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分泌失调、免疫因素等是胎停的主要原因

黄黄体体功功能能不不全全，，易易造造成成早早期期流流产产
随着二胎政策全面放开，

怀孕女性明显增多，但是目前
从临床上看，胎停的现象也变
得较为常见。本期空中诊室，
我们邀请到泰山医学院附属
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教授，山东省生殖医学会委
员，山东省中医药生殖医学会
委员，山东省中医药学生殖医
学会委员周军英，她为广大女
性读者讲解了胎停的常见原
因以及相关注意事项。

“最近这些年，胎停的女
性越来越多。”周军英教授说，
胎停是指胚胎发育到一个阶

段发生了死亡而停止继续发
育的现象。而胎停的原因有多
种多样，其中还有一些原因无
法确定。

内分泌失调是导致胎停
的一个原因，“胚胎着床及继
续发育依赖于复杂的内分泌
系统彼此协调，任何一个环节
失常，都可致流产。胚胎早期
发育的时候，需要三个重要的
激素水平，一个是雌激素，一
个是孕激素，一个是人绒毛膜
促性腺激素。”周军英教授说，
作为母体来讲，自身的内源性
激素不足，就满足不了胚胎的

需要，就有可能造成胚胎的停
育和流产。

“最常见的是黄体功能不
良，黄体功能不全可造成子宫
内膜发育迟缓和黄体期短，从
而影响受精卵的种植，或早期
妊娠流产。”周军英教授说，黄
体功能不全者常伴有其它腺
体功能异常，如多囊卵巢综合
征，卵巢储备功能不全、甲状
腺功能亢进或减退、糖尿病、
及高泌乳素血症等，这些因素
均不利于胚胎发育，与流产密
切相关。

免疫因素是胎停的另外

一个主要原因，“胎儿是父母
的遗传物质的结合体和母体
不可能完全相同。母胎间的免
疫不适应而引起母体对胎儿
的排斥。”周军英教授解释道，
常见的自身免疫疾病有系统
性红斑狼疮、硬皮病、混合性
结缔组织病、皮肌炎等。

此外还有生殖免疫的问
题，如果自身带某种抗体，就有
可能影响胚胎的发育。“实际上
抗体的检测每个医院是不太一
样的，医生的观点也不太一样，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说，主要
影响因素为，抗精子抗体，如果

要有的话，有可能会抵制精卵
结合；抗子宫内膜抗体，如果存
在抗子宫内膜抗体的话，有可
能会影响胚胎的发育，抵制胚
胎的发育。”周军英教授说，还
有抗卵巢抗体，如果要有，会影
响卵子的质量；抗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抗体，这个激素实际是
精卵结合之后七天就要分泌的
一个重要的激素，但是如果自
身有这种抗体的话，就会抵制
激素的分泌，就有可能造成胚
胎的停育，抗心磷脂抗体，抗核
抗体的异常也是胎停的常见因
素。 (路伟)

周军英，泰山医学
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
中心主任医师、教授。
山东省生殖医学会委
员，山东省中医药生殖
医学会委员，山东省中
医药学生殖医学会委
员。

1987年于泰山医
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山
东省聊城市第二人民
医院妇产科。1999年从
事妇科专业，2001年晋
升为副主任医师，2007
年由妇科调入生殖医
学中心任科主任。2012
年晋升为主任医师。
1997年至1998年在北
京妇产医院进修学习。
2007年10月至2008年4
月被指派到卫生部指
定地点即广州中山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
中心进行为期半年的
试管婴儿培训班学习，
学习期满，深受老师们
的称赞，并获得99分的
最好成绩。是聊城市第
一个取得从事辅助生
殖资质的临床人员。

学习期满回院后
即开展了辅助生殖的
日常工作如人工授精、
破卵人工授精、多胎妊
娠减胎术等技术，许多
手术填补了聊城市空

白，让许多不能自然受
孕或反复人工授精不
能达到受孕的不孕夫
妇如愿获得自己的孩
子。

除开展辅助生殖
技术的日常工作及技
术外，还创新开展了经
阴道巧克力囊肿穿刺、
经阴道小卵泡穿刺、经
阴道宫颈腺体囊肿穿
刺、经阴道卵泡囊肿穿
刺、经阴道多胎妊娠减
胎术等技术。在《中国
优生与遗传》上发表了

“双子宫畸形助孕及保
胎方案研究”、“夫精宫
腔内人工授精影响因
素与临床妊娠率关系
分析”、“经阴道小卵泡
穿刺治疗多囊卵巢综
合症不孕患者80例观
察”等多篇论文，在《中
国男科杂志》发表“复
方玄驹胶囊治疗特发
性 少 弱 精 的 临 床 观
察”，发明“一种特制的
子宫输卵管照影器”等
专利。诊疗的病人除遍
布我省多数地市之外，
还涵盖新疆、内蒙、沈
阳、盘锦、太原、濮阳、
昆山、苏州、杭州、天
津、北京、河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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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怀孕孕出出现现胎胎停停
夫夫妻妻双双方方都都要要检检查查

本报记者 路伟

除了内分泌失调和自身免疫原因外，导致胎停的原因还有很多。泰山医学院附
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山东省生殖医学会委员，山东省中医药生殖医
学会委员，山东省中医药学生殖医学会委员周军英做客本期空中诊室，她提醒曾多
次胎停的女性，夫妻一定要注意做相关检查。

丈夫精子不液化，女子流产三次

孕前检查支原体衣原体，避免感染导致胎停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周军英。

泰安一名41岁的女子，
多年来曾多次流产，随着年
纪增大，她做妈妈的愿望越
来越强烈。近日，她抱着一
丝希望来到泰山医学院附
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找到
周军英教授。

经过检查，发现这名女
子双侧卵巢仅有一个卵泡，

随后结合其它检查发现女子
的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经过
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女子
成功怀孕，目前已五个多月。

像这名女子一样，经过
周军英教授治疗成功怀孕
的不在少数。一名30多岁的
女子曾经反复流产三次，女
子检查身体发现并没有异

常。周军英教授建议女子的
丈夫进行一次检查，结果果
真找到了原因，原来男子丈
夫精液不液化。经过治疗，
女子成功怀孕，即将临盆。

“如果出现胎停的情
况，夫妻双方一定都要做一
次检查，尽早查明原因，对
症治疗。”周军英教授说。

除了内分泌失调和自
身免疫之外，导致胎停的原
因还有很多。感染所致孕早
期流产愈来愈受到国内外
学者的重视。“妊娠早期严
重的TDRCH感染可引起胚
胎死亡或流产，较轻感染也
可引起胚胎畸形。”周军英
教授说，TDRCH病毒感染
期间怀孕可引起胎儿畸形，
过期流产、胎死宫内等。

“母体发生感染后病原
体可通过血行使胎盘感染，
引起绒毛膜和毛细血管内皮
受损，破坏胎盘屏障，病原体
进人胎儿导致流产、胚胎停
止发育及胎儿畸形图。”周军
英教授说，近年来许多研究

表明支原体感染与胚胎停止
发育有关，胚胎停止发育妇
女宫颈分泌物支原体感染阳
性率明显高于正常妇女，并
有极显著差异，所以孕前检
查夫妇双方一定要检查支原
体，衣原体。

支原体、衣原体的感染
在男性还可以导致少精、弱
精及精子不液化。

此外，子宫里的内环境
和子宫整体的环境都有可
能对胚胎有影响。“内环境
就是子宫内膜，太薄或太厚
都会影响着床。由于子宫缺
陷引起的流产约占10%-
15%，常见的有单角子宫、
双子宫及双角子宫致宫腔

狭小，血供受到限制。”周军
英教授说。

子宫动脉发育异常可
导致蜕膜化不同步和种植
异常。宫腔粘连主要由多次
人工流产导致宫腔创伤、感
染或组织残留后引起宫腔
粘连及纤维化。阻碍了正常
内膜的发育及胚胎种植。

周军英教授补充道，子
宫肌瘤及子宫内膜异位症
引起血供减少导致缺血和
静脉扩张，蜕膜化不同步，
肌瘤造成的激素改变也会
引起妊娠的失败。先天性或
损伤性宫颈内口松弛致宫
颈发育异常常致中期妊娠
流产。

注重产前检查诊断，防止新生儿染色体异常

染色体异常也会导致胚
胎不发育而致早期流产。染
色体异常，导致不能正常发
育，可导致流产、死胎、死产、
畸形儿，所以应该做产前诊
断，以防止染色体患儿出生。

“目前研究表明，夫妇
双方染色体都正常，但配子
形成和胚胎发育过程中出
现了染色体异常。”周军英
教授举例道，如女性年龄大

于35岁，卵子老化，易发生
染色体不分离，导致染色体
异常；如果精液异常，受精
后形成多倍体胚胎导致流
产。不良环境的影响如有毒
化学物质、放射线、高温等
也可引起胚胎染色体异常。

许多药物和环境因素
是引起早期胚胎死亡或胎
儿畸形的重要因素。造成流
产的环境因素多种多样，其

中包括X射线、微波、噪音、
超声、高温等物理因素，以
及重金属铝、铅、汞、锌影响
受精卵着床或直接损害胚
胎而导致流产。

此外，男方因素引起的
胎停也不能忽视，“男性的
少精、弱精，精液不液化都
可以导致胎停育，在胎停育
的患者中，男性的检查很重
要。”周军英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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