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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因素与子痫前期发生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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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子痫前期是妊娠期特有疾病，多种学说试图阐明其发病机制，但均不能完全解释该病的发生发展。近
年来有学者提出感染因素在子痫前期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对可能引起子痫前期发生
的致病微生物进行综述，阐述其证据及可能的发病机制，主要病原体包括人巨细胞病毒、新型冠状病毒、乙型
肝炎病毒、幽门螺杆菌、引起牙周炎细菌、解脲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及疟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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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fection factors
and preeclamp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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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eclampsia is a unique disease in pregnancy. Many theories try to clarify its pathogenesis, but they can
not fully expla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hat
infection factors may play a rol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reeclampsi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that may cause preeclampsia, and expounds its evidence and possible pathogenesis. The main pathogens
include human cytomegalovirus, novel coronavirus, hepatitis B virus, Helicobacter pylori, causing periodontitis
bacteria, Ureaplasma urealyticum, Chlamydia pneumoniae and mal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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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preeclampsia，PE）是人类妊娠期特
有的原因不明的多系统疾病，也是导致孕产妇及围
生儿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率占妊娠
[1]

PE 的发生发展。近年来，感染因素在 PE 发病中的
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 [10]。
多篇文献从多角度证明了感染在 PE 发病中起

期妇女的 2%~5% ，所致孕产妇死亡率占妊娠相关

重要作用：①无症状细菌尿可以发展为 PE[11]；②低

死亡总数的 12%~18%[1]。针对其发病机制，各国学

剂量内毒素可引起 PE[12]；③牙周炎、慢性肾盂肾炎

者从多个角度建立了多种学说，但均不能阐明其病

等炎症与 PE 发病具有相关性 [13-14]；④ PE 与寄生虫

因及发生机制。迄今为止，临床上仍无有效的方法

感染有关，如弓形虫、克氏锥虫、疟疾等 [15-17]；⑤ PE

预防 PE。针对 PE 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研究仍是各国

患者妊娠 20 周前，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

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PE 主要临床表现为高血压、

计数明显升高，说明炎症机制及免疫系统的异常激

蛋白尿、母体多脏器功能受损表现、胎儿生长受限

活可能在 PE 的发病中起一定的作用 [18]。一些流行

（fetal growth restriction，FGR）等，目前临床缺乏有

病学研究也探究了感染与 PE 的关系，如肺炎衣原

效的治疗方法，主要采取对症治疗，预防并发症的发

体、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等可引起动

生，必要时终止妊娠，而一般 PE 患者在产后 2 周内

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胎盘功能障碍以及 Toll 样

血压即可恢复至正常水平。

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激活的炎症反应状

研 究 者 对 PE 的 病 因 及 发 病 机 制 提 出 的 学 说
较成熟的主要有：①胎盘缺血及氧化应激学说 [2]；
[3]

②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损学说 ；③螺旋动脉重塑
[4]

[5]

缺陷学说 ；④抗血管生成状态学说 ；⑤免疫学
[6]

[7]

说 ；⑥过度血管内炎症反应学说 ；⑦胰岛素抵
[8]

[9]

态，从而导致 PE[19]。
1 病毒
1.1 CMV
CMV 感染与原发性高血压相关性的研究颇多，
但与 PE 发病相关性的研究较少。有学者通过酶联

抗学说 ；⑧营养因素 。但均不能单独用于解释

免疫法检测 PE 孕妇及正常孕妇血清 CMV IgG、IgM

▲

和 IgA 抗体水平，测得 PE 孕妇 CMV 血清 IgG 阳性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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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及 CMV IgG 抗 体 水 平 均 高 于 正 常 孕 妇，故 认 为
[20]

感染胎盘组织，使母体血管灌注不良，胎盘缺血 / 缺

CMV 感染者较非感染者有更高风险发展为 PE 。

氧可引起炎症性标志物（如 IL-6 和 TNF-α）水平

CMV 感染损伤血管主要是通过激活内皮细胞导致

增高，导致内皮细胞功能障碍，从而导致 PE 的发生。

炎症进程，其分子机制主要包括氧化应激、信号转

1.3 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

。氧化应激：人巨细胞病

既 往 有 研 究 表 明 [26] 妊 娠 合 并 HBV 感 染 会 使

毒（human cytomegalovirus，HCMV）及 其 产 物 可 通

PE 发生率增加，且有肝功能异常组的 PE 发病率均

过激活某些转录因子调节宿主细胞的基因表达及细

明显高于肝功能正常组，考虑其机制可能为 PE 患

胞内信号转导，并可影响细胞周期进程，干扰宿主细

者 血 清 中 C 反 应 蛋 白（C reactive protein，CRP）水

胞增生及凋亡的平衡。主要机制为：① HCMV 激活

平、炎症介质 TNF-α、IL、γ 干扰素（interferon-γ，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INF-γ）等 明 显 高 于 正 常 孕 妇，这 种 现 象 可 在 PE

PDGF）系统，进而通过激活平滑肌细胞增生及新生

患者的早期妊娠时出现。但亦有研究持相反观点，

内膜形成促进动脉粥样硬化。② HCMV 在感染后期

2021 年 Lok 等 [27] 进 行 的 大 样 本 研 究 表 明，HBsAg

可以抑制核因子 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

显著降低了妊娠期高血压和 PE 的发生率。考虑为

κB）的激活，进而抑制前炎症细胞因子白介素 -1

慢性 HBV 感染通过改变母体的免疫反应，增强了母

导、免疫及炎症反应

[21-22]

（interleukin-1，IL-1）及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信号转导途径。③ HCMV
诱导的胞浆中抑癌基因 p53 代谢动力学改变可以导

体对胎儿免疫耐受，从而降低了 PE 的发生率。
1.4 其他病毒
此外，还有研究提到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单纯

致内皮细胞功能障碍。④ HCMV 可以抑制主动脉

疱疹病毒 -2、风疹病毒、EB 病毒等与 PE 发病有关，

内皮细胞中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其发病机制大致与 CMV 相似 [28]。

oxide synthase，eNOS）磷酸化，减少一氧化氮生成，

2 细菌

从而影响血管的舒缩功能。⑤ HCMV 可以诱导经

2.1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

终期分化而停滞于 G0 期的细胞产生与细胞周期进

Hp 血清学阳性在 PE 孕妇中很常见，不管是急

程 相 关 的 某 些 功 能，使 之 经 过 G1 期 进 入 S 早 期。

性还是慢性持续性 Hp 感染均与 PE 有明显相关性。

免疫炎症反应：HCMV 可以上调磷脂酰肌醇 3-激

Hp 感染的 PE 患者表现为：具有高白细胞计数及

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的 活 性，

ALT 和 AST 水平的升高，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降低。

而 PI3-K 的活性增加使被感染单核细胞完成穿越

Hp 与 PE 相关很大可能是 Hp 具有毒力以及可以持

内皮系统的迁移。同时，被激活的单核细胞还会通

续 感 染。Hp 的 致 病 因 子 CagA/VacA 阳 性 与 PE 正

过 PI3-K 信号转导通路释放炎性介质，促进慢性炎

相关，而 CagA 抗原具有更明显相关性。Hp 感染后

症反应。此外，HCMV 抗原特异性 T 细胞的高反应

诱导机体产生的抗 CagA 抗体，可在体外与胎盘 β-

可以升高激活相关的细胞因子水平，进而导致内皮

肌动蛋白发生交叉反应，通过减少细胞外调节蛋白

细胞进行性损伤及内皮细胞减少。

激酶磷酸化及降低 NF-κB 的活化，从而降低细胞

HCMV 与宿主通过上述机制相互作用，多种因

滋养层浸润性 [29]。尿素酶也是 Hp 的致病因子，可

子及细胞参与其中，影响血管内皮细胞及平滑肌细

以调节环境 pH 使 Hp 完成增殖，亦帮助激活促炎细

胞的存活、增生及凋亡，导致血管结构及功能发生病

胞因子产生。Hp 的尿素酶基因 UreC 和 UreE 血清

理性改变，进而引发或加重多种心血管疾病。

学阳性并高表达与 PE 的发生相关。

但国外亦有研究对 HCMV 感染与 PE 发生的相
关性提出反对意见，Geraili 等

[23]

Cardaropoli 等

[30]

的 试 验 研 究 表 明，PE 组 Hp

于 2018 年荟萃分

IgA 浓度高于正常对照组，PE 患者较正常孕妇血清

析了 6158 名孕妇 CMV 感染与 PE 的发生情况，认

CRP 和 TNF-α 水平增高，Hp 血清学阳性的 PE 患

为 CMV 不是 PE 发生的潜在危险因素。来自墨西

者比血清学阴性患者血清 CRP 和 TNF-α 水平更

哥的病例对照研究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24]

。因此，

高。Hp 产生的脂多糖可与表达于巨噬细胞、单核

HCMV 感染与 PE 发生的相关性尚需高质量研究进

细胞上的跨膜模式识别受体 — TLR4 结合，后者

一步证实。

又可与多种相关激酶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

1.2 新型冠状病毒（novel coronavirus，SARS-CoV-2）

6（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associated factor 6，

最新研究表明，妊娠期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会使 PE 发生率更高

[25]

。该研究认为，SARS-CoV-2

TRAF6）共 同 激 活 NF-κB、丝 裂 原 活 化 蛋 白 激 酶
信号通路，引起 IL-4、IL-6、IL-8、IL-10、TNF-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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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γ 等多种炎症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大量合成、

解脲支原体 [39]。

释放，造成内皮细胞及血管损伤。

3.2 肺炎衣原体

的研究发现 PE 患者血清丙

Chen 等 [40] 针对 8772 名中国台湾孕妇研究表

二醛水平升高，Hp 血清学阳性率高于正常孕妇，Hp

明孕妇患肺炎与非感染者相比 PE 患病风险显著增

血清学阳性的 PE 患者血清三酰甘油和低密度脂蛋

加。有试验 [41] 表明肺炎衣原体感染在 PE 发生发展

白水平高于血清学阴性者，丙二醛的平均水平也较

中起重要作用，抗衣原体治疗可以帮助减少 PE 的发

血清学阴性者高。由此可推测 Hp 感染可能是 PE

病率。试验中，肺炎衣原体血清学阳性的受试者是

的高危因素，也是造成 PE 血清丙二醛增加的原因。

否接受治疗对于 PE 的发展有很大差别，而在受试过

2.2 引起牙周炎的细菌

程中血清由阴转阳的患者与血清学阴性患者无明显

此外，Shetty 等

[31]

国内外很多试验研究牙周炎与 PE 的相关性，
亦有 meta 分析证明了牙周炎是 PE 的危险因素

[32]

。

差别。很多实验探究肺炎衣原体感染与 PE 形成的
关系，认为 PE 形成的第一阶段是衣原体可能减少滋

牙周炎是由一组特殊微生物感染引起，导致牙齿支

养层细胞侵入子宫壁，第二阶段是影响内皮细胞功

持组织破坏以及牙槽骨吸收的疾病。牙周炎被认为

能，肺炎衣原体感染损伤内皮细胞，形成动脉硬化，

是 PE 的危险因素是因为感染参与了 PE 的病因学

通过增加血小板黏附作用、形成泡沫细胞、组织细胞

及发病机制。通过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牙

凋亡、热休克蛋白 60 自体免疫、增加黏附因子、细胞

[33]

因子及生长因子。亦有研究 [42] 持相反观点，认为慢

通过定量 PCR 技术得出牙周炎病原菌在 PE 患者胎

性肺炎支原体感染没有增加孕妇患 PE 的风险。因

盘中检出率较正常对照组高，且龈紫单胞菌等菌在

此，肺炎衣原体与 PE 发病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龈下菌斑及胎盘中同时被发现。牙周炎引发 PE 的

3.3 疟疾

周炎是 PE 的危险因素

[13]

。大量病例对照研究

机制可能为：牙周炎患者体内过度产生的细菌和

在一些热带疟疾流行地区，有学者研究发现疟

其他促炎介质可以增加机体整体促炎反应状态，各

疾与 PE 关系密切，患有胎盘疟疾的年轻初产孕妇高

种促炎介质使内皮发生遗传病理性改变导致急性

血压风险显著增加 [43]。其机制主要为大量寄生虫存

动脉硬化，从而发生 PE。此外，增加的促炎细胞因

在于胎盘，使胎盘缺血、胎盘完整性缺失，以致内皮

子（如 PGE2）到达胎盘胎儿间隙也可发生胎膜早

细胞功能障碍及促炎细胞因子活化，从而诱发 PE 的

破

[34]

。另有研究阐释牙周炎引发 PE 的发生机制可

能为 FcγRIIB-nt645+25A/G 基因的多态性影响致
牙周炎细菌在孕妇体内的免疫应答
表明

[36]

[35]

发生 [44]。
4 结语

。此外有研究

病原微生物感染与人类疾病的关系不断被证

，伴放线杆菌基因与日本孕妇 PE 发病有明

实，如 Hp 与胃癌、人乳头瘤病毒与宫颈癌等。以上

显联系。

研究显示，感染在 PE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同样也起了

2.3 B族链球菌（Streptococcus agalactiae，GBS）

一定的作用。但与 PE 发病相关的病原微生物种类

有文献报道阴道和直肠的 GBS 感染与 PE 发病

以及引发 PE 的机制目前仍不是很清楚，尚需进一步

呈负相关，可能与 GBS 感染者分泌 TNF-α，降低受

研究，有望通过感染与 PE 发病的相关性研究，进一

体敏感性，减少 IL-6 表达，从而降低 PE 发病风险

步揭开 PE 病理生理机制的神秘面纱，为 PE 的预防

有关

[37]

。

预测提供新的契机及手段。

3 其他致病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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