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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综合征性激素替代治疗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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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特纳综合征（TS）是女性性染色体异常最常见的类型，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身材矮小和性腺发育不足，
仅有小部分患者会有自发性月经，且较早出现卵巢功能障碍，并提早绝经，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性激
素替代治疗（HRT）对青春期及成年后 TS 患者都不可或缺。本文主要就 TS 患者 HRT 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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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research of sex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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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rner syndrome (TS)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female sex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short stature and insufficient gonadal developmen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patients will have
spontaneous menarche, while ovarian dysfunction and menopause occurs early,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atients. Sex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 is indispensable for both adolescent and adult
patients with TS.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latest progress of HRT in T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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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综合征（turner syndrome，TS），又名先天性

且 BMD 和骨矿含量随着年龄显著下降，骨质减少乃

卵巢发育不全综合征，是人类性染色体最为常见的

至骨质疏松集中出现在青春期前的较晚时期；而在

畸变，由体细胞中 X 染色体的部分或是全部缺失所

14 岁左右使用雌激素诱导青春期后，骨矿含量与年

致，常见染色体核型为 45，XO 或 45，XO/46，XX 嵌

龄没有显著相关性 [6]。

合型 [1]。该病的发病率约为 1/2500，临床上主要表
现为身材矮小和性腺发育不足

[2-3]

。TS 患者的起始

此 外，有 研 究 表 明 较 早 开 始 超 低 剂 量 雌 激 素
治疗能改善成年身高。2011 年 Ross 等 [7] 观察到，

卵巢储备与正常女性相似，但自母亲妊娠 18 周开

在生长激素治疗和 12 岁开始的传统雌激素诱导的

始，卵泡加速纤维变性、闭锁，仅有一小部分患者会

基 础 上，如 果 从 幼 年 开 始 接 受 超 低 剂 量 的 炔 雌 醇

有自发性月经，但一般月经周期不规则，且较早出现

（ethinylestradiol，EE），可能会额外增加 TS 患者的身

[4]

卵巢功能障碍，并提早绝经 。患者将提前面对骨

高（2.1 cm），这可能是因为 TS 患者的性腺功能减退

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等绝经后健康风险，死亡率达同

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开始，而正常婴幼儿女性的卵巢

[5]

会分泌少量雌激素，故从早期开始的超低剂量雌激

年龄段女性的 3 倍以上 。因此，性激素替代治疗
（sex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对 青 春 期
及成年后 TS 患者都不可或缺。本文主要就 TS 患者
HRT 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素治疗更能模拟正常的生理状况。
1.2 诱导青春期
80%~90% 青 春 期 TS 患 者 具 备 典 型 的 内 分 泌

1 不同年龄阶段的HRT使用

特征（促性腺激素升高、雌激素不足、原发性卵巢功

1.1 幼年期治疗

能障碍），因此，大部分 TS 女性不会按时出现乳房发

雌激素从幼年期开始就对骨骼生长发挥作用，

育、自发月经、女性性征等。雌激素诱导的目的是为

提示早期进行雌激素治疗对 TS 患者的骨骼健康可

患者创造符合生理的内分泌环境，方可与同龄人同

能具有重要意义。据报道，在青春期前，TS 患者骨

步发育，建立个人信心。需要使用递增剂量的雌激

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就已经开始减少，

素直至月经出现（一般需要 2~2.5 年），以诱导进入

[ 基金项目 ] 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0003/2022/A）。

青春期，紧接着周期性加用孕激素以建立正常月经

▲

模式 [8]。目前指南推荐，在明确卵巢功能障碍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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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岁开始这种诱导方法比较合适，因该时期各

是人工合成的 E2 类似物，在体内并不被代谢转化为

器官已较为成熟，可以促进正常的身体及社会心理

E2[10]。目前并不推荐 TS 患者使用 OC，因为 EE 升高

发育。低剂量启动并动态调整用量的雌激素可以促

血压、胰岛素抵抗等副作用较为常见，对骨骼健康也

进女性性征发育及子宫增长，以保障骨质代谢、认

相对不利 [18]，除非是有自发月经且有避孕需求、身高

知成熟、身体构成的同步发育，获得满意的最终身

已达满意水平的嵌合型 TS 患者。同样，CEE 近年

高

[3，9-10]

；降低血脂和肝酶异常，从而减少远期心血

管疾病风险

[11]

来也逐渐不推荐用于 HRT。

。推荐方法是每半年增加 25%~100%

指南推荐 [8]，TS 患者 HRT 的雌激素成分首选

剂量，力求在 2~3 年间增加至成人剂量 [12]。用药期

E 2，用药方法可经口服、经皮吸收及凝胶制剂，都可

间，并不推荐常规监测促性腺激素水平，而 Tanner

以使患者血液中雌激素达到正常女性水平。而经

分期、骨龄、生长速率、子宫体积这些指标对指导雌

皮吸收更具优势，常用剂量 25~200 µg/d，通常使用

激素用量更有助益。即使是那些月经能够自发初潮

50 µg/d 以上，如果患者有皮肤过敏现象或在某些国

并维持正常周期的 TS 患者，卵巢功能也会提早衰

家凝胶制剂较为昂贵，口服用药较为恰当，一般使

退，提前进入绝经状态。无论哪种类型的患者，治疗

用 1~4 mg/d。Cleemann 等 [19] 研究发现，同样使用

上都需要激素序贯替代治疗至少 40 年，以模拟正常

口服 E 2 5 年，高剂量组（4 mg/d）患者肌肉含量增加

内分泌模式

[13]

。

比常规剂量组（2 mg/d）更为明显，而 BMD 情况两

但是，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诸如用药剂量、

组相似。由此可以看出，与正常女性相比，TS 患者

使用途径、雌孕激素的种类等。另外，什么年龄开始

的身体组分中脂肪含量较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种

治疗才可以在骨骼健康、肝功能、心血管系统、神经

现象可能与 TS 患者糖脂代谢异常有关；高剂量组

系统认知功能、性功能、子宫体积增长等方面获得最

头 3 年 子 宫 体 积 较 常 规 剂 量 组 明 显 增 加，但 用 药

佳收益，目前还不得而知。

5 年后两组的子宫体积增长无明显差异，提示用药

1.3 成年期HRT

时长与剂量同样重要 [20]。

对大多数 TS 年轻女性来说，HRT 是其长期治

有研究报道，TS 患者经相似剂量的口服及经皮

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青春期诱导之后，HRT 需要

吸收雌激素治疗后，在身体结构、血脂、糖化血红蛋

持续下去，至少用到自然绝经年龄（大约 50 岁），需

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和骨盐沉积方

要根据个体评估其利弊。而对于那些能够自然初潮

面没有差别，只是在血液中雌激素代谢成分的比例

及自发月经的 TS 女性，需要特别留意其月经情况，因

有所不同，口服用药者，药物经肠道吸收，肝脏代谢

为卵巢功能早期衰退及早期绝经都很有可能出现，

成多种产物，有促进凝血作用，增加静脉血栓风险；

HRT 可以在月经稀发或闭经数月后开始。HRT 有

经皮用药者，该比例更接近生理状态，远期效果如何

诸多益处，包括维持整体健康状况、女性性征、骨骼

尚未明晰 [13，21-22]。

健康、心血管功能、血脂及血压 [14-15]，而且对于将来

用药剂量问题是另一个讨论的焦点。通常情况

有生育要求的女性有助于增加子宫体积。需要注

下，推荐使用的常规雌激素剂量为口服，2 mg qd；经

意的是，除了用药时限及剂量之外，染色体核型的

皮，100 µg 每周 2 次。如需子宫增长，剂量可能需适

差异也会对子宫体积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6-17]

。但

当增加 [23-24]。2017 年的一项 RCT 研究中，口服雌激

最近有研究指出，HRT 对 TS 患者的死亡率无明确

素（2 mg vs. 4 mg）后 BMD 增加程度相当，而 4 mg

影响

[15]

。

组肌肉质量增长更为显著 [19]。虽然，目前还没有研

2 HRT中不同药物成分及用药途径

究比较 HRT 对 TS 患者寿命的影响，但在有类似雌

2.1 雌激素

激素缺乏状态的绝经前女性中，中风、缺血性心脏

TS 患 者 HRT 方 案 中 的 雌 激 素 成 分 有 三 种，
17β- 雌二醇（17β-estradiol，17β-E2）、结合雌激素

病风险增加，由此推论 TS 患者也能从 HRT 治疗中
获益 [25-26]。

（conjugated estrogens，CEE）及 EE。17β-E2 是 卵 巢

一项有关雌激素替代治疗（estrogen replacement

分泌的天然雌激素；CEE 包含有超过 100 种类型的

therapy，ERT）对 TS 患者心血管和骨骼影响的长期

雌激素，其对雌激素受体的亲和力和效力各不相同；

效应荟萃分析显示，无论采用何种途径的 HRT 均可

EE 常用于短效口服避孕药（oral contraceptive，OC），

以增加 BMD，经口服者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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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oprotein，HDL）增加较多，
但其他利弊未能阐明 [27]。

45，X 患者的内分泌疾病（甲状腺疾病、糖尿病）、高

2.2 孕激素

血压及中风有保护作用，且未发现深静脉血栓及肺

在诱导青春期后，必须配合使用孕激素以防子

栓塞风险增加，但对总死亡率无明确影响 [15]。最近

宫内膜增生甚至癌变，建议在以下情况加用孕激素。

有研究报道，TS 患者中缺失一条 X 染色体，可能在

已进入 Tanner 4 期；单用雌激素后出现阴道流血；

皮肤良恶性肿瘤、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结直肠癌

已使用雌激素超过 2 年

[3，28]

。还有学者提出应根据

子宫大小和子宫内膜厚度（经超声检查）以决定是否
加用孕激素 [29]。

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乳腺癌发生率较一般人
群低，TS 患者长期使用 HRT 并未见其致癌效应 [33]。
综上所述，HRT 对 TS 患者社会心理发育和机

常用于保护子宫内膜的孕激素有以下 3 种：微

体健康方面有诸多益处，能使成年身高更加理想，同

粒化黄体酮、醋酸炔诺酮和甲羟孕酮。可周期性用

时促进骨骼、心理认知及行为的健康，以保持与同龄

药以模拟正常月经模式，如每周期连用微粒化黄体

正常女性同步。但在 TS 群体中 HRT 的使用仍未能

酮 200 mg 共 12 d 或甲羟孕酮 10 mg 共 10 d；也可

受到足够重视，表现在使用率低，且常常剂量不足。

连续用药以阻止月经来潮，如每天使用微粒化黄体

部分原因在于 HRT 启用时机、药物剂量、最佳配伍

酮 100 mg 或甲羟孕酮 2.5 mg。醋酸炔诺酮常与 E2

方案等方面疑问尚未完全揭示，今后仍需获得更多

配伍作为序贯联合制剂使用，每周期共 10 d。其中，

的临床研究证据支持。

微粒化黄体酮更为推荐，因其发生乳腺癌及血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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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使用电刺激生物反馈可以帮助患者建立正确
PFMR 训练方法，可以使患者体会正确盆底肌群收

术后盆底功能的影响 [J]. 现代实用医学，2021，33（2）：
257-260.

缩时的感受，避免患者在 PFMR 训练过程中将腹肌

[7] 宋畅，骆姣艳，贾丹萍 . 盆底康复训练联合配偶参与式

或臀大肌收缩误认为盆底肌收缩，同时治疗仪器可

健康教育对全子宫切除术后患者膀胱功能恢复及主观

以 准 确 地 记 录 肌 纤 维 收 缩 情 况，可 以 帮 助 检 测 治

幸福感的影响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0，12（11）：

疗效果

[12-13]

。本研究提示使用 PFMR 联合电刺激

139，141.

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对性生活的满意度。分析原因

[8] 曾育梅，张红，高莉 . 腹全子宫与次全子宫切除术对子

为经过治疗后，患者在电刺激过程中，因肌肉反复

宫肌瘤患者盆底功能及性功能的影响 [J]. 湖南师范大

进行收缩运动，可以提高神经兴奋性，建立新的感

学学报（医学版），2019，16（4）：62-65.

觉神经兴奋的途径，从而促进患者对性生活的满意
程度

[14-15]

。

[9] 李寒冰 . 生物反馈电刺激联合盆底肌训练对腹腔镜全
子宫切除术后盆底功能恢复的影响 [J]. 河南外科学杂

综上所述，CH 患者应用电刺激生物反馈联合
PFMR 训练可有效改善患者盆底肌力，降低漏尿量，
提高性生活的满意度，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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