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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期应激与孤独症谱系障碍：炎症反应的中介作用

林晶晶 、 欧建君 、 陈　琛

【摘要】目前学界针对孤独症的病因提出了很多假说，而孕产期应激假说最早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并且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孕产期应激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一切病理的孕产期状况和心理创伤都可

以被定义为孕产期应激，例如孕期细菌 / 病毒感染、孕期心理应激和早产等。这些应激会导致母孕

环境的改变或者直接影响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本文将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的孕产期应激风险因

素进行综述，并探讨其增加后代患病风险的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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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广泛性神经发

育性疾病。通常起病于 3 岁以前，主要表现为持续

存在的社交沟通障碍和重复刻板兴趣或行为。最新

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5th edition，

DSM-V）的诊断标准中取消了临床亚型的分类，将

DSM- Ⅳ中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三种分类（孤独症障

碍、亚斯伯格综合症和未归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

统称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并添加了严重程度的评

分。在过去的几十年，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病率急

剧的上升。从上世纪 60 年代的 4.5/10000［1］上升到目

前的 62/10000［2］（全球患病率中位数），一些地区甚

至高达 2.6％［3］。美国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最新的调查显示，2014
年的 8 岁儿童中，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整体患病率为

16.8/1000（即 1/59），男孩的患病风险约为女孩的 4
倍（男孩的估计患病率为 1/37，女孩的估计患病率为

1/151）［4］。根据这一数据，整体患病率相比于 2000
年的 1/149 上升了 150％。

孤独症谱系障碍已经成为影响儿童健康、甚至

致残的最常见疾病。虽然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孕产期

应激病因假说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但这些风

险因素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免疫异常假说的联系仍

所知甚少。本文将对孕期细菌 / 病毒感染、孕期心理

应激和早产这三个常见的孕产期应激因素进行综述，

并探讨它们如何通过炎症反应来增加后代的罹患孤

独症谱系障碍的风险。

一　孕期细菌 /病毒感染

孕期细菌 / 病毒感染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病

密切相关。一项利用丹麦医疗出生登记系统进行的

研究显示，母亲因病毒性感染而在妊娠早期时住院

会增加儿童罹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风险近 3 倍；因

为细菌性感染而在妊娠中期时住院也会显著增加儿

童罹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风险约 1.5 倍［5］。孕期细菌

/ 病毒性感染会激活母体的免疫系统，导致多种炎症

因子的显著改变，从而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美国

加利福尼亚进行的一项新生儿血样研究显示，与对

照组（n=265）相比，后来被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

的患者（n=213）IgG 水平较低。这提示母亲在孕期

存在免疫功能失调和 / 或经胎盘的免疫球蛋白转运受

损［6］。另一项基于早期孤独症标记（Early Markers for 

Autism，EMA）研究结果显示，孤独症儿童母亲孕中

期（15~19 周）血样里的 IFN-gamma，IL-4 和 IL-5
水平显著高于典型发育儿童的母亲［7］，并且这种改

变模式不同于生长发育迟滞儿童的母亲（IL-2，IL-4
和 IL-6 升高）。除此之外，一项来自丹麦历史出生

队列的研究显示，羊水中升高的 TNF-alpha 和 TNF-

beta 会增加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病风险，如果只分

析那些使用 ICD-10 诊断标准确诊的患者，则孤独症

谱系障碍患者羊水中的 IL-4，IL-10，TNF-alpha 和

TNF-beta 均显著升高［8］。

细菌或病毒可作为抗原刺激 B 细胞，使 B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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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活化并增殖分化成为浆细胞或记忆 B 细胞，浆细

胞能分泌抗体（如 IgG）。感染微生物后，机体产生

多种细胞因子，例如干扰素 -gamma（IFN-gamma）、

白细胞介素（包括 IL-4、IL-5 等）、肿瘤坏死因子

（TNF），这些细胞因子通过与白细胞表面的受体结

合而激活白细胞，从而引发炎症反应［9］。孕期细菌

/ 病毒感染所致的异常炎症反应很可能是通过氧化应

激这一途径来导致后代孤独症患病风险增加。既往

大量的研究提示，母亲孕期的感染和炎症反应会直

接导致氧化应激，例如增加脂质过氧化反应。不仅

如此，很多研究团队推测氧化应激还是围产期脂多

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脂质和多糖的复合物，

为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内毒素和

重要群特异性抗原）影响后代神经发育的重要分子

机制。但更为重要的是氧化应激还会改变很多与不

良围产期结局相关基因的表达［10］，并导致遗传易感

性个体出现甲基化受损以及继发于甲基化能力降低

的神经功能缺陷。

所以，孕产期感染与后代的孤独症的发病有很

大的相关性，氧化应激途径可能是其相关的机制。

二　孕期心理应激

孕期心理应激也是孤独症的重要风险因素。虽

然学界一直强调精神疾病是多基因遗传性疾病，但

心理应激在精神疾病病因学中的作用正逐渐受到临

床医生和研究者的重视。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有文

献报道了孤独症儿童的母亲在孕期经历家庭不和以

及精神疾病的比率要显著高于对照组［11］。至本世纪

初，孕期的心理应激已经被认为是导致后代出现严

重躯体、心理、行为和发育性异常的潜在风险因子。

Beversdorf 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 188 名孤独症

患儿、92 名唐氏综合症患儿和 212 名健康对照儿童

的母亲在孕期经历心理应激的情况。结果显示，几

乎在整个怀孕周期里，孤独症组母亲经历的应激数

都要显著高于对照组。即使在控制了应激严重程度

后，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并且孕 21~32 周的差异最

为显著。这一结果提示，母亲如果在孕 21~32 周遭

受严重的心理性应激，其孩子罹患孤独症的风险很

可能会显著的增加［12］。不仅如此，动物研究证实母

孕期的应激不仅会导致后代出现严重的行为问题（例

如对恐惧性刺激的反应异常），而且还会直接改变后

代孤独症相关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和脑部结构，例如

引起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HPA）轴和杏仁核的改

变，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到小脑的发育。

目前推测，母孕期心理应激对后代的影响机制

可能与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素（CRH）、肥大细胞和

细胞因子（例如 IL-6）密切相关。心理应激通常会导

致下丘脑分泌 CRH，并调节 HPA 轴。不仅如此，母

亲血浆中的 CRH 还可以通过胎盘，并且胎盘本身也

会在外界或子宫内应激时产生大量的 CRH。目前已

知 CRH 在孕期炎症反应中具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很

多细胞因子（例如 IL-1 和 IL-6）会引发胎盘组织分

泌 CRH［13］。而在宫内感染时，CRH 又会刺激外周血

单核细胞分泌能够渗透至胎膜和胎盘的 IL-6 等细胞

因子。不仅如此，心理应激还会促使肥大细胞分泌

细胞因子（例如 IL-6），而这些细胞因子会增加血脑

屏障的通透性。虽然目前还没有研究调查孤独症谱

系障碍患者血脑屏障的完整性，但一些大脑炎症性

疾病（例如多发性硬化，该病患者会出现孤独症样的

行为症状）患者在出现临床症状之前，其血脑屏障

的完整性就已经遭到了破坏［14，15］。急性应激会使炎

症状态恶化，而肥大细胞会参与这一过程，并且肥

大细胞还会调节血脑屏障的通透性，使得胎儿的脑

组织更易因炎性反应而受到损害。不仅如此，CRH

还会增加人类结肠组织的肠道通透性，并且已有研

究发现 CRH 与肠道炎症相关［16］。在免疫反应早期，

CRH 会激活肥大细胞，使其释放多种促炎症细胞因

子。循环系统中的升高的 CRH 会单独或与其他分子

一起，直接或通过激活免疫细胞（例如肥大细胞）来

破坏肠血脑屏障，这使得肠道内的神经毒性分子可

以直接进入胎儿大脑，产生大脑炎症反应，损害大

脑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导致孤独症谱系障碍。

由上可推断，孕期心理应激与多种炎症细胞因

子的产生密切相关，且两者相互促进。孕期心理应

激和炎症细胞因子都能刺激 CRH 的分泌，CRH 直接

或通过炎症中介影响胎儿大脑，使孤独症谱系障碍

发病的风险增加。

三　早产

早产是指早于足月产前分娩（<37 周），根据美

国的数据，至 2006 年早产儿的比例已达到全部出

生儿童的 15％，相比于 1991 年升高了 13％［17］。早

产新生儿的各种器官（包括神经系统）均未发育成

熟，因此容易出现各种新生儿疾病，并且也是精神

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

1973 年 ~1985 年出生的全部儿童在成年期（≥ 16
岁）精神疾病的患病情况（n=1，301，522）。结果

显示，与孕 37~41 周内出生的个体相比，早产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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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非情感性精神病、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风

险均显著升高［18］。早产不仅会增加个体青少年和成

年期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而且还会显著增加儿童

罹患孤独症的风险。美国 2014 年公布的一项利用孤

独症和发育障碍监控网络进行的研究显示，在 1994
年的队列（ASD，n=703）中，早产对孤独症谱系障

碍的人群贡献度为 4.2％；在 2000 年的队列（ASD，

n=1339）中，早产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人群贡献度

为 2.0％［19］。美国亚特兰大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

示，孕 33 周前出生儿童患孤独症的风险是足月产儿

童的两倍［20］。另一项前瞻性研究调查了英国和爱尔

兰 1995 年全部孕 26 周以前出生的超早产儿，结果

也显示这些儿童相比于同班同学患孤独症谱系障碍

的风险显著增加［21］。

很多不良因素都会导致早产，而宫内炎症和免

疫也牵涉其中。宫内感染和自身免疫导致胎儿缺氧，

从而增加后代罹患孤独症的风险［22］。宫内炎症或感

染也会直接导致早产。宫颈成熟是成功分娩的必备

条件，而细胞因子则直接参与这一过程。Dubicke 等

的研究显示，与足月分娩者相比，早产分娩者宫颈

中更容易检查到 IL-4 mRNA，且 IL-12 mRNA 的表

达量更低；有细菌感染的早产分娩者宫颈中 IL-4 蛋

白的量要显著高于无感染组；IL-10 在早产者宫颈鳞

状上皮的表达量显著高于足月产者。这些研究结果

提示，宫颈中抗炎症性细胞因子功能失调可能是早

产发病原因之一［23］。不仅如此，Snegovskikh 等的研

究也显示，羊膜内的感染会上调蜕膜细胞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神经毡蛋白 -1（neuropilin-1）和神经毡蛋白 -2 的表

达，从而导致感染相关的早产［24］。

宫内炎症会直接或间接导致胎儿早产，早产儿

相比于孕 37~41 周内出生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各种躯

体 / 精神疾病，包括孤独症谱系障碍。

四　总结

综上所述，孕期细菌 / 病毒性感染、孕期心理

应激和早产这些孕产期应激因素均会显著增加后代

罹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风险，炎症反应可能是孕产

期应激因素增加孤独谱系障碍发病风险的共同机制。

然而，目前对于孕产期应激、免疫异常和孤独症谱

系障碍关系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在很多领域还缺乏

直接的研究证据。因此，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揭

示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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