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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治疗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 33例临床分析

高　莉

[摘要 ]目的:探讨宫腔镜治疗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 33例宫腔镜电切治疗子宫黏膜

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的临床资料。结果:33例均一次性成功在宫腔镜下电切 ,无手术并发症 , 出血少。结论:宫腔镜治疗子宫

黏膜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具有术中出血少 、术后疼痛轻 、住院时间短的优势 ,可行且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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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hysteroscopictreatmentofthesubmucousmyomaofuterusandthecervicalpolyp.Methods:

Thedataofhysteroscopictreatmentofthesubmucousmyomaofuterusandthecervicalpolypin33 patientswereretrospectively

analyzed.Results:Thirty-threepatientsreceivedtheoperationsuccessfullywithoutcomplicationsandwithlittlebleeding.Conclusions:

Thehysteroscopictreatmentofthesubmucousmyomaofuterusandthecervicalpolypissafeandeffectivewithlessbleedingand

postoperativepain, andshorterhospitalizatio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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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主要临床表现为

经量增多 、经期延长 、经间期不规则阴道流血 、不孕 ,

甚至造成贫血等 。宫腔镜电切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子
宫颈息肉 ,能有效控制出血 ,创伤小 ,恢复快 ,保全患

者完整器官 ,不影响卵巢内分泌功能 , 2003年 3月

～ 2006年 12月我科应用宫腔镜治疗子宫黏膜下肌

瘤及子宫颈息肉 33例 ,获得良好效果 ,现作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33例年龄 28 ～ 52岁。病例选择:

要求保留子宫;带蒂的子宫黏膜下肌瘤 (位于宫腔
内或脱至宫颈管内或脱出宫颈口);宫颈内口或颈

管内的息肉;无蒂的子宫黏膜下肌瘤直径 <4 cm;无

手术禁忌证 。均有生孕史 ,有月经过多或月经淋漓

不净或不规则阴道流血史 ,合并贫血 18例 。B超提

示肌瘤直径 1.5 ～ 4.0 cm,带蒂的子宫黏膜下肌瘤

25例 ,无蒂的子宫黏膜下肌瘤 3例 ,宫颈内口或颈

管内息肉 5例 。
1.2　方法　术前常规完善各项实验室检查 ,予以盆

腔 B超了解子宫的大小 、形态 ,肌瘤的位置 、大小 ,

以及肌瘤与子宫肌层的关系 。术前 2 h直肠塞米索

前列醇 600 μg以松弛和扩张宫颈。手术器械采用
美国史赛克 Hysteromat3700宫腔电切镜 ,膨宫液用

5%葡萄糖溶液 ,膨宫压力在 100 ～ 150 mmHg,电切

功率在 80 ～ 100W,电凝功率在 60 ～ 70 W。在硬膜

外麻醉下患者取膀胱截石位 ,常规消毒铺巾。宫颈
扩张器扩张宫颈至 10 ～ 12号放置宫腔镜 ,连接转录

系统 ,电视下观察宫腔全貌 ,直视下电切子宫黏膜下

肌瘤 。无蒂肌瘤电切时静脉滴注缩宫素 ,使子宫收

缩 ,肌瘤被挤入宫腔以利彻底切除 。脱出宫颈口的
子宫黏膜下肌瘤或息肉 ,先用卵圆钳或血管钳钳夹

牵拉 ,尽可能多的切除牵出部分 ,剩余的部分缩入宫

腔 ,再置入宫腔镜查清根部位置后 ,自根部电切剩余

部分 。未脱出宫颈口的黏膜下肌瘤或宫颈内口息肉

穴位针刺后 ,用点燃的艾条插在留置的针柄上 ,留针
30 min左右。中医认为针灸这些穴位有理气活血 、

疏通经络的作用 ,能促进胃肠蠕动和胃肠功能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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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颈管内息肉 ,置入宫腔镜 ,查清病变位置后 ,自根

部电切 。电切病变部位后 ,宫腔镜下再次观察宫腔
内全貌 ,如有出 、渗血 ,确切电凝止血 。

2　结果

　　33例手术均一次成功 ,无手术并发症。手术时

间:无蒂黏膜下肌瘤 45 ～ 60 min;有蒂黏膜下肌瘤
20 ～ 35 min;颈管内息肉 15 ～ 25min。术中出血:无

蒂黏膜下肌瘤 60 ～ 120 ml;有蒂黏膜下肌瘤 20 ～

50 ml;颈管内息肉 10 ～ 20 ml。术中膨宫液用量
200 ～ 2 800 ml,术后均恢复良好 ,液体完停尿管 ,尿

自解 ,肠蠕动恢复快 ,体温平稳 ,少量阴道出血 ,静脉

滴注抗生素 4 ～ 7天出院 。术后病理除 2例术前诊

断子宫黏膜下肌瘤 ,术后诊断子宫内膜息肉外 ,其余

均与术前诊断符合 。出院后第 1、3、6个月随访 ,均
月经恢复正常 , 18例贫血明显改善 。

3　讨论

　　子宫肌瘤及子宫颈息肉是妇科常见病 ,子宫黏

膜下肌瘤占全部子宫肌瘤的 10% ～ 25%。其临床
表现为经量增多 、经期延长 、经间期不规则阴道流

血 、不孕 ,甚至造成贫血 。用药物治疗多不能奏效 ,

因此 ,既往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传统的治
疗方法是:如黏膜下肌瘤或子宫颈息肉脱出宫颈外 ,

用血管钳钳夹瘤蒂切断缝扎 ,这样易导致位于宫腔

内或颈管内的瘤蒂根部残留 ,引起出血或复发;如位
于宫腔内或宫颈管内 ,子宫切除术为其根治的方法 。

目前 ,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步提高 ,切除子宫是否会在
生理及精神上带来影响 ,越来越受到关注 。近年来 ,

随着纤维光学 、冷光技术 、膨宫设备和能源的开发与

利用 ,宫腔镜技术得以迅猛发展 。以其直观 、准确成
为妇科出血性和宫内病变的首选检查和治疗方法 ,

而且为治疗子宫肌瘤及子宫颈息肉提供了一个可以

替代子宫切除治疗月经过多的方法 ,避免了切除子

宫对卵巢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子宫切除术尽管可以完整的切除子宫病变 ,但
相对宫腔镜手术而言仍有以下主要远 、近期并发症:

(1)断扎附件后 ,卵巢的血循环可能受到影响 ,偶可

能导致卵巢功能早衰
[ 1]
,出现围绝经期症状

[ 2]
,甚

至出现残端卵巢综合征 ,即出现持续性卵巢增大 、慢

性下腹疼痛或性交痛;(2)破坏了盆底的完整性;

(3)缩短了阴道 ,性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
将诊断手术宫腔镜及其介导下的各种操作应用

于临床 ,具有不开腹 、创伤小 、出血少 、恢复快 、疼痛
轻 、手术时间短 、住院时间短 、近远期合并症少 、不影

响卵巢内分泌功能等优点 ,尤其是对年轻妇女或要

求生育的妇女更为适合。宫腔镜子宫黏膜下肌瘤或

息肉切除 ,不影响子宫正常解剖结构 ,治愈异常子宫

出血 ,改善患者生育功能。宫腔镜检查是诊断异常
子宫出血的金标准 ,对可疑病变在直视下活检 ,且宫

腔镜诊断子宫内膜息肉准确性最高
[ 3]
,宫腔镜子宫

内膜息肉切除能够治愈 80%的子宫内膜息肉
[ 4]
。

宫腔镜电切割技术已经成为治疗子宫黏膜下肌瘤代

表性的手术方式
[ 5]
,宫腔镜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使

不孕患 者妊 娠率 达到 60.9%, 足月 分娩 率
48.7%

[ 6]
。绝经后妇女宫腔内病变(黏膜下肌瘤 、

息肉和粘连)95.2%能够在宫腔镜下治愈 , 是绝经
后妇女安全有效的手术选择

[ 7]
。

影响宫腔镜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效果和安全的

因素有患者年龄 、子宫肌瘤大小 、子宫黏膜下肌瘤的

类型和宫腔深度
[ 8]
。宫腔镜手术的主要并发症有

子宫穿孔 、体液超负荷 、低钠血症性脑病和罕见的气

体栓塞。子宫穿孔相对较为常见 ,低钠血症性脑病
最为严重 ,它是因为术中非电解质灌流液大量快速

吸收 ,血容量增加所致 ,轻者经过及时处理无不良结
果发生 ,重者可引起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功能紊乱 ,

甚至引起死亡 。有以下容易诱发低钠血症的因素:
手术时间长;宫壁厚和肌瘤的阻力 ,需要大的膨宫压

力;肌壁损伤面积大 ,开放静脉多。因此 ,为避免并
发症的发生 ,术前应常规做重要器官功能检查 ,术中

维持最低有效的膨宫压 ,同时需熟练技术以缩短手
术时间。本组 37例均在宫腔镜下手术获得成功 ,如

果术中宫颈过松 ,膨宫液外溢 ,膨宫不理想 ,可在放

入宫腔镜后用宫颈钳在镜鞘两侧钳夹上下宫颈 ,以
阻止膨宫液外溢 ,取得理想的效果 。总之 ,宫腔镜手

术具有不开腹 、无切口 、出血少 、创伤小 、恢复快等优
点 ,被誉为治疗宫腔内良性病变的理想手术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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