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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超引导下宫腔粘连分离术的临床体会
1

卢燕敏,王贤明

(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人民医院,广东
【 摘要】

中山,528415)

目的:探讨 B 超引导在宫腔粘连分离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100 例宫

腔粘连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按照计算机随机数字分组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直接在宫腔镜下行宫腔粘
连分离术,观察组在 B 超引导下行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术。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一次性手术分离成功率、术后出血情况、腹痛
缓解时间、月经复潮时间、月经减少率、闭经率、宫腔粘连复发率、生活质量评分。 结果:观察组一次性手术分离成功率高于对
照组( P<0. 05) ,术后出血率、出血持续时间、出血量、腹痛缓解时间、月经复潮时间均少于对照组( P<0. 05) 。 术后 3 个月复
查,观察组月经减少率、闭经率、宫腔粘连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 P<0. 05) ;治疗后,观察组各方面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 P<0. 05) 。 结论:在 B 超引导下为宫腔粘连患者行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术可有效提高一期手术成功率及患者的生存质量,促
进临床症状缓解,减少宫腔粘连复发与月经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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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trasound guided separation of intrauterine adhesions LU Yan-min,WANG Xian-ming. Department of Ultrasonography,Zhongshan Xiaolan People's Hospital,Zhongshan 528415,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 of B-ultrasound guidance in the separation of intrauterine adhesions. Methods:From

Jan. 2014 to Mar. 2017,100 patients with intrauterine adhesions were prospectively stud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uter random
digital grouping,the 1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hysteroscopic intrauterine adhesions separation,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B-ultrasound guided separation of intrauter-

ine adhesions,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separation success rate,postoperative bleeding,time of abdominal pain relief,restoration

time of menstruation,spanomenorrhea incidence,rate of amenorrhea,recurrence of uterine cavity adhe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was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 P<0. 05) .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bleeding,
the bleeding duration,bleeding amount,abdominal pain relief time,and restoration time of menstru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less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 P<0. 05) . Three months after the surgery,the rate of spanomenorrhea,amenorrhea and intrauterine
adhesion recurrenc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P<0. 05) . After the treatment,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 P<0. 05) . Conclusions:B-ultrasound guided hysteroscopic
separation of intrauterine adhesions for patients with uterine cavity adhe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one-stage oper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improve the relief of clinical symptoms,reduce the recurrence of intrauterine adhesions and menstrual abnormalities.

【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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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粘连主要是指宫颈管因出现炎性粘连导致

全、有效地施行宫腔粘连分离术是目前宫腔粘连治

闭锁,是宫腔手术后常见并发症,如未能及时治疗,

疗中的难题。 近年,B 超设备被逐渐应用于临床手

可能导致反复流产、不孕症等严重后果

[1-3]

。 宫腔粘

连分离术是临床上治疗宫腔粘连的主要手段,通常

在宫腔镜下施行,但由于部分患者粘连程度较严重,
宫壁界限不清晰,分离时容易导致子宫损伤,术后出
现大出血,对患者康复相对不利

[4-5]

,因此,如何更安

术治疗中,可通过其影像图对手术操作进行引导,本
研究为探讨 B 超引导在宫腔粘连分离术中的应用
效果,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100

例宫腔粘连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作者简介:卢燕敏(1984—) 女,广东省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主要从事超声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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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后出血情况、腹痛缓解时间、月经复潮时间、月经减少率( 月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

经量减少达到 30% ) 、闭经率、宫腔粘连复发率、生活质量评

查明确为宫腔中度粘连,拟行宫腔粘连分离术,且患者本人

见宫腔粘连分离,宫腔形态无异常,可见双侧输卵管开口 [7] ;

1. 1

临床资料

的 100 例宫腔粘连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患者均经宫腔镜检
及其家属均在知情前提下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内分
泌疾病、有宫腔粘连分离术史的患者。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

分。 其中,一次性手术分离成功是指一期手术后宫腔镜检查
宫腔粘连复发需根据术后 3 个月宫腔镜复查结果判断,如宫
腔镜下 见 宫 腔 粘 连, 即 可 判 断 复 发; 生 活 质 量 评 分 采 用

员会批准。 按计算机随机数字分组法,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

GQOL-74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量表评估,量表包括躯体健康、

观察组 20 ~ 37 岁,人工流产 2 ~ 4 次。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差

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8] ,分别于治疗前( 术前) 、治疗后( 术

察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患者 21 ~ 35 岁,人工流产 2 ~ 4 次;
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比较( x■
±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1. 2

P值
诊断标准

例数
( n)
50
50

人工流产次数
( n)

28. 41±6. 83

2. 98±0. 91

0. 175
0. 862

后 3 个月) 进行评估。

1. 5

年龄
( 岁)

28. 17±6. 92

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等项目,单项满分 100 分,得

3. 05±0. 87
0. 393
0. 695

宫腔粘连根据 MARCH 宫腔粘连分类法诊

断,具体为 [6] :轻度:宫腔镜下见宫腔受累程度不足 25% ,宫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19. 0 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

的比较采用 χ 检验,以[n(% )]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t
2

检验,以均数±标准差表示,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 1

结

果

B 超对宫腔粘连的观察结果

B 超图像中,患

者宫腔内可见欠连续的局部回声信号,子宫下段内膜
变薄,子宫内膜与肌层的界限模糊,见图 1、图 2。

2. 2

两组一次性手术分离成功率的比较

观察组

腔粘连纤薄,双侧输卵管开口均清晰可见;中度:宫腔受累程

一次性手术分离成功率为 90% ,45 例患者经一次手

管开口闭锁;重度:宫腔受累程度超过 75% ,宫壁粘连,粘连

率为 74% ,共 37 例患者经一次手术即有效分离宫

度为 25% ~ 75% ,宫腔粘连形成,但宫壁无粘连,双侧输卵
带肥厚,双侧输卵管开口闭锁。

1. 3

手术方法

观察组在 B 超引导下联合宫腔镜施行宫腔

粘连分离术,嘱咐患者术前多饮水,直至膀胱充盈,腹部涂抹
碘伏,将 B 超探头置于腹部,显示子宫轮廓、宫腔线,观察双

侧宫角是否存在内膜线,在 B 超引导下置入宫腔镜、微型剪,
观察 B 超图像中微型剪的金属强回声是否到达输卵管开口
位置,以确认是否到达宫角最深处;确认微型剪到达宫角最

深处后,在 B 超监测下,用微型剪分离,置入宫内节育器;B
超观察宫内节育器环位置,如监测发现宫内节育器环位置不

术即有效分离宫腔粘连;对照组一次手术分离成功
腔粘连。 观察组一次手术分离成功率高于对照组
( χ2 = 4. 336,P = 0. 037) 。

2. 3

两组术后出血情况、恢复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

术后出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 05) ,其出血持续
时间、出血量、腹痛缓解时间、月经复潮时间均少于
对照组( P<0. 05) ,见表 2。

2. 4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治疗

居中,表明宫腔粘连分离不彻底,应再次用微型剪分离,直至

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 05) ,

械,关闭切口。 对照组直接于宫腔镜下行宫腔粘连分离术,

2. 5

B 超确认宫内节育器环位置居中,方可退出宫腔镜及手术器
术前无需充盈膀胱,置入宫腔镜后,直接用微型剪分离,注入
美兰,直至输卵管恢复通畅。

1. 4

观察指标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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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两组患者一次性手术分离成功率、术

B 超见子宫下段内膜变薄,局部回声信号欠连续

见表 3。

两组月经复查及宫腔粘连复发情况的比较

术后 3 个月复查,观察组月经减少率、闭经率、宫腔
粘连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 P<0. 05) ,见表 4。

图2

B 超见宫腔中下段内膜明显变薄,局部内膜与肌层
分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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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术后出血情况、恢复情况的比较( x■
±s)

表2

组别

例数
( n)

术后出血发生率
[ n( % ) ]

50

3(6)

50

对照组
观察组
t / χ2 值
P值
表3

68. 72±20. 17

2. 67±0. 73

4. 53±1. 36

15. 73±6. 07

4. 332

6. 028

躯体健康

治疗前

0. 340
0. 734

3. 52±0. 91

治疗后

<0. 001

5. 343

<0. 001

治疗前

68. 86±6. 74 84. 56±8. 21
0. 709

4. 889

<0. 001

两组患者月经复查及宫腔粘连复发情况的比较[ n( % ) ]

治疗前

治疗后

71. 08±8. 21 79. 28±8. 57
71. 37±8. 04 88. 16±9. 24
0. 178
0. 859

5. 579

<0. 001

物质生活

治疗后

23. 54±7. 82

7. 019

<0. 001

68. 35±6. 90 76. 72±7. 82
0. 374

6. 89±1. 95

5. 152

心理健康

4. 982

<0. 001

<0. 001
社会功能
治疗前

治疗后

67. 59±7. 19 75. 92±7. 85
68. 07±7. 64 85. 46±8. 95
0. 324

5. 666

0. 747

<0. 001

组别

例数

月经量减少率

闭经率

宫腔粘连复发率

对照组

50

12(24)

9(18)

7(14)

4. 762

5. 005

4. 891

观察组
χ 值
P值
2

讨

月经复潮时间
( d)

0. 037

t值

3

腹痛缓解时间
( d)

97. 36±26. 87

观察组 73. 25±7. 85 89. 47±8. 69
表4

出血持续时间
( d)

10(20)

对照组 72. 73±7. 42 80. 58±7. 93
P值

术后出血量
( ml)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x■
±s,分)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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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8)

0. 029

论

宫腔粘连是宫腔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多发

生于清宫手术患者,其发生率往往随着清宫手术次

2(4)

0. 025

1(2)

0. 027

限性,术中多采用探针进行探查,术后容易发生子宫
穿孔、出血等并发症,因此临床上还应继续寻找更加
有效的宫腔粘连治疗方法。

数的增加而逐渐增高,主要系术中子宫内膜及基底

近年,随着影像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影像学设

层损伤、过度吸刮宫腔、术前生殖系统慢性炎症感染

备的不断更新换代,影像学技术被逐渐应用于手术

等因素所致;据统计,宫腔粘连在多次清宫手术患者

治疗中,B 超是常见的影像学手段,主要利用超声波

中的发生率约为 15% ,中重度宫腔粘连往往形成肥
厚的粘连带,导致双侧输卵管开口闭锁。 宫腔粘连
发生后,容易导致患者月经量减少、闭经、腹痛等远
期并发症,严重时可导致不孕、反复流产
应对宫腔粘连进行积极治疗。

[9-11]

,因此

目前,手术是临床治疗宫腔粘连的主要手段,通
常在宫腔镜下分离粘连,但由于部分粘连位于宫角
深处,术中往往分离不彻底,导致术后复发而需进行
二次分离手术,多次手术易使患者子宫壁变薄,子宫
内膜功能受损,更容易发生宫腔粘连,形成恶性循
环,且术中容易因手术操作导致子宫损伤,术后出现
并发症

[12-13]

。 最初,临床上分离宫腔粘连主要依靠

术者经验或开腹行宫腔粘连分离术,前者手术具有
盲目性,容易导致子宫穿孔,后者对患者机体造成的
损伤较大。 宫腔镜的问世使得宫腔粘连分离术效果
提高,宫腔镜下分离粘连弥补了以往凭借术者经验

扫描,获取宫腔实时图像,已被广泛用于宫腔粘连的
手术治疗中,发挥了病灶定位、手术操作引导的作
用,在 B 超监测下分离宫腔粘连,可实时显示宫壁
情况、宫体情况,利于彻底分离宫腔粘连,且由于图
像清晰,可清晰显示宫腔内情况,使手术器械顺利抵
达病灶,尽可能减轻手术操作对子宫造成的损伤,利
于减少术后并发症 [14-15] 。

本研 究 发 现, 观 察 组 一 次 手 术 分 离 成 功 率

(90% ) 高于对照组(74% ,P<0. 05) ,术后出血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 P<0. 05) ,出血持续时间、出血量、腹
痛缓 解 时 间、 月 经 复 潮 时 间 均 少 于 对 照 组 ( P <

0. 05) ,且术后 3 个月复查发现, 观 察 组 月 经 减 少
率、闭经率、宫腔粘连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 P < 0.

05) ,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 05) ,这充分
表明在 B 超引导下行宫腔粘连分离术可有效分离
粘连,提高一次手术成功率,减少术后复发,还可通

分离的局限性,提高了对宫腔粘连定位的准确性,同

过减轻子宫损伤减少术后出血,利于促进患者的术

时,还弥补了开腹宫腔粘连分离术创伤大的局限性,

后康复,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这主要是因为宫腔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手术对患者机体造成的创伤。

粘连后组织质地相较子宫肌壁组织更加坚硬,在宫

然而,宫腔镜手术治疗宫腔粘连时仍存在一定的局

腔镜下分离需采用探针探查宫腔深度,待探针遇阻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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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时可查看宫腔深度,进而推测宫腔粘连位置,无法

充分分离。

精确判断宫腔粘连需要分离的范围与深度,导致术

综上所述,B 超引导下行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

中宫腔粘连容易出现分离不彻底或过度情况,术后

术可有效分离宫腔粘连、提高一期手术成功率,促使

易复发或出血;而 B 超引导可充分探查宫腔情况,
明确宫腔粘连位置,确定粘连范围、程度,从而进行

临床症状缓解,还可有效减少宫腔粘连复发、月经异
常情况,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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