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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69 例孕产妇不规则抗体筛查结果分析
张
[ 摘要 ] 目的

蓉，陈

丽，蒋学兵

通过分析孕产妇不规则抗体产生的频率与特异性，探讨不规则抗体筛查在孕产妇整个妊娠周

期的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微柱凝胶法对 201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输血医学科生

产备血的孕产妇做不规则抗体筛查，对抗体筛查结果阳性的做进一步抗体特异性鉴定。结果

11 169 例抗体筛查

结果中 52 例为阳性（0.47%），其中 Rh 血型系统 26 例（50.0%）；MNS 血型系统 9 例（17.3%）；Lewis 血型系统 5 例
（9.6%）；kidd 血型系统 1 例（1.9%）；3 例（5.8%）抗体水平较弱，未检出特异性；1 例（1.9%）温自身抗体；7 例（13.5%）
患者拒绝检测。A 型 Rh 阳性 15 例；B 型 Rh 阳性 9 例；O 型 Rh 阳性 11 例；AB 型 Rh 阳性 4 例；A 型 Rh 阴性 4 例；B 型
Rh 阴性 5 例；O 型 Rh 阴性 2 例；AB 型 Rh 阴性 2 例。结论

孕产妇抗体筛查阳性不仅会造成交叉配血困难，给安全

输血带来难度，而且会造成妊娠生产不良反应，严重的会发生新生儿溶血病。整个妊娠周期的不规则抗体筛查是
保障孕产妇安全生产，早预防、早治疗新生儿溶血病，以及孕产妇安全输血的前提，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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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rregular antibody screening results of 11 169 pregnant women
ZHANG Rong，CHEN Li，JIANG Xuebing
（Department of Blood Transfusion，the Sixth Medical Center of PLA General Hospital,Beijing 100048，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By analyzing the frequency and specificity of irregular antibody production in pregnant

women, we explore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rregular antibody screening in the whole pregnancy cycle of pregnant
women. Methods

Microcolumn gel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irregular antibody screening for pregnant women

who delivered prepared blood in our center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20, and those who were positive in the
anti-screening results were further identified as antibody specificity. Results

52 cases (0.47%) were identified as posi‐

tive in 11 169 cases, including 26 cases(50.0%) of Rh blood group system. Other blood system cases were found, includ‐
ing 9 cases (17.3%) of MNS blood group system 5 cases (9.6%) of Lewis blood group system, 1 case (1.9%) of Kidd
blood group system, 1 case (1.9%) of warm autoantibodies, and 3 non-specificity cases (5.8%) with weak antibody lev‐
el. Seven patients(13.5%) refused to be tested. 15 cases were identified as type A Rh. 9 cases were B type Rh positive.
11 cases were O-type Rh positive. AB-type Rh was positive in 4 cases. Type A RH was negative in 4 cases; B type RH
was negative 5 cases; O type RH was negative in 2 cases; AB-type Rh was negative in 2 cases. Conclusion

Positive of

irregular antibody in pregnant women could not only cause cross-matching difficulties and bring difficulty to safe blood
transfusion, but also cause adverse reactions to pregnancy and producti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occurrence of
neonatal hemolytic disease. The screening of irregular antibodies during the whole pregnancy cycle is the premise of en‐
suring safe birth, early prevention and early treatment of neonatal hemolytic disease, and safe blood transfusion of preg‐
nant and pregnant women, and has great meaning of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 Key words ] Irregular antibody；Safe blood transfusion；Pregnant women; 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

不规则抗体是指 ABO 血型系统以外的特殊抗
体，即抗-A、抗-B 以外的血型抗体。不规则抗体在
正常人群中检出率不高，但它是引起迟发性免疫反
应的主要原因，不规则抗体阳性的受血者如果输入
具有相应抗原的红细胞，抗原抗体发生免疫反应，
在补体的参与下，输入的红细胞发生溶解，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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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或迟发性溶血反应，且溶血反
应的强度与抗体效价成正比关系，抗体效价越高溶
血反应越严重[1]。这些不规则抗体是造成血型鉴
定、配型困难的主要原因，不规则抗体能引起急性
或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新生儿溶血病以及血液
输注无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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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孕产妇存在不规则抗体，可引起产前备血
交叉配血困难，给安全输血带来难度，而且会造成
妊娠生产不良反应。妊娠生产不良反应是指孕产
妇在妊娠期、生产过程中或生产后发生的各种异常
表现及疾病，主要包括溶血性贫血、流产、死胎、非
ABO 新生儿溶血病等[3]。输血前进行不规则抗体筛
查，是安全输血的前提。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孕产妇的数量大大
增加，对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生产备血的
孕产妇开展不规则抗体筛查，并确定其抗体特异
性，选择无相应抗原的血液备用，为孕产妇的安全
生产提供有力保障。通过查阅在我中心生产备血
的孕产妇资料，对抗体筛查结果为阳性的病例进行
了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 201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我中
心生产备血的 11 169 例孕产妇开展不规则抗体筛
查，
把抗体筛查结果为阳性的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52 例抗体筛查为阳性的孕产妇年龄在 25~47 岁；孕
周为 22~40 周；
妊娠史为孕 1~6 次、
产 0~2 胎。
1.2 试剂和仪器 不规则抗体筛选细胞使用 Biorad
（北京佰利申科贸有限公司）和 WADIADA（国信泰
富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抗体筛选细胞（Ι 号、Ⅱ号、
Ⅲ号谱细胞），仪器有北京白洋公司生产的血清学
专用离心机、Biorad 全自动血型配血仪和 WADIA‐
DA 全自动血型配血仪，抗人球蛋白试剂卡是与仪
器相配套的检测卡。
1.3 血清学方法 以 乙 二 胺 四 乙 酸 (ethylene di‐
amine tetraacetic acid,EDTA)抗 凝 真 空 采 血 管 采 集
5 mL 静脉血，
离心（转速 3 000 r/min）5 min，
抗体筛查
实验按照全自动配血仪的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对
于抗体筛查实验结果为阳性的标本，用另一种不同
试剂（达亚美公司，
瑞士）提供的谱细胞作对比实验，
并送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血型血清学参比试验室
进一步做抗体特异性鉴定及交叉配血实验，实验结
果回到我中心输血医学科后进行登记整理分析。
2 结果
2.1 抗体筛查阳性抗体性质 在 11 169 例被检孕
产 妇 中 检 出 不 规 则 抗 体 阳 性 52 例 ，阳 性 率 为
0.47%。52 例抗筛阳性孕产妇中，同种抗体 41 例，
占 78.8%，其抗体性质见表 1。
表 1 52 例抗筛阳性孕产妇抗体分布情况

抗体性质

例数（n）

比例（%）

同种特异性抗体

41

78.8

3

5.8

自身抗体
抗体无特异性
拒绝检测
合计

1
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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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3.5

100

2.2 同种特异性抗体分布情况 抗体鉴定结果中
以 Rh 血型系统为主，占 63.4%，其次为 MNS 血型系
统（占 22.0%）和 Lewis 血型系统（占 12.2%）、kidd 血
型系统（占 2.4%），抗体筛查阳性孕产妇同种特异
性抗体的分布情况，表 2。
表 2 同种特异性抗体分布情况
红细胞血型系统

抗体特异性 例数（n） 百分比（%）

Rh

抗-E

13

31.7

1

2.4

8

抗-D
抗-CD

3

抗-cE

14.7

5

12.2

41

100

3

抗-Mia
抗-Le

kidd

抗 JK

总计

2.4

6

抗-M

Lewis

7.3

1

抗-Ce
MNS

19.6

a

7.3

1

b

2.4

2.3 抗体筛查阳性孕产妇的血型分布情况 A 型
Rh 阳 性 孕 产 妇 的 抗 体 筛 查 阳 性 比 例 最 高 ，占
28.8%，表 3。
表 3 血型分布情况

A+

B+

O+

15

9

11

例数（n）

比例（%） 28.8

17.3 21.2

AB+ A-

B-

O-

AB-

4

4

5

2

2

7.7

7.7

9.6 3.8 3.8

2.4 不规则抗体产生与孕产妇的输血史、孕产史的
关系 有妊娠史的孕产妇比有输血史的孕产妇更
易刺激机体产生不规则抗体，表 4。
表4

不同类型孕产妇抗体阳性表达分布情况

孕产妇类型

例数（n） 占抗筛阳性孕产妇比例（%）

无妊娠史无输血史

14

26.9

有妊娠史无输血史

34

65.4

无妊娠史有输血史

1

1.9

有妊娠史有输血史

3

5.8

2.5 引起新生儿溶血抗体性质 本次研究中有 3 例
发生了新生儿溶血病，其中 1 例孕产妇体内存在
抗-E 抗体，引起新生儿严重的溶血反应，由于及时
发现并进行了换血治疗，才避免了核黄疸的发生，
挽救了新生儿的生命，表 5。
表 5 导致新生儿溶血抗体性质分布情况
病例数
1
2
3

抗体性质

比例（%）

抗-E

16.7

抗-D
未检测（转院）

33.3
50.0

3 讨论
本研究对近 10 年 11 169 例孕产妇的不规则抗
体筛查，检出阳性率为 0.47%，与姚建云[4] 等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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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院红细胞抗体在人群中阳性率 0.44% 相近。 几点：①对于有流产史、妊娠史及输血史的孕产妇
本研究中 Rh 血型系统的抗体比例较高，达到
在妊娠早、中、晚期，应该常规化对其进行不规则抗
50.0% 以上，以抗-E 和抗-D 居多。由于 E 抗原的免
体监测，尤其对于孕早期发现抗体筛查阳性的孕产
[5]
疫原性仅次于 D 抗原 ，在我国汉族人群中，D 抗原
妇，应该在孕晚期重复筛查。如若发现其体内有不
阳性率为 99.7%，E 抗原阳性率为 47.8%，Rh 血型未
规则抗体应进一步鉴定出抗体的特异性，区分 IgG
作为献血者的必检项目。因此，如果输入 E 抗原阳
与 IgM 性质。如果为 IgG 抗体，要注意动态观察抗
性的血液，也最容易刺激机体产生抗-E 抗体[3]。Rh
体效价的基础水平和增加的速度[14]，对于抗体效价
血型系统是除 ABO 血型系统抗体以外引起溶血性
增加较快时，要对其进行临床干预。②对于抗体筛
输血反应最常见而严重的原因，临床上迟发性溶血
查阳性的孕产妇，在明确抗体特异性后，有必要对
反应绝大部分是由 Rh 血型系统引起的[3]。由于 Rh
其丈夫的红细胞血型做进一步鉴定，如果其丈夫红
血型系统的抗体主要是 IgG 抗体，从而容易导致新
细胞上含有孕产妇体内相应抗体的抗原，且抗体性
生儿溶血病。Rh 血型抗体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往
质为 IgG，则发生新生儿溶血的可能性极大，要加强
往较严重，
主要是因为 Rh 蛋白在新生儿红细胞上就
对新生儿出生后溶血相关实验的检测，尽早采取措
能完全表达，
且在溶血机制上对补体的依赖等因素， 施，这样才有利于新生儿溶血病的早发现、早预防、
多数需要实施换血治疗[7]。其次 MNS 系统检出 6 例
早治疗，减少并发症，降低新生儿的病死率。③由
抗-M，仅次于 Rh 血型系统。孕产妇产生的抗-M 抗
于 Rh 和 MNS 血型系统的不规则抗体阳性筛出率
体大多数为 IgM 性质的抗体，因其分子量大很难通
最高，应该加强对孕产妇 Rh 及 MNS 血型系统的常
过胎盘屏障，新生儿溶血病中未能检出此类不规则
规分型检测。④对于鉴定出抗体特异性阳性的孕
[8]
抗体，一般不会引起新生儿溶血病 ，本研究中的 6
产妇应该找到相应抗原阴性的血液，以备常规用血
例抗-M 抗体均未造成新生儿溶血。Mia 血型是 MNS
或抢救用血，为挽救生命赢得宝贵时间，并保证安
血型系统中 Miltenberger（简称 Mi）亚系列的血型抗
全输血。⑤在孕晚期对条件允许的抗体筛查阳性
原，其人群数量高于 RhD 阴性人群，它的抗原阳性
的孕产妇做自体血预存，可以避免孕产妇因输用异
率为 3%~10%，对应的抗-Mia 抗体，可引起交叉配血
体血产生的不良反应。
[9]
困难，溶血性输血反应及新生儿溶血病 。文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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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逐年增长，在临床输血工作中，应注意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