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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

是育龄期妇女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疾病
之一。 人们所熟知的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

的不良影响， 就是育龄期妇女常因排卵障碍
而导致不孕， 却忽视了该病多起病于青春期。 为
预防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远期并发
症， 比如不孕、 2 型糖尿病、 代谢综合征、
血脂异常、 高血压及子宫内膜癌等疾

病， 对该病的诊断和干预应从青
春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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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频繁呕吐， 很多人都会调侃
是不是怀孕了， 其实， 并非所有女性
怀孕都会出现孕吐。 要提醒的是， 以
下信号都有可能提示怀孕了。

有性生活女性停经 有性生活的
育龄女性， 月经过期 10 日或以上 ，
应疑为妊娠。 停经可能是妊娠最早与
最重要的信号。

孕吐、 嗜睡、 怕冷 约半数女性
于停经 6 周出现畏寒、 头晕、 乏力、
嗜睡、 流涎、 食欲不振、 喜食酸物或
厌恶油腻、 恶心、 晨起呕吐等， 这些
早孕反应多于妊娠 12 周左右消失。

尿频 孕早期， 子宫在盆腔内压
迫膀胱， 出现尿频症状， 妊娠 12 周
后尿频症状消失。

乳房胀大 自妊娠 8 周起， 女性
乳房逐渐增大。 孕妇自觉乳房轻度胀
痛及乳头疼痛， 乳晕色泽加深， 乳晕
周围有褐色结节显现。

体温波动 育龄女性基础体温是
月经自来潮到中期低体温、 之后高体
温的典型双向型体温， 如果后段时间
体温一直处于高温， 并超 21 天月经
仍不来潮， 则属早孕。 这是衡量怀孕
与否的重要标志。

生殖器官变化 妊娠 6~8 周行阴
道检查 ．可见阴道壁及宫颈充血， 呈
紫蓝色。 随妊娠进展， 宫体增大变
软， 当宫底超出骨盆腔时， 可在耻骨
联合上方触及。

河北省威县疾控中心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 付贵明

四大症状不容忽视

据统计， 目前我国青春期
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病率约为
5.74%。 该病虽尚无统一诊断标
准， 但如有下列情况的青春期
少女， 就需进行青春期多囊卵
巢综合征的早期筛查。

1. 身体各部位出现不同程
度多毛， 以性毛为主， 阴毛浓
密， 可延及肛周、 腹股沟， 或
有上唇细须或乳晕周围有长毛
出现等。

2. 青春早期便有需要治疗
或用常规方法治疗无效的严重
痤疮。

3. 初潮后两年， 仍不能建
立正常月经周期。

4. 青春期体重过度增加 ，
并伴黑棘皮症和 （或） 代谢综
合征或 2 型糖尿病的家族史。

家长可带孩子在医生指导
下进行 B 超、 性激素及甲状腺
功能全套、 口服糖耐量试验和
胰岛素释放试验等多项检查。

尽早干预 预防远期并发症

出现痤疮 、 多毛 、 脱发 、
肥胖等问题， 易让敏感的少女
产生自卑情绪， 需尽早干预。

首先， 减轻体重。 每周至
少 5 次一小时以上有氧运动 ，
如慢跑或快走。 同时， 应改变
不良饮食习惯， 减少精神应激、
戒烟、 少酒、 少咖啡因， 多吃
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鱼蛋类及蔬
菜瓜果类。

其次， 调整月经。 如 3 个

月内无月经来潮， 可在医生指
导下通过孕激素撤退月经或抗
雄激素避孕药建立周期性月经。
在用药期间应监测体重变化 ，
必要时调整用药。

再次， 针对并发症用药。 高
胰岛素血症或胰岛素抵抗， 可口
服胰岛素增敏剂二甲双胍， 对于
肥胖的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及
糖耐量减退患者可明显改善糖耐
量， 同时降低较高的雄激素水
平。 多毛、 痤疮的治疗可采用螺
内酯进行抗雄激素治疗。 治疗期
间， 建议定期复查雄激素水平，
及时减量与停药。

同时关注心理健康

多毛症状往往可给青春期
女性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 加
之毛发本身生长周期的特性及
药物治疗周期较长的特点 （一
般需要 6 个月以上）， 患者往往
更愿意采用物理治疗方法快速
解决问题 。 主要方法有刮除 、
蜡除、 拔除及脱毛剂， 均可有
效改善外观， 且不会加重多毛
症状。 激光及电凝除毛也能有
效治疗多毛症。 具体采取何种
方法需咨询医生。

最后要强调的是， 青春期
女性具有与疾病相关的社会心
理特点， 一些患者会出现焦虑
和抑郁。 我们更应关注青春期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心理健
康， 必要时给予积极治疗及专
科处理。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副教授 李强

������女孩在青春期因为生长发育的需
要， 会消耗大量的营养素， 如蛋白
质、 维生素及钙、 锌、 铁等， 其中因
月经来潮时营养素的丢失， 就迫切需
要更多的铁元素。 而当营养素补充不
及时， 一些缺铁的青春期女孩情绪会
变得烦躁易怒 ， “逆反心理” 更明
显。

铁是人体健康必需的微量元素之
一， 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 缺
铁可使血红蛋白含量和生理活性降
低， 以致血液中带氧量减少而影响大
脑中营养素和氧的供应。

青春期少女， 身心都经历着巨大
的变化， 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量也大
大增加， 身体迫切需要补充更多的
铁， 以满足旺盛的机体代谢之需。 少
女月经来潮又造成铁的丢失， 而食物
中的铁相对含量不足， 所以女孩普遍
有不同程度的缺铁。

科学研究证明， 青春期身体需铁
量是每日 18 毫克， 在经期每天需用
2.2～2.3 毫克的铁专门补充因月经而
造成的铁丢失。 一项研究表明， 给血
中铁水平低的女学生补充两个月的含
铁糖浆， 补铁前， 大多数少女情绪波
动、 注意力不集中、 无力、 疲劳； 补
铁后， 血中铁的水平恢复正常， 疲
乏、 倦怠及其它症状消失。 可见， 缺
铁的女孩脾气更大。

二级心理咨询师 刘芬

������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后 ，
产妇都会遭遇医生 “压肚子”。 其
实， 医生和护士 “压” 的是产妇子
宫底部。 分娩后， 子宫开始收缩，
偏瘦一点的产妇可在腹部摸到一
个硬硬的球状物， 那就是产后逐
渐收缩的子宫。 正常情况下， 子宫
在 10～14 天就可收缩至盆腔水平，
此时在腹部基本触及不到了。

产后第一个 6 小时， 是预防

产后出血发生的关键时间。 这时，
医生或护士每隔 15～30 分钟就要
按压产妇腹部检查宫底， 观察各
项指标并做好记录。 在按压宫底
时， 其实医生完成了好几项评估
工作： 通过触摸子宫底部了解子
宫质地 、 宫底高度等收缩情况 ，
如觉子宫疲软、 宫底有升高， 就
需进一步处理； 按压宫底后， 看
阴道流血情况， 如有大血块或流

血较多， 也需进一步处理。
产妇学会这几点， 可减少按

压腹部时的疼痛。 例如， 可解过
小便以后再压肚子， 否则鼓鼓的
膀胱会把子宫顶高， 影响产科医
生和护士的判断。 另外， 注意按
压时的姿势 ， 产妇平躺在床上 ，
弯曲膝盖， 双脚踩在床上放轻松，
这样可减轻疼痛感觉。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朱好

������在孕期， 女性身体面临诸多挑
战， 还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 比如
妊娠高血压、 贫血和妊娠糖尿病。
如何预防和避免呢？

妊娠高血压 妊娠高血压是孕
期较常见的一种并发症， 它以血压
升高为特征， 在血压不断上升的过
程中， 有些孕妇会出现水肿、 头痛
甚至眼花等症状， 这对于孕妇以及
胎儿有极大伤害， 所以一旦发现血
压有上升现象要及时就医。

有过妊娠高血压的高危孕妇在
怀孕前要注意补钙， 对预防妊娠高
血压有明确作用， 同时要控制好体
重， 保证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可有
效预防妊娠高血压。

妊娠期贫血 进入孕中期后由
于身体血液的流动加快， 会让母体需
要大量血液， 这时就很容易出现贫
血。 因为母体会将大量血液供应胎
儿， 自身的血容量循环减少， 就会因
缺血而出现心悸、 头晕、 疲劳、 失眠
等贫血症状， 所以进入孕中期后需要
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铁质改善贫血。

妊娠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也是
孕期较常见的并发症， 由于孕妇在
孕期胰岛素敏感度下降， 会让身体
血糖得不到吸收而出现血糖上升。
妊娠糖尿病在发生后如血糖控制不
佳， 很易导致胎儿发育畸形， 或胎
儿宫腔内窒息， 所以在孕期要注意
清淡饮食， 多吃蔬果， 合理运动，
高危人群注意血糖监测。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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