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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育龄妇女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上升，

接受具有生殖损害的治疗后患者可能会出

现不育症。我们介绍一例 28 岁的未育女性

直肠癌患者，她希望保留生育力。她接受了

卵母细胞和胚胎冷冻保存的辅助生殖，然后

进行了腹腔镜卵巢移位术。这两种治疗方法

都是能够保存生育力的方法。完成肿瘤的治

疗后，虽然她的胚胎移植失败，但其后该患

者自然怀孕并成功生育。患者的成功案例显

示，跨学科协作和保持生育力是患者癌症全

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结直肠癌；冷冻保存；保存生育；

卵巢移位；直肠癌 

病例摘要：一名 28 岁的未育女性，主诉大

便带血。结肠镜检查显示直肠近端可见 4cm
肿物，病理活检证实为浸润性腺癌。计算机

断层扫描（CT）扫描未发现远处转移。磁共

振成像（MRI）显示肿瘤侵犯肠壁全层，肠

周脂肪中可见少量侵犯，没有发现盆腔种植，

影像学分期为 T3N0。拟开展的治疗计划包

括在初次手术切除之前进行新辅助放化疗。

患者希望保留生育力，立即转诊至生殖内分

泌和不孕症中心（REI）。她接受了卵母细胞

和胚泡冷冻保存的辅助生殖，然后进行了腹

腔镜卵巢移位术。患者接受了低位前切除术

并完成了癌症治疗，治疗结束后 9 个月，患

者接受了回肠造口回纳术，手术中将卵巢重

新定位到了正常的盆腔位置。该患者接受了

冷冻胚胎移植，但未受孕。待患者恢复月经

后自然受孕。怀孕期间因宫颈功能不全而接

受了宫颈环扎。在完成癌症治疗大约两年后，

她经过了 32 周妊娠后，通过剖宫产分娩了

一名健康男婴。患者在诊断恶性肿瘤后的第

四年癌胚抗原（CEA）仍处于正常水平。 

临床问题 

•如何管理希望未来可以生育的育龄结直肠

癌女性患者？ 

•可为结直肠癌患者提供哪些保留内分泌和

生育力的方法？ 

背景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青少年和青年人群中的

结直肠癌发病率增加了近 50％1。在育龄女

性中，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2。幸

运的是，最新的治疗进展显著提高了肿瘤治

疗的 5 年生存率。随着生存率的提高，我们

迫切需要考虑癌症治疗的长期并发症。直肠

癌治疗通常涉及总剂量高达 50 Gy 的盆腔

放疗。在此剂量下，卵巢滤泡的丧失是放疗

后的必然并发症，因为破坏半数卵母细胞所

需的 LD50 或致死剂量仅需 2 Gy3。放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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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还会导致子宫粘膜病变，从而损害生育能

力或使未来怀孕变得困难。FOLFOX 方案中

使用的奥沙利铂具有中度性腺激素毒性，目

前已有的资料显示其可引起闭经和不育（特

别是在老年妇女群体中）4。盆腔放疗和化疗

可导致卵巢早衰（POI），并伴有不育、生育

困难、性功能障碍、骨密度下降、血管舒缩

症状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重要的是，

癌症治疗后的不孕症对生活质量产生重大

影响。据估计，将近四分之一的癌症幸存者

是育龄妇女，她们未来可能会有生育需求，

或者在更年期之前会从保留卵巢内分泌功

能中受益 2。 

表现与诊断 

直肠癌患者往往会出现排便习惯改变、便秘、

腹泻、便条变细或血便。由于育龄妇女不会

定期进行结肠镜检查，而基于症状学的低度

怀疑会错失及时诊断和治疗的机会。对于结

直肠癌的家族病史或炎症性肠病个人病史

的患者，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在仔

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后，需要进一步的结

肠镜检查和活检来确诊。对于无症状患者，

可能是在对另一种医学或外科疾病进行检

查后进行诊断的。做出确诊之后，常规分期

诊断包括 CT 评估有无转移性病灶，MRI 或
直肠腔内超声进行局部分期 5。手术前后行

CEA 肿瘤标志物检测，以观察肿瘤对治疗

的反应或监测疾术后疾病复发。 50 岁以下

的大肠癌患者应接受遗传咨询，并考虑筛查

家族性和遗传性大肠癌综合症。育龄妇女应

咨询 REI 或生育专家。 

临床处置 

关于生殖和卵巢内分泌功能保护咨询 

不育的风险因素和生育管理的相关咨询是

育龄妇女癌症综合治疗关键部分 2。包括美

国临床肿瘤学会在内的一些组织建议，应在

患者治疗的早期开始讨论生育保护 6。临床

工作人员应根据癌症分期、合并症和任何其

他相关因素，与患者讨论保留生育力的可行

性。有关修改癌症治疗计划以保留生育力的

决定应该个性化，并以共同的决策为基础。

应该充分告知患者延迟癌症治疗的相对风

险。应与患者共享各种保护生育力的方法及

其相关的受孕和活孕的成功率，以管理期望

值。及时转诊或推荐 REI 可优化患者在癌症

治疗前保护生育力的机会。有证据表明，早

期推荐 REI 可缩短从诊断到开始癌症治疗

的时间，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生育保护治疗成

功的可能性 7。即使患者不再希望未来生育，

卵巢内分泌功能对育龄女性的身心健康也

至关重要。因此，全面癌症治疗基于以患者

为中心的多学科协作。 

生育保护选项 

育龄结直肠癌女性患者可以采用的生育保

存方法包括胚胎或卵母细胞冷冻保存和卵

巢转位术 6。胚胎冻存是一种成熟的生育保

留方法，应作为主要措施 8。该过程始于用

促性腺激素治疗以受控方式刺激卵巢。传统

的控制性卵巢刺激方案（COS）通常需要两

周的治疗时间，但是随机启动方案已显示出

具有相似数量的回收卵母细胞和受精率。

COS 治疗后，经超声引导穿刺取卵。卵细胞

被冷冻保存或在体外受精并作为胚胎冷冻

保存（通常在囊胚期）。在患者完成癌症治

疗并希望进行胚胎解冻和移植之前，胚胎一

直处于“储备”状态。据报道，活产率为 30-
40%，部分可高达 65%2。据报道，与胚胎冷

冻相比，卵细胞冷冻的活产率略低。但目前

被称为玻璃化的快速冷冻法能够显著提高

卵母细胞的存活率和受精率 2。卵细胞冷冻

技术对没有男性伴侣的女性更具吸引力。对

于有伴侣但由于个人原因反对胚胎冷冻保

存的女性，也可能更喜欢这种方法。癌症治

疗后，女性患者用冷冻卵细胞与伴侣或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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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者进行体外受精（IVF）。对于青春期前

患者或不能延迟化疗的 COS 患者，卵巢组

织冷冻保存技术可以收集未经刺激的卵巢

皮质组织进行冷冻保存，然后有需要时可以

进行手术自体组织移植。这种新颖的方法不

再被认为是实验性的，据报道其持续妊娠和

活产率约 38％ 8,9。 

卵巢转位术，或卵巢固定术，是一种微创的

保孕手术，也具有保存卵巢内分泌功能的优

点。将卵巢移出骨盆或预期的照射野，通常

固定在侧腹壁，如图 1-2 所示。转位可以保

护卵巢免受性腺放疗，从而避免 POI 并保护

卵巢内分泌功能 10。根据患者的年龄、病史、

治疗过程和基线生育率，这种方法在 40%-
70%病例中获得卵巢保存 8,11。这种方法的

失败可能是由于辐射散射、卵巢移位或手术

本身造成移位后卵巢血供受损等有关。 

治疗后咨询 

一般建议患者在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做怀孕

计划。推荐治疗结束后延迟 2 年妊娠，以便

监测癌症复发情况 3。妊娠时机因个体情况

而定。尽管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现有研究

并没有提示有癌症病史的妇女后代先天性

缺陷或肿瘤的发病率更高 12。 

评价与处理策略 

结论 

保留生育功能是癌症幸存者的一个关键问

题 2。鉴于育龄期结直肠癌患者的发病率不

断增加，结直肠外科医生和肿瘤外科学家在

为患者提供咨询和将生育能力保护纳入癌

症治疗计划方面扮演独特的角色。希望保留

生育能力的患者应尽早就诊于 REI 以进行

评估。归根结底，保留生育能力的决策应该

由患者、初始肿瘤学团队和生育专家共同参

与合作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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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 

图1. 腹腔镜卵巢转位术中图像。分离卵巢

-子宫韧带并游离腹膜，以便将卵巢从骨盆

中游离出来。 

图2. 用不可吸收缝线把卵巢固定在侧腹壁

上。卵巢下缘用金属夹标记以便放射肿瘤

学家确定卵巢的下缘。 



 
            

               
     

图1. 腹腔镜卵巢转位术中图像。分离卵巢-子宫韧带并游离腹膜，以便将卵巢从骨盆中游离出来



  
               
               

       
图2. 用不可吸收缝线把卵巢固定在侧腹壁上。卵巢下缘用金属夹标记以便放射肿瘤学家确定卵巢的下缘。



策略（算法）中的
缩写：
REI=生殖内分泌与
不孕
COS=控制性卵巢刺
激

育龄女性诊断结直肠癌

咨询生殖医生确定盆腔放疗和化
疗的作用以及是否有怀孕的意愿

期望生育保护 无生育保护意愿

早期REI咨询

促性腺激素COS 如果延误COS治疗，
考虑冻存卵巢组织

胚胎冻存 卵母细胞冻存

如果计划行盆腔放疗，
考虑行卵巢转位术保
留生育及内分泌功能

结束癌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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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力保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在过去二

十年已经取得一些重要进展。正如 Chae-

Kim和 Hayslip在文章里描述的，由于结

直肠癌治疗的并发症，很多育龄期妇女

（有时候也可能是儿童）要面临失去生育

力的风险。尽管最近更新的 ASCO指南中

我们已经对癌症患者的生育力保存进行了

概述，在那以后还有一些进展值得在此回

顾。 

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卵巢刺激以获

得卵母细胞或胚胎用于冷冻保存，卵巢组

织冷冻保存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用于冷冻

保存的卵巢组织通常是通过微创腹腔镜手

术来采集，而无需事先进行卵巢刺激。既

往该技术被认为是实验性的，但最近美国

生育医学协会已经将该技术列为成熟的手

术操作。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最近发现该

技术可以提高怀孕和生育力保存的比例。

我们最近的荟萃分析发现全世界范围内，

在癌症治疗前冷冻保存卵巢组织并在治疗

后移植的妇女中大约40%能够至少生育一 

 

个孩子。我的团体在1999年进行了世界首

例冷冻卵巢组织移植手术，从那以后，已

经有数百名孩子因该技术而诞生。目前，

在机器人手术和新生血管化支架的帮助

下，根据我们的经验，手术成功率可以近

乎100%。这些病例中约2/3可以实现自然

怀孕而无需辅助生殖技术。虽然这一成功

率主要是在＜30岁的冻存卵巢组织的女性

中实现的，但它超过了标准的辅助生殖技

术所能达到的成功率。因此，以自体移植

为目的的卵巢组织冻存技术目前已经被广

泛接受。 

另一个新领域是BRCA基因胚系突变与癌症

风险和卵巢功能衰退的关系。新近的研究

数据提示BRCA1基因突变可能与罹患结直

肠癌的风险相关。我们发现女性若存在

BRCA1突变，其卵巢储备功能较差，化疗

后可能失去很大一部分卵巢储备。因此，

对于BRCA1突变的女性，我们应更加重视

其生育力保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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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在治疗年轻结直肠癌患者的医生，我

们有以下实用建议： 

 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所有年轻男女病

患，应及时将他们转诊给专业的生殖

内分泌学家；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且无医学禁忌证，

可在为期大约2周的卵巢刺激后经阴

道采集卵母细胞，并进行卵母细胞或

胚胎冷冻保存； 

 根据新的灵活的卵巢刺激方案（开始

时间随机），没有必要等待月经开

始；患者可以马上开始卵母细胞或胚

胎冷冻保存的相关治疗； 

 如果距离癌症治疗开始时间非常短或

患者尚未性成熟，可通过腹腔镜手术

采集卵巢组织行冷冻保存，以备将来

自体移植； 

 如果癌症相关治疗仅涉及盆腔区域的

放疗，可将卵巢移出盆腔；但由于辐

射散射、血管扭转及卵巢再移位，该

手术并非总能成功。如果情况允许，

我们总是推荐使用多一套生育力保存

方案； 

 青春期后男性可行精子冷冻保存；仅

一次标本采集已经足够，因为使用卵

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的体外授精技

术只需要很少精子； 

 对于青春期前的男孩，可使用睾丸冷

冻保存技术。但是，该技术目前还是

实验性的，尚无成功的睾丸移植案例

报道；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诱导的抑

制作用在男女患者中均无保存生育力

的作用。 

（陈致奋 译，赖思聪 窦若虚 审） 

 

补充数据内容 
进一步阅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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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引用格式：Chae-Kim J, Hayslip CC. Fertility and Endocrine   
  Preserv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Women.
  Dis Colon Rectum. 2020;63:72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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