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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粉蛋白联合甲氨蝶呤治疗剖宫产术后
子宫瘢痕妊娠的疗效观察

司晓宁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隆德 756300)

摘要 目的:观察天花粉蛋白联合甲氨蝶呤(MTX)治疗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CSP)的疗效。方法:选择2013年3月至

2015年7月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剖宫产术后CSP患者94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47例。观察组给予天花粉蛋白注射液联合 MTX治疗,对照组单纯给予 MTX治疗。对比两组临床疗效、生育功能恢复情

况、相关临床指标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5.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4.5%(P<0.05)。与对照

组比较,观察组阴道流血时间、血清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水平恢复时间、月经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显著缩短(均
P<0.05)。两组患者在治疗后2d、7d的血清β-HCG水平、治疗后7d的孕囊直径及 MTX再次使用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观察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天花粉蛋白联合MTX治疗剖宫产术后CSP
的疗效优于单独使用 MTX,可减少术中出血,缩短住院时间,促进生育功能恢复,不良反应少,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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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efficacyofradixtrichosanthiscombinedwithmethotrexateoncesareanscarpregnancy
SiXiaonning.(DepartmentofObstetricsandGynecology,LongdeCountyPeople’sHospitalofGuyuan
City,LongDeCounty7563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clinicalefficacyofradixtrichosanthiscombinedwithmethotrexate
oncesareanscarpregnancy.Methods:94patientswithcesareanscarpregnancyinourhospitalfromMarch
2013toJuly2015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controlgroup(n=47)andanobservation
group(n=47).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weretreatedwithMTX,whilethoseintheobservation
groupweretreatedwithMTXcombinedwithradixtrichosanthis.Theclinicalcurativeeffect,recoveryof
fertilityfunction,theclinicalindexandadversereactionsbetweenthetwogroupswerecompared.Results:
Thecurativeeffectoftheobservationgroupwasobviouslysuperiortothatofthecontrolgroup(95.7%vs.
78.7,P <0.05).Thevaginalbleeding,β-HCGrecoveryduration,menstruationrecoveryandhospital
days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short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Therewereno
differencesinβ-HCGlevelatday2and7aftertreatment,gestationalsacdiameteratday7aftertreatment
andMTXreuseratebetweenthetwogroups(P<0.05).Theadversereactionsintheobservationgroup
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0.05).Conclusion:Radixtrichosanthiscom-
binedwithMTXforthetreatmentofcesareanscarpregnancywasmoreeffectivethanMTXalone.Itcould
reducevaginalbleeding,shortenhospitaldays,promotereproductivefunctionrecovery,andhadlessad-
versereactions.
Keywords radixtrichosanthis;MTX;cesareanscarpregnancy;reproductivefunction

  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cesareanscarpreg-
nancy,CSP)是指经历过剖宫产的孕妇再次妊娠时,
胚胎着床于子宫下段横切口剖宫产瘢痕处的一种异
位妊娠[1]。瘢痕妊娠为异位妊娠的一种极少见的形
式,是一种特殊的子宫肌层妊娠。因瘢痕处纤维组
织较多,同时肌壁较薄,于此部位妊娠后风险较大,
很容易出现子宫破裂及大出血等情况,严重威胁孕
妇生命安全[2]。因此,早期诊断并给予针对性治疗

对于提高CSP治疗效果、保留患者的生育能力具有
重要 意 义。CSP 的 药 物 治 疗 最 常 用 甲 氨 蝶 呤
(MTX),其可抑制滋养细胞的生长与繁殖,同时破
坏绒毛的作用[3]。天花粉具有清热泻火、排脓消肿
的功效,近年来在CSP的临床治疗中取得了一定成
效[4]。但有关天花粉蛋白与 MTX联合应用的治疗
效果的报道鲜少。本文旨在探讨天花粉蛋白联合

MTX治疗剖宫产术后CSP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生
育功能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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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3月至2015年7月
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人民医院治疗的剖宫产术后

CSP患者94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47例。对照组年龄23~40岁,平均(32.1
±1.8)岁;孕次2~4次;距上次剖宫产时间8个月

~7.7年,平均(2.8±0.7)年;平均停经时间(44.9
±2.6)d;平均流血时间(3.8±1.1)d。观察组年龄

22~38岁,平均(31.8±1.9)岁;孕次2~4次;距上
次剖宫产时间7个月~8.1年,平均(3.2±0.7)年;
平均停经时间(44.2±2.4)d;平均流血时间(4.0±
1.2)d。两组患者年龄、孕次、距上次剖宫产时间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所有患者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病例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患者需
符合CSP的临床诊断标准[5];(2)刮宫术后组织的
病理检查结果提示为蜕膜及退变的绒毛组织;(3)既
往剖宫产均为子宫下段横切口。排除标准:(1)存在

MTX药物禁忌证者;(2)天花粉蛋白试敏不合格者;
(3)血常规、凝血四项及心、肝、肾等严重脏器功能不
全者。
1.3 方法 两组均采用药物保守治疗。治疗前详
细询问患者病史、过敏史,确认血常规、凝血四项、肝
肾功能无异常。对照组单纯给予 MTX(美国辉瑞
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H20140206)治疗:100mg
MTX单次肌肉注射,于注射后3~5d经阴道超声
引导下行孕囊穿刺术,采用9号穿刺头,同时注入

50mgMTX。观察组给予天花粉蛋白注射液(上海
金山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1.2mg/支)联合

MTX治疗:先取皮试液0.1mL(含天花粉蛋白

0.025μg)做皮内试验,观察20min,如皮试阴性,给
予肌 肉 注 射 试 探 液 0.9 mL (含 天 花 粉 蛋 白

0.045mg),再观察2h,如血压、心率等无异常,则
给予2.4mg天花粉蛋白注射液肌肉注射,在注射后

3~5d经阴道超声引导下行孕囊穿刺术,囊内抽吸
同时注入50mgMTX。共治疗5d,若β-人绒毛膜
促性腺激素(β-HCG)下降水平<50%,则重复治疗

1次。治疗期间,定时检测患者血清中β-HCG 水
平,并行彩超检查。
1.4 观察指标 评价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1)治

愈:各项临床症状均消失,超声检查显示孕囊体积较
治疗前缩小>50%,同时血清中β-HCG水平较治疗
前明显降低;(2)有效:临床症状及各项指标均有一
定改善,但未达到治愈标准;(3)无效:临床症状未改
善甚至加重,超声检查结果显示孕囊体积未缩小或
增大,或孕囊内出现破裂出血。总有效率=(治愈+
有效)例数/总例数×100%。记录阴道流血时间、血
清β-HCG水平恢复至正常时间、月经恢复时间及住
院时间。检测患者治疗后2d、7d血清β-HCG水平
及治疗后7d的孕囊直径,并统计再次使用MTX的
患者例数。观察治疗期间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
率为95.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4.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7 25(53.2) 10(21.3) 12(25.5) 35(74.5)
观察组 47 32(68.1) 13(27.7) 2(4.3) 45(95.7)
χ2 6.110
P 0.013

2.2 两组患者生育功能恢复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
阴道流血时间、血清β-HCG水平恢复时间、月经恢
复时间、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显著缩短,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血清β-HCG水平、孕囊直径及 MTX
再次使用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7d血清β-
HCG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后2d(P<0.05)。两组患
者治疗后2d、7d的血清β-HCG水平、治疗后7d
的孕囊直径及 MTX再次使用率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治
疗过程中均未出现肝、肾功能异常。观察组总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12.8%,对照组为27.7%,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2 两组患者生育功能恢复情况比较(d,췍x±s)

组别 n 阴道流
血时间

血清β-HCG
水平恢复时间

月经恢
复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 47 29.4±5.1 44.6±6.1 39.4±5.8 19.3±1.6
观察组 47 25.3±4.5 35.8±5.2 32.4±5.5 11.3±1.9

t 4.130 7.530 6.000 22.080
P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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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血清β-HCG水平、孕囊直径及 MTX再次使用率比较

组别 n
血清β-HCG水平/(IU/L),췍x±s
治疗后2d 治疗后7d

治疗后7d孕囊
直径/cm,췍x±s

再次使用 MTX,
n(%)

对照组 47 1459.83±159.52 486.32±108.85* 0.78±0.34 9(19.1)
观察组 47 1438.51±162.85 472.82±112.43* 0.75±0.36 7(14.9)

t/χ2 0.642 0.591 0.415 0.300
P 0.523 0.556 0.679 0.583

        与本组治疗后2d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恶心 呕吐 腹泻 肝、肾
损伤

总不良反
应发生率

对照组 47 8(17.0)3(6.4) 2(4.3) 0(0.0)13(27.7)
观察组 47 3(6.4) 1(2.1) 2(4.3) 0(0.0) 6(12.8)

χ2 4.060
P 0.044

3 讨 论

  目前瘢痕妊娠的病因不清,但子宫内膜损伤、瘢
痕形成与剖宫产术、刮宫术、术后过早妊娠和手取胎

盘术等有关[6]。早期瘢痕妊娠患者病情较轻,为尽

量保留子宫,多采用药物保守治疗[7]。MTX是治疗

瘢痕妊娠的常用药物,使用 MTX对剖宫产瘢痕妊

娠进行保守治疗能取得较好的疗效[8]。MTX的药

理作用是通过抑制二氢叶酸还原酶,使四氢叶酸的

合成受到阻碍,进而影响DNA和RNA的合成,抑
制滋养叶细胞增殖,胚胎发育停止而死亡。天花粉

属植物蛋白,有一定的抗原性,用药前须做皮试。天

花粉蛋白对于胎盘合体滋养层细胞有一定的专一

性,能选择性地使胎盘绒毛合体滋养层细胞变性坏

死,解体的细胞碎片阻塞血窦,造成血液循环受阻、
组织坏死,内分泌功能减弱,血清中β-HCG水平下

降,胚胎死亡而达到终止妊娠的目的[9]。
  本研究将 MTX与天花粉蛋白联合应用于剖宫

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患者,并与单纯使用 MTX的

疗效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为95.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4.5%(P<0.05),表
明相较于单独使用 MTX,天花粉蛋白联合 MTX治

疗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的临床效果更为显著。
张华等[10]在超声引导下妊娠囊内注射天花粉蛋白,
结果发现天花粉蛋白治疗后3~5d,大部分未破裂

型异位妊娠患者血β-HCG下降90%以上。本文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7d血清β-HCG水平显

著低于治疗后2d(P<0.05),且治疗后2d、7d的血

清β-HCG水平、治疗后7d的孕囊直径及 MTX再

次使用率较对照组有所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观察组阴道流血时间、血清β-HCG

水平恢复时间、月经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均 P<0.05)。提 示 天 花 粉 蛋 白 联 合

MTX治疗后,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患者的生育

功能恢复情况优于单独采用 MTX的患者,这可能

与天花粉蛋白对合体滋养层细胞损伤的专一性有

关。潘珊等[11]通过对比天花粉蛋白和 MTX治疗剖

宫产瘢痕妊娠的临床疗效,发现经天花粉蛋白治疗

的患者血β-HCG显著降低,与本研究结果相似。此

外,本研究对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观察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两组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肝、肾功

能异常。说明天花粉蛋白联合 MTX治疗剖宫产术

后子宫瘢痕妊娠的不良反应较少,在临床使用中的

安全性较高,这与钱芳波等[1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综上,天花粉蛋白联合 MTX治疗剖宫产术后

子宫瘢痕妊娠的疗效优于单独使用 MTX,可减少术

中出血,缩短住院时间,促进生育功能恢复,且不良

反应少,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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