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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 分析体外受精渊蚤灶 增蚤贼则燥 枣藻则贼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袁陨灾云冤 辕 卵细胞浆单精子注射原胚胎移植渊蚤灶贼则葬糟赠贼燥责造葬泽皂蚤糟 泽责藻则皂 蚤灶躁藻糟贼蚤燥灶鄄

藻皂遭则赠燥 贼则葬灶泽枣藻则袁陨悦杂陨鄄耘栽冤术后双胎妊娠的临床生殖结局袁探讨降低辅助生殖技术中多胎率的有效治疗措施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耘栽 术后获得双胎妊娠的 源圆缘 例孕妇的妊娠并发症尧分娩方式和围产期结局遥 结果院淤行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耘栽 源 远园猿 个治

疗周期袁双胎率 圆猿援猿缘豫袁流产率 怨援员愿豫袁妊娠并发症发生率 员猿援源员豫袁出生缺陷发生率 员援远园豫曰于活胎双胎组孕周咱渊圆怨援远远 依 猿援远源

周冤 增泽援 渊猿园援远怨 依 猿援源苑 周冤暂尧 出生体重咱渊圆援远源 依 园援源缘冤噪早 增泽援 渊猿援员圆 依 园援远源冤噪早暂低于活胎单胎组袁剖宫产率渊怨苑援远愿豫 增泽援 苑苑援猿愿豫冤尧早

产率渊源员援园远豫 增泽援 员远援远苑豫冤尧低体重儿发生率渊源圆援园缘豫 增泽援 员怨援园缘豫冤高于活胎单胎组袁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曰盂多胎减胎
组和自然减胎组比未减胎组获得良好的生殖结局袁孕周咱渊猿愿援园园 依 圆援园猿冤周尧渊猿苑援愿怨 依 圆援源远冤周 增泽援 渊猿远援源猿 依 员援苑苑冤周冤暂和出生体重

咱渊猿援园缘 依 园援远缘冤噪早尧渊猿援员缘 依 园援远猿冤噪早 增泽援 渊圆援远源 依 园援源缘冤噪早暂尧早产率渊员猿援远源豫尧员缘援苑员豫 增泽 猿苑援圆源豫冤等方面比较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遥
结论院在辅助生殖技术中袁双胎较单胎妊娠发生早产尧低出生体重不良风险高袁需重视其围生期保健和产前检查遥 临床早期预测

并进行减胎等补救性手段是安全有效的干预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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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灶葬造赠泽蚤泽 葬灶凿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增藻 泽贼则葬贼藻早蚤藻泽 燥灶 贼憎蚤灶泽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燥怎贼糟燥皂藻 葬枣贼藻则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耘栽

在澡葬灶早 再葬灶袁阅燥灶早 允怎葬灶袁悦葬蚤 蕴蚤灶早遭燥袁酝葬 蕴燥灶早袁匝蚤葬灶 砸蚤糟澡藻灶早袁蕴蚤怎 允蚤葬赠蚤灶鄢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悦造蚤灶蚤糟葬造 砸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增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葬灶葬造赠扎藻 贼憎蚤灶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则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燥灶 燥怎贼糟燥皂藻 葬枣贼藻则 蚤灶 增蚤贼则燥 枣藻则贼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 渊陨灾云冤 辕 蚤灶贼则葬糟赠贼燥责造葬泽皂蚤糟 泽责藻则皂

蚤灶躁藻糟贼蚤燥灶渊陨悦杂陨冤鄄藻皂遭则赠燥 贼则葬灶泽枣藻则渊耘栽冤袁 贼澡藻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皂藻葬泽怎则藻 憎葬泽 藻曾责造燥则藻凿 蚤灶 燥则凿藻则 贼燥 则藻凿怎糟藻凿 粤砸栽 皂怎造贼蚤责造藻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则葬贼藻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栽澡藻 凿葬贼葬 燥枣 源圆缘 蚤灶枣藻则贼蚤造藻 糟燥怎责造藻泽 憎藻则藻 则藻泽贼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袁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则葬贼藻袁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糟燥皂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泽袁凿藻造蚤增藻则赠 憎葬赠 葬灶凿
责藻则蚤灶葬贼葬造 燥怎贼糟燥皂藻泽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淤栽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耘栽 源 远园猿 糟赠糟造藻泽袁贼澡藻 贼憎蚤灶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则葬贼藻 憎葬泽 圆猿援猿缘豫袁贼澡藻 葬遭燥则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 憎葬泽

怨援员愿豫袁贼澡藻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糟燥皂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泽 燥糟糟怎则则藻灶糟藻 则葬贼藻 憎葬泽 员猿援源员豫袁葬灶凿 贼澡藻 遭蚤则贼澡 凿藻枣藻糟贼泽 则葬贼藻 憎葬泽 员援远园豫援 于月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贼憎燥 造蚤增藻 遭燥则灶 蚤灶枣葬灶贼
早则燥怎责 葬灶凿 燥灶藻 造蚤增藻 遭燥则灶 蚤灶枣葬灶贼 早则燥怎责袁贼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泽 蚤灶 枣藻贼葬造 葬早藻 咱渊圆怨援远远 依 猿援远源冤 增泽援 渊猿园援远怨 依 猿援源苑冤憎藻藻噪暂袁

遭蚤则贼澡 憎藻蚤早澡贼咱渊圆援远源 依园援源缘冤 增泽援 渊猿援员圆 依 园援远源冤噪早暂袁 糟藻泽葬则藻葬灶 凿藻造蚤增藻则赠 则葬贼藻 渊怨苑援远愿豫 增泽援 苑苑援猿愿豫冤袁责则藻皂葬贼怎则藻 凿藻造蚤增藻则赠 则葬贼藻 渊源员援园远豫 增泽援 员远援远苑豫冤袁

造燥憎鄄憎藻蚤早澡贼 遭葬遭赠 燥糟糟怎则则藻灶糟藻 则葬贼藻 渊源圆援园缘豫 增泽援 员怨援园缘冤豫援 盂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凿葬贼葬 蚤灶 皂怎贼蚤枣藻贼葬造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 葬灶凿
泽责燥灶贼葬灶藻燥怎泽 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 憎蚤贼澡 灶燥 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袁贼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泽 蚤灶 贼澡藻 枣藻贼葬造 葬早藻 咱渊猿愿援园园 依 圆援园猿冤袁
渊猿苑援愿怨 依 圆援源远冤 增泽援 渊猿远援源猿 依 员援苑苑冤憎藻藻噪暂袁遭蚤则贼澡 憎藻蚤早澡贼 咱渊猿援园缘 依 园援远缘冤袁渊猿援员缘 依 园援远猿冤 增泽援 渊圆援远源 依 园援源缘冤噪早暂

葬灶凿 责则藻皂葬贼怎则藻 凿藻造蚤增藻则赠

则葬贼藻 渊员猿援远源豫 袁员缘援苑员豫 增泽 猿苑援圆源豫 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贼澡藻 粤砸栽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则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燥灶 燥怎贼糟燥皂藻 燥枣 贼憎蚤灶 憎蚤贼澡 泽蚤灶早造藻 造蚤增藻 遭燥则灶

蚤灶枣葬灶贼袁贼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澡蚤早澡藻则 澡葬扎葬则凿 蚤灶 责则藻皂葬贼怎则藻 葬灶凿 造燥憎藻则 遭蚤则贼澡 憎藻蚤早澡贼援 宰燥皂藻灶 憎蚤贼澡 粤砸栽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蚤藻泽 泽澡燥怎造凿 早藻贼 皂燥则藻 责藻则蚤灶葬贼葬造 糟葬则藻
葬灶凿 葬灶贼藻灶葬贼葬造 藻曾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援 悦造蚤灶蚤糟葬造 葬贼贼藻灶贼蚤燥灶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责葬蚤凿 贼燥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藻葬则造蚤藻则袁葬灶凿 皂怎造贼蚤责造藻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 贼藻则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蚤灶 贼蚤皂藻
蚤泽 增藻则赠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枣燥则 蚤皂责则燥增蚤灶早 贼澡藻 责藻则蚤灶葬贼葬造 燥怎贼糟燥皂藻泽援
咱Key words暂

蚤灶 增蚤贼则燥 枣藻则贼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 辕 蚤灶贼则葬糟赠贼燥责造葬泽皂蚤糟 泽责藻则皂 蚤灶躁藻糟贼蚤燥灶鄄藻皂遭则赠燥 贼则葬灶泽枣藻则则藻凿曰葬泽泽蚤泽贼藻凿 则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增藻 贼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曰贼憎蚤灶泽曰

皂怎贼蚤枣藻贼葬造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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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渊云载运圆园员圆圆员冤曰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妇科曰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资助项目渊孕粤孕阅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躁赠造蚤怎赃灶躁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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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远耀员愿 澡 在倒置显微镜 源园园 倍下观察胚胎受精情

枣藻则贼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鄄藻皂遭则赠燥 贼则葬灶泽枣藻则袁陨灾云鄄耘栽冤试管婴儿 蕴燥怎蚤泽藻

况袁 第 圆 天和第 猿 天观察受精卵的卵裂情况袁 第 猿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渊葬泽泽蚤泽贼藻凿 则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增藻 贼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袁
粤砸栽冤飞速发展袁如胚胎及其配子的冷冻技术袁未成

质无异常袁无碎片曰域级院卵裂球对称或不对称袁胞
质无异常袁碎片约员园豫曰芋级院卵裂球对称或不对称袁

月则燥憎灶 出生袁员怨怨圆 年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渊蚤灶贼则葬糟赠贼燥鄄
责造葬泽皂蚤糟 泽责藻则皂 蚤灶躁藻糟贼蚤燥灶袁陨悦杂陨冤技术产生袁三十多年来

熟卵体外培养袁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等新技术广

泛应用于临床袁已成为不孕症的有效治疗手段遥 据
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报道袁全世界每年出生的

粤砸栽 婴儿总数超过 猿缘 万袁 试管婴儿累计数量已多
达 缘园园 万袁圆缘豫耀缘园豫的 粤砸栽 治疗可能发生多胎妊
娠咱员原圆暂袁通过 粤砸栽 获得的双胎活产率美国约 猿园豫袁欧

洲 圆员豫袁而自然妊娠的双胎活产率约为 员援远豫 遥 妊
娠高血压综合征尧糖尿病尧胎膜早破尧先兆早产和胆
汁淤积综合征等不良妊娠合并症袁子代早产尧低出
生体重尧出生缺陷等风险与自然妊娠相比是否存在
差异袁粤砸栽 授孕妇女及其子代的安全性也越发引起
关注遥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耘栽 术后
获得双胎妊娠的 源圆缘 例孕妇的妊娠并发症尧分娩方
式和围产期结局袁以期探讨获得更好的妊娠结局和
降低多胎率的有效治疗措施和方法遥
咱猿原源暂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中心不孕患者常规行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 术前检查袁严
格执行我国卫生部的适应征袁圆园员员 年行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
耘栽 共 源 远园猿 个移植治疗周期袁术后获得双胎妊娠患
者 源圆缘 例袁年龄 圆圆耀源远 岁袁平均渊圆怨援愿怨 依 猿援远苑冤岁遥
培养箱渊粤泽贼藻糟 公司袁日本冤袁体式显微镜渊尼康公
司袁日本冤袁倒置显微镜操作仪渊莱卡公司袁德国冤袁月
超渊深圳迈瑞公司冤袁超净台渊上海苏净公司冤袁离心
机 渊匀藻贼贼蚤糟澡 公司袁 德国冤袁孕月杂 液和 杂责藻则皂 宰葬泽澡 液
渊杂粤郧耘 公 司 袁 美 国 冤袁匀栽云 液 尧酝燥凿蚤枣蚤藻凿鄄匀栽云 液 和
陨泽燥造葬贼藻 液等培养液渊陨则增蚤灶藻 公司袁美国冤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耘栽 治疗
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采用自然周期尧 微刺激方
案和常规促排卵方案等不同的卵巢刺激方案袁直到
卵泡直径达到成熟标准后袁肌肉注射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渊糟澡燥则蚤燥灶蚤糟 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澡蚤灶袁澡悦郧冤 猿缘耀猿远 澡 后在阴
道超声探头引导下使用 员苑郧 穿刺针渊悦燥燥噪 公司袁澳
大利亚冤袁在 员园愿 皂皂匀早 负压下进行卵子抽吸采集遥
男方精液常规密度梯度离心法洗涤处理遥 按本中心
操作规程进行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 临床操作咱缘原苑暂遥 精卵结合后

天挑选 员耀圆 枚可移植胚胎在 月 超引导下进行宫腔
内移植遥 将胚胎分为 源 级袁即玉级院卵裂球对称袁胞
碎片为 员园豫耀圆缘豫曰 郁级院 卵裂球对称或不对称袁碎
片跃 圆缘豫遥 玉级和域级胚胎评为优质胚胎曰芋级以上
胚胎为可移植胚胎曰郁级胚胎为不可移植胚胎遥 如

果女方出现卵巢过度刺激或自身原因等情况本周
期无法进行胚胎移植袁则先行胚胎冷冻袁视女方情
况择期行胚胎解冻和胚胎移植治疗遥
员援圆援圆

选择性减胎术和妊娠结局
胚胎移植后行常规黄体支持保胎治疗袁 第 员源
天检测血 澡悦郧 阳性为生化妊娠袁 移植后第 猿缘 天 月
超检查孕囊数和胎心袁确认临床妊娠遥 多胎妊娠 苑 周
前的患者袁用 员苑郧 穿刺针直接刺入胚胎原始心血管
搏动区袁转动抽吸至胎心搏动停止遥 妊娠 苑耀怨 周的
患者袁 采用机械绞杀法即用针芯装入绞杀器的 员苑郧
穿刺针袁刺入胚胎原始心血管搏动区后袁绞杀器露
出针尖袁反复转动直至胎心搏动停止遥 术后第 员 天尧
员 周后分别 月 超检查减胎胎儿及存活胎儿情况袁继
续行常规保胎治疗遥 门诊或产科病房电话随访患者
妊娠过程尧分娩结局和新生儿出生结局遥
计算公式院 临床妊娠数越单胎数垣双胎数垣三胎
数垣异位妊娠数 渊宫内外妊娠暂计入异位妊娠冤曰畸
形儿数越流产和分娩的畸形胎儿曰临床妊娠率越临床
妊娠数 辕 耘栽 周期数曰流产率渊豫冤越渊早期流产数垣晚期
流产数冤 辕 临床妊娠数伊员园园豫曰活产率渊豫冤越分娩活婴
渊双尧 多胎按 员 个计算冤 辕 耘栽 周期数伊员园园豫曰 畸形率
渊豫冤越畸形儿数 辕 分娩活婴数伊员园园豫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本文数据资料来源于江苏省临床生殖医学管
理系统渊悦悦砸酝冤袁选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园 统计分析软件袁计
量资料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组间率的比较
采用 字圆 检验袁组间均数的比较用 贼 检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耘栽 的临床妊娠结局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耘栽 行 源 远园猿 个治疗移植周期袁移植
愿 园猿源 个胚胎袁临床妊娠率是 猿怨援缘源豫渊员 愿圆园 辕 源 远园猿冤袁双
胎率是 圆猿援猿缘豫渊源圆缘 辕 员 愿圆园冤袁其中 源员缘 例患者移植
圆枚胚胎获得双孕囊袁员 例移植 猿 枚胚胎和 怨 例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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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等院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鄄耘栽 术后双胎妊娠的临床结局及预防对策

员 枚胚胎均获双孕囊遥 妊娠高血压尧肝内胆汁淤积症

等方面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遥

怨援员愿豫渊猿怨 辕 源圆缘冤遥 其中 圆 例患者各发生 员 胎死产袁
猿园圆 例为活胎双胎组袁活胎单胎组为 愿源 例袁共出生

婴儿袁员远 例剖宫产袁员 例发生出生缺陷曰月 组 员园 例发
生妊娠并发症袁远远 例患者活产 远远 个婴儿袁源怨 例剖

等妊娠并发症发生率是 员猿援源员豫渊缘苑 辕 源圆缘冤袁流产率是

粤 组 猿 例发生妊娠并发症袁员愿 例患者活产 圆园 个

远愿愿 个活产婴儿袁 出生缺陷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等疾
病参照 叶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曳咱愿暂袁
畸形率为 员援远园豫渊员员 辕 远愿愿冤遥

宫产袁无出生缺陷发生曰悦 组 源源 例发生妊娠并发症袁
猿园圆 例患者活产 远园圆 个婴儿袁圆怨缘 例剖宫产袁员园 例发

胎组袁剖宫产率尧早产率尧低体重儿发生率高于单胎
活产袁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遥而在流产次数尧 种

早产率分别是 员猿援远源豫渊猿 辕 圆圆冤尧员缘援苑员豫渊员员 辕 苑园冤尧猿苑援圆源豫
渊员圆源 辕 猿猿猿冤曰低体重儿发生率分别是 圆缘援园园豫渊缘 辕 圆园冤尧

圆援圆 活胎单胎组与活胎双胎组两组间的比较
活胎双胎组孕周尧出生体重尧年龄低于活胎单

植优质胚胎数尧内膜厚度尧妊娠并发症发生率尧畸形

率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表 员冤遥
圆援猿 多胎减胎组尧自然减胎组与未减胎组的比较
多胎减胎渊粤冤组和自然减胎渊月冤组比未减胎渊悦冤
组袁获得良好的妊娠结局袁孕周尧出生体重和早产率
表员
栽葬遭造藻员

活胎单胎组与活胎双胎组两组间的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凿葬贼葬 蚤灶 燥灶藻 葬灶凿 贼憎燥 造蚤增藻
遭燥则灶 蚤灶枣葬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指标
年龄渊岁冤
流产次数渊次冤
内膜厚度渊皂皂冤
移植优质胚胎数渊个冤
孕周渊周冤
早产率 渊豫冤
剖宫产率渊豫冤
并发症发生率渊豫冤
出生体重渊噪早冤
低体重儿发生率渊豫冤
畸形率渊豫冤

单胎组渊灶越愿源冤 双胎组渊灶越猿园圆冤 孕 值
园援园圆园
圆怨援远远 依 猿援远源
猿园援远怨 依 猿援源苑园
园援愿员园
园园援缘员 依 园援愿苑
园援缘源 依 园援怨员
园援缘怨园
员园援愿远 依 员援愿怨
员园援苑源 依 员援苑愿园
园援员圆园
园员援愿员 依 园援源园
员援苑源 依 园援源苑
猿远援源猿 依 员援苑苑 约园援园园员
猿苑援怨猿 依 圆援猿缘园
约园援园园员
源员援园远
员远援远苑
约园援园园员
怨苑援远愿
苑苑援猿愿
园援缘愿园
员源援圆源
员远援远苑
猿援员圆 依 园援远源
园圆援远源 依 园援源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源圆援园缘
员怨援园缘
园员援源怨
园圆援猿愿
园援缘源园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生出生缺陷遥 妊娠并发症发生率分别是 员猿援远源豫渊猿辕 圆圆冤尧

员源援圆怨豫渊员园 辕 苑园冤尧员猿援圆员豫渊源源 辕 猿猿猿冤曰剖宫产率分别是
愿愿援愿怨豫 渊员远 辕 员愿冤尧苑源援圆源豫 渊源怨 辕 远远冤尧怨苑援远愿豫 渊圆怨缘 辕 猿园圆冤曰
员远援远苑豫渊员员 辕 远远冤尧猿愿援园源豫渊圆圆怨 辕 远园圆冤曰 出生缺陷发生率

分 别 是 缘援园园豫 渊员 辕 圆园冤尧园豫渊园 辕 远远冤尧员援远苑豫渊员园 辕 远园圆冤遥
猿组出生缺陷畸形发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遥 粤 组与 月
组各方面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遥 在孕周尧早产率尧剖
宫产率和出生体重方面袁粤尧月 组与 悦 组比较袁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渊表 圆冤遥
猿

讨 论

在不孕患者 粤砸栽 治疗过程中袁为了获得良好的
妊娠结局袁临床一般移植多枚胚胎袁粤砸栽 多胎妊娠
率 员缘豫 耀猿园豫 远 高 于 自 然 多 胎 妊 娠 率 员豫 耀圆豫 遥
耘增葬灶泽 等咱怨暂 认为 苑园豫的双胎尧怨怨豫的多胎妊娠渊三胎
及以上冤是不孕症者治疗的结果遥 孕蚤灶遭燥则早 等咱员园暂研究
丹麦 粤砸栽 婴儿袁 也发现 粤砸栽 子代中双胎率高达
源园豫曰运燥蚤增怎则燥增葬 等 咱员员暂 对芬兰北部 粤砸栽 子代进行研
究袁其中 缘园援猿豫为单胎妊娠袁而双胎妊娠为 源园援圆豫曰
杂糟澡蚤藻增藻 等 咱员圆暂研究美国 粤砸栽 子代同自然出生渊灶葬贼怎鄄
则葬造造赠 糟燥灶糟藻蚤增藻凿袁晕悦冤的子代进行比较袁结果显示 粤砸栽

多胎减胎渊粤冤组尧自然减胎渊月冤组与未减胎渊悦冤组 猿 组间的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凿葬贼葬 蚤灶 皂怎贼蚤枣藻贼葬造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渊粤冤袁泽责燥灶贼葬灶藻燥怎泽 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渊月冤 葬灶凿 灶燥 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 渊悦冤
早则燥怎责泽

指标
年龄渊岁冤
流产次数渊次冤
内膜厚度渊皂皂冤
移植优质胚胎数渊个冤
孕周渊周冤
早产率 渊豫冤
剖宫产率渊豫冤
并发症发生率渊豫冤
出生体重渊噪早冤
低体重儿发生率渊豫冤
畸形率渊豫冤

粤组
渊灶越圆圆冤
猿员援园怨 依 猿援怨源
园园援圆苑 依 园援缘缘
员园援缘员 依 员援远苑
园员援愿远 依 园援猿缘
猿愿援园园 依 圆援园猿
员猿援远源
愿愿援愿怨
员猿援远源
园猿援园缘 依 园援远缘
圆缘援园园
园缘援园园

月组
渊灶越苑园冤

猿园援园怨 依 猿援缘怨
园园援缘猿 依 园援愿猿
员园援苑缘 依 员援苑缘
园员援苑猿 依 园援源愿
猿苑援愿怨 依 圆援源远
员缘援苑员
苑源援圆源
员源援圆怨
园猿援员缘 依 园援远猿
员远援远苑
园园

悦组
渊灶越猿猿猿冤

圆怨援苑苑 依 猿援远愿
园园援缘圆 依 园援愿愿
员园援愿缘 依 员援愿远
园员援愿员 依 园援源员
猿远援源猿 依 员援苑苑
猿苑援圆源
怨苑援远愿
员猿援圆员
园圆援远源 依 园援源缘
猿愿援园源
园员援远苑

粤 增泽援 月
园援圆苑
园援员园
园援缘苑
园援员远
园援愿苑
园援愿员
园援员怨
员援园园
园援缘猿
园援源园
园援园苑

孕值

月 增泽援 悦
约园援缘员园
约园援怨远园
约园援远怨园
约园援员怨园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愿员园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园
约园援圆怨园

粤 增泽援 悦
约园援员员
约园援园远
约园援源员
约园援缘远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猿
约园援园猿
约员援园园
约园援园员
约园援圆源
约园援圆苑

窑员猿园园窑

南

京

医

科

孩子中双胎妊娠率高达 源猿豫袁明显高于 晕悦 的孩子曰

圆园员园 年美国因 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 造成的多胎妊娠的分娩率
约为 源远援圆豫咱员猿暂遥 近年多胎妊娠有所下降袁本中心研究
显示双胎率为 圆猿援猿缘豫袁多胎妊娠率的差异是由世界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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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遭藻糟噪憎蚤贼澡鄄憎蚤藻凿藻皂葬灶灶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袁月宰杂冤和安吉曼渊葬灶鄄

早藻造皂葬灶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袁粤杂冤 综合征等存在基因印迹缺陷咱员怨暂遥

粤砸栽 过程促排卵等药物作用于卵子袁 体外陨灾云 辕 陨悦杂陨
技术作用于精子和卵子间的受精过程袁体外胚胎培

各国各生殖中心的促排卵方案和移植策略不同所
造成的遥 多胎妊娠率可能被高估袁因为死产也包含

养尧胚胎活检尧胚胎冻融与移植作用于胚胎发育早
期的敏感时期袁 且人为干预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机

发生 员 例死产遥 本文研究显示双胎妊娠出现低孕
周尧低出生体重尧高早产尧高剖腹产尧低体重儿出生

力尧糖代谢及心血管系统发育等指标袁尚需长期跟
踪随访遥 但出生缺陷不仅仅与 粤砸栽 有关袁可能影响

在多产的定义里袁本研究就有 圆 例双胎妊娠患者各

比例高等结果袁 与国内外众多研究共识相一致袁多
胎妊娠新生儿生存质量明显低于单胎妊娠袁其结局
和预后也更差遥
由于在母亲宫腔中双胎较单胎承受压力大袁
粤砸栽 患者多年不孕袁求子心切袁认为阴道分娩危险
性高等袁 加之社会因素和医疗环境的变化袁 导致
粤砸栽 双胎剖宫产率的增高遥 随之带来的是母亲潜在
的如切口感染尧纯母乳喂养低尧疤痕子宫等不良反应遥
在围产期和新生儿结局方面袁部分研究显示与自然双
胎妊娠比较袁粤砸栽 双胎发生早产和极低出生体重儿
的风险高咱员源暂袁国内 远 个生殖中心 粤砸栽 出生儿渊粤砸栽
组 员圆 员源园 例尧单胎 远 源怨怨 例尧多胎 缘 远源员 例冤和同地区尧
同时期配对的自然妊娠出生儿渊对照组 员愿 愿园园 例尧单
胎 员愿 园远苑 例尧多胎 苑猿猿 例冤的临床资料回顾性队列
研究发现咱员缘暂袁单胎 粤砸栽 组与自然对照组的低出生体
重发生率分别为 缘援员豫与 远援缘豫袁多胎 粤砸栽 组与自然
妊娠对照组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分别为 源猿援猿豫与
缘愿援猿豫袁发现 粤砸栽 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接近自然妊
娠组的 猿 倍袁与 粤砸栽 组新生儿多为多胎有关遥 若消
除多 胎因素袁粤砸栽 出生儿的 体重应该是 上升的遥
粤砸栽 多胎是多胚胎移植所致多卵多胎袁而自然妊娠
多胎中单卵多胎比率高袁后者更易发生胎盘功能相
对不足尧胎儿间输血等异常妊娠情况遥 粤砸栽 低生育
力不孕患者的潜在病因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产生的
影响更大遥 粤砸栽 治疗中促排卵是极为重要的环节袁
利用外源性的促性腺激素可以提高卵泡的募集及
卵子的产出袁与启动剂量密切相关袁卵泡相关指标尧
激素水平和内膜容受性极为重要 咱员远原员苑暂袁患者在促排
卵过程中出现体内高雌激素尧高孕酮尧高胰岛素生
长因子等内分泌变化袁会引发母亲的妊娠糖尿病等
并发症袁妊娠期糖尿病属于高危妊娠咱员愿暂袁而母亲体
内糖代谢环境的改变袁会产生某些生物化学变化导
致染色体分离错误袁造成子代遗传缺陷发生袁印迹
基因的表达失调会致胎儿发育异常遥 已有研究报道
粤砸栽 子代胎儿异常脐疝原巨舌原巨大发育综合征

制袁其远期安全性如子代生长尧智力尧社会适应能

因素还包括父母尧多囊卵巢综合征内分泌异常尧精子
质量尧吸烟酗酒等生活方式尧体重指数尧后天影响因素
等袁需更多资料来研究和证实遥我国于 圆园员圆 年 怨 月发

布 叶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曳袁圆园员员 年出生缺陷的发
生率为 缘援远豫袁先天性心脏病 源园援怨缘豫排名第一遥 本研
究 员员 例出生缺陷袁 畸形率为 员援远园豫袁猿 例为先天性心
脏病遥 目前研究数据显示严格按规程操作的 粤砸栽 技
术是安全的袁粤砸栽 子代结局尚是安全的袁但是 粤砸栽 早
期胚胎发育干扰对其子代成年和中老年后各系统疾
患的发生作用和机制尚需长远的追踪研究遥
随着 粤砸栽 技术的广泛应用袁多胎妊娠的发生增
加袁为了提高存留儿的生存质量和存活几率袁选择
性减胎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袁它具有微创尧安全和
有效等优点袁是防止多胎妊娠的有效补救措施遥 随
着医疗技术发展袁双胎保护支持结局较好袁但造成
医疗资源浪费尧新生儿费用增加等问题遥 本中心相
关研究表明单胚胎移植与双胚胎移植在累计妊娠
率上无差异袁 但明显降低多胎妊娠和母婴并发症袁
获得良好妊娠结局咱圆园暂遥 粤砸栽 囊胚培养和冻融复苏技
术的不断提高袁给不孕患者提供更多的移植选择方
案咱圆员原圆圆暂遥 目前从技术上已基本具备了实施单胚胎移
植的条件袁但由于目前国家相关政策尧技术行规以
及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考虑周期治疗费用和妊
娠率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袁没有被临床广泛应用遥 随
着我国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袁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孕
夫妇期望获得一个高质量健康的活产单胎袁将多余
胚胎冷冻袁择期再生育遥所以一个 粤砸栽 治疗周期中袁
移植几个胚胎袁需考虑患者的目的袁两次单胎妊娠
还是单次双胎妊娠袁母儿妊娠风险评估和活产预测
等内容需医患双方共同商定遥
在 粤砸栽 技术中袁 双胎较单胎妊娠发生早产尧低
出生体重的风险高袁需重视其围生期保健和产前检
查遥 为有效预防多胎妊娠的发生袁使 粤砸栽 不孕患者
获得良好的妊娠结局袁 临床控制胚胎移植数目袁选
择单胚胎移植策略是主动有效的治疗措施袁早期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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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预测并进行减胎术等是补救性手段袁均为安全有
效的干预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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