孕妇之间各生化指标的差异，并制定相应的参考范围；比较

观察组孕妇治疗前后生化指标的差异；同时利用Pearson或Spearman分析孕妇血清中的生化指标与胎儿双顶径之

间的相关性。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孕妇除了AST、LDL-C (P>0.05)外，其他生化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P<0.01)；研究组与观察组除ALT、PA (P>0.05)外，其他生化指标间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孕妇按照孕周的不同分为3组，组间各生化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孕妇按照年龄的

不同分为4组，不同年龄组间的AST、GGT、ALB、PA、TG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制定武汉地区孕中期

孕妇血清中生化指标的参考范围，ALT、AST、GGT、ALP、TP、ALB、PA、UREA、CR、UA、TC、TG、HDL-C的各项指

标的参考范围分别是 5~53 U/L、9~42 U/L、5~30 U/L、29~69 U/L、61.1~79.9 g/L、35.2~44.4 g/L、17.3~29.17 mg/dL、

1.5~3.9 mmol/L、32~54 μmol/L、144~330 μmol/L、3.45~6.54 mmol/L、1.01~3.41 mmol/L、1.22~2.62 mmol/L；AST、

GGT、ALB、PA、TG指标根据年龄的不同分别建立相应的参考区间；孕中期孕妇血清中TP、ALB、TC、LDL-C与胎

儿双顶径相关(P<0.01)；观察组应用孕中期生化指标的参考范围后，临床医生及时给予对症治疗，除ALP、HDL-C

外，其他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明显好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孕中期孕妇血清中生化指标与非

妊娠育龄期妇女比较有显著性差异，不同的年龄段之间也存在差异；应制定相应的参考范围，有利于临床医生给予

针对性的孕期健康指导和干预，及时发现并治疗妊娠期发生的合并症，保证母婴的健康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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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erum biochemical indexes of the pregnant women during midtrimester of pregnancy i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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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biochemical indexes in midtrimester of pregnancy, and ana-

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biochemical indexes and fet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trimester of preg-

nancy. Methods From July 1, 2015 to December 31, 2016, a total of 1 007 pregnant women in midtrimester of pregnan-

cy who have prenatal care at Hube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recruited as the experimen-

tal group in our study. For comparison, 85 hospitalized abnormal pregnant females during midtrimester of pregnancy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1 053 normal non-pregnant females of childbearing age were also recruited

as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demographic data of the different pregnant groups were collected. The alanine amino-

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gamma-glutamyltransferase (GGT),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total protein (TP), albumin (ALB), pre-albumin (PA), urea (UREA), creatinine (CR), uric acid (UA), triglyceride (TG),

total cholestrol (TC),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of

the different pregnant groups are detected.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ranges were established for biochemical indexes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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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对于妇女而言，是一特殊的生理时期。在这

一期间，为了满足胎儿正常生长和发育的需要，母体

的各器官、系统都会发生一系列适应性的改变，其中

包括血液容量和成分、消化功能、呼吸系统、内分泌系

统、体质量等方面的改变。在妊娠第6~8 周时，母体的

循环血容量即开始增加，至妊娠32~34周达高峰，增加

40%~45%，同时红细胞平均增加幅度为 450 mL，血浆

平均增加幅度为1 000 mL，血浆的增加幅度高于红细

胞的增加幅度，因此血液中的物质被稀释。随着母

体胎盘分泌的甾体类激素水平的增加 [1-2]，同时伴以

孕妇生活方式的改变，母体内肝功能、肾功能、血脂

发生改变。从妊娠中期开始，胎儿就进入到快速生

长发育时期，一直持续到分娩[3]。本研究对妊娠中期

孕妇血清中常用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同时结合胎儿

的双顶径指标分析母体血清学生化指标和胎儿生长

发育的相关性，临床医生可以根据孕中期孕妇血清

中生化指标的测定值，初步判断胎儿生长发育情况，

进行针对性的孕期健康指导和干预，提高妊娠的质

量，减少出生缺陷。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年 7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31日至湖北省中医院定期做产前检查，并且在武

汉居住时间超过 5年的孕中期健康孕妇 1 007例作为

研究组，其中孕周12.1~16周211例，16.1~20周772例，

20.1~24 周 24 例；孕妇年龄 18.6~44.2 岁，平均(27.12±

3.81)岁，其中年龄 25 岁以下 292 例，25~30 岁 534 例，

31~35 岁 140 例，35 岁以上 41 例；平均体质量指数

(BMI)为(21.54±2.92) kg/m2。同时选取同期在湖北省

中医院妇科住院的非正常孕中期孕妇 85例作为观察

组，其中妊娠期糖尿病 45例，妊娠期高血压 29例，贫

血 11 例；孕周为 14.5~25 周，年龄 24.1~36.8 岁，平均

(27.67±3.13)岁；平均BMI为(22.14±3.25) kg/m2。选取

同期至湖北省中医院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并且在

武汉居住时间超过 5年的非妊娠的 1 053例正常育龄

期妇女作为健康对照组，年龄 19.1~44.5 岁，平均

(26.19±3.91)岁；平均BMI为(21.41±3.03) kg/m2。采用

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孕中期孕妇同期所做B超检测中

双顶径的测量结果。三组受检者间的BMI和年龄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符合湖北省中医院医学伦理学规定，所有受检者签

署知情同意书。

1.2 仪器与试剂 所有生化项目的检测均在西

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完成，型号为ADVIA2400。

检测试剂由宁波美康生物科技公司或者北京利德曼

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质控品由朗道公司生产，使

用中、高两个水平。以上所有项目均参加我国健康委

临床检验中心或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的室间质评，且

成绩合格。

1.3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采集血液的前1 d晚

8点开始禁止饮食。采集血样前，避免饮酒、抽烟，禁

止饮用咖啡和茶，同时避免大量的体力活动和剧烈的

运动，禁止服药等。在第二天上午8点到10点之间抽

取静脉血5 mL，受试者都是采取自然的坐姿抽血。血

样静置半小时之后，在常温条件下以 3 000 r/min的转

correlation between biochemical indexes and biparietal diameter (BPD) was evaluated by Pearson or Spearman correla-

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serum biochemical indexes (except LDL-C and AST, P>0.05) of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midtrimester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indexes of non-pregnant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P<0.01). The bio-

chemical indexes (except ALT and PA, P>0.05) of healthy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midtrimester are significantly dif-

ferent from the indexes of abnormal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midtrimester (P<0.05).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biochemical indexes among groups in the different gestational period (P>0.05). The AST, GGT, ALB, PA, and

TG of the four groups with different ag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However, there a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found in other biochemical indexes. The reference ranges for the serum biochemical indexes of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midtrimester in Wuhan were established: ALT 5—53 U/L, AST 9—42 U/L, GGT 5—30 U/L, ALP 29—69 U/L, TP

61.1—79.9 g/L, ALB 35.2—44.4 g/L, PA 17.3—29.17 mg/dL, UREA 1.5—3.9 mmol/L, CR 32—54 μmol/L, UA 144—

330 μmol/L, TC 3.45—6.54 mmol/L, TG 1.01—3.41 mmol/L, and HDL-C 1.22—2.62 mmol/L.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ranges for AST, GGT, ALB, PA and TG are subject to age variations. The fetal biparietal diameter was signifi-

cantly correlated to TP, ALB, TC, and LDL-C in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midtrimester (P<0.01). Except for ALP and

HDL-C, other indexes of abnormal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midtrimester improve better after clinicians’treatments

that use above reference ranges. Conclus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rum biochemical indexes between

pregnant women during midtrimester of pregnancy and non-pregnant childbearing age women, and also in different age

variations. Therefore,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ranges for the specific population, which are help-

ful for clinicians to provide precision health guidance and intervention, identify and treat the complications of pregnancy,

and ensur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mothers and babies.

【Key words】 Pregnancy; Serum; Liver function; Renal function; Blood lipid; Biochemical indexes; Reference

range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1226



Hainan Med J, May 2021, Vol. 32, No. 10

速离心 10 min，分离出血清。2 h 以内在西门子 AD-

VIA2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完成所有项目的检测。

其中包括丙氨酸氨基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

ase，AST)、γ-谷氨酰转移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总蛋白

(total protein，TP)、白蛋白 (albumin，ALB)、前白蛋白

(prealbumin，PA)、尿素 (urea，UREA)、肌酐 (creatinine，

CR)、尿酸(uric acid，UA)、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总

胆固醇(total cholestrol，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rol，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rol，LDL-C)。

1.4 研究方法 将研究组孕妇根据孕周的不同

分成 3组(孕 12.1~16周、孕 16.1~20周、孕 20.1~24周);

研究组根据年龄的不同分成四组(<25 岁、25~30 岁、

31~35岁、>35岁)。分别比较非妊娠的育龄期妇女和

正常孕中期孕妇、正常孕中期孕妇和非正常孕中期孕

妇、研究组不同孕周的孕妇及不同年龄段的孕妇、非

正常孕中期孕妇治疗前后血清中各项生化指标的差

异性。最后统计并制定针对于正常孕中期孕妇血清

生化指标的参考范围。同时结合孕妇B超检测结果中

的双顶径数据，分析评价母血的各项生化指标和胎儿

生长发育的相关性

1.5 统计学方法 把符合入选标准的健康对照

组、正常孕中期孕妇研究组、非正常孕中期孕妇观察

组的资料录入EXCEL文档，按照年龄、孕周的资料进

行分组。应用SPSS21.0统计软件统计分析数据。先

对计量数据进行是否服从正态性分布的检验，非正态

分布的计量数据用中位数 M (P25~P75)表示，两组数

据之间的差异采用Mann-Whitney检验，两组以上数据

的差异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

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两两均值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组间两两比较均采用LSD检验。血清生化指标

参考范围的研究均采用百分位数法取 95%确定。数

据间的相关性分析使用 Pearson 分析或 Spearman 分

析，均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具有相

关性的数据做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线性方程。

2 结果

2.1 研究组和对照组妇女间的生化指标比较 研

究 组 孕 妇 血 清 中 的 ALT、AST、TC、TG、HDL-C、

LDL-C 水平高于对照组，GGT、ALP、TP、ALB、PA、

UREA、CR、UA水平低于对照组，除AST、LDL-C两组

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其他各项生

化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观察组和研究组孕妇间的生化指标比较 观

察组孕妇血清中 ALT、AST、GGT、ALP、UREA、CR、

UA、TC、TG、HDL-D、LDL-C 高于研究组，TP、ALB、

PA低于研究组，两组间除ALT、PA两组间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其他各项生化指标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研究组孕妇不同孕周、不同年龄段间的生化

指标比较 通过分析研究组不同年龄段孕妇的生化指

标后发现，研究组孕妇的TC、TG、LDL-C这3项指标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而HDL-C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

低。不同年龄组之间，AST、GGT、ALB、PA、TG这5个

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其他生化指

标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通过

分析研究组孕妇不同孕周的生化指标后发现，随着孕周

的增加，AST、GGT、ALB、CR下降，TC、HDL-C、LDL-C

增高。根据孕周的不同分为三组，三组孕周孕妇的所有

生化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1 研究组和对照组妇女的生化指标比较[x-±s，M (P25~P75)]

项目

ALT (U/L)

AST (U/L)

GGT (U/L)

ALP (U/L)

TP (g/L)

ALB (g/L)

PA (mg/dL)

BUN (mmol/L)

CR (μmol/L)

UA (μmol/L)

CHOL (mmol/L)

TG (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对照组(n=1 053)

11 (9~16)

16 (14~18)

13 (10~18)

63.92±18.34

77.62±3.74

45.18±2.20

25.75±5.02

5.18±0.93

56.58±7.53

277.62±43.83

4.27±0.54

1.08±0.31

1.43±0.15

2.53±0.47

研究组(n=1 007)

14 (9~23)

16 (13~20)

9 (7~13)

45.44±10.02

68.99±4.59

39.66±2.34

23.33±3.02

2.55±0.62

41.69±5.57

222.76±48.01

4.78±0.81

1.87±0.62

1.85±0.34

2.55±0.63

Z/t值
-8.065

-0.329

-17.219

-28.55

-46.70

-55.07

-13.31

-76.15

-51.20

-27.10

16.57

36.30

35.50

0.65

P值

<0.01

0.74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515

表2 研究组和观察组孕妇间的生化指标比较[x-±s，M (P25~P75)]

项目

ALT (U/L)

AST (U/L)

GGT (U/L)

ALP (U/L)

TP (g/L)

ALB (g/L)

PA (mg/dL)

UREA (mmol/L)

CR (μmol/L)

UA (μmol/L)

TC (mmol/L)

TG (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研究组(n=1 007)

14 (9~23)

16 (13~20)

9 (7~13)

45 (39~51)

68.99±4.59

39.66±2.34

23.33±3.02

2.5 (2.1~2.9)

41.69±5.57

223±48.01

4.78±0.81

1.87±0.62

1.85±0.34

2.55±0.63

观察组(n=85)

13 (9~25.5)

18 (14~28.5)

28 (10.5~40.5)

120 (11~203)

63.42±7.00

35.92±4.55

22.83±2.99

3.3 (2.5~4.15)

50.69±8.99

301±52.21

5.50±0.98

2.42±0.51

2.00±0.52

2.85±0.61

Z/t值
-0.519

-2.867

-7.933

-3.964

10.25

12.85

1.48

-7.402

-11.18

-12.36

-7.10

-6.94

-3.49

-4.06

P值

>0.05

<0.01

<0.01

<0.01

<0.01

<0.01

>0.05

<0.01

<0.01

<0.01

<0.01

<0.01

<0.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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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正常孕中期孕妇生化指标的参考值范围 根

据 临 床 实 验 室 检 验 项 目 参 考 区 间 的 制 定 (WS/

T402-2012)中参考区间的统计方法，数据呈正态分布

或者数据转换以后呈正态分布，采用双侧百分位数

法，取95%即双侧限值(分别计算 p2.5 和 p97.5)确定

武汉地区孕中期孕妇血清中生化指标的参考范

围。ALT、AST、GGT、ALP、TP、ALB、PA、UREA、

CR、UA、TC、TG、HDL-C 这 13 项指标的参考范围

分别是 5~53 U/L、9~42 U/L、5~30 U/L、29~69 U/L、

61.1~79.9 g/L、35.2~44.4 g/L、17.3~29.17 mg/dL、1.5~

3.9 mmol/L、32~54 μ mol/L、144~330 μ mol/L、3.45~

6.54 mmol/L、1.01~3.41 mmol/L、1.22~2.62 mmol/L。

AST、GGT、ALB、PA、TG这 5个指标根据年龄的不同

分别建立相应的参考区间，见表5。

2.5 正常孕中期孕妇的生化指标与胎儿生长发

育的相关性 胎儿的双顶径与母血的 TP (r=-0.089，

P=0.005)、ALB (r=-0.147，P<0.01)呈负相关，与TC (r=

表3 研究组不同年龄段孕妇间的生化指标比较[x-±s，M (P25~P75)]
项目

ALT (U/L)

AST (U/L)

GGT (U/L)

ALP (U/L)

TP (g/L)

ALB (g/L)

PA (mg/dL)

UREA (mmol/L)

CR (μmol/L)

UA (μmol/L)

TC (mmol/L)

TG (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25岁以下(n=292)

15 (10~24)

17 (14~21)b

9 (7~12.75)a

45.79±9.96

69.53±5.00

39.94±2.52b

22.79±2.93ab

2.55±0.63

41.87±5.65

223.8±45.25

4.71±0.77

1.79±0.59bc

1.88±0.35

2.50±0.58

25~30岁(n=534)

14 (9~23)

16 (13~21)d

10 (7~13)d

45.63±10.30

68.90±4.37

39.66±2.24d

23.55±3.02

2.57±0.63

41.43±5.52

222.77±50.72

4.79±0.85

1.87±0.63e

1.86±0.35

2.55±0.67

H/F值

7.782

9.092

9.211

2.094

2.551

3.534

4.833

0.443

1.251

2.225

1.766

4.255

0.148

1.642

P值

0.051

0.028

0.027

0.099

0.054

0.014

0.002

0.722

0.29

0.084

0.152

0.005

0.931

0.178

31~35岁(n=140)

12 (9~21)

15 (13~18)f

8 (7~11)

43.56±9.18

68.29±4.55

39.21±2.30

23.69±2.91

2.52±0.57

41.95±5.49

216.23±42.12f

4.86±0.76

1.95±0.59

1.84±0.31

2.62±0.58

注：<25岁组与25~30岁组比较，aP<0.05；<25岁组与31~35岁组比较，bP<0.05；<25岁组与>35岁组比较，cP<0.05；25~30岁组与31~35岁组比较，dP<

0.05；25~30岁组与>35岁组比较，eP<0.05；31~35岁组与>35岁组比较，fP<0.05。

35岁以上(n=41)

17 (8.5~29.5)

17 (13~23.5)

9 (7~13)

46.85±9.08

68.78±4.05

39.27±2.25

23.13±3.49

2.47±0.59

42.93±5.77

237.61±47.32

4.92±0.77

2.11±0.69

1.83±0.29

2.65±0.59

表4 研究组不同孕周孕妇间的生化指标比较[x-±s，M (P25~P75)]
项目

ALT (U/L)

AST (U/L)

GGT (U/L)

ALP (U/L)

TP (g/L)

ALB (g/L)

PA (mg/dL)

UREA (mmol/L)

CR (μmol/L)

UA (μmol/L)

TC (mmol/L)

TG (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12.1~16周(n=211)

13 (9~22)

16 (13~20)

9 (7~13)

43.99±9.45

69.39±4.67

39.97±2.36

22.97±3.27

2.61±0.67

42.33±5.56

224.00±45.67

4.68±0.72

1.84±0.58

1.83±0.32

2.49±0.56

16.1~20周(n=772)

14 (10~23.75)

16 (13~21)

9 (7~12)

45.85±10.18

68.88±4.53

39.59±2.31

23.43±2.96

2.53±0.60

41.53±5.53

222.21±48.36

4.80±0.83

1.88±0.64

1.86±0.35

2.56±0.65

H/F值

1.232

2.746

0.197

2.881

1.066

2.415

1.917

2.148

1.816

0.375

2.605

0.694

0.637

2.101

P值

0.540

0.253

0.906

0.057

0.345

0.090

0.148

0.117

0.163

0.687

0.074

0.500

0.529

0.123

20.1~24周(n=24)

15 (7.25~20.5)

16 (11.5~17)

9 (7~15.5)

45.00±8.81

69.19±5.68

39.37±3.10

23.43±2.42

2.70±0.77

41.17±6.51

229.75±57.42

4.94±0.73

1.78±0.37

1.87±0.29

2.73±0.55

项目

AST (U/L)

GGT (U/L)

ALB (g/L)

PA (mg/dL)

TG (mmol/L)

年龄

<25岁
25~30岁
31~35岁
>35岁
<25岁
25~30岁
31~35岁
>35岁
<25岁
25~30岁
31~35岁
>35岁
<25岁
25~30岁
31~35岁
>35岁
<25岁
25~30岁
31~35岁
>35岁

下限
10

9

8

6

5

5

5

2

33.3

35.2

34.7

34.9

17.32

17.50

17.80

15.90

1.00

1.04

1.00

1.00

上限
37

45

33

66

26

34

22

35

45.8

44.1

44.3

45.8

28.99

29.40

29.40

29.50

3.40

3.46

3.30

4.00

95%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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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P=0.004)、LDL-C (r=0.081，P=0.01)呈正相关，与

其他生化指标无相关性。同时，孕中期孕周与胎儿双顶

径呈正相关(r=0.819，P<0.01)。将TP、ALB、TC、LDL-C

分别与双顶径进行线性回归，得出线性方程如下：TP，

Y=-0.088X + 42.061 (R2=0.008)；ALB，Y=-0.248X +

47.265 (R2=0.022)；TC，Y=0.507X+33.573 (R2=0.008)；

LDL-C，Y=0.581X+34.517 (R2=0.007)。

2.6 非正常孕中期孕妇治疗前后的生化指标比

较 85例非正常孕中期孕妇经过对症治疗后，血清中

生化指标与治疗前比较，除ALP、HDL-C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外，其他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6。

3 讨论

妊娠期间，母体的肝脏未发现明显的增大，但胆

囊的排空时间有延迟，胆道的平滑肌发生松弛，胆汁

因稍黏稠使得胆汁易于淤积，因此妊娠期间很容易诱

发胆石病。由于孕妇自身以及胎儿的代谢产物增多，

使得母体的肾脏负荷跟正常健康时相比会加重。妊

娠期间，孕妇的肾脏会略微增大，同时因循环血容量

的增加，在妊娠早期就出现肾小球滤过率和肾血浆流

量的增加。孕妇肾脏的代谢产物如肌酐、尿素、尿酸

等排泄会有所增加，同时肾小管对钠盐的回收减少，

最终使得母体血清中的肌酐、尿素、肌酐的含量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为了补充自身和胎儿生长发育

的营养，孕妇饮食、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血脂会有一

定程度的增高，孕妇肠道吸收脂肪的能力也会增强。

目前人民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和社会压力也显

著的增加，进而导致晚婚晚育的人越来越多，同时随

着“二胎时代”的来临，高龄孕妇的数量越来越多。高

龄孕妇受到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生理因素对其生

殖功能的影响，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也增多。因此，

面对孕妇数量的增多、年龄的后移，针对性的孕期健

康指导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合理的膳食营养摄入和

孕期保健，预防并减少妊娠合并症的发生，从而提高

妊娠的质量，孕育出聪明健康的后代，是目前妇产科

医生面临的重要问题。

目前很多医院临床实验室的肝、肾功能和血脂的

参考范围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引用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颁布卫生行业标准(WS/T404.1-2012)；第

二，直接使用试剂说明书所提供的；第三，参照《全国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4版)的参考值[4]。但是以上参

考范围均没有提供针对妊娠期妇女的参考范围。由

于种族、性别、年龄、地理环境、饮食结构、饮食习惯的

不同，肝肾功能和血脂代谢水平会有所差异；而且我

国民族多，饮食习惯、饮食结构和地理环境多样，肝肾

功能和血脂水平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想要制定出适合

所有妊娠期妇女的生化指标的参考范围比较困难。

《医学实验室-质量与能力的专用要求》ISO15189:2013

(E)中，明确规定实验室必须提供给临床适应本地区的

检验项目的参考范围，因此制定适合本区域的妊娠期

妇女血清中的生化指标的参考范围十分有必要，有利

于临床医生准确区分患病与健康，为预防、诊断以及

治疗提供高质量的保障[5-9]。

通过分析武汉地区正常妊娠中期孕妇的肝功能

指标，发现相比于非妊娠育龄期妇女，ALT、AST增高，

ALP、GGT、TP、ALB、PA降低，AST、GGT、ALB、PA在

不同的年龄段存在差异。武汉地区孕中期妇女肝功

能参考范围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如王泓等[10]报道的

四川省孕中期孕妇的 ALT：8~72.55 U/L、AST：12~

48.15 U/L；黄丽芳等 [11]制定的广东省孕中期孕妇的

ALP参考范围(33~101 U/L)。武汉地区正常妊娠中期

孕妇的肾功能指标UREA、CR、UA均降低。为了印证

孕妇的年龄可能影响肾功能这一观点，本研究将正

常妊娠中期孕妇根据年龄不同进行分组，发现不同

的年龄段之间肾功能指标不存在差异。武汉地区孕

中期妇女肾功能参考范围与其他区域有所区别，陈

贞等 [12]建立的长沙地区孕中期孕妇血清中 UREA、

CR、UA 分别是 1.59~4.63 mmol/L、39.2~72.4 μmol/L、

149.8~370.1 μmol/L；侯文权等[13]制定的江苏沐阳县孕

中期孕妇血清中UREA、CR分别是1.32~5.52 mmol/L、

30.1~67.3 μmol/L。武汉地区妊娠中期妇女，TC、TG、

HDL-C 均增高，TG 在不同的年龄段之间存在差异。

武汉这座城市拥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和包容杂合

的文化，因此表现出变化多端和精芜兼蓄。这其中

以“吃”最为明显。“吃”之于武汉是一个异常活跃和

丰富的字眼，武汉人喜食油炸食物、甜食等。而这些

食物无疑会增加高血脂、高血糖的发生率。跟麦爱

芬 [14] 报道的佛山市的孕中期孕妇 TC、TG 的均值

(6.05±1.20) mmol/L、(1.78±0.84) mmol/L相比，武汉地

区的TC水平低于佛山市，TG水平高于佛山地区。广

表6 非正常孕中期孕妇治疗前后的生化指标比较[x-±s，M (P25~P75)]

项目

ALT (U/L)

AST (U/L)

GGT (U/L)

ALP (U/L)

TP (g/L)

ALB (g/L)

UREA (mmol/L)

CR (μmol/L)

UA (μmol/L)

TC (mmol/L)

TG (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治疗前

13 (9~25.5)

18 (14~28.5)

28 (10.5~40.5)

120 (11~203)

63.42±7.00

35.92±4.55

3.53±1.89

50.69±8.99

301±52.21

5.50±0.98

2.42±0.51

2.00±0.52

2.85±0.61

治疗后

11 (8~23)

16 (10~26.5)

24 (8~35)

118 (10~201.5)

66.52±512

37.15±2.59

2.82±1.24

44.36±7.28

268±49.15

5.04±0.75

2.05±0.55

1.95±0.48

2.59±0.59

Z/t值
-2.19

-3.25

-8.37

-6.51

10.25

12.85

1.48

-10.96

-11.18

-12.36

-7.10

-6.94

-3.49

P值

< 0.01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1

< 0.05

< 0.05

> 0.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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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佛山地区人民喜欢甜食，如鸡仔饼，糯米鸡等，这

些都是高能量密度食物，这样的饮食习惯会增加高

血脂的发生率。重庆黔江地区妊娠期妇女 TC、TG、

LDL-C 随着妊娠周数的增加逐渐升高，LDL-C 在孕

中期达到最高值[15]。

本研究选取的85例非正常孕中期孕妇，应用本研

究中制定出的孕中期孕妇的参考范围后，分析正常孕

中期和非正常孕中期孕妇血清指标可知，除ALT、PA

外，其他指标均有显著性的改变。临床医生通过对其

进行对症治疗和饮食疗法的同时，肝、肾功能异常不

能耐受妊娠者使用护肝、护肾药物，控制肝脏、肾脏功

能，低蛋白者补充蛋白，高血脂者给予降脂药物。治

疗 4 周后复查生化指标，可以发现生化指标除 ALP、

HDL-C 外均发生了变化：ALT、AST、GGT、ALP、

UREA、CR、UA、TC、TG、HDL-C、LDL-C 均减低，TP、

ALB升高。林国贤等[16]报道称ALT、AST异常的孕妇

经过药物治疗后，ALT、AST显著降低。本研究中ALP

没有显著性差异，可能是随着孕周的延长、胎儿骨骼

的发育，ALP 随之逐渐升高，同时采取护肝治疗后

ALP会有所降低，两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导致ALP

与治疗前没有显著性差异。马海会等[17]报道 HDL-C

随着孕周的延长，到孕晚期会出现下降，本研究非正

常孕中期孕妇治疗后的HDL-C没有显著性的变化，可

能是药物治疗和生理性下降两者共同作用所致。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孕妇的年龄、BMI 跟

胎儿的双顶径之间无相关性；而孕周和双顶径呈显著

相关，相关系数为 0.819。随着孕周的增长，母体的

TC、LDL-C水平逐渐增高，TP、ALB水平逐渐降低，胎

儿快速生长发育。母体内高胆固醇水平可以增加胎

盘的转运，胎儿脂肪的合成和存储增加，从而对胎儿

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有研究报道，在体质量正常的

孕妇中，LDL-C与新生儿的出生体质量无相关性，但

是在超重或者肥胖的孕妇中两者相关[18]。本研究没有

针对孕妇的体质量分组，入组时已经排除了各项指标

存在异常的孕妇即排除了超重的孕妇，得出的结论是

母体血清中 LDL-C 水平与胎儿生长发育呈正相关。

蛋白质是人体中最主要的构成物质。在妊娠期间，蛋

白质是维系胎儿正常发育、母体自身需求的重要物质，

同时影响胎儿智力和脑力等方面的发展。母体血清中

ALB的水平低下会减少对胎盘的灌注量，使得胎儿对

营养物质的摄取减少，从而导致胎儿在宫内发生缺氧、

发育迟缓或者免疫力低下以及胎盘早剥等[19-20]。母体

血清中蛋白含量低，也会导致胎儿生长发育受限。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取在武汉居住时间超过 5年

以上孕妇，具有区域代表性，且样本量大，得到的参考

范围可以反映武汉地区的孕中期孕妇的生化指标水

平。不同的年龄段孕妇的AST、GGT、ALB、PA、TG有

显著性差异，应制定相应年龄段的参考范围；孕中期

不同的孕周各生化指标没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在孕中

期无需根据孕周的不同制定参考范围。孕中期孕妇

血清中TP、ALB、TC、LDL-C与胎儿的生长发育相关，

其他指标均无相关性，临床医生可以根据以上 4个指

标的测定值，初步判断胎儿生长发育情况，并进行针

对性的孕期健康指导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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