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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卵巢黄体囊肿破裂合并早孕9例诊治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尿妊娠

试验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弱阳性

弱阳性

B超

-

-

-

-

-

盆腹腔积液

B0

右附件包块，盆

腔积液

盆腹腔多量积液

诊治情况

手术治疗A1

手术治疗A2

手术治疗A3

手术治疗A4

手术治疗A5

手术治疗A6

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

血β-HCG (mIU/ml)

1 d

1864

6932

416.5

1235

551

1083

6531

70.26

85.51

3~4 d

2777

5974

1205

2414

3026

371.3

791

275.3

5~7 d

406

1474

102.7

4219

952

8 d

2021

360

3529

结局

治愈，早孕流产

治愈

治愈，早孕流产

治愈

治愈，宫内早孕

流产

治愈，早孕流产

治愈，继续妊娠

治愈，一周后

人工流产

治愈，继续妊娠

诊刮情况

-

诊刮病理检查见绒毛

-

诊刮病理检查见绒毛

B超后当天阴道排出组织，病

理检查见绒毛

B超复查

无异常

术后3 d B超：B1

盆腔少量积液

宫腔少量积液

术后4 d B超：B2

无异常

入院后2 d B超：B3

入院后9 d B超：B4

入院后16 d B超：B5

注：B0：宫内暗区5 mm×5 mm×4 mm，左附件包块，盆腔多量积液；A1：右侧卵巢部分切除，腹腔内出血800 ml；A2：，左侧卵巢部分切除，腹腔内

出血8 00 ml；A3：，左侧卵巢部分切除，腹腔内出血1 600 ml；A4：右侧卵巢部分切除，腹腔内出血1 500 ml；A5：左侧卵巢部分切除，同时左侧输

卵管切除，腹腔内出血1 000 ml；A6：左侧卵巢部分切除，腹腔内出血1 200 ml；B1：宫腔见40×7 mm不均回声；B2：宫内暗区5×3 mm，示早早孕

可能；B3：宫内胚囊11×6 mm，见卵黄囊，盆腔积液减少；B4：宫内早早孕，右附件包块；B5：宫内早孕，盆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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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卵巢黄体囊肿破裂合并早孕的临床特点，提高对尿妊娠试验阳性的妇科腹腔内出血的

诊治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08年1月至2011年12月收治的9例卵巢黄体囊肿破裂合并早孕患者的诊

治资料。结果 6例手术，3例保守治疗，均获得较好的医疗效果，无医疗纠纷。结论 掌握手术指征，术前医患

沟通时将可能的多种情况充分说明可避免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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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尿妊娠试验阳性的妇科急腹症患者若伴有腹腔

内出血时多考虑为异位妊娠。卵巢黄体囊肿破裂合

并早孕临床表现与此相似，容易误诊为异位妊娠。现

报道我院 9例卵巢黄体囊肿破裂合并早孕的病例诊

治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9 例卵巢黄体囊肿破裂患者，年龄 22~35 岁，平均

28.5岁，已婚 8例，未婚 1例，有分娩史 6例，流产史 6

例，无妊娠史2例。

1.2 病史与检查 本组 2例病例无停经史，尿

妊娠试验弱阳性，7例病例有停经史，尿妊娠试验阳

性。停经最短 31 d，最长 55 d。9例患者皆以急腹痛

急诊入院，病史中多有同房后下腹痛病史。妇科检

查：宫颈有举痛，子宫稍增大，一侧附件区增厚有压

痛。其中6例有明显的腹肌紧张及下腹部压痛、反跳

痛，有明显移动性浊音，腹腔穿刺均抽出不凝血。

1.3 诊断及治疗情况 见表1。

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3.04.0243

1.3.1 手术治疗 6例患者行剖腹探查术，术中

见腹腔内出血800 ~1 600 ml ，其中5例患者术中探查

未见异位妊娠病灶，双侧输卵管无异常。1例患者一

侧输卵管稍增粗，伞部有少许活动性出血，不能完全

排除异位妊娠，征求患者及家属意见后予一侧输卵管

切除，术后病理报告为慢性输卵管炎出血。所有患者

均见一侧卵巢明显增大，表面有0.5~2.0 cm长度不等

的裂口，伴有活动性出血，其中可见淡黄色血块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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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予行卵巢部分切除术，术后病理报告为卵巢黄体

破裂出血。所有患者在术后第2~3 天出现阴道出血，

随访血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多短暂上升

后再下降。其中3例患者β-HCG呈明显进行性下降，

后复查 B 超无异常，考虑宫内早孕流产。另 2 例血

β-HCG下降幅度小，B超检查分别提示宫腔 40 mm×

7 mm不均回声及宫腔少量积液，皆予诊刮，病检报告

见绒毛。最后1例患者于术后第5天有孕囊从阴道排

出，病理检查为绒毛。

1.3.2 保守治疗 3 例保守治疗，1 例入院时 B

超检查，提示宫内暗区5 mm×5 mm×4 mm，左附件包

块，盆腔多量积液，考虑卵巢黄体囊肿破裂合并早孕

可能。予保守治疗后复查B超：宫内胚囊正常生长，

盆腔积液减少，患者有生育要求给予出院。另2例无

明显停经史，尿妊娠试验弱阳性且估计腹腔内出血不

多，予保守治疗。其中1例于入院后第9 天B超检查：

宫内早早孕，右侧附件包块，因无生育要求，一周后行

人工流产。另1例于入院后第16天B超检查：宫内妊

娠盆腔积液(-)，有生育要求而出院。

2 讨 论

正常卵巢黄体是囊性结构，可使卵巢增大，囊性

黄体持续存在或增大，可形成卵巢黄体囊肿，卵巢黄

体囊肿分为月经黄体囊肿和妊娠黄体囊肿。在妊娠早

期B超检查发现囊肿在临床上已经逐渐成为常规[1]。

一般来说，在妊娠早期发现的单房、无回声的薄壁

卵巢囊肿多为黄体囊肿，其发生率为 0.5‰~2‰。因

受孕后 10 周内妊娠黄体分泌雌孕激素以维持妊娠

的继续，切除了黄体就切断了胚胎赖以生存的基

础，因而导致流产是临床最常见的并发症 [2]。妊娠

增加黄体囊肿破裂的风险，若出血量少，不会引起

明显的临床症状，多可自愈，若出血量多，可引起急

腹症。早孕期当妊娠卵巢黄体囊肿破裂致腹腔内

出血时，其发病经过及临床特征与异位妊娠有许多

相似之处，如停经、下腹痛、肛门坠胀、宫颈举痛、腹

穿或后穹隆穿刺抽出不凝血等，因此临床上常误诊

异位妊娠。因多为急诊患者，常无妇科B超参考，有

时即使做了辅助检查，因卵巢黄体囊肿破裂临床上

缺乏特异性的检查手段，加上停经时间短，有时B超

声像图也缺乏特异征象，临床仍可发生误诊。妊娠

黄体囊肿破裂与异位妊娠破裂的鉴别比较困难，有

时两者还会一并发生[3]。所以当准备急诊手术而没

有妇科B超参考时，或没有可靠的妇科B超参考时，

术前的医患沟通尤为重要，要将可能的多种情况充

分说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卵巢黄体囊肿破

裂合并宫内早孕情况较少见。故处理时应详细询

问病史，全面查体，若腹腔内出血不多，病情稳定，

特别是患者有生育要求时给予保守治疗；若出血量

多，应立即剖腹探查，手术探查时要仔细、认真、全

面。因妊娠黄体囊肿破裂有时与异位妊娠一同发

生，所以手术时要仔细检查双侧输卵管及两侧卵

巢，以免日后发生大出血而需再次手术，造成不必

要的医疗纠纷。另外术后须β-HCG动态监测，适时

B超复查，酌情给予诊刮等处理，可助进一步明确诊

断。当然，如果条件许可的单位，腹腔镜手术探查

临床上也是可取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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