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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脐动脉与大脑中动脉血流频谱

预测晚孕期胎儿窘迫的临床价值比较

石摇 莉1,吴栋才2,符小艳1

[摘要]目的:比较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胎儿脐动脉(UA)和大脑中动脉(MCA)血流动力学指标对于预测晚孕期胎儿窘迫的临

床价值。 方法:选取晚孕期孕妇为研究对象,分为胎儿窘迫组(n = 80)和无胎儿窘迫组(n = 200)。 胎儿窘迫组中 40 例检测

UA 指标胎儿脐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 /舒张末期流速(S / D)值、阻力指数(RI)、搏动指数(PI),40 例检测 MCA 指标 RI、PI;无胎

儿窘迫组中 100 例检测 UA 指标 S / D 值、RI、PI,100 例检测 MCA 指标 RI、PI。 结果:胎儿窘迫组病人 UA 指标 RI、PI 和 S / D 值

均明显高于无胎儿窘迫组(P < 0. 01);胎儿窘迫组病人 MCA 指标 RI 和 PI 均明显低于无胎儿窘迫组(P < 0. 01)。 UA 和 MCA
指标对于胎儿窘迫的检出率分别为 85. 0% (34 / 40)和 67. 5% (27 / 40),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UA 和 MCA 指标

对于胎儿窘迫的误诊率分别为 9. 0% (9 / 100)和 2. 0% (2 / 1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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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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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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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detection of blood flow frequency spectrum of
fetal middle cerebral artery and umbilical artery for predicting fetal distress in late pregnancy

SHI Li1,WU Dong鄄cai2,FU Xiao鄄yan1

(1.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2.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Hainan General Hospital,Haikou Hainan 57031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detection of fetal umbilical artery (UA)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hemodynamics in predicting fetal distress in late pregnancy. Methods: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fetal distress group(n = 80) and non鄄fetal distress group(n = 200). UA indexes including systolic
and diastolic velocity ratio (S / D),resistance index(RI) and blood flow pulsation index(PI) were detected in 40 patients,and MCA
indexes including RI and PI were detected in other 40 patients from fetal distress group. UA indexes including S / D,RI and PI were
detected in 100 patients,and MCA indexes including RI and PI were detected in other 100 patients from non鄄fetal distress group.
Results:UA indexes including S / D,RI and PI in fetal distres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鄄fetal distress group
(P < 0. 01),and MCA indexes including RI and PI in fetal distres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non鄄fetal distress group
(P < 0. 01). The detection rates of UA and MCA indexes for fetal distress were 85. 0% (34 / 40) and 67. 5% (27 / 40),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 = 6. 05,P < 0. 05). The misdiagnosis rates of UA and MCA indexes for fetal
distress were 9. 0% (9 / 100) and 2. 0% (2 / 100),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字2 = 4. 71,
P < 0. 05). Conclusions:Both UA and MCA indexes have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s in the prediction of fetal distress. The detection rate
of UA index for fetal distres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CA index,but the misdiagnosis rate of UA index is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MCA
index.
[Key words] fetal distress;color Doppler ultrasound;umbilical artery;middle cerebral artery

摇 摇 胎儿窘迫可导致不良的围产儿预后,尤其是晚

孕期的胎儿窘迫,如能预测或评估,将大大有助于产

科临床的处理和改善围产儿结局。 目前应用彩色多

普勒超声来预测或监测胎儿窘迫已较为广泛,其中

最主要的监测指标包括:胎儿脐动脉(UA)和大脑中

动脉(MCA)的血流动力学指标,但哪种指标对胎儿

窘迫更具有预测价值,到目前为止相关报道较少。
本研究旨在分析 UA 和 MCA 对于胎儿窘迫的预测

价值及检出率和误诊率,以期有助于指导产科临床

决策。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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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院就诊的晚孕期孕妇为研究对象,随机选取经

产科明确诊断为胎儿窘迫 80 例(胎儿窘迫组)和无

胎儿窘迫(正常胎儿)200 例(无胎儿窘迫组),孕周

自 34 ~ 40 周不等,平均孕周 37 周。 应用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测胎儿血流动力学指标 UA 和 MCA。 UA
检测指标:胎儿脐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 /舒张末期流

速( S / D) 值、阻力指数 (RI) 以及搏动指数 ( PI);
MCA 检测指标:大脑中动脉 RI 和 PI。 胎儿窘迫组

和无胎儿窘迫组再随机分为 UA 组和 MCA 组,UA
组检测 UA 指标 S / D 值、PI、RI,MCA 组检测 MCA
指标 RI、PI。
1. 2摇 仪器和方法摇 采用美国 GE E8 型彩色多普勒

超声仪,探头频率 3 ~ 5 MHz,采用仪器设置产科条

件,应用彩色多普勒功能检测胎儿 UA 及 MCA。 UA
检查时应注意避开胎儿呼吸,检查 MCA 血流时应将

取样容积置于大脑基底动脉环(Willis 环)发出后

3 ~ 5 mm 处,将超声多普勒采样的容积设置为 2
mm,两者取样角度均 < 20毅。 获取 5 个以上血流频

谱,在频谱稳定后冻结图像,分析图像,使用超声仪

自带软件分别计算 UA S / D、PI、RI 和 MCA RI、PI。
每个指标取样 3 次,以平均值计算结果。
1. 3摇 诊断标准摇 根据文献[1]报道,将 UA 血流 S / D
值 > 3. 0、RI > 0. 8、PI > 1. 7 确定为异常;将 MCA 血

流 PI < 1. 4、RI < 0. 6 确定为异常。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 UA 指标比较摇 胎儿窘迫组病人 UA
指标 RI、PI 和 S / D 值均明显高于无胎儿窘迫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 UA 指标比较(x 依 s)

分组 n RI PI S / D 值

胎儿窘迫组 40 0. 88 依 0. 06 1. 91 依 0. 21 3. 56 依 0. 45

无胎儿窘迫组 100 0. 39 依 0. 08 0. 85 依 0. 11 2. 30 依 0. 29

t — 34. 97 38. 97 19. 64

P — <0. 01 < 0. 01 < 0. 01

2. 2摇 2 组病人 MCA 指标比较 摇 胎儿窘迫组病人

MCA 指标 RI 和 PI 均明显低于无胎儿窘迫组(P <
0. 01)(见表 2)。
2. 3摇 UA 和 MCA 指标检测胎儿窘迫的比较摇 80 例

胎儿窘迫病例中,UA 组检测出血流指标异常的有

34 例,检出率为 85. 0% (34 / 40);MCA 组检出血流

指标异常的有 27 例,检出率为 67. 5% (27 / 40),二
者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 = 6. 05,P < 0. 05)。
200 例无胎儿窘迫的病例中,UA 组血流指标正常的

有 91 例,9 例检出异常;MCA 组血流指标正常的有

98 例,2 例检出异常;UA 和 MCA 预测胎儿窘迫的

误诊率分别为 9. 0% (9 / 100)和 2. 0% (2 / 100),二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 = 4. 71,P < 0. 05)。

表 2摇 2 组病人 MCA 指标比较(x 依 s)

分组 n RI PI

胎儿窘迫组 40 0. 57 依 0. 11 1. 38 依 0. 18

无胎儿窘迫组 100 0. 82 依 0. 10 1. 75 依 0. 21

t — 12. 98 9. 79

P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胎儿在子宫内因急、慢性缺氧而危及胎儿健

康和生命者,称为胎儿窘迫,其发病率为 2. 7% ~
38. 5% 。 胎儿窘迫是造成新生儿不良预后的重要原

因。 尤其是晚孕期出现的胎儿窘迫,如能运用不同

手段及早的加以预测或诊断,将有助于产科医生的

临床决策,及时娩出胎儿,避免不良预后的发生。 彩

色多普勒超声技术就是一种近年来被广泛应用的监

测胎儿宫内状况的无创技术。
脐带血管是连接胎儿和胎盘主要血管通道,UA

血流动力学的改变能很好地反映胎盘的功能和胎儿

生理变化。 正常晚期妊娠,子宫胎盘床的血液循环

会出现明显的高速低阻的状态。 这是由于在孕晚期

随着孕周逐渐增加,胎盘绒毛血管逐渐增粗,绒毛血

管数量也不断增加,一旦某些病理情况下,胎盘 -胎

儿血液循环出现障碍,血液循环阻力就会增加[2]。
UA 指标 S / D、RI、PI 值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血液循环

过程中血管的阻力状况,对胎儿进行 UA 血流指标

的监测对于了解胎儿的氧供,有积极的临床价值[3],
可以评估胎儿宫内情况,避免胎儿出现不良预后。

胎儿 MCA 是供应大脑血液最多的部位,约占其

血供的 80% 。 MCA 血流动力学指标如 PI 在妊娠中

期及晚期初较为恒定。 孕 32 周后近足月,MCA 血

管管径逐渐增粗,血流阻力降低,流速不断增大,在
彩色多普勒频谱图上表现为 PI、RI 的明显下降。 监

测晚孕期的胎儿 MCA 血流指标的变化能够直接反

映胎儿脑血液变化情况。 当有宫内缺氧导致胎儿宫

内窘迫时,机体血流量会重新分布,为了给大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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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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