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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妊娠药物保守治疗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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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影响异位妊娠药物保守治疗效果的因素。方法 对我院妇产科2008年6月至2011年6月
收治的100例异位妊娠患者进行药物保守治疗，将所有患者根据药物治疗是否成功分为成功组与失败组，比较两组
患者的停经时间、腹痛天数、血HCG水平、血孕酮水平、彩超结果，并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异位妊娠药物治疗成
功率的因素。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停经时间、血HCG水平、血孕酮水平、彩超显示包块大小影响药物保守治疗的
成功率，停经时间越短、血HCG水平与孕酮水平越低，包块直径越小成功率越高(P<0.05)；腹痛时间、盆腔积液量对
药物治疗成功率影响不明显(P>0.05)。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血HCG水平、包块大小是影响药物保守治疗成功
率的因素。结论 患者血HCG水平、停经天数、包块大小是影响药物保守治疗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停经时间也是
因素之一，治疗时应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结果选择治疗方案，提高成功率，以免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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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conservative drug treatment for ectopic pregnanc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LI Chan-juan,
LING Bing.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Anhu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nservative drug treatment
for ectopic pregnancy. Methods One hundred patients with ectopic pregnancy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08 to June, 2011 received conservative drug treatment,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he success group and the fai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utcome of treatment. The days of amenorrhea, days of pain, levels of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
(HCG) and blood progesterone, as well as the sonographic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factors in-
fluencing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days of amenorrhea, HCG level, mass diameter, progesterone level we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the treatment. The success of the treatment was correlated with shorter amenorrhea time, lower levels of HCG and pro-
gesterone, and smaller mass diameter (P<0.05), but not with the duration of abdominal pain and the amount of pelvic hy-
drocele (P>0.05). Multip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HCG levels, mass diameter and days of amenorrhea were indepen-
de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Conclusion HCG level, mass diameter and days of amenorrhea are inde-
pende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onservative drug treatment. We should choose treatment protocols
based o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auxiliary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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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妊娠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之一，由于人工

流产、炎症等原因异位妊娠的发生率有升高的趋势，

包括输卵管妊娠、卵巢妊娠、阔韧带妊娠、瘢痕妊娠、

宫颈妊娠等，以输卵管妊娠最多见。由于人们生活水

平提高与医疗技术的发展，异位妊娠确诊率明显提

高，许多患者在发现异位妊娠未破裂时首先要求行保

守治疗。我院将 2008年 6月至 2011年 6月进行药物

保守治疗的100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影响药

物保守治疗成功率的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8年6月至2011年6月

我院妇产科收治的 100例异位妊娠患者，年龄 19~43

岁，平均(26.4±2.7)岁；输卵管妊娠 90例，卵巢妊娠 3

例，剖宫产手术瘢痕妊娠6例，阔韧带妊娠1例；所有

患者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均证实符合异位妊娠诊断

标准[1]；所有患者无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脏疾病等药

物治疗禁忌证；异位妊娠未发生破裂或流产；异位妊

娠包块直径≤4 cm；无明显内出血症象。

1.2 治疗方法 ①明确所有患者的停经时间、

腹痛时间、检测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水平、

血孕酮水平、彩超检查异位妊娠包块直径大小。②所

有患者均给予甲氨蝶呤(MTX)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32024655，50 mg/支) 50 mg

肌肉注射联合米非司酮片 50 mg (北京紫竹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10950003，25 mg×6 s)口

服，2 次/d，7 d 为一个疗程。③动态监测患者血

HCG 水平与孕酮水平，7 d 后血 HCG 水平、孕酮水

平下降<15%，重复 50 mg MTX肌注，米非司酮口服

时间持续至血HCG及孕酮水平降至正常范围[2]。注

意监测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并给予相应处理。

1.3 评价标准 根据乐杰主编《妇产科学》异位
妊娠药物保守治疗成功标准 [1]：①用药后 14 d 血清
HCG持续下降，连续 3次监测阴性；②腹痛缓解或消
失，彩超检查异位妊娠包块缩小；③阴道出血减少。药
物保守治疗失败标准：①用药后血HCG无下降，或出现
上升，或下降<15%；②临床症状无改善，甚至出现腹痛
加剧、内出血症象、异位妊娠破裂症状，需要手术治疗。

1.4 统计学方法 将治疗成功组与失败组患
者所得数据采用 SPSS13.0 软件统计包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其
中以P<0.05 的因素再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成功组与失败组的一般临床症状比较 以
药物治疗成功与否将患者分为成功组与失败组，成功
组74例，失败组26例。将两组患者的停经时间、腹痛
时间、阴道出血时间进行比较，其中停经时间两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腹痛时间与阴道出血时
间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成功组与失败组辅助检查资料比较 将成
功组与失败组患者的辅助检查资料进行比较，见表2。
将所得数据采用χ2检验，可见血HCG水平、异位妊娠包
块直径大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血孕酮水
平、盆腔积液深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成功组与失败组辅助检查结果的比较[例(%)]

组别

成功组

失败组

χ2值

P值

血HCG水平(mIU/mL)

<1000

58 (78.4)

9 (34.6)

1000~5000

10 (13.5)

11 (42.3)

5000

6 (8.1)

6 (23.7)

血孕酮水平(mmol/L)

<20

52 (70.3)

13 (50)

20~50

13 (17.6)

9 (34.6)

>50

9 (12.2)

4 (15.4)

异位包块直径(cm)

<1

7 (9.5)

1 (3.8)

1~3

50 (67.6)

15 (57.7)

>3

17 (23)

10 (38.5)

盆腔积液深度(mm)

<5

31 (41.9)

8 (30.8)

5~15

23 (31.1)

9 (34.6)

>15

20 (27)

9 (34.6)

0.24

>0.05

4.69

<0.05

1.84

>0.05

15.11

<0.01

表1 成功组与失败组的一般临床症状比较(x-±s，d)

组别

成功组(n=74)

失败组(n=26)

t值
P值

停经时间

42.5±2.9

52.3±3.5

8.864

<0.05

腹痛时间

3.2±0.9

3.3±1.1

0.857

>0.05

阴道流血时间

9.8±2.6

11.3±2.9

2.144

>0.05

2.3 保守治疗相关因素的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
分析 按照危险度从高至低排列，血HCG水平，异位
包块直径，停经天数是保守治疗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见表3。

3 讨 论
异位妊娠的发病率近年来呈升高趋势，同时也呈

年轻化，由于人们意识的提高及诊断技术的进步，异
位妊娠的早期诊断率明显提高，为药物治疗的可行性
提供了空间。由于药物保守治疗异位妊娠具有用药
方便、费用低廉、对卵巢及盆腔内环境损伤小、不手术
的优点被越来越多的患者及医务人员所采用。目前

用于异位妊娠的药物有甲氨蝶呤(MTX)、米非司酮、

中药(如天花粉及其他中药方剂)。甲氨蝶呤二氢叶

表3 保守治疗失败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血HCG水平

停经天数

异位包块直径

B

4.669

2.076

2.448

Wald

11.628

4.224

6.260

OR

19.014

3.079

7.566

95%CI

7.003，135.026

3.788，8.478

1.185，19.068

P值

0.001

0.022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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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还原酶抑制剂，与二氢叶酸还原酶结合使细胞的四

氢叶酸合成障碍干扰细胞 DNA 合成。滋养细胞对

MTX敏感，用药后可明显抑制滋养细胞增殖生长，影

响合体型及中间型滋养细胞形成，破坏绒毛组织使胚

胎组织变性、坏死。MTX已是国际公认的应用于异

位妊娠的药物，也得到了临床普遍的应用[3]。本次研

究采用甲氨蝶呤与米非司酮(RU486)联合用药，国内

随机对照试验中研究多倾向联合用药效果优于单用

MTX。MTX与RU486具有协同作用，张丙忠等[4]人

的研究联合用药总成功率为 64.56%。国外 MTX 用

量为 50 mg/m2，米非司酮用量为 200~450 mg [5]，比国

内用药剂量要大，并且从很多研究上看用药量有细微

差别。由于治疗标准、方法不尽相同，其成功率亦不

完全一样(80%~95%)。许多研究是根据习惯或经验

用药，关于药物剂量与治疗成功率之间的关系仍有很

多的争议，还需临床的不断研究。

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异位妊娠药

物治疗效果的主要因素为血HCG水平、孕酮水平、患

者停经天数、异位妊娠包块直径大小，而腹痛时间、盆

腔积液深度对疗效无显著影响。

停经天数可在一定程度上提示胚胎着床的时间及

滋养细胞的数目，患者停经天数少则治疗成功率相对

升高[6]，但也有学者报道停经天数与治疗效果无关。本

次研究中采用药物保守治疗，结果提示成功组与失败

组患者的停经天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成功组中也

有个别停经时间较长的患者，可能由于这些患者月经

周期不规则，停经天数与受孕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也有

可能是个别患者不能正确的区分阴道流血和正常月

经，使正确计算停经天数带来一定的主观误差。

异位妊娠的受精卵着床较早，因此出现HCG升

高也相应较早，由于输卵管内部环境差，例如绒毛发

育欠佳，血供不良，因此HCG的倍增时间较正常妊娠

延长，而临床上高水平的HCG提示滋养细胞的血供

丰富，植入周围组织较深。有报道发现高水平HCG

的异位妊娠保守治疗效果较差，治疗成功率随β-HCG

水平的升高而降低。有学者在药物保守治疗异位

妊娠中发现，血β-HCG低于 2 000 mIU/mL时，成功率

为 91.94%，而β-HCG 为 2 000~3 000 mIU/mL 时，成功

率降低为(47.62%)，非条件多因素分析，β-HCG超过

1 000 mIU/mL，失败风险增加约7倍[7]。

阴道 B 超能准确的判断包块直径，反映了异位

妊娠孕囊的发育程度，也可作为评估药物治疗成功

与否的参考指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包块直径低

于 3 cm 的患者中，保守治疗成功率较高，而直径超

过 3 cm的患者，失败率上升，与其他报道相似，提示

包块直径是影响治疗效果的危险因素之一 [8]。目

前，多数学者认为病灶越小，治疗成功率越高，但对

于直径具体数值为危险界限尚无统一意见，也有学

者认为包块直径并不能作为保守治疗的评价指标，

而应当以包块的缩小情况作为疗效的评价标准，提

倡使用动态变化指标评价，本次研究中由于未收集

治疗后随访期间包块的变化，故该动态指标的评价

效果需进一步研究分析。

李小利等 [9]发现血 HCG 水平>5 000 mIU/ml、包

块直径大小>3 cm是药物保守治疗的相对禁忌证，大

于此值的患者治疗成功率低，而延误患者的治疗并加

重患者精神与经济负担，这与本次研究的结果显示相

符。因此应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及辅助检查结果制定

合适的治疗方案，可提高药物保守治疗的临床效果，

避免延误患者的治疗，减轻患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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