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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思想在辅助生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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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llowing tumor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fertility is the third major diseases affecting
human health. The low fertility status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s a severe problem of female
reproductive health. The preventive treatment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it enriches and extends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Its wide application in the disease prevention, early
intervention of diseases, and recurrence prevention facilitates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and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resolving the infertility problems,
however, the effect of ART is affected by lots of factors, such as the quality of oocytes and sperms, the exact
factors causing the infertility, complications of ovulation induction treatment an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RSA). The preventive treatment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be well used in the
ART process and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bryo, define the reasons of infertility and make suitable
treatment strategies, reduce the rate of RAS and raise the pregnancy rate of ART.
【Keywords】infertility;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摘

要】 不孕不育是目前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外影响人类健康的第三大疾病，属于低生育力状

态，是影响育龄期女性生殖健康的重要问题。“治未病”是中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思想
的不断丰富与拓展，在未病预防、已病提前干预及病愈防复发方面的广泛应用可以有助于改善患者
的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辅助生殖技术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治未病思想在
辅助生殖的优生备孕、不孕不育病因筛查、促排卵并发症预防及科学保胎等方面可以进行较好的实
践，有助于将精准化和个体化诊疗技术在辅助生殖领域进行推广和应用，提高试管婴儿成功率。本
文从优生咨询和备孕、辅助生殖技术开展及科学保胎等环节就“治未病”思想在辅助生殖过程中的
应用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服务广大不孕不育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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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女性生育年

常是导致胚胎停止发育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何试管

龄的后延和二胎政策的开放，女性和男性的生

婴儿成功率常规只有45%~50%的重要原因之一。其

育年龄增加，生育力则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不仅女

次，在试管婴儿助孕过程中，很多患者处于精神焦虑

性的卵子数量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其质量也呈现

状态和身体的亚健康状态，而上述因素都是导致胚胎

下降的趋势，尤其是胚胎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会随着年

停止发育的重要原因，而缓解焦虑情绪，可以改善

龄增大而升高，男性的生育力也出现随着年龄增加而

妊娠结局[5]。此外，胚胎移植前重点了解患者母胎免

降低的趋势[1]。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加等因素

疫，对于异常因素提前进行筛查和针对性处理可以减

也会引起育龄期男女内分泌紊乱，造成女性月经周

少非遗传因素导致的胚胎停止发育的可能性，这也是

期紊乱和排卵异常，甚至不排卵，男性性欲降低及

实施科学保胎的前提。因此，基于上述现状，如果要

夫妻生活质量下降等，造成不孕不育。辅助生殖技

达到提高试管婴儿成功率这一目标，将传统试管婴儿

术是采用医疗和生物学辅助手段帮助解决不孕不育

的环节进行拓展和延伸则是临床医生在人类辅助生殖

夫妇实现妊娠的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授精（artificial

助孕诊断和治疗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意识。因此，人

insemination，AI） 和 体 外 受 精-胚 胎 移 植（in vitro

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概念从科学备孕和优生优育咨询角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及其衍生技

度进行前延，而在胚胎移植前进行相关胚胎停止发育

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基本内涵主要包含四个环

因素的筛查和干预，可以有效开展科学保胎，应属于

节，即试管前不孕不育病因学筛查、女性促排卵阶段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概念的拓展。

取卵和男性取精、精子和卵子体外受精与培养、胚胎
移植和移植后处理。提高试管婴儿技术的临床妊娠率
和活产率是目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热点和难点。
“治

“未病先防”是“治未病”的重要理念[6]。在辅

未病”思想是中医药巨著《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助生殖过程中高质量的胚胎，即“优质的种子”，

《难经》及《伤寒杂病论》等的重要理论精髓，同时

是 人 类 辅 助 生 殖 技 术 成 功 的 重 要 前 提 之 一。 根 据

也在近千年的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延伸，在未

Gougeon对卵子生长阶段分类提示，卵泡开始生长、

病预防、已病防变及病愈防复发等方面帮助解决患者

选择及成熟的过程大约需要85 d，而精子的发生则是

[2]

健康和改善患者的预后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

由精原细胞发育到成熟的精子，大概需要64 d[7]，高

而，实践发现，将“治未病”思想有效融入到人类辅

质量的胚胎需要高质量的卵子和精子，因此，在整个

助生殖技术领域可以提高患者卵子、精子及胚胎质

备孕的过程中需要男女双方共同参与，由于卵子和精

量，降低试管周期中控制性超促排卵的并发症，有助

子从开始生长分化到成熟的过程时间范围约在2~3个

于实施科学保胎，降低患者的流产率，减少患者焦

月，因此，需要提前3个月进行备孕，才能真正保证

虑，最终可提高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活产率。

有高质量的卵子和精子，并形成高质量的胚胎。在

1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概念的延伸

优生和备孕的过程中，患者可以从调整生活方式、运
动、饮食及抗氧化等角度来改善体质，以达到改善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目前解决因女性、男性因素

胎质量的目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尤其熬夜是导致卵

导致卵子和精子无法相遇、受精，影响胚胎着床及顺

巢功能下降、卵子和精子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因

利发育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过程中高质量的卵子、精

此在备孕期间需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不要熬

子，适合胚胎着床的子宫内环境、正常的母胎免疫条

夜、戒烟戒酒、不要洗桑拿及泡温泉等；在运动方面

件等都是提高试管婴儿成功率的关键。因此，要想获

可以考虑适度的运动，过量运动反而会降低卵子和精

得高质量的胚胎，我们对传统试管婴儿环节则需要进

子的质量，常规推荐慢跑、游泳及瑜伽等作为备孕期

一步的延伸和拓展。首先，高质量的卵子和精子的获

间的优选运动方式；饮食方面要控制糖类等的摄入，

得需要进行科学的备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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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未病”与科学备孕和优生优育

[3-4]

，通过专业科学备孕，患

均衡营养；此外，补充微量元素，如叶酸等，可以减

者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卵子、精子及胚胎，也就是大家

少胎儿神经管发育异常的概率；适量的补充抗氧化制

常说的“优质种子”，有了“优质种子”试管婴儿的

剂则可以减少卵子和精子的氧化损伤，改善胚胎质

成功率可以提高一个新的水平，高质量的胚胎中染色

量。然而，对于部分患者前期未进行科学的备孕，在

体异常所占的比例低于质量较差的胚胎，而染色体异

取卵或者胚胎培养后如发现胚胎质量不佳，而质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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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胚胎容易引起胚胎停止发育，没有较好的解决办

的成功率也是有保障的。另外，对于高风险患者不推

法，如果需要改善胚胎质量，则后期需要进行重新备

荐在取卵的新鲜周期移植，可以考虑全部胚胎冷冻，

孕、促排卵及取卵。因此，进行科学备孕是“治未

在后续的人工周期或者自然周期进行移植，减少卵巢

病”思想在辅助生殖领域的重要体现之一。不孕不育

过度刺激发生的可能性。如果确实存在卵巢过度刺激

[8]

原因的准确定位是解决不孕不育的关键 ，在孕前可

的发生，建议及时针对性处理，将风险和危害控制到

以通过夫妻双方外周血染色体检查、TORCH等病原

最低。

微生物感染筛查、男方精液质量检测、女方卵巢功能

3.2 取卵术后出血

评估及生殖免疫抗体检测，如存在问题提前采取科学

取卵是通过卵巢穿刺进行卵泡液和卵子的抽吸，

合理的措施进行针对性干预。在备孕和优生优育筛查

这一过程属于微创手术，但是作为有创性操作，也会

过程中充分运用“治未病”思想，有助于帮助患者制

有出血和感染的风险，尤其是患者卵泡数量较多更是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也为患者获得高质量的优

增加出血和感染的风险[11]。而患者凝血异常、解剖位置

质胚胎提供保障。

异常及医生操作熟练程度不够是造成取卵后盆腔和阴

3 “治未病”可以有效预防控制性超促排卵并
发症

道出血的主要原因。因此，基于“治未病”思想进行
提前预防是关键。首先，选择经过专业培训，且技术
过硬的医生进行卵巢穿刺取卵很重要，且穿刺医生务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过程中的手术多数是微创

必掌握熟练的超声诊断技术，以便应对卵巢位置异常

或无创性操作，但在试管婴儿助孕过程中仍然可能存

的情况，高风险患者可以考虑用较细的穿刺针处理。

在一定的并发症问题，如常见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

其次，患者在取卵前务必进行凝血因素的排查，对于

排卵后的卵巢过度刺激、取卵术后出血、多胎妊娠及

处在异常风险，或有出血史患者，在取卵前需提前进

[9]

卵巢扭转等 ，而在治疗和处理的过程中如果能有效

行预处理，预防感染等，减少取卵后出血发生的概率。

运用“治未病”思想，则可以减少，甚至避免上述并

3.3 多胎妊娠

发症的发生，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可以提前预防，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帮助解决不孕不

将其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育患者的无法自然生育的问题，而不是一次性实现多

3.1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胎受孕[12]。然而，在试管诊治过程中，多数生殖中心

在控制性超促排卵过程中会有多个卵泡同时募集

为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一次移植两个、甚至三个

和发育，而在卵泡发育和成熟过程中会出现雌激素水

胚胎，这会大大增加多胎妊娠的概率。多胎妊娠会增

平陡然上升的情况，这会增加毛细血管的通透性，体

加孕产妇贫血、妊娠期高血压、羊膜早破、胎盘早

液和蛋白质外渗到第三间隙，引发过度刺激综合征。

剥、宫缩乏力、产后出血、胎儿早产、胎儿生长受

可导致腹腔积液、胸腔积液，可伴随有局部或全身水

限、双胎输血综合征及胎儿畸形的概率，增加母婴风

肿，严重者造成心肺功能和肝肾功能受损、电解质紊

险。为避免上述并发症，建议有条件的患者可进行囊

乱、血栓形成及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等。而窦卵泡

胚培养，并进行单囊胚移植。此外，在移植前，也要

[10]

数量过多和雌激素水平的增加是可靠的预测因子 。

考虑女方的年龄、身高、体重、是否疤痕子宫及是否

针对可能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患者，通过运用

有基础性疾病等情况，如果高风险建议进行单胚胎移

“治未病”思想，对患者提前预处理可以减少其发生

植。如果存在双胎妊娠的情况，建议在孕早期、中期

率。另外，提前关注患者的年龄、体重、血清抗缪勒

及孕晚期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减胎处理。

管激素水平及卵巢窦卵泡数目等预测卵巢过度刺激发

3.4 卵巢扭转

生的高风险因素，如果存在上述情况，提前进行干预

辅助生殖促排卵治疗过程中卵巢扭转发生率不

和处理，如在促排卵期间注意充分休息，不存在蛋白

高，但是，一旦发生则危害巨大。卵巢扭转多是因输

过敏的前提下，高蛋白饮食、减少盐分的摄入等可以

卵管或其系膜过长等先天异常情况导致，加之促排卵

预防其发生；也可以用药如二甲双胍、溴隐亭等提前

后卵泡数量较多，卵巢体积明显增大，而体位改变和

干预；在促排卵阶段到正规医院就诊，按照指征合理

剧烈运动是导致卵巢扭转的重要外因。对于卵巢扭转

用药，不乱用、滥用促排卵药；不可一味追求最大程

而言，预防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要对患者提前进

度地获得卵子，其实适量高质量的卵子进行试管助孕

行促排卵前的宣教，促排卵前应避免参加重体力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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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避免夫妻生活，体位改变需谨慎等。患者在促排

断，及时排除宫外孕。

卵后如出现剧烈腹痛则需警惕卵巢扭转可能，需及时

4.2 重视复发流产者的保胎

就诊，如有问题则需针对性处理。

4 “治未病”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后保胎中的
应用
“治未病”思想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后保胎应用

素、内分泌、生殖解剖、感染、自身免疫及环境因素
等[13]，其中任何的异常均会导致胚胎停止发育，而科
学保胎则需要提前了解可能导致胚胎停止发育的因
素，明确病因后可以提前针对性干预。

效果尤为明显。目前由于生育年龄的后延，造成夫妻

4.2.1 遗传问题

双方生育期年龄偏高，随之而来的是胚胎染色体异常

种植失败的原因之一。对于复发流产的患者，临床诊

概率增加、男性精子碎片率过高、女方免疫、凝血、

治过程中要时刻谨记“治未病”思想，提前进行患者

代谢异常、宫腔粘连、息肉等一系列问题，上述情况

染色体因素的排查，并做好专业的遗传咨询，而非将

[13]

16

科学保胎中涉及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遗传因

夫妻双方染色体异常，是导致反复

均可导致胚胎停止发育 。因此，提前明确导致胚胎

遗传筛查作为最后的排查指标。遗传因素和其他凝

停止发育的原因，并提前采用不同的措施进行干预是

血、免疫、代谢异常及解剖异常等因素为平行关系，

实现科学保胎的前提。

而非递进关系，因此需要同时筛查。虽然，染色体异

4.1 孕早期常规保胎

常仅占复发流产患者的5%左右，但对于患者家庭而

4.1.1 黄体支持 促排卵药物的使用，引起雌二醇和孕

言，一旦发生上述遗传问题，则是100%的发生率。

酮明显高于自然周期，而雌二醇和孕酮水平的升高会

如存在染色体的异常问题，可以提前进行遗传咨询，

导致患者下丘脑-垂体轴产生负反馈，抑制黄体生成素

根据患者的遗传问题选择第三代试管婴儿助孕技术，

的分泌，最终导致黄体不足，因此，控制性促排卵治

或者受孕后进行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等来避免胚胎染

疗的患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排卵障碍患者等

色体异常导致出生缺陷的发生。对于受单基因遗传病

多合并黄体功能不全，试管婴儿胚胎移植后需要进行

困扰的患者，可以根据患者遗传基因的携带情况进行

黄体支持。此外，为减少宫缩，改善子宫内环境，对

遗传咨询，并选择合适的助孕方式，以避免出生缺陷

于辅助生殖移植患者多采用黄体支持治疗以增加妊娠

的发生。

概率。因此，对辅助生殖助孕的患者在新鲜胚胎移植

4.2.2 子宫内环境问题

周期建议提前采用黄体支持，以提高试管成功率。

膜薄和厚的问题、宫腔粘连、有无结核、子宫内膜息

4.1.2 早期血清激素水平测定，及时开展必要的保

肉及肌瘤等问题[14]，上述因素都是导致胚胎停止发育

胎

基于孕早期的激素水平可预测胚胎的发育情况。

的子宫因素，如果存在上述问题，建议提前进行针对

基于“治未病”思想，对于存在发育较差的胚胎，除

性地手术处理和药物治疗来改善子宫内环境；对于存

难免性的胚胎停止发育外，部分情况可以根据患者的

在子宫内膜炎的患者，炎症可能会导致内膜基底层被

免疫、代谢及凝血情况针对性用药，改善胚胎着床和

破坏，影响胚胎着床，可以通过病理检查确定炎性反

发育。孕早期的血清孕酮（P）和β-hCG是维持胚胎着

应的情况，针对性地进行抗感染治疗；对于因雌激素

床和发育的重要激素，孕酮可抑制子宫平滑肌收缩，

水平低等导致的内膜较薄的问题，可以通过雌激素口

降低子宫平滑肌肌张力，因此，孕早期的孕酮要维持

服、阴道塞药、或者皮肤涂抹等给药促进内膜生长；

到一定的水平；而血β-hCG是诊断早期妊娠最常用的

通过激素治疗并配合抗凝治疗来改善内膜血流供应；

方法，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胚胎的发育情况。在受精

此外，采用祖国医学治疗、药物宫腔灌注，也可以采

卵植入1周内，血清β-hCG水平会呈现增加的趋势，

用干细胞治疗等来修复子宫内膜，促进内膜的生长，

尤其是孕早期的血β-hCG水平在6 000 IU/L的范围内时

改善容受性，为胚胎的着床发育提供合适的“土壤”，

如增长达60%以上提示胚胎发育较好，如果血β-hCG

提高妊娠率。

水平翻倍较差，提示胚胎可能发育异常，需要根据患

4.2.3 免疫问题

者的免疫、代谢及凝血等指标进行调整用药，改善胚

[15]

育的重要原因 ，且患者多数无明显的临床表现。常

胎发育。此外，早期孕酮和β-hCG水平可以帮助提前

见的有自身免疫型复发流产和同种免疫型复发流产，

诊断宫外孕发生概率，如果β-hCG水平翻倍不好，且

提前进行相关病因学筛查，如果存在免疫问题，可以

孕酮水平较低，要慎重保胎，并在孕早期进行超声诊

采用针对性的用药方案进行提前干预和处理，减少免

子宫内膜好坏，包括子宫内

自身免疫异常也是造成胚胎停止发

·专家论坛·
疫因素导致的胚胎停止发育。
4.2.4 血栓前状态

[3]

高凝状态不利于胚胎的发育，是
[16]

导致胚胎停止发育的重要因素 。对于存在血栓前状

响因素分析[J]. 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 2019, 11(6):37-40.
[4]

态的患者，在进行人类辅助生殖助孕过程中，需要尽
早地排查其血栓前状态的病因，无论是先天性的还是

毛乐乐, 席思思, 陈醒, 等. 15 434名育龄女性备孕现状及影
周辉, 张慧芳, 田莉. 备孕营养素在不孕症治疗中的辅助效果
研究现状[J]. 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 2019, 6(12):129-130.

[5]

后期获得性的血栓前状态，均需要对症处理。血栓前

林秀红, 郭悦慈, 代晓明. 认知护理干预在高龄妇女辅助生
殖技术中的应用[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17, 14(14):83-84.

状态可减少局部微血栓等，造成胎盘组织的血液供应

[6]

范振英. 健康新定义的提出[J]. 医学争鸣, 2014, 5(3):9-12.

下降和胎盘梗死、增加胚胎和胎儿的缺血缺氧等问

[7]

梁晓燕, 方丛, 黄睿, 等. 辅助生殖临床技术—— 实践与

题，进而因胎儿发育不良造成胚胎停止发育。
4.2.5 其他问题

如果患者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糖

提高[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1-685.
[8]

代谢异常、支原体及衣原体等病因微生物感染也会造
成胚儿畸形的发生，需要提前进行病因学筛查和干
预，减少胚胎停止发育及畸形儿的发生率。

5 结语
辅助生殖技术涉及多学科交叉，且影响辅助生殖
技术患者受孕率的因素繁多，而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过程中，充分将“治未病”思想用于辅助生殖的优生
筛查、科学备孕、辅助生殖并发症的处理、及时进行
血液激素水平检测验孕及科学保胎等各个环节，可减
轻患者精神负担，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同时减轻
患者经济负担，可在辅助生殖中心进行推广应用，具
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和社会学意义。

许华, 李亚东, 伏静, 等. 辅助生殖门诊中23 317例不孕女性
的病因分析[J].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 2019, 39(9):750-755.

[9]

郝桂敏, 罗卓野, 崔娜, 等. 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中常见并发
症的危害[J].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9, 57(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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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优化[J].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8, 53(1):58-61.
[11] 伍琼芳. 辅助生殖治疗中取卵后出血的可能原因及处
理[J].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9, 57(10):33-37.
[12] 赵君利, 袁莹莹. 辅助生殖治疗中多胎妊娠的防治[J]. 山
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9, 27(10):20-26.
[13]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 复发性流产诊治的
专家共识[J].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6, 5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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