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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不下的剖宫产率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

于收缩止血ꎮ 有研究认为ꎬ 深度超过肌层 ５０％ ~ ８０％

剖宫产率约为 ３２ ７％ꎬ ２００９ 年美国的剖宫产率约为

瘢痕缺陷的 １１％ ~ ４５％ꎬ 深度超过 ５０％肌层的 ＣＳＤ 出

生问题ꎮ 流行病学研究提示ꎬ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
３２ ３％

[１￣ ２]

ꎮ 子宫下段剖宫产后ꎬ 部分患者的子宫切

口处瘢痕形成了一个凹陷的解剖学缺陷ꎬ 即剖宫产瘢
痕缺陷ꎬ 亦称剖宫产子宫瘢痕憩室 (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ｄｅ￣
ｆｅｃｔꎬ ＣＳＤ) ꎮ
Ｍｏｒｒｉｓ

[３]

研究了 ５１ 例剖宫产后出现异常子宫出

血的妇女ꎬ 发现瘢痕处出现异形结缔组织构成的憩室

或剩余肌层厚度小于 ２ ２ ~ ２ ５ ｍｍ 的大型 ＣＳＤ 约占总
现异常子宫出血的几率是小于 ５０％ 者的 ６ 倍 [１０] ꎻ 瘢

痕处剩余肌层的厚度 (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ｌａｙｅｒꎬ ＴＲＭ) <２ １５ ｍｍ 是月经出血总时间>１４ ｄ 的独
立危险因素 [１１] ꎮ

２ １ ２

疼痛

ＣＳＤ 疼痛相关症状比较罕见ꎬ 包括痛经、 慢性盆

样肌层缺陷ꎬ 并正式提出 ＣＳＤ 是一种剖宫产的可能

腔痛、 性交痛ꎮ 这些症状可能与瘢痕憩室处或盆腔内

１９ ４％左右

等 [１２] 的研究则认为憩室的宽度与痛经或慢性盆腔痛

并发症ꎮ 新 近 文 献 报 道 剖 宫 产 后 ＣＳＤ 的 发 病 率 为
[４]

ꎬ 但许多无症状的患者可能被漏诊ꎮ 在

我国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大时代背景下ꎬ 大量有剖宫

子宫 内 膜 异 位 病 灶 的 关 系 更 为 密 切ꎮ Ｂｉｊ ｄｅ Ｖａａｔｅ
的程度也存在相关性ꎮ

产史的妇女有再次妊娠需求ꎬ ＣＳＤ 合并继发性不孕、

２ １ ３

的诊治进展进行综述ꎮ

胚胎种植率下降及早孕期流产率升高 [１３] ꎮ 其原理类

瘢痕妊娠等并发症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ꎮ 本文就 ＣＳＤ

１

继发不孕

ＣＳＤ 造成不孕的原因与憩室内部积液有关ꎬ 导致

似于输卵管积水ꎬ 可能通过减少胚胎着床所必须的黏
蛋白浓度而影响胚胎种植率 [１４] ꎻ 另外憩室中残留的

病因
ＣＳＤ 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ꎬ 主要包括以下 ３ 个方

面: (１) 供血不良: 任何导致组织灌注减少的因素
均会影响子宫下段剖宫产瘢痕愈合ꎬ 进而可能形成
ＣＳＤꎬ 如后位子宫翻转的角度拉伸子宫前壁下段、 子

经血或病变内膜会释放毒性因子ꎬ 降低精子活力或内
膜的容受性 [１５] ꎮ 宫腔积液患者每个助孕周期胚胎种
植率整体下降 ２８％ [１６] ꎮ

２ ２

妊娠女性

对于有剖宫产史的女性而言ꎬ 再次妊娠时均有

宫切口连续锁边缝合等 [５] ꎮ ( ２) 子宫切口位置低:

发 生 “ 剖 宫 产 瘢 痕 妊 娠 (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ꎬ

ꎮ 临产后由于宫颈消退ꎬ

合好的剖宫 产 瘢 痕 更 加 薄 弱ꎬ 胎 盘 组 织 更 易 穿 透ꎬ

低位的子宫下段切口是形成较大 ＣＳＤ 及阴道持续血
性分泌物的独立影响因素

[６]

切口位置会更接近宫颈ꎬ 切口愈合过程受到宫颈腺体
分泌的黏液的机械性阻碍ꎬ 影响瘢痕厚度与强度

[７]

ꎮ

(３) 手术缝合方法: Ｍｅｔａ 分析认为ꎬ 单层或双层缝
合肌层技术在术后 ６ ~ １２ 周时在 ＣＳＤ 形成方面并无差

别ꎬ 但单层缝合确实比双层缝合的肌层厚度更薄 [８] ꎮ
此外ꎬ 避开蜕膜的缝合方法与全层缝合相比ꎬ 更易形
成憩室

２
２ １

[９]

ꎮ

临床表现与并发症

２ １ １

非妊娠女性
持续性点滴阴道出血

异常子宫出血是 ＣＳＤ 最常见的症状ꎬ 出血模式

ＣＳＰ) ” 或 “ 胎盘植入” 的可能性ꎮ 憩 室 相 对 于 愈
子宫也更易在这里发生破裂ꎮ 研究表明ꎬ 平坦处瘢

痕妊娠子 宫 切 除 率 为 ０ꎬ 术 中 平 均 出 血 ７００ ｍｌꎻ 而
在憩室内发生瘢痕妊娠的子宫切除率高达 ９０ ９％ꎬ 术
中平均出血量为 １２００ ｍｌ [１７] ꎮ 本中心既往曾报道超声
下观测到的瘢痕病灶面积与早中孕期手术终止妊娠的

出血量呈显著正相关ꎬ 而与妊娠物植入深度无关ꎬ 这
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ꎬ 即憩室客观上增加了剖宫产瘢
痕面积ꎬ 一旦 发 生 ＣＳＰꎬ 也 更 为 严 重ꎬ 需 引 起 临 床
重视 [１８] ꎮ

３

诊断与辅助检查
ＣＳＤ 目前尚无公认的诊断标准ꎬ 大部分文献认为

通常是规律的月经后出现持续性点滴出血ꎬ 因此每个

ＴＲＭ<３ ｍｍ [１９] 或瘢痕处肌层存在厚度<毗邻肌层 ５０％

但却可导致长期出血ꎬ Ｍｏｒｒｉｓ [３] 认为这与覆盖憩室的

在组织学上ꎬ 一项关于 ３８ 例 ＣＳＤ 标本的研究提

周期的总出血时间多>１０ ｄꎮ 一般憩室的容积并不大ꎬ
内膜组织处于炎症状态、 内膜局部凝血功能异常有
关ꎻ 此外ꎬ 瘢痕憩室处的肌层被结缔组织取代ꎬ 不利
１９２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厚度的缺陷 [１２] ꎬ 即可诊断为 ＣＳＤꎮ

示瘢痕处肌层的平均厚度为 (１ ４４ ± ０ ７７) ｍｍꎬ 其
中 ３０ 例 ( ７８ ９％) 单纯呈现纤维结构ꎬ 而剩下的 ８

剖宫产瘢痕缺陷诊治进展

例 (２１ １％) 还表现为瘢痕处的子宫内膜异位症 [２０] ꎮ

间 [治疗前 (１１ ５±２ ５) ｄꎻ 治疗后 (１２ ２±１ ９) ｄ]ꎮ

ꎮ 经

的治疗选择ꎬ 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尤其是长期疗效尚

超声检查是诊断 ＣＳＤ 的常用方法ꎬ 其表现为无

回声的类三角形肌层缺损或高回声内膜组织

[２１]

阴道超 声 检 查 ( 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 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ＴＶＳ) 对 剖

整体来说ꎬ 保守治疗给拒绝手术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
需更多研究证实ꎮ

宫产后女性 ＣＳＤ 的检出率为 ２４ ０％ꎬ 伴有继发不孕

４ ２

在子宫峡部ꎬ １０％ 在宫颈内口处

ꎮ 子宫输卵管造

ＣＳＤ 的全貌和毗邻情况ꎬ 因此对于治疗 ＣＳＤ 具有独

常在评估不孕者宫腔或输卵管情况时偶然发现存在

(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或 重 建 性 (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两 类 手 术ꎬ

者中 ６０％存在憩室ꎬ 其中 ５４％出现在宫腔下部ꎬ ３６％
[１０]

影 ( 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ＨＳＧ) 是一种放射性检查ꎬ
ＣＳＤꎮ 磁共振成像或 增 强 检 查 被 报 道 与 ＴＶＳ 对 ＣＳＤ
的检出率 一 致ꎬ 但 更 有 利 于 精 细 结 构 的 测 量 或 评
估

[１１]

ꎮ 宫腔镜可在直视下观察到 ＣＳＤꎬ 不仅客观且

准确度接近 １００％

[２２]

ꎬ 超声引导下的宫腔镜则在憩室

的三 维 结 构、 剩 余 肌 层 厚 度 的 评 估 上 更 为 全 面、
客观ꎮ

４

宫腔镜是经天然腔道的手术方式ꎬ 可直观观察到

特的优势ꎮ 在 宫 腔 镜 下 妇 科 医 生 可 以 进 行 损 毁 性
或将两者联合治疗憩室以缓解症状ꎮ 损毁性手术是指
在宫腔镜下用热球来消融憩室处病变的内膜或异形的
血管组织ꎻ 而重建性手术的思路是通过电切环削薄憩
室的上下缘ꎬ 使憩室边缘的坡度变得平缓而与周围肌
层连续ꎬ 从而改善经血的引流ꎮ Ｒａｉｍｏｎｄｏ 等 [２８] 对重
建性手术进一步改良后发现仅用电切环切削憩室的宫

腔侧ꎬ 不需要热凝固憩室内膜或电切宫颈侧ꎬ 在尽量

治疗

保证下段肌层厚度的情况下起到治疗效果ꎬ １１６ 例有

目前 ＣＳＤ 的治疗尚无统一规范可循ꎬ 文献中提

和盆腔痛症状完全消失ꎬ ７％ 的患者症状改善ꎮ 不论

到接受治疗的指征主要包括: (１) 解决月经出血延
长的症状ꎻ (２) 修补过薄的憩室肌层厚度以利于再
次妊娠ꎮ 关于前者ꎬ 憩室造成的出血表现为淋漓不尽
的月经拖尾ꎬ 尚无引起贫血的报道ꎬ 如患者认为这种
出血影响了生活质量ꎬ 则有治疗指征ꎻ 关于手术修补

增加憩室厚度则存在争议ꎬ 早在 １９９６ 年ꎬ Ｒｏｚｅｎｂｅｒｇ
等 [２３] 就在 Ｌａｎｃｅｔ 发表文章ꎬ 认为以 ＴＲＭ<３ ５ ｍｍ 预
测妊娠时的子宫破裂ꎬ 其准确度仅为 １１ ８％ꎮ 目前的
主流研究则认为ꎬ 由于超声测量的厚度不能代表疤痕
的延展性与强度ꎬ 故超声所见憩室处肌层连续即认为
可以 安 全 妊 娠ꎬ 而 不 存 在 绝 对 安 全 的 憩 室 ＴＲＭ
厚度

４ １

宫腔镜手术

[２４￣ ２５]

ꎮ

症状的患者在这种改良的憩室成形术后ꎬ ８０％的出血
哪种宫腔镜手术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无法纠正
憩室解剖学缺陷ꎬ 即不能增加 ＴＲＭꎮ 目前尚无研究
针对宫腔镜手术前 ＴＲＭ 厚度的研究ꎬ 有的研究认为
ＴＲＭ< ２ ｍｍ 应被视为宫腔镜手术的禁忌证ꎬ 一方面

基于对子宫穿孔的担心ꎬ 另外切削后的肌层会更薄ꎬ
将进一 步 影 响 经 期 收 缩 止 血 [２９] ꎮ 也 有 学 者 提 出 对
ＴＲＭ<３ ｍｍ 的患者应避免宫腔镜手术以防膀胱损伤
或子宫穿孔的发生 [１９] ꎬ 但 ＴＲＭ 是否作为宫腔镜手术
安全开展的限制因素以及术后患者能否正常妊娠ꎬ 仍
缺乏强有力的研究证据ꎬ 对于有再生育要求的患者应
尽量避免宫腔镜手术ꎬ 防止肌层更加薄弱ꎮ

４ ３

药物治疗

ＣＤＳ 的药物治疗包括口服避孕药 ( 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

ｔｉｖｅｓꎬ ＯＣ) 或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 (ｌｅｖｏｎｏｒｇｅｓｔｒｅｌ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ＬＮＧ￣ＩＵＳ) ꎬ 但相关研究非常有限ꎮ
Ｔａｈａｒａ 等

[２６]

的回顾性研究对 ＴＶＳ 诊断 ＣＳＤ 且有异常

出血症状的患者进行了 ＯＣ 治疗ꎬ １０ 例使用了 ３ 个周
期ꎬ １ 例使用了 ６ 个周期ꎬ 在疗程结束后出血症状均

消失ꎮ 其中 ９ 例患者在治疗结束后再次接受了 ＴＶＳ
评估ꎬ 多普勒超声可见在既往异常血管富集处血流显
著减少ꎮ 另一项小样本研究中 １８ 例患者使用 ＯＣ 保
守治疗ꎬ ５ 例使用了 ＬＮＧ￣ＩＵＳ

[２７]

ꎬ 研究结果显示 ＯＣ

组出血时间显著缩短 [ 治疗前: ( １０ ２ ± ２ １) ｄꎻ 治

疗后: ( ５ ６ ± ２ １) ｄ] ꎬ 但 ＬＮＧ￣ＩＵＳ 未能缩短出血时

道

腹腔镜手术

早在 ２００３ 年就有首例腹腔镜下 ＣＳＤ 修补术的报

[３０]

ꎬ 但至 今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证 据 并 不 多ꎮ ２０１７ 年

Ｄｏｎｎｅｚ 等 [２０] 发表了迄今为止经腹腔镜 ＣＳＤ 修补最大
规模的临床研究ꎬ ３８ 例 ＴＲＭ <３ ｍｍ 且有临床症状的
妇女接受了手术治疗ꎮ 术者使用二氧化碳激光切除瘢
痕憩室ꎬ 对合两侧的健康肌层组织ꎬ 用 Ｈｅｇａｒ 扩宫棒

指示宫腔ꎬ 双层间断缝合切口ꎬ 重建肌层解剖结构ꎬ
然后连续缝合关闭膀胱腹膜反折ꎮ 在后位子宫患者
中ꎬ 研究者还会缝合缩短双侧圆韧带来改变子宫倾屈
角度ꎬ 避 免 后 位 子 宫 影 响 切 口 的 愈 合ꎮ 患 者 平 均
ＴＲＭ 从术前的 １ ４３ ｍｍ 恢复至术后的 ９ ６２ ｍｍꎬ 最
薄者瘢痕厚度 ５ ｍｍꎻ ３５ 例患者术后 ６ 年随访过程中

显示异常出血症状被治愈ꎮ 在 １８ 例继发不孕患者中ꎬ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１９３

协 和 医 学 杂 志

８ 例 (４４％) 在术后妊娠并于 ３８ ~ ３９ 周剖宫产分娩ꎮ

像学评估ꎮ 对于 ＣＳＤ 患者ꎬ 治疗方式的选择需考虑

完成 ＣＳＤ 修补的个案报道ꎮ 一例美国患者在接受机

禁忌的患者ꎬ 可尝试使用口服避孕药保守治疗ꎻ 对

随着技术的进步ꎬ 近年来也出现了机器人辅助腹腔镜
器人手术后 ３ 个月症状得到了良好控制

[３１]

ꎬ 另一则

报道则称患者在术后恢复了规律月经ꎬ ＨＳＧ 并未发现
新发瘢痕愈合缺陷

[３２]

ꎮ 尽管行之有效ꎬ 但目前高昂

的价格依旧限制了机器人修补 ＣＳＤ 的常规开展ꎮ

４ ４

到患者的 再 生 育 要 求 及 ＴＲＭ [ １９] : 对 于 无 激 素 使 用
于 ＴＲＭ≥３ ｍｍ 且无生育要求的患者可首选宫腔镜治

疗ꎻ 而对于有再生育愿望的女性ꎬ 尤其 ＴＲＭ < ３ ｍｍ
者应切除憩室并充分缝合修复肌层解剖结构ꎮ

阴式手术

相对宫、 腹腔镜手术ꎬ 经阴道 ＣＳＤ 修补是一种

较新的手术途径ꎮ 术中在阴道宫颈部膀胱宫颈结合处
作切口入路ꎬ 肾上腺素盐水注射后协助分离和上推膀
胱ꎮ 进入腹腔后尽量下拉宫颈ꎬ 充分暴露峡部ꎬ 然后
用探针自宫底沿子宫前壁向外滑动ꎬ 探针可帮助感知
到 ＣＳＤ 的位置ꎮ 完整切除 ＣＳＤ 后ꎬ 以连续或间断的
缝合方法双层关闭肌层切口ꎬ 充分止血后将切开的阴
道前穹隆缝合回原位ꎮ Ｃｈｅｎ 等 [３３] 对 ６４ 例患者进行
了 ＣＳＤ 阴式修补ꎬ 平均手术时间 ３３ ６ ｍｉｎꎬ 失血量

３７ ９ ｍｌꎬ 平均住院 ６ ｄꎻ 术后随访 ６ 个月ꎬ ８６％ 的患
者月经后点滴出血症状消失ꎬ 但研究者未描述术后瘢
痕影像学或形态学情况ꎮ Ｚｈｏｕ 等 [３４] 对 １２１ 例患者行
阴式修补术后ꎬ 每个月经周期的平均总出血时间从术
前的 １４ ８７ ｄꎬ 缩短为术后 １ 个月时 ８ ２２ ｄ、 ３ 个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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