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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子宫切口假腔是目前妇产科界最棘手的病种之一，尤昭玲教授临证长期关注切口假腔，凝练出子宫
切口假腔的病因、病机及诊疗策略，首创“假腔临证调治三部曲”，并提出假腔再妊娠前后安全性评价，以确
保剖宫产再妊娠的广大女性的生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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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所谓“假腔”，又称“子宫切口假腔”
“子宫

症[1]。假腔异常阴道出血久治不愈及病情反复严重影

切口憩室”
“剖宫疤痕缺陷”
“剖宫产后子宫切口愈合

响育龄妇女心身健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缺损”，是指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愈合差，子宫瘢痕

妇产科尤昭玲教授系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

处肌层变薄，形成与宫腔相通的凹陷或腔隙，部分患

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西医妇产科临床、

者出现以异常子宫出血、慢性盆腔痛为主的一系列临

教学、科研 40 余年，在妇产科疑难病症防治方面具

床症状的疾病，作为剖宫产术的远期并发症，发生率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兹就尤教授辨治假腔临证经验作

为 19.4%～88.0%

[1-2]

。治疗上，西医采用手术和激素，

但存在高难度、高风险、低疗效、不良反应、高复发
率等，学术界在是否允许再次妊娠、再妊娠评价标准、

一介绍。
1

病因病机
根据临床症状，假腔可归属中医学经期延长、月

预知再妊娠可能风险、预知风险评价标准方面虽有共

经先后无定期、崩漏、经间期出血等范畴[3]。金刃损

识，但有效治疗方法尚存在争议，目前对有再育要求、

伤导致胞宫血运不良、胞脉供血不佳、伤口濡养不足，

子宫前壁下段肌层厚度≥3 mm 可选择宫腔镜手术，

引起胞宫局部组织感染坏死，最终腐肉成腔而致假

但易出现子宫穿孔、膀胱及子宫血管损伤等手术并发

腔，基本病机乃禀赋虚弱，气血不足，加之术后失血
伤气，气血愈弱，导致气虚不摄，经血蓄积腔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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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生热，热瘀互结，创口无以润养，病久累伤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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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亏虚，无力收敛疮口陷而成腔；离经之血存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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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内，无法循经按时而下，瘀积在切口内，于经后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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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四维超声与妊娠风险

下，最终导致崩中漏下或经期延长。本病症结在于胞

①假腔大小临床价值：决定经期延长出血量与时

宫腔管瘀积之血，欲随经血盈满溢出却无力，欲随经

间及再妊娠风险，出血时间随假腔增大而延长。②假

血依时而下则无能，最终出现经血淋漓不尽、倒经、

腔多少的临床关联：决定是否可妊娠及决定再妊娠的

经前出血、类排卵期出血等。经血蓄积腔内损伤胞宫

风险。③假腔形态（漏斗、管状、球形）[5]的临床提

脉络，日久则邪毒乘机侵袭，腐疮陷而难以愈合，以

示：决定经期的时间及治疗的难易。④假腔内口朝向

致成顽固之疾。

（上或下）的临床提示：决定经期的长短、治疗的难

2

易及妊娠的风险。⑤假腔尖端至浆膜距离的临床警

假腔的病变与病势特点
假腔病位在子宫下段宫体与宫颈交界处，因该处
[4]

示：决定是否允许再妊娠及决定再妊娠的风险。⑥下

子宫肌层菲薄，血供结构最薄弱，并随经期而变化 。

缘-内口距离的临床风险：预测类前置胎盘及再妊娠

其临床主症是异常子宫出血，如经期延长、倒经经净

的风险。⑦下缘-外口距离的临床意义：预测再妊娠

后淋漓、月行二经间歇性淋漓、不规则流血、经前出

的风险、早期流产的风险、便于施术者正确操作，如

血少量及出血后行经等；或酸或胀或痛也是假腔的典

宫前壁＋腹壁粘连提示施术宫颈牵拉长度，便于探针

型症状，要明确部位在腰骶、小腹还是大腿内侧，性

与宫腔安全操作。⑧上缘-宫底距离的临床启示：评

质是放射性酸胀或酸痛甚如折，注意所处时间是经期

价类低置胎盘、宫角妊娠及输卵管妊娠可能性。

或体位改变翻身或性交后，其程度与假腔中积血多少

总之，四维彩超检测值对假腔具有重要的临床指

相关，关注假腔特征及合并兼症。宫腔镜等被认为是

导意义，假腔多少、大小、尖端距浆膜层的距离可评

目前诊断切口假腔的最佳方法，虽然阴道四维彩超敏

估是否允许再妊娠及评估是否允许治疗后再妊娠，假

感性及特异度均不高，但对于有临床症状的患者，阴

腔多少、大小及假腔下缘与宫颈内/外口的距离可评估

道超声依然是首选，典型超声影像学表现为子宫前壁

腔内妊娠类低置胎盘可能性。

下段肌层内有与宫腔相通的不规则无回声暗区，内有

3.3

[1]

再妊娠结局和风险

低回声，其大小、形态可随月经周期而变化 。经期

由于假腔的着床环境差，故再妊娠的风险较大，

或阴道异常出血时期为最佳检查时机。在超声下可监

尤以不良妊娠常见。无论是自孕或试管助孕，其不良

测假腔大小、数目、深浅、位置，内口朝向上或向下，

妊娠均可出现先兆流产、稽留流产、凶险性前置胎盘、

内口活瓣有无，以及合并病症如炎症、息肉、肌瘤、

类胎盘早剥、早产、胎死腹中、子宫破裂、切口内或

腺肌症、腺肌瘤、腔中腔/腔连腔、宫腔积液等，临床

上/下缘妊娠、子宫破裂、多发或复杂切口妊娠等，需

可以此决定如何精准治疗。其兼并症存在加重假腔的

高度警惕。另外，在宫腔薄弱处，局部血供差，炎症、

症状，影响中西医诊疗效应，无论自孕或试管助孕，

息肉、积液、子宫内膜异位等并存可导致数年不愈，

均会增加假腔求子的妊娠风险率及失败率，因此精准

假腔变大、经期延长加剧可诱发阴道大出血。

诊断十分重要。

3.4

3

尤教授对有孕求假腔患者应重点关注三点[2]。①尖

假腔安全性评价

3.1
3.1.1

求子安全性评价要点

假腔阴道四维超声

端——距离安全要点：腔尖与浆膜层距离＜3 mm 不

关注基本特征

宜妊娠，距离＞3 mm 可以妊娠。②形态——手术安

①子宫前壁下段肌层内有与宫腔相通的不规则

全要点：双腔、腔连腔、多次修整术不宜妊娠。③假

无回声暗区，内有低回声；②大小、形态可随月经周

腔＋合并病症安全性要点：假腔若合并多发肌瘤/腺肌

期而变化。

瘤、单发肌瘤/腺肌瘤＞4 mm、黏膜下肌瘤并内膜受

3.1.2

压，多次宫腔粘连分离致内膜菲薄/缺失者不宜妊娠。

重视 4 条径线
①假腔尖端与浆膜层的距离可评价能否妊娠、妊

3.5

求子前提及孕后策略

娠及手术风险；②假腔下缘与宫颈外口的距离可导向

假腔求子的必备前提是经期＜10 d，阴道彩超提

手术操作、评价手术预后及子宫妊娠风险-结局；③假

示无宫腔内积液，假腔尖端与浆膜层距离＞3 mm。假

腔下缘与宫颈内口的距离可预知手术难度，评价手术

腔已孕的临证策略应关注早期腹痛、假腔内妊娠，若

必要性、风险性，预测手术后遗症及子宫妊娠风险-

着床在假腔下缘需尽早妥善处理。若阴道出血，应警

结局；④假腔上缘与宫底的距离可评价手术必要性、

惕假腔内妊娠及着床在假腔上/下缘，并密切观察抬臀

合理性，评价子宫妊娠风险-结局。

静卧。中医治疗总以安胎＋敛血之法，若已孕，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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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进行安胎二步法之脾主安营、肾主扎寨，排卵后

气清热、活血调经，促腔中之血随经血依时而下，下

脾主肾辅，妊娠后肾主脾辅，运用尤教授经验方养胎

则继净，敛涩止漏。益气药扶正气以敛疮，气为血帅，

方（党参、黄芪、山药、苎麻根、莲肉、桑寄生、续

气能摄血；瘀热与虚热遇清热之品则热去疮愈；收涩

断、紫苏梗、陈皮、白术、白芍、葛根、黑枸杞子、

之药既敛疮又止血，此二重效应使瘀血无藏。另外，

甘草等），药膳着床煲（精党参、精黄芪、精黄精、

只活血而不破血，以防经量过多，宜选轻扬宣散之品，

山药、百合、三七花等与乌鸡或排骨等炖汤而成）及

予“假腔 1 号方（内炎方＋止血）”益气和清热并行，

安胎煲（精党参、精黄芪、枸杞子、龙眼肉、冬虫夏

收涩与化瘀伴随，则假腔自愈而经自调。方由党参、

草、莲子等与乌鸡或排骨等炖汤而成）。第一步（月

黄芪、白术、金银花、百合花、代代花、木槿花、仙

经 d14～d30）健脾托胎、摄胎、养胎为主，补肾系胎、

鹤草、墨旱莲、地榆炭、棕榈炭、贯众炭、乌梅炭、

固胎、润胎为辅；第二步（月经 d31～孕 3 月左右胚

连翘/凤尾草、桑叶/叶下珠、鸡冠花等组成。方中黄

胎着床稳定为止）则补脾为主，健脾为辅。

芪、党参、白术健脾益气，白术乃“补气健脾第一药”
，

3.6

临床评价

气得补则冲任得固而血止；仙鹤草、墨旱莲二草清热

尤教授认为，月经量少、经期＜10 d、有假腔妊

育阴、凉血止血；地榆炭、棕榈炭、贯众炭、乌梅炭

娠史、无再孕要求、伴子宫内膜异位症，无手术指征

四炭清热凉血、化瘀敛血；木槿花凉血止血、利湿消

子宫肌瘤、双腔/腔连腔、腔端距浆膜层＜3 mm 均不

肿，金银花清热解毒，代代花（枳壳花）宽胸理气、

宜手术/激素治疗。临床上，有剖宫产史伴经期延长、

化瘀促循，百合花滋阴清热、凉血止血，四花各司其

腰骶酸胀可初步诊断为假腔；经期延长＞15 d 可考虑

职，尤宜淋漓出血日久不止而阴伤；桑叶/叶下珠、连

多发假腔或假腔内膜息肉形成。

翘/凤尾草、鸡冠花清热解毒、祛腐敛口。全方益气与

4

清热并驾，收涩与化瘀齐驱，使疮口得收，假腔自愈。

调治三部曲
尤教授认为该疾病主要以气虚不摄、热瘀互结为

4.3

非经期：逐瘀敛腔，敛腔修复并“清宫”

基本病机。气虚不摄、瘀热互结、邪毒侵袭是假腔萌

月经第 14～24 日（一般月经干净后），由于平素

芽、发展、形成之因。病机无外乎虚热瘀三者互结，

患者非经期主要表现为阴道不规则少量出血，兼气虚

故治以益气化瘀、清热凉血、敛腔止血。尤教授自创

之象，故尤教授治疗强调益气扶正、清热解毒，并重

临床调治三部曲，分期论治，运用中药外敷加外敷法，

用逐瘀收涩敛腔之品，予“假腔 2 号方”（内炎方＋

临床疗效显著。

敛腔），即假腔 1 号方减四炭、墨旱莲，加石榴皮、

4.1

经行期：逼宫离腔，外敷为妙直“逼宫”

炒山楂、瓦楞子、金樱子、三七花。石榴皮味酸涩，

月经期第 1～3 日，治宜逼血离腔，采用自制妇

性温无毒，
《玉楸药解》谓：
“石榴皮酸涩收敛，治崩

科外敷包（枳实、没药、茵陈、艾叶、虎杖、荜茇、

中带下之病。”《医学衷中参西录》曰：“山楂，味至

荞麦、姜黄、茴香根等）。外敷使其经皮肤渗透快速

酸微甘，性平。皮赤肉红黄，故善入血分为化瘀血之

吸收，直捣病所，以求宣、通、散。经血及切口出血

要药。”《雷公炮制药性解》“金樱子，主崩中带下之

在假腔形成后残留腔内，无法自然排出，瘀血不去，

病”；三七花质轻清，性凉味甘，功效清热解毒、止

新血无以归经，加之经期初始胞宫收缩易引起腔内瘀

血缩腔。此外，为改善宫内炎性环境，尤教授常加自

血滴沥不绝，治当宣温胞宫，通络散瘀，逼血离腔。

拟盆炎丸清热消炎。研究表明，盆炎丸有广泛的杀菌、

瘀血得温则散，再配合宣散类药物使假腔内瘀血排

抗病毒作用，增强人体免疫力，有强大的组织再生和

出，因热为本病病机关键，故经期服用过于温散之品

修复能力，促胞宫内假腔修复与闭锁[3

易加重病情，对此，尤教授以经验方“金荞艾叶方”

5

为首选方外敷。方由枳实、没药、茵陈、艾叶、虎杖、

，6]

。

典型病例
患者，女，30 岁，2018 年 6 月 14 日初诊。既往

荜茇、荞麦、姜黄、茴香根等温通胞脉之品组成，粗

月经规律，有孕求，2015 年剖宫产 1 男孩，产后 2

碎后，取 200 g 用粗布装袋系紧制成外敷包，局部外

年出现经期延长，经期 7～12 d，30 d/次，月经第 1～

敷能促进局部血流加速改善血运，使假腔瘀血随经血

3 日量可，第 4 日后则淋漓不尽。末次月经：2018 年 5

而出以缩小病灶。

月 23－31 日，色可、有少许血块，无痛经，有腰酸腰

4.2

经行后期：止血缩腔，四花四炭为“缩宫”

痛，偶有小腹胀痛，平素易疲乏，纳欠佳，寐可，舌质

月经第 4～9 日，假腔有独特病史且病程较长，

黯，苔薄偏黄，脉细弦。阴道 B 超示：子宫 47 mm×

虚、热、瘀三者互结，尤教授予以经期因势利导，益

38 mm×46 mm，内膜 8.8 mm，子宫前壁下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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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m×2.9 mm 液暗区，腔尖距浆膜层 2.4 mm；左

层的距离符合再妊娠的标准，已具备受孕基本条件。

侧卵巢 25 mm×17 mm，右侧卵巢 27 mm×13 mm。

6

初步诊断为“子宫切口假腔”。嘱咐患者测体温、忌

小结
随着剖宫产手术普遍及相关检测技术发展，假腔

发物、避孕。中药予“假腔 2 号方”加减：党参 15 g，

发现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药物及手术是目前西医主要

黄芪 15 g，金银花 10 g，百合花 10 g，代代花 10 g，

治疗方式。在药物方面，短效口服避孕药为一线首选，

木槿花 10 g，仙鹤草 10 g，连翘 10 g，鸡冠花 10 g，

可缓解异常子宫出血，疗程约 3 个周期，但对切口愈

石榴皮 10 g，炒山楂 10 g，瓦楞子 10 g，金樱子 10 g，

合效果不明显，一旦停药则复发率高，因此一般推荐

甘草 6 g，三七花 3 g。21 剂，每日 1 剂，水煎服。经

为辅助治疗。手术主要以微创为主，包括宫腔镜、腹

期停服。并嘱经前 3 d 妇科外敷包 1 个，打湿水，蒸

腔镜、宫腹联合手术及阴式手术，但易出现子宫破裂

锅蒸热后外敷少腹或小腹，1 个/3 d，每日 2 次。

损伤。尤教授结合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一套完整的

2018 年 7 月 19 日二诊：上次月经为 2018 年 6 月

诊疗方案：患者有剖宫产史、经期延长、腰骶酸胀病

14 日，7 d 干净。末次月经 2018 年 7 月 16 日，量、质

史排除妊娠可能即可初步诊断为假腔；假腔非求已孕

均可，经前期小腹痛。纳寐可，二便调。2018 年 6 月

应排除腔内妊娠，
假腔人工流产应警惕腔内残留/穿孔；

30 日外院四维阴道彩超示“子宫 52 mm×33 mm×

无论是自然受孕或试管助孕，关注 B 超相关检测结果，

57 mm（活动度欠佳），假腔 5 mm×3 mm（腔尖距浆

评价妊娠安全性及风险是否允许妊娠或妊娠持续；对

膜层 2.7 mm），内膜 10.3 mm、Ⅲ-不清，双向蠕动。

于假腔已孕患者提早介入安胎，警惕类低置胎盘及类

左侧卵巢 34 mm×11 mm×22 mm，在左侧宫体水平，

胎盘早剥、早产、子宫破裂等风险。治疗上采取“假

邻近子宫，输卵管活动欠佳，7 个卵泡；右侧卵巢

腔临证调治三部曲”改善症状，缩小假腔大小及缩短

33 mm×21 mm×27 mm 在子宫右下方，远离子宫，

腔尖与浆膜层距离；另外，为防患于未然，尤教授提

输卵管活动尚可，11 个卵泡、最大 15 mm×10 mm，

倡育龄妇女应尽量自然分娩，以减少假腔的发生率。

输卵管 29 mm×14 mm”，提示“假腔尖端距浆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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