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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促排卵药物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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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尿促性腺激素渊HMG冤尧来曲唑渊LE冤尧克罗米芬渊CC冤三种促排卵药物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遥

方法 选取 150 例排卵功能障碍致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袁将其分为 HMG 组尧LE 组尧CC 组袁每组各 50 例袁三组
患者分别单药应用 HMG尧LE尧CC 作为促排卵治疗方案袁然后行宫腔内人工授精渊IUI冤治疗遥 对三组患者促排卵治
疗前尧HCG 注射日的子宫内膜容受性指标及血清激素水平进行检测和分析遥 对三组患者的临床妊娠率进行观察

和对比遥 结果 在促排卵治疗后袁LE 组患者治疗后的子宫内膜厚度尧子宫内膜容积尧VI尧FI尧VFI 水平高于 HMG 组
或 CC 组袁子宫动脉 PI尧RI尧S/D 水平低于 HMG 组或 CC 组袁HMG 组患者的 VI尧FI尧VFI 水平高于 CC 组袁HMG 组患
者治疗后的血清 FSH尧E2 水平高于 CC 组或 LE 组袁血清 LH 水平低于 CC 组或 LE 组袁LE 组患者的临床妊娠率高

于其他两组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在针对排卵功能障碍致不孕症患者的单药促排卵治疗中袁相

对于应用 CC 方案或 HMG 方案袁应用 LE 方案可改善患者的子宫内膜容受性指标袁血清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小袁临
床妊娠率明显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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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ree ovulation induction drugs on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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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ree ovulation induction drugs袁human menopausal gonadotrophin
渊HMG冤袁letrozole渊LE冤 and clomiphene渊CC冤袁on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Methods A total of 150 infertility patients

caused by ovulatory dysfunc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he HMG group袁the LE group

and the CC group袁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HMG袁LE and CC as
the ovulation induction regimen袁and then were treated with intrauterine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渊IUI冤. The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indexes and serum hormone levels of patients in the three groups before ovulation induction treatment and
on the day of HCG injection were detected and analyzed. The clinical pregnancy rate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ob鄄
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fter ovulation induction treatment袁in the LE group袁the endometrial thickness袁endome鄄

trial volume袁and the levels of VI袁FI and VFI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MG group or the CC group; the levels of

PI袁RI and S/D in the uterine artery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HMG group or the CC group. The levels of VI袁FI and

VFI in the HMG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C group. After treatment袁 in the HMG group袁the serum FSH
and E2 level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C group or the LE group袁while the serum LH level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C group or the LE group. The clinical pregnancy rate in the L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The abov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渊P<0.05冤. Conclusion In the single-drug ovulation

induction therapy for infertility patients with ovulatory dysfunction袁compar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C or HMG regi鄄
men袁the application of LE regimen can improve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indexes袁with less fluctuation of the serum sex
hormone level and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linical pregnancy rate.

[Key words] Human menopausal gonadotrophin; Letrozole; Clomiphene; Ovulation induction therapy; Endometrial re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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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卵功能障碍是导致不孕症的常见病因袁占所有

不孕症病因的 25%耀40% 袁下丘脑-垂体-卵巢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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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异常引起的卵泡发育异常或稀发排卵是其主要类
型袁但其直接病因十分复杂多样遥 受到不良生活方式尧
高压力高强度工作尧环境污染尧性传播疾病等方面因
素的影响袁当代育龄青年的不孕症发病率呈现上升趋

势[2]遥 个性化促排卵治疗是现代医学针对排卵功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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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致不孕症的主要治疗方法袁新型促排卵药物及控制

宫腔内人工授精渊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袁IUI冤治疗遥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渊In vitro fertilization embryo trans鄄

其他严重内分泌疾病尧血液系统疾病尧可通过母婴传

性超促排卵渊Controlled ovarian hyperstimulation袁COH冤尧

fer袁IVF-ET冤等新型辅助生殖技术不断涌现袁尽管如
此袁不孕症患者的临床妊娠率依然徘徊在30%耀50%[3]袁

这不仅与卵巢低反应渊Poor ovarian response袁POR冤等

1.1.2 排除标准 淤合并恶性肿瘤尧重要器官功能不全尧
播感染性疾病者曰于子宫或卵巢发育畸形或有创伤尧

手术史者曰盂合并精神疾病者曰榆入组近 3 个月内有
保排卵治疗史者遥

患者自身因素有关袁还与促排卵治疗所致子宫内膜容

1.2 方法

syndrome袁OHSS冤尧多胎妊娠尧长期用药引起卵巢功能

予注射用 HMG渊宁波人健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袁国

内膜容受性是影响胚胎种植率和临床妊娠率的直接

每日 1 次袁每次 75 单位遥 LE 组患者于自然月经周期

受性下降尧卵巢过度刺激征渊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下降等药物副作用有关 遥 相关研究结果 显示袁子宫
[4]

[5]

因素袁而促排卵治疗中大量性激素类药物的应用及多
个卵泡发育所致激素水平和蛋白因子水平的异常袁均
可能对子宫内膜容受性造成不良的影响袁已成为制约
不孕症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遥 学术界对于不同促排卵
药物针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程度仍未能达成共
识袁尿促性腺激素渊Human menopausal gonadotropin袁

HMG冤尧来曲唑渊Letrozole袁LE冤尧克罗米芬渊Clomiphene

citrate袁CC冤均为治疗不孕症的常规用药袁近年来出现
了较多的联合用药报道袁但针对其单药应用对于子宫

内膜容受性的影响仍存在争议袁基于此袁本研究针对
使用上述三种促排卵药物在单药应用时对子宫内膜

HMG 组患者于自然月经周期第 3 天至第 9 天给

药准字 H20033043袁规格院75 单位伊10 瓶冤肌内注射袁
第 3 天至第 7 天给予 LE渊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袁国药准字 H19991001袁规格院2.5 mg伊10 片冤口服袁

每日 2 次袁每次 2.5 mg遥 CC 组患者于自然月经周期第
5 天至第 9 天给予枸橼酸氯米芬胶囊渊上海衡山药业

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H31021107袁规格院50 mg伊15 粒冤

口服袁每日 1 次袁每次 50 mg遥 三组患者均于月经第 10

天开始进行 B 超监测袁当检测到至少一个卵泡直径逸
18 mm 时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渊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袁HCG冤5000 单位袁于 HCG 注射 36~42 h

后行 IUI 治疗袁具体方法为院男方禁欲 2耀7 d 后采集
精液袁精液经液化尧密度梯度离心处理后以胚胎培养

容受性的影响进行评价和对比袁旨在为合理制订促排

液洗涤沉淀精子袁收集活动力和形态正常的大部分精

卵治疗方案提供研究依据袁现报道如下遥

子制成悬浮液备用袁并对精液质量进行评价遥 术中患
者取膀胱截石位袁以生理盐水冲洗阴道和子宫颈后袁

1 资料与方法

以棉签或棉球吸去阴道内多余液体和宫颈黏液袁采用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在井冈山大学

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 150 例不孕症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HMG 组尧

LE 组尧CC 组袁每组各 50 例遥 三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自愿参与本研究袁本研究方案经井冈山大学附属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遥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
较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1.1.1 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妇产科

学分会妇科内分泌学组制订的叶不孕症诊断指南曳中
排卵功能障碍导致不孕症诊断标准[6]袁临床资料完整袁

均于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促排卵及

一次性人工授精管抽取 0.5 mL 精子悬浮液缓慢注入

患者宫腔袁稍作停留后缓慢取出授精管袁术毕嘱患者

抬高臀部袁留院卧床观察 30 min 后无异常可离院袁术
后给予常规黄体支持遥
1.3 观察指标

1.3.1 子宫内膜容受性 于促排卵治疗前和注射 HCG

日采用 VolusonE10 型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渊美国 GE 公
司冤对三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尧子宫动脉搏动指数
渊Pulsatility index袁PI冤尧子宫动脉阻力指数渊Resistance

index袁RI冤尧子宫动脉收缩期舒张期血流速比值渊Ratio

of systolic to diastolic blood flow rate of uterine artery袁

S/D冤尧子宫内膜容积尧子宫内膜下血管化指数渊Vascu鄄

表 1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基线资料
年龄渊x依s袁岁冤

体质量指数渊x依s袁kg/m2冤
不孕类型 原发型
继发型
不孕症病程渊x依s袁年冤
月经周期渊x依s袁d冤

HMG 组渊n=50冤

LE 组渊n=50冤

CC 组渊n=50冤

F/字2 值

23.05依2.12

22.89依2.31

22.97依2.28

0.725

30.15依2.69
39
11

2.56依1.03

29.16依0.52

31.09依3.11
42
8

2.48依1.14

30.82依2.97
40
10

29.09依0.66

2.51依1.32

29.21依0.54

P值

0.518

0.894

0.598

0.741

0.817
0.687

0.687
0.598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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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ization index袁VI冤尧子宫内膜下血流指数渊Flow in鄄

水平均较治疗前上升袁子宫动脉 PI尧RI尧S/D 水平均较

index袁VFI冤等子宫内膜容受性指标进行检测和分析遥

者治疗后的子宫内膜厚度尧子宫内膜容积尧VI尧FI尧VFI

dex袁FI冤尧子宫内膜下血管化血流指数渊Vascularized flow
1.3.2 血清性激素水平 于促排卵治疗前和注射 HCG
当日采集三组患者的空腹外周静脉血样本袁静置凝固

后离心分离血清袁采用放射免疫法对血清卵泡刺激素
渊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袁FSH冤尧雌二醇渊Estradiol袁

E2冤尧黄体生成素渊Luteinizing hormone袁LH冤水平进行
检测袁检测仪器为 immunite2000 型免疫分析仪渊美国

治疗前下降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LE 组患

水平高于 HMG 组或 CC 组袁子宫动脉 PI尧RI尧S/D 水

平低于 HMG 组或 CC 组袁HMG 组患者的 VI尧FI尧VFI

水平高于 CC 组袁以上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2.2 三组患者促排卵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三组患者促排卵治疗前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袁

DPC 公司冤袁试剂盒为仪器配套袁检测步骤均依据仪器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在促排卵治疗后袁三组

1.3.3 临床妊娠率 对三组患者的临床妊娠率进行对

平较治疗前下降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

及试剂盒使用说明书操作遥

比袁判定依据院于 IUI 术后 14耀16 d 检查血清 HCG 水
平袁如血清 HCG 阳性袁术后 28 d 经阴道超声可检出
胚芽尧原始心管搏动尧妊娠囊袁则判断为临床妊娠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正态

分布的连续计量资料以渊x依s冤表示袁多组之间比较采
用 单因素方 差 分析袁 两 两 比 较 采 用 最 小 显 著 差 法

渊LSD 法冤袁同组治疗前尧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袁计数

患者的血清 FSH尧E2 水平较治疗前上升袁血清 LH 水
HMG 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清 FSH尧E2 水平高于 CC 组
或 LE 组袁血清 LH 水平低于 CC 组或 LE 组袁以上各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2.3 三组患者临床妊娠率比较

HMG 组尧LE 组尧CC 组患者的临床妊娠率分别为

22.00%尧48.00%尧24.00%袁LE 组患者的临床妊娠率高
于其他两组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4遥

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率或构成比的比较采用 字2 检验

3 讨论

水准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排卵功能障碍致不孕症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

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袁假设检验均取 琢=0.05 为检验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单药应用 LE 促排卵治疗对于

相对较小袁患者的性激素水平波动相对较小袁HMG 方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促排卵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容受性指标比较
三组患者促排卵治疗前的子宫内膜容受性指标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在促排卵治疗后袁
三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尧子宫内膜容积尧VI尧FI尧VFI

案次之袁而 CC 方案可导致患者性激素水平出现较大

波动袁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较为显著遥 近年来研

究 [7-8]结果显示袁相较于 CC 方案袁使用 LE尧HMG 促排
卵治疗方案可以使子宫内膜血流灌注更加丰富袁接受

LE 方案治疗患者在三维多普勒超声下的子宫内膜容

表 2 三组患者促排卵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容受性指标比较渊x依s冤
指标

时间

子宫内膜厚度渊mm冤

治疗前
治疗后

PI

治疗前
治疗后

RI

治疗前
治疗后

S/D

治疗前

子宫内膜容积渊V/m3冤
VI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FI

治疗前

VFI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HMG 组渊n=50冤

LE 组渊n=50冤

CC 组渊n=50冤

8.25依0.96b

9.06依1.52ac

8.34依1.13b

2.54依0.32b

2.20依0.23ac

2.53依0.34b

0.71依0.09b

0.59依0.07ac

0.72依0.11b

6.05依1.03b

5.33依1.52ac

6.02依1.14b

5.04依1.08

5.56依1.13

5.02依1.06

6.65依1.13bc

8.49依1.72ac

7.56依0.92
2.84依0.44
0.85依0.12
6.92依1.82
4.46依1.32

b

3.31依1.11

30.64依3.36

7.62依0.95
2.80依0.42
0.86依0.11
6.70依1.95
4.46依1.32

ac

3.35依1.09

31.02依3.48

0.446

2.85依0.45

0.458

P值

0.908

7.064

<0.001

6.165

<0.001

9.025

<0.001

6.663

<0.001

6.718

<0.001

4.65依1.18ab

10.034

<0.001

0.84依0.14
6.85依1.93
4.46依1.32

b

3.33依0.96

30.48依4.19

0.396
0.512
0.315
0.326
0.602

0.902
0.908
0.894
0.913
0.911
0.731

48.19依4.73bc

55.16依5.03ac

41.64依5.15ab

12.147

<0.001

3.24依0.48bc

4.35依0.48ac

2.56依0.32ab

11.553

<0.001

1.38依0.56

1.39依0.61

注院与 HMG 组比较袁aP<0.05曰与 LE 组比较袁bP<0.05曰与 CC 组比较袁cP<0.05

56

F值

7.64依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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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组患者促排卵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渊x依s冤
指标

时间

FSH渊IU/L冤

治疗前

E2渊pg/mL冤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

LH渊IU/L冤

治疗前
治疗后

HMG 组渊n=50冤

LE 组渊n=50冤

CC 组渊n=50冤

7.15依0.61bc

6.45依0.56a

6.35依0.42a

5.98依0.75

5.92依0.78

138.15依33.06

136.84依35.28

CC 组

50

LE 组

7.16依0.12bc

9.93依0.32a

10.05依0.59a

11.728

<0.001

14.16依2.35

14.08依2.03

临床妊娠

1.369

0.204

抑制雌激素生物合成限速酶芳香化酶渊CYP19冤袁减少

11渊22.00冤b

外周雄激素向雌激素的转化袁从而显著降低雌激素水

24渊48.00冤ac
12渊24.00冤b

平袁故被广泛应用于雌激素依赖性肿瘤和促排卵治疗[14]遥

0.008

患者的妊娠率与单药应用 CC 相似袁也可联合 CC 及

相关研究[15]结果显示袁LE 单药应用可提高单卵泡率袁

9.729

注院与 HMG 组比较袁 P<0.05曰与 LE 组比较袁 P<0.05曰与 CC 组比较袁
b

13.99依2.26

可逆的非甾体类第 3 代芳香化酶抑制剂袁能够特异性

P<0.05

c

0.598

<0.001

P值

a

0.819

16.332

50

字2 值

<0.001

509.47依33.74a

n

50

0.636

9.481

519.49依36.19a

表 4 三组患者临床妊娠率比较[n渊%冤]
HMG 组

135.45依36.14

0.772

P值

586.64依42.77bc

注院与 HMG 组比较袁aP<0.05曰与 LE 组比较袁bP<0.05曰与 CC 组比较袁cP<0.05

组别

5.95依0.76

F值

受性指标优于 CC 方案袁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遥 子
宫内膜容受性直接决定子宫内膜接受胚胎种植的能

力和胎孕成功率袁可受到子宫内膜厚度尧形态及子宫
内膜中表达的细胞因子尧生长因子尧性激素及受体水
平等多种因素影响袁反复人工流产尧子宫内膜异位症尧
多囊卵巢综合征渊PCOS冤尧黄体功能不全尧免疫异常等
遥

[9-10]

疾病及促排卵药物的应用均可降低子宫内膜容受性

在生殖辅助技术中袁不论是 IUI 还是 IVF-ET 对于子
宫内膜容受性要求均较高袁导致促排卵治疗后虽能达

到较高的排卵率但无法获得满意的临床妊娠率袁因
此袁合理选择促排卵药物袁尽量降低对子宫内膜容受
性的影响成为制约不孕症治疗效果的重要环节遥 在常
规临床治疗方案中袁一般将 CC 作为促排卵治疗的一

线药物遥 但是袁近年来报道称袁虽然应用 CC 促排卵治

疗的排卵率可超过 70%袁但其临床妊娠率只有约为
35% 袁 而且对 CC 促排卵抵抗的不孕症患者约占
[11]

30% 袁 故一些学者主张以其他药物代替 CC 作为一
[12]

线用药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从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尧提
高临床妊娠率的角度考虑袁CC 方案或 HMG 方案的副

反应较 LE 方案更加严重袁在一线治疗应用方面不具

有优势袁分析其原因袁虽然 CC 对于雌激素具有弱激

动及强拮抗双重作用袁可促进下丘脑部位进行排卵袁
但由于对雌激素具有拮抗作用而影响子宫内膜容受
性袁HMG 则可诱发着床期内源性激素失衡尧改变子宫
内膜结构和白血病抑制因子尧磷酸化信号转导和转录

活化因子 3尧肝素结合表皮生长因子样生长因子等的
表达水平袁进而降低子宫内膜容受性[13]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单药应用 LE 促排卵治疗在改

善子宫内膜容受性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袁LE 是高效尧

HMG 应用袁与 CC 相比袁LE 有药物半衰期短的优势遥

目前袁LE 主要用于 CC 抵抗的 PCOS 患者尧COH 卵巢
低反应患者尧乳腺癌患者的促排卵治疗袁能够达到减

少外源性促性腺激素用量尧降低治疗费用的效果遥 本

研究结果支持了单药应用 LE 方案在改善子宫内膜容
受性方面优于 CC 方案或 HMG 方案袁其机制可能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院淤与 CC 或 HMG 比较袁LE的作用机
制是专一性降低雌激素水平袁对于其他甾体激素的合
成和释放无显著影响袁故对子宫内膜和子宫颈分泌无
拮抗作用袁能够保留垂体和下丘脑的正常生理调节反
馈[16]袁从而减轻了促排卵治疗对于子宫内膜血流灌注

状态的不良影响曰于子宫内膜胰岛素抵抗是 PCOS 等

不孕症患者的代谢特征之一袁也是子宫内膜容受性降

低的重要原因[17]袁而 LE 可通过降低内脂素水平尧升高
脂联素水平等机制改善患者的糖脂代谢状态袁降低胰

岛素抵抗程度[18-19]袁从而改善患者的子宫内膜容受性曰

盂LE 通过上调环磷酸腺苷尧半胱氨酸蛋白酶-3尧基质
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2 的表达和下调基质金属蛋白

酶-2尧 细胞色素芳香化酶 P450尧B 细胞淋巴瘤/白血
病-2 的表达维持子宫内膜和子宫肌层细胞的正常分
化凋亡袁避免细胞进行不可控的增殖周期袁保持子宫
内膜的正常结构和功能[20-21]曰榆LE 可通过降低环氧合

酶-2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表达水平袁减少局部不良微
血管生成尧抑制子宫内膜的异位增殖[22]袁从而保证了正

常子宫内膜的血流灌注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近年来的研

究中袁 一部分学者们主张通过采用 LE 联合 HMG方
案尧LE 联合 CC 方案尧LE 联合阿司匹林等方案提高妊
娠成功率 [23-25]袁但联合用药方案可能进一步增加用药

副反应曰还有研究者提出袁激素替代治疗渊HRT冤方案
对人种植窗期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小于诱发排卵尧

COH 方案 [26]袁宫腔灌注 HCG 等方法能够通过孕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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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受体水平增加成熟期胞饮突数量袁改善子宫内膜
容受性袁从而提高临床妊娠率[27]遥 因此袁如何通过优化
治疗方案改善不孕症患者的子宫内膜容受性从而达
到提高临床妊娠率的效果袁仍然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和
讨论的问题遥
综上所述袁在针对排卵功能障碍致不孕症患者的
单药促排卵治疗中袁相对于应用 CC 方案或 HMG 方案袁
应用 LE 方案可改善患者的子宫内膜容受性指标袁血
清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小袁临床妊娠率明显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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