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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已将中国认定为世界上剖宫产率最

高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剖宫产瘢痕妊娠( cesarean scar pregnancy，CSP) 的发生率显著

增加。CSP发生时，胚胎着床于前次子宫切口瘢痕处，绒毛与子宫瘢痕部位粘连植入，严重

者可穿透子宫瘢痕造成子宫破裂、大出血而导致子宫切除，危及患者生命；若术前未能有效

甄别而误行刮宫时，手术操作也可导致大出血危及患者生命。因此早期正确诊断，合理有效

治疗对于及时终止妊娠，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至关重要。 

至今学术界尚未达成 CSP统一规范的治疗共识。公认的治疗原则是
[1]
：保障患者生命安

全，减少出血、清除妊娠病灶，尽可能保留患者生育功能。停经时间、胚胎是否存活、血

β-HCG 值，孕囊与子宫浆膜和内膜的距离、阴道流血或腹痛等临床表现都影响着治疗策略

的选择。根据治疗方式，CSP的治疗策略包括：期待治疗，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 

期待治疗 

Vial等提出剖宫产瘢痕妊娠有两种不同形式
[2]
。一种是绒毛植入瘢痕裂隙，孕囊在子宫

肌层内生长突向浆膜层，孕早期即发生出血甚至子宫破裂，这种类型称为外生型；另一种是

孕囊向宫腔生长，有继续妊娠至中、晚期的可能，但存在着胎盘植入导致妊娠中、晚期子宫

破裂及大出血的危险，此种类型为内生型。对于内生型 CSP，当患者具有强烈的生育愿望，

并愿承担巨大风险时，可谨慎尝试期待治疗。然而，国内外的文献均显示
[3]
：期待治疗的结

局要么孕期保胎失败，要么分娩时子宫切除风险显著增加。因此，此种治疗方式不应倡导。 

药物治疗 

目前应用于临床的药物包括：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米非司酮、5-氟尿嘧



啶（5-FU）、天花粉及平阳霉素等。药物治疗的剂量、使用途径和疗程基本采用常见部位异

位妊娠的治疗方案，且多采用多种药物联合使用的治疗策略。为降低药物治疗过程中大出血

及子宫破裂的发生率，应严格掌握药物治疗的适应证
 [4]

：①内生型 CSP（住院患者使用药物

治疗预处理除外）；②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无阴道流血及腹痛；③孕周在 7周以内；④β-HCG

＜5000IU/L；⑤孕囊直径＜4cm；⑥无胎血管搏动；⑦无盆腹腔积血。MTX 是临床治疗 CSP

时最常使用的药物，其可采用肌内注射、静脉注射或直接胚囊内注射的方式给药。有学者将

MTX 与子宫动脉栓塞相结合治疗 CSP，取得良好效果。作为孕激素受体拮抗剂，米非司酮用

于宫内早孕流产效果满意，但治疗 CSP时大多失败，故而多采用米非司酮+ MTX联合用药以

提高治疗成功率。近年来，天花粉、5-FU及平阳霉素等化疗药物也逐渐应用于临床治疗 CSP，

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 

3.  子宫动脉栓塞治疗（Uterine Artery Embolisation，UAE） 

虽然公认 UAE可作为大量阴道出血的重要抢救手段，但当 CSP未出现显著阴道流血等合

并症时，是否将其作为一线治疗手段仍存有争议
[5]
。目前临床上更多采用 UAE作为 CSP联合

治疗策略的预处理，包括 UAE+清宫术，UAE+局部化疗药物灌注，UAE+妊娠病灶清除术+子宫

整形术等。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动脉栓塞时，由于妊娠物多位于子宫动脉上行支供血的子

宫峡部瘢痕处，因此应将子宫动脉上行支作为栓塞点，既可达到治疗目的，又可降低副损伤

及并发症的发生。 

4. 手术治疗 

4.1  清宫术瘢痕妊娠孕囊种植部位的特殊性，导致直接清宫时极可能出现大出血、子

宫穿孔和邻近脏器损伤等严重并发症，甚至需切除子宫从而导致生育功能丧失，因而不作为

CSP首选的治疗方法。临床数据表明
[6]
：对于内生型 CSP，经 MTX等药物和（或）UAE 预处理

后，可谨慎在超声引导下行清宫手术，但应做好紧急手术的准备。随着腹腔镜手术的广泛开



展和手术技能的快速提高，内生型 CSP在腹腔镜直视监视下行清宫术，或结合宫腔镜行妊娠

病灶完整清除术的治疗成功率明显上升。 

4.2  宫腔镜下妊娠病灶清除术：虽然宫腔镜已广泛应用于宫腔粘连、宫内膜息肉及子

宫黏膜下肌瘤等宫腔良性病变的治疗，但使用宫腔镜治疗 CSP 目前尚未见大样本数据报告。

理论上，宫腔镜下可清楚辨认剖宫产瘢痕处的妊娠组织及其种植部位的血管分布，准确地自

宫壁分离及切除妊娠组织，并可采用电极凝固子宫下段开放性血管充分止血，获取良好的治

疗效果
[7]
。在实际手术操作中，可将腹腔镜和（或）超声与宫腔镜相结合指导手术进行，防

止漏切和子宫穿孔。对于妊娠病灶凸向宫腔者，直接完全切除；对于妊娠病灶侵蚀较深者，

不强求一次切除干净，可在一次手术后给予促宫缩、止血等治疗，待血 β-HCG 下降后再次

手术。若腹腔镜探查或影像学提示妊娠病灶向膀胱方向生长，则应选用腹腔镜下行妊娠病灶

清除+子宫整形。尽管使用宫腔镜治疗 CSP 为临床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但是否应作为治疗

首选，以及病例的适用原则，均需扩大样本量分析总结。 

4.3  妊娠病灶清除+子宫整形术：在治疗 CSP时，当肿块或子宫破裂处较小、患者有强

烈生育要求时，切除瘢痕部位妊娠病灶，同时缝合子宫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8]
。尤其对于外生

型 CSP，妊娠病灶切除既可避免妊娠组织残留，又能切除存在明显缺陷的瘢痕组织，有效去

除瘢痕部位的微小腔隙，对于恢复正常月经，避免 CSP 再次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腹、经阴道或腹腔镜均可完成该手术治疗。采用何种手术途径，应强调个体化治疗：

既考虑到患者疾病的紧急程度，也要考虑到手术的难易程度，还应该考虑手术者对于不同手

术方式的掌握程度。一般而言，对于大出血、生命体征不平稳者需行急诊剖腹探查术；或医

疗条件不允许，膀胱位置过高、腹腔镜操作困难时可首选经腹手术。对于病情较稳定，或考

虑子宫瘢痕位置较低者可试行经阴道手术，但当患者曾行盆腹腔手术可能存在粘连导致子宫

位置过高等因素时，不推荐经阴道手术。近年来，腹腔镜手术得到极大推广，腹腔镜手术技



巧也得以飞速发展。由于腹腔镜手术视野清晰，创面暴露充分，术中出血少，对于外生型

CSP，腹腔镜可明确定位妊娠病灶的部位、大小，及其与周围脏器的关系。因此，对于腹腔

镜手术技能熟练的术者，采用该手术途径完成妊娠病灶清除+子宫整形术更具优势。 

4.4  次全/全子宫切除手术：虽然 CSP 的治疗原则是尽可能保留子宫，保护生育功能，

但由于 CSP的特殊性，前述治疗方法均有可能失败。当出现子宫瘢痕处妊娠肿块过大导致肌

层缺损过多、或子宫破损严重、大出血难以控制，或出现不能控制的感染，或患者合并有子

宫肌瘤、子宫腺肌病、宫颈癌等疾病且无生育要求者，可考虑次全/子宫切除手术治疗
[9]
。 

由于 CSP 发病机制不清、疾病部位的特殊性以及治疗结果中的不确定性，当前 CSP 并无

统一规范的诊疗策略。临床更多采取综合治疗策略以获取满意治疗结局，包括药物治疗后选

择清宫术，介入治疗+化疗药物注射后进行清宫术，药物治疗后行腹腔镜监视下清宫术；也

有尝试直接清宫术发生大出血，需行腹腔镜下妊娠病灶清除+子宫成形术的文献报道，此种

方法多为术前评估不仔细或不彻底所导致。具体综合哪几种治疗方法治疗 CSP，应根据患者

病情、医疗结构硬件配置以及主治医师的专业技能选用合适的治疗策略，做到个体化、微创

化治疗。虽然目前尚无 CSP 治疗策略的大样本 meta 分析结论，但已有的文献表明[10]：对于

内生型 CSP，可采用药物流产/介入化疗药物+超声/腹腔镜监视下清宫术获得满意治疗结局；

对于外生型 CSP，采用药物流产/介入化疗药物+腹腔镜/阴式/开腹妊娠病灶清除+子宫成形术

应更为合理有效，必要时术后再根据 β-HCG 下降情况适时补充化疗药物治疗。因此，术前

的超声及 MRI 影像检查综合评估 CSP 孕囊的生长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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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 

患者 34岁，孕 6 产 2，先后于 2008年、2014年行剖宫产 2次。因“停经 53天，药物

流产治疗后阴道流血 3 天”入院。患者既往月经规律，周期 27～28天，经期 3～4天。末次

月经：2014 年 08 月 20 日，同房未避孕。10 月 4 日因停经 40
＋
天，于当地医院查尿 HCG 阳

性，B 超检查提示：宫内妊娠（未明确孕囊与子宫切口瘢痕的关系）。无生育计划，遂行药

物流产。于 10月 6日至 8日连续口服米非司酮片；10 月 9日早晨口服米索前列醇片后（均

具体剂量不详），开始出现阴道少量流血，不伴有腹痛，无血凝块及组织物排出，无肛门坠

胀，无尿频尿急。遂于 2014年 10 月 10日就诊于当地医院，行清宫术，清宫术中探查宫腔

时即有大量鲜血流出，患者感头昏、全身乏力，立即终止手术，予以缩宫素对症处理并转诊

至当地中心医院诊治，其间阴道流血减少，B超检查考虑剖宫产瘢痕切口妊娠。遂建议转诊

至我院进一步诊治。我院超声检查显示子宫下段瘢痕处探及范围约 60mm×45mm×45mm 的孕

囊回声，其内可见胚芽大小约 20mm×10mm，未见胎血管搏动（图 1）；超声多切面扫查：子

宫下段瘢痕区孕囊包膜凸向膀胱，肌层缺失，考虑 III 级瘢痕妊娠可能。立即急诊收治入院。 

入院查体：脉搏 83次/分，呼吸 20次/分，血压 91/60mmHg。步入病房，自动体位，神

志清楚，急性病容，查体合作。耻骨联合上见一长约 100mm横向手术瘢痕，全腹软，下腹轻

压痛，无反跳痛及肌紧张，腹部移动性浊音阴性。妇科查体：阴道通畅，其内见少许血性分

泌物，血来自宫腔。宫颈光滑，无举痛及摇摆痛；宫体增大饱满，约 50
+
天孕大小，活动好，



轻压痛；双附件区未扪及包块，无压痛。三合诊未扪及触痛结节，指套退出无血染。 

结合患者病史及多次影像学检查结果，诊断剖宫产瘢痕妊娠。因超声提示孕囊突向膀胱，

且瘢痕部位肌层缺失，此前已使用米非司酮药物治疗并试图行清宫术失败，故选择腹腔镜下

妊娠病灶清除+子宫整形术。手术采用静脉复合全身麻醉成功后，患者取膀胱截石体位，建

立气腹后行腹腔镜探查。腹腔镜下见盆腹腔无积血，子宫前壁与腹壁呈带状粘连，双侧卵巢

及输卵管形态无异常。超声刀分离子宫前壁与腹壁之间粘连带，打开膀胱腹膜反折并向下推

离膀胱，充分暴露子宫切口瘢痕；见子宫切口瘢痕处向外隆起约 20mm×20mm，肌层菲薄，

呈紫蓝色，局部似有突破感（图 2）。切开子宫切口瘢痕最薄弱处，见大量鲜血汹涌流出，

快速清除瘢痕处的妊娠肌化坏死组织及凝血块，量约 100g；快速以 2/0 可吸收线间断全层

缝合切口双侧端头；出血量明显减少，清理创面后，见子宫切口下缘菲薄，肌层缺如，遂以

分离钳夹持子宫颈肌层组织并尽量向上提拉后，与切口上缘贯穿间断缝合全层切口（图 3）。

缝合完毕后冲洗创面，无活动性出血；再以 2/0 可吸收线间断“8”字缝合全层切口 2 针加

固（图 4），关闭膀胱腹膜反折。根据术中情况及患方意见术中同时行双侧输卵管结扎术。

术毕于宫腔内放置双腔导尿管，并注入 14ml 水囊压迫宫腔止血。手术耗时 30min，术中出

血量约 1000ml，输注红细胞悬液 400ml，普通冰冻血浆 260ml。手术 24h后，逐次放出压迫

宫腔的水囊，至 48h完全放尽后取出宫腔气囊压迫，放液过程中静脉滴注催产素，阴道流血

少。术后动态随访血 β-HCG，术后 24h值为 49631.00IU/L，48h值为 29635.00IU/L。术后

第 3 天，病理结果回报为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恢复可，遂安排出院。出院后每周复查血

β-HCG，随访至今下降趋势良好，未诉阴道流血及腹痛等不适。 

 

 

图 1. 剖宫产瘢痕妊娠超声影像学表现图 2. 腹腔镜下剖宫产瘢痕妊娠表现 

箭头所指为孕囊箭头所指为妊娠病灶 



 

图 3. 取出妊娠病灶后，提拉宫颈肌层图 4. 全层缝合并 8 字加固缝合子宫切口 

组织，全层缝合子宫切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