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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和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子宫切口妊娠的诊断价值比较

齐进利,王 婧,李延荣

(陕西省延安市中医医院超声科,延安 716000)

摘要 目的:对比经阴道和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子宫切口妊娠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2011年3月至2016年3月陕西省延

安市中医医院收治的70例疑似子宫切口妊娠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70例患者分为对照组(37例,其中子宫切口妊娠患者

28例)和观察组(33例,其中子宫切口妊娠患者30例)。对照组采用经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观察组采用经阴道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查。与病理结果比较,分析经腹部与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两种诊断方式对子宫切口妊娠的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

度。结果:观察组的诊断符合率(90.0%)、灵敏度(93.3%)和特异度(66.7%)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0%、82.1%和44.4%
(均P<0.05)。两组超声分型的诊断符合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组对早孕型和胚囊型的诊断符合率略

高于对照组。结论: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具有较高的诊断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度,对子宫内部的动态观察优势明显,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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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fthevalueoftransvaginalandtransabdominalcolorDopplerultrasoundinthediag-
nosisofuterineincisionpregnancy
QiJinli,WangJing,LiYanrong.(DepartmentofUltrasonography,YananHospitalofTCM,Yanan716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comparethevalueoftransvaginalcolorDopplerultrasound(TVCDU)andtransab-
dominalcolorDopplerultrasound(TACDU)inthediagnosisofuterineincisionpregnancy.Methods:70pa-
tientswithsuspecteduterineincisionpregnancyinourhospitalfrom March2011toMarch2016werese-
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controlgroup(37cases,inwhich28womenunderwentuterineincision
pregnancy),andanobservationgroup(33cases,inwhich30womenunderwentuterineincisionpregnancy).
Thepatients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givenTVCDUdetection,whilethoseinthecontrolgroupwere
givenTACDUdetection.Theresultsofultrasonicdiagnosiswerecomparedwithpathologicalexamination.
Results:TVCDUdetectionshowedadiagnosticcoincidencerateof90.0%,sensitivityof93.3%,specificity
of66.7%,andTACDUwasrespectively73.0%,82.1%and44.4%(P<0.05).Therewasnosignificant
differenceintheaccordanceratesofdifferenttypesofultrasonographybetweenthetwogroups(P>0.05),
butthecoincidenceratesofearlypregnancyandembryosacwereslightlyhigherintheobservationgroup
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Conclusion:TVCDUwasmorevaluableinthediagnosisofuterineincision
pregnancywithhighercoincidencerate,sensitivityandspecificity,andwasmoreeffectivewaytodetectdy-
namicchangesinsideuterus.
Keywords vaginalcolordopplerultrasound;abdominalcolordopplerultrasound;uterineincisionpregnan-
cy;scarpregnancy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开放,剖宫产率逐渐上升。
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瘢痕妊娠是剖宫产的远期并发

症之一,发生率较低,属一种特殊的异位妊娠。由于

子宫峡部组织缺乏丰富的肌层组织,收缩力较差,易
发生子宫破裂,引发大出血,威胁患者生命健康[1]。
故行剖宫产术、人工流产术前建议先行常规彩色多

普勒超声,可以为临床提高可靠的诊断依据。经阴

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由于图像清晰,诊断准确率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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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因素小,尤其适合应用于排卵监测、宫外孕的确

诊、子宫 占 位 性 疾 病 以 及 多 囊 卵 巢 综 合 征 的 诊

断[2-3]。本文对比分析了经阴道和腹部彩色多普勒

超声对子宫切口妊娠的诊断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3月至2016年3月

陕西省延安市中医医院收治的疑似子宫切口妊娠患

者70例,其中58例经临床及病理证实为剖宫产术

后子宫切口妊娠患者,其中早孕型18例,胚囊型

26例,不均质包块14例。所有患者均有剖宫产史,
距上次妊娠3~9年,且有明确的停经史,停经时间

2~3个月。排除有精神类疾病史、心血管系统疾

病、子宫颈癌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观察组(33例)和对照组(37例)。对照组中子宫切

口妊娠患者28例,早孕型9例,胚囊型12例,不均

质包块7例;平均(22.5±8.4)岁。观察组中子宫切

口妊娠患者30例,早孕型9例,胚囊型14例,不均

质包块7例;平均(31.9±8.2)岁。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所有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通过本院

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观察组采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采用VolusonE8LOGIQ7PRO型彩色多普勒

超声诊断仪,阴道探头的频率为5~8MHz。检查

前患者膀胱排空,取膀胱截石位,检查医师在超声探

头的顶端涂抹适量耦合剂并套入避孕套,缓慢送入

阴道穹窿部进行多方位扫描探查,观察子宫、附件及

盆腔情况,瘢痕妊娠与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的相对

位置,明确孕囊的位置、大小、形态,子宫峡部的形

态、大小、内部回声及局部血流情况。对照组采用经

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检查前0.5~1h适度饮

水,使膀胱充盈,子宫从盆腔深处移至下腹部,腹部

顶端涂抹适量耦合剂,行纵切、横切、斜切等切面反

复扫描探查,余同观察组。

1.3 观察指标 与病理结果比较,分析经腹部与经

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两种诊断方式对子宫切口妊娠

的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度,以及对各类型超声声像

图分型的符合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

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两组诊断结果比较 对70例疑似子宫切口妊

娠患者进行经阴道和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与
病理结果比较,观察组的诊断符合率为90.0%,灵
敏度为93.3%,特异度为66.7%,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73.0%、82.1%和44.4%(均P<0.05),见表

1。

2.2 两组超声分型的诊断符合率比较 两组超声

分型诊断符合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但观察组早孕型和胚囊型的诊断符合率略高

于对照组,见表2。

表1 两组诊断结果比较

组别 n 真阳性 真阴性 假阳性 假阴性
符合
率,%

灵敏
度,%

特异
度,%

对照组 37 23 4 5 5 73.0 82.1 44.4
观察组 33 28 2 1 2 90.0* 93.3* 66.7*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超声分型诊断符合率比较[n(%)]

组别
病理诊断结果 超声分型诊断符合率,n(%)

早孕型 胚囊型 不均质包块 早孕型 胚囊型 不均质包块

对照组 9 12 7 7(77.8) 10(83.3) 6(85.7)
观察组 9 14 7 8(88.9) 12(85.7) 6(85.7)

3 讨 论

  子宫切口妊娠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异位妊娠,指
首次剖宫产术后造成子宫下段切口部位的手术瘢

痕,再次妊娠时胚胎大部分或全部着床于剖宫产子

宫切口的瘢痕处。子宫切口瘢痕处无正常的解剖结

构,缺乏丰富的基层组织,绒毛直接侵蚀局部血管,
而局部血流异常丰富,手术操作出现偏差或损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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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易造成子宫大出血,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4]。
目前瘢痕子宫妊娠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有研究认

为,剖宫产术、反复人工刮宫流产术造成的妊娠瘢

痕,常发生底蜕膜缺损,使得受精卵在定植过程中倾

向于肌层瘢痕处[5]。

  子宫解剖形态较为特殊,子宫上段为子宫体,下
段为子宫颈,上段和下段连接处为子宫峡部,子宫下

段剖宫产切口即子宫解剖学的峡部,长0.8~1cm。
妊娠时子宫峡部会发生伸展、拉长、变薄,临产后可

延长至7~10cm[6]。有剖宫产史的孕妇术前应行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确定孕囊同子宫手术切口的

相对位置关系[7]。怀孕期间也应定期复查胎儿情

况。经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可观察到子宫及宫颈管

内的妊娠整体情况,声像图能清晰显示妊娠囊与子

宫下段、宫体和宫颈的关系,但混响伪像的存在会影

响瘢痕和膀胱之间肌层厚度的测定。经阴道彩色多

普勒超声可清晰显示宫腔、宫颈及子宫切口处肌层

的形态、回声及血供情况,还可准确定位孕囊和子宫

峡部切口之间的相对位置,提供可靠性较高的临床

诊断依据[8]。

  本研究对70例疑似子宫切口妊娠的患者采用

经腹部和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检查,以病理

诊断为金标准,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的符合

率(90.0%)、灵敏度(93.3%)和特异度(66.7%),均
明显高于经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的73.0%、

82.1%和44.4%(均P<0.05)。可能原因为相比

于经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

图像更加清晰,不用充盈膀胱,亦不受肥胖、多重反

射、肠气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彩色多普勒超声声

像图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早孕型:宫腔内无

明显孕囊的影响,宫腔下段见小孕囊回声,与切口瘢

痕处分界不清,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剖宫产切口处

肌肉层次不清晰、血流信号强度弱;(2)胚囊型:子宫

略大或 正 常 大 小,孕 囊 直 径 较 大,平 均 可 超 过

10mm,部分孕囊前壁深入剖宫产切口,彩色多普勒

超声显示孕囊周边及前壁下段肌层血流信号丰富;
(3)不均质包块型:子宫不同程度增大,峡部前壁膨

大明显,肌层分界不清,原剖宫产切口瘢痕处可见不

均质包块,回声不均匀,彩色多普勒血流显示不均质

包块周边可见环状血流信号。两组超声分型诊断符

合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经阴道

彩超对早孕型和胚囊型的分型符合率略高于经腹部

彩超。

  综上所述,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在子宫

切口妊娠的诊断中,较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具有更

高的诊断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度,对子宫内部的动

态观察优势明显,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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