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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诊断不孕症 43例临床分析 

孙 静，张学珍。尹正银，王 兵 

[摘要]目的：探讨声诺维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SonoVue—HyCoSy)诊断不孕症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43例不孕症患者，其中 

27例原发性不孕，16例继发性不孕。对 43例 83条输卵管分别进行 SonoVue-HyCoSy和碘油造影(HSG)，观察比较 2种方法 

造影剂在输卵管内的流动过程，判断输卵管的通畅性。结果：2种检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1．33，P>0．05)。以 HSG 

为诊断标准，SonoVue—HyCoSy评价输卵管通畅性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正确率分别为95．1％、 

100．0％、100．0％、88．0％、96．4％。结论：SonoVue—HyCoSy对于诊断输卵管源性不孕症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而且与传统 

的HSG相比简便易行，无放射线伤害，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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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SonoVue-hysterOsalping0-contrast 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in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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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SonoVue—hysterosalpingo—contrast sonography(SonoVue—HyCoSy)in the 

diagnosis of infertility．M ethods：Totally 83 fallopian tubes in 43 infertile women including 27 primary infertility and 16 acquired 

infertility were examined with both SonoVue—HyCoSy and hysterosalpingography(HSG)．Real-time assessment of tubal patency was 

conducted by monitoring of contrast agent in the tubal lumen．Results：The sensitivity，specificity，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accurate rate of SonoVue—HyCoSy were 95．1％ ，100．O％ ，100．0％ ，88．0％ ，and 96．4％ ，respectively．There were 

4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und between the SonoVue—HyCoSy group and HSG group for above parametres．Conclusions：SonoVue— 

HyCoSy was an excellent technique with very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agnosis of inferty．Compared with HSG，SonoVue— 

HyCoSy was more reliable，non—invasive and able to benefit for women with in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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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卵管因受各种疾病侵袭导致管腔梗阻、扭曲、 

僵硬、蠕动不协调等形态及功能的改变是引起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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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的首要原因 1 J。及时准确地评价输卵管的通 

畅性是决定临床治疗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使用声诺 

维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 (SonoVue—HyCoSy)检查输 

卵管的通畅性，并与传统的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 

(HSG)作对比，旨在评价超声造影在输卵管通畅性 

检查中的价值。 

本组 I型 12例，Ⅱ型 8例，病程短，早期行颈部牵引 

1～2周，另6例Ⅲ型患儿颈部牵引 3～4周，同时应 

用抗生素和短程激素治疗减轻局部水肿，取得了满 

意的疗效。随访 6个月至 1年均无复发，若疗效较 

差，易复发，则需要进一步检查是否合并其他关节性 

颈椎发育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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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年 5～10月，我院妇产科 门 

诊不孕症患者43例，年龄22～38岁；其中原发性不 

孕 27例，继发性不孕 16例；不孕时间 1～8年。纳 

入条件 ：同居 1年未采取避孕措施，未能受孕；丈夫 

精液检查无异常，患者基础体温(BBT)为双相且黄 

体功能良好己连续3个月经周期，仍未能受孕者；曾 

有下腹部手术史或盆腔慢性炎症史、不孕、怀疑有输 

卵管阻塞者；现无急慢性盆腔炎发作，无全身性或 

心、肺、血管等重要器官疾病者；月经干净 3～7天， 

无阴道流血且 3天内无性生活者。检查均在获得患 

者知情同意后进行。 

1．2 仪器与造影剂 使用荷兰 Philips公司 iU22 

型超声诊断仪，C5-2凸阵探头，频率 2～5 MHz， 

Contrast General造影模式 ，机械指数 0．06。意大利 

Bracco公司超声造影剂 SonoVue，5 ml生理盐水配 

制，摇匀，术前抽取 1．6 ml稀释于20 m1生理盐水中 

配成造影液。 

1．3 检查方法 造影在门诊超声科进行。患者取 

膀胱截石位，常规消毒铺巾，将F12子宫通液管插入 

宫腔，向气囊内注人生理盐水约2 ml，以阻塞子宫颈 

内口。先缓慢注入7～1O m1生理盐水充盈子宫腔， 

经腹部超声观察有无子宫腔粘连及占位，寻找暴露 

子宫角的最佳切面。回抽子宫腔内的生理盐水。仪 

器切换至 Contrast General造影状态，side by side对 

照模式，调整机械指数至0．06，调节增益，使二维对 

照图像显示清晰，造影图像调至组织背景抑制。将 

SonoVue生理盐水溶液 15～20 ml匀速注入子宫腔， 

同时观察双侧输卵管显影及造影剂充盈情况，将造 

影全过程录像存盘。50 min后复查盆腔内有无积液 

及积液量。 

1．4 判断标准 (1)输卵管通畅：推注造影剂无 

阻力，造影剂呈带状强回声由两侧宫角快速向输卵 

管流动，输卵管全段显影；伞端显影呈漏斗形高回 

声；部分患者卵巢周围可见环状高回声带，造影后盆 

腔出现积液或积液量增加。(2)输卵管阻塞：推注 

造影剂阻力大，反流明显，宫腔内造影剂呈团状高回 

声聚积，输卵管全段无显影或仅某段显影，卵巢周围 

无环状高回声带；造影后盆腔无积液或积液量不增 

加。 

1．5 注意事项 冲洗导管并使导管内充满液体，导 

管气囊内注人生理盐水，防止空气进人子宫腔产生 

伪像及引起疼痛 J。导管插入不宜过深，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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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宫底部接触，以免引起疼痛或迷走神经反射；术 

后 2周内禁止盆浴及性生活 。 

1．6 X—HSG检查 造影后第 2天进行。术前做碘 

过敏试验，阴性者可做造影。子宫腔插管过程同超 

声造影。在 x线荧屏监视下缓慢注入碘水，在透视 

下观察子宫腔充盈情况。待子宫充盈显露子宫角时 

摄正位盆腔片1张；继续推注造影剂使输卵管全程 

充盈后再摄第2张片；注药完毕20 rain后再次摄片 

1张，判断结果。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2 结果 

43例患者均插管成功，其中3例因宫外孕有单 

侧输卵管切除史，共83条输卵管获得较满意造影图 

像(见图 1～4)。超声造影诊断 58条输卵管通畅， 

25条输卵管阻塞。43例患者碘过敏试验均为阴性， 

于超声造影次 日行 HSG检查，诊断结果 61条输卵 

管通畅，22条输卵管阻塞。SonoVue．HyCosy与 HSG 

在判断输卵管通畅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33，P>0．05)。以经典的影像学检查 HSG为标 

准，SonoVue—HyCosy诊断结果的灵敏度、特异性、阳 

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正确率分别为 95．1％、 

100．0％ 、100．0％ 、88．0％ 、96．4％ 。 

3 讨论 

检查输卵管病变的方法很多，包括输卵管通液 

(气)术、HSG、腹(宫)腔镜等，但各 自都有缺点。 

输卵管通液术主观性强且对阻塞部位不能作出明确 

诊断，准确率低。HSG准确率较高，但会受到射线 

辐射的污染，对碘过敏者不能应用，并有导致肺栓塞 

的风险 J。腹(宫)腔镜下美蓝通染液试验是可靠 

的检查方法，操作复杂，创伤风险大，费用高。因此， 

探索一种简便实用准确的检查方法具有深远的临床 

价值。 

超声检查由于无创伤、无痛苦、无电离辐射影响 

等优点被广泛用于妇产科，但是输卵管在普通超声 

检查中一般情况下不能显影，因而成为很长一段时 

间超声检查的盲区。1984年 Richman等 使用葡 

萄糖与右旋糖酐混合液作为超声对比剂评估35例 

不孕症妇女输卵管的通畅性，被认为是输卵管子宫 

超声造影的雏形，其检查结果与碘油造影对比显示 

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的灵敏度 100％，特异性 96％。 

此后国内外许多学者使用不同的造影剂及与其相匹 

配的图像显示技术检查输卵管及子宫官腔的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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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推进介入超声的发展。以子宫输卵管超声造 

影为代表的介入超声是利用超声造影剂在超声下呈 

无回声或强回声的特点，观察子宫腔及输卵管腔的 

形态，判断输卵管的通畅度。理论上超声仪的分辨 

率和造影剂质量是影响检查结果准确性的两个重要 

因素。多数传统的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是使用过氧 

化氢溶液、Eehovist等造影剂，对输卵管黏膜有一定 

的刺激性，且在常规超声条件下显影，对周围组织声 

像无抑制，显像的组织对比度差，诊断的准确率很难 

提高 。SonoVue作为新型的二代血池造影剂，以 

磷脂作为微泡包膜，内含六氟化硫气体，具有良好的 

气泡稳定性，对黏膜无刺激，对人体无危害，静脉使 

用时无需过敏试验，腔内使用无剂量依赖性，安全性 

高，可以使用于较多的患者 。 

本研究将低机械指数谐波成像技术与第二代超 

声造影剂 SonoVue联合应用于子宫输卵管造影，通 

过外力加压，模拟血流动力学状态，气体微泡强烈地 

增强超声的背向散射，抑制周围组织成像，使子宫腔 

及输卵管清晰显影。与传统的影像学检查 HSG结 

果相比( =1．33，P>0．05)，在检查输卵管通畅性 

方面，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目前该造影剂的 

费用较高，因此我们使用5 ml稀释液中的1．6 ml配 

置成20 ml造影液，在保证能够清晰显影的同时降 

低患者检查费用。 

本研究经腹部超声虽然扫查范围较为全面，但 

图像清晰程度低于经阴道超声，如果能够将经腹部 

与经阴道扫查联合使用，将会进一步提高检查的准 

确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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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右侧输卵管显影连 
续，右卵巢周围见高回声 
包绕；左侧子宫角造影剂 
淤滞，左输卵管未显影 

图 2 子宫腔内造影剂呈 
强回声显影，淤滞于子宫 
内，双侧输卵管未显影 
图 3 右侧输卵管 内见造 
影剂成团淤积，不流动， 
右卵巢周围未见高回声包 

绕 图 4 与 图 3同一患 
者 ，次 日HSG与HyCosy结 
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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