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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处理方法治疗中重度宫腔粘连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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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中重度宫腔粘连渊IUA冤患者宫腔粘连分离术后两种处理方法的疗效差异袁找到相对较好的

疗法遥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于杭州市中医院确诊为中重度宫腔粘连的患者 120 例袁宫腔镜
粘连分离术后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袁每组各 60 例遥 对照组术后宫腔放置宫内节育器和医用几丁糖作为对照

组袁试验组术后宫腔放置 Foley 球囊导尿管和医用几丁糖作为试验组遥 两组患者术后均以激素辅助治疗遥 定期随
访袁记录月经量变化尧观察宫腔形态是否恢复正常尧检查妊娠情况遥 结果 对照组尧试验组的月经改善率分别为

73.33%尧88.33%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宫腔粘连治疗有效率分别为53.33%尧85.00%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
0.05冤曰术后 1 年妊娠率分别为 35.00%尧42.86%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中重度 IUA 患者术后宫腔放
置医用几丁糖加 Foley 球囊在改善术后月经情况和宫腔形态恢复方面的效果优于放置医用几丁糖加节育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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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wo treatment methods used after uterine adhesion separation in pa鄄

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intrauterine adhesions (IUA), to find a better trea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intrauterine adhesions in the Hang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October 2016 to October 2018 were selected.After hysteroscopic adhesion separation,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group A)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group B), with 60 patients in each group.The group A were

given medical chitosan combined with intrauterine device placement in the uterine cavity after operation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group B were given medical chitosan combined with Foley balloon catheter placement in the uterine

cavity after operatio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adjuvant hormone after operation.Regular
follow-up was conducted to record the changes in menstrual volume, observe whether the uterine cavity is back to nor鄄

mal, and check the pregnancy status. Results The menstrual improvement rate of the group A and the group B was
73.33% and 88.33%,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The treatment effective rate of intrauterine adhe鄄

sions was 53.33% and 85.00%,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The 1-year pregnancy rate was 35.00%
and 42.86%, respectively,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medical chitosan combined with Foley
balloon catheter placement in the uterine cavity has better effect than medical chitosan combined with contraceptive

ring placement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IUA in terms of improving postoperative menstruation and recovery
of uterine cavity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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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粘连渊Intrauterineadhesion袁IUA冤一直是不孕
不育尧月经过少甚至闭经的主要原因之一袁对妇女的
生理心理造成严重危害袁主要是子宫内膜损伤尧变薄
或增生尧纤维化尧瘢痕化或子宫前后壁粘连尧宫腔缩小
等病理改变袁引起宫腔粘连形成袁宫腔变形甚至形态

消失 遥 IUA 相应地会导致激素分泌不足袁它严重影响
[1]

[基金项目] 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渊2020ZA069冤
70

女性的生育要求遥 IUA 在表现出临床症状时称为
Asherman 综合征[2]遥 引发该病的病因多种袁如感染尧放

射线或刮宫等袁尤其稽留流产刮宫的患者中仍有高达
40%的 IUA 发生率遥 当前诊断宫腔粘连的野金标准冶方

法是宫腔镜检查袁多项超声参数可准确筛查有无宫腔
粘连[3]袁治疗主流方式为宫腔镜粘连分离术渊Transcer鄄
vical resection of adhesion袁TCRA冤袁术后再辅以药物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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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恢复宫腔的大小尧形状和功能遥 但术后特别是中
重度患者仍存在较高复发率袁据报道复发率可高达
62.5%

遥 如何提高 TCRA 术后的预后一直是妇科医

[4-5]

生不断努力的方向遥 本文报道了对我院中重度 IUA

72 h 后取出球囊袁两组均于术后 3 个月到本院再次行
宫腔镜探查袁放置宫内节育器组如无再粘连可行节育
器取出术遥

患者术后接受 3 个人工周期治疗院术后第 1 天口

患者 TCRA 术后使用医用几丁糖联合宫腔球囊或节

服戊酸雌二醇渊补佳乐袁拜耳公司袁国药准字 J2017

是否正常妊娠等为指标研究防治效果袁为临床工作提

Abbott Healthcare Products B.V.公司袁10 mg冤袁按说明

育器两种治疗方案袁以月经恢复情况尧宫腔不再粘连尧

1038袁1 mg冤袁后 10 d 加用地 屈孕酮 渊达芙 通 袁荷 兰
书用药遥

供借鉴袁现报道如下遥

1.4 观察指标

淤月经变化情况院月经量恢复正常或较术前增多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在杭州市中医

院确诊为中重度 IUA 宫腔粘连并愿意接受手术治疗的
12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袁随机分为两组袁每组各 60 例遥

对照组年龄渊32.5依5.7冤岁曰其中中度粘连 38 例袁重度
粘连 22 例曰月经量减少 49 例袁闭经 11 例曰宫腔操作

史 58 例渊宫腔操作 1耀4 次袁1 次宫腔操作 20 例袁逸2 次

38 例冤遥 试验组年龄渊31.6依6.1冤岁曰其中中度粘连 39 例袁

为改善曰否则为未改善遥 于宫腔形态院术后 90 d 宫腔

镜复查袁疗效评定标准参考黄玥[7]文章遥 宫腔镜下宫腔
形态正常或基本正常为治愈遥 IUA 分级下降 1耀2 个等

级为好转袁IUA 分级与术前无差异或加重为无效遥 总
有效率越渊治愈垣有效冤例数/总例数伊100%遥 盂术后
1 年内妊娠率遥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重度粘连 21 例曰月经量减少 52 例袁闭经 8 例曰宫腔操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2 次 41 例冤遥 两组患者的年龄尧粘连病例尧月经量减少

验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作史 60 例渊宫腔操作 1耀4 次袁1 次宫腔操作 19 例袁逸

验曰计数资料采用[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

等基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
2 结果

可比性遥
所有患者或其家属均知晓本研究的内容和目的袁
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表示自愿参与研究遥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院参照夏恩兰[6]提出的 IUA 分类法遥 排

除标准院淤因内分泌失调及子宫内膜结核等原因引起

2.1 两组月经恢复情况比较

治 疗 后 袁 对 照 组 月 经 量 改 善 44 例 袁 改 善 率 为

73.33%袁试验组月经量改善 53 例袁改善率为 88.33%袁
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患者术后月经量比较[n渊%冤]

的闭经者曰于血小板减少者曰盂心血管疾病者曰榆呼吸
系统疾病者曰虞慢性炎症及感染疾病者曰愚肝肾功能
不全者遥
1.3 方法

1.3.1 手术方法 术前白带尧血常规等常规检查袁手术
避开月经期袁闭经患者排除妊娠可能遥 术前阴道擦洗

1 d袁术前早晨后穹隆置入卡前列甲酯栓渊卡孕栓袁东

组别

n

对照组

60

试验组
字2 值
P值

60

月经量
改善

44渊73.33冤

53渊88.33冤
4.357

未改善

16渊26.67冤
7渊11.67冤

0.037

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2.2 两组术后宫腔形态改善情况比较

酸芬太尼注射液麻醉袁麻醉起效后袁取膀胱截石位袁用扩

果显示袁对照组 15.00%渊9/60冤宫腔形态恢复正常渊治

H10800007袁0.2 mg/片冤0.4 mg 软化宫颈遥 手术给予枸橼
宫棒扩张宫颈袁接膨宫仪袁行宫腔镜手术袁使宫腔大小
及生理形态恢复至正常状态遥 全过程给予 B 超监护遥

1.3.2 术后处理 淤对照组院术毕袁所有患者宫腔内置

入医用几丁糖袁放置金属宫形宫腔节育器 1 枚遥 于试
验组院术后置入医用几丁糖袁再放置 14 号 Foley 球囊
渊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冤袁并注入适量生理

盐水扩张球囊袁避免压迫导致的宫腔缺血袁于术后

两组受试者接受治疗后 3 个月的宫腔镜复查结

愈冤袁38.33%渊23/60冤明显好转袁46.67%渊28/60冤宫腔粘
连仍较为严重渊无效冤袁预防 IUA 复发的治疗有效率

为53.33%遥 试验组 33.33%渊20/60冤宫腔形态恢复正常袁
51.67%渊31/60冤明显好转袁15.00%渊9/60冤仍表现为较

严重 IUA袁预防 IUA 复发的治疗有效率为 85.00%渊51/
60冤遥 试验组 IUA 患者的治愈率和好转率均高于对照组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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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效渊%冤

器组和医用几丁糖配合 Foley 球囊导尿管组两组患

85.00

善率为 88.33%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术后宫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复查宫腔形态改善情况比较[n渊%冤]
n

组别

治愈

好转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60 9渊15.00冤 23渊38.33冤 32渊53.33冤 28渊46.67冤
试验组 60 20渊33.33冤 31渊51.67冤 51渊85.00冤 9渊15.00冤
字 值
2

53.33

14.106
0.000

P值

2.3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就诊患者中 41 例患者有生育要求袁其中 16 例已

受孕渊以超声检查见到胎心为准冤遥 不论中度还是重度
患者袁虽然试验组妊娠率稍高袁但与对照组相比袁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见表 3遥

对照组

中度
重度
小计

试验组

中度
重度
小计

字2 值

妊娠渊n冤

妊娠率渊%冤

9

3

33.33

20
13
8

21

治愈率 53.33%袁球囊组有效渊治愈+好转冤51 例袁治愈率

85.00%袁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术后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袁球囊组妊娠 9 例渊42.86%冤袁
稍微高于节育器组妊娠 7 例渊35.00%冤袁但两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可见采用医用几丁糖配合球囊

治疗中重度 IUA 效果优于医用几丁糖配合节育器遥
滑作用及生物屏障作用袁抑制成纤维细胞生长和血肿

n

11

腔粘连治愈效果袁节育器组有效渊治愈+好转冤32 例袁

医用几丁糖具有选择性促进内皮渊上皮冤细胞生长袁润

表 3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组别

者月经恢复情况比较袁前者改善率为 73.33%袁后者改

4
7
6
3
9

36.36

球囊互相配合袁更有利于受损的子宫内膜修复遥 多篇

35.00

研究也表明袁 中重度 IUA 分离术后使用球囊的疗效

37.50

囊联合医用几丁糖在术后月经改善方面的结果类似

46.15
42.86
0.266
0.606

P值

机化袁从而促进健康组织生长袁降低宫腔粘连机会遥 与

3 讨论

胜过宫内节育器遥本研究与有研究者等使用 COOK 球
渊改善率 88.33% vs. 93.33%冤遥 TCRA 术后放置宫内节

育器存在两个弊端院淤节育器容易粘连不利于取环遥
于面积有限而不能完全使子宫前后壁分离袁特别是两
侧宫角处袁而球囊导尿管体积相对较大能有效分离子

随着网络发展袁国外一些不良信息的传入袁导致

宫前后壁遥

性观念开放袁人工终止妊娠率的持续增高袁尤其是无
痛人工终止妊娠术的开展导致 IUA 发病率居高不

下袁使 IUA 成为常见病袁导致子宫异常袁复发性流产尧
不孕不育[8]袁严重影响了患者生育功能遥

早期治疗 IUA 的方法为治疗性刮宫袁但由于是

盲视操作袁易发生子宫穿孔等意外创伤[9]遥 当前 TCRA

手术是防治该病的主流技术袁但是由于 TCRA 术后创
面较大袁很容易使宫腔内膜再次粘连遥 医生和科研人

员探索了多种预防再粘连的方法院物理手段渊球囊尧金

本研究与蒋苹等[21]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袁可能与
医用几丁糖与透明质酸钠作用机制不同尧人工周期治
疗长短尧病例数等因素有关遥
总之袁对于中重度宫腔粘连患者而言袁术后使用

医用几丁糖配合 Foley 球囊与配合使用宫内节育器

相比袁在妊娠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但在改善月
经尧防止子宫再次粘连方面前者优于后者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袁在临床上值得推荐遥

属隔离器[10]尧聚合材料尧羊膜移植冤尧液体手段渊医用几
丁糖冤尧雌激素[11-12]尧血小板丰富的血浆[13]尧仿生物电刺

激与复方中药灌注宫腔[14]尧扩张血管类药等[15]遥动物实
验有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成功的研究[16]遥 但单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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