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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的
发生机制及治疗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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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子宫内膜异位症常发生于已婚育龄妇女，发病率为 5% ～ 10%。其临床症状为不同形式的疼痛，而
目前对于其疼痛的发生机制了解较少，主要和神经生长因子、神经纤维、炎症反应等相关。对子宫内膜异位
症所致疼痛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和护理有助于提升其生活质量。目前的治疗方式主要有手术、药物、中
医治疗，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包括反复发作、副作用、费用高等。因此，有必要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发
病机制、治疗方式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以期找到并制定更优化的治疗方案，为患者减轻痛苦。本文通过查
阅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报道，特对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的发生机制及其治疗措施进行了综述，希望可以为
相关医护人员及患者提供参考，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患者的疼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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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dometriosis often affects marrie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nd the incidence rate is 5%-10%.
Patients with endometriosis exhibited different forms of pain in clinic. At present, the mechanism of pain remains unclear,
mainly related to nerve growth factor, nerve fiber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Targeted treatment and nursing care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pain caused by endometriosis. The main treatment methods included surgery,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showed some limitations, including repeated attacks, side effects and high
cos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udy the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endometriosis to find and formulate a more
optimized treatment plan to relieve the pain of patients.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sm of pain caused by endometriosis and its
treatment measures are reviewed by consul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reports at home and abroad, hop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edical staff to relieve the pain of patients with pain caused by endometr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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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是指子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IASP）给出了疼痛

宫内膜腺体或间质等出现在子宫腔外部分 , 而出现

新的定义：疼痛是指一种对组织损伤或潜在的损伤

的一系列复杂的慢性妇科疾病 [1]。流行病学调查显

组织关联的意识、情感、感觉以及社会维度方面的

示，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率为 5% ～ 10%，多发于已

痛苦体验 [4]。其中疼痛经由伤害感受器（外周特定

婚育龄妇女，并与不孕不育的形成密切相关 [2]。

的受体）感受到刺激后，将信息通过神经纤维传入

疼痛是引发人体所产生的一种情绪和感官

大脑皮层，进而患者大脑中产生疼痛的意识 [5-6]。

上 的 感 受，同 时 还 可 能 伴 随 着 实 质 性 的 组 织 损

子宫内膜异位症所致疼痛的种类多样，包括痛

伤 [3]。 近 年 来，国 际 疼 痛 研 究 协 会（International

经、性交痛、非周围性盆腔痛、排便痛、腰部或背部

[ 基金项目 ]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自主科研项目

疼痛以及肢体疼痛等 [7]。该病的发生机制复杂，目

（BM2018024-2019007）；江苏省卫生计生委科研课题

前尚不清楚，因此成为当前妇科领域的重要研究课

（H2017033）

题 [8]。长期而无法根治的慢性疼痛不仅严重降低妇

▲

女的生活质量，还给予患者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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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子宫内膜异位症所致疼痛的发病机制，选择合

致的大脑皮层活化程度的降低，以及前扣带大脑皮

理的可临床实践的治疗方法，是提升患者的生活质

层活动的增加。Li 等 [16] 对大鼠模型进行基因测序，

量的重要措施。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综述了子宫内

结果发现了 G 蛋白偶联受体 88（G protein-coupled

膜异位症所致疼痛的发生机制，概括了子宫内膜异

receptor 88，Gpr 88）、甘 氨 酸 受 体 α3（Glycine

位症所致疼痛的治疗措施。现报道如下。

Receptor alpha 3，GLra3）及 丝 酶 抑 制 蛋 白（Serine

1

protease inhibitor，Serpina）A3n 等基因的特异性表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疼痛发生相关机制

1.1

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

达。以上研究进一步陈述了神经敏化机制影响并

NGF 是可以促进神经中枢和外周神经元的生

改变前扣带皮层、运动皮质及上丘脑，最终引发疼

长、发育、分化、成熟，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的

痛、忧郁和焦虑。

一类小分子蛋白质。神经生长因子具有营养神经、

1.3

保护神经以及促进神经再生长等作用 。NGF 是

炎症反应
临床证据显示，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是一种

[9]

典型的神经生长因子。最近研究发现，正常内膜组、

由免疫细胞和炎症因子等参与或自身异常而导致

在位内膜组与异位内膜组中，均可见到 NGF 的表

的典型性妇科炎症疾病 [17]。因此，免疫系统功能

达，但是异位内膜组中 NGF 的表达明显强于正常内

紊乱也是该类患者的典型特征之一。炎症反应的

模组

本质是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损伤行为产生的

[10]

。然而，临床上尚未发现过表达 NGF 与子

宫内膜异位症疼痛严重程度之间的具体相关关系。

一种防御性措施。在免疫细胞和炎症因子的影响

这提示，
除 NGF 外，
存在其他神经生长因子参与到了

作用下，类花生四烯酸类、内皮素、活性氧中间产物

疼痛的生成和调节过程中。动物实验表明，
经激素治

和降钙素等物质会活化疼痛神经传导性能，诱发人

疗后，大鼠模型中的 NGF 表达显著降低，其疼痛感有

体疼痛神经中枢传导故障甚至损伤，进而降低疼痛

效缓解

阈值出现疼痛感 [18]。也有证据显示，肿瘤坏死因

。与其他解剖部位相比，
深部浸润性子宫内

[11]

膜异位症和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解剖分布通常与盆

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NT-3、

腔疼痛症状相关性更密切，
神经纤维密度也更高。这

NGF 和 前 列 腺 素 E2（prostaglandin，PGE2）等 因

说明 NGF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过程中的角色更

子也会导致疼痛的诱发，且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加复杂多样。

腹腔积液中发现与炎症密切相关的 IL-8、IL-33 和

1.2

神经纤维

TNF-α 等致痛因子。部分学者指出，异位病灶中

神经纤维的高表达和异位表达是子宫内膜异

的神经活性物质（如前列腺素、白细胞介素、氢离子

位病变形成的必要过程。近年来，多种临床证据

和 5- 羟色胺等）可激活伤害性神经传入通路，进而

显示，新生神经伴随着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和

使阴道产生疼痛感 [19]。另有研究发现，白细胞介素

发展历程，且其与疼痛的产生关系密切 [12]。Peng

（interleukin，IL）-1β，IL-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血

等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腹膜液中发现

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了 相 当 浓 度 的 NGF、脑 源 性 神 经 营 养 因 子（brain

VEGF）和趋化因子等细胞因子在 EMs 患者腹腔液、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神 经 营 养 因 子

血液及子宫内膜异位病灶中相比非 EMs 者体内有

（neurotrophin，NT）4 和 NT5 等神经相关因子，这类

显著差异，可通过感觉传入神经将伤害感受性信号

因子的出现与异位子宫内膜中神经纤维的发育密

传导到中枢，且持续的炎症因子的存在还能刺激大

切相关，进而影响其产生的疼痛感。杨凤泊等

研

脑皮层形成更多的疼痛记忆，进而放大微环境炎症

究指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体内病灶处检测到了

反应从而导致疼痛 [20]。综上，炎症反应通过特定的

蛋白质基因产物 9.5（protein gene product 9.5，PGP

免疫细胞和炎症因子直接或间接诱发复杂的反馈环，

9.5），同时在子宫内膜基底层可以检测到 Aδ 纤维、

使得微环境中炎症反应逐步放大进而出现疼痛感。

C 感觉纤维、肾上腺素能和胆碱能，证实了患者子

2

宫内膜功能层中存在主要负责传递钝痛、跳痛和弥

2.1

[13]

[14]

散痛的感觉无髓 C 神经纤维。此外，研究者认为，

子宫内膜异位症疼痛的治疗方法
手术治疗
手术是当前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的重

由大脑皮质区域结构改变导致的神经敏化是导致

要方法，可消除病灶、缓解疼痛和避免复发等。根

神经性疼痛的关键原因。在大鼠慢性疼痛模型中，

据临床目的，可分为保守性手术、根治与半根治手

Spisak 等

术、协助性手术。宋俊霞等 [21] 采用把保守性手术对

40

[15]

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观察到因疼痛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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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盆腔疼痛患者进行治疗，

灸治疗 EMS 可温通经脉、活血化瘀，短时间达到止

82.5% 的患者术后疼痛感得到改善。进一步分析发

痛的疗效，并且能调节人体内分泌功能，改善局部

现，保守性手术的效果与患者的年龄、子宫腺肌病、

盆腔微循环，抑制子宫内膜异常增生及出血。芮

药物治疗和神经阻断等密切相关。Luu 等

通过

靖琳等 [31] 采用穴位埋线法对 32 例子宫内膜异位

对照实验和病例诊断分析比较了切除和消融手术

症盆腔疼痛进行治疗，经 3 个月治疗有效率高达

对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的治疗效果，发现切除可

84.38%。与其他方法相比，针灸与穴位治疗法不仅

以更好的治疗和改善患者的疼痛感。由于神经系

对个体的治疗效果存在差异，也与实治者的临床经

统与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密切相关，通过辅助性

验密切相关 [31]。但针灸与穴位治疗仍是子宫内膜

手术切断相关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可有助于降

异位症致疼痛患者的重要选择之一。

低其疼痛感，有效率高达 70% ～ 80% 。手术治疗

2.4

[22]

[23]

的临床效果显著，但仍有相当比例患者的治疗效果

其他治疗
将多种治疗方法相耦合，如中西医结合或手术

不佳，存在影响卵巢储备功能，术后易复发等风险。

与药物相结合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往往具

此外，手术会导致永久性创伤，如子宫切除等，也在

有显著的效果。苏家茹等 [32] 采用镇痛消癓方联合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手术治疗的应用范围。

艾灸用于 44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的治疗，患者

2.2

药物治疗

痛经症状和评分明显改善，血液中疼痛相关因子水

一般情况下，药物治疗是临床护理子宫内膜异

平显著降低。针灸联合中药内外合治可增强治疗

位症致疼痛患者的首选。根据药物来源差异，可分

效果，促进血管扩张，改善微循环，促进异位内膜吸

为西药和中药治疗。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明

收，具有消散异位内膜结节的作用。此外，部分新

显的患者，临床首选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al

型治疗方法的开发也为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的

antiinflammatory drug，NSAID）、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如反向添加疗法 [33]。

素（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GnRH）与特定

3

避孕药等

小结

。这些药物可通过抑制雌激素，达到抗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以不同程度疼痛为主

炎，控制疼痛的作用。但是，该类药物多具有明显

要临床特征的复杂妇科疾病，而疼痛也是降低子宫

的副作用，如影响患者情绪、导致患者体重波动甚

内膜异位症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前子宫

至导致不孕。要静等

选择炔雌醇屈螺酮对 50 例

内膜异位症致疼痛的发病率较高，威胁患者的生活

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疼痛进行治疗，获得了 90% 的

质量。当前主要通过手术治疗、药物治疗、针灸与

有效率，且治疗效果与地诺孕素相当，临床效果显

穴位治疗和其他治疗等措施进行治疗。随着医疗

著。中药也是临床治疗的重要选择之一。王金莲

理论和技术的进步以及神经免疫交叉学科的发展，

[24]

[25]

[26]

采

用补肾益气活血法对 46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伴痛经

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必将进入更深层次，子宫

患者进展治疗，患者腹痛、腰部酸胀、经行量和经期

内膜异位症所致疼痛的发病机制必将逐渐清晰，新

延长等临床指数显著改善。何珏等

的潜在靶点将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策略。根据

[27]

采用清热化

瘀方对 30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致疼痛患者进行治疗，

患者的临床特质，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法，对于降低子

患者痛经及非经期慢性盆腔痛程度明显降低，患者

宫内膜异位症所致疼痛的疼痛感，提高患者耐受度，

凝血功能得到有效改善。目前新型的治疗药物芳

甚至根治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香化酶抑制剂、抗氧化剂、免疫调节剂、抗血管生成
药物等也在进一步临床试验阶段；由于子宫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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