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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病人冻融单囊胚移植的妊娠结局和出生结局比较

赵昍朋1,3,程东凯3,肖摇 瑞2

[摘要]目的:比较不同年龄病人冻融单囊胚移植后的妊娠结局和出生结局。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冻

融单囊胚移植的 2 414 个周期,按照 < 35 岁和逸35 岁 2 个年龄段分别比较第 5 天(D5 组)与第 6 天(D6 组)冻融单囊胚病人

复苏移植后的临床妊娠率、囊胚种植率、流产率、异位妊娠率、多胎妊娠率、早产率、低出生体质量率、出生缺陷率、新生儿死亡

率等指标。 结果:病人无论年龄大小,D5 组的临床妊娠率和囊胚种植率均明显高于 D6 组(P < 0. 01);而 2 组流产率、多胎妊

娠率、早产率、低出生体质量率、出生缺陷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在 < 35 岁病人中,D5 组的异

位妊娠率高于 D6 组(P < 0. 01)。 结论:病人无论年龄大小,第 5 天单囊胚和第 6 天单囊胚在复苏移植后都有较好的妊娠结局

和出生结局,但总体上看第 5 天要优于第 6 天,建议优先选择第 5 天单囊胚复苏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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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pregnancy and birth outcome
of single frozen鄄thawed blastocyst transfer in patients of different ages

ZHAO Xuan鄄peng1,3,CHENG Dong鄄kai2,Xiao Rui2

(1. Graduate School,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40;2. Shenyang Orient Medical Group
Hospital Laboratory,Shengyang Liaoning 110000;3.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Pathology,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pregnancy and birth outcome of single frozen鄄thawed blastocyst transfer in patients of different
ages. Methods:The data of 2 414 cycles of single frozen鄄thawed blastocyst transfer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pregnancy
rate,implantation rate,abortion rate,ectopic pregnancy rate,multiple pregnancy rate,premature delivery rate,low birth weight rate,birth
defect rate and neonatal death rate between the fifth day and sixth day of single frozen鄄thawed blastocyst transfer(group D5 and group
D6) were compared in patients less than 35 years old and patients more than or equal to 35 years old. Results:Regardless of age,the
clinical pregnancy rate and implantation rate in group D5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D6(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bortion
rate,multiple pregnancy rate,premature delivery rate,low birth weight rate,birth defect rate and neonatal death rate between group D5
and D6 group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mong the patients less than 35 years old,the ectopic pregnancy rate in
group D5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D6(P < 0. 01). Conclusions:Regardless of patients忆 age,the pregnancy outcome and birth
outcome of the day 5 and day 6 single blastocyst transfer are good,and that of the day 5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day 6,and the days
singk frozen鄄thawed blastocyst transfer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Key words] embryo transfer;singk frozen鄄thawed blastocyst;pregnancy outcome;birth outcome

摇 摇 冻融囊胚移植技术如今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发

展迅速。 将本周期移植后剩余胚胎或由于各种原因

不能在本周期移植的病人的胚胎培养成囊胚后进行

冻存,可以有效地利用胚胎,减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

征、多胎妊娠等不良结果的发生。 此外,由于冻融囊

胚移植具有较好的子宫内膜容受性,并且使胚胎发

育与子宫内膜有同步性,加之在冻融过程中本身能

淘汰一部分发育潜能不佳的囊胚,所以冻融囊胚移

植与新鲜囊胚移植相比,可以获得更加满意的临床

结局[1]。 目前,囊胚玻璃化冷冻技术逐渐成熟,它
与程序化冷冻相比可提高胚胎复苏率,成为胚胎冷

冻保存的首选方法,为多数生殖中心所采用。 本研

究对 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在沈阳东方医疗集

团菁华医院生殖中心进行冻融单囊胚移植的 2 414
个周期进行回顾性分析,从 2 个年龄段分别比较病

人的妊娠结局和出生结局,探讨冻融单囊胚移植的

可行性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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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将 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在

沈阳东方医疗集团菁华医院生殖中心进行复苏囊胚

移植的 2 414 个周期作为研究对象。 将 2 414 个囊

胚复苏移植周期按照囊胚冷冻时间分为 2 组:第 5
天单囊胚移植组(D5 组)和第 6 天单囊胚移植组

(D6 组),分别从 2 个年龄段( < 35 岁和逸35 岁)比
较 2 组的妊娠结局和出生结局。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囊胚冷冻摇 囊胚冷冻前采用双极二氧化碳

激光系统进行人工皱缩,在远离内细胞团的滋养层

细胞与透明带连接处用 200 ms 的激光打孔,待完全

皱缩后进行玻璃化冷冻。 将胚胎放入平衡液 ES(含
体积分数 7. 5% 二甲基亚砜 和 7. 5% 乙二醇)中平

衡 2 min,这期间要反复用吸管吹吸胚胎。 之后在

冷冻液 VS (含体积分数 15% 二甲基亚砜和 15%
乙二醇) 中平衡 40 s,迅速将胚胎转移至冷冻载体

上,再迅速投入液氮保存。 囊胚冷冻原则为每管臆2
枚胚胎。
1. 2. 2摇 囊胚复苏摇 在液氮中取下待复苏囊胚的载

体外管,迅速将载体末端浸入 37 益 恒温板预热的

0. 35 mol / L 蔗糖中,2 min 后转移至 0. 25 mol / L 蔗

糖中,3 min 后再将囊胚依次转移至两孔 BS 中各清

洗 5 min。 将复苏好的囊胚进行激光辅助孵化后转

移至含培养液的培养皿中,在 37 益、5% CO2、5% N2

培养箱内培养 2 h 后观察胚胎存活情况,对解冻存

活的囊胚进行移植。
1. 2. 3摇 内膜准备摇 自然周期:月经第 12 天左右起

阴道 B 超监测排卵,待内膜厚度逸8 mm,注射人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诱导排卵,排卵后予以黄体酮

20 mg / d肌肉注射,第 5 天行囊胚移植。 激素替代周

期:月经第 2 ~ 5 天起口服戊酸雌二醇,待内膜厚度

逸8 mm 加用黄体酮 60 ~ 80 mg / d 转化内膜,自转化

日后第 5 天行囊胚移植。
1. 2. 4 摇 妊娠结局和出生结局评价摇 囊胚移植后 2
周检测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明显升高,5 周左右

B 超可见孕囊为临床妊娠;妊娠 28 周以前非人为因

素造成的妊娠终止为流产;妊娠 28 ~ 37 周(196 ~
259 d)发生分娩的为早产;出生体质量为 1 000 ~
2 499 g,身体各器官尚未完全成熟的新生儿为早产

儿;出生时存在形态结构异常、生理功能异常或代谢

缺陷所致异常为出生缺陷。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 < 35 岁病人妊娠结局的比较摇 在 < 35 岁

单囊胚移植病人中,D5 组临床妊娠率、囊胚种植率、
异位妊娠率均明显高于 D6 组(P < 0. 01);2 组流产

率和多胎妊娠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

表 1摇 2 组 < 35 岁病人妊娠结局的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临床妊娠 囊胚种植 流产 异位妊娠 多胎妊娠

D5 组 997 598(59. 98) 616(61. 79) 123(20. 57) 12 (2. 00) 18(3. 01)

D6 组 706 376(53. 26) 384 (54. 39) 84 (22. 34) 0(0. 00) 8(2. 13)

合计 1 703摇 974(57. 19) 1 000(58. 72) 207(12. 16) 12(0. 07) 26(1. 53)

字2 — 7. 63 9. 32 0. 43 7. 64 0. 69

P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 0. 05

2. 2摇 2 组 < 35 岁病人出生结局的比较摇 在 < 35 岁

单囊胚移植病人中,D5 和 D6 组分娩例数分别为

475 例和 292 例,新生儿数分别为 482 名和 296 名,2
组早产率、低出生体质量率、出生缺陷率和新生儿死

亡率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2)。 D5 组 5 例出生缺陷分别为:多指 1 例,先天性

心脏病 1 例,唇腭裂 1 例,肛门闭锁 1 例,心肺发育不

全 1 例,其中肛门闭锁和心肺发育不全新生儿死亡;
D6 组 2 例出生缺陷分别为:喉组织发育不良 1 例,
先天性心脏病 1 例,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死亡。

表 2摇 2 组 < 35 岁病人出生结局的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分娩数 新生儿数 早产
低出生

体质量

出生

缺陷

新生儿

死亡

D5 组 475 482 44(9. 26) 19 (3. 94) 5 (1. 04) 2(0. 41)

D6 组 292 296 32 (10. 96) 9 (3. 04) 3 (0. 68) 1 (0. 34)

合计 767 778 76(9. 91) 28(3. 65) 8(1. 04) 3(0. 40)

字2 — — 0. 33 0. 43 0. 02 0. 00

P —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2. 3摇 2 组逸35 岁病人妊娠结局比较摇 在逸35 岁单

囊胚移植病人中,D5 组的临床妊娠率和囊胚种植率

均明显高于 D6 组(P < 0. 01);2 组流产率、异位妊

娠率和多胎妊娠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3)。
2. 4摇 2 组逸35 岁的出生结局比较摇 在逸35 岁单囊

胚移植病人中,D5 和 D6 组分娩例数分别为 147 例、
91 例,新生儿数分别为 147 名、91 名,2 组早产率、
低出生体质量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均无出生缺陷和新生儿死亡(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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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2 组逸35 岁病人妊娠结局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周期数 临床妊娠 囊胚种植 流产 异位妊娠 多胎妊娠

D5 组 363 196(53. 99) 197 (54. 27) 49 (13. 50) 1(0. 28) 1 (0. 28)

D6 组 348 132 (37. 93) 133 (38. 22) 41 (11. 78) 2(0. 57) 1 (0. 29)

合计 711 328(46. 13) 330(46. 41) 89(12. 52) 3(0. 42) 2(0. 28)

字2 — 18. 45 18. 41 1. 45 0. 88 0. 08

P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表 4摇 2 组逸35 岁的出生结局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分娩数 新生儿数 早产
低出生

体质量

出生

缺陷

新生儿

死亡

D5 组 147 147 11 (7. 48) 4 (2. 72) 0 0

D6 组 摇 91 摇 91 7(7. 69) 2 (2. 20) 0 0

合计 238 238 18(7. 56) 6(2. 52) 0 0

字2 — — 0. 00 0. 00 — —

P — — >0. 05 > 0. 05 — —

3摇 讨论

摇 摇 近年来辅助生殖技术日益成熟,胚胎体外培养

得到广泛应用,其临床妊娠率也不断提高。 为了保

证妊娠率,许多生殖中心选择 2 枚甚至 3 枚胚胎进

行移植,从而使多胎妊娠率升高。 多胎妊娠可能会

引起妊娠期并发症,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母婴的风

险。 因此,单胚胎移植逐渐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们

的共识[2]。
囊胚是胚胎体外培养的最终阶段,通常形成于

受精后的第 5 ~ 7 天[3]。 此时胚胎已经经过基因组

的激活,胚胎发育可以说是与子宫内膜同步的。 胚

胎以囊胚的形式植入母体,可以获得较高的妊娠率

和种植率[4]。 同时,囊胚培养提供单个囊胚移植的

可能性,可有效避免多胎妊娠。 通常染色体异常以

及发育潜能差的胚胎不能形成囊胚。 因此,可以说

囊胚培养是一个较完美的可筛选出有较好发育潜能

胚胎的过程[5]。
SHAPIRO 等[6]对 1 460 个新鲜移植周期和 690

个冻融移植周期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发现冻融移植

周期与新鲜移植周期相比,临床妊娠率高,异位妊娠

率低。 ZHU 等[7]研究表明,在囊胚移植数目相近的

前提下,冻融周期比新鲜周期的妊娠率和种植率高。
原因可能是冻融移植周期大多为自然周期或使用雌

激素类药物的剂量较小,与新鲜周期常采用的超促

排卵相比,冻融周期提高了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并使

得子宫内环境与生理状况相接近。 而且,如今被广

泛采用的胚胎玻璃化冷冻技术减少了胚胎内的冰晶

形成,有效避免了冻融对胚胎的损伤,从而保留了胚

胎的发育潜能,使冻融囊胚获得了较高的临床结局。
李城等[8] 研究表明,在冻融单囊胚移植周期

中,第 5 天囊胚的妊娠率和种植率均显著高于第 6
天囊胚,这与本研究结论相符合。 其原因可能是第

6 天内膜相对于第 5 天内膜对囊胚的容受性较差;
伴随囊胚培养时间的延长,细胞内的 DNA 损伤有所

增加;细胞数目增多,囊胚腔有所扩大,影响了玻璃

化冻融和解冻的过程和效果[9 - 10]。 由此可推测在

冷冻和复苏过程中,第 5 天囊胚比第 6 天囊胚可能

对冷冻造成的损伤的耐受更好一些,保留更好的发

育潜能。
SHEN 等[11] 从年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在冻融

囊胚移植中,年龄 < 35 岁病人的临床妊娠率和流产

率分别为 59. 8% 和 10. 9% ,而年龄逸35 岁病人的

临床妊娠率和流产率分为 55. 8% 和 17. 24% 。 同

时,逸35 岁女性的异位妊娠率也显著提高。 即随着

病人平均年龄增加,病人的临床妊娠率会降低而流

产率会增加,这与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也相一致。
秦祖兴等[12]研究结果表明,囊胚期移植与卵裂

期移植相比,其早产率、低出生体质量率、出生缺陷

率和新生儿死亡率无显著差异。 赵静等[13] 比较了

新鲜囊胚移植与冻融囊胚复苏移植,其中新生儿出

生缺陷率分别为 1. 7% 及 0. 9% ,结果无显著差异。
本研究数据显示,冻融囊胚移植周期妊娠率和种植

率高,流产率低,且早产率、低出生体质量率、出生缺

陷率及新生儿死亡率与本中心大量新鲜周期得到的

出生结局相比没有统计学差异,说明冻融囊胚复苏

移植可获得与新鲜囊胚移植类似的临床结局。
综上所述,复苏周期第 5 天单囊胚的临床妊娠

率和囊胚种植率均高于第 6 天单囊胚。 与第 6 天囊

胚相比,第 5 天囊胚的流产率相对较低。 由此建议

冻融囊胚移植的病人优先选择第 5 天单囊胚来移

植。 随着冻融囊胚移植技术的发展,保证较高的妊

娠率和种植率的同时,也需降低异位妊娠、多胎妊娠

等情况的发生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从而为更多的不

孕不育病人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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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组 N1、N2 潜伏期 P3 波幅在治疗前后均无显著

变化,P3 潜伏期在治疗后缩短。 与左侧高频 + 右侧

低频组比较,双侧高频组 P3 潜伏期在治疗后缩短较

明显。 2008 年 COTELLI 等[9]研究入组 24 例不同程

度痴呆病人,应用 20 Hz 高频 rTMS 作用于左或右侧

DLPFC,对照组用假刺激,治疗前后评估不同程度痴

呆病人的物体和行为命名能力,结果提示 rTMS 能

影响一些中重度痴呆的命名能力。 同时有研究[10]

结果显示,不同频率 rTMS 均可明显改善轻中度 AD
病人的记忆功能和语言功能,高频刺激临床效果更

佳。 本研究结果与之一致。
rTMS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无创性的新技术,被

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研究,在 AD 的治疗方面起

到一定的作用。 本研究首次关于 rTMS 与药物(加
兰他敏)联合治疗并将其治疗 AD 的频率、强度、持
续时间等重要参数进行分类讨论,结果表明,2 组治

疗均有较高的总有效率,通过 MMSE、ADL、CDR 评

分显示,rTMS + 加兰他敏联合治疗优于单用加兰他

敏治疗,且双侧高频更利于认知功能的恢复。 由于

rTMS 对脑内神经递质传递及调节神经元兴奋性的

基因表达有明显影响,而加兰他敏为可逆性胆碱酯

酶抑制剂,两者之间是否有相互促进作用,共同改善

认知功能,还需临床进一步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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