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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明习惯性流产HLA免疫疗法的实验检测及临床观察

梁玉华1，杜丹丽2，廖亚平1

[摘要】目的：探讨原因不明习惯性流产人类自细胞抗原(HLA)免疫疗法的实验检测及临床意义。方法：用血清方法对36例

流产3次以上患者及其配偶进行HLA检测，并给予淋巴细胞免疫治疗。砖果：治疗后妊娠成功29例，成功率87．5％。结论：

皮内注射丈夫淋巴细胞治疗原因不明习惯性流产疗效肯定，且简便安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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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detection and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HLA immunotherapy for

habitual abortion of unknown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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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discuss the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human leukoyte antigen(HLA)immunization

therapy of habitual abortion on unknown causes．Methods：Thirty．si】【patients who had abortion over 3 times and their husbands were

detected of the HLA by serum assay．Results：Twenty—nine of the 36 c拈船treated with lymphocyte therapy were successful in

pregnancy．the SUCCESS rate being 87．5％．Conclusions：Intradermic injection of the husband’s lymphocyte is effective in treatment of

habitual abortion of unknown causes and the therapy is simple and safe in operation．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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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明习惯性流产在自然流产中占40％[1|，

临床治疗效果往往不能肯定，近年来免疫因素在自

然流产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2002年3月至

2006年7月，我们对36例习惯性流产患者，在排除

其他原因后，对妻子血清中无丈夫人体组织相容性

抗原(HLA)抗体者，行皮内注射丈夫淋巴细胞，进

行实验检测及临床观察。

1资料与方法

[收稿日期]2007-12-06 1．1 一般资料 习惯性早期流产者36例，年龄
[作者单位3 1·芝量墅差壁。磐氅竺慧竺苎安篓蔓篓!竺竺} 25．34岁。夫妇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正常。ABO、Rh

『作者简介1：墨曩暑1学954鐾芝言篡．妇产科’安徽蚌埠233004 血型适2121。，赢矗3盂i。采吾善。，。委盂洁葛Ia一，t,二抗[作者简介]梁玉华( 一)，女，副教授． 皿型旭 '戡ADuluL型／l、口有，雪皿f月y11 “饥

3讨论

丙泊酚复合芬太尼静脉麻醉【3|，起效快、恢复

快，给药方便，具有很好的镇痛及松弛子宫颈作用，

可缩短手术时间，不影响宫缩，不增加术中出血量，

明显降低人工流产综合征的发生率。但无痛人工流

产术与传统的人工流产手术过程完全一样，主要依

靠手术者感觉和经验来完成吸引过程，具有较大的

盲目性[4J。本文采用术时B超实时引导，相对于传

统手术而言，其区别就像睁开眼睛做手术和闭上眼

睛做手术。B超能准确显示子宫的位置、形态、大小

及孕囊大小、着床位置和吸头位置，引导医生迅速、

准确地完成手术，监测孕囊被吸出的全过程，进一步

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避免子宫穿孔、组

织物残留或漏吸，有效减少过度刮宫导致的内膜损

害和术后月经量减少。超声引导无痛人工流产术在

患者无痛状态下医生可视操作，解除了患者的痛苦，

避免了传统盲吸所带来的危害，有效提高手术的安

全性，得到广大患者的肯定和接受，很有实用价值，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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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抗体效价在正常范围内。丈夫精液常规正常。

月经周期正常，BBT双相型。妇科检查、B型超声或

子宫输卵管造影排除子宫异常及输卵管阻塞者。夫

妇身体健康，HBsAg阴性，T3、T4正常。孕期对先兆

流产者，行孕酮、hGG监测。

1．2治疗方法肝素防凝，取丈夫静脉血20 IIll，用

淋巴细胞分离液无菌分离淋巴细胞，PBS洗涤3次，

浓缩1．2—1．5“，淋巴细胞数(2—2．5)×10’／ml。

结核菌素注射器吸取浓缩淋巴细胞悬液，在妻前臂

内侧皮内注射6—8点，每点0．2 ml，24～49 h后观

察局部反应。

1．3治疗时间于计划妊娠前2个月开始，每4周

1次，共计4次，若1个月内不怀孕再追加1次。

1．4辅助治疗 妊娠后适当休息，解除精神紧张，

继续观察基础体温，监测黄体功能，腹坠者给舒喘灵

2．4 mg，每6 h 1次，维生素E每日100 mg。5例先

兆流产者，3例用黄体酮每日20 mg，肌肉注射，2例

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隔日1次，每次2 000 u，并同

时监测血孕酮及13-hOG以调整药物的用量。

1．5 实验室检查9对夫妇作HLA-ABO、DR分型

(HLA标准血清板由上海输血研究所提供)。在接

受治疗的36例中，26例分别在免疫前、HLA—ABC

抗体测定系第4次免疫后及妊娠期采静脉血，分离

血清，用标准的微量淋巴细胞毒技术，妻血清加丈夫

淋巴细胞作微量淋巴细胞毒试验，HLA—DR抗体测

定，应用尼龙棉柱分离丈夫B淋巴细胞加妻血清作

B细胞毒试验。7例妊娠成功者作抗独特型抗体测

定。对再次自然流产物作绒毛染色体检查，采用直

接低渗法制备染色体，进行核型分析。

2结果

2．1 实验室检测结果9对妊娠成功夫妇作HLA—

ABO、DR分型，其中2对夫妇HLA—DR分型中，l对

有1个抗原相同，另l对有2个抗原相同(见表1)。

表l 2对夫妇HLA．ABO、DR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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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HLA抗体检出率免疫治疗前，HLA·ABO和

HLA—DR均为(一)。第4次免疫治疗后，HLA-ABO

和HLA-DR分别为13．6％(3／22)、54．5％(12／22)。

妊娠3～5个月，HLA．ABO和HLA．DR分别为

27．6％(6／22)、63．6％(14／22)。
2．3 抗体独特型抗体 经免疫治疗妊娠成功的7

例，其中5对有针对丈夫HLA特异抗体的抗独特型

抗体(见表2)。证明免疫治疗后的血清已具有抑制

Bw6、A10、A2、A1 1、B7的HLA抗体淋巴细胞毒活性

的特异性。

表2 5对夫妇抗独特型抗体抑制异体淋巴细胞毒性结果

巍鬣瓮焉H被LA淼警慧罂妊娠结局分型 血清后HLA分型 特异性后HLA分型
～一⋯’

2．4再次妊娠结局及随访 已分娩29例，再次流

产7例。最早孕37周，最晚孕42周。分娩方式：剖

宫产5例，其中，胎膜早破、宫内感染l例，相对性头

盆不称2例，胎儿宫内窘迫l例，臀位2例，指征不

详1例。会阴侧切2例，顺产15例。

2．5 既往流产数与治疗后妊娠成功关系 治疗3

次24例，妊娠成功21例；治疗4次12例，妊娠成功

8例。36例再次妊娠者随访至2006年7月，全部随

访到，已足月分娩的29个婴儿中，年龄最大4岁2

个月，最小4个月，其中男孩13名，女孩16名，均发

育正常。

2．6皮肤反应观察首次重后渐减轻24例，妊娠

成功2l例；局部反应重(直径≥10 mm)、中(直径

6—9 rain)、轻(直径3—5 mm)分别为2例、5例、5

例，妊娠成功分别为2例、3例、3例。

2．7 免疫治疗后4例再次流产原因 4例均4次

免疫后有2例局部反应轻，1例局部反应，1例首次

局部反应重后转轻。HLA抗体阴性2例，HLA—DR

(+)1例，HLA-ABO(+)1例。

3讨论
．～

1981年Taylot等心1首先应用第三者白细胞治

疗4例习惯性流产成功之后，又报道输血、输白细胞

混悬液治疗习惯性流产获得成功。但反复输血手续

繁琐又不安全。输注白细胞是治疗原因不明流产的

一种有效方法，我们采用皮内注射丈夫淋巴细胞未

发现感染、过敏等不良反应，是一种简便有效的

 



方法。

3．1 流产与HL～胎儿HLA一半基因来自父体，

母一胎之间99％的HLA不相同，正常妊娠夫妇不

相容，可以遗传双亲有利方面。维持遗传的多样性

防止致死性纯合子结合。Thomas等p。报道原因不

明流产夫妇HLA—DR位点抗原相同的频率高于正

常孕妇(P<O．001)，与正常孕妇相比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相同的HLA-DR抗原。本组妊娠成功的9对夫

妇作了HLA．DR分型，7对夫妇DR位点未发现相

同的抗原，l对夫妇DR位点有1个相同的抗原，l

对夫妇DR位点有2个相同抗原。最近报道，健康

夫妇与原因不明习惯流产夫妇HLA—DR抗原共有

性无差异H o，本文支持此观点。

3．2 HLA抗体产生与妊娠成功的关系 藤井知行

等”1报道，HLA-DR抗体有抑制夫妇间混合淋巴细

胞反应的物质，流产妇女血清中，缺乏RLA-DR抗体

者，即缺乏封闭抗体，是免疫学流产的原因，HLA-

DR抗体在胎盘结合点有封闭抗体作用。本组检测

26例，免疫治疗前HLA．DR、HLA-ABO抗体均为阴

性，治疗后其中22例妊娠成功，HLA-DR抗体阳性

率54．5％(12／22)；HLA—ABO抗体阳性率13．6％

(3／22)，表明免疫治疗后HLA—DR抗体在维持妊娠

的免疫因素中发挥重要作用。

3．3抗独特型抗体的产生与妊娠成功关系 1974

年Jerne提出了调节免疫反应的“独特型-抗独特型

网”学说，与对应抗原反应的抗体分子上，抗原决定

该抗原的结合部位称为抗体的独特型∞川J。T细胞

受体独特型亦可产生抗独特型抗体，此种抗体可控

制对抗原的抗体反应。正常妊娠时，因受丈夫HLA

受体致敏，妻T、B’淋巴细胞便表达对丈夫的抗HLA

受体。并产生抗HLA受体的自身抗体，即抗独特型

抗体。列；存在于妊娠期和免疫疗法后血清中，它可

抑制针对丈夫HLA特异性抗体的淋巴细胞毒活性，

是一种封闭抗体一J，本组检测妊娠成功的7例中5

例有针对其丈夫HLA-Bw6、Aln、A2、A11、B7特异性

抗体独特型抗体，这可能是免疫疗法成功的原因。

3．4皮肤反应与妊娠成功的关系 皮肤反应的轻

重，是判断免疫疗法效果非常有用的观察指标，第一

次注射后局部反应重以后反应逐渐减轻者，下次妊

娠预后良好。皮内注射丈夫淋巴细胞后，局部红润

硬结逐渐缩小者23例，其中22例妊娠成功，占

95．7％【l0|。其作用机制可能是诱导妻子免疫系统

的迟发性超敏反应，抑制T细胞，皮肤反应逐渐减

轻，表明妻淋巴细胞对丈夫抗原反应低下，便可防止

下次妊娠再流产，但有1例出现强反应(有水疱)，

可能与个体差异有关。

皮内注射丈夫淋巴细胞治疗原因不明习惯性流

产的免疫机制，尚无统一的认识【IlJ。本研究表明，

免疫治疗后诱导了妻子的抑制T细胞，其次产生封

闭抗体，即HLA一Ⅱ类抗体以及抗独特型抗体，可能

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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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需要”可作动词和名词，表示“应该有，必须得到”，宾语可以是人或

一般事物，也可以是行为；作名词时，表示对事物的欲望或要求。“须要”只能作助动词，表示

“一定要，，，对行为带有规定性、强制性。两者比较而言，“需要”语意较轻，而“须要”语意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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