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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阴道闭锁的超声诊断

叶伟丽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类型阴道闭锁的声像图特征,提高超声下阴道闭锁的诊断及分型的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选取四类阴

道闭锁病例共 19 例,对其声像图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超声显示阴道积液 10 例,宫颈积液 16 例,宫腔积液 18 例,其中 1 例另

伴有盆腔内巨大囊性包块。 结论:超声在阴道闭锁的分型、诊断和鉴别诊断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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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onic diagno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aginal atresia
YE Wei鄄li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sonogram features of different types vaginal atresia to increase the ultrasound diagnosis rate and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Methods:The sonogram features of 19 patients with vaginal atresia( including 4 typ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The ultrasound image found 10 cases of haematocolpos,16 cases of cervical hemorrhage,18 case hematometra and 1
case of large cystic masse in pelvic cavity. Conclusions:Ultrasou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lassification,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vaginal atr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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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阴道闭锁为泌尿生殖窦发育缺陷引起[1]。 阴

道闭锁发病率较低,但是其在女性生殖道畸形中较

为常见。 根据患者阴道闭锁位置及生殖道积血的程

度,所采用的手术方式也是有所区别,对于盆腔粘连

严重的患者可能还涉及周边组织切除。 因此,患者

术前充分准确的诊断,对手术方式的选择、手术风险

的评估、术后情况的预估极为重要。 超声检查能够

提示妇科常规术前准备以外的特殊的术前准备如与

周边肠管粘连密切的患者需要做肠道准备,以防术

中肠管分离中破裂的可能,从而规避手术风险,保证

手术的顺利进行。 在阴道闭锁的检查方法中,超声

可通过经腹、经肛门方式对女性生殖系统进行检查,
并且能在检查过程中,通过推动,挤压病变部位实时

观察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对本病的诊断有巨大的优

势。 因此,本研究分析超声下不同类型阴道闭锁的

声像图特点,提高超声诊断阴道闭锁及其分型的准

确性。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

我院收治的 19 例临床诊断阴道闭锁患者,年龄 13

~ 21 岁,平均 15. 2 岁。 患者临床表现为原发性闭

经,伴有周期性腹痛,并逐渐加重,其中 1 例因盆腔

巨大包块压迫出现尿潴留的症状。
1. 2摇 方法摇 采用经腹部和经肛门二种超声检查方

法,经腹部探头频率为 3. 5 ~ 5. 0 MHz,经肛门探头

频率为 5. 0 ~ 7. 5 MHz。 经腹超声检查:患者需适度

充盈膀胱,观察整个盆腔状况,包括子宫体、宫颈、阴
道和卵巢形态、大小,及其周边比邻区域有无异常回

声物,部分经腹部检查盆腔内结构显示不清的患者,
采用经肛门超声检查方法:患者排空膀胱,腔内探头

置于肛门内,观察内容同上。

2摇 结果

摇 摇 谢志红等[2]将先天性阴道闭锁分为四型:玉型

指阴道下段闭锁,阴道上段及子宫发育正常;域型指

阴道完全闭锁, 可合并宫颈闭锁,子宫体正常或畸

形,子宫内膜可有正常分泌功能;芋型指阴道上段闭

锁,可合并宫颈闭锁,子宫体正常或畸形,子宫内膜

可有正常分泌功能;郁型:指阴道顶端闭锁,可合并

宫颈闭锁,子宫体正常或畸形,子宫内膜可有正常分

泌功能。 本组 19 例患者中阴道下段闭锁 5 例,阴道

完全闭锁 5 例,阴道上段闭锁 5 例,阴道顶端闭锁 4
例。 结合超声检查,不同类型的阴道闭锁病例分布

和图像见表 1 和图 1、2。 在闭锁阴道上方的生殖道

内出现积液,表现为阴道内积液 10 例,宫颈管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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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16 例,宫腔内积液 16 例,积液使阴道、宫颈或宫

腔扩张,失去正常形态,并且变形的程度与积液量成

正比,形态类似梭形或者哑铃型,内液黏稠,内见大

量细密光点,挤压可见内容物移动。 其中一例阴道

下段闭锁患者合并盆腔内巨大囊性包块,该包块与

周边组织广泛黏连,卵巢被包裹其中。 1 例玉型阴

道闭锁及 1 例芋型阴道闭锁的患者检查中发现双子

宫,双宫颈、双阴道图像,其中一侧的阴道发育正常,
其对应的宫腔、宫颈及阴道内无积液,另一侧的阴道

闭锁,玉型阴道闭锁者其上方的宫腔、宫颈、阴道内

出现积液,芋型阴道闭锁者同时合并有宫颈闭锁,宫
腔内探及积液回声,另有 2 例域型阴道闭锁患者也

合并有宫颈闭锁。 且 2 例双子宫双阴道畸形的患者

均合并有一侧肾脏缺如。

表 1摇 超声检查在 4 种类型阴道闭锁病例分布(n)

项目
阴道

下段闭锁

阴道

完全闭锁

阴道

上段闭锁

阴道

顶端闭锁
合计

阴道积液 5 0 5 0 10

宫颈积液 5 3 5 3 16

宫腔积液 3 5 4 4 16

盆腔内包块 1 0 0 0 1

合并宫颈闭锁 0 2 0 1 3

3摇 讨论

摇 摇 阴道闭锁的患者月经来潮前一般不易发现,早
期积血不多时,患者无明显不适,就诊率低。 多数患

者生殖道积血到一定程度临床症状比较明显时才就

诊,此时阴道、宫颈、宫腔积血,甚至月经血经输卵管

逆流形成盆腔积血,与周围组织广泛粘连。 超声检

查可及时发现阴道、宫颈管、宫腔内以及输卵管、盆
腔内液性暗区,再通过观察闭锁阴道的部位,结合患

者原发性闭经、周期性腹痛的病史,大多能及时明确

诊断,另外,阴道发育异常合并子宫发育异常、肾脏

畸形及其他系统畸形的发生率较高[3],因此,在诊

断阴道闭锁时同时检查注意有无合并子宫发育畸形

及排查是否合并有肾脏的发育异常。 在本组 19 例

患者中 2 例双子宫畸形,并同时有一侧肾脏的缺如。

阴道闭锁与多个疾病的超声表现有一定的相

似,在检查过程要注意与它们的鉴别:(1)与先天性

无子宫或者附件包块的鉴别:由于患者就诊时多是

临床症状比较明显,此时生殖道内积血较多,使子宫

受挤压或者牵拉,失去其正常形态,易误诊为与先天

性无子宫或者附件包块。 本组中 1 例玉型阴道下段

闭锁患者生殖道及盆腔广泛积血,患者开始误诊为

卵巢巨大巧克力囊肿,手术中发现系阴道下段闭锁

引起的生殖道的广泛积液及盆腔的逆流形成的潴留

性囊肿。 所以,在检查过程中,检查者要多切面连续

性扫查病变部位,可采用推动、挤压等方法辨别病变

组织与正常组织的解剖关系,并结合病史对病变部

位进行诊断。 (2)阴道闭锁与梗阻性阴道横隔的声

像图很相似,尤其是超声检查中下段显示不清的患

者。 阴道横隔是阴道腔化过程中未被贯通或者完全

贯通所致,残留 1 cm 左右的黏膜样组织[4]。 阴道闭

锁是整个阴道腔内闭锁,其一般较横膈组织厚,可通

过腔内(经阴道或经肛门)超声检查测量闭锁组织

的厚度,有助于两者的鉴别。 (3) 与先天性阴道斜

隔鉴别,阴道斜隔系起源于两个宫颈之间,斜升附着

于一侧的阴道壁,形成一个盲管,将该侧的宫颈遮蔽

在内,隔的后方与宫颈之间的腔为“隔后腔冶,腔内

可见积液回声[5],与初期少量阴道积液的阴道闭锁

患者的声像图极为相似,但是阴道先天性阴道斜隔

会有正常的月经周期,可通过该临床表现与阴道闭

锁的患者鉴别。 (4)阴道闭锁与处女膜闭锁的鉴

别,尤其是玉型阴道下段闭锁,处女膜闭锁系尿生殖

窦上皮未能贯穿前庭部所致,顾名思义是处女膜的

闭锁,较薄,而阴道下段闭锁一般长约 2 ~ 3 cm[4],
这都可以通过超声检查发现,另外妇科检查,处女膜

闭锁患者无阴道开口,可见处女膜向外膨出,张力

高,呈紫蓝色,用针穿刺膨隆处可抽出褐色或者暗红

色黏稠的血液,阴道闭锁的患者位置较处女膜闭锁

高,并于阴道外口处可见处女膜环。 由此可见,超声

检查能显示闭锁阴道的部位,并且对本病引起的积

血部位、范围程度做出判断,在阴道闭锁的分型、诊
断与鉴别诊断方面起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超声检查以其方便、无创、价廉并且

能在检查中通过对病变部位的推动、挤压实时观察

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优势成为诊断阴道闭锁的首选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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