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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超声联合四维超声在胎儿畸形诊断中的应用

张摇 锋,丁摇 中,陈京喆,王亚萍

[摘要]目的:探讨二维超声联合四维超声检查(下称联合超声检查)在胎儿畸形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选取产前检查孕妇

5 050 例,孕 20 ~ 28 周。 首先对胎儿进行常规二维超声检查,对怀疑有畸形的胎儿再进行联合超声检查,并根据引产、分娩或

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评价其诊断符合率。 结果:5 050 例孕妇共分娩 5 064 例胎儿,其中双胎 14 例,单
纯二维超声检查发现畸形 87 例,联合超声检查发现畸形 117 例,经临床证实的胎儿畸形 124 例,联合超声检查诊断正确率为

94. 4% ,明显高于单纯二维超声诊断正确率 70. 2% (P < 0. 01)。 结论:在胎儿畸形诊断中采用联合超声检查,能有效地提高诊

断准确性,降低缺陷患儿的出生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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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four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in the diagnosis of fetal malformation

ZHANG Feng,DING Zhong,CHEN Jing鄄zhe,WANG Ya鄄ping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engbu,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four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in
the diagnosis of fetal malformation. Methods:Five thousand and fifty pregnant women detected by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four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pregnancy 20 to 28 weeks were investigated. The fetus was examined using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nography,the fetus suspected with malformation was additionally examined using four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The data of the
induced abortion,delivery and further examination results from superior hospital were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is coincidence
rate. Results:Five thousand and sixty鄄four fetuses(including 14 cases twin) born by five thousand and fifty pregnant women included
87 cases malformation detected by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nography and 117 cases malformation detected by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four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The diagnosis coincidence rate of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four鄄
dimensional ultrasound(94. 4%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70. 2%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two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four鄄dimensional ultrasou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curate rate of diagnosis,and
reduce the birth rate of defect child,which has high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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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胎儿畸形也称胎儿出生缺陷,可以发生在胎儿

的一个或多个部位,在新生儿死亡原因中高居第二

位,其主要原因是胎儿的染色体异常或胎儿结构异

常,严重者可引起胎儿宫内停止发育,是影响我国人

口质量的重要原因,对孕妇的家庭和社会均带来巨

大负担[1],因此正确诊断胎儿畸形并及时终止妊

娠,可降低新生儿畸形率并提高我国出生人口质

量[2]。 超声诊断胎儿畸形具有无创、操作简便、重
复性好等优点,过去临床常采用的是二维超声检查

技术,近年来,随着超声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

展,四维超声作为一种新的超声技术与方法,越来越

广泛应用于胎儿产前检查。 四维超声能够实时动态

连续显示胎儿在宫内的活动情况,并准确直观显示

胎儿体表形态结构及骨骼系统,包括少见的、轻微的

畸形,可清晰地显示胎儿表面结构的细微特征及其

位置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诊断准确率大幅提

高[3]。 我们通过二维超声联合四维超声检查(下称

联合超声检查)对 5 050 例孕 20 ~ 28 周胎儿进行系

统超声检查,并进行比较,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我

院做产前检查的 5 050 例孕中期妊娠妇女,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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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46 岁,孕 20 ~ 28 周,初产妇 4 100 例,经产妇

950 例。 询问孕妇早期有无发热、感冒史、服用有关

致畸药物、接触过物理致畸因子和不良妊娠史。 高

龄孕妇以及唐氏筛查的高风险者需特别关注。
1. 2摇 仪器摇 选用东芝 SSA鄄790 型四维彩色超声诊

断仪,二维诊断探头,探头频率 3. 5 ~ 5. 0 MHz,四维

容积探头频率 2. 5 ~ 7. 0 MHz。 配有超声影像工作

站,可进行超声图像采集和储存。
1. 3摇 检查方法摇 孕妇取平卧位,必要时侧卧位。 首

先以常规二维超声检查,我们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总
结了一整套胎儿扫查的顺序部位方法。 顺序部位依

次为:颅脑、颜面部、颈项部、脊柱及四肢、胸腔、肺、
心脏、膈肌、胃泡、肠道、肝脏、胆囊、双肾、输尿管、膀
胱、脐动脉起始部、胎盘、羊水和脐带等胎儿附属物,
按此顺序逐一检查,多切面动态观察胎儿各器官发

育有无异常[4],对疑有异常的胎儿再进行联合超声

检查。 四维超声检查时,切换到四维容积取样框,调
换四维容积探头,选择感兴趣区域,如胎儿颜面部、
脊柱、肢体等部位,选择表面光滑模式,启动 4D 程

序,以得到满意的图像,将图像存储,以便产后或引

产后对比分析。 若一次不能明确诊断可让孕妇侧

卧、斜卧或下床活动以改变检查体位,然后再次检

查,以达到理想成像效果,保存图像。 检查者均为接

受过产前超声诊断系统培训,且具有 5 年以上超声

工作经验的中高级以上职称的医生。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配对资料的符号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5 050 例孕妇共分娩 5 064 例胎儿,其中双胎 14
例,临床确诊各类胎儿畸形 124 例,联合超声检查发

现畸形 117 例(94. 4% ),单纯二维超声检查发现畸

形 87 例(70. 2% ),联合超声检查的诊断正确率明

显高于单纯二维超声的诊断正确率(P < 0. 01)(见
表 1),尤其在胎儿体表结构及骨骼系统畸形中具有

明显优势(见表 2 及图 1 ~ 4)。

表 1摇 二维超声与联合超声检查胎儿畸形诊断结果比较(% )

二维超声
联合超声

确诊摇 可疑摇 摇 漏诊 摇
合计 uc P

确诊 87 0 0 摇 87

可疑

漏诊

12
18

2
2

1
2

摇 15
摇 22

9. 64 < 0. 01

合计 117摇 4 3 摇 124摇

摇 表 2摇 引产或分娩证实和二维超声及联合超声检查胎儿

畸形类型[n;诊断正确率(% )]

胎儿畸形类型
引产或

分娩证实

二维

超声

联合

超声检查

神经系统畸形 27 20(74. 1) 26(96. 3)

心血管畸形 6 3(3 / 6) 5(5 / 6)

颜面部畸形 24 17(70. 8) 23(95. 8)

骨骼系统畸形 6 3(3 / 6) 6(6 / 6)

消化系统畸形 14 10(71. 4) 12(85. 7)

泌尿系统畸形 15 10(66. 7) 14(93. 3)

腹壁缺损 5 4(4 / 5) 5(5 / 5)

肺部畸形 2 2(2 / 2) 2(2 / 2)

膈疝 2 1(1 / 2) 1(1 / 2)

胸腹腔积液 14 11(78. 6) 14(100. 0)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3 3(3 / 3) 3(3 / 3)

淋巴管囊肿 5 3(3 / 5) 5(5 / 5)

骶尾部畸胎瘤 1 0 (0 / 1) 1(1 / 1)

合计 124 87(70. 2) 117(9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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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产科超声检查技术的不断提高及围生医学

优生优育工作的开展,超声产前检查对胎儿观察的

项目要求已越来越详细,传统的二维超声对胎儿的

断面成像已不能完全满足人类优生优育的需要。 而

四维超声的临床应用,使超声对胎儿的检查由断面

成像进入空间立体成像,全面提升胎儿诊断信息,在
胎儿畸形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联合超声检查诊断胎儿

畸形符合率明显高于单纯应用二维超声检查,特别

在诊断胎儿体表结构及骨骼系统畸形中四维超声具

有明显优势。 本研究中有 24 例胎儿颜面部畸形,其
中二维超声检出 17 例,联合超声检查诊断 23 例;6
例骨骼系统畸形,二维超声检出 3 例,联合超声检查

检出 6 例,诊断符合率均有明显提高,二维超声漏诊

的 1 例缺指(趾)畸形和 1 例四肢成角畸形,1 例隐

形脊柱裂,1 例微小唇裂等畸形在联合超声检查中

均得到明确诊断,引产后均证实。
3. 1摇 四维超声的优越性摇 四维超声即实时三维超

声成像技术(4D),是在三维空间基础上,再加上时

间参数,使之成为动态三维,能够更加直观、准确、清
晰地显示胎儿的结构特征及各个结构之间的位置关

系。 四维超声技术能够克服二维超声空间显像的不

足,成为二维超声技术的重要辅助手段。 四维超声

的进步体现在能够迅速地对容积图像数据进行储

存、处理和动态显示其三维立体图像,并且能够得到

胎儿冠状面、矢状面、横断面等多切面的图像,可以

清晰显示胎儿的鼻、眼、唇、下颌、外耳及手足等细微

结构,超越了传统超声的限制,具有高清晰度、高分

辨率、高准确率等优点,既能显示胎儿空间立体结构

图像,又能实时记录胎儿在母体子宫内的生理活动

及面部表情[5],图像逼真、直观,为评价胎儿的生命

状态提供了新的手段[6]。
3. 2摇 联合超声检查漏诊原因分析摇 超声检查对形

态结构有明显异常的畸形诊断率较高,而对于形态

结构改变小的细微缺陷或不典型图像容易漏诊或误

诊,对于一些复杂、多发畸形容易漏诊。 本组资料联

合超声检查共疑诊 4 例,漏诊 3 例。 漏诊第 1 例为

单纯腭裂,由于胎儿上唇显示完整,没有唇裂而忽视

了对上腭的检查,造成了腭裂的漏诊。 第 2 例为心

脏畸形:完全性大动脉转位,胎儿畸形诊断中漏诊率

最高的为心脏畸形,因为胎儿时期心脏循环的特点

使许多复杂的心脏畸形在胎儿期能够耐受[7],所以

部分心脏畸形的血流动力学及心腔扩大等改变不明

显而漏诊。 胎儿的心脏超声检查与仪器的性能、胎
儿的位置及操作者的技巧有很大关系。 据统计,胎
儿四腔心切面联合左、右心室流出道切面可以使胎

儿心脏畸形的敏感性达 85%左右,检查范围扩大到

大动脉时,可发现 78% 的心脏畸形[8],鉴于目前技

术水平及仪器的限制及胎儿体位的不确定性,仍有

部分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在孕期被检查出来。 因此,
当发现胎儿心脏有可疑异常时应建议孕妇进行针对

性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 其次,易漏诊的为颜面部

畸形:尤其是单纯腭裂及外耳的发育异常容易漏诊,
可以通过对颜面部结构的矢状面、冠状面、横切面等

多切面连续动态扫查而提高检出率,减少漏诊率。
肢体畸形方面,特别是肢体远端手、足的数目及形态

异常亦容易漏诊,采用连续顺序追踪超声检测法检

测胎儿四肢,通过纵、横轴切面,先从肢体近端延续

扫查至末端,并注意手、足的姿势可以提高肢体畸形

的检出率。 第 3 例为胎儿右侧膈疝:膈疝是由于膈

的先天性发育缺陷导致腹腔内容物疝入胸腔,但膈

疝内容物疝入胸腔的时机不定(可在妊娠中晚期也

可在出生后),疝入胸腔的腹腔内容物也是随腹腔

内压力的变化而改变,只有当胎儿腹腔内压力增高

时,腹腔内容物才有可能疝入胸腔,超声图像才可以

显示,较小的膈疝根本不能诊断。 所以发生较晚的

病例,往往由于出生时的初次呼吸才导致内容物的

疝入(胎儿出生后腹压增加,呼吸、胸腔为负压)。
因此,先天性膈疝被认为是一种进展性损害,这种进

程往往也导致产前很难明确诊断。 先天性膈疝大多

数发生于左侧,占 75% ~85%,发生于右侧占 10% ~
15% [9]。 胃泡疝入胸腔在大多数左侧膈疝中作为主

要超声诊断标准,不会在右侧膈疝中出现,所以超声

诊断右侧膈疝更具有一定难度。 对胎儿进行超声检

查时发现一种畸形后,还应该仔细逐一按常规检查

胎儿其他部位及胎儿附属物有无合并多发畸形。
摇 摇 超声诊断胎儿畸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胎儿

(下转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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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妊娠期内分泌异常、食物中营养缺乏、病毒感染等

是其主要的发病原因[12]。 为了预防唇腭裂的发生,
孕妇在妊娠期应该摄取各种营养,避免挑食,保证充

分摄入钙、铁、磷及维生素;还应该调整好情绪,通过

听音乐等方式缓解紧张的精神状态;禁止服用抗惊

厥药及安眠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吸烟、酗酒

并避免放射线、微波的辐射等[13 - 14]。
综上所述,为了筛查胎儿唇腭裂而进行产前超

声检查时不宜采取单一鼻唇冠状切面法,采用常规

三切面加特殊切面法更能精准地检查胎儿的唇腭

裂,可减少漏诊,尤其是对唇腭部复合畸形胎儿的检

查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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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异常包括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异常,超声诊断的

基础主要是胎儿形态学的改变。 形态改变大,则产

前诊断率较高;改变小或无改变则诊断率较低,某些

功能方面出现的异常亦不容易做出诊断,且孕妇过

胖导致皮下脂肪层增厚、胎儿过大、羊水过少、胎位

不正等而影响诊断的准确率也可能下降,所以即使

是四维超声检查也不可能发现所有的胎儿畸形,这
也是四维超声需要继续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综上所述,联合超声检查胎儿畸形已成为产前

诊断的首选工具,二维超声探头轻巧,便于操作,成
像速度快,且具有全面成熟的理论支持和完善的切

面图像,在胎儿畸形的检查中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10],而四维超声能够连续动态显示胎儿在宫内

的活动,并且准确直观显示胎儿体表形态结构及骨

骼系统,包括少见的、轻微的畸形。 因此,在实际工

作中,应充分发挥二维超声、四维超声检查的各自优

势,进行优势互补,为产前胎儿畸形的诊断提供更

多、更准确的依据,联合超声检查能有效提高胎儿畸

形诊断的准确率对实现优生优育,降低出生缺陷胎

儿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有重要意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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