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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聚焦超声与子宫动脉栓塞
治疗瘢痕妊娠的临床疗效及对再次妊娠的影响

彭艳，戴宇，余贵媛，杨晓荣，黄梅兰，温萃莉，金平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广东 深圳 518017

【摘要】 目的 比较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与子宫动脉栓塞(UAE)联合负压吸宫术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

(CSP)的临床疗效及对再次妊娠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年 1月至 2019年 3月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接受

HIFU联合吸宫或UAE联合吸宫治疗的134例CSP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HIFU组73例，UAE组61例，随访时间>

6个月，有生育要求者随访时间>18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吸宫出血量、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疼痛评分、术后月经情

况和再次妊娠率等指标。结果 HIFU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疼痛评分、术后月经量减少发生率分别为

3 (3，5) d、(11 880.19±1 376.51)元、2 (1，2)分、2.7%，明显低于UAE组的5 (4，6) d、(14 787.28±2 750.36)元、6 (6，7)分、

29.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IFU组患者的再次妊娠率为93.3%，明显高于UAE组的48.1%，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吸宫出血量、吸宫总体有效率、β-HCG下降至正常的时间、月经复潮时间、HCG下降不

满意发生率、不全流产发生率和再次CSP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HIFU与UAE联合吸

宫术均可有效治疗CSP，相对于UAE联合吸宫术，HIFU联合吸宫术治疗CSP在减轻疼痛、减少住院时间和住院费

用方面有优势，对术后月经量及再次妊娠影响小，并发症少，适合有再生育需求的CSP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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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 versus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UAE) for the treatment of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CSP) in combination

with negative pressure aspiration and to analyze its effect on re-pregnancy rat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34 CSP

patients who received HIFU or UAE in combination with negative pressure aspiration in Shenzhen Maternity &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7 to March 2019 were analyzed retro-

spectively, including 73 patients in HIFU group and 61 patients in UAE group.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more than 6 months, and the patients with fertility requirem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more than 18 months. The amount

of uterine bleeding,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pain score, postoperative menstruation, and pregnan-

cy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pain score,

incidence of reduced menstrual flow after operation in HIFU group were 3 (3, 5) d, (11 880.19±1 376.51) yuan,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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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后瘢痕妊娠(cesarean scar pregnancy，CSP)

是一种特殊部位的异位妊娠，严重威胁女性患者的生

殖健康。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CSP的发病率逐年增

加。目前子宫动脉栓塞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UAE)联合吸宫术是临床治疗CSP较常用的方法。但

有研究报道，UAE可能影响子宫内膜容受性及卵巢功

能，导致再次妊娠结局不良 [1]。高强度聚焦超声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是一种新的非

侵入性辅助治疗技术，有研究显示HIFU联合吸宫治

疗 CSP 是安全及有效的 [2]，但 HIFU 联合吸宫与 UAE

联合吸宫对再次妊娠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目前尚不

明确。本研究通过对比HIFU联合吸宫与UAE联合吸

宫治疗CSP的临床疗效及再次妊娠情况，旨在探索一

种安全、有效、对再生育影响小的CSP治疗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7年 1月至 2019

年3月134例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确诊为CSP，自愿接

受HIFU联合吸宫或UAE联合吸宫治疗的134例患者

的临床资料，其中 73 例接受 HIFU 联合吸宫治疗

(HIFU组)，61例接受UAE联合吸宫治疗(UAE组)。纳

入标准：(1)有剖宫产病史；(2)血HCG阳性；(3)三维超

声诊断为 CSP；(4)未接受其他方式(药物、手术等)治

疗；(5)接受HIFU治疗者声通道安全，无肠管黏连。排

除标准：(1)全身性疾病严重无法耐受治疗者；(2)可疑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者；(3)活胎孕周>10周，稽留流产孕

周>12周者。所有患者均行超声监控下负压吸宫术，

所有患者治疗后随访>6 个月，其中有再生育要求者

随访>18 个月。本研究符合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所

制的伦理学标准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

者均充分了解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CSP 的诊

断标准参照《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诊治专家共识

(2016)》[3]。

1.2 治疗方法

1.2.1 HIFU 治疗 在芬太尼联合咪唑安定药物

镇静镇痛下进行HIFU治疗(JC200D聚焦超声治疗系

统，重庆海扶医疗)，层间距设定3 mm。治疗在超声实

时监控下进行，超声能量集中辐照在附着于瘢痕处的

妊娠囊壁。超声造影剂六氟化硫微泡静脉注射对比

观察治疗前后妊娠囊着床于瘢痕处的血流变化。如

妊娠囊附着瘢痕处的血流明显减少予以结束 HIFU

治疗。

1.2.2 UAE治疗 在局麻下行UAE，双侧子宫动

脉造影后聚乙烯醇微粒分别栓塞两侧子宫动脉，造影

显示双侧子宫动脉分支消失而主干存在时予以结束

UAE治疗。术后穿刺点加压包扎制动24 h。

1.2.3 B超引导下负压吸宫术 所有患者在HIFU

或UAE治疗后24~48 h内在静脉全麻下行经腹B超引导

的负压吸宫术。以7号吸管吸引宫腔及子宫切口瘢痕

处，负压不超过400 mmHg (1 mmHg=0.133 kPa)。术毕

如B超显示子宫瘢痕处活动性渗血或宫颈口见活动出

血，采取宫腔内放置 14号Foley尿管气囊内注射生理

盐水 (15~20 mL)压迫子宫瘢痕处止血保守治疗 [4]；

HIFU组如经以上保守治疗控制出血无效需要转UAE

或其他手术方式治疗，视为HIFU治疗失败。UAE组

如经保守治疗控制出血无效需要转手术治疗，视为

UAE治疗失败。

1.2.4 术后随访 所有患者吸宫术后每周监测

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至正常，均随访>6个

月，随访β-HCG恢复至正常的时间、月经复潮时间、不

全流产发生率、术前后月经周期、月经量情况(采用与

自身术前月经对比，分闭经、减少、无变化、增多四个

评价指标)，如月经量减少、患者有再生育要求者予以

宫腔镜检查。有再生育要求者吸宫术后避孕 3个月，

随访>18个月。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及 24 h

内的疼痛评分(采用视觉评分法)以及治疗过程中的不

良反应；(2)两组患者吸宫术中阴道出血量、住院时间

及住院总费用。(3)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评价标准[5]：

吸宫过程中阴道出血量≤100 mL为显效；阴道流血量

>100 mL，经过保守对症治疗后阴道出血控制为有效；

阴道流血量>100 mL，经过保守对症治疗无法控制阴

道出血，需要转其他治疗为无效。吸宫显效率=显效

例数/总例数×100%；总体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

数)/总例数×100%。(4)两组患者术后血 HCG 降至正

2.7%,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rresponding 5 (4, 6) d, (14 787.28±2 750.36) yuan, 6 (6, 7),

29.5% of UAE group (all P<0.05). The re-pregnancy rate in HIFU group was 93.3%, which was higher than 48.1% of

UAE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HIFU group and UAE group in the

amount of uterine bleeding, overall effective rate of uterine suction, time of β-HCG dropped to normal, time to resume

menstruation, incidence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HCG decline, incidence of incomplete abortion, and recurrence rate of

CSP (all P>0.05). Conclusion HIFU and UAE are both effective treatments for CSP. Compared with UAE, HIFU has

the advantages of a lower pain score, shorter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less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and has less effect

on the amount of menstruation after operation and re-pregnancy rate, with fewer complications,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patients with fertility requirements.

【Key words】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Uterine

aspiration;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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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HIFU组患者治

疗后的疼痛评分、住院天数、住院费用明显低(少)于

UA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

操作时间、吸宫出血量、吸宫显效率及总体有效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

随访均>6个月，无一例失访。HIFU组患者术后月经

量减少发生率明显低于 UAE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3。HIFU组中有2例月经减少，其中

1 例有再生育要求予以宫腔镜检查未见宫腔黏连。

UAE 组中有 18 例月经量减少，其中 3 例有生育要求

予以宫腔镜检查，均确诊为宫腔黏连。其余月经量

减少患者因无生育要求均未行宫腔镜检查，故本研

究未对宫腔黏连发生率予以统计分析。两组患者

的 HCG 下降至正常的时间、月经复潮时间、HCG 下

降不满意率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3。HIFU 组中有 1 例 HCG 下降不满意，经阴道三

维彩超提示宫内及瘢痕处未见残留，予以甲氨蝶呤

药物保守治疗(20 mg/d 肌注，连用 5 d)后β-HCG 进

行性下降至正常。UAE 组 3 例 HCG 下降不满意，彩

超均提示不全流产，予以宫腔镜治疗后 HCG 下降正

常。HIFU 组患者治疗后月经周期无改变，未发现卵

巢功能下降或衰竭患者，UAE 组中有 1 例卵巢功能

衰竭(46岁患者，术前月经周期规律 25~28 d，UAE术

后闭经，经性激素检查显示 FSH 45 IU/L)；另有 1 例

卵巢功能下降患者(43 岁患者，术前月经周期规律

23~28 d，术后月经周期延长为 4~5个月，性激素检查

FSH 35 IU/L)。此外，UAE组中有 1例吸宫术中发生

子宫瘢痕处穿孔，出血量达 500 mL 转行开腹瘢痕妊

娠病灶切除术及瘢痕补术。1 例在 UAE 术后第二天

穿刺侧右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转血管内科保守

治疗后痊愈。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x-±s，M (P25，P75)]

指标

年龄(岁)

停经时间(d)

剖宫产次数

人流次数

瘢痕厚度(mm)

妊娠囊平均内径(cm)

距离末次剖宫产的时间(月)

术前β-HCG (mIU/mL)

HIFU组(n=73)

34.02±4.09

49.71±9.00

1 (1，2)

2 (1，2)

2.20 (2.0，3.2)

1.48±0.29

60 (36，84)

59 736.0 (35 706.5，117 601)

UAE组(n=61)

34.08±5.03

50.11±9.90

1 (1，2)

1 (1，2)

2.20 (1.6，2.95)

1.49±0.28

48 (36，84)

62 607.0 (28 307.0，131 100)

t /χ2/Z值

0.000

0.246

-1.233

-0..621

-0.751

0.200

-0.065

-0.259

P值

1.000

0.806

0.218

0.535

0.453

0.842

0.948

0.796

表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指标

操作时间(min，x-±s)
疼痛评分[分，M (P25，P75)]

吸宫出血量[mL，M (P25，P75)]

住院天数[d，M (P25，P75)]

住院费用(元，x-±s)

吸宫显效率(%)

吸宫总体有效率(%)a

HIFU组(n=73)

46.04±19.24

2 (1，2)

10 (5，17.5)

3 (3，5)

11 880.19±1 376.51

97.2

100

UAE组(n=61)

40.77±11.71

6 (6，7)

10 (10，10)

5 (4，6)

14 787.28±2 750.36

96.7

98.4

t /χ2/Z值

-1.948

-10.162

-1.612

-4.260

7.925

0.000

-

P值

0.054

0.000

0.107

0.000

0.000

0.613

0.455

注：a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

常的时间、月经复潮时间、HCG下降不满意发生率、不

全流产发生率以及月经量减少发生率。(5)两组有再

生育要求患者的再次妊娠率、再次瘢痕妊娠发生率、

稽留流产、早产、子宫破裂等妊娠结局。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

量数据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 (P25，P75)表示，采用

Mann-Whitney U 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表

示，采用χ2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分析。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HIFU组与UAE

组患者的年龄、停经时间、剖宫产次数、人流次数、妊

娠囊平均内径、瘢痕厚度、距离末次剖宫产时间、术前

β-HCG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HIFU

组患者中Ⅰ型26例、Ⅱ型38例、Ⅲ型9例；UAE组Ⅰ型

16例、Ⅱ型41例、Ⅲ型4例，两组患者的CSP分型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415，P=0.181>0.05)。HIFU组

患者中活胎例数36例，UAE组活胎例数34例，两组患

者的活胎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0.549，P=

0.45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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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再次妊娠情况比较 有再生育

要求的 CSP 患者随访>18 个月，无一例失访。HIFU

组中 15 例有再生育要求，14 例妊娠 (13 例宫内早

孕，1 例再次 CSP 予以再次接受 HIFU 联合吸宫治

疗，治疗显效)。13 例宫内妊娠中已有 5 例足月剖宫

产，4 例稽留流产(均绒毛染色体异常)，其余均为妊

娠期。 UAE 组中 27 例有再生育要求，13 例妊娠(12

例宫内早孕，1 例再次 CSP 予以接受 HIFU 联合吸宫

治疗，治疗显效)。12 例宫内妊娠中已有 6 例足月剖

宫产，3 例稽留流产(均有绒毛染色体异常)，其余均

为妊娠期。HIFU 组再次妊娠率明显高于 UAE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在再次瘢痕妊娠

率、足月分娩率、稽留流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指标

再次妊娠例数

再次瘢痕妊娠例数 a

足月分娩例数 a

妊娠中 a

稽留流产 a

早产

子宫破裂

HIFU组(n=15)

14 (93.3)

1 (7.1)

5 (35.7)

4 (28.6)

4 (28.6)

0 (0)

0 (0)

UAE组(n=27)

13 (48.1)

1 (7.7)

6 (46.2)

3 (23.1)

3 (23.1)

0 (0)

0 (0)

χ2值

8.575

-

-

-

-

-

-

P值

0.003

1.000

0.704

1.000

1.000

-

-

注：a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

表4 两组患者再次妊娠随访情况比较[例(%)]

3 讨论

CSP可导致凶险性前置胎盘、吸宫术中或剖宫产

术中大出血、子宫破裂等风险。一旦确诊，需要及时

终止妊娠，降低吸宫术中大出血风险，保护女性生育

能力。临床较常采用UAE联合吸宫治疗CSP，通过栓

塞双侧子宫动脉，可以有效降低吸宫术中大出血风

险。HIFU联合吸宫治疗CSP是近年来逐渐广泛应用

于临床的新技术。HIFU将体外发射的低能量超声波

聚焦到子宫瘢痕处的妊娠囊组织，靶点温度达到60℃

以上，使瘢痕处妊娠囊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破坏直

径<200 μm 的血管及毛细血管[6]，有效减少瘢痕处妊

娠囊的血流灌注，使妊娠囊与子宫瘢痕处更容易被剥

离，减少吸宫大出血风险。张玉麒等[7]报道HIFU联合

B 超监控下吸宫治疗 CSP 是安全有效的。本研究中

HIFU联合吸宫术总体有效率为100%，UAE联合吸宫

术总体有效率为 98.4%。HIFU联合吸宫与UAE联合

吸宫均可以有效治疗CSP，术后疼痛是UAE常见的不

良反应。本研究中 HIFU 术后疼痛评分明显低于

UAE，可能原因是UAE栓塞双侧子宫动脉后子宫发生

明显缺血及相关的一系列缺血反应导致患者出现较

长时间难以忍受的疼痛[8]，而HIFU治疗仅减少妊娠囊

附着瘢痕处的血供，对子宫的血供影响小，无明显疼

痛发生。由于UAE术后需要24 h长时间的制动，是导

致下肢静脉血栓的高危因素。本研究中1例患者UAE

后发生穿刺制动侧下肢静脉血栓。而HIFU治疗术后

即可行走，无需制动，可以有效避免长时间卧床导致

的静脉血栓。本研究中HIFU联合吸宫治疗CSP的住

院时间、住院费用均明显低于UAE联合吸宫治疗。因

此，HIFU为非侵入性无创治疗，无X射线污染，为患者

提供相对舒适经济的治疗方式。

有研究报道UAE可能对子宫内膜及卵巢功能存

在不可逆的损伤[9-10]。子宫肌瘤患者行UAE术后 6个

月内，内膜厚度变薄、内膜下血流计数较前减少，子宫

内膜容受性下降[11]。SONG等[9]报道UAE可以影响子

宫内膜导致宫腔黏连。本研究中HIFU联合吸宫后月

经量减少发生率明显低于UAE联合吸宫治疗，可能的

原因是HIFU仅对附着于瘢痕处的妊娠囊壁进行辐照

消融治疗，无需对宫腔其余部位进行辐照治疗，可以

有效保护子宫内膜。而UAE通过栓塞双侧子宫动脉

以降低吸宫大出血风险，但是可能会损伤子宫内膜下

表3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情况比较[x-±s，例(%)]

指标

HCG降至正常时间(d)

月经复潮时间(d)

HCG下降不满意

不全流产 a

术后月经量减少

宫腔黏连

卵巢功能下降或衰竭 a

子宫穿孔 a

静脉血栓 a

HIFU组(n=73)

30.97±7.64

55.10±8.41

1 (1.4)

0 (0)

2 (2.7)

0 (0)

0 (0)

0 (0)

0 (0)

UAE组(n=61)

30.73±7.44

55.13±14.08

3 (4.9)

2 (3.3)

18 (29.5)

3 (4.9)

2 (3.3)

1 (1.6)

1 (1.6)

t /χ2/Z值

-0.179

0.012

0.479

-

16.704

-

-

-

-

P值

0.858

0.990

0.489

0.205

0.000

-

0.205

0.455

0.455

注：a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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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导致子宫内膜瘢痕化影响月经量诱发宫腔黏连

的形成[10]。本研究中HIFU联合吸宫治疗后 2例发生

月经减少，其中 1例有再生育要求予以宫腔镜检查未

见宫腔黏连。UAE联合吸宫治疗后有 18例发生月经

量减少，其中3例有生育要求予以宫腔镜检查，均确诊

为宫腔黏连。月经量减少的患者大部分无再生育要

求，未对月经量减少的所有患者进一步行宫腔镜检查

明确宫腔黏连例数，因此本研究中无法明确两种治疗

方法后宫腔黏连发生率是否存在差异，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证实。KIM等[10]研究发现UAE治疗子宫肌瘤对

卵巢功能存在一定的影响，<40岁的女性卵巢功能相

对易恢复，而≥40岁的女性卵巢功能较难恢复。本研

究中UAE联合吸宫治疗CSP发生1例卵巢功能衰竭，

1例卵巢功能下降，年龄分别为 46岁、43岁。UAE对

卵巢功能的影响，可能与 UAE 后影响卵巢的部分血

供、高龄孕妇卵巢储备能力较差对缺血缺氧等耐受力

低下有关，从而可能影响再生育能力。HIFU 联合吸

宫治疗CSP未发现卵巢功能下降或衰竭发生，可能与

HIFU 治疗仅减少妊娠囊着床于子宫瘢痕部位的血

供，不影响卵巢血供有关。HIFU 对卵巢功能的影响

是否低于UAE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前瞻性研究

证实。

HIFU联合吸宫与UAE联合吸宫治疗CSP对再次

妊娠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目前尚不明确。本研究中

HIFU联合吸宫术后再次妊娠率明显高于UAE联合吸

宫术。HIFU 联合吸宫治疗 CSP 对再次妊娠影响小，

可能与HIFU对术后月经量和卵巢功能无明显影响有

关。HIFU、UAE预处理治疗CSP术后避孕时间短，一

般3个月后可试孕。两种治疗方法的再次CSP发生率

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因此，CSP治疗后有再生育

要求者一旦妊娠后建议尽早彩超检查排除再次CSP。

无再生育要求者建议严格避孕，避免再次CSP发生。

本研究中HIFU联合吸宫或UAE联合吸宫治疗CSP后

再次发生CSP仍可以选择HIFU联合吸宫治疗，疗效

满意。HIFU 联合吸宫治疗 CSP 具有很好的可重复

治疗性。

综上所述，相对于UAE联合吸宫，HIFU联合吸宫

治疗CSP在减少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减轻疼痛方面

有优势，对术后月经量及再次妊娠影响小，并发症少，

是一种有效、安全、舒适、经济的治疗方法，适合有再

生育需求的CSP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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