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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镜联合 LEEP 术治疗宫颈癌前病变的临床效果
周美荣
江苏省苏州市广慈肿瘤医院妇科，江苏苏州 2150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阴道镜联合 LEEP 术治疗宫颈癌前病变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 2020 年
1 月于我院检出的宫颈癌前病变患者 120 例为研究对象，
按不同手术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
对照组接受激光灼烧治疗，观察组接受阴道镜联合 LEEP 刀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手术实施指征、术后恢复指
标、临床疗效及术后 TCT、HPV、阴道镜检查宫颈癌前病变阳性率。 结果 观察组手术操作时间短于对照组，
手术失血量少于对照组（P ＜ 0.05）；术后排液量、出血量均少于对照组，且术后排液持续时间、出血量持续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98.33%）显著高于对照组（88.33%）（P ＜ 0.05）；观
察组术后 4 周 TCT、HPV 及阴道镜检宫颈癌前病变阳性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宫颈癌前
病变患者行阴道镜下 LEEP 术治疗，可在明确患者宫颈病变位置后准确切除病灶，缩短手术时间及术后阴道
排液量、出血量持续时间，促进患者恢复，提高临床效果，降低病变复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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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前病变是一类具有较高恶性肿瘤潜在

[ 文章编号 ] 2095-2856（2020）11-59-02

在宫颈癌前病变风险，后续经组织病理学检测后

转化风险的宫颈病变，是一类宫颈异常增生疾病，

确诊 [2]；患者对本研究知情并确认参与，且自愿签

HPV 感染为主要致病因素，随着病情的发展可诱发

署知情同意书。

宫颈浸润癌，威胁女性健康及生命安全，故尽早开展

排除标准：妊娠期患者；合并其他类型宫颈病

针对性治疗，清除病灶对患者病情及预后具有积极

变者；合并手术禁忌证者；合并 HIV 感染者；合并

的意义。临床治疗上对于宫颈癌前病变主要推荐手

精神疾病者。

术治疗，以期有效改善患者的病情，而随着现代医疗

1.2 方法

技术发展，宫颈癌前病变治疗术也得以广泛发展，可
选择类型明显增加，但不同术式的手术效果及预后

所有患者均于术前 3 d 内禁止性生活，在月经
结束后第 5 ~ 7 天接受手术治疗。

存在明显差异，需酌情选取合理的手术方式开展临

对照组接受激光灼烧治疗，引导患者取膀胱截

床治疗 。本文回顾性分析阴道镜联合 LEEP 术治

石位，经会阴消毒、铺巾后，扩阴器扩张阴道，充分

疗宫颈癌前病变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暴露宫颈，清理阴道分泌物，消毒宫颈后，对病区进

1 资料与方法

行激光灼烧治疗，灼烧范围需控制在病区边缘 1 cm

1.1 一般资料

内，术后行压迫止血。

[1]

选取 2016 年 1 月 ~ 2020 年 1 月于我院检出的

观察组接受阴道镜联合 LEEP 刀治疗，术前准

宫颈癌前病变患者 120 例为研究对象，按不同手术

备同上，先经阴道镜对患者宫颈病变部位取样送活

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

检，后取膀胱截石位，经阴道镜辅助确认病区位置

年龄 25 ~ 54 岁，平均（39.5±5.8）岁；病程 1 个月 ~

及面积，用希氏碘确定治疗面积，取 LEEP 自阴道

2 年，平均（1.4±0.4）年；其中合并阴道不规则出血

9 点钟方向进刀实施治疗，结束后先行电刀止血，然

37 例，
合并白带增多 23 例；观察组年龄 25 ~ 55 岁，

后自 12 点钟方向退刀。治疗中 LEEP 刀功率 50 W，

平 均（40.0±5.6）岁；病 程 1 个 月 ~ 2 年，平 均

切除范围需控制在着色区域外缘 5 mm 内 [3]。

（1.5±0.5）年；其中合并阴道不规则出血 38 例，合

所有患者术后均对症接受阴道内局部用药及

并白带增多 22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抗感染治疗，术后 3 个月禁止性生活，避免坐浴，出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

院后每月复诊 1 次。

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1.3 观察指标

纳 入 标 准：经 TCT、HPV 联 合 检 验 后 提 示 存

（1）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实施指标（包括手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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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手术实施指标及术后恢复指标比较（ x
x±s）
组别

n

手术操作时间
（min）

手术失血量
（mL）

术后排液持续时间
（d）

术后排液量
（mL）

术后出血持续时间
（d）

术后出血量
（mL）

观察组

60

21.54±5.28

对照组

60

35.48±9.54

48.85±5.47

9.59±2.38

14.08±5.47

6.85±1.29

10.31±1.57

75.41±8.24

14.48±3.56

35.15±8.46

9.34±2.13

16.65±2.15

t值
P值

9.9029

20.8014

8.8452

16.2003

7.7454

18.446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CT、HPV及阴道镜检宫颈癌前病变阳性率比较 [ n（%）]
组别

n

时间

TCT阳性率

HPV阳性率

阴道镜检阳性率

观察组

60

治疗前

39（65.00）

42（70.00）

17（28.33）

治疗后

2（3.33）

5（8.33）

0

50.7194

47.8810

19.8058

χ值
2

P值
对照组

60

0.0000

0.0000

0.0000

治疗前

38（63.33）

41（68.33）

18（30.00）

治疗后

8（13.33）

14（23.33）

4（6.67）

χ2值

31.7275

24.4699

10.9091

P值

0.0000

0.0000

0.0000

χ2值两组治疗后比较

3.9273

5.0651

4.1379

P值两组治疗后比较

0.0475

0.0244

0.0419

作时间、手术失血量）、术后恢复指标（包括术后阴

均短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1。

道排液量、出血量及持续时间）。术后阴道排液量、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CT、HPV及阴道镜检宫颈

出血量根据患者术后前 3 d 内排液量及失血量的平

癌前病变阳性率比较

均数为准；症状持续时间以患者术后随访所得时间

治疗前，
两组患者 TCT、HPV 及阴道镜检宫颈癌

的平均数为准。（2）观察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TCT、

前病变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HPV、阴道镜检宫颈癌前病变阳性率。（3）临床疗

治疗后，两组患者 TCT、HPV 及阴道镜检宫颈癌前

效判定标准：显效：治疗后，患者阴道分泌物增多，

病变阳性率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

不规则形出血或接触性出血等临床症状均基本消
失，且 TCT、HPV 及阴道镜检查显示宫颈癌前病变

（P ＜ 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均转阴，术后 6 个月内无复发；有效：治疗后，患者
阴道分泌物增多，不规则形出血或接触性出血等临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98.33%）显著高于对照
组（88.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床症状缓解明显，TCT、HPV 及阴道镜检查显示宫
颈癌前病变均转阴，术后 6 个月内存在轻微复发；
无效：未达到上述治疗指征者，甚至病情加重；总
有效率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 检验，计量资料用
2

均数 ± 标准差（ x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 n（%）]

观察组

60

25

34

1

59（98.33）

对照组

60

21

32

7

53（88.33）

χ2值

4.8214

P值

0.0281

3 讨论
宫颈癌前病变对患者宫颈恶性病变具有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实施指标及术后恢复指标比较

风险性提示作用，患者需及时接受临床治疗，控制

观察组手术操作时间短于对照组，手术失血量

或消除病情，保护宫颈健康。目前，临床上对宫颈

少于对照组（P ＜ 0.05）；术后排液量、出血量均少

癌前病变的治疗主要分为保守治疗及手术治疗，保

于对照组，且术后排液持续时间、出血量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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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86.05%）明显高于对照组（51.16%），差异有统

近年来，小儿肺炎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如何为

计学意义（P ＜ 0.05），提示采用微生物快速培养检

患儿提供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及准确的检测方法，

测应用于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诊断中阳性检出率

成为当前儿科医护人员重视及热议的焦点问题 。

更高。

[2]

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在临床中较为常见，主要通过

综上所述，与快速血清学检验比较，采用微生物

呼吸道传播，具有流行性；肺炎支原体可通过特异

快速培养检测应用于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诊断中阳

的受体点位，附着在纤毛上皮细胞膜上，抑制患儿

性检出率更高，可为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的诊断及

纤毛正常活动，同时释放有毒物质，损伤患儿呼吸

治疗提供较准确的科学依据，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道。患儿在发病后通常会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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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P 术治疗，可缩短手术时间及术后阴道排液量、

守治疗效果局限性明显，或难以满足临床治疗需

出血量持续时间，降低手术及术后出血量，提高临

求，可增加患者恶性转化风险，故手术治疗为首选

床效果，降低病变复发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治疗方案，但不同的术式对患者手术预后及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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