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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系统超声检查对染色体异常的筛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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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产前系统超声检查对胎儿染色体异常的筛查价值。方法 选择2016年2月至2019年10月
于宝鸡市妇幼保健院进行系统超声检查的8 563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记录胎儿结构畸形、超声软指标异常情况，分

析超声对胎儿畸形的诊断价值及结构畸形、超声软指标异常对染色体异常的筛查价值。结果 以最终随访结果作为

金标准，8 563例孕妇产前超声共诊断胎儿结构畸形89例，检出率为10.39‰，漏诊12例，漏诊率为1.40‰；超声诊断胎

儿畸形中，心血管系统畸形最多(28.09%)，其次为中枢神经系统(19.10%)、颜面部(17.98%)；共634例胎儿接受遗传学

检查，其中38例(5.99%)存在染色体异常，包括染色体数目异常30例，染色体结构异常8例；207例超声结构及软指标

异常胎儿共检出染色体异常25例，超声异常筛查染色体异常的符合度为12.08%，单发结构畸形、多发结构畸形、单发

超声软指标异常、多发软指标异常诊断染色体异常的符合度分别为8.89%、22.73%、5.88%、18.18%。结论 产前系统

性超声检查对胎儿结构畸形的检出率较高，胎儿结构畸形、超声软指标异常可用于筛查染色体异常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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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prenatal systematic ultrasonography in screening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GUO Yong-ping 1,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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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prenatal systematic ultrasonography in screening chromo-
some abnormalities. Methods A total of 8 563 pregnant women who received systematic ultrasonography in Baoji Ma-
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6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 Fet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and ultrasonographic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were recorde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ultrasonography in fetal abnormali-
ties, and the screening value of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and ultrasonographic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in chromosome ab-
normaliti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With follow-up results as the golden standard, 89 cases of fetal structural abnormal-
ities were diagnosed by prenatal ultrasonography,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10.39‰. Twelve cases were missed diagnosed,
with a rate of 1.40‰ . In fetal malformations diagnosed by ultrasonography, cardiovascular system malformations were
the most (28.09%),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alformations (19.10%) and facial malformations (17.98%).
A total of 634 fetuses underwent genetic testing, and 38 (5.99%) had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including 30 cases of
abnormal chromosome number and 8 cases of abnormal chromosome structure. A total of 25 cases of chromosome abnor-
malities were detected in the 207 fetuses with structural and ultrasonographic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The accordance
rate of ultrasonographic abnormalities in screening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was 12.08%. The accordance rates of sin-
gle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multiple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single ultrasonographic soft marker abnormalities, and
multiple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in the diagnosis of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were 8.89% , 22.73% , 5.88% , and
18.18%,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 Prenatal systematic ultrasonography has a higher detection rate for fet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Fetal structural and ultrasonographic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can be used to screen fetuses with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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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染色体异常检查结果

异常染色体核型分类

DS综合征

18-三体综合征

13-三体综合征

45,XO
47,XY+21

46.XX.inv(9)(p11;q12)

46.XY.t(4;5)(p16;q15)

46XY der(21:21)(q11:q11)+21

合计

畸形或异常(例)

12

8

3

5
2

4

2

2

38

构成比(%)

31.58

21.05

7.89

13.16
5.26

10.53

5.26

5.26

100

出生缺陷为出生时即存在的结构及功能异常，是

导致新生儿死亡、夭折、残疾发生的重要原因。据流

行病学报道，我国出生缺陷总体发生率呈现逐年增加

的趋势，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

妇幼保健工作重点内容[1]。目前临床对于出生缺陷尚

没有有效干预手段，产前筛查、产前诊断是减少出生

缺陷的关键措施[2]。临床上常用的产前诊断技术主要

包括影像学检查、遗传学检查等，其中超声检查的安

全、快捷优势使其在产前诊断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

已成为产前诊断首选方式 [3-4]。超声可清晰显示胎儿

解剖学结构，观察器官发育情况；另外一些超声软指

标如颈背部皮肤厚度、侧脑室扩张、鼻骨缺失等则可

在一定程度提示染色体异常，通过超声检查及软指标

筛选高危人群再进行遗传学检查可提高染色体异常

的检出率，同时也可避免盲目介入检查所致不必要伤

害[5]。目前已有较多研究探讨了产前超声检查及超声

软指标对出生缺陷的评估价值[6-7]，但超声检查结果与

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学指标的关系研究报道较少。本

研究探讨了产前超声诊断胎儿畸形的价值，并将结构

异常、超声软指标异常及染色体异常等资料进行对

比，分析超声指标对染色体异常的诊断价值，旨在为

临床筛查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会批准，

选择2016年2月至2019年10月于宝鸡市妇幼保健院

产检的 8 563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行产

前系统超声检查；产检及随访资料完整；对本研究知

情并签署同意书；排除随访资料不完整者。8 563例
孕妇年龄 19~37岁，平均 (27.74±2.33)岁；平均孕周

(26.53±4.15)周。

1.2 方法

1.2.1 超声检查 采用美国GE公司的E8超声诊

断仪，二维超声采用3.5 MHz凸阵式探头，四维超声采

用 2.5~7.0 MHz探头进行检查，所有病例超声检查均

由本院具有产前筛查及诊断资格的超声医师完成。

确定胎方位后首先检查胎儿脐带、胎盘、羊水情况，

随后扫查头颅、颜面、内脏、四肢以及脊柱等情况，期

间需要对头围、双顶径、小脑横径、小脑延髓池、股

骨、肱骨以及腹围等部位进行监测；获取患儿颈项透

明层宽度、颈背部皮肤皱褶变厚、心内强回声光点、

肾盂扩张、肠管回声增强、脑室扩张、脉络膜囊肿等

超声软指标。

1.2.2 遗传学检查 超声检查筛查出的异常病

例进行科内会诊，在取得孕妇及家属知情同意情况下

进行细胞/遗传学检查；超声检查无异常但伴有血清生

化筛查高风险、不良孕产史、夫妇有染色体异常的孕

妇酌情选择是否进行细胞/遗传学检查，孕 16周以后

行羊膜穿刺。

1.2.3 随访检查 确诊为畸形的病例充分告知

孕妇详情及风险，根据孕妇意愿选择终止妊娠或继续

妊娠，对于终止妊娠的病例，在取得知情同意情况下

进行临床检查或尸检；选择分娩者继续进行超声监

测，在胎儿娩出后进行临床特征的记录及相关检查。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软件对所有数

据进行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或%表示，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2 结果

2.1 系统超声检查对胎儿畸形的检出情况 产

前超声检查的 8 563例孕妇中胎儿结构畸形 89例

(151处)，检出率为10.39‰ (89/8 563)，与随访结果进行

比较，共漏诊12例(14处)，漏诊率为1.40‰ (12/8 563)，
分别为多/并指 8处、外耳畸形 3处、足异常 2处、生殖

系统畸形 1处；超声诊断胎儿畸形中心血管系统畸形

(28.09%)最多，其次为中枢神经系统(19.10%)、颜面部

(17.98%)，见表1。

2.2 染色体异常检查结果 8 563例孕产妇共

634例接受遗传学检查，其中因超声结构及软指标异

常行遗传学检查者207例(结构异常89例，软指标异常

118例)，其中 38例存在染色体异常，包括染色体数目

异常30例、染色体结构异常8例，见表2。

表1 超声诊断胎儿畸形分布情况

系统

心血管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

颜面部

泌尿系统

呼吸系统

骨骼系统

前腹部

消化系统

其他

合计

畸形或异常(例)
25

17

16

14

5

3

3

2

4

89

检出率(‰)
2.92

1.99

1.87

1.63

0.58

0.35

0.35

0.23

0.47

10.39

构成比(%)
28.09

19.10

17.98

15.73

5.62

3.37

3.37

2.25

4.49

100

注：多系统多发病例以最严重的疾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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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超声筛查与染色体异常的关系 634例接受

遗传学检查的胎儿中，207例超声结构及软指标异常

胎儿共检出染色体异常25例，其中结构及软指标异常

分别检出染色体异常14例与11例，而427例超声正常

胎儿共检出染色体结构异常13例，超声异常筛查染色

体异常的符合度为12.08% (25/207)；单发结构畸形、多

发结构畸形、单发超声软指标异常、多发软指标异常诊

断染色体异常的符合度分别为 8.89% (4/45)、22.73%
(10/44)、5.88% (5/85)、18.18% (6/33)。各类型超声异

常检出染色体异常情况见表3和表4。
2.4 典型病例影像学表现 病例一：孕妇28岁，

孕 2产 0，孕早中期顺利，孕 12+3周颈后部透明带厚度

（NT）0.13 cm，22 +周四维彩超。行无创 DNA提示

21-三体高风险，行羊水穿刺结果为 47,XY+21，其影

像学表现见图 1。病例二：孕妇 30岁，孕 3产 1，既往

生产一男婴，体健；孕早期顺利，孕13+1周NT 0.16 cm，

孕 23+周四维彩超提示双侧肾盂扩张，左侧 1.0 cm，

右侧 0.55 cm。无创 DNA提示 21-三体高风险，行

羊水穿刺结果为 46XY der (21:21) (q11:q11)+21，见
图 2。

表3 超声结构异常与染色体异常的关系(例)

结构异常

心血管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

颜面部

泌尿系统

呼吸系统

骨骼系统

前腹部

消化系统

其他

超声结果

39

31

30

24

7

5

4

3

8

染色体异常

15

8

6

7

2

2

1

1

0

符合度(%)

38.46

25.81

20.00

29.17

28.57

40.00

25.00

33.33

0.00

图1 某孕妇四维彩超检查结果

注：A，四腔心二维超声可见左心室强光点；B，四腔心彩色血流图可见左心室强光点；C，二维超声单脐动脉彩色血流图可见膀胱水平；D，游离段

脐带，横断面单脐动脉二维图。

表4 超声软指标异常与染色体异常的关系(例)

软指标异常

鼻骨缺失

NT/NF增宽

肾盂增宽

侧脑室增宽

肱骨或股骨长度异常

单脐动脉

脉络丛囊肿

肠回声增强

心室强光点

超声结果

16

14

14

25

11
14

16

18

26

染色体异常

3

8

2

4

4
1

2

2

2

符合度(%)

18.75

57.14

14.29

16.00

36.36
7.14

12.50

11.11

7.69

3 讨论

产前检查应用超声具有无创、安全、可重复优势，

是产前诊断的理想检查方式。2012年中国医师协会

超声分会通过了《产前超声检查指南》[8]，规定将产前

超声检查分为一般检查、常规检查、系统检查及针对

性检查，系统检查是胎儿出生前畸形筛查的重要步

骤，对于系统检查发现异常的患儿进行后续针对性

检查可进一步明确胎儿异常情况。既往研究报道了

产前系统超声检查对胎儿畸形的检出率：孕中期孕

妇行系统性产前超声检查胎儿畸形检查符合率为

87.21% [9]；孕早期孕妇接受超声检查，胎儿畸形检出符图2 某孕妇彩超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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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为 94.73% [10]。本研究中超声检出畸形的符合率

为88.12%，与前者报道的数据相符。本研究超声检出

胎儿畸形以心血管系统畸形最多，其次为中枢神经系

统、颜面部，这一结果与既往多数研究报道的畸形分布

类似[11-12]。本研究中超声诊断结构畸形共漏诊 12例，

分别为多/并指、外耳畸形、足异常、生殖系统畸形等，

分析漏诊病例情况及原因，胎儿手足畸形漏诊例数最

多，其原因可能为胎儿手足的显示情况受胎儿姿势影

响较大，诊断较为困难；外耳超声受胎位影响较大，耳

道检查较为困难[13]；目前常规超声检查对生殖器检查

具有一定限制，但严重生殖道畸形可造成严重影响，

本研究中男性尿道下裂的漏诊比例较高，临床应引起

重视。上述漏诊病例中部分为微小畸形，对出生后患

儿生活质量影响较小，但仍有相当部分比例的漏诊为

较为严重的结构畸形，因此临床应重视系统性产前检

查，提高胎儿畸形的检出率。

除胎儿结构畸形外，染色体异常也是引起围生期

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目前胎儿染色体异常的产前

检查包括筛查检查及诊断检查，但产前检查属于有创

检查，有引起流产的风险，产前超声筛查筛选出高危

人群可一定程度降低有创性检查的比例。超声扫描

除可显示胎儿结构异常外，也可明确相关软指标的变

化，这些软指标为非特异性指标，部分正常胎儿中也

会存在软指标异常，这些异常也可提示某些潜在畸形

风险[14-15]。本研究中超声检查结构异常及软指标异常

与染色体异常均存在一定程度相关，其中胎儿多发畸

形诊断的符合度最高，其次为多发超声软标记异常，

单发超声软标记最低，提示胎儿结构畸形及超声软指

标异常越多，染色体异常风险越高，两者可一定程度

预测胎儿染色体异常。

综上，产前系统性超声检查对胎儿结构畸形的检

出率较高，胎儿结构畸形、超声软指标异常对染色体

异常也有一定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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