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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对IVF/ICSI妊娠结局影响的研究

莫馥华 覃爱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研究中心 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探讨血脂异常对IVF/ICSI治疗过程及结局的影响。方法:选择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次行常规IVF/

ICSI治疗的不孕患者220例,测定血清血脂4项: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
C),按诊断标准分为血脂异常组(A组)及血脂正常组(B组)。比较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治疗过程及妊娠结局。结果:两组年

龄、体重指数(BMI)、不孕年限、窦卵泡数(AFC)、基础卵泡刺激素(bFSH)、促性腺激素(Gn)使用天数、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Gn用量A组较B组明显增多(P<0.05)。B组获卵数、

受精数、优质胚胎率、生化妊娠率及临床妊娠率均较A组明显增加(P<0.05)。两组受精率、周期取消率、胚胎种植率B组均

稍高于A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血脂异常增加Gn使用剂量,降低优质胚胎率,对IVF/ICSI妊娠结局产

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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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类生活日益静态化、体力活

动逐渐减少、高热量食品大量普及,肥胖及血脂异常发生率

逐渐增高。对育龄期女性而言,血脂异常的患者内分泌和代

谢紊乱既影响卵母细胞质量和早期胚胎发育,也可能导致子

宫内膜容受性下降,从而导致生育能力下降并产生不良的妊

娠结局[1]。体重指数(BMI)异常对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结局的

影响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血脂异常在其中的作用

却鲜有研究。本文主要探讨血脂异常对IVF/ICSI治疗过程

及结局的影响,为临床改善IVF/ICSI妊娠结局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在广西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次行常规IVF/ICSI治疗的不孕患者

22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促排卵方案均为长方案。病例纳入

标准:①女方年龄≤40岁;②窦卵泡数(AFC)>5个;③基础

卵泡刺激素(bFSH)<10IU/L者。排除标准:①多囊卵巢综

合征患者;②子宫腺肌症患者;③既往有严重宫腔粘连或子

宫内膜生长不良者;④重度输卵管积水且有阴道排液史者。

1.2 方法

1.2.1 脂代谢异常诊断标准及分组:本研究参考2007年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血脂异常诊断标准:胆固醇

(TC)≥5.18mmol/L;甘油三酯(TG)≥1.70mmol/L;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1.04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3.37mmol/L;有一项指标超标即判定为血

脂异常,列入血脂异常组(A组),余为血脂正常组(B组)。

1.2.2 治疗方案:所有患者均采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

动剂(GnRH-α)联合重组卵泡刺激素(rFSH)及人绝经期促

性腺激素(HMG)的长方案促排卵治疗,取卵后3d行胚胎移

植。常规优先选择I、II级细胞数多、大小均匀、碎片少的优

质胚胎进行移植。取卵当天给予黄体酮针(60mg/d)肌肉注

射及黄体酮胶囊(100mg/d)口服进行黄体支持。于胚胎移

植后14d抽血检查β-人绒毛膜促 性 腺 激 素 HCG 值,β-
(HCG)>20mIU/mL为生化妊娠,移植后4~5周行阴道超

声检査,宫腔内可见孕囊及心管搏动者为临床妊娠。

1.2.3 观察指标:①一般指标:年龄、不孕年限、BMI、基础卵

泡刺激素(bFSH)、血脂四项(TC、TG、HDL-C、LDL-C)、窦卵

泡数(AFC)、促性腺激素(Gn)使用天数、Gn用量、HCG注射

日子宫内膜厚度;②实验室指标:获卵数、受精数、受精率(受

精数/卵子数×100%)、优质胚胎率(优质胚胎数/2PN胚胎

数×100%);③临床指标:周期取消率(周期取消数/总周期

数)、种植率(孕囊数/总移植胚胎数×100%)、生化妊娠率

(生化妊娠周期数/总周期数×100%)、临床妊娠率(临床妊

娠周期数/总周期数×100%)。

1.2.4 血脂水平测定:采用日立760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按血脂水平测定试剂盒(上海执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说

明书要求检测血清TG、TC、HDL-C和LDL-C水平。检测采

用比色终点法(GOP-PAP法)。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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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

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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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和治疗过程比较

  两组年龄、BMI、不孕年限、AFC、bFSH、Gn使用天数、

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A组Gn用量显著多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和治疗过程的比较(췍x±s)

项目 A组(n=75) B组(n=145) P
年龄(岁) 31.67±4.99 30.81±4.55 >0.05
BMI(kg/m2) 21.80±3.40 20.78±2.70 >0.05
不孕年限(年) 4.39±2.85 4.28±2.37 >0.05
AFC(个) 12.88±5.20 13.08±5.40 >0.05
bFSH(U/L) 6.62±1.33 6.88±1.90 >0.05
Gn使用天数(t/d) 11.55±2.02 11.62±2.25 >0.05
Gn用量(U/mL) 2656.12±1014.85 2198.68±864.36 <0.05
注射 HCG日子宫内膜厚度(l/mm) 11.13±2.24 11.76±1.88 >0.05

2.2 两组患者助孕结局比较

  B组获卵数、受精数、优质胚胎率、生化妊娠率及临床妊

娠率均较A组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B
组受精率、周期取消率、胚胎种植率均稍高于A组,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助孕结局的比较

指标 A组 B组 P
获卵数(췍x±s,个) 10.19±5.12 12.78±5.91 <0.05
受精数(췍x±s,个) 6.44±3.91 8.02±4.24 <0.05

受精率(%) 62.33 63.22 >0.05
优质胚胎率(%) 38.50 67.10 <0.05
周期取消率(%) 8.00 11.03 >0.05

种植率(%) 31.85 38.43 >0.05
生化妊娠率(%) 40.00 64.13 <0.05
临床妊娠率(%) 38.67 53.79 <0.05

3 讨 论

3.1 血脂异常对IVF/ICSI治疗中Gn用量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血脂异常者体内伴各种代谢紊乱,如高

雄激素血症、高胰岛素血症、脂肪因子异常等,这些代谢紊乱

相互作用可能影响卵泡发育。脂肪组织是类固醇激素的重

要代谢场所,血脂异常的患者由于较多的脂肪组织使得体内

类固醇激素的吸收率降低,同时有学者认为血脂异常者体内

雌二醇代谢不足,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水平下降,游离

雄激素增多、活性增强,使得其对 Gn的反应灵敏度下降,导
致其需要更多的Gn[2]。本研究结果显示,A组Gn用量较B
组明显增加(P<0.05),这与姚霞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

3.2 血脂异常对胚胎质量的影响

  多项研究表明,血脂水平对胚胎质量有不良影响,但具

体机制尚不明确。有研究提示,血脂异常可能产生脂毒性,
血脂异常可以产生大量活性氧,并诱导发生内质网(ER)应
激,破坏ER的形态和完整性,导致细胞死亡[4]。Wu等[5]研

究发现,HFD小鼠于喂养4周后,发现卵丘—卵母细胞复合

体(COC)内脂类物质含量增高,而脂类物质蓄积严重时可引

起细胞死亡。此外,HFD小鼠COC内ER标记物激活转录

因子4(ATF4)和葡萄糖调节蛋白(GRP78)表达升高,且颗粒

细胞和COC凋亡率增加。该研究同时分析了血脂异常妇女

的颗粒细胞,同样观察到 ATF4表达升高,表明血脂异常者

卵巢细胞内存在的脂毒性和ER改变影响胚胎发育。此外,

有研究认为,脂类物质诱发的ER应激是影响胚胎发育潜能

的主要机制,而抑制ER应激则能够改善小鼠植入前胚胎的

发育[6]。侯振等[7]通过研究血脂水平与胚胎质量的相关性,

表明血脂水平与胚胎质量呈负相关,而本研究结果显示A组

较B组优质胚胎率明显降低(P<0.05),与其研究的结果基

本相符。

3.3 血脂异常对IVF/ICSI妊娠结局的影响

  提高妊娠率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胚胎质量及子宫内膜

容受性,约2/3患者植入失败的原因是子宫内膜容受性不

足。Bellver等[8]的研究显示,不同BMI的患者胚胎质量无

明显差异,但肥胖患者的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活产率均

低于非肥胖患者。Bellver等[9]的另一项研究观察了2656例

不同BMI接受赠卵治疗的患者,肥胖患者出现子宫内膜异常

以及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的概率增加,其妊娠结局较差,提
示肥胖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与内膜容受性相关性可能大于

胚胎质量本身。本研究结果显示,A组获卵数、受精数、优质

胚胎率、生化妊娠率及临床妊娠率均较B组明显增加,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 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

与B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推测造成两

组之间妊娠结局差异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胚胎质量而非内

膜容受性。但是子宫内膜厚度作为内膜容受性预测指标仍

存在争议,张波等[10]的研究显示,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

与IVF-ET妊娠结局无明显相关性,因此仍需要扩大样本量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组认为血脂异常导致Gn使用量增加,优质

胚胎率降低,对妊娠结局产生不良影响,建议在行IVF/IC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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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孕治疗前应常规检测血脂四项,对于存在血脂异常的患者

建议在助孕前行适当的运动、低脂饮食或辅助必要的降脂药

物治疗,以期获得更高的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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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布比卡因复合舒芬太尼腰硬联合麻醉对剖宫产术的疗效影响

高 勇

(广西北海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 北海 536000)

摘要 目的:观察不同剂量布比卡因复合舒芬太尼腰硬联合麻醉用于剖宫产术的疗效。方法:选择90例行剖宫产术的产妇随

机分为3组:5μg舒芬太尼+7.5mg布比卡因组(A组)、5μg舒芬太尼+9mg布比卡因组(B组)、10.5mg布比卡因组(C
组),每组各30例,布比卡因浓度均为0.5%。穿刺成功后以20s匀速将药物注入蛛网膜下隙。记录感觉、运动阻滞情况,镇痛

效果,肌肉松弛程度,牵拉反应与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发生及处理情况,新生儿出生后1min和5minApgar评分情况。结果:

3组感觉阻滞起效时间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组感觉阻滞最高平面高于A组及C组,各组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感觉阻滞持续时间与运动阻滞完全恢复时间均明显短于B组及C组(P<0.05)。A组运动

阻滞程度评分明显小于B组和C组(P<0.05)。3组镇痛效果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和B组牵拉

反应、低血压、寒战发生率明显低于C组(P<0.01);A组肌肉松弛优良率、硬膜外追加药、恶心呕吐发生率与B组、C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组新生儿出生后1min和5minApga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5

μg舒芬太尼复合0.5%布比卡因9mg用于剖宫产术腰硬联合麻醉,镇痛和肌肉松弛效果良好,不良反应较少。

关键词 布比卡因;舒芬太尼;蛛网膜下隙阻滞;剖宫产术

中图分类号:R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6)05-0844-03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6.05.026

  近年来腰硬联合麻醉在剖宫产术中已广泛应用。局麻

药混合一定剂量阿片类药物可增强腰硬联合麻醉的镇痛效

果已成共识。本研究拟观察不同剂量布比卡因复合舒芬太

尼蛛网膜下隙阻滞在剖宫产术的疗效。为临床选择最佳方

案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广西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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