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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雌激素依赖性

官ꎬ 以卵巢、 子宫直肠陷凹、 宫骶韧带等部位多见ꎬ

要病理变化为异位内膜周期性出血及其周围组织纤维

要临床特征之一ꎮ 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会出现

疾病ꎬ 约 ５％ ~ １０％ 的育龄期女性会受到影响ꎬ 其主
化ꎬ 形成异位结节ꎬ 病变可波及盆腔所有组织和器

也可发生于腹腔、 胸腔、 四肢等处 [１] ꎮ 疼痛是其主
各种疼痛症状ꎬ 以痛经、 非周围性盆腔疼痛、 性交痛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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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见ꎮ 因此ꎬ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主要发生于

值得注意的是ꎬ 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其他慢性疼痛

月经初潮和更年期之间ꎬ 但也有绝经前女性出现此种

一样ꎬ 涉及外周机制均为自主神经功能失调 ( 病灶

期女性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３] ꎮ 本文围绕子宫内膜

认为ꎬ 慢性炎症组织中神经纤维数量的不平衡ꎬ 即感

情况的报道ꎬ 且可在绝经后复发 [２] ꎬ 严重影响育龄
异位症相关疼痛机制 ( 包括外周和中枢) 进行综述ꎬ
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ꎮ

１

周围交感神经纤维缺失ꎬ 远端增多) [２０￣ ２１] ꎮ 有研究者
觉神经纤维的局部增加伴交感神经纤维的减少可能对

保持局部沉积物周围的促炎环境极其重要 [２２] ꎮ 而雌

激素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ꎬ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的外周机制

且雌激素可上调 ＮＧＦ、 ＶＥＧＦ 和 ＢＤＮＦꎬ 支持雌激素
与神经血管生成的直接相关性ꎬ 也可调节某些信号蛋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涉及的外周机制较多ꎬ

白亚型的表达ꎬ 而这些亚型对交感神经纤维的调节很

包括异位的子宫内膜组织病变ꎬ 免疫系统、 周围神经

重要ꎬ 现有研究表明通过调控雌激素水平可达到治疗

病变、 邻近腹膜与外周神经元的相互作用以及外周神
经本身病变等 [４￣ ５] ꎮ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的目的 [２３] ꎮ

外周神经系统在调节子宫内膜异位相关疼痛中的

子宫 内 膜 异 位 症 患 者 腹 膜 液 ( 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ｆｌｕｉｄꎬ

另一种方式是调节盆腔内的器官敏化 [２４] ꎮ 其可能机

电流或改变离子通道 ( 如 ＴＲＰＶ１ 通道) 的功能 [６￣ ７] ꎬ

接受体表痛觉传入的同一后角神经元构成突触联系ꎬ

ＰＦ) 中发现了许多致痛物质ꎬ 可直接引起兴奋性内向
而 ＰＦ 成分的变化可激活或使外周伤害性感受器 敏
化

[８￣ ９]

ꎮ 此外ꎬ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 ＰＦ 中ꎬ 由免

疫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 [ 如白细胞介素 (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ꎬ
ＩＬ) ￣１βꎬ ＩＬ￣６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 生长因子 [ 如 β￣
神经生长因子 ( ｎｅｒ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ＮＧＦ) 、 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 (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ＶＥＧＦ) ]

和趋化因子 ( 如趋化因子配体 ２) 也是增加的ꎬ 这些

制是牵涉痛的异化学说即内脏传入纤维侧支在脊髓与

从患痛内脏来的冲动可提高该神经元的兴奋性ꎬ 从而
对体表传入冲动产生易化作用ꎮ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
疼痛的解剖和生理基础ꎬ 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慢性
盆腔痛 (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ｅｌｖｉｃ ｐａｉｎꎬ ＣＰＰ) 及其常见合并症发
生的原因 [２５￣ ２６] ꎮ

２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的中枢机制

因子可通过特定的细胞表面受体直接参与周围神经敏
化ꎬ 或触发复杂的反馈环ꎬ 进而放大微环境炎症反应
从而导致疼痛

[１０￣ １１]

ꎮ

有意识的疼痛体验通常是在感受器激活的情况
下ꎬ 通过外周上传到中枢神经系统ꎮ 现有大量文献证

血管生成是子宫内膜异位病变形成的必要过程ꎮ

明ꎬ 慢性疼痛均与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改变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 在子宫内膜异位植入物中存在

关ꎬ 外周刺激的长期存在通常可导致中枢神经的敏

新生神经和血管ꎬ 并且提出了这些新生物可能有助于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的产生 [１２] ꎮ 子宫内膜异位
症患者的 ＰＦ 含有大量促进神经发育的 ＮＧＦ、 脑源性

神 经 营 养 因 子 (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ＢＤＮＦ) 、 神经营养因子 (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ｎꎬ ＮＴ) ４ 和 ＮＴ５
等ꎬ 表明这些神经营养因子可调节子宫内膜异位症相
关神经支配在疼痛中的作用

[１３￣ １４]

ꎮ

然而ꎬ 过表达 ＮＧＦ 或 ＢＤＮＦ 与疼痛严重程度之

间的临床相关性尚未得到证实ꎬ 这提示可能存在更复

化ꎬ 从而使患者对周围刺激变得更加敏感 [２７￣ ３１] ꎮ 子
宫内膜异位症常可导致痛经ꎬ 经期痛经的女性与未患
痛经的女性相比ꎬ 脑代谢是不同的 [３２] ꎮ 而即使痛经
女性未出现疼痛ꎬ 其对有害刺激的大脑反应也更加敏
感 [３３] ꎮ 因此ꎬ 不仅在持续性慢性疼痛病症中ꎬ 且在
周期性疼痛病症中ꎬ 均可能发生持久的中枢变化ꎮ 正
如其他慢性疼痛所表现的ꎬ 大脑特定区域的体积与症
状的持续时间相关ꎬ 表明特定区域体积变化可能是疼
痛导致的结果而非疼痛的原因ꎮ

杂的机制或其他疼痛调节介质的参与ꎮ 与其他解剖部
位相比ꎬ 深部浸润性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肠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解剖分布通常与盆腔疼痛症状相关性更密切ꎬ
神经纤维密度也更高

[１５￣ １７]

的严重程度却并无相关性

ꎮ 但神经纤维密度与疼痛

[１１ꎬ１８]

ꎮ 而在子宫内膜异位

症患者的子宫内膜功能层ꎬ 已证实神经纤维数量与疼
痛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 [１９] ꎮ
４４０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２０

等

慢性疼痛可导致中枢系统结构的改变ꎮ Ａｓ￣Ｓａｎｉｅ

[３４]

在 ２０１２ 年的一项研究中ꎬ 通过调查 ２３ 例患有

ＣＰＰ 且经腹腔镜检查证实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性发
现ꎬ 患有 ＣＰＰ 的女性 ( 无论是否存在子宫内膜异位
症) 丘脑体积减少ꎬ 且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 ＣＰＰ 患
者的扣带回、 脑岛和壳核的体积亦减小ꎮ 其下行疼痛
调节通路的关键区域￣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体积增加ꎬ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机制研究进展

因此ꎬ 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而无 ＣＰＰ 的女性仍会表

现 出 与 该 病 症 相 关 的 外 周 病 理 性 疼 痛ꎮ Ａｓ￣Ｓａｎｉｅ
等

[３５]

的另一项研究发现ꎬ 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 ＣＰＰ

患者的前脑岛内兴奋性神经递质浓度增加ꎬ 同一前岛
叶区域与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内在连接性亦增加ꎬ 而这
种内在连接性的增加与疼痛程度呈正相关ꎮ 子宫内膜

参

痛治疗的关注点也应包括中枢神经系统ꎮ

上腺 (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ａｄｒｅｎａｌ ａｘｉｓꎬ ＨＰＡ) 轴 功
能障碍ꎬ 表现为较低水平的皮质醇或应激反应减少甚
至消失 [３６] ꎮ 由于慢性应激导致 ＨＰＡ 轴长时间过度兴
奋后可能发生皮质醇增多ꎬ 故抑制 ＨＰＡ 轴活动对于

机体免受慢性炎症的危害至关重要 [３７] ꎮ 既往研究中ꎬ
痛经女性的血清皮质醇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女性ꎬ 而皮
质醇水平与倦怠症状的持续时间呈负相关 [３３] ꎮ 对子
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ＨＰＡ 轴活动情况的研究发现ꎬ 子
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唾液的皮质醇水平降低ꎬ 而皮质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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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Ｒｏｙ Ｈꎬ Ｏｆｆｉａｈ Ｉꎬ Ｄｕａ Ａ. Ｎｅｕｒ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ｅｌｖｉｃ ａｎｄ

[２５]

Ｗａｎｇ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Ｍꎬ Ｘｉｅ Ｆꎬ ｅｔ ａｌ.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ｐｈａ (２)

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Ｅｌａｇｏｌｉｘꎬ ａｎ Ｏｒａｌ ＧｎＲＨ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７: ２８￣ ４０.
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 Ｐａｉｎ [Ｊ]. Ｂｒａｉｎ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８ꎬ ８: １８０.

ｄｅｌｔａ￣１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ｕｂｕｎ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

[２６]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０: １２６７￣ １２７３.

Ｃｈｅｎ Ｚꎬ Ｘｉｅ Ｆꎬ Ｂａ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３８ ＭＡＰＫ ｉｎ
ｏｒｇａ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 Ｊ ].

[２７]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９１: ２７２￣ ２７８.

Ａｌｏｍａｒ Ｓꎬ Ｂａｋｈａｉｄａｒ Ｍ.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ａ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１: ７７１￣ ７７７.

４４２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２０

Ｔｏｒｔａ ＤＭꎬ Ｌｅｇｒａｉｎ Ｖꎬ Ｍｏｕｒａｕｘ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ａｉｎ! Ａ
ｎｅｕｒ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ｉｎ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Ｃｏｒｔｅｘꎬ ２０１７ꎬ ８９: １２０￣ １３４.

[３１]

Ｎｉｊｓ Ｊꎬ Ｍａｌｆｌｉｅｔ Ａꎬ Ｉｃｋｍａｎｓ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Ｐａｉｎ [ Ｊ].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２９: ３４３￣ ３６６.

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 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ａｉｎ: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Ｊ]. Ｅｘｐｅｒｔ Ｏｐ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５: １６７１￣ １６８３.

[３２]

Ｔｕ ＣＨꎬ Ｎｉｄｄａｍ ＤＭꎬ Ｙｅｈ Ｔ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ｐａｉｎ ｉｓ ａｓｓｏ￣

[３３]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Ｋꎬ Ｗａｒｎａｂｙ Ｃꎬ Ｓｔａｇｇ Ｃ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ｏｅａ ｉｓ

[３４]

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ａｐｉ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 Ｊ ].
Ｐａｉｎ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５４: １７１８￣ １７２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ｗｏｍｅｎ
[Ｊ]. Ｐａｉｎ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５２: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５.

Ａｓ￣Ｓａｎｉｅ Ｓꎬ Ｈａｒｒｉｓ ＲＥꎬ Ｎａｐａｄｏｗ Ｖ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ｅｌｖｉｃ

ｐａｉｎ: ａ ｖｏｘ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 [ Ｊ]. Ｐａｉｎ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５]

１５３: １００６￣ １０１４.

Ａｓ￣Ｓａｎｉｅ Ｓꎬ Ｋｉｍ Ｊꎬ Ｓｃｈｍｉｄｔ￣Ｗｉｌｃｋｅ Ｔ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ｅｌｖｉｃ Ｐａｉｎ

[３６]

[Ｊ]. Ｊ Ｐａｉｎ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７: １￣ １３.

Ｆｒｏｄｌ Ｔꎬ Ｏｋｅａｎｅ Ｖ.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ＨＰＡ ａｘ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ｕ￣

[３７]
[３８]

ｍａｎｓ [Ｊ].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５２: ２４￣ ３７.

Ｆｒｉｅｓ Ｅꎬ Ｈｅｓｓｅ Ｊꎬ Ｈｅｌｌｈａｍｍｅｒ Ｊꎬ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ｎ ｈｙ￣

ｐｏｃｏｒｔｉｓｏｌｉｓｍ [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５ꎬ ３０:

１０１０￣ １０１６.

Ｐｅｔｒｅｌｌｕｚｚｉ ＫＦꎬ Ｇａｒｃｉａ ＭＣꎬ Ｐｅｔｔａ Ｃ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ｌｉｖａｒｙ

ｃｏｒｔｉｓ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ｅｌｖｉｃ ｐａｉｎ [ Ｊ ]. Ｓｔｒｅｓｓꎬ

[３９]

ｔｈｅ ｒｏｓｔｒａｌ ｖｅｎｔｒｏｍｅｄｉａｌ ｍｅｄｕｌｌａ ｂｙ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ｎｏｘｉｏｕｓ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ｖｉａ ｔｈｅ ｄｏｒｓａｌ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ｐｅｌｖｉｃ

１２７９￣ １２８６.

Ｊｉ ＲＲꎬ Ｎａｃｋｌｅｙ Ａꎬ Ｈｕｈ Ｙ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ｅｓ ｔｏ Ｐｅｌｖｉｃ Ｏｒｇａ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 Ｊ ].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

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ａ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ｉｎｇ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３０]

２０１３ꎬ ２０: ９￣ １８.

Ｐｏｎｇｒａｔｚ Ｇꎬ Ｓｔｒａｕｂ ＲＨ.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ｉｎ

Ｊｅｎｓｅｎ ＫＢꎬ Ｒｅｇｅｎｂｏｇｅｎ Ｃꎬ Ｏｈｓｅ ＭＣ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ａ￣
ｗｉｔｈ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Ｊ ]. Ｐａｉｎ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５７:

２０１０ꎬ ９４: ２８１７￣ ２８１９.

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 Ｊ ]. 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２]

[２８]

２００８ꎬ １１: ３９０￣ ３９７.

Ｑｕｉｎｏｎｅｓ Ｍꎬ Ｕｒｒｕｔｉａ Ｒꎬ Ｔｏｒｒｅｓ￣Ｒｅｖｅｒｏ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ꎬ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ａｄｒｅｎａｌ ( ＨＰＡ )

ａｘｉ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 Ｊ ]. Ｊ Ｒｅｐｒｏｄ Ｂｉｏｌ
[４０]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５ꎬ ３. ｐｉｉ: ２.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 Ａꎬ Ｃｈａｐｒｏｎ Ｃ.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ｌｖｉｃ ｐａ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Ｈｕｍ Ｒｅｐｒｏｄ Ｕｐｄａｔｅꎬ ２００５ꎬ １１: ５９５￣ ６０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 １２￣ 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