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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下子宫纵隔切除手术对妊娠及产科结局的影响
石晓燕 员袁王素敏 员袁胡志斌 圆鄢袁花向东 员袁顾小燕 员
渊员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妇幼保健腔镜科院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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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园园园源曰圆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袁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袁

目的院探讨宫腔镜下子宫纵隔切除术渊贼则葬灶泽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泽藻责贼怎皂袁栽悦砸杂冤对患者的妊娠及产科结局的影响遥 方

法院圆园园远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员 年 缘 月使用宫腔镜电切术治疗 员远远 例子宫纵隔患者遥 利用病历资料尧手术记录及电话随访袁分析术前尧术
后妊娠结局并总结患者产科结局遥 结果院术中无严重并发症发生袁术后首次妊娠距二探取环后最短 员 个月即妊娠袁自然流产率

从术前的 远源援缘猿豫降至术后的 员缘援圆缘豫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活产率从术前的 员援愿怨豫上升至术后的 苑圆援园猿豫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术后剖宫产率 愿园豫袁
无指征剖宫产达到总剖宫产数的 源员援员圆豫袁产后出血率 圆猿援缘猿豫袁其中需要输血的占 源缘豫袁员 例先兆性子宫破裂遥 结论院宫腔镜下
子宫纵隔切除术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妊娠结局袁术后可尽快妊娠袁加强孕期监督尧分娩方式指导及预防产后出血发生可进一步
改善其产科结局遥
咱关键词暂 子宫纵隔曰 宫腔镜曰 回顾性分析曰 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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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澡藻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葬灶凿 燥遭泽贼藻贼则蚤糟 燥怎贼糟燥皂藻 葬枣贼藻则 贼则葬灶泽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泽藻责贼怎皂
杂匀陨 载蚤葬燥鄄赠葬灶员袁宰粤晕郧 杂怎鄄皂蚤灶员袁匀哉 在澡蚤鄄遭蚤灶圆鄢袁匀哉粤 载蚤葬灶早鄄凿燥灶早员袁郧哉 载蚤葬燥鄄赠葬灶员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郧赠灶藻糟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耘灶凿燥泽糟燥责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葬贼藻则灶蚤贼赠 葬灶凿 悦澡蚤造凿 匀藻葬造贼澡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源曰圆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孕怎遭造蚤糟 匀藻葬造贼澡袁杂贼葬贼藻 运藻赠 蕴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燥枣 砸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增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袁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
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凿蚤泽糟怎泽泽 贼澡藻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葬灶凿 燥遭泽贼藻贼则蚤糟 燥怎贼糟燥皂藻 燥枣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枣贼藻则 贼则葬灶泽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泽藻责贼怎皂

渊栽悦砸杂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宰藻 糟燥造造藻糟贼藻凿 员远远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怎贼藻则怎泽 泽藻责贼葬 枣则燥皂 酝葬赠 圆园园远 贼燥 酝葬赠 圆园员员 枣则燥皂 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葬贼藻则灶蚤贼赠 葬灶凿 悦澡蚤造凿
匀藻葬造贼澡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葬灶凿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贼澡藻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葬灶凿 燥遭泽贼藻贼则蚤糟 燥怎贼糟燥皂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责则藻鄄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责燥泽贼鄄

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 憎蚤贼澡 皂藻凿蚤糟葬造 则藻糟燥则凿泽袁泽怎则早蚤糟葬造 则藻糟燥则凿泽 葬灶凿 贼藻造藻责澡燥灶藻 枣燥造造燥憎鄄怎责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晕燥 泽藻则蚤燥怎泽 糟燥皂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泽 燥糟糟怎则则藻凿 凿怎则蚤灶早

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袁葬灶凿 贼澡藻 泽澡燥则贼藻泽贼 凿怎则葬贼蚤燥灶 枣则燥皂 贼澡藻 则藻皂燥增藻 燥枣 陨哉阅 贼燥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憎葬泽 燥灶藻 皂燥灶贼澡援 粤枣贼藻则 栽悦砸杂袁贼澡藻 则葬贼藻 燥枣 泽责燥灶贼葬灶藻燥怎泽 葬遭燥则贼蚤燥灶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枣则燥皂 远源援缘猿豫 贼燥 员缘援圆缘豫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憎澡蚤造藻 贼澡藻 造蚤增藻 遭蚤则贼澡 则葬贼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枣则燥皂 员援愿怨豫 贼燥 苑圆援园猿豫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援 栽澡藻 则葬贼藻 燥枣
糟藻泽葬则藻葬灶 泽藻糟贼蚤燥灶 憎葬泽 愿园豫 袁蚤灶 憎澡蚤糟澡 贼澡藻 糟藻泽葬则藻葬灶 泽藻糟贼蚤燥灶 憎蚤贼澡燥怎贼 蚤灶凿蚤糟葬贼蚤燥灶泽 憎葬泽 源员援员圆豫 援 月藻泽蚤凿藻泽袁贼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责燥泽贼责葬则贼怎皂

澡藻皂燥则则澡葬早藻 憎葬泽 圆猿援缘猿豫袁蚤灶 憎澡蚤糟澡 贼澡藻 则葬贼藻 燥枣 遭造燥燥凿 贼则葬灶泽枣怎泽蚤燥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葬泽 源缘豫 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燥灶藻 贼澡则藻葬贼藻灶藻凿 怎贼藻则蚤灶藻 则怎责贼怎则藻 糟葬泽藻 蚤灶 燥怎则

泽贼怎凿赠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悦砸杂 糟燥怎造凿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责则燥皂燥贼藻 贼澡藻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葬灶凿 蚤皂责则燥增藻 燥怎贼糟燥皂藻泽 葬枣贼藻则 泽怎则早藻则赠援 陨灶贼藻灶泽蚤增藻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皂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 葬灶凿 泽怎枣枣蚤糟蚤藻灶贼造赠 早怎蚤凿葬灶糟藻 憎藻则藻 藻泽泽藻灶贼蚤葬造 贼燥 蚤皂责则燥增藻 贼澡藻 燥遭泽贼藻贼则蚤糟 燥怎贼糟燥皂藻 葬灶凿 责则藻增藻灶贼 责燥泽贼责葬则贼怎皂 澡藻皂燥则则澡葬早藻援
咱Key words暂

怎贼藻则怎泽 泽藻责贼葬曰澡赠泽贼藻则燥泽糟燥责赠曰则藻贼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曰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燥怎贼糟燥皂藻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 20员圆袁 猿圆渊员圆冤: 员苑员员鄄员苑员猿暂

自 员怨苑源 年 耘凿泽贼则燥皂 报道了首例宫腔镜下子宫纵

隔切除术 渊贼则葬灶泽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则藻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泽藻责贼怎皂袁栽悦砸杂冤以
来至今已经近 源园 年遥 国内外研究

咱员原源暂

间短尧出血少尧住院时间短袁可明显改善不孕尧不育患
者的生殖预后袁不增加孕期并发症袁不影响胎儿发育袁

均提示了宫腔镜

是治疗子宫纵隔的首选方法遥 但有关宫腔镜手术对患

在子宫纵隔矫治方面的优势遥 总的来说袁栽悦砸杂 手术时

者妊娠特别是产科结局影响的文献报道尚不多见袁为

咱基金项目暂

现总结本院 圆园园远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员 年 缘 月因子宫纵隔进

鄢

国家野怨苑猿冶课题资助渊圆园员员悦月怨源源猿园园冤

通讯作者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澡扎澡蚤遭蚤灶岳早皂葬蚤造援糟燥皂

了进一步明确患者在进行 栽悦砸杂 术后生殖预后如何袁
行宫腔镜手术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袁并报道如下遥

原员苑员圆原

员
员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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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学

表 员 栽悦砸杂 手术前尧手术后组妊娠情况比较
栽葬遭造藻 员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蚤燥灶 燥枣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燥怎贼糟燥皂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责则藻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葬灶凿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早则燥怎责 燥枣 栽悦砸杂
咱灶渊豫冤暂
栽悦砸杂 术前组
栽悦砸杂 术后组
孕值
渊灶 越 圆远缘冤
渊灶 越 员员愿冤

对象

圆园园远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员 年 缘 月经子宫输卵管碘油

造影尧妇科 月 超尧宫腔镜检查尧核磁共振尧宫腔镜原腹

组别

栽悦砸杂 手术的患者 员远远 例袁年龄渊圆苑援愿怨 依 猿援源愿冤岁遥

自然流产

例因各种原因不愿再妊娠袁且首次术后避孕的患者袁

早产

腔镜联 合等检查 方式确诊为 子宫 纵 隔 并 首 次 行

术后共随访到 员猿苑 例渊随访率 愿圆援缘豫冤袁 排除 苑

共收集到 员猿园 例术后生育状况遥
员援圆

方法

使用日本 韵造赠皂责怎泽 等离子被动式连续灌流可旋

转电切镜袁工作频率电切 圆源园 宰袁电凝 圆园园 宰袁灌流
液为 园援怨豫氯化钠溶液遥 针状电极横行切开子宫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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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产数

园园缘渊员援愿怨冤

愿缘渊苑圆援园猿冤

约 园援园员

园园源渊员援缘员冤

园圆渊员援远怨冤

员援园园

员员苑渊远源援缘猿冤园

死胎

员愿渊员缘援圆缘冤

园园源渊员援缘员冤

员园渊愿援源苑冤园

约 园援园员

园圆渊员援远怨冤

园园源渊员援缘员冤

异位妊娠

约 园援园员
员援园园

例是因为前置胎盘出血袁圆 例因为社会因素剖宫产袁
员 例双胎妊娠合并 陨灾云 术后珍贵儿冤遥
圆援猿

栽悦砸杂 术后产科结局

栽悦砸杂 术后随访到的 员猿园 例中共有 愿源 例妊娠

隔袁环状电极修补宫腔使其术后呈倒三角形遥 术后

达 圆愿 周以上并分娩袁其中 员 例术后分娩 圆 次袁共分

始行雌尧 孕激素人工周期袁 戊酸雌二醇 圆 皂早 辕 次袁猿

愿远 位新生儿袁体重渊猿 猿源圆援缘远 依 缘员愿援缘愿冤早袁均为活产遥

宫腔置球囊袁缘耀苑 凿 后取出并上节育器遥 术后当日开

次 辕 凿袁共 圆员 凿袁后 员园 凿 加地屈孕酮 员园 皂早 辕 次袁圆 次 辕 凿袁
圆耀猿 个月后进行二次宫腔镜检查并取环袁 如宫腔镜
二探手术发现宫腔粘连或纵隔残留则行二次手术遥

术后随访袁包括门诊随访尧产科住院病历资料尧电
话随访遥随访指标院宫腔镜二探结果尧术后妊娠距取环

娩 愿缘 次遥 员 例经 陨灾云鄄耘栽 治疗分娩双胞胎袁 共出生

另外目前尚有 员员 例正在妊娠中 渊早期妊娠 员 例袁中
期妊娠 远 例袁晚期妊娠 源 例冤遥

愿缘 次分娩中经阴道分娩 员苑 例袁 剖宫产共 远愿

例袁剖宫产率为 愿园豫渊远愿 辕 愿缘冤遥 剖宫产原因见表 圆遥
表 圆 栽悦砸杂 术后剖宫产原因

栽葬遭造藻 圆

时间尧妊娠过程尧妊娠结局尧分娩方式尧分娩期并发症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录入 耘载悦耘蕴 统计软件袁 计数资料采

社会因素

用 字圆 检验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臀位
前置胎盘

果

巨大儿
切盼儿

手术情况及术后妊娠时间

先兆子宫破裂

员远远 例第 员 次手术均未发生子宫穿孔尧 低钠血

重度子痫

症尧肠管或膀胱损伤等严重并发症袁共 员源圆 例于术后

阴道纵隔

圆耀猿 个月行宫腔镜二探术袁 其中 苑 例因宫腔粘连行

胎儿宫内窘迫

圆 次宫腔镜下宫腔粘连电切术袁圆 例纵隔残留跃 员 糟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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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缘 次分娩共发生产后出血 圆园 例袁产后出血发生

率 圆猿援缘猿豫渊圆园 辕 愿缘冤袁其中 怨 例因出血量大而需输血治
疗袁占产后出血人数的 源缘豫渊怨 辕 圆园冤遥 还有 员 例存在先
兆性子宫破裂袁其妊娠时间为取环后 苑 个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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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援员 宫腔镜下子宫纵隔切除手术安全性及妊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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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手术问世之前袁传统的子宫纵隔治疗方
法是经腹切开子宫袁剪去纵隔袁再予缝合成形子宫遥
这种手术损伤大袁恢复慢袁住院时间长袁术后的疤痕
子宫需要 圆 年以后才能妊娠生育袁对于那些术后妊
娠并能维持至足月者袁往往需要剖宫产分娩以防止

及时针对产时状况采取止血措施袁 应该也是进一步
改善 栽悦砸杂 术后患者产科结局的关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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