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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女性ＴＯＲＣＨ感染及相关因素调查

马威，魏波，于辛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宁夏银川７５０００４）

【摘要】　目的　分析本地区孕期女性ＴＯＲＣＨ感染血清学调查结果及感染相关因素，为促进本地区优生优育工作提供

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弓形虫ＩｇＭ抗体，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测定法检测单纯疱疹病毒ＩｇＭ抗体。回顾性分析１３６２例孕期女性的病历资料，跟踪随访观察其妊娠结局。　结果　

１３６２例孕期女性中，７．０５％ ＴＯＲＣＨＩｇＭ抗体检查结果阳性，其中３．８２％为巨细胞病毒阳性，１．４０％为单纯疱疹病毒

（１／２）型阳性，１．０３％为风疹病毒阳性，０．８１％为弓形虫阳性。初次妊娠女性中，感染率为６．６７％，≥２次妊娠女性中，感

染率为７．５４％，两组孕期女性ＴＯＲＣＨ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ＯＲＣＨ感染率与受教育文化程度、月收入情况、动

物接触史、异常妊娠史、阴道炎有关，与患者年龄、居住环境无关。对影响孕期女性ＴＯＲＣＨ感染率的危险因素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下、月收入情况≤４０００元、有动物接触史、有异常妊娠史，是孕期女性

ＴＯＲＣＨ感染独立危险因素。９６例ＴＯＲＣＨＩｇＭ 检查结果阳性者作为感染组，３４．３８％出现妊娠不良结局；未感染组

中，６．００％出现妊娠不良结局。不良妊娠结局主要为宫内感染，共３７例。感染组出现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宫内感

染、流产、早产、胎儿发育迟缓、畸胎、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均高于未感染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中，

８．００％发生不良妊娠结局。按照妊娠结局分成两组，对比两组的ＴＯＲＣＨＩｇＭ阳性率，不良妊娠组高于正常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地区孕期女性中，ＴＯＲＣＨＩｇＭ抗体检查结果阳性者主要为巨细胞病毒阳性，ＴＯＲＣＨ感染

率与受教育文化程度、月收入情况、动物接触史、异常妊娠史、阴道炎有关。ＴＯＲＣＨ 感染者出现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率，高于未感染女性。女性在孕前及孕早期接受ＴＯＲＣＨ血清筛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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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ＯＲＣＨ 概念由 Ｎａｈｍｉａｓ等于１９７１年提出，被

称为优生四项检查，主要包括弓形虫（Ｔｏｘｏｐｌａｓｍａ，

ＴＯＸ）、风疹病毒（Ｒｕｂｅｌｌａｖｉｒｕｓ，ＲＶ）、巨细胞病毒

（Ｃｙｔｏｍｅｇａｌｏｖｉｒｕｓ，ＣＭＶ ）、 单 纯 疱 疹 病 毒

（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ｖｉｒｕｓ，ＨＳＶ）和其他可引起宫内感染的

病原微生物。ＴＯＲＣＨ病原体原发性感染和再发性感

染的孕前女性和妊娠早期女性，病毒能够通过胎盘或

产道垂直传播给胎儿，引起妊娠期宫内胚胎感染，造成

胎儿发育缺陷、流产、早产，甚至死胎等不良妊娠结

局［１］。ＴＯＲＣＨ检测作为女性产前检查的必要项目之

一，在优生优育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内外

提出新的ＴＯＲＣＨ感染筛查与诊断相关的临床指南，

对临床开展ＴＯＲＣＨ 感染筛查的工作原则及规范化

流程具有指导意义［２］。

本次研究收集本院产科就诊孕期女性血清样本

ＴＯＲＣＨＩｇＭ 抗体检测结果，分析本地区孕期女性

ＴＯＲＣＨ感染情况及相关因素，为本地区人口的优生

优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本院产科收诊

的１３６２例孕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１～４２岁，

平均年龄２８．５２±３．１２。孕周２４～３９周，平均（３３．４６

±２．１２）周。其中，７６５例为初次妊娠女性，５９７例为≥

２次妊娠女性。纳入标准：①病例资料完整；②均为单

胎妊娠；③自愿接受ＴＯＲＣＨ 血清学筛查；④对参与

本次研究及随访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①患其他严重疾病者；②精神失常，不具备自主能

力者；③有家族遗传病史者；④有染色体病、解剖因素、

母胎血型不合等明确不良妊娠结局致病因素者。

２　回顾性分析

回顾性分析参与本次研究的１３６２例孕期女性的

病历资料，包括年龄、ＴＯＲＣＨＩｇＭ 检查结果、受教育

文化程度、家庭背景、月收入情况、动物接触史、不良妊

娠史、妊娠结局等。跟踪随访观察妊娠结局，包括宫内

感染、流产、胎儿发育迟缓、早产、畸胎、新生儿窒息等

发生情况。

３　标本采集

所有参与研究的孕妇，空腹１２ｈ以上，于第二日

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５ｍｌ，置于非抗凝试管中静置５

ｍｉ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０ｃ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去血

浆分离获取血清。于４℃环境缓存，４８ｈ内送检。

４　指标检测

采 用 磁 微 粒 化 学 发 光 免 疫 分 析 法

（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ＬＩＡ）测定巨细胞病

毒、风疹病毒、弓形虫ＩｇＭ 抗体。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测 定 法 （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 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

ＥＬＩＳＡ），检测单纯疱疹病毒ＩｇＭ 抗体。以上实验过

程，均严格依照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由专业技术人员

对检验结果进行计算。依据试剂盒说明书要求对所有

结果进行判读。

５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ＡＣＨＩＴＥＣＴＩ２０００Ｓｒ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仪，美国雅培；ＲＴ２１００Ｃ全自动酶标仪，德国ＩＦＰ公

司；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试剂盒，美国美德声科学技术

公司；酶联免疫吸附试剂盒，郑州安图生物工程。

６　统计分析

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对研究对象的病例资料、

ＴＯＲＣＨ感染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孕期女性犜犗犚犆犎感染血清学结果

１３６２例孕期女性中，其中９６例ＴＯＲＣＨＩｇＭ抗

体检查结果阳性（７．０５％），其中５２例为巨细胞病毒阳

性（３．８２％），１９例为单纯疱疹病毒（１／２）型阳性

（１．４０％），１４例风疹病毒阳性（１．０３％），１１例为弓形

虫阳性（０．８１％）。７６５例初次妊娠女性中，５１例为病

毒感染，感染率为６．６７％；５９７例≥２次妊娠女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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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例为病毒感染，感染率为７．５４％，两组孕期女性

ＴＯＲＣＨ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
＝１．４５９，犘＝

０．２２７１）。

２　孕期女性犜犗犚犆犎感染率相关因素分析

对参与研究的１３６２例孕期女性病例资料分析发

现，年龄≤３５岁孕妇的感染率为７．７１％，＞３５岁感染

率为６．０９％。受教育文化程度大专以下者感染率

１１．８４％，大专以上者３．８１％。居住环境为农村者感

染率８．４２％，城市５．７４％。月收入≤４０００元为

１０．１２％，月收入＞４０００元４．８８％。无动物接触史者

为３．５６％，有动物接触史９．７２％。无异常妊娠史为

６．１２％，有 异 常 妊 娠 史 ９．１６％。无 阴 道 炎 者 为

６．０４％，有阴道炎者８．８８％。ＴＯＲＣＨ感染率与受教

育文化程度、月收入情况、动物接触史、异常妊娠史、阴

道炎有关（犘＜０．０５，ＴＯＲＣＨ 感染率与患者年龄、居

住环境无关（犘＞０．０５）（表１）。对影响孕期女性

ＴＯＲＣＨ感染率的危险因素进一步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下、月收入情

况≤４０００元、有动物接触史、有异常妊娠史，是孕期

女性ＴＯＲＣＨ感染独立危险因素（犘＜０．０５（表２）。

表１　孕期女性犜犗犚犆犎感染率相关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犲犾犪狋犲犱犳犪犮狋狅狉狊狅犳犜犗犚犆犎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犲

犻狀狆狉犲犵狀犪狀狋狑狅犿犲狀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ＲＣＨ
感染者

Ｔｏｒｃｈ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

参与研究

总人数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感染率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χ２ 犘

年龄 ≤３５岁

＞３５岁
６２

３４

８０４

５５８

７．７１

６．０９
１．３１７ ０．２５１

受教育

文化程度

大专以下

大专以上
６５

３１

５４９

８１３

１１．８４

３．８１
３２．２２６ ０．０００

居住环境
农村

城市
５６

４０

６６５

６９７

８．４２

５．７４
３．７３７ ０．０５３

月收入

情况
≤４０００元

＞４０００元
５７

３９

５６３

７９９

１０．１２

４．８８
１３．８５９ ０．０００

动物

接触史

否

是
２１

７５

５９０

７７２

３．５６

９．７２
１９．３４２ ０．０００

异常

妊娠史

否

是
５８

３８

９４７

４１５

６．１２

９．１６
４．０４９ ０．０４４

阴道炎
否

是
５３

４３

８７８

４８４

６．０４

８．８８
３．８６２ ０．０４９

表２　孕期女性犜犗犚犆犎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犻狊犽犳犪犮狋狅狉狊狅犳犜犗犚犆犎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犻狀狆狉犲犵狀犪狀狋狑狅犿犲狀

危险因素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χ２值
ＯＲ（９２％ＣＩ） 犘

受教育文化程度 １．２９７ ０．２３１ ３１．４７６ ０．２７３（０．１７４～０．４３０） ０．０００

月收入情况 ０．７９２ ０．２２３ １２．６１１ ０．４５３（０．２９３～０．７０１） ０．０００

动物接触史 １．１４２ ０．２６０ １９．３２１ ３．１３５（１．８８３～５．２１７） ０．０００

异常妊娠史 ０．４６０ ０．２２８ ４．０７３ １．５８５（１．０１３～２．４７８） ０．０４４

３　孕妇不良妊娠结局比较

本次研究中，９６例 ＴＯＲＣＨＩｇＭ 检查结果阳性

者作为感染组，１２６６例ＴＯＲＣＨＩｇＭ 检查结果阴性

者作为未感染组。感染组中，３３例出现妊娠不良结局

（３４．３８％），宫内感染１４例（１４．５８％），流产１０例

（１０．４２％），胎儿发育迟缓４例（４．１７％），早产３例

（３．１３％），畸胎 １ 例 （１．０４％），新生儿窒息 １ 例

（１．０４％）。未感染组中，７６例出现妊娠不良结局

（６．００％）。宫内感染 ２３ 例（１．８２％），早产 １９ 例

（１．５０％），流产１５例（１．１８％），胎儿发育迟缓１２例

（０．９５％），畸胎 ５ 例 （０．３９％），新生儿窒息 ２ 例

（０．１６％）。感染组出现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宫内

感染、流产、早产、胎儿发育迟缓、畸胎、新生儿窒息的

发生率均高于未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表３）。

表３　孕妇不良妊娠结局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犪犱狏犲狉狊犲狆狉犲犵狀犪狀犮狔狅狌狋犮狅犿犲狊

犪犿狅狀犵狆狉犲犵狀犪狀狋狑狅犿犲狀

不良妊娠结局

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感染组

（狀＝９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狀＝９６）

非感染组

（狀＝１２６６）

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

χ２ 犘

宫内感染 １４ ２３ １３６．４２７ ０．００００

流产 １０ １５ １５３．４６９ ０．００００

胎儿发育迟缓 ４ １２ ４４．９４１ ０．００００

早产 ３ １９ ６．１０７ ０．０１３５

畸胎 １ ５ １２．７１２ ０．０００４

新生儿窒息 １ ２ ９４．５１６ ０．００００

４　不同妊娠结局孕妇犜犗犚犆犎犐犵犕阳性率比较

１３６２例孕期女性中１０９例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发

生率为８．００％。不良妊娠组中，２１例巨细胞病毒阳性

（１９．２７％），５例单纯疱疹病毒阳性（４．５９％），４例风疹

病毒阳性（３．６７％），３例弓形虫阳性（２．７５％）。正常

组中，３１例巨细胞病毒阳性（２．４７％），５例单纯疱疹病

毒阳性（１．１２％），４例风疹病毒阳性（０．８０％），３例弓

形虫阳性（０．６４％）。对比两组的ＴＯＲＣＨＩｇＭ 阳性

率，不良妊娠组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犘

＜０．０５）。

讨　论

当女性处于妊娠期时，内分泌系统发生变化，免疫

力低，容易发生ＴＯＲＣＨ原发性及复发性感染。病原

体通过母体可以垂直传播给胎儿后，引发不良妊娠结

局的风险大大提升，临床称为“ＴＯＲＣＨ综合征”。

鲁燕等［３］研究显示，ＴＯＲＣＨ 感染率为６．７６％，

主要为单纯疱疹病毒感染（５４．２２％）。本次研究中，

ＴＯＲＣＨ感染率为７．０５％，其中初次妊娠女性的感染

率为６．６７％，≥２次妊娠女性的感染率为７．５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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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巨细胞病毒感染，占比３．８２％。不同研究发现，

各地区ＴＯＲＣＨ感染率呈现不同差异性，与各地区的

经济、文化、环境、人群分布等多种因素密不可分。各

地区应重视本地区育龄期及孕早期女性积极接受

ＴＯＲＣＨ感染筛查，对于筛查到的潜在感染性应予以

正确的预防、治疗及多次复查。近年来，临床筛查主要

通过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ＴＯＲＣＨ 相关病原体

抗体含量进行定量检查，较酶联免疫吸附法更加快捷、

精准。多项研究表明，巨细胞病毒支导致宫内感染的

重要病原菌之一，妊娠初期感染巨细胞病毒容易引发

胎儿宫内感染、发育迟缓、流产等［４］。胎儿感染巨细胞

病毒后，可引起小脑畸形、智力发育落后、运动功能障

碍［５］。Ｂａｇｈｅｒｉ等
［６］研究发现，孕妇在妊娠早期感染巨

细胞病毒发生病毒血症后，可通过胎盘经血流感染胎

儿，同时原发感染更易引发胎儿宫内感染。如果孕期

女性曾有ＴＯＲＣＨ感染史，当其怀孕后病原体容易被

重新激活，导致该类病毒感染复发率大大增高［７］。

影响孕妇 ＴＯＲＣＨ 感染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高

龄、动物接触史、阴道炎、不良妊娠史、妊娠并发症及中

晚期 频 繁 性 生 活 等［８］。本 研 究 发 现，孕 期 女 性

ＴＯＲＣＨ感染率与受教育文化程度、月收入情况、动物

接触史、异常妊娠史、阴道炎有关，与患者年龄、居住环

境无关。受教育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下、月收入情况≤４

０００元、有动物接触史、有异常妊娠史，是孕期女性

ＴＯＲＣＨ感染独立危险因素。临床上将生育的时年龄

≥３５岁的产妇称为高龄产妇，高龄产妇的身体素质相

对较差，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出现多种妊娠并发症，

ＴＯＲＣＨ 感染风险较高
［９］。本次研究显示 ＴＯＲＣＨ

感染率与患者年龄无关，这与标本采集、指标检测、本

地孕期女性群体构成均有关系。有不良妊娠史的孕妇

在生殖系统上存在不同程度损伤，当再次妊娠时，由于

生殖系统免疫力低下，ＴＯＲＣＨ感染风险增高
［１０］。猫

科动物作为弓形虫最终宿主，主要通过粪便、尿液排

出，备孕期或孕期女性应避免接触宠物、家禽等动物排

泄物，降低感染弓形虫的风险［１１］。

孕妇感染 ＴＯＲＣＨ 后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率高于未 感 染 孕 妇［１２］。本 次 研 究 中，感 染 组 中

３４．３８％出现妊娠不良结局，未感染组６．００％出现妊

娠不良结局，主要为宫内感染。感染组出现不良妊娠

结局的发生率，宫内感染、流产、早产、胎儿发育迟缓、

畸胎、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均高于未感染组。女性在

妊娠期自身免疫功能低下，容易受到外界病原体入侵，

病毒经孕妇传播给胎儿，从而引发各种不良妊娠结

局［１３］。当孕妇发生ＴＯＲＣＨ感染后，因其临床症状不

明显，导致在常规孕检中发生漏诊现象［１４］，对新生儿

的出生质量造成极大影响，对优生优育工作带来重大

挑战。

不良妊娠结局孕妇ＴＯＲＣＨ 各个病毒ＩｇＭ 抗体

阳性率均高于正常妊娠结局者［１５］。跟踪随访所有参

与本次研究孕妇的妊娠结局发现，８．００％的孕期女性

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对比不良妊娠结局与正常结局的

ＴＯＲＣＨＩｇＭ阳性率，各种病毒的阳性率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临床上需要加大对孕前、孕中女性的

ＴＯＲＣＨ感染筛查，做好治疗及预防工作，提高新生儿

出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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