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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超声检查胎儿泌尿系统畸形的临床意义
许 琪
山东省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山东菏泽 274000
[ 摘要 ] 目的 分析胎儿泌尿系统畸形诊断中采取产前超声检查的价值。 方法 选择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山东省菏泽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60 例孕妇，采取产前超声检查，将产后超声随访作为金标准，分析诊
断准确度。 结果 60 例孕妇中，金标准检查结果为 35 例胎儿为泌尿系统畸形，剩余 25 例胎儿为其他疾病。
产前超声诊断胎儿泌尿系统畸形 34 例，剩余 26 例胎儿为其他疾病。产前超声诊断的敏感度为 94.29%
（33/35）、特异度为 96.00%（24/25）、准确度为 95.00%（57/60）。 结论 产前超声检查诊断胎儿泌尿系统畸形，
诊断准确度较高，可为后期临床诊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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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renat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 of fetal
urinary system malformation
XU Qi
Hez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Shandong Province, Heze 274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prenatal ultrasound in the diagnosis of fetal urinary system
malformation.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 in Hez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in
Shandong Province, 60 pregnant women were selected for antenat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postpartum ultrasound
follow-up was taken as the gold standard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esults Of the 60 pregnant women, the
gold standard examin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35 fetuses had urinary malformation, and the remaining 25 fetuses had
other diseases. Prenatal ultrasound diagnosed 34 cases of fetal urinary system malformation, and the remaining 26 cases
were diagnosed with other disease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prenatal ultrasound diagnosis were
94.29% (33/35), 96.00% (24/25) and 95.00% (57/60). Conclusion Prenatal ultrasound has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in the diagnosis of fetal urinary system malformation, which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 Prenatal ultrasound; Fetus; Urinary system malformation

泌尿系统畸形是临床一种常见胎儿畸形，对胎

较高，但对于马蹄肾、异位肾等诊断价值存在一定的

儿的安全以及生长发育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对其进

争议 [8]。基于此，本研究以 60 例孕妇为例，分析产

行早期诊断意义较高 [1]。查阅研究文献发现，现阶

前超声检查泌尿系统畸形胎儿的准确度。

段在产前实施二维超声诊断，泌尿系统畸形检出率

1 资料与方法

<50%，且操作医师的专业情况对泌尿系统畸形诊断

1.1 一般资料

有重要影响，传统对泌尿系统畸形诊断，对操作者有
较高要求，且检测准确度多依赖操作者

[2-3]

。近些年，

我国计算机技术发展速度加快，在医疗诊断中，发展
速度也较快，进一步减少对操作者的依赖性，提高泌
尿系统畸形的产前诊断准确度

[4-5]

。临床一般对产
[6]

前实施常规超声检查，排除胎儿先天性畸形问题 。

选择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山东省菏泽市
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60 例孕妇，年龄 20~33 岁，平 均
（24.15±1.22）岁；孕龄 20~38 周，平均（22.32±
1.10）周。所有孕妇及家属对本研究内容知情同意，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但在开展产前超声检查时，可能因孕妇腹部脂肪较

对 60 例孕妇开展常规产前超声检查。利用彩

多，胎儿体位不正，或胎儿骨骼遮挡等情况，出现误

色多普勒诊断仪对孕妇开展检测：协助孕妇采取仰卧

[7]

诊或漏诊情况 。除此之外，在对孕妇实施超声检

位，将探头设置为 2.5~9.6 MHz。其中孕龄 20~28 周

查时，对肾积水、肾缺损、重复肾等常见畸形检出率

孕妇，利用系统超声开展检测。即对胎儿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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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唇、肝、肾等相关脏器进行检查，随后对胎儿的双

要是因染色体异常，是致使围产儿出现预后不良的

肾与膀胱切面开展检测，在确定左右肾后，扫描胎儿

一项主要因素，因此对孕妇实施产前诊断十分必要，

两侧肾脏切面，对肾脏所处位置、内部结构、大小、回

对实现优生优育、围产保健等具有重要意义 [9-10]。

声、形态开展检查。另外，还需检查胎儿膀胱的充盈

相关研究表明，利用产前超声开展检查对胎儿膀胱

度、羊水量以及输尿管的扩张度等。其他孕龄孕妇

以及肾脏的辨识度较高，能够清晰显示胎儿泌尿系

则实施常规超声检查，对胎儿的面部、头颅、腹、四肢

统的解剖结构，便于临床医师分辨胎儿泌尿系统是

以及胎盘、羊水与脐带等结构进行检查，记录畸形检

否异常 [11]。另外，该措施检出时间较早，可诊断类型

查情况。

也较丰富，临床医师可以在早期发现胎儿的异常，并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提前制定相应的治疗与预防方案 [12]。实施超声筛查，

对孕妇进行随访，将产后超声随访作为金标准。

能使产妇更加全面地了解胎儿的情况，若产妇所怀

分析产前超声检查准确度、敏感度与特异度。敏感

胎儿结构异常，产妇可依据检测结果选择终止妊娠，

度 = 真阳性 /（假阴性 + 真阳性）×100%。特异度

避免孕妇在孕中期终止妊娠，降低痛苦感。当前，在

= 真阴性 /（假阳性 + 真阴性）×100%。准确度 =（真

对机体某部位进行检查时，二维超声虽在产前疾病

阳性 + 真阴性）/ 总例数 ×100%。

诊断中使用较广泛，但在对部分胎儿畸形检查时，仍

2 结果

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其对细微结构无法进行立体表

2.1 金标准检查结果分析

现，且成像的结果和操作医师有直接关系，所以诊断

60 例孕妇中，金标准检查结果为 35 例胎儿为
泌尿系统畸形，剩余 25 例胎儿为其他疾病。其中畸
形情况见表 1。

结果准确度较低。
利用产前超声检查能对胎儿羊水的深度以及肾
实质厚度进行检查，临床医师在了解相关数据后，可
以有效判断胎儿出现畸形的严重程度 [13]。产前超声

表1

检查属于胎儿泌尿系统畸形诊断主要的筛查方式。

胎儿泌尿系统畸形情况
例数

占比（%）

随着我国当前影像学技术不断发展，该检查技术的

肾积水

19

54.29

优势也在不断提升 [14]。有学者研究提出利用超声技

婴儿型多囊肾

3

8.57

多囊性发育不良肾

2

5.71

术对胎儿开展泌尿系统畸形产前诊断，能有效降低

梗阻性囊性发育不良肾

2

5.71

成人型多囊肾

5

14.29

情况 [15]。对孕妇开展产前超声检查，能够获得较为

泌尿道扩张

4

11.43

显著的效果。实施产前超声检查优势较为显著，如

合计

35

100.00

检出率、敏感度、特异度以及准确度较高，可以有效

畸形种类

畸形胎儿家庭的经济、心理负担，能改善围产儿死亡

弥补常规产前超声检查中的不足，临床医师能检出
胎儿的复杂泌尿系统畸形问题。可以使孕妇在产前

2.2 产前超声检查结果
产前超声诊断胎儿泌尿系统畸形 34 例，剩余
26 例胎儿为其他疾病。产前超声诊断的敏感度为
94.29%（33/35）、特异度为 96.00%（24/25）、准确度
为 95.00%（57/60）。见表 2。
表2
产前超声检查

胎儿与孕妇的情况，选择是否终止妊娠，保障胎儿与
孕妇的安全。现阶段，孕妇在开展产前检查时，利用
系统产前超声检查成为泌尿系统畸形胎儿筛选的首
选措施，受到孕妇及临床医师的重视，临床使用较为
广泛。

产前超声检查结果（例）
金标准
阳性

检查中，早期进行胎儿筛查，做好预防措施，或依据

阴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60 例孕妇中，金标准检查结
合计

果为 35 例胎儿为泌尿系统畸形，剩余 25 例胎儿为

阳性

33

1

34

其他疾病。产前超声诊断胎儿泌尿系统畸形 34 例，

阴性

2

24

26

剩余 26 例胎儿为其他疾病。产前超声检查的敏感

合计

35

25

60

度 为 94.29%（33/35）、特 异 度 为 96.00%（24/25）、
准确度为 95.00%（57/60）。提示系统产前超声检查
准确度、敏感度及特异度均较高。本研究中，在开展

3 讨论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胎儿出现泌尿系统畸形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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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占比最多，高达 54.29%（19/35）。产前超声检查

断时，利用产前超声检查有较高的敏感度、特异度以

结果准确度较高，其与羊水检查结果虽有一定重叠，

及准确度，并且通过实施产前超声检查，能使临床医

但单独对孕妇开展羊水指标检查不仅属于一种有创

师对胎儿泌尿系统畸形类型进行分析诊断，为孕妇

性检查，且无法完全排除胎儿泌尿系统畸形存在情

提供相关科学信息，使孕妇在早期可依据实际情况

况。由此可知在开展产前检查时，羊水检查价值低

决定是否正常分娩，并做好相关预防措施。临床医

于超声检查。

护人员应不断丰富自身理论知识，提高操作技巧与

一般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统畸形胎儿，其
预后、病因以及检出时间差异均较为显著，而开展产

判断能力，尽可能地避免由于人为因素而影响诊断
的准确度。

前泌尿系统畸形检查，确保鉴别准确度，是对其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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