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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介入引导下甲氨蝶呤局部注射联合口服米非司酮

治疗子宫瘢痕妊娠的疗效观察

阮璐璐

[摘要]目的:探讨超声介入引导下甲氨蝶呤局部注射联合口服米非司酮治疗子宫瘢痕妊娠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选取子

宫瘢痕妊娠病人 54 例,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使用口服米非司酮进行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超声介入引导下甲氨蝶呤

妊娠囊内局部注射进行治疗,同时对 2 组病人后续采取清宫治疗。 对 2 组病人临床治疗效果、不良反应、治疗有效率进行统

计。 结果:观察组病人住院时间、hCG 转阴时间、体内病灶消失时间及月经恢复时间均优于对照组(P < 0. 01),术中出血量少

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病人心悸、恶心、腹部疼痛等总不良反应率低于对照组(P < 0. 01),治疗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P < 0. 05)。 结论:对子宫瘢痕妊娠病人使用超声介入引导下甲氨蝶呤局部注射联合口服米非司酮进行治疗,可以有效地提

高病人的临床治疗效果,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治疗的有效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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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analysis of the topical injection of methotrexate guided
by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oral mifepristone in the treatment of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RUAN Lu鄄lu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engbu City,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local injection of methotrexate guided by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oral mifepristone in the treatment of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Methods:Fifty鄄four patients with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mifepriston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local injection of methotrexate guided by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oral mifepristone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cesarean curettag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adverse reactions and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The time of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hCG turning negative, time of
disappearance of internal lesions and time of menstrual recover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and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incidence rate of total adverse
reactions,such as palpitation,nausea and abdominal pain,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and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The local injection of
methotrexate guided by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oral mifepristone in the treatment of cesarean scar pregnanc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cesarean scar pregnancy;ultrasound intervention guidance;methotrexate;mifepristone

摇 摇 在临床研究中,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

(cesarean scar pregnancy,CSP)指的是曾经有过剖宫

产史的女性子宫出现了较大的瘢痕,再次妊娠后,受
精卵着床于子宫瘢痕处,作为一种分娩手术的远期

并发症,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了身心的创伤[1]。
CSP 是异位妊娠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是一个限时定

义,仅限于早孕期(即孕周臆12 周);由于大多数

CSP 预后凶险,一旦确诊,多建议病人终止妊娠,通
常情况下若无较佳的技术及医疗设备,病人甚至可

能在早期流产手术中出现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故
对于剖宫产术后产妇短期内应当采取合理的避孕方

式[2]。 最近几年来,伴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CSP 治

疗的安全性不断提升,使用超声介入引导下甲氨蝶

呤(MTX)妊娠囊内局部注射联合口服米非司酮进

行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 本研究对 54 例 CSP 病人

随机分组后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探究超声介入引

导下 MTX 局部注射联合口服米非司酮治疗子宫瘢

痕妊娠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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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收治的 CSP 病人 5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各 27 例,其中观察组年龄 21 ~ 46 岁,对照组

年龄 20 ~ 42 岁。 2 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所有

病人均知情同意,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1)经超声检查病人均符合 CSP 的

诊断要求;(2)病人自愿配合有关治疗;(3)病人的

孕周在孕 2 月以内;(4)病人未出现腹腔内的活动

性出血,生命体征平稳;(5)病人的血常规、肝肾功

能等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排除标准:(1)病人在心、肺、肾等器官出现功

能衰竭;(2)病人具有重大精神疾病;(3)病人对米

非司酮、MTX 等药物具有过敏反应;(4)病人已经出

现大出血,生命体征不平稳。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对照组摇 病人在治疗前进行常规的检查,使
用口服米非司酮进行治疗,一天 2 次,每次 50 mg,
持续 3 d。 同时告知病人服药期间的注意事项以及

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3],观察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hCG)下降的情况,并予药物应用后 2 ~ 3 d 行

清宫手术,对于 hCG 下降不理想的病人可继续加用

米非司酮口服。
1. 2. 2摇 观察组摇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超声介入

引导下 MTX 孕囊局部注射进行治疗。 首先,让病人

处于仰卧姿势,对其进行腹部的超声检查,然后取截

石位,利用阴道彩超设备对病人的子宫瘢痕位置进

行扫描与检查,常规消毒后,在超声引导下,穿刺针

自阴道穿刺进入孕囊,抽出部分囊液后注射 MTX,
注射剂量 50 mg[4],2 ~ 3 d 后行清宫术,对于 hCG 下

降不理想的病人可继续加用米非司酮口服。
2 组病人在治疗前均行常规备血,备球囊压迫

止血,并做好治疗失败进一步行子宫动脉栓塞或者

开腹手术治疗的准备。
观察并记录 2 组病人各项临床指标,hCG 明显

下降,无明显出血,病情稳定后可予以出院观察,并
告知 2 组病人注意事项,定期对 2 组病人进行随访,
继续观察并记录 2 组病人出院后复查的各项临床指

标[5]。
1. 3 摇 观察指标 摇 观察 2 组病人的临床治疗效果

(住院时间、病人体内 hCG 恢复时间、体内病灶消失

时间、月经恢复至正常所需时间),时间越短表明病

人的治疗效果越好;观察 2 组病人在清宫术中的出

血量,根据病人治疗完成后的随访情况,记录 2 组病

人发生心悸、恶心、腹部疼痛等不良反应的人数,出
血量及不良反应人数越少表明治疗安全性越高。 观

察 2 组病人的治疗有效率,判断标准为显效:病人清

宫术中出血少,子宫内无残留,体内 hCG 转阴,月经

恢复正常;有效:清宫术顺利完成,但子宫内存在残

留,阴道有少量出血,或者出血稍多,经球囊压迫治

疗后好转,最终体内 hCG 转阴,月经恢复正常;无
效:清宫术中或术后持续出血且止血困难,子宫内存

在残留,需通过进一步的强化手段(子宫动脉栓塞

术或者开腹手术)治疗。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临床治疗效果比较摇 观察组病人住

院时间、hCG 转阴时间、体内病灶消失时间及月经恢

复时间均优于对照组(P < 0. 01),术中出血量少于

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临床治疗效果比较(x 依 s)

分组 n 住院时间 / d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恢复时间 / d
体内病灶

消失时间 / d
月经恢复至

正常所需时间 / d
清宫术中

出血量 / mL

对照组 27 13. 6 依 1. 7 33. 8 依 5. 1 49. 1 依 6. 9 73. 4 依 7. 2 112. 3 依 13. 2

观察组 27 4. 3 依 1. 8 16. 9 依 4. 7 37. 6 依 6. 2 63. 5 依 6. 8 81. 1 依 10. 8

t — 19. 52 14. 21 6. 44 5. 19 9. 50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2. 2摇 2 组病人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摇 观察组病人

心悸、恶心、腹部疼痛等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P < 0. 01)(见表 2)。
2. 3摇 2 组病人治疗的有效率比较摇 2 组病人均未出

现死亡病例,对照组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出血较多采

取进一步治疗者共 10 例,其中有 8 例行子宫动脉栓

表 2摇 2 组病人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心悸 恶心 腹部疼痛 总不良反应 字2 P

对照组 27 5 8 9 22(81. 5)

观察组 27 3 4 4 11(40. 8) 9. 43 < 0. 01

合计 54 8 12 13 33(61. 1)

132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9 年 9 月第 44 卷第 9 期



塞术治疗,2 例行经腹子宫瘢痕妊娠病灶切除 + 子

宫修补术;观察组病人中有 1 例清宫术中出血稍多,
经球囊压迫后血止,有 3 例术中出血多且球囊压迫

止血无效从而进一步行子宫动脉栓塞术;观察组病

人治疗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 0. 05)(见表 3)。

表 3摇 2 组病人治疗有效率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字2 P

对照组 27 7 10 10 17(63. 0)

观察组 27 12 12 3 24(88. 8) 4. 96 < 0. 05

合计 54 19 22 13 41(75. 9)

3摇 讨论

摇 摇 剖宫产已成为解决难产及某些产科合并症,挽
救产妇及围生儿生命的有效手段,但也带来一些常

见的并发症例如 CSP[6]。 初期的 CSP 可能仅有与

先兆流产类似的表现,比如停经后伴有不规则阴道

流血、轻微下腹疼痛等[7],一般不会引起病人的重

视,目前诊断 CSP 的主要手段是经阴道超声检查。
CSP 病人如果选择坚持继续妊娠,可能会出现胎盘

植入、子宫破裂、大出血等状况,严重时会导致病人

死亡[8]。 因此对于 CSP 病人,建议在早期进行针对

性的治疗。 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 /或手术治疗,
单一治疗方法往往效果不佳,且不良反应较多,在治

疗过程中多选择使用联合治疗的方式。 据有关研

究[9]显示,超声介入引导下 MTX 局部注射联合口服

米非司酮在子宫妊娠瘢痕的治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有效地改善了病人的治疗效果,提高了治疗

过程中的安全性。 米非司酮是一种全新的合成类固

醇抗孕酮甾体药物,能够与大部分孕激素产生对抗

作用,抑制病人机体孕激素的生成,起到“杀胚冶的

作用,但单药口服治疗可能出现疗程较长,必要时需

多次增加剂量应用,研究[10] 显示,使用大剂量米非

司酮终止妊娠常常会给病人带来较为严重的不良反

应,比如恶心呕吐、阴道出血、头晕头痛等。 超声介

入引导下 MTX 局部注射联合口服米非司酮进行治

疗能够与病人体内的二氢叶酸还原酶进行有机的合

成,阻碍病人体内产生四氢叶酸,使病人体内的药物

浓度保持在正常水平[11],相比全身大剂量用药,局
部 MTX 注射可以有效且快速降低胚胎活性,大大降

低不良反应,有效减少术中出血量及清宫时间,降低

清宫手术难度。

据有关研究[12]显示,hCG 水平是检验病人治疗

效果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对病人体内的病灶情况

进行扫描同样可以对病人的恢复情况进行判断。 而

治疗过程中的出血量及不良反应人数是体现治疗方

案安全性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当中,观察组局部注

射 MTX 后能有效降低局部孕囊活性及血供,从而有

效减少了术中出血量。 观察组病人体内血 hCG 转

阴时间、病灶消失时间、月经恢复正常所需时间以及

住院时间明显缩短,术中出血量明显减少,观察组病

人临床治疗效果及安全性均优于对照组。 观察组病

人发生恶心、心悸、腹部疼痛等不良反应的人数明显

低于对照组,局部用药可以迅速达到有效浓度,大大

降低了全身用药的不良反应。 观察组病人临床有效

率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对 CSP 病人使用超声介入引导下

MTX 局部注射联合口服米非司酮进行治疗,可以有

效地提高病人的临床治疗效果,减少治疗过程中的

出血量,减少不良反应,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值得在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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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胫前外侧入路切口在治疗 Pilon 骨折中的应用

陈摇 亮,汪摇 涛,张智勇

[摘要]目的:探讨经胫前外侧入路治疗 Pilon 骨折的临床疗效。 方法:将 Pilon 骨折病人 28 例随机分为胫前外侧入路组(A
组)与传统内外侧入路组(B 组),每组 14 例。 随访并分析比较病人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骨折愈合

时间、骨折复位情况、术后并发症情况、术后踝关节功能等指标以评价疗效。 结果:2 组病人解剖复位率、手术时间、骨折愈合

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 A 组切口长度明显短于 B 组,术中出血、术后引流量均明显低于 B 组(P < 0. 01)。 2
组病人关节功能优良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 A 组病人 Barid鄄Jackson 评分明显高于 B 组(P <
0. 01)。 结论:经胫前外侧入路治疗关节面内侧严重粉碎塌陷以外类型的 Pilon 骨折,能取得满意的疗效,优于传统内外侧入

路,可促进病人尽快康复。
[关键词] Pilon 骨折;手术入路;胫前外侧入路;内外侧入路

[中图法分类号] R 687. 3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9. 09. 025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anterolateral tibial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of Pilon fracture
CHEN Liang,WANG Tao,ZHANG Zhi鄄yong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Huaibei Miners General Hospital,Huaibei Anhui 23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anterolateral tibial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of Pilon fracture. Methods:
A total of 28 patients with Pilon fractu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anterior lateral approach group(group A) and traditional medial
approach group(group B)(14 cases each group). The incision length,operation time,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postoperative drainage,
fracture healing time, fracture reduction,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ankle fun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anatomical reduction rate,operation time and fracture healing tim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The incision length in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group B, and 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and postoperative drainage volume in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B(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xcellent rate of joint function and incidence rat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The Barid鄄Jackson score in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anterolateral tibial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of Pilon fracture except to severe crushing and collapse of the inner side of the articular
surface can achieve satisfactory efficacy and promote the patients to recover as soon as possible,which is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medial and lateral approach.
[Key words] Pilon fracture,approach,anterolateral approach,internal and external approach

摇 摇 Pilon 骨折定义为胫骨远端 1 / 3 并且累及干骺

端和胫距关节面的骨折,发病率约占下肢骨折的

1% ,胫骨远端骨折的 7% 。 Pilon 骨折多为高能量损

伤,且因胫骨远端软组织覆盖较少,术后容易发生如

切口坏死感染、内固定物外露等严重并发症[1],故

如何更好的治疗 Pilon 骨折得到了外科医生的广泛

关注。 Pilon 骨折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包括保守治

疗和手术治疗等,手术治疗方法包括外固定架、髓内

钉、接骨板等,均各有其优缺点,因此对于 Pilon 骨

折,哪种治疗方法更好,并未达成共识。 关于 Pilon
骨折的手术入路的选择,传统的内外侧双切口仍然

是主流,但随着对 Pilon 骨折的进一步的研究认识和

胫骨前外侧钢板的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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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前外侧入路逐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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