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新妈妈都有产后腰痛的经历， 因
为怀孕期间胎儿的发育， 导致骨盆逐渐前
倾和腰椎前凸， 容易引起腰痛。 很多产后
腰痛， 都是孕期腰痛的延续。

产后腰痛的发生也与新妈妈哺育宝宝时
劳累有关系， 有的新妈妈习惯弯腰抱婴儿哺
育或玩耍， 腰椎长期处于弯曲状态， 容易造
成腰肌劳损； 宝宝轻微不适都会使妈妈们紧
张， 快速弯腰抱起婴儿也是原因之一， 突然
受力或在缺乏运动后突然用力， 容易引发腰
扭伤； 还有些妈妈喜欢带宝宝走亲访友， 长
时间坐车腰椎容易和汽车产生共振， 脊柱不
断地被压缩与拉伸， 加速腰椎退化、 变形等。

新妈妈想摆脱腰痛， 要注意自我保护，
可买个护腰， 在抱小孩时戴上， 减少坐车
和持续抱婴儿的时间。 此外， 适当锻炼很
重要， 如游泳、 倒着走、 拉单杠悬吊锻炼，
也可以试试 “拱桥式” 锻炼， 具体做法是：
仰卧床上， 双腿弯曲， 以双足、 双肘和头
后部为支点用力将臀部抬高 ， 如拱桥状 。
随着锻炼的进展， 可将双臂放于胸前， 仅
以双足和头后部为支点进行练习。 反复锻
炼 20~40 次。 这都可放松并增强腰背肌肉
力量， 从而消除腰痛困扰。

武汉市中心医院骨外科主治医生 汪阳

������钟女士今年 26 岁， 身
体发育良好。 但从青春期
后月经逐渐减少， 有时还
会出现月经周期延长现象，
2~3 个月才来 1 次月经， 婚
后 2 年一直未孕。 去医院
检查诊断为原发性卵巢功
能不全， 这是怎么回事？

原发性卵巢功能不全
是一种少见的妇女疾病 ，
10%~15%的患者有家族史，
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性 。 另
外 ， 原发性卵巢功能不全
的发生还可能与自身免疫
反应有关。

原发性卵巢功能不全
主要的临床特点为 ： 无论
是身体的发育 ， 还是第二
性征的发育都处于正常状
态， 但自青春期形成了规
律月经之后， 逐渐出现月
经过少或是功能性子宫出
血等月经失调表现 ； 往往
会在 40 岁前突然闭经， 甚
至是在妊娠后或停用激素

类避孕药后月经便不再恢
复； 提早闭经后可出现类
似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症状，
如潮热 、 盗汗等 ； 怀孕率
低， 且在怀孕后的流产率
较高 ， 容易造成继发性不
孕 ； 盆腔超声检查正常 ，
妊娠试验阴性 ， 促卵泡激
素水平升高 ， 雌二醇水平
低下 ， 血清催乳素正常 ，
是诊断原发性卵巢功能不
全的重要依据 ， 最终确诊
依靠染色体核型分析。

原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特
有治疗方法是透皮雌二醇加
周期性孕激素疗法， 即每天
使用 100 微克的雌二醇透皮
贴片， 以提高血清雌二醇水
平； 每个月加服 12 天孕激
素 （醋酸甲羟孕酮片）， 以
形成月经周期。 此外， 积极
治疗合并存在的某些自身免
疫性疾病。

河北省人民医院妇产科
刘翠莲

������无创产前检查技术是通过收集母
亲血液中游离的胎儿 DNA， 运用高
通量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技术获取胎
儿的遗传信息， 从而判断胎儿是否存
在染色体缺陷疾病。 与唐氏筛查相
比， 该技术对 21-三体综合征、 18-
三体综合征的检测准确率接近 100%，
对 13-三体综合征的检测准确率也达
到 91%以上； 同时， 无创产前检查最
早可在妊娠 10 周时进行， 时间大大
早于唐氏筛查， 并且， 即便错过了唐
氏筛查的最佳时段也能通过无创产前
检查对胎儿进行检测。 此外， 它与羊
水穿刺和绒毛膜取样等有创产前诊断
技术相比， 避免了感染、 流产等潜在
风险因素。

无创产前检查作为一项新兴的低
风险技术迅速普及， 但也存在不足之
处。 首先， 目前该技术仅能检测 21-
三体综合征、 18-三体综合征和 13-
三体综合征， 属于筛查技术。 其次，
对于唐氏筛查提示高风险且预产期年
龄≥35 岁的孕妇， 通过试管婴儿方
式受孕且为双胚胎或多胚胎的孕妇，
合并有恶性肿瘤的孕妇或者体重＞100
千克的高体重孕妇要谨慎考虑， 而对
于曾有染色体异常胎儿分娩史的孕
妇， 夫妻一方有明确的染色体异常者
或者在一年内接受过异体输血、 移植
手术、 免疫治疗等的孕妇， 不宜采用
无创产前检查进行产前筛查。

刘芬

������能生育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 是
每一对夫妻的愿望， 因此， 许多女性
在备孕阶段就会重视身体的准备。 优
生优育， 备孕女性一般要做好以下五
个方面的调养。

神养 心情愉快， 性格开朗， 不
仅可以增进机体的免疫力， 同时还能
促进身体骨骼里的骨髓造血功能旺盛
起来， 使得皮肤红润， 面有光泽。

睡养 保证有充足的睡眠及充沛
的精力和体力， 并做到起居有时、 娱
乐有度、 劳逸结合。

动养 参加体育锻炼 ， 如健美
操、 跑步、 散步、 打球、 游泳、 跳舞
等， 可增强体力和造血功能。

食养 日常应适当多吃些富含
“造血原料” 的优质蛋白质和含必需
的微量元素铁、 铜、 叶酸、 维生素
B12 等营养食物。 如动物肝脏、 动物
血、 鱼、 虾、 蛋类、 豆制品 、 黑木
耳、 黑芝麻、 红枣、 花生以及新鲜的
蔬菜、 水果等。

药养 贫血者应进补养血药膳，
可在医生指导下， 用党参 15 克、 红
枣 15 枚， 煎汤代茶饮； 也可用麦芽
糖 60 克、 红枣 20 枚， 加水适量煮熟
食用 ； 还可用首乌 20 克 、 枸杞 20
克、 粳米 60 克、 红枣 15 枚、 红糖适
量煮仙人粥， 有补血养血功效。 贫血
严重者， 可加服硫酸亚铁片等。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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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话题

������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 不孕
不育中女性的问题叫不孕， 男性
的问题叫不育， 这个认识是错误
的， 男性问题确实称为不育， 但
女性从来没有怀孕过的叫不孕 ，
怀过孕但都没有产下健康婴儿的
称为不育 ， 习惯性流产 、 早产 、
胎停育等都属于女性不育的范畴。

免疫是最容易
被忽略的不育因素

把一次成功的孕育比喻成一
次种植， 受精卵是种子， 子宫是
土壤， 健康的孕育就是瓜熟蒂落。
女性不育的因素很多， 首先可能
是种子异常 ， 比如小卵泡破裂 、
卵子不成熟等， 其次可能是土壤
有问题， 比如子宫畸形、 子宫炎
症、 子宫内膜功能不好等， 这些
因素比较容易被人们了解和接受，
出现流产、 胎停育后， 也会去做
相关检查， 但免疫因素很容易被
人们忽略， 有的患者有过四次胎
停育史， 其他检查都做了很多遍，
就是没有做过免疫检查。 在原因
不明的不育中， 有 80%是免疫因

素的问题。
什么是免疫因素 ？

通俗来讲就是各种抗
体， 这些抗体可以比喻
成种植过程中所需的农
药、 肥料， 有些是胎儿
的保护抗体， 缺乏这类
抗体， 胎儿就不能正常生长发育，
有些是女性体内对外来物质排斥
产生的抗体， 这类抗体会把胚胎
当做 “异物” 排斥掉。 我们常查
的抗体除了这两种， 还有抗透明
带抗体、 抗精子抗体、 抗卵巢抗
体、 抗核抗体、 抗心磷脂抗体等，
这些都可以归为以上两大类。

免疫治疗要连贯
怀孕后重视保胎

有免疫方面的问题并非不能
孕育健康孩子。 封闭抗体缺乏的
患者， 可以做淋巴细胞免疫治疗，
也就是将父亲血液中提取的免疫
淋巴细胞输入母体， 刺激她产生
抗体。 但做这种治疗一定要注意
几点： 第一， 检查很重要， 正确
的检查结果决定了免疫治疗次数

等。 第二， 免疫治疗一定要连贯，
因为它毕竟是外来的刺激， 而非
本身产生的抗体， 所以一两次治
疗不是永久性的。 第三， 怀孕后
一定要注意保胎， 不要认为怀上
了就松一口气。 特别是免疫异常
的女性， 本身就存在着很多胎停
育、 流产的潜在危险因素。

有过不良孕史的女性， 一定
要警惕胎停育、 流产的蛛丝马迹
以便及时做必要的补救。 比较常
见的表现是出血， 伴随下腹疼痛，
这种情况一般较容易引起注意 ，
但很多人没有这些症状， 所以一
定要定期监测胎芽、 胎心， 还有
胚胎囊， 有些时候提示胎儿发育
迟缓， 其实就是有问题了。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 尚青鸟

备孕女性
做好五“养”

无创产检
有利有弊

怀孕总不成功 做个免疫检查
�������王琳今年 27 岁， 有过四次胎停育史， 从来没做
过免疫检查。 最后到医院检查发现缺乏封闭抗体，
抗子宫内膜抗体阳性。 医生告诉王琳， 封闭抗体就
是胎儿的保护抗体， 胚胎种植在母体内， 就好像器
官移植， 是个外来物， 母体会产生抗体排斥来自父
方的那部分基因， 如果没有封闭抗体， 胎儿就不能
正常发育。 而抗子宫内膜抗体则是子宫内膜的炎症、
刮宫流产等刺激了子宫内膜， 从而产生了抗体， 它
不但会杀精， 还会杀死胚胎。

产后腰痛
试试“拱桥式”锻炼

原发性卵巢功能不全
与遗传和自身免疫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