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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异常出血子宫内膜病理研究

雷亚平,胡雪涛

[摘要]目的:探讨子宫异常出血患者的子宫内膜组织病理学及不同年龄阶段各种子宫内膜类型的分布情况。 方法:分析 294
例异常子宫出血患者诊刮子宫内膜的组织病理学资料。 结果:不同年龄阶段子宫异常出血患者子宫内膜病理组织学类型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不同年龄阶段子宫内膜增生类型及息肉类型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子宫异

常出血的子宫内膜病变与年龄阶段不具有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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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endometrial pathology i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LEI Ya鄄ping,HU Xue鄄tao

(Department of Pathology,Chinese Medical Hospital of Fangshan,Beijing 1024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histopathology of endometrium i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and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endometrium in different age patients. Methods:The data of the histopathology of endometrium in 294 cases with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the histopathology distribution of endometrium in
different age patients with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ypes of
endometrial hyperplasia and polyp in different age patients were no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 0. 05). Conclusions:The endometrial
lesion in patient with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is not related to their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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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子宫异常出血是妇科门诊患者最常见的就诊原

因,诊断性刮宫和病理学检查是诊断子宫异常出血

的有效手段。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4 月,我们对就

诊的 294 例异常子宫出血患者诊刮子宫内膜进行病

理学检查,本文就不同年龄阶段子宫异常出血患者

的子宫内膜组织病理学特点作一探讨。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 摇 一般资料 摇 本组 294 例患者中年龄 21 ~
67 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1] 分为 3 组:
<40 岁,育龄期 64 例;40 ~ 50 岁,围绝经期 152 例;
> 50 岁,绝经期 78 例。
1. 2摇 方法 摇 巨检:294 例标本均为诊断性刮宫标

本,组织呈灰白、灰红色,多破碎,部分混杂有凝血组

织,数量不等,一般取 1 ~ 4 个蜡块。 所有诊刮子宫

内膜标本均经 10% 甲醛固定,记录大体形态,常规

石蜡包埋切片,HE 染色,中性树胶封片,按照诊断

病理学的诊断标准,阅片分类。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294 例中,正常周期子宫内膜 135 例,增生 114
例,萎缩性改变 6 例,外源性激素刺激改变 2 例,子
宫内膜息肉 18 例,子宫内膜癌 7 例,妊娠合并症 12
例。 不同年龄阶段子宫异常出血患者子宫内膜病理

组织学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而子宫内膜增生类型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本研究中观察的子宫内膜息肉内腺体上皮均无

非典型性。 其中 1 例 66 岁患者,子宫内膜息肉内腺

体没有结构和细胞的异型性,而背景子宫内膜为中

-低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雌
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息肉内腺体上皮细胞及间质

细胞均呈弥漫性强阳性着色,核增殖指数 < 1%上皮

细胞阳性,细胞角蛋白 7 腺体上皮细胞阳性,间质细

胞阴性。 背景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部分腺体上皮细

胞阳性,孕激素受体阴性,细胞角蛋白 7 部分腺体上

皮细胞阳性,核增殖指数 > 60% 阳性。 不同年龄阶

段子宫内膜息肉背景子宫内膜组织学类型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异常子宫出血发生于9% ~ 14% 的月经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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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不同年龄阶段子宫异常出血患者子宫内膜病理组织学类型比较[n;百分比(% )]

年龄 / 岁 n 正常子宫内膜 增生
萎缩性

改变

外源性

激素刺激

子宫

内膜息肉

子宫

内膜癌

妊娠

合并症
Hc P

< 40 64 32(50. 00) 19(29. 69) 0(0. 00) 0(0. 00) 3(4. 69) 0(0. 00) 10(15. 63)

40 ~ 50
> 50

152摇
78

66(43. 42)
37(47. 44)

74(48. 68)
21(26. 92)

0(0. 00)
6(7. 69)

2(1. 32)
0(0. 00)

7(4. 61)
8(10. 26) 摇

1(0. 66)
6(7. 69)

2(1. 32)
0(0. 00)

0. 53 > 0. 05

合计 294摇 135(45. 92) 114(38. 78) 6(2. 04) 2 (0. 68) 18(6. 12) 7(2. 38) 12(4. 08)

表 2摇 不同年龄阶段增生类型分布比较[n;百分比(% )]

年龄 / 岁 n
单纯性

增生

复杂性

增生

单纯性增生

伴复杂性增生

单纯性增生

伴不典型增生

复杂性增生

伴不典型增生
Hc P

< 40 19 16(84. 21) 0(0. 00) 3(15. 79) 0(0. 00) 0(0. 00)

40 ~ 50
> 50

74
21

61(82. 32)
17(80. 95)

3(4. 05)
2(9. 52)

8(10. 81)
1(4. 76)

1(1. 35)
0(0. 00)

1(1. 35)
1(4. 76)

0. 05 > 0. 05

合计 114摇 94(82. 45) 5(4. 38) 12(10. 52) 摇 1(0. 87) 2(1. 75)

表 3摇 不同年龄阶段子宫内膜息肉结果比较(n)

年龄 /岁 n摇
背景子宫内膜组织学类型

摇 正常子宫内膜摇 增生摇 子宫内膜样腺癌摇
Hc P

<40 3 1 2 0

40 ~ 50
> 50

7
8

4
6

3
1

0
1

1. 79 > 0. 05

合计 18 11 6 1

后妇女,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增加经济负担。 正常的

月经周期始于卵泡刺激素诱导卵泡产生雌激素,雌
激素刺激子宫内膜的生长,黄素化的激素蓄积促进

排卵,卵泡排卵后形成的黄体产生孕激素,诱导子宫

内膜转变为分泌期,撤退性出血发生在排卵后的

13 ~ 15 d。 子宫内膜正常的生理、解剖的破坏或子

宫内膜癌可能导致异常子宫出血。
异常子宫出血可发生在月经来潮后的任何

时期。 围绝经期子宫异常出血的构成比最高,占
51. 70% ,相关研究[2 - 3] 也表明,该人群子宫异常出

血的发生率最高,可能原因为,该人群卵巢功能逐渐

衰退,卵泡对促性腺激素的敏感性降低,卵泡发育不

良,内膜增厚但不牢固,易发生急性突破性出血。 绝

经期的发生率比围绝经期有所下降,可能是因为患

者得到了早期诊断和治疗,所以降低了后期发生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子宫异常出血

患者子宫内膜组织病理学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育龄期子宫异常出血患者,其子宫内

膜 50. 00%为正常子宫内膜,15. 63% 为怀孕引起的

并发症。 由于大部分妇女都是在该年龄阶段怀孕,
因此,该年龄阶段妇女的子宫异常出血首先应该通

过超声检查或者血人绒毛膜刺激激素检查来排除是

由于怀孕引起的并发症。
围绝经期子宫异常出血患者,48. 68% 为子宫内

膜增生。 子宫内膜长期受雌激素持续影响而无孕激

素的拮抗[4 - 6],导致子宫内膜腺体增生引起腺体,间
质比率增加。 Khare 等[7 - 8]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增生

是围绝经期子宫异常出血最常见的组织病理学基

础,分别为 51% 和 68% 。 在病理诊断中,子宫内膜

增生的识别是非常重要的,子宫内膜增生被认为是

子宫内膜癌的前驱病变。 本研究表明,各年龄组增

生的类型无明显不同。 复杂性增生可以与单纯性增

生合并存在,单纯性增生和复杂性增生均可以合并

不典型增生。 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不典型增

生、子宫内膜癌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谱系。
绝经期子宫异常出血,萎缩性改变、子宫内膜息

肉和子宫内膜癌的构成比分别为 7. 69% 、10. 26%和

7. 69% 。 萎缩性内膜引起子宫异常出血的原因还不

是很清楚,可能与解剖血管变异或局部止血机制异

常有关。 子宫内膜息肉与周围背景子宫内膜在受体

表达、细胞增殖和凋亡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 近年

分子病理研究[9] 证实,子宫内膜息肉为同源性增生

并常含有染色体 6 异常,这些差异与染色体变异和

单克隆型表明,息肉可能为恶性的发生提供合适的

微环境[10]。 本研究中,1 例 66 岁的中 - 低分化腺癌

患者其共存的子宫内膜息肉,腺体没有结构和细胞

的异型性,而且在受体表达和增值活性方面也与周

围背景子宫内膜有明显的不同。 而相关的研究[10]

报道发现,2%子宫内膜息肉中存在癌前病变,0. 5%
子宫内膜息肉中诊断癌。 Yasuda 等[12] 报道了 8 例

发生于子宫内膜息肉内的子宫内膜上皮内癌。
Hileeto 等[12]研究发现,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恶性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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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随年龄而增加, > 65 岁年龄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是子宫内膜样腺癌。 本研究的

结果与相关研究不太一致,可能与样本量太小有很

大的关系,需要增大样本量做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子宫异常出血的子宫内膜病理组织学类

型与年龄不具有直接相关性,但在治疗时就充分考

虑年龄因素。 育龄期妇女应首先排除怀孕,围绝经

期妇女主要是因为子宫内膜增生引起的,应尽早行

诊断性刮宫明确诊断,以便于进一步确定治疗方案。
在绝经期,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明

显提高,绝经期异常出血应引起高度重视,尽早行分

段诊刮及宫腔镜检查,及早发现早期病变,争取尽早

治疗,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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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NO 的含量提示

血管内皮功能的好坏[10]。
阴茎的勃起依赖于阴茎海绵体动脉的扩张。 有

研究[11]表明,位于海绵窦窦内皮上的内皮型一氧化

氮合酶在勃起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内皮功能损害

是勃起功能障碍的机制之一。 本研究中,DED 组的

4鄄HNE 和 MDA 值均明显高于 NED 组及对照组(P
< 0. 01)。 结合对大鼠阴茎 EC 细胞预处理后测其

NO 水平,发现随着 4鄄HNE 含量的升高,EC 细胞表

达 NO 的水平逐渐降低,氧化产物 MDA 积聚增加,
EC 细胞增殖受到抑制,提示脂质过氧化损伤在

DED 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机制可能是脂质

过氧化 -氧自由基反应介导的血管内皮损伤,从而

导致 DED 的发生、发展。
综上所述,氧化还原反应在 DED 发病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机制可能为其介导的阴茎血管内皮

损伤,从而导致 DED 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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