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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电切术联合醋酸甲地孕酮
治疗围绝经期异常子宫出血疗效观察

余婧 1，董玉琼 1，徐静 1，张亚男 1，袁梅 2

安康市中医医院妇科 1、产科 2，陕西 安康 635000

【摘要】 目的 观察宫腔镜电切术联合醋酸甲地孕酮治疗围绝经期异常子宫出血的疗效。方法 选择2019
年1月至2020年1月于安康市中医医院就诊的100例围绝经期发生异常子宫出血的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各50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宫腔镜电切术治疗，观察组患者则同时服用醋酸甲地孕酮治疗。比较两组患

者治疗3个月后的月经失血图(PBAC)评分、子宫内膜厚度、性激素[促黄体生成素(LH)、促卵泡生成素(FSH)、雌二

醇(E2)]水平变化，以及治疗后1年内的疾病复发率、术后并发症和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PBAC评分为(28.43±11.52)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8.74±14.3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的平均子宫内膜厚度为(3.51±0.68) mm，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94±0.72)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清LH、FSH、E2水平分别为(8.88±2.32) IU/L、(7.05±2.58) IU/L、(207.20±25.61) pmol/L，明显

低于对照组的(13.30±2.38) IU/L、(14.33±3.25) IU/L、(417.80±23.65) p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

疗后3个月疾病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6个月、12个月后的疾病复发率分别为

6.00%、12.0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0.00%、2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及药物不良

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宫腔镜电切术联合醋酸甲地孕酮治疗围绝经期出现异常子

宫出血的患者，其疗效较单纯手术治疗更好，其不仅可预防疾病复发，限制子宫内膜增厚，降低雌激素水平，且安全

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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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ve effect of hysteroscopic electrotomy combined with megestrol acetat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YU Jing 1, DONG Yu-qiong 1, XU Jing 1, ZHANG Ya-nan 1, YUAN Mei 2.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1,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2, Ank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kang 635000, 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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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hysteroscopic electrotomy combined with megestrol ac-
etat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perimeno-
pausal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treated in Ank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enrolled between Jan-
uary 2019 and January 2020.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hysteroscopic electrotomy, while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as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megestrol acetate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The Pictorial Blood Loss Assess-
ment Chart (PBAC), changes of endometrial thickness and sex hormones [luteinizing hormone (LH), follicle stimulat-
ing hormone (FSH), estradiol (E2)] levels were compared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s well
as disease recurrence rate within 1 year after treatment, and occurr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PBAC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28.43±11.52) points, which was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48.74±14.38)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average endometrial thickne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51±0.68) m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thinner than (3.94±0.72) mm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levels of serum LH, FSH, and E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8.88±2.32) IU/L, (7.05±2.58) IU/L,
(207.20±25.61) pmol/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3.30±2.38) IU/L, (14.33±3.25) IU/L, (417.80±23.65) pmol/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sease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3 months after treatment (P>0.05). At 6 and 12 months after treatment, disease recurrence rat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6.00% and 12.00%,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0.00%, 28.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r adverse drug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Hysteroscopic electrotomy combined with megestrol acetat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
menopausal patients with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has better curative effect than simple surgical treatment, which can
prevent disease recurrence, limit endometrial thickening, reduce estrogen level, and has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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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异常子宫出血是妇科常见的症状，主要

由卵巢功能衰退、内分泌激素水平紊乱造成[1]。该类

患者卵巢内卵泡发育而无排卵发生，导致孕激素分泌

不足，在单纯雌激素的持续性刺激下，子宫病变风险

显著升高[2-3]。针对因子宫内膜息肉、子宫黏膜下肌瘤

等疾病导致的异常子宫出血的患者，可通过宫腔镜电

切术切除病变组织，能有效控制病情进展。宫腔镜电

切术属于妇科微创手术，具有手术创伤小、患者恢复

快、住院时间短等优势，是异常子宫出血的常规治疗

方案之一[4-5]。有研究指出，宫腔镜电切术后患者应口

服补充孕激素，可稳定体内激素水平变化、拮抗雌激

素对子宫内膜的不良刺激，控制出血状况的发生，预

防异常子宫出血的复发[6]。但有关孕激素药物具体应

如何选择和合理使用这一问题，目前临床医学相关研

究意见仍未达成一致。醋酸甲地孕酮作为目前临床

常用的孕激素药物，用于治疗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

其对激素依赖性肿瘤疗效突出，也可与宫腔镜电切术

联合用于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7-8]，但有关该药物应用

于异常子宫出血的疗效如何少见报道。为此，本文对

宫腔镜电切术联合醋酸甲地孕酮治疗围绝经期妇女

异常子宫出血的作用效果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于

安康市中医医院就诊的100例围绝经期发生异常子宫

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均经宫腔镜检

查、诊断性刮宫病理学检查确诊为子宫内膜增生，符合

《中国子宫内膜增生诊疗共识》[9]相关诊断标准；(2)符合

宫腔镜电切术适应证，接受手术治疗方案[10]；(3)近期未

服用同类型激素治疗药物；(4)处于围绝经期者；(5)精
神及认知正常者。排除标准：(1)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

病变者；(2)合并子宫器质性病变者；(3)心、肺、肾、肝

严重损伤者；(4)药物过敏者；(5)合并内分泌疾病者；

(6)合并免疫功能异常、凝血功能障碍或先天功能不

足者；(7)因服用药物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子宫出血者；

(8)合并宫颈炎、子宫内膜炎者。按随机数表法将患

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42~55岁，平均(48.16±2.33)岁；病程 3~14个月，平均

(8.94 ± 1.62)个月；体质量指数 (BMI)平均 (23.85 ±
3.29) kg/m2；贫血 12例，无贫血 38例。对照组患者年

龄41~53岁，平均(47.99±2.46)岁；病程4~16个月，平均

(9.41±1.87)个月；BMI平均(24.01±3.55) kg/m2；贫血

10例，无贫血40例。两组患者的一般基线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常规治疗，贫血患

者应用叶酸、维生素B12等药物缓解症状，术后应用抗

感染药物。对照组接受宫腔镜电切术治疗，手术时间

安排在患者月经干净后的3~5 d，术前12 h患者口服米

索前列醇片(国药准字H20073696，湖北葛店人福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0.2 mg软化宫颈，按常规禁食禁饮，于

宫颈镜下行子宫内膜电切术：静脉全身麻醉后取膀胱

截石位，常规消毒铺巾后使用Hegar扩张器扩张宫颈，

置入宫腔镜观察宫颈形态及宫腔内子宫内膜生长情

况。子宫内膜增生较厚的患者应使用负压吸引器吸

除部分内膜组织，使其变薄后再行宫腔镜下切除。

在宫腔镜直视下，使用双极电切环自宫底向宫颈方

向依次切除子宫内膜增生病变，切割深度应控制在内

膜下3 mm浅肌层内，应用电凝止血处理，病变组织送

病理实验室进一步检测；患者术后 1个月内禁止性生

活和盆浴，日常需保持外阴清洁，疼痛感明显的患者

适当服用镇痛药物，术后定期复查宫腔内膜生长情

况。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术后服用醋酸甲

地孕酮片(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31021622)治疗，80 mg/次，2次/d，连续治疗3个月。

1.3 观 察指标与 评价方法 (1)月经失血图

(PBAC)[11]评分：比较两组治疗前及治疗 3个月后月经

失血图评分。(2)子宫内膜厚度：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

及治疗3个月后的子宫内膜平均厚度。(3)激素水平：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外周静脉血样，离心分离处

理后得到血清样本，使用AU58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进行实验室检测，生化检测分析试剂盒及分析仪均购

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应用化学免疫发光法测定

血清促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促卵泡

生 成 素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雌 二 醇

(estradiol，E2)水平变化。(4)复发率：统计两组患者治

疗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时异常子宫出血的复发情

况。(5)术后并发症及药物不良反应：记录两组术后并

发症及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包对

所有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

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
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PBAC评分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PBAC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的PBAC评分明显

下降，且观察组患者的PBAC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子宫内膜厚度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

明显下降，且观察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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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性激素水平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LH、FSH、E2水平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的血清LH、FSH、E2水平明显下降，且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对照组患者

治疗前后的血清LH、FSH、E2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随访期间的疾病复发率比较 两

组患者治疗后3个月疾病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6个月、12个月后疾病

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4。

2.5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与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

期间，观察组患者共发生 2例感染，1例腹部疼痛，总

发生率为 6.00%；对照组患者共发生 3例感染，2例阴

道不规则流血，总发生率为 10.00%，两组患者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 2=0.136，P=
0.712>0.05)。观察组患者服药后出现 1例恶心呕吐，

1例体质量增加，1例肢体水肿，总发生率为6.00%；对

照组患者无不良反应发生，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75，P=0.241>0.05)。所

有发生术后并发症的患者均于第一时间接受治疗处

理，药物相关不良反应也于停药后自行恢复，均未造

成严重后果。

3 讨论

围绝经期是女性生殖系统功能由旺盛逐渐走向

衰退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女性生殖内分泌发生的变

化主要体现在卵巢和下丘脑垂体功能的改变[12]。孕激

素和雌激素对女性月经周期起到重要调节作用，女性

进入围绝经期后孕激素水平下降，月经周期出现紊

乱，子宫内膜持续增厚，进而引发异常子宫出血。宫

腔镜电切术能够在根除病灶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减

少子宫内膜所受损伤，且对患者子宫体及周围组织器

官影响较小，更有利于患者预后恢复[13-14]。但宫腔镜

电切术仅能够治疗子宫病变造成的出血，无法改善人

体内的孕激素缺乏，子宫病变极有可能再次复发。因

此，宫腔镜电切术治疗后患者还需通过服用药物补充

外源性孕激素，以保护子宫的正常生理功能。

醋酸甲地孕酮片属于孕激素类药物，其主要作用

机制为通过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调控雌激素

水平[15]。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研究报道该药物能够与

患者体内的雌激素受体结合，阻断雌激素与受体的结

合，从而抑制雌激素发挥活性作用[16]。医学研究统计

显示，醋酸甲地孕酮治疗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性病变

的有效率可高达95.92% [17]。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宫

腔镜电切术联合醋酸甲地孕酮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PBAC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醋酸甲地孕酮片可

有效改善月经失血。究其原因，可能与醋酸甲地孕酮

片可刺激内膜系统合成调节蛋白，增加子宫肌层的收

缩力有关。通过测定患者治疗前后体内性激素水平

变化，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宫腔镜电切术联合醋酸

甲地孕酮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LH、FSH、E2水平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与叶天华等 [18]研究结果相近。

LH、FSH主要由垂体分泌，作为判断卵泡发育状况的

血清学指标，LH与 FSH共同调节排卵功能并刺激卵

巢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 [19]。E2即为雌激素，是一种

由卵巢分泌的类固醇激素，可促进子宫内膜细胞增

生[20]。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血清LH、FSH、E2水平明

显低于对照组，提示醋酸甲地孕酮片可使雌激素维持

在较低水平，进而减小其对子宫内膜细胞的刺激。分

析其原因，可能是醋酸甲地孕酮片通过影响垂体促性

腺激素的分泌，控制卵巢滤泡的生长发育，进而减少

雌激素的产生。术后随访1年内疾病复发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表明宫腔镜电切术后应用醋酸甲地孕酮能够

有效调节人体激素水平，降低疾病复发率。而单纯手

术治疗对雌激素水平几乎无明显控制效果，手术联合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BAC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治疗前

163.25±31.78
157.49±33.62
0.880
0.381

治疗后

28.43±11.52a

48.74±14.38a

7.794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子宫内膜厚度比较(x-±s，mm)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治疗前

12.03±2.33
12.55±2.45
1.088
0.280

治疗后

3.51±0.68a

3.94±0.72a

3.070
0.003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性激素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50

50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LH (IU/L)
13.52±2.85
8.88±2.32a

8.928
0.001
13.81±2.01
13.30±2.38
1.578
0.250

FSH (IU/L)
14.87±5.57
7.05±2.58a

9.008
0.001
15.42±4.37
14.33±3.25
1.415
0.160

E2 (pmol/L)
414.22±29.64
207.20±25.61a

37.370
0.001
422.94±31.96
417.80±23.65
0.914
0.363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表4 两组患者随访期间的疾病复发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50
50

治疗后3个月

1 (2.00)
4 (8.00)
0.842
0.359

治疗后6个月

3 (6.00)
10 (20.00)
4.332
0.037

治疗后12个月

6 (12.00)
14 (28.00)
4.000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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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方案疗效表现更为突出。

女性正常月经周期中子宫内膜厚度会随性激素

水平发生规律性变化，而围绝经期内分泌失调会导致

子宫内膜出现增生，绝大多数子宫内膜增生属于良性

病变，但也有部分病变具有一定癌变倾向，如不及时

加以控制可能会发展为子宫内膜癌，可能会严重威胁

患者的生命健康。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宫腔镜电切

术联合醋酸甲地孕酮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平

均厚度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术后醋酸甲地孕酮片的

使用可有效抑制子宫内膜增生。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醋酸甲地孕酮片能有效补充雌激素，使子宫内膜对血

液中的雌二醇表现低敏状态，进而抑制子宫内膜增

生。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及药物不良反应

的发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宫腔镜

电切术联合醋酸甲地孕酮的治疗方案安全性较好，具

有临床实践应用价值。但本研究受随访时间限制，未

对患者远期预后结局进行调查分析，下一步将继续跟

进患者预后恢复情况，观察宫腔镜电切术联合醋酸甲

地孕酮的远期疗效表现。

综上所述，应用宫腔镜电切术联合醋酸甲地孕酮

治疗围绝经期异常子宫出血患者疗效确切，可预防术

后子宫出血的复发，限制子宫内膜增厚，降低患者体

内雌激素水平，且未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安全

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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