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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鄄isoprostane、SOD、AOA、NF鄄资B 及 iNOS
在复发性流产病人中的表达研究

汪摇 莉,石慧芬,江海英,刘金霞,陈摇 茵

[摘要]目的:分析 8鄄异构前列腺素(8鄄isoprostane)、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血浆总抗氧化能力(AOA)、转录因子鄄资B(NF鄄资B)
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在复发性流产病人中的表达及影响,以探讨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发病机制。 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 119 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分为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病人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病例组),进行正常妊娠

分娩妇女作为参照对象 59 例(对照组),比较 2 组病人血液和绒毛蜕膜组织中的 8鄄isoprostane、SOD、AOA 等氧化应激指标及

NF鄄资B、iNOS 水平。 结果:2 组病人血液中 AOA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病例组病人血液中8鄄isoprostane、NF鄄资B 和

iNOS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 < 0. 01),SOD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2 组病人绒毛蜕膜组织中 AOA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病例组绒毛蜕膜组织中 8鄄isoprostane、NF鄄资B 和 iNOS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 < 0. 01),SOD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

组(P < 0. 01)。 结论: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病人血液和绒毛蜕膜组织中的 8鄄isoprostane、SOD、NF鄄资B 和 iNOS 表达与正常妊娠

妇女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其可作为预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发生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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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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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8鄄isoprostane,SOD,
AOA,NF鄄资B and iNOS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WANG Li,SHI Hui鄄fen,JIANG Hai鄄ying,LIU Jin鄄xia,CHEN Yin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Nanhai Hospital,Guangdong People忆s Hospital,

The Secon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Nanhai District of Foshan,Foshan Guangdong 52825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8鄄isoprostane,SOD,AOA,NF鄄kB and iNOS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and their effects,and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of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Methods:From
January 2018 to October 2019,119 maternal patients were selected,and divided into the case group(60 cases with unexplained recurrent
abortion) and control group(59 cases with normal pregnancy delivery). The levels of 8鄄isoprostane,SOD,AOA and other oxidative
stress indicators(NF鄄资B and iNOS) in the blood and villous decidua tissu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AOA level in blood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the levels of 8鄄isoprostane,NF鄄资B and iNOS in ca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and the SOD level in ca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difference of the AOA level in chorion decidua tissu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the levels of 8鄄isoprostane and NF鄄资 in chorion decidua tissue in ca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and the level of SOD in cas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8鄄isoprostane,SOD,NF鄄资B and iNOS in blood and chorion decidua tissue between
patients with unexplained recurrent abortion and normal pregnant women,and they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Key words] recurrent spontaneous spabortion;villous decidua tissue;8鄄isoprostane;SOD;AOA;NF鄄资B;iNOS

摇 摇 复发性流产 (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RSA)指的是连续发生 2 次或 2 次以上的自然流产,

其也是临床最常见的病理妊娠疾病,可对病人身心

和生育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1]。 关于该疾病的发

病机制临床尚无明确定论,但有研究[2 - 4] 表明,RSA
中能够识别病人病因的仅占 1 / 2,主要包含母体生

殖道异常、免疫功能异常、内分泌异常、染色体异常、
生殖道感染及子宫解剖因素等。 但仍有 1 / 2 病人发

病原因不明。 因此,本研究分析 8鄄异构前列腺素(8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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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prostane)、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血浆总抗氧化

能力(AOA)、转录因子鄄资B(NF鄄资B)和诱导型一氧

化氮合酶( iNOS)在 RSA 中表达及影响,以探究不

明原因 RSA 发病的相关机制,以期能为该疾病预防

和治疗提供有效的参考。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10 月收治的 119 例不明原因 RSA 病人作为研究对

象,分为不明原因 RSA 病人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病
例组),进行正常妊娠分娩妇女 59 例作为参照对象

(对照组),病例组纳入标准:(1)连续发生早期自然

流产 3 ~ 10 次者;(2)女方生殖道未出现器质性改

变者;(3)生殖道内分泌正常者;(4)无生殖道感染

者;(5)抗子宫内膜抗体、抗心磷脂抗体等呈阴性

者;(6)夫妻双方染色体正常者;(7)病人及家属对

该项研究均知情同意,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

准:(1)合并存在心、肝、肾功能障碍者;(2)合并存

在其他可能影响本研究结果的疾病者。 对照组纳入

标准:(1)正常早孕孕妇;(2)病人及家属对该项研

究均知情同意,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
合并存在心、肝、肾功能障碍者;(2)合并存在其他

可能影响本研究结果的疾病者。 2 组病人的年龄与

体质量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有可比性。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n 年龄 / 岁 体质量指数 / (kg / m2)

对照组 59 28. 6 依 2. 1 29. 6 依 2. 7

病例组 60 28. 4 依 2. 3 29. 8 依 2. 4

t — 0. 50 0. 43

P — >0. 05 > 0. 05

1. 2摇 方法 摇 血液指标检测:对照组在分娩 20 min
内,病例组在流产后 20 min 内抽取病人 10 mL 静脉

血,采用 3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 后,留取血清保存

于 - 60 益 冰箱中待检,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8鄄isoprostane水平,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检测 SOD、AOA 水平和 NF鄄资B、iNOS 含量。
绒毛蜕膜组织相关指标检测:收集对照组分娩

后和病例组流产后的蜕膜组织,采用 0. 9% 氯化钠

溶液反复冲洗,漂洗干净后,在 4 益 环境中采用

10%甲醛将绒毛蜕膜组织固定 24 h,使其使其脱水

干净,再采用石蜡将其制成包块,并制备厚度为

4 滋m左右的石蜡切片,然后对切片标本采用免疫组

织化学 SP 法进行染色,最后,采用 ELISA 法对各组

绒毛蜕膜组织中的 8鄄isoprostane、SOD、AOA 水平和

NF鄄资B、iNOS 含量进行检测[5]。
1. 3摇 观察指标摇 比较 2 组病人血液和绒毛蜕膜组

织中的 8鄄isoprostane、SOD、AOA 等氧化应激指标及

NF鄄资B、iNOS 水平。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血液中 8鄄isoprostane、SOD、AOA、NF鄄资B 和

iNOS 水平比较摇 2 组病人血液中 AOA 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不明原因 RSA 病人血液中

8鄄isoprostane、NF鄄资B 和 iNOS 水平均高于正常妊娠

妇女(P < 0. 01),血液中 SOD 水平低于正常妊娠妇

女 (P < 0. 01)(见表 2)。

摇 表 2摇 2 组血液中 8鄄isoprostane、SOD、AOA、NF鄄kB 和 iNOS
水平比较(x 依 s)

分组 n
8鄄isoprostane /

(ng / L)
SOD /

(滋U / L)
AOA/
mmHg

NF鄄资B /
(滋U / L)

iNOS /
(U / mL)

对照组 59 62. 4 依 6. 2 24. 6 依 3. 5 21. 4 依 3. 3 5. 6 依 1. 2 6. 2 依 1. 0

病例组 60 83. 2 依 8. 1 18. 5 依 3. 3 20. 9 依 3. 4 8. 8 依 1. 6 9. 5 依 1. 3

t — 15. 75* 9. 78 0. 81 12. 36* 15. 54*

P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2. 2摇 2 组绒毛蜕膜组织中 8鄄isoprostane、SOD、AOA、
NF鄄资B 和 iNOS 水平比较 摇 2 组病人绒毛蜕膜组织

中 AOA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不明原

因 RSA 病人绒毛蜕膜组织中 8鄄isoprostane、NF鄄资B
和 iNOS 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妊娠妇女 (P < 0.
01),SOD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妊娠妇女 (P < 0. 01)
(见表 3)。

摇 表 3 摇 2 组绒毛蜕膜组织中 8鄄isoprostane、SOD、AOA、NF鄄
资B 和 iNOS 水平比较(x 依 s)

分组 n
8鄄isoprostane /

(ng / L)
SOD /

(滋U / L)
AOA/
mmHg

NF鄄资B /
(滋U / L)

iNOS /
(U / mL)

对照组 59 60. 6 依 6. 1 23. 5 依 3. 6 20. 8 依 3. 3 5. 7 依 1. 3 6. 2 依 1. 1

病例组 60 82. 7 依 8. 2 19. 0 依 3. 2 21. 0 依 3. 2 8. 9 依 1. 4 9. 6 依 1. 2

t — 16. 70* 7. 21 0. 34 12. 92 16. 10

P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3摇 讨论

摇 摇 近年来,我国 RSA 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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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疾病不仅会引发孕妇病人出现连续自然流产现

象,同时还会引发其停经后出现阴道出血、腹痛等症

状,从而对病人身心和生育健康造成严重的影

响[6]。 要预防 RSA 的发生和采取有效的方案对病

人进行治疗,就需对其致病原因进行明确[7]。 然

而,临床研究表明,导致 RSA 的致病因素十分复杂,
RSA 中能够识别病人病因的仅占 1 / 2,主要包含母

体生殖道异常(如母体子宫畸形、子宫肌瘤、宫颈机

能不全或存在 Asherman 综合征等)、免疫功能异常

(主要包含自身免疫和同种免疫)、内分泌异常(包
含黄体功能不全、高泌乳素血症、多囊卵巢综合征、
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染色体异常(包含胚胎染

色体异常和罗伯逊易位、平衡易位等夫妻染色体异

常)、生殖道感染(多指由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

感染引起的宫颈炎或子宫内膜炎)等,但仍有 1 / 2
病人发病原因不明[8 - 9]。

文献研究[10]表明,不明原因自然流产发生和孕

妇机体内的氧化应激反应密切相关。 氧化应激指的

是体内氧化和抗氧化作用失衡,倾向于氧化作用,并
产生大量氧化中间物[11]。 并且,我国已有不少研

究[12 - 13]证实,氧化应激参与了血管内皮损伤,而血

管形成是决定胚胎着床与否、良好供血与否以及孕

妇病人妊娠成功与否的关键。 若孕妇病人早期发生

了氧化应激,可引发其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和引发其

机体出现炎性反应,这样便会增加其机体炎性反应

介质释放和激活中性粒细胞,产生大量氧化自由基,
从而易导致氧自由基聚集和细胞壁浸润,最终促进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而大量中性粒细胞被激

活又可导致氧化自由基剧增,从而进一步加重孕妇

病人机体的氧化应激反应,进而会降低孕妇妊娠过

程中抗氧化系统功能,使其发生自然流产[14 - 15]。 人

体氧化应激反应包含 8鄄isoprostane、SOD、AOA 等多

项氧化应激指标。 本研究中,分别对 60 例不明原因

RSA 病人及 59 例正常妊娠妇女行血液和绒毛蜕膜

组织中 8鄄isoprostane、SOD、AOA 等氧化应激指标及

NF鄄资B、iNOS 水平检测,结果显示,2 组病人血液和

绒毛蜕膜组织中 AOA 水平对比无显著差异,不明原

因 RSA 病人血液中 8鄄isoprostane、NF鄄资B 和 iNOS 水

平显著高于正常妊娠妇女,不明原因 RSA 病人血液

中 SOD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妊娠妇女,不明原因 RSA
病人绒毛蜕膜组织中 8鄄isoprostane、NF鄄资B 和 iNOS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妊娠妇女,不明原因 RSA 病人血

液中 SOD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妊娠妇女,说明不明原

因 RSA 病人与正常妊娠妇女血液和绒毛蜕膜组织

中的 8鄄isoprostane、SOD、NF鄄资B 和 iNOS 表达存在显

著差异,提示这些指标可能是引发不明原因 RSA 发

生的危险因素。
在上述影响指标中,8鄄isoprostane 过度表达可抑

制 Th2 细胞分泌和促进 T 淋巴细胞增殖,并促使 Th
细胞转化为 Th1 细胞,从而会导致母胎界面细胞因

子网络失衡,引发胚胎植入失败,进而会引发孕妇病

人出现非正常流产[16 - 18]。 另外,临床研究[19 - 20] 表

明,孕妇妊娠时,其机体 SOD 水平升高能维持氧化

和抗氧化平衡,若 SOD 水平降低则会导致氧化和抗

氧化失衡,从而易导致孕妇难以维持正常妊娠而发

生自然流产。 NF鄄资B 可参与胚胎早期发育和调节胚

胎着床过程,若母胎界面 NF鄄资B 表达过度,则易诱

发其下游的 IFN鄄酌 及 TNF鄄琢 过度表达,从而易诱发

病人发生自然流产。 iNOS 与孕妇病人机体免疫调

节具有直接影响关系,一般情况下,iNOS 基因不表

达,只在多种细胞因子和内毒素刺激下,才可发生翻

译、转录和表达。 若其正常表达可发挥有效的免疫

功能调节作用,而在妊娠免疫耐受中免疫调节作用

能促进孕妇机体 Th1 / Th 动态平衡得到有效维持,
从而能维持其正常妊娠,若 iNOS 基因表达不正常,
则会导致 Th1 / Th 失衡,从而难以维持母胎微环境

稳定,进而易引发其发生自然流产。
综上所述,不明原因 RSA 病人血液和绒毛蜕膜

组织中的 8鄄isoprostane、SOD、NF鄄资B 和 iNOS 表达与

正常妊娠妇女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其可作为预测不

明原因 RSA 发生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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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血流,保证供氧,早期脑血流量代偿性增加,
这称为“脑保护效应冶 [4]。 高危妊娠情况下脑血流

阻力下降以首先保证脑的血流供应[5]。 因此,监测

MCA 血流指标可以准确地反映胎儿供氧情况,这也

为胎儿窘迫的诊断提供了理论基础[6],具有较高的

临床价值。
本研究对胎儿 UA 血流动力学指标及 MCA 血

流动力学指标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胎儿窘迫组与

无胎儿窘迫组 UA 血流动力学各指标 S / D、PI、RI 以
及和 MCA 各指标 PI、RI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UA 和 MCA 指标在胎儿窘迫的预测方面,均具有重

要的临床价值,与此前文献报道一致[7 - 8]。
但目前对于 UA 及 MCA 两种指标检测胎儿窘

迫,其检出率和误诊率的比较,尚鲜有报道。 因此,
本研究还比较了两种指标对于胎儿窘迫的检出率和

误诊率。 结果显示,对于胎儿窘迫病例,应用 UA 指

标和 MCA,其检出率分别为 85. 0% (34 / 40 ) 和

67. 5% (27 / 40),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种

指标的误诊率分别为 9. 0% (9 / 100)和 2. 0% (2 /
100),二者比较差异同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MCA
血流动力学指标对胎儿窘迫的漏诊率要高于 UA;
而误诊率要低于 UA。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胎儿

缺氧早期,由于晚孕期 MCA 血流指标的生理性显著

下降,加之“脑保护效应冶,掩盖了 MCA 指标 RI 和

PI 的下降,因此彩色多普勒超声未能检出其早期缺

氧的异常变化;而当缺氧严重时,出现失代偿,MCA
的 RI 和 PI 指标则必定会出现显著下降;而 UA 则

没有上述情况,它直接反映了胎儿的氧供情况。 因

此,UA 指标较 MCA 更为敏感,在胎儿窘迫的检出

率方面,UA 要高于 MCA;而对于胎儿窘迫的误诊率

方面,MCA 血流指标则低于 UA 指标。
综上所述,对产科临床确诊的有胎儿窘迫和无

胎儿窘迫的病例,UA 和 MCA 血流动力学指标在胎

儿窘迫的预测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UA 指

标对于胎儿窘迫的检出率要高于 MCA 指标,但其误

诊率也高于 MCA 指标。 本研究为及时发现胎儿异

常并进行干预提供了更多的临床依据,这对于产科

医生的临床决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改善胎

儿及新生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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