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临床上， 经常会遇到怀孕
早期的孕妇拿着自己的孕酮监测
结果来进行咨询， 甚至有的孕妇
会主动要求医生开一些口服或注
射用的孕酮。 其中不少孕妇以为
孕酮水平高是好孕的保证， 一旦
监测发现自己孕酮水平低， 就恐
慌不已。

的确， 既往的研究证明， 孕
酮对于生育的生理作用毋庸置疑。
比如： 怀孕早期， 孕酮由妊娠黄
体分泌， 它可以促使子宫内膜蜕
膜化， 为胚胎提供良好的着床条
件。 此外， 孕酮可以诱导免疫保
护机制， 避免胚胎被母体 “排斥”。
它还能降低子宫平滑肌的敏感性，
起到 “安胎” 的作用， 等等。

不过， 目前并不建议孕期常

规监测孕酮。 主要是因为：
1. 血清中孕酮水平波动很

大， 瞬时的孕酮值并不能完全反
映血中的孕酮总量。 目前， 医生
推荐怀孕早期以 HCG （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 测定评估妊娠状态。

2. 流产的原因很复杂， 孕酮
水平并不是有效提示黄体功能不
足的证据。

3. 虽然有研究提示， 妊娠成
功组的孕酮水平略高于流产组，
但是对于个体而言， 孕酮水平并
不能准确预测妊娠的结局。

4. 对于孕 8 周后流产的患者，
孕酮水平降低是结果并不是原因，
补充黄体酮无法改变结局。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 滕月

怀孕生子虽然是正常的生理过程， 但其间暗藏很多的风险， 比如胎膜早破。 胎膜早
破是妊娠期一种常见的并发症， 可能导致宫内感染、 胎儿窘迫、 早产甚至胎儿死亡等。
临床上， 因胎膜早破导致孕妇临近分娩却痛失胎儿的情况并不少见。 胎膜早破不能完全
预防， 因此及早发现、 及早就医， 最大限度地降低它可能带来的危害很关键。

������有的育龄夫妇结婚几年未曾
有孕， 到医院检查时却查不出生
理原因， 这时， 就需要注意生活
中的不良习惯。 以下四大不良习
惯可引发不孕。

多次人流 人流可能导致宫
颈粘连以及盆腔炎、 输卵管阻塞
等症状， 这些都是继发性不孕的
原因。 育龄夫妻在没有生育意愿
时应科学避孕， 如果避孕失败而
意外怀孕， 也应到有条件的专业
医疗机构进行人流手术， 把发生

并发症的可能和程度降到最低。
经期同房 经期同房是不可

取的。 一般情况下女性宫颈是闭
合的， 细菌无法进入盆腔， 但在
经期宫颈就会扩张变得松弛， 如
果这时同房， 很容易使细菌和血
液进入盆腔， 从而引发盆腔炎症，
还有可能造成子宫内膜异位症 ，
这两者都是不孕的原因。

长期吸烟 香烟中含有大量
烟碱和尼古丁， 进入人体后会造
成全身血管病变， 子宫血管也会

因此受累。 长期吸烟会影响卵巢
功能， 导致内分泌失调而引发不
孕， 还能使妇女绝经期提前 2～3
年。

压力过大 不少职场女性压
力大， 情绪紧张焦虑， 导致女性
内分泌失调， 严重时月经紊乱甚
至闭经， 不易怀孕。 因此， 女性
出现连续三个月月经不规律， 就
必须到医院就诊， 检查卵巢功能。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科学补充雌激素能调整更年期女
性潮热、 心烦、 尿道和阴道粘膜萎缩
造成的干涩等不适， 但使用需遵医嘱。
成年女性摄入过量雌激素， 最大风险
是易诱发肿瘤， 主要有以下几种：

乳腺纤维瘤 是乳房良性肿瘤中
最常见的一种， 它的发生与内分泌激
素失调有关， 如雌激素的相对或绝对
升高。 一般来说， 女性在 18~25 岁性
功能旺盛期、 妊娠和哺乳期或绝经前
期， 由于雌激素大量分泌， 很容易引
发乳腺纤维瘤。

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是一种依附
于雌激素生长的肿瘤， 常见于育龄妇
女， 尤其是在高雌激素外围中， 如妊
娠、 外源性高雌激素等。

子宫癌 雌激素的生理作用之一
是令子宫内膜的上皮细胞增生， 然而
这一作用会被孕激素所消除， 令子宫
内膜定期脱落， 对子宫内膜起到保护
作用。 一旦没有孕激素分泌或者孕激
素分泌不足， 子宫内膜就会持续受雌
激素刺激， 长期处于增生状态， 增加
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危险。

卵巢癌 现在有些女性随意服用
含雌激素药物、 补品以及美容美肤用
品， 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体内雌激素水
平。 长期高水平雌激素， 导致卵巢癌
和子宫内膜癌的高发。

山西大同大学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叶淑清

夫妻生活是调节夫妻感情的纽
带之一， 但也要视身体情况而定。
当女性身体出现下面这几种情况
时， 最好先暂停性生活。

性器官畸形 主要是阴道部位
的畸形， 例如处女膜闭锁、 处女膜
肥厚、 阴道隔膜等。 假如没有作适
当的治疗， 阴茎插入会受到阻碍，
是无法进行性生活的。

妇科炎症 最常见的妇科炎症
有外阴炎、 阴道炎、 子宫颈炎、 卵
巢或输卵管炎以及盆腔炎等， 无论
是急性、 慢性， 只要是症状发作较
明显时， 都不宜性生活， 因为此时
性器官高度充血与水肿， 性生活的
刺激会产生疼痛且会加重病情。

妇科肿瘤 某些性器官肿瘤尤
其恶性肿瘤， 如子宫癌与外阴癌
等， 必须停止性生活， 否则， 性交
会增加肿瘤播散机会， 也会引起出
血。 良性肿瘤中以子宫肌瘤、 宫颈
息肉等为多见， 只要性交不引起出
血， 还是可以房事， 否则必须在治
疗后才能进行性生活。

习惯性流产 对于曾经有过流
产或习惯性流产史的女性， 虽说原
因很复杂， 但有时也与妊娠后不当
的性交有关， 所以习惯性流产女性
一旦再次怀孕， 要绝对禁止性交。

月经不调 月经期延长， 经血
量大， 或者出现月经周期紊乱时，
最好将月经调整正常后再恢复性生
活， 否则在性生活刺激的刺激下，
有时月经不调现象反而加重。

四川省雷马屏监狱医院医师
黄红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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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话题

临产前胎膜破裂
胎儿可能有致命风险

所谓胎膜， 即包裹着胎儿、 羊
水和脐带的薄膜。 它分为两层， 其
中靠近母体的一层叫绒毛膜， 靠近
胎儿的一层叫羊膜。 虽然胎膜不厚，
但却非常致密和结实， 对胎儿具有
很好的保护作用等。 正常情况下，
孕妇临产后宫口接近全开时， 胎膜
大都会因为宫腔压力而自然破裂，
随即羊水流出， 胎儿不久就会娩出。
如果胎膜在临产前就发生破裂， 就
成为一种异常， 即胎膜早破。

胎膜早破可能带来很大的危害：
由于胎儿过早失去胎膜的保护， 细菌
等可能沿阴道上行感染宫腔， 继而造
成胎儿宫内感染， 引起胎儿缺氧甚至
死亡。 细菌等可能经胎盘进入母体血
液循环， 不仅易造成孕妇感染， 还会
增加羊水栓塞、 产后出血的发生风
险。 一旦脐带先于胎儿从胎膜中露
出， 胎儿可能因脐带遭受挤压而缺
氧、 神经受损、 窘迫甚至死亡。 如果

胎膜早破发生在妊娠 37周前， 羊水
流出刺激子宫收缩， 可引发早产。

孕妇患妇科炎症
容易导致胎膜早破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胎膜过早
破裂了呢？

感染 孕妇患阴道炎等妇科炎
症， 可能上行感染宫腔， 致病微生
物产生蛋白水解酶， 破坏胎膜结
构， 降低胎膜组织的抵抗力和承受
力， 导致胎膜破裂。

宫腔压力不均 胎位不正、 双
胎及多胎妊娠等， 会导致胎膜受力
不均匀， 可能增加胎膜早破的风险。

其他高危因素 此外， 孕妇存
在以下高危因素， 如腹部遭受撞
击、 长期剧烈咳嗽导致腹腔内压力
突然增加、 孕晚期性生活频繁、 羊
水过多、 子宫畸形、 胎膜发育不良
等， 也容易发生胎膜早破。

阴道有水流出
提高警惕尽早就医

可能引起胎膜早破风险的高危

因素， 有些可以防范， 比如孕期患
阴道炎要及早治疗、 孕晚期尽量避
免性生活等。 有些却无法避免， 像
双胎妊娠、 子宫畸形等。 因此， 当
胎膜早破发生时， 应及早发现、 及
早就医， 尽量将危害降到最低。 如
果孕妇突然感觉有水从阴道里流
出， 或多或少， 源源不断， 要警惕
胎膜早破， 须马上左侧卧位， 迅速
就医。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胎膜早破
的破口较小或发生位置较高， 羊水
并不会持续流出， 每次流出的量也
较少， 易被孕妇忽视， 或误当成正
常的阴道分泌物、 阴道炎症状等。
对此提醒孕妇， 如果孕期阴道分泌
物增多， 特别是活动、 咳嗽等情况
下阴道常有分泌物流出， 最好去医
院让医生用专门检测羊水的试纸做
鉴别。

云南省丽江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 李文媚

孕妇阴道流水快就医

胎膜早破对胎儿有致命风险

妇科炎症时
暂停夫妻生活

擅补雌激素
恐诱发肿瘤

不良习惯可引发不孕

孕期常规监测孕酮没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