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上关于 “做试管婴儿促
排卵会导致卵巢早衰甚至绝经”
的传言流传很广。 传言认为， 女
性一生只有 400 多个卵子， 本来
每月排 1 个卵子， 促排卵一次可
能会取七八个卵子， 等于提前预
支了卵子， 透支了生育能力。 这
种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

在胎儿期， 女性的卵细胞数
量可达百万个， 不会再增多。 从
出生开始， 卵细胞的数量就开始
减少。 出生时减少至不到 100 万
个， 出生后到青春期前卵细胞继
续减少。 青春期以后， 卵子如未
受精， 则会随子宫增生的内膜及
经血排出。 更年期以后， 卵子便
消耗殆尽。 一名健康女性一生中
能发育成熟并排卵的有 400~500
个卵子。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

卵细胞不会成熟。
促排卵会不会提前透支卵子

“额度” 呢？ 答案是不会的。 女
性每个月经周期开始， 会有多个
卵泡同时发育， 其中 1 个卵泡会
长大， 发展成优势卵泡， 成为卵
子并排出， 其余卵泡则会萎缩、
衰退。 剩下趋于退化的卵泡叫闭
锁卵泡 ， 这是一种正常生理现
象。 正规医院要做的促排卵， 是
通过药物将本应进入闭锁期的卵
泡重新拉回生长队列中， 并不会
影响卵子储备， 也不会将原本以
后才要排出的卵泡提前排出。 因
此， 促排卵并不影响 400~500 个
的卵子储备， 更不会导致卵巢早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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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岁的王女士由于患妇科炎症
多年， 到医院检查， 发现小阴唇内
侧有许多细小疙瘩， 被告知可能患
了尖锐湿疣， 要做病理切片检查确
诊。 一周后病理报告， 不支持尖锐
湿疣诊断。 结合临床表现， 医生诊
断假性湿疣。 那什么是假性湿疣呢？

假性湿疣 ， 又名绒毛状小阴
唇。 是一种发生于女性阴部的颗粒
状突起性淡红色丘疹， 有时有轻度
瘙痒。 本病发病机理尚不明确， 也

有认为本病是由于长期慢性妇科炎
症致生殖道细菌或真菌感染等导致
阴道分泌物增多， 长期刺激黏膜所
致。 但也有人强调认为是一种生理
性解剖学变异， 并非病态。

假性湿疣常发生于女性双侧小
阴唇内侧或尿道口周围， 为多发
性、 群集性颗粒状丘疹， 如鱼卵样
或绒毛状突起， 淡红色或淡黄色，
约 2~3 毫米大小， 不融合， 触之有
粗糙感， 类似尖锐湿疣， 但触之不

出血。 5%的冰醋酸溶液外涂皮损
不变色。 本病可有轻度瘙痒。

女性假性湿疣一般不需特殊治
疗， 患者不必过于紧张。 可针对病
因治疗， 如积极治疗引起阴道分泌
物增多的生殖器炎症性疾病， 保持
局部清洁干燥， 有些患者阴道分泌
物正常了 ， 假性湿疣可减轻或消
退。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皮肤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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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脱垂是指子宫从正常位置
沿阴道下降， 宫颈外口达坐骨棘水
平以下， 甚至子宫全部脱出于阴道
口以外。 从事重体力活动、 长时间
提重物的女性， 由于腹压长期增
加， 发生子宫脱垂的可能性大。 一
些慢性疾病， 比如咳嗽、 便秘等也
会增加脱垂风险。 在日常生活中，
喜欢下蹲或坐矮凳等， 往往也是脱
垂的发病因素。

不是所有的脱垂都会产生严重
后果， 但有时脱垂的后果很严重。
若脱出的肿物长期不能还纳， 肿物
表面会发生溃疡糜烂。 膀胱膨出易
发生慢性尿潴留， 从而导致反复尿
路感染， 增加泌尿系结石的风险。
更糟糕的是， 可导致输尿管梗阻，
最后影响肾功能。 重度脱垂患者常
常合并压力性尿失禁。

子宫脱垂会严重影响患者情
绪， 甚至会导致焦虑或抑郁， 因此
治疗宜早不宜晚。 脱垂的治疗分为
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 非手术治
疗主要是子宫托治疗， 需要每两周
取出来一次， 患者要自己学会上子
宫托或每两周到妇科门诊就诊。 脱
垂的手术治疗方法很多， 例如曼氏
手术、 使用网片的盆底重建术、 腹
腔镜阴道骶骨固定术、 骶韧带高位
悬吊术、 骶棘韧带固定术和阴道封
闭术等。 医生会根据患者具体病情
选择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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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所见不孕因素中， 女方
因素约占 45% ， 男 方 因 素 约 占
35%， 不明原因约占 20%。 女方的
盆腔因素约占 35%， 包括输卵管
因素、 盆腔黏连、 盆腔炎症、 子宫
内膜异位症等； 排卵障碍占 25%~
35%， 包括持续性无排卵、 多囊卵
巢综合征、 卵巢功能减退和卵巢早
衰、 先天性性腺发育不良、 低促性
腺激素性性腺功能不良、 高泌乳素
血症以及黄素化卵泡不破裂综合
征。

如果病因在男方， 那么大多常
见精液异常， 即精子数目、 活动力
和形态异常， 性功能正常则表现为
无精、 弱精、 少精、 精子发育停
滞、 畸精症等， 另外免疫因素、 性
功能异常， 外生殖器发育不良如隐

睾、 精索静脉曲张， 或勃起障碍、
不射精、 逆行射精等， 也会引起不
育。 通常， 男方应行全身检查和局
部生殖器检查， 以及禁欲 3~5 天后
做精液检查。

患上不孕症不要着急， 更不要
病急乱投医， 首先要到正规医院检
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第九〇〇医院妇产科何春妮主任医
师强调， 夫妻双方需做检查找出不
孕因素才是诊断的关键。 比如女方
应进行常规身体检查、 乳房和盆腔
检查、 宫颈癌筛查、 基础体温测
定、 性激素检查、 输卵管检查和 B
超检查。 来月经的第 2~4 天测基础
性激素等， 超声评估卵巢基础状
态。 月经干净 3~7 天要禁性生活，
开展输卵管通液术、 子宫输卵管造

影术、 宫腔镜检查、 腹腔镜检查。
来月经的第 21 天， 黄体期抽血查
孕酮水平。 来月经的第 11 天开始
至排卵结束， B 超监测卵泡发育及
排卵。 非月经期做宫颈癌筛查、 阴
道分泌物检查、 支原体衣原体检
查。 排卵期 1~2 天， 性交后 2 小时
做交媾试验。

不孕不育检查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 遵循从简单到复杂， 从无
创到有创的基本原则， 一步一步进
行。 以最简单痛苦最小的检查， 获
得最准确的诊断信息。 同时， 想做
试管婴儿技术的不孕夫妻， 试管婴
儿成功率相对低， 费用相对高， 而
且不能治疗原发病。 所以， 试管婴
儿不是治疗不孕症的首选技术。

吴志

������准备怀孕女性的身体状况以
及生活习惯， 直接关系到自身和
今后宝宝的健康， 因此， 女性在
备孕期间仅重视补充各种营养还
远远不够 ， 还需要做到 “四不
要”， 纠正一些不良生活习惯。

不要吸烟 女性怀孕前 3~6 个
月应戒烟， 以免体内残留有害物
质影响胎儿健康。 同时备孕男性
也应戒烟， 烟雾中的尼古丁、 一
氧化碳、 镉、 铅等物质易损伤睾
丸中的生精细胞， 造成精子减少
及活力下降， 因此， 夫妻双方都
要戒烟， 创造无烟的环境。

不要滥用药物 临床证明， 不
少化学药品残存体内可能引起胎
儿畸形， 也可能影响精子生存能
力并致精子畸形。 因此， 夫妻双
方如已进入备孕状态， 一定要谨
慎用药， 需用药时最好咨询医生。

不要打乱作息 孕前长期没有
好的睡眠， 大脑会因休息不足而
引起过度疲劳， 使脑血管长时间
处于紧张状态， 出现头痛、 失眠、
烦躁等症状， 对健康十分不利。

不要久坐不动 适当运动不仅
可健康体魄， 还能让人精神焕发，
保持良好心理状态。 孕前适当体
育锻炼， 还可增强精子和卵子活
力， 促进健康孕育。 但运动并不
是越多越好， 过度运动易伤身体，
适得其反。 孕前适宜进行的运动
包括步行 （散步、 快走）、 慢跑、
打球 、 游泳 、 爬山 、 骑自行车 、
做健身操、 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不孕”检查 男方应更主动
��������我国城市中不孕不育发病率为 10%。 尽管因男方
或女方单方面因素， 造成不孕不育的比率几乎是均等
的， 但主动先来医院找原因就诊的， 女性占了八成以
上。 与这一现实相对的是， 先检查男性其实既简单又省
钱， 女性还可以少遭罪。 相较之， 女性要接受的检查则
很多都是和月经周期有关， 有些检查是非常痛苦的， 比
如输卵管的检查， 严重的还会造成创伤。 因此科学的不
孕不育检查步骤， 第一步是要检查男性， 排除男方造成
不育的可能后， 再检查女性的问题。

备孕女性
牢记“四不要”

子宫脱垂
治疗宜早不宜晚

妇科炎症可致假性湿疣

促排卵不会透支卵子“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