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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保留神经手术联合GnRH-a治疗深部
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疗效分析

魏 刚,史 欣,王 恒,韦君丽△

(陕西省西安市第四医院,西安 710004)

摘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保留神经手术联合促性腺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治疗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的临床

疗效及机制。方法:将88例DIE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44例。两组均行腹腔镜下保留神经手术治疗,观察组术

后应用GnRH-a,对照组术后应用孕三烯酮。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并发症、复发率及血清糖类抗原199(CA199)、基质金属蛋白

酶-9(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TIMP-1)和Th1/Th2细胞因子水平。结果:术后6个月,观察组血清CA199、MMP-
9、MMP-9/TIMP-1、IL-4、IL-6、IL-10均显著低于对照组,TIMP-1、γ干扰素(IFN-γ)、白介素(IL)-2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
0.05)。术后3个、6个、12个月,观察组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7.62%vs90.244%,P>0.05),但观察组治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78.57%vs.53.66%,P<0.05)。观

察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4.88%vs.21.62%,P<0.05),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44.44%vs.20.00%,P<0.05)。结

论:腹腔镜下保留神经手术联合 GnRH-a治疗DIE安全、有效,能够降低复发率,其机制可能与调节 Th1/Th2和 MMP-9/

TIMP-1平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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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oflaparoscopicnervesparingsurgerycombinedwithGnRH-afordeeplyinfiltratedendo-
metriosis
WeiGang,ShiXin,WangHeng,WeiJunli.(TheFourthHospitalofXi'an,Xi’an710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clinicalefficacyandmechanismoflaparoscopicnervesparingsurgery
combinedwithGnRH-aforthetreatmentofdeeplyinfiltratedendometriosis(DIE).Methods:Atotalof88
patientswithDIEwererandomlydividedintoanobservationgroupandacontrolgroup,with44casesin
eachgroup.Bothgroupsofpatientsreceivedlaparoscopicnervesparingsurgery.Thepatientsintheobserva-
tiongroupweretreatedwithGnRH-aaftersurgery,andthoseinthecontrolgroupweretreatedwithgestri-
noneaftersurgery.Theclinicalefficacy,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andtherecurrenceratewerecom-
paredbetweenthetwogroups.TheserumCA199,TIMP-1,MMP-9andTh1/Th2cytokineslevelswere
measuredbeforeandaftersurgery.Results:After6monthsofsurgery,theserumlevelsofCA199,MMP-9,

MMP-9/TIMP-1,IL-4,IL-6andIL-10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significantlylowerthanthoseinthe
controlgroup,whilethelevelsofTIMP-1,IFN-γandIL-2weresignificantlyhigher(P<0.05).3,6and12
monthsaftersurgery,theVASscoreintheobservationgroupwasnotably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
group(P<0.05).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totaleffectiveratebetweenthetwogroups
(97.62%vs.90.244%,P>0.05),butthecureratewasstatisticallysignificant(78.57%vs.53.66%,P<
0.05).Therecurrencerateintheobservationgroup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
(4.88%vs.21.62%,P<0.05),andthepregnancyratewassignificantlyhigher(44.44%vs.20.00%,P
<0.05).Conclusion:LaparoscopicnervesparingsurgerycombinedwithGnRH-awassafeandeffectivefor
DIE,whichcouldreducetherecurrencerate.ThemechanismmightberelatedtotheregulationofTh1/Th2

andMMP-9/TIMP-1balance.
Keywords deeplyinfiltration;endometriosis;l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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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是育龄

期女性高发良性疾病,由于具有种植、转移、复发等

恶性生物学行为,成为妇产科医学领域研究的重难

点[1]。深部浸润型EMs(deepinfiltratingendome-
triosis,DIE)是指病灶浸润至腹膜下深度≥5mm的

EMs,主要表现为不孕、疼痛,疼痛形式复杂多样(深
部性交痛、慢性盆腔痛及痛经等),且疼痛具有一定

的进行性加重、顽固性,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2]。腹腔镜手术是当前临床治疗DIE的主要手

段,但完全切除病灶时可能伤及支配盆腔脏器的神

经而导致严重术后并发症,故有学者主张实施保留

神经的病灶切除术治疗DIE[3]。为进一步提高治疗

效果,降低术后复发率,EMs腹腔镜术后常需辅助

用药,但选择何种药物尚存在较大争议,且缺乏对

DIE腹腔镜保留神经手术后辅助用药的研究,其作

用机制亦不明确,故认为对其研究价值仍较高。本

研究采用腹腔镜下保留神经手术联合促性腺释放激

素激动剂(gonadotropicreleasehormoneagonist,

GnRH-a)治疗DIE,分析其对临床预后的影响及可

能作用机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在陕西省西安

市第四医院接受腹腔镜下保留神经手术DIE患者

88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病例纳入标准:①均为育龄期女性,年龄19~
45岁;②术前经双合诊或三合诊妇科、阴道超声检

查或盆腔 MRI检查诊断为DIE且经术中或术后病

理证实;③既往月经周期规律;④术前6个月内未接

受激素治疗;⑤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且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

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者;②合并恶性肿瘤者;③合

并心脏、脑、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疾病;④手术禁忌

证、过敏性体质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4例。观察组年龄20~45岁,
平均(30.21±3.94)岁;临床症状:41例痛经,24例

非经期下腹痛,21例性交痛,18例不孕;r-AFS分

期:33例Ⅲ期,11例Ⅳ期。对照组年龄21~45岁,
平均(29.65±4.02)岁;临床症状:30例痛经,15例

非经期下腹痛,12例性交痛,20例不孕;r-AFS分

期:35例Ⅲ期,9例Ⅳ期。两组年龄、临床症状、r-
AFS分期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手术方法 两组均在腹腔镜下实施保留盆

腔自主神经的EMs病灶切除术。全身麻醉下手术,
患者取臀高头低截石位,常规消毒铺巾,经脐孔下

1cm做穿刺孔建立CO2气腹,然后经双侧髂上棘与

脐连线外侧1/3部位建立切口。全面探查盆腔情

况,先于镜下分离黏连以充分暴露术野,根据盆腔病

灶情况进行病灶剔除及下腹神经丛分离:①子宫直

肠窝完全封闭者,如分离困难则经输尿管和髂血管

交叉部位开始分离,经该部位打开腹膜并向后侧逐

步分离,同时沿输尿管子宫骶骨韧带方向直至外侧

方2cm部位,向下、外侧进行输尿管游离,并分离子

宫动脉,继续向下、内侧直至直肠周围间隙部位,保
留腹膜,显示腹下神经丛和盆腔脏器神经,充分辨别

病灶后将神经从内至外推开,切除病灶。②子宫直

肠窝易于分开或骶骨韧带完整者,经子宫骶骨韧带

部位打开,将子宫骶骨韧带直接分离至直肠间隙部

位。经输尿管与子宫动脉的交叉部位将输尿管推

开,向下分离子宫动脉以使子宫向前,显露下腹下神

经丛,准确辨别病灶后将神经向外推开,切除病灶。

1.2.2 术后治疗 术后月经期第1天,观察组予以

GnRH-a(达 菲 林,IPSENPHARMA,批 准 文 号:

H20140298)3.6mg皮下注射,每4周用药1次,连
续用药6次。如出现潮热、多汗、骨质疏松等则予以

反向添加治疗。对照组则予以孕三烯酮(内美通,英
国 AventisPharmaLimited批准文号:H20080256)
治疗:2.5mg/次,2次/周,口服,连续服药6个月。
用药期间每月复诊1次,停药后每3个月复诊1次,
连续随访1年。

1.3 观察指标

  (1)疼痛评价:术前及术后3个、6个、12个月,
采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价患者的疼痛症

状,得分0~10分,得分越高表示疼痛越严重。(2)
血液指标检查:分别于术前及术后6个月,晨取空腹

静脉血5mL,EDTA 抗凝,于3500r/min离心

5min,分离血清置于-20℃冰箱内保存待测。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糖类抗原199
(CA199)、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基质金属

蛋白酶抑制剂-1(TIMP-1),计算 MMP-9/TIMP-1。
采用ELISA法测定Th1/Th2细胞因子,Th1细胞

因子包括γ干扰素(IFN-γ)、白介素-2(IL-2),Th2
细胞因子包括白介素-4(IL-4)和白介素-10(IL-10)。
(3)不良反应:记录用药期间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情

况,并于治疗前复查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4)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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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术后随访至少1年,记录复发情况,以术后治

愈或有效患者复发或新发异位病灶、痛经等疼痛症

状进行性加重判定为复发。

1.4 疗效标准[4]

  治愈:非经期下腹痛、性交痛、痛经等症状完全

消失,盆腔包块消失;有效:非经期下腹痛、性交痛、
痛经等症状明显改善,盆腔包块消失;无效:临床症

状、体征及盆腔包块等无改善。总有效率=(治愈+
有效)/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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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两组均顺利完成腹腔镜下保留神经手术,无中

转开腹手术患者。观察组1例失访、1例中途退出,
有效受试者42例;对照组2例失访,1例中途退出,
有效受试者41例。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CA199、MMP-9、TIMP-1
比较

  两组术前血清CA199、MMP-9、TIMP-1水平及

MMP-9/TIMP-1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0.05);术后6个月,观察组TIMP-1显著升高,而对

照组TIMP-1无明显变化(P>0.05);两组其余各

项指标均较术前显著降低(P<0.05);观察组术后

6个月TIMP-1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而其余

各项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1。

2.3 两组治疗前、后Th1/Th2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两组术前血清Th1/Th2细胞因子水平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个月观察组

IFN-γ、IL-2均明显升高,IL-4、IL-6、IL-10均明显降

低(均P<0.05),对照组IFN-γ、IL-2均明显升高,

IL-4、IL-10均明显降低(均P<0.05),而观察组的

改变幅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P<0.05),见表2。

2.4 两组治疗前、后疼痛VAS评分比较

  两组术前 VAS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术后3个、6个、12个月,两组VAS评分均较

术前明显降低(均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3。

2.5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术后6个月,观察组的治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χ2=5.760,P=0.016<0.05),但两组总有效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93,P=0.158),见
表4。

表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CA199、TGF-β1、MMP-9、TIMP-1水平比较(x±s)

组别 n CA199/(U/mL) MMP-9/(pg/mL) TIMP-1/(pg/mL) MMP-9/TIMP-1
观察组 42
 术前 39.32±4.15 321.54±36.87 178.23±20.65 1.80±0.33
 术后6个月 21.12±3.07*# 186.45±22.04*# 189.01±23.71*# 0.99±0.21*#

对照组 41
 术前 39.48±4.32 325.87±34.39 180.04±23.32 1.81±0.29
 术后6个月 28.02±3.74* 241.05±32.15* 181.17±23.35 1.33±0.26*

      与本组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术后6个月比较,#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Th1/Th2细胞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n
Th1细胞因子 Th2细胞因子

IFN-γ/(ng/mL) IL-2/(ng/mL) IL-4/(pg/mL) IL-6/(pg/mL) IL-10/(pg/mL)
观察组 42
 术前 280.54±25.59 4.81±1.02 9.82±1.94 16.85±1.72 3.53±0.67
 术后6个月 431.15±33.49*# 7.79±1.52*# 6.12±0.64*# 11.78±1.34*# 1.21±0.28*#

对照组 41
 术前 285.92±26.83 4.67±1.13 9.68±1.78 16.45±1.69 3.48±0.72
 术后6个月 369.75±30.34* 6.48±1.37* 7.65±0.73* 15.01±1.44 1.81±0.35*

    与本组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术后6个月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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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治疗前、后VAS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术前 术后3个月 术后6个月 术后12个月

观察组 42 8.13±0.79 4.12±0.68* 1.74±0.62* 2.01±0.45*

对照组 41 8.05±0.81 4.63±0.71* 2.21±0.57* 2.52±0.53*

t 0.455 3.342 3.593 4.730
P 0.650 0.001 0.001 0.000

            与本组术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2 33(78.57) 8(19.05) 1(2.38) 41(97.62)
对照组 41 22(53.66)15(36.59) 4(9.76) 37(90.24)
χ2 5.760 1.993
P 0.016 0.158

2.5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用药期间,观察组2例盗汗,4例潮热,1例阴道

干涩,1例体重增加,不良反应率为19.05%;对照组

1例盗汗,2例潮热,2例阴道干涩,不良反应率为

12.20%。两组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737,P=0.390),不良反应均未经特殊处理

而随着用药结束逐渐消失。
2.6 术后随访结果

  术后随访12~18个月,治愈及有效患者中,观
察组2例(4.88%)复发,对照组8例(21.62%)复
发,观察组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2=4.878,P
=0.027)。观察组18例不孕患者中,8例(44.44%)
获得 自 然 妊 娠;对 照 组 20 例 不 孕 患 者 中,4 例

(20.00%)获得自然妊娠。观察组的妊娠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χ2=5.147,P=0.023)。

3 讨 论

  腹腔镜手术是当前治疗包含DIE在内EMs的

主要手段,具有创伤小、术后恢复快、腹腔黏连发生

率低等优点,且术中较易进入腹膜后间隙,便于术中

彻底清除病灶[5]。但传统腹腔镜手术治疗DIE时更

注重手术的彻底性,术中极易伤及盆腔自主神经而

导致性功能障碍、直肠功能障碍、膀胱功能障碍等并

发症,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6]。因此,近年来

有学者主张对DIE采用保留神经的病灶切除术治

疗,以减少神经损伤所致并发症。Angioni等[7]研究

显示,保留神经腹腔镜手术联合GnRH-a治疗DIE
能够改善患者的疼痛症状,且效果与非保留神经腹

腔镜病灶完全切除术相当,在术后复发方面亦无明

显差异(P>0.05)。
  由于DIE是一种激素依赖性疾病,术后激素影

响、深部残余病灶等导致复发风险较高。因此,为了

能够促进残余病灶萎缩坏死,降低复发率,术后辅助

用药成为EMs综合治疗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具体选

择何种药物目前仍存在争议。目前,临床治疗EMs
的常用药物包括口服避孕药、孕三烯酮、曼月乐、Gn-
RH-a等,术后辅助用药多选择孕三烯酮或GnRH-
a。孕三烯酮是雌激素类衍生物的代表药物,其能够

抑制雌孕激素分泌而抑制子宫内膜受体活性,进而

促进病灶萎缩、退化。此外,其还可抑制下丘脑—垂

体—卵巢轴功能,从而抑制促性腺激素的释放,减少

孕激素、雌二醇分泌并降低促性腺激素峰值,诱导异

位内膜细胞的凋亡[8]。由于孕三烯酮价格相对低廉

且不易出现骨质疏松等问题,在临床中应用广泛。

Tarjanne等[9]认为,激素疗法控制DIE疼痛症状的

主要机制与影响病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感

觉神经纤维密度有关,而交感神经纤维密度是影响

DIE疼痛的重要因素。GnRH-a对垂体具有双向调

节作用,能够抑制卵巢性激素的分泌而达到假绝经

期状态,在低雌激素环境下,残留异位内膜细胞的存

活率明显降低,可发挥药物性卵巢去势效应,促进异

位内膜的萎缩、退化,从而降低复发率。此外,Gn-
RH-a能够调节 T细胞的分化、增殖,增强机体免

疫,提高机体对异位内膜细胞的杀伤能力[10]。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3个、6个、12个月,两组

VAS评分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均P<0.05),且观察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总有效率虽无

明显差异,但观察组的治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随

访1年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证实腹腔镜下保留

神经手术联合GnRH-a能够更好地减轻患者的疼痛

症状,降低复发率。此外,观察组不孕患者术后受孕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推测与GnRH-a的药物性卵巢

去势效应降低术后复发、促进局部组织修复、停药后

排卵功能可快速恢复有关。

  DIE虽然是良性疾病但具有恶性生物行为特

征,新近研究显示Th1/Th2漂移与了EMs的发生

及发展。Th1向Th2漂移导致子宫内膜细胞发生免

疫逃逸,而对异位内膜细胞的免疫监视和清除能力

降低,导致异位内膜细胞种植、生长,这也是DIE发

生、复发的重要原因[11]。Th1细胞主要分泌IFN-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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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2、TNF-α等细胞因子,具有抗肿瘤免疫作用;
Th2细胞主要分泌IL-4,IL-5,IL-6,IL-9,IL-10,IL-
13和IL-17A等,可辅助B细胞增殖分化,其所分泌

的抗体参与机体免疫应答。IL-6还具有诱导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的作用,有利于逆流内膜细

胞在腹腔内种植、生长。动物研究显示,IL-6还可抑

制胚胎发育,与 MEs不孕密切相关[12]。此外,DIE
发生及发展中普遍伴有巨噬细胞表达增多,导致

MMP-9合成和释放增多,而 MMP-9可加速血管新

生,增加细胞间黏附强度,进而促进内膜细胞的种

植、生长。MMP的天然特异性抑制因子TIMP则可

抑制 MMP活性,其中,以TIMP-1活性最强[13]。在

正常生理状态下,MMP-9/TIMP-1比例趋近于1,能
够维持细胞外基质的修复—损伤平衡,从而维持基

底膜完整性,而基底膜完整性是评价EMs病灶浸

润、侵袭的主要表现,故DIE伴有 MMP-9/TIMP-1
失衡[14]。本研究中,两组治疗前Th1细胞因子均处

于低表达状态,Th2细胞因子和MMP-9均处于高表

达状态,MMP-9/TIMP-1失衡,术后经相应药物治

疗后,两组各项指标均显著改善,其中,观察组的

MMP-9、MMP-9/TIMP-1、IL-4IL-6、IL-10显著低于

对照组,TIMP-1、IFN-γ、IL-2显著高于对照组,且观

察组 MMP-9/TIMP-1更趋近于1,与易旺军等[15]报

道基本一致。此外,观察组术后6个月时CA199水

平亦显著低于对照组,而血清CA199与DIE病情严

重程度密切相关。提示DIE腹腔镜手术后应用Gn-
RH-a辅助治疗能够更好地维持基底膜及细胞外基

质的完整性,恢复Th1/Th2细胞平衡,这可能也是

提高近期效果、预防术后复发的重要原因。两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均较低,且组间无明显差异,说明Gn-
RH-a安全性良好。
  综上所述,保留神经的腹腔镜手术给DIE的治

疗提供了新思路,术后辅助应用GnRH-a可能有利

于巩固手术效果、降低术后复发率,其机制可能与恢

复Th1/Th2细胞平衡和 MMP-9/TIMP-1平衡有

关。但这仅限于近期随访结果,远期效果有待进一

步探讨,且停药后复发率及药物副反应等问题仍需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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