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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分析
黄其文

（广东省茂名市人民医院病理科，广东茂名５２５０００）

摘要：目的分析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方法８７例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者为
观察组，１２９例绝经后伴阴道出血子宫内膜增厚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性激素水平、阴道超声表现及病理类型。根据
子宫内膜厚度，观察组分为Ｉ组（＜５ ｍｍ）、Ⅱ组（５～２０ ｒａｍ）、１９组（＞２０ ｍｍ），分析内膜厚度与病理分型关系。结果观
察组血清卵泡刺激素、雌二醇及黄体生成素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观察组阴道超声以子宫内膜均匀增厚为
主，而对照组以子宫内膜团块回声、强度不均匀为主（Ｐ＜０．０１）。观察组病理变化主要为子宫内膜息肉、单纯性增生等
良性病变，而对照组为子宫内膜癌、子宫肌瘤（Ｐ＜０．０１）。Ⅲ组表现为子宫肌瘤、复杂性增生、子宫内膜癌及息肉，Ⅱ
组、Ｉ组分别以息肉、单纯性增生为主（Ｐ＜ｏ．０１）。结论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者存在癌变风险，应根据子宫内
膜厚度进行诊断性刮宫术或者宫腔镜检查。
关键词：绝经；子宫内膜增厚；阴道超声；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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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文．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患者的临床病婵特点分析

４２７

子宫内膜增厚是一种激素依赖性疾病，是机体
内雌激素水平异常介导的子宫内膜腺体或者间质增

３．９７）ａ，末产年龄２６～３３岁，平均（２９．１６±４．１５）岁，
合并糖尿病８例。３亚组在年龄、绝经时间等方面差

生。而绝经后女性由于卵巢萎缩、功能衰退，体内
雌激素水平下降，高浓度的雌酮持续作用于子宫内
膜，成为子宫内膜增厚的高发人群【１’扪。随着阴道超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胗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声应用的普及与健康意识的增强，绝经后无症状子
宫内膜增厚的检出率逐年增多［３】。本文主要以我院
妇产科收治的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患者为研
究对象，分析其临床特点，阐明其病理特征，旨在
为其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院妇科收治的

方法

１．２

经阴道超声检查仪器选用Ｍｉｎｄｒａｙ公司生产
的ＤＣ一８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阴道探头频率为
１．２．１

ＭＨｚ。检查前，嘱研究对象排空膀胱，取
膀胱截石位，对患者的阴道进行消毒处理。在探头
上套上避孕套，并涂抹少量耦合剂后，将阴道探头
５．ｏ～７．５

插入患者阴道中，在横切面和纵切面下获得子宫的
清晰图像，对患者的子宫前壁、左右侧宫角、侧
壁、后壁、子宫底等部位进行观察并测量子宫内膜
厚度。
１．２．２诊断性刮宫术采用负压吸宫术，刮取子宫

８７例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患者为观察组，

内膜组织，采用１０％甲醛固定后，制成石蜡切片，

１２９例绝经后伴阴道出血子宫内膜增厚患者为对照

镜下观察，区分病理类型。对于诊断性刮宫术过程

组。纳入标准：（１）停经时间≥１２个月，子宫内膜厚

中无组织或者极少量组织刮出无法进行病理分型的

度≥５ ｍｍ；（２）知情同意；（３）无恶性肿瘤、精神异

常、代谢性疾病、心肝肾等重要器官的器质性病变

患者，采用美国Ｓｔｒｙｋｅｒ公司生产的６５ ｍｍ、３０。电视
官腔镜检查进行病理分型。

以及妇科疾病。排除标准：（１）３个月内服用过激素药

１．２．３性激素水平检测

物患者；（２）急性生殖系统炎症患者；（３）伴阴道大量
出血活动或者有阴道手术史患者。

３ ０００

观察组年龄４３～７４岁，平均（６１．８５±４．０７）岁，

抽取患者静脉血，常规

ｒ／ｒａｉｎ离心分离血清，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患

者性激素水平，包括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雌二醇

绝经年数为２～２９ ａ，平均（１４．５９±３．６２）ａ，末产年龄

ｆＥ２）以及黄体生成激素（ＬＨ），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操作。

２４～３８岁，平均（２９．１３－＋－４．０７）岁，子宫内膜厚度为３～

１．３观察指标

３８

比较两组患者的性激素水平、阴道超声表现和

ｍｍ，平均（２１．３７±１０．２６）ｍｍ，体质量指数为１８．９～

ｋｇ／ｍ２，平均（２６．８４±３．２８）ｋｇ／ｍ２，合并糖尿病
３５例。对照组年龄４２～７５岁，平均（６１．６７±４．１３）
３５．１

病理类型，以及３亚组的病理类型。
１．４统计学处理

岁，绝经年数为３～２７ ａ，平均（１４．６８±３．４１）ａ，末产

采用ＳＰＳＳｌ９．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ｉ±ｓ

年龄２３—３９岁，平均（２９．０６±４．１８）岁，子宫内膜厚
度为２～３４ ｍｍ，平均（２１．２０±１０．３２）ｍｍ，体质量指

表示，组间比较行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数为１９．４～３４．２ ｋｇ／ｍ２，平均（２６．５ｌ±３．４６）ｋｇ／ｍ２，合
并糖尿病５４例。两组在年龄、绝经年数、子宫内膜

义。

行ｘ２或校正ｘ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２结果

厚度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２．１

根据子宫内膜厚度将观察组患者分为３个亚组：
Ｉ组（＜５ ｍｍ）２３例，４３～７３岁，平均（６１．４７±４．１２）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观察组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妒＜０．０ １），详见表１。

岁，绝经时间为２～２８ ａ，平均（１４．４１±３．７３）ａ，末产

表１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比较

年龄２６—３４岁，平均（２９．０５±４．１１）岁，合并糖尿病８
例；ＩＩ组（５～２０ ｒａｍ）４５例，４４～７４岁，平均（６１．９０±
４．０１）岁，绝经时问为４～２９ ａ，平均（１４．６０±３．５３）

ａ，末产年龄２４～３８岁，平均（２９．１６±４．０１）岁，合并
糖尿病１９例；ＩＵ组（＞２０ ｍｍ）１９例，４６～７１岁，平均
ｆ６１．７３±４．０４）岁，绝经时间为３～２６ ａ，平均（１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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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均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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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经阴道超声表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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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６％），其中子宫内膜息肉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

为主，占５１．７％，其次是子宫内膜低回声、强度不均

单纯性增生；对照组患者子宫内膜癌发生率最高，

匀，占２８．７％，对照组患者阴道超声表现以子宫内膜

占３１．０％，其次为良性病变中的子宫肌瘤，占

团块回声、强度不均匀为主，占４９．６％，其次是子宫

２７．１％。观察组子宫肌瘤和子宫内膜癌的比例明显低
于对照组，而子宫内膜息肉和单纯性增生的比例则

内膜低回声、强度不均匀，占３１．０％。两组阴道超声
表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ｏ １）。详见表２。
表２两组患者经阴道超声表现比较

例（％）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０．０１）。详见表３。
２．４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患者不同内膜厚度
与病理分型关系

Ⅲ组患者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病理表现
为子宫肌瘤、复杂性增生、子宫内膜癌以及子宫内
膜息肉；Ⅱ组患者以子宫内膜息肉为主，占６０．０％，
而Ｉ组患者以单纯性增生为主，占４７．８％。３亚组患

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

者的病理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俨＜０．０１）。详见

２．３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病理分型的比较

表４。

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病理结果以良性病变为主
表３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病理分型比较

３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患者２０万
例，而每年因其死亡例数高达１万例，严重威胁女性

例（％）

宫内膜增生而增厚，进而发展为腺瘤样增生，且绝
经后子宫内膜增厚是子宫内膜癌的临床表现之一，
因此，子宫内膜增厚患者进一步检查有助于预防其
恶性病变。

健康【４１。雌激素是由卵巢分泌调控的一种脂溶性甾
体激素。研究表明，雌激素通过自由扩散进入细胞

目前，临床上对于子宫内膜增厚患者是否存在
阴道出血等临床症状将其分为无症状型及伴阴道出
血型。研究表明，绝经后合并出血的子宫内膜增厚

后，与细胞内的核雌激素受体形成复合物，在女性
青春期与体内其他激素相互作用维持子宫内膜细胞
增生与凋亡平衡。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卵巢功

患者癌变率高达１ ５．Ｏ％，而无症状型未见恶性改变或
者发生率较低［６１。因此建议对子宫内膜增厚伴阴道

能会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下降，尤其是绝经后，

出血等症状的患者进行病理学检查，以便早发现、
早干预。但是对于无症状型是否行宫腔镜检查或诊

子宫内膜功能层极度萎缩，由一薄层小腺体和致密
间质细胞取代［５１。但是部分女性雌激素水平下降，
由外周转化而来的雌激素会造成肾上腺参与分泌的

断性刮宫一直存有争议。本研究针对绝经后无症状
子宫内膜增厚患者的临床特点及病理特征进行分

雌酮水平升高，对子宫内膜有累积刺激作用，使子
万方数据

析，结果发现观察组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高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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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提示ＦＳＨ、Ｅ２、ＬＨ

变风险，应根据子宫内膜厚度明确是否进行诊断ｊ生

水平升高是内膜增厚无症状型患者未出现阴道出血
等症状的主要原因。超声检查以其准确率高、经济

刮宫术或者宫腔镜，并加强患者随访，以期早发

性好、操作简单等优势成为了诊断子宫内膜增厚最
基本的影像学手段，尤其是经阴道超声检查能够较
好地排除肠道气体、肥胖、体位对图像显示的影
响，更清楚地显示子宫内部状态。本研究中，观察
组阴道超声表现以子宫内膜均匀增厚为主，而对照
组患者阴道超声表现则以子宫内膜团块回声、强度
不均匀为主，提示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患者

的超声表现与伴出血症状患者存在差异，但是超声

现、早干预，避免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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