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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输卵管切开取胚术与输卵管直接切除术治疗输卵管妊娠的临床疗效。 方法:回顾分析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手术治疗的 185 例输卵管妊娠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观察组行腹腔镜下输卵管切开取胚术,对照组行腹
腔镜下输卵管切除术。 对比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随访 18 个月,观察患者术后宫内持续妊娠状态及输卵管异位妊
娠再发生率。 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术后宫内妊娠率(65. 33% ) 高于

对照组(47. 13%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两组异位妊娠再发生率(9. 18% vs. 5. 75%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结论:腹腔镜下输卵管切开取胚术手术过程更为安全,宫内妊娠率高,适于育龄期或未生育的患者,且异位妊娠再发生率并未
显著增加,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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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paroscopic salpingostomy and salping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tubal pregnancy ZHU Ai-mei1 ,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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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aparoscopic salpingostomy and salping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tubal pregnancy. Methods:Clinical data of 185 patients who suffered from tubal pregnancy and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from Jul.

2013 to Jul.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underwent laparoscopic salpingostomy whil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aparoscopic salpingectomy. The operation time and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uring the follow-up of 18 months,the status of persistent intrauterine pregnancy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ubal ectopic pregnancy were observed. Results:The operation time and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 P<0. 05) . The intrauterine pregnancy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5. 3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47. 13% )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0. 05) . The recurrence rate of ectopic pregnanc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9. 18% and 5. 75%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0.

05) . Conclusions:Laparoscopic salpingostomy has the advantage of safer procedure,higher intrauterine pregnancy rate,and is suitable
for the child-bearing age or the childless patients. Besides,the recurrence rate of ectopic pregnancy i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so the
safety is as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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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卵管妊娠作为妇科最常见的急症之一,近年
发病率逐步攀升,危害性也随之增加。 因此寻找合
适的治疗手段已迫在眉睫 [1] 。 目前对于输卵管异
位妊娠多采用手术治疗,主要包括腹腔镜下保守手

术与输卵管直接切除术。 保守手术是指将输卵管切
开取出胚胎,仍保留输卵管,可增加术后患者正常妊
娠的几率。 输卵管切除术是直接将输卵管连同胚胎
完全切除,这样可避免再次异位妊娠的发生 [2]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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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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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腹腔镜下保守手术与输卵管切除术的手术效

185 例输卵管妊娠患者,19 ~ 42 岁,平均(29. 01 ±9. 87) 岁。

院手术治疗 185 例输卵管妊娠患者,现将结果报道

行输卵管切除术。 两组患者年龄、孕囊大小、心管搏动、停经

果、临床疗效等指标,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我
如下。

1

1. 1

表1

组别
观察组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我院手术治疗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x■
±s)
例数
( n)
98
87

对照组
t值

年龄
( 岁)

手术方法

停经时间
( d)

孕囊大小
( cm)

10. 95±1. 21

1 692. 78±254. 31

1. 45±0. 23

1. 106

0. 718

1. 182

1. 488

1. 528

1. 411

1. 854

0. 270

0. 473

0. 239

两组均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分别选择

手术与输卵管切除术

[3]

。 观察组行输卵管切开取胚术,首先

于输卵管妊娠部位或破裂处直线切开 1. 5 ~ 2. 0 cm 的切口。
用血管钳分开切口,并取出妊娠胚胎物。 此时对于已破裂的
患者,可用血管钳将输卵管两端夹住向切口处挤压,使妊娠
产物、血块自切口处自然排出。 最后清除病灶,并对输卵管
内部、切口处血块进行反复冲洗,胚胎切除点凝固止血后对
合缝合输卵管切口。 对照组行输卵管直接切除术,分离粘连
的患侧妊娠输卵管,使其游离;采用双极电凝于输卵管靠近
子宫段将其凝固并切断,依次对输卵管系膜进行凝固、切断,
直至完全切除一侧输卵管,取出输卵管、胚胎包块,对出血点
进行清洗止血。
手术情况: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HCG 恢

复至正常时间、住院时间、手术成功率等;手术成功是指手术
效果达到预期目标,即输卵管妊娠终止孕囊被清除,患者术
后能恢复正常生理功能,包括体内雌性激素、月经恢复正常。
术后随访:对两组患者进行 18 个月的随访,随访方式采取电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的比较( x■
±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3

t / χ2 值
P值

讨

孕次
( 次)

102. 32±10. 21

1. 40±0. 25

龄、再生育要求、输卵管妊娠部位、病情发展情况分别行保守

表2

HCG 值
( U / L)

血孕酮值
( ng / ml)

1. 36±0. 21

49. 71±6. 01

刺气腹针建立气腹,压力维持在 10 ~ 15 mmHg。 根据患者年

观察指标

心管搏动
( 次)

50. 29±4. 97

29. 69±8. 67

左、右麦氏点及脐部下缘约 2 cm 处做切口,三孔法施术。 穿

1. 3

( P>0. 05) ,具有可比性,见表 1。

28. 36±7. 69

P值

1. 2

时间、血孕酮值、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uman chorionic gona-

dotropin,HCG) 值、怀孕次数等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将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 98 例,行保守手术;对照组 87 例,

例数
( n)
87
98

术中出血量
( ml)

0. 139

0. 128

位妊娠再发生率 [4] 。

1. 4

统计学处理

0. 000

0. 160

0. 065

采用 SPSS 19. 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

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 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2. 1

结

果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术中 1 例

患者因妊娠破裂后血块难以完全清除干净,保守治
疗挤压、清洗不能顺利完成,而行输卵管直接切除
术,手术成功率 98. 98% ;对照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
术。 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 05) ,见表 2。

2. 2
较

两组患者术后宫内妊娠、异位妊娠发生率的比

随 访 结 果 显 示, 观 察 组 术 后 宫 内 妊 娠 率

(65. 33% vs. 47. 13% )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0. 05) 。 两组异位妊娠再发生率(9. 18%
vs. 5. 75%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19. 22±3. 55

10. 639

1. 57±0. 45

患者身体恢复情况及再次妊娠情况,随访 1 年的再孕率及异

48. 98±6. 54

17. 328

1 752. 38±319. 36

话、信件及深入患者家中进行现场调查。 随访内容包括询问

HCG 恢复正常时间
( d)

60. 49±7. 99

0. 000

论

11. 21±1. 09

手术时间
( min)

31. 28±4. 58
20. 36±3. 91

104. 65±11. 09

住院时间
( d)

手术成功率
(% )

6. 57±1. 56

100. 00

0. 114

0. 345

19. 97±4. 35

6. 99±1. 98

1. 275

1. 589

0. 203

98. 98
0. 893

进,相关学科的融合为医学新技术的开展、新方法的

输卵管异位妊娠是常见的妇科疾病,其发病原

发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之术者操作越来越娴熟,

因逐步复杂化,发病率也随之增加,危害性不言而

使得许多开放手术已逐渐被微创手术取代,大大增

喻。 近年,随着多普勒超声技术的进步及相关检测

加了手术的选择机会。 腹腔镜手术的应用效果较显

手段的发展,输卵管妊娠患者在未发生流产出血前

著,治疗输卵管异位妊娠,可最大程度地减轻患者的

即可得到确诊,这也为患者进行相应的保守治疗赢

痛苦,尽可能保证卵巢、输卵管、子宫等脏器解剖生

得了充分的时间

[5]

。 近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

理学的完整性,保护了患者的再生育能力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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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卵管切开取胚术适于年轻需要保留生育功

从而出现功能异常。 目前有研究认为,手术条件与

能,且病灶尚未破裂或破裂较轻的输卵管壶腹部或

病情允许的情况下,输卵管异位妊娠患者应优先选

峡部妊娠患者。 在腹腔镜引导下切开输卵管,取出
妊娠胚胎后缝合输卵管切口,患者的输卵管得以保
留,保留了患者的再生育能力,为今后生育创造了有
利条件,更适合有生育要求的患者。 输卵管切除术
可能导致再次妊娠率严重下降。 也有研究表明,输
卵管切除对患者的卵巢功能存在一定潜在的不良影
响。 输卵管切除后表面上卵巢外形及功能无明显变

择腹腔镜下输卵管开窗取胚术 [12-13] 。

本研究中,观察组采用保守手术,术后正常妊娠

率(65. 33% ) 显著高于对照组(47. 13% ) 。 再次异
位妊娠发生率虽然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保留
输卵管的潜在风险要高于输卵管切除,在病因不清
的情况下,临床应用过程中应予以高度重视 [14-15] 。

综上所述,腹腔镜手术用于治疗输卵管妊娠具

化,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发现了输卵管切除

有手术切口小、创伤小、术后康复快等优点。 腹腔镜

侧卵巢的 卵 泡 数 量、 卵 子 活 性 较 健 侧 活 性 明 显 降

保守手术宫内妊娠率高,适于育龄期或未生育的患

,因此排卵功能受到严重影响。 动物实验研

低

[7-8]

究

[9-11]

发现,其原因可能是输卵管切除破坏了输卵

者,且异位妊娠再发生率并未显著增加,安全性较
好。

管与卵巢系膜间的血运与神经,导致卵巢供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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