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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方式治疗子宫疤痕妊娠效果分析
陈远群，刘瑾，余志英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广东 深圳 518100)

【摘要】 目的 分析子宫疤痕妊娠两种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

1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收治的36例子宫疤痕妊娠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B超引导下肌肉及孕囊内注射甲氨

蝶呤(MTX)行清宫术15例(MTX组)，腹腔镜下子宫疤痕妊娠病灶清除子宫修复整形术21例(腹腔镜组)。比较两组

患者手术前孕囊的大小、疤痕厚度、术前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水平以及孕龄、手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手术后

阴道出血情况、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等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的孕龄，年龄，疤痕厚度等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术中MTX组患者的出血量为(33.0±15.99) mL，明显多于腹腔镜组的(16.0±13.99) mL，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术后MTX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为(16.93±6.11) d，明显长于腹腔镜组的(5.14±1.15) d，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MTX组患者的阴道出血时间为(22.26±4.83) d，明显长于腹腔镜组的(8.52±3.10) d，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两种治疗方式各有利弊，MTX是一种适应范围较广的治疗方法，而腹腔手术则是一种有效

而快速的方法，但对术者及器械要求均较高，不合适基层医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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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two methods in the treatment of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CHEN Yuan-qun, LIU Ji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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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ethotrexate (MTX) and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6 patients who had received MTX and laparoscop-

ic surgery between Jan. 2015 and Jan. 2018 in Shenzhen Second Hospital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15 patients receiving

B-ultrasound guided MTX treatment and 21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The pre-, intra- and postoperative condi-

tions, including pregnant sac size, thickness of the scar, HCG level, gestation ag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perative du-

ration, vaginal bleeding after operation,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hospitalization cos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stational age, age, and thickness of the sc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receiv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the patients undergoing MTX treat-

ment had less blood loss (33.0±15.99) mL vs (16.0±13.99) mL, longer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16.93±6.11) days vs (5.14±

1.15) d, and longer vaginal bleeding time (22.26±4.83) days vs (8.52±3.10) d (P<0.05). Conclusion Both the two treat-

ments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MTX can be widely used, while laparoscopic surgery is effective and

rapid but not suitable for primary hospitals because of its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operators and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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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术后子宫疤痕妊娠(cesarean scar pregnan-

cy，CSP)是剖宫产术后的一个远期并发症，是指受精

卵着床于原剖宫产疤痕处，是发病率较低的异位妊

娠中的一种，发病率大约 6.18%[1]。但由于近些年剖

宫产率的升高，子宫疤痕妊娠的发病率亦有所上

升。目前子宫疤痕妊娠的主要的临床症状主要是停

经后阴道淋漓出血，而子宫疤痕妊娠的主要诊断手

段仍是通过阴道彩色 B 超检查。目前我院行子宫疤

痕妊娠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肌肉及孕囊内注射甲

氨蝶呤(MTX)后于B超引导下行清宫术，以及腹腔镜

下子宫疤痕妊娠病灶清除子宫修复整形术两种，本

文主要比较子宫疤痕妊娠两种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

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收治且符合

以下纳入标准的 36 例子宫疤痕妊娠患者的临床资

料。入组标准 [2]：(1)有剖宫产病史；(2)有阴道出血

史；(3)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升高；(4)符合 B 超

提示疤痕妊娠标准：①子宫腔内无孕囊；②宫颈上

无孕囊；③孕囊在子宫下段前壁上；④在孕囊及膀

胱之间有一层薄的子宫壁。其中使用孕囊内及肌

注注射 MTX 后 B 超引导下清宫术组 15 例 (MTX

组)，平均年龄(33.0±3.5)岁：腹腔镜下子宫疤痕妊娠

病灶清除子宫修复整形术 21 例(腹腔镜组)，平均年

龄(31.0±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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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术方法

1.2.1 腹腔镜组 采用全身麻醉，患者取膀胱截

石位，头低脚高位的体位，腹腔镜常规的三孔进腹，按

手术操作步骤进入腹腔，经阴道放置简易举宫器，举

起子宫下段，充分暴露子宫膀胱返折，腹腔镜下下推

膀胱腹膜间隙，充分暴露剖宫产疤痕，切开剖宫产疤

痕凸起处，较凸起处略宽1~2 mm处止，打开后可见其

内为妊娠绒毛组织，予完整清除妊娠组织，吸引器环

吸一周病损组织，确定无残留后方行子宫病损修补

术。必须完整切除周边糟粕组织至新鲜组织方可连

续缝合子宫肌肉组织。探针检查明确宫腔通畅，宫腔

内膜连续完整。检查无腹腔内出血，并阴道出血不

多，术毕。送回病房后常规观察腹腔镜后患者一般生

命体征变化，重点观察阴道出血情况，考虑术中需下

推膀胱，常规放置导尿管 48 h，48 h后取出导尿管，患

者能正常排尿后，阴道出血不多，无不适主诉则予出

院。出院后门诊每周随诊HCG至正常。

1.2.2 MTX组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包括

肝肾功能检查，无明显异常后，在无麻醉的状态下肌

注甲氨蝶呤(MTX) 50 mg，以及 B 超引导下妊娠囊内

注射 MTX 50 mg，术后每隔两日复查血 HCG 及观察

阴道出血、腹痛情况。一周后若 HCG 仍未降至术前

一半，则需第二次肌注MTX，继续监测，至HCG下降

至原HCG一半以下方行B超引导下清宫术，B超提示

宫内无残留，阴道出血不多，术毕，待 HCG 下降至

100 mIU/mL出院后门诊每周随诊HCG至正常。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孕龄，妊娠

囊直径大小，疤痕厚度以及HCG水平。比较两组患者

术中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以

及术后阴道出血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查，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前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

者手术前的孕囊的大小、疤痕厚度、术前HCG水平以

及孕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手术前的一般资料比较(x-±s)

组别

MTX组

腹腔镜组

t值
P值

例数

15

21

孕囊大小(长×宽，mm)

(39.0±9.4)×(25±15.3)

(41.0±8.5)×(23±13.5)

0.62

>0.05

疤痕厚度(mm)

4.0±1.2

3.0±1.8

0.53

>0.05

孕龄(d)

66.0±20.0

68.0±19.0

0.54

>0.05

术前HCG (mIU/mL)

7 062.0±20 212.2

6 987.0±23 012.3

0.78

>0.05

2.2 两组患者的术中失血量和手术时间比较 腹

腔镜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 MTX 组，手术时间

明显较 MTX 组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2.3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阴道出血时间和住院

费用比较 MTX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和阴道出血时间

明显长于腹腔镜组，但住院费用明显少于腹腔镜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 论

事实上剖宫产疤痕妊娠的病因尚无统一结论。

有学者认为剖宫产后患者子宫疤痕处血管增生血流

较丰富，受精卵可以轻易地游移至疤痕处进行着床种

植；亦有学者认为剖宫产后子宫内膜炎、疤痕黏连、子

宫过度收缩、内膜缺损以及子宫内膜及蜕膜组织发育

的不完善[3]等与疤痕妊娠相关。然而，未能自愈并生

长不完善的内膜及脱膜组织更容易出现疤痕妊娠的

大出血，一旦大出血则需行全子宫的切除，患者永久

丢失生育能力，若抢救不及时，更有生命危险。

MTX是通过对二氢叶酸还原酶的抑制作用，阻碍

细胞的合成，滋养细胞的坏死，最终使得子宫疤痕处

妊娠组织停止发育逐渐被吸收。研究表明MTX使用

后并不会引起下次妊娠胎儿畸形率以及自然流产率

的增加，是较为安全的抗代谢类药。使用MTX杀胚，

能明显降低HCG，减少胚胎的活性，从而减少术中以

及术后的出血。根据之前的研究，单纯使用 MTX 治

疗的有效率只有 59%~80%[4]，并可能出现远期的并发

症如出院后的大出血[5]，因此我院除了常规肌肉注射

MTX外，还加上局部囊内注射MTX，加快杀死胚胎的

进程，加快HCG下降的速度，减少住院时间以及住院

表2 两组患者术中失血量和手术时间比较(x-±s)

组别

MTX组

腹腔镜组

t值
P值

例数

15

21

术中失血量(mL)

33.0±15.99

16.0±13.99

20.308

<0.05

手术时间(min)

10.10±3.71

45.42±12.30

7.311

<0.05

表3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阴道出血时间和住院费用比较(x-±s)

组别

MTX组

腹腔镜组

t值
P值

例数

15

21

平均住院时间(d)

16.93±6.11

5.14±1.15

8.229

<0.05

阴道出血时间(d)

22.26±4.83

8.52±3.10

4.44

<0.05

住院费用(元)

2 754.26±658.44

12 925.52±1 864.64

8.6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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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减少出院后远期并发症。对于 15例MTX治疗

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毒副反应，其中1例患者曾出现

一过性的掉头发现象，但尚在患者能接受范围，因此

未行处理。患者出院两周后回院复查，患者诉已无掉

头发现象。门诊跟踪患者，至HCG降至正常，均未发

现明显并发症。本次研究15例MTX治疗患者中两例

术中清宫后出血量较多，其中一例清宫后球囊压迫止

血，压迫 24 h后取出球囊，血止，B超复查未见明显残

留，继续观察HCG下降到100 mIU/mL后出院，门诊随

诊；另外一例球囊取出后仍有出血较多，遂行子宫动

脉栓塞术，术后出血明显减少，B超复查宫内未见明显

残留，血降至100 mIU/mL后出院，门诊随诊。此两例

均排除在研究组中。

腹腔镜手术相比传统剖腹手术，具有手术切口

小、手术操作创伤小、患者术后康复快以及伤口愈合

快等明显优势。因此我科目前行子宫疤痕妊娠手术

均使用腹腔镜进行。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术前孕囊的大小、疤痕的厚

度、术前HCG水平以及孕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即两组的子宫疤痕妊娠的严重程度相

当。对于两治疗组出血情况的不同，主要由于 MTX

在B超下行清宫术，止血主要依靠子宫收缩，事实上本

研究组中术中出血量并不算多，但相对腹腔镜组术中

快速的电凝止血，出血量终究较多。而对于手术时

间，腹腔镜组明显长于 MTX 组。腹腔镜组患者术前

术中准备的时间亦算治疗时间，故出现时间差距。

术后MTX组的总住院费用明显低于腹腔镜手术

组，这是 MTX 治疗能更广泛推广的重要原因。对于

没有太多设施的基层医院而言，相对比较容易执行，

但由于住院时间以及阴道出血时间长，部分患者无法

忍受HCG缓慢下降以及阴道持续的流血，当然亦存在

医生的偏向等原因而转为手术治疗。本研究中有一

例患者由于HCG下降缓慢而转为手术组，最终剔除出

本实验。而腹腔镜组术中出血少、住院时间以及阴道

出血时间均较短，是一种高效率而安全的方式，然而

其弊端在于：(1)手术中费用较高。(2)毕竟是一种有创

的手术方式，相对应的腹腔镜手术并发症的出现，例

如使用二氧化碳气腹则会出现二氧化碳刺激膈肌神

经后出现肩背部的疼痛，部分皮下脂肪较多的患者，

皮下脂肪较松弛，则容易出现皮下瘀血等腹腔镜常规

手术的并发症；而远期并发症方面则为再次妊娠时子

宫破裂的风险增加等等。(3)对腹腔镜术者要求较高，

下推膀胱过程中容易导致膀胱损伤等严重并发症。

本腹腔镜手术组中，无一例出现术后膀胱损伤等严重

并发症。(4)除了对器械使用者要求高外，对器械的要

求同样较高(腹腔镜组合以及特殊的举宫器)，因此不

容易在基层医院广泛推广。本实验中腹腔镜组中有

一例患者在腹腔镜手术过程中发现膀胱腹膜返折与

子宫间黏连紧密，无法分离，强行分离则膀胱破裂可

能性较大。因患者本次妊娠前已行剖宫产 3次，术前

已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告知不排除术中更改其他手

术方式可能，因此术中与患者家属沟通后迅速得到患

者家属同意，术中改腹腔镜监视下清宫术，术中出血

较多，中转DSA室行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转回

我科观察，术后阴道出血较少，观察一周后无异常出

院，此患者亦排除在本实验。

总之随着剖宫产率的增加，子宫疤痕妊娠的发生

率逐年增高是明显的趋势。然而目前无论是保守还

是手术治疗的方法均各有利弊，希望能通过更多的临

床资料的积累，为临床诊疗规范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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