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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绝经管理与绝经激素治疗指南 ( 2018) 》由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经学组的全体专家在 2012 版指

南基础上修订，并采纳了国内相关学术领域专家的修改意见，旨在指导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优化绝经过渡期及绝经后妇女的

健康管理。本指南综合了本领域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也借鉴了近几年全球各大绝经学会相应指南中的重要信息，并纳入了

证据水平和建议等级; 保留了 2012 版指南中的规范绝经激素治疗 ( 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MHT) 诊疗流程，并有所

改进; 增加了绝经的分期系统———生殖衰老研讨会分期+10，便于理解生殖衰老过程的临床、生物学、内分泌变化; 肯定

了 MHT 的最佳适应证是治疗血管舒缩症状 ( vasomotor symptoms，VMS) 、生殖泌尿道萎缩相关问题和预防绝经相关的低骨

量及骨质疏松症。MHT 的风险取决于药物类型、剂量、使用时间、管理方式、启动时间以及是否使用孕激素。MHT 应依

据现有最好的证据个体化进行，定期重新评估是否继续或停止 MHT，以获得最大收益及最小风险。对年龄小于 60 岁或绝

经 10 年内无 MHT 禁忌证的妇女，针对 VMS、骨量丢失和骨折，启动 MHT 治疗的收益风险比最高。只要无禁忌证，早发

性卵巢功能不全患者应给予激素补充治疗至普通女性自然绝经的平均年龄，之后按照绝经后 MHT 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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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guideline has been announced by experts of Menopause Group，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Branch，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on menopause management and 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 ( MHT ) to
help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 optimizing their management of transitionally menopausal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New results on MHT and menopause management after 2012 as well as all of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main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were reviewed． Levels of evidence and grades of recommendations were also in-
cluded． The standardized MHT flowchart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retained and improved from the last ver-
sion． The menopause staging system，Stages of Ｒeproductive Aging Workshop +10 ( STＲAW+10) ，was added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n clinical，biological，and endocrine changes in the reproductive aging process for
doctors in this field． Vasomotor symptoms ( VMS) ，genitourinary syndrome of menopause，and preven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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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opause-related low bone mass and osteoporosis were reconfirmed as the indications for MHT． The risks of MHT
depend on types，dosages，time of use，management，start-up time，and whether progesterone is used． To maxi-
mize the benefits and minimize the risks，MHT should be individualized based on the updated evidence，and the
benefit-risk ratio should be reassessed annually． For women within 10 years after menopause，or younger than 60
years old with no contraindications，MHT for the treatment of VMS and prevention of bone loss and fractures has
the most favorable benefit-risk ratio． 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 patient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hormone re-
placement therapy till the average age of natural menopause and followed by the postmenopausal MHT．
【Key words】 guideline; menopause; 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vasomotor symptoms;

breast cance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ognition; genitourinary syndrome of menopause
Med J PUMCH，2018，9( 6) : 512－525

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竭。伴随卵巢功能的

衰退，女性会出现多种绝经相关症状、组织萎缩退

化和代谢功能紊乱，导致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随

着人类寿命的延长，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已成为

女性生命周期中最长的一个阶段，需要对该阶段女

性进行全面 生 活 方 式 指 导 和 健 康 管 理，包 括 饮 食、
运动、控烟、限酒等，并指导适宜人群开展绝经激

素治疗 ( 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MHT) ，或对非

适宜人群采用非激素治疗，以缓解更年期相关症状，

提高和改善其生命质量。
MHT 是针对卵巢功能衰竭而采取的一种治疗措

施。经过多年实践证实，科学应用 MHT 可有效缓解

绝经相关症状，绝经早期使用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预

防老年慢性疾病的发生［1-2］。
为使国内各级医师更好地开展绝经管理并指导

治疗，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经学组基于国内

外最新循证医学结果和最佳证据，参考国际最新相

关指南，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在 2012 年修订的 《绝

经期管理与激素补充治疗临床应用指南》［3］基础上，

经多次讨论修改，制定本指南。本指南中应用的证

据水平和建议等级来自英国皇家学院 UK Green TOP
指南［4］。

1 绝经的诊断和分期

1. 1 诊断

绝经是指月经永久性停止，属回顾性临床诊断。
40 岁以上女性末次月经后 12 个月仍未出现月经，排

除妊娠后则可临床诊断为绝经。绝经的真正含义并非

指月经的有无，而是指卵巢功能的衰竭。单纯子宫切

除的妇女，虽然不再有月经来潮，如卵巢功能正常，

则不属于绝经范畴。

1. 2 分期

随着临床和科研的深入，需对生殖衰老过程进一

步细分。2011 年发表的 “生殖衰老研讨会分期+10”
( Stages of Ｒeproductive Aging Workshop + 10，STＲAW+
10) 是目前公认的生殖衰老分期金标准 ［B］［5］。该

分期系 统 将 女 性 生 殖 衰 老 分 为 3 个 阶 段: 生 育 期、
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每个阶段又进一步划分为

早期 和 晚 期; 生 育 期 增 加 了 峰 期，用 阿 拉 伯 数 字

－5～ +2 表示; 生育期晚期和绝经后期早期进一步细

分为 2 ～ 3 个亚阶段，采用阿拉伯数字后加英文字母

a、b、c 表示，故整个生殖衰老分期由 10 个特定阶

段构成 ( 图 1) 。
生殖衰老分期系统的主要标准是月经周期长度改

变。进入绝经过渡期早期 ( －2) 的标志是月经周期长

短不一 ( 即月经紊乱) ，10 次月经周期中有 2 次或以

上发生邻近月经周期改变≥7 d; 进入绝经过渡期晚期

( －1) 的标志是月经周期≥60 d，且卵泡刺激素 ( fol-
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 ≥25 U /L。绝经后期

早期的 + 1a 阶 段 为 最 终 月 经 ( final menstrual period，

FMP) 后的 1 年，+1a 结束方能明确绝经; +1b 为+1a
后 1 年; 在+1a 和+ 1b 阶 段，激 素 水 平 仍 然 波 动 较

大; 进入+1c 阶 段，FSH 稳 定 升 高，雌 二 醇 持 续 维

持在低水平。+2 期为绝经后期晚期，此阶段女性健

康问题更多体现在各种组织器官退行性改变导致的

各种疾病，包括骨质疏松症、心脑血管疾病、认知

功能障碍等。
需注意的是，STＲAW+10 分期标准适用于大多数

女性，但不适用于多囊卵巢综合征、早发性卵巢功能

不全 ( 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POI) 、子宫内膜

切除和子宫切除、慢性疾病及化疗影响了卵巢功能的

女性，这些情况下应采用内分泌指标和窦卵泡计数等

支持标准确定其生殖衰老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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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殖衰老研讨会分期+10 系统

FSH: 卵泡刺激素; AMH: 抗缪勒氏管激素; * 在周期第 2～5 天取血; ＊＊依据目前采用的国际垂体激素标准的大致预期水平

2 绝经健康管理策略和绝经激素治疗的指

导原则

2. 1 绝经健康管理策略

卵巢功能衰退是女性衰老的突出表现，女性将

经历月经改变直至绝经，并伴随多种绝经相关症状。
绝经对 心 血 管、骨 骼、认 知 会 产 生 持 续 不 良 影 响，

需对绝经女性开展全面健康管理，包括每年健康体

检、推荐合理饮食、增加社交脑力活动和健康锻炼。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别大，结合各地的饮食习惯，

建议全谷物纤维、足量蔬菜和水果、每周 2 次鱼类

食品、控糖 ( ≤50 g /d) 、少油 ( 25 ～ 30 g /d) 、限盐

( ≤6 g /d) 、限酒 ( 酒精量 ≤15 g /d) 、戒烟，足量饮

水 ( 1500～1700 ml /d) ［6］。每日规律有氧运动，每周

累计 150 min，另加 2 ～ 3 次抗阻运动，以增加肌肉量

和肌力 ［B］。
2. 2 绝经激素治疗指导原则［1-3，7-9］

2. 2. 1 MHT 属医疗措施，启动 MHT 应在有适应证、
无禁忌证、女性本人有通过 MHT 改善生活质量的主

观意愿前提下尽早开始 ［A］。

2. 2. 2 绝经过渡期女性与老年女性使用 MHT 的风险

和获益不同。对年龄＜60 岁或绝经 10 年内、无禁忌证

的女 性，MHT 用 于 缓 解 血 管 舒 缩 症 状 ( vasomotor
symptoms，VMS) 、减缓骨量丢失和预防骨折的获益风

险比最高 ［A］。
2. 2. 3 不推荐仅为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病

目的而采用 MHT。雌激素缺乏后尽早开始 MHT 可使

女性获得雌激素对心血管和认知的保护 ［A］。
2. 2. 4 有子宫的女性在补充雌激素时，应加用足量

足疗程孕激素以保护子宫内膜; 已切除子宫的妇女，

通常不必加用孕激素 ［A］。
2. 2. 5 MHT 必须个体化。根据治疗症状的需求、获

益 /风险评估、相关检查结果、个人偏好和治疗期望

等因素，选 择 性 激 素 的 种 类、剂 量、配 伍、用 药 途

径、使用时间 ［A］。
2. 2. 6 接受 MHT 的女性每年至少接受一次全面获益 /
风险评估，包括绝经症状评分、新发疾病筛查、全面

体检、必要的检查检验，讨论生活方式和防控慢病策

略，根据评估结果个体化调整 MHT 方案。目前尚无

证据支持限制 MHT 应用的时间，只要获益 /风险评估

结果提示获益大于风险则可继续使用 MH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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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7 不推荐乳腺癌术后患者使用 MHT ［B］。
2. 2. 8 仅为改善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 ( genitourinary
syndrome of menopause，GSM) 时建议首选阴道局部雌

激素治疗; 当口服或经皮 MHT 不能完全改善生殖泌

尿道局部症状时，可同时加用局部雌激素治疗 ［A］。
2. 2. 9 绝经后腹部脂肪增加与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

［B］。雌激素治疗可减少绝经后腹部脂肪堆积，减少

总体脂肪量，改善胰岛素敏感度，降低 2 型糖尿病的

发病率 ［A］。

3 绝经激素治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3. 1 适应证

不同年龄女性启动 MHT 获益不同，推荐在卵巢

功能衰退后尽早启动。对于 POI 患者，只要无禁忌

证，建议行 MHT。
3. 1. 1 绝经相关症状

月经紊乱、潮热、多汗、睡眠障碍、疲倦、情绪

障碍 ( 如 易 激 动、烦 躁、焦 虑、紧 张、低 落 ) 等

［A］。
3. 1. 2 生殖泌尿道萎缩相关问题 ( GSM)

阴道干涩，外阴阴道疼痛、瘙痒，性交痛，反复

发作的萎缩性阴道炎，反复下尿路感染，夜 尿、尿

频、尿急等 ［A］。
3. 1. 3 低骨量及骨质疏松症

存在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及绝经后骨质疏松

症。MHT 可作为预防 60 岁以下及绝经 10 年以内女性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一线选择 ［A］。
3. 2 禁忌证

( 1) 已知或怀疑妊娠;

( 2) 原因不明的阴道出血;

( 3) 已知或可疑患乳腺癌;

( 4) 已知或可疑患性激素依赖性恶性肿瘤;

( 5) 最近 6 个月内患活动性静脉或动脉血栓栓塞

性疾病;

( 6) 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 7) 血卟啉症、耳硬化症;

( 8) 现患脑膜瘤 ( 禁用孕激素) 。

4 绝经激素治疗的慎用情况

慎用并非禁用，在应用前和应用过程中应咨询

相应专业医生，共同确定应用 MHT 的时机和方式，

同时采 取 比 常 规 随 诊 更 为 严 密 的 措 施，监 测 病 情

进展。
4. 1 子宫肌瘤

子宫切除术后或肌瘤剔除术后的女性可行 MHT。
保留子宫行 MHT 者，肌瘤＜3 cm 安全性较高，＞5 cm
风险可能会增大，肌瘤 3 ～ 5 cm 者应根据患者情况综

合判断。对肌瘤而言，雌激素口服比经皮更安全，替

勃龙比雌 孕 激 素 连 续 联 合 疗 法 ( estrogen progestogen
therapy，EPT) 更安全［3，7，10］。
4. 2 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自然绝经后需 MHT 者，建

议使用 EPT 或替勃龙治疗，不建议使用序贯疗法，雌

激素应使用最低有效剂量。严重子宫内膜异位症行子

宫及双侧附件切除后的患者，如需 MHT，建议使用雌

孕连续联合激素方案或替勃龙治疗至少 2 年后再改为

单用雌激素［11］。
4. 3 子宫内膜增生症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的治疗原则是子宫切除。无

不典型子宫内膜增生症须在治疗完全逆转后，才可考

虑 MHT。EPT 对保留子宫的女性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全子宫切除术后是否需联合使用孕激素尚无明确证

据。所有患者均应密切随访，有子宫者定期行子宫内

膜活检术［12］。
4. 4 血栓形成倾向

所有绝经后女性开始 MHT 前均需对血栓形成的

危险因素、血栓栓塞病史及家族史进行详细了解和评

价，具有阳性病史者建议专科就诊咨询，必要时行易

栓症相关筛查。经皮雌激素的血栓风险显著低于口服

雌激素［13-14］。
4. 5 胆囊疾病

MHT 可能促进胆囊结石的形成，增加胆囊手术风

险。经皮雌激素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性［15］。
4. 6 系统性红斑狼疮

雌激素在系统性红斑狼疮 ( systemic lupus erythe-
matosus，SLE) 的病理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SLE
患者更容易出现卵巢早衰和骨质疏松。已有证据提示

SLE 活动期患者不适合 MHT，病情稳定或处于静止期

者可在严密观察下行 MHT。此外，SLE 患者有更高的

血栓形成风险，应用经皮雌激素可减少血栓形成［16］。
4. 7 乳腺良性疾病及乳腺癌家族史

影像检查提示的乳腺增生并非病理性改变，不是

MHT 的禁忌证。组织学诊断的乳腺增生，尤其非典型

增生，需咨询专科医生是否可行 MHT。其他乳腺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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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包括脂肪坏死、乳腺纤维瘤、乳管乳头状瘤的乳

腺癌风险尚不确定［17］。
大多数乳腺癌是散发的，并无家族聚集性。MHT

不会进一步增加有乳腺癌家族史女性乳腺癌的风险，

也不会增加卵巢切除术后 BＲCA1 或 BＲCA2 基因突变

女性的乳腺癌风险［18］。
4. 8 癫痫、偏头痛、哮喘

MHT 中雌激素剂量的增加与癫痫发作频率增加相

关［4］。先兆偏头痛是卒中高危因素，雌激素对偏头痛

的作用与其血清浓度波动密切相关。血清雌二醇水平

波动可能影响女性患者哮喘发作的严重程度，使用经

皮雌激素或 EPT 可能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5 绝经激素治疗常用药物和方案

5. 1 常用口服药物

5. 1. 1 雌激素

天然雌激素: 17β-雌二醇、戊酸雌二醇、结合雌

激素。
5. 1. 2 孕激素

5. 1. 2. 1 天然孕激素: 微粒化黄体酮。
5. 1. 2. 2 合 成 孕 激 素: 地 屈 孕 酮、17ɑ-羟 孕 酮 衍

生物 ［如醋酸甲羟孕酮 (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MPA) ］、19-去甲睾酮衍生物 ( 如炔 诺 酮、醋 酸 炔

诺酮、左炔诺孕酮、地诺孕素 ) 、19-去甲孕 酮 衍 生

物 ( 如诺美孕酮) 、螺内酯衍生物 ( 如屈螺酮) 等。
地屈孕酮是最接近天然的孕激素，对乳腺刺激较

小。屈螺酮具有较强的抗盐皮质激素作用和一定的抗

雄激素作用。
推荐应用天然雌激素、天然或最接近天然的孕激

素 ［A］。
5. 1. 3 雌、孕激素复方制剂

5. 1. 3. 1 雌、孕激素序贯制剂

雌二醇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 每盒 28 片，前 14 片

仅含雌二醇，后 14 片每片含雌二醇及 10 mg 地屈孕

酮。因雌二醇含量不同分为两种剂型 1 /10 和 2 /10，

1 /10 中每片含 1 mg 雌二醇，2 /10 中每片含 2 mg 雌

二醇。
戊酸雌二醇 /戊酸雌二醇醋酸环丙孕酮片: 每盒

21 片，前 11 片每片含 2 mg 戊酸雌二醇; 后 10 片每片

含 2 mg 戊酸雌二醇及 1 mg 醋酸环丙孕酮。
5. 1. 3. 2 雌、孕激素连续联合制剂

雌二 醇 /屈 螺 酮 片: 每 盒 28 片，每 片 含 雌 二 醇

1 mg和屈螺酮 2 mg。
5. 1. 4 替勃龙

替勃龙有效成分为 7-甲基-异炔诺酮，属于组织选

择性雌激素活性调节剂，2. 5 mg /片。口服后在体内代

谢后产生较弱的雌激素、孕激素和雄激素活性，对情

绪低 落 和 性 欲 低 下 有 较 好 的 效 果，不 增 加 乳 腺 密

度［19］ ［A］。
5. 2 常用非口服药物

5. 2. 1 经皮雌激素

雌二醇凝胶，每 2. 5 g 含雌二醇 1. 5 mg，每日经

皮涂抹; 半水合雌二醇皮贴，每贴每日释放 17β-雌二

醇 50 μg，每周更换 1 次。
雌激素经皮给药避免了口服的肝脏首过效应，减

少了对肝脏合成蛋白质及凝血因子生成的影响。相对

于口服，经皮雌激素的静脉血栓、心血管事件、胆囊

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改善性欲的作用更优［14］ ［A］。
5. 2. 2 经阴道雌激素

雌三醇乳膏: 每克乳膏含雌三醇 1 mg; 普罗雌

烯阴道胶丸: 每粒含普罗雌烯 10 mg; 氯喹那多-普
罗雌烯阴道片: 每片含普罗雌烯 10 mg 和氯喹那多

200 mg; 结合雌激素软膏: 每克软膏含结合雌激素

0. 625 mg。
雌三醇对子宫内膜刺激小，对血浆雌二醇水平

基本无影响; 普罗雌烯属于严格局部作用的雌激素，

不吸收入血，不刺激子宫内膜增生; 结合雌激素可

轻度升 高 血 浆 雌 二 醇 水 平，对 子 宫 内 膜 作 用 亦 为

轻度。
5. 2. 3 左炔诺孕酮宫内系统 ( levonorgestrel intrauter-
ine system，LNG-IUS)

含 LNG 52 mg，每日向宫腔释放 LNG 20 μg，维持

5 年。LNG 使子宫内膜腺体萎缩、间质蜕膜化、内膜

变薄，可预防和治疗子宫内膜增生［12］ ［A］，亦可用

于 MHT 的子宫内膜保护［20］ ［C］。
5. 3 具体方案

5. 3. 1 单孕激素补充方案: 适用于绝经过渡期早期，

调整卵巢功能衰退过程中的月经问题。
5. 3. 1. 1 口服: 地屈孕酮 10 ～ 20 mg /d 或微粒化黄体

酮 200～300 mg /d 或醋酸甲羟孕酮 4～ 6 mg /d，于月经

或撤退性出血的第 14 天起，使用 10～14 d。
5. 3. 1. 2 宫腔内放置: LNG-IUS，尤其适合于有子宫

内膜增生的患者。
5. 3. 2 单雌激素补充方案: 适用于子宫已切除的妇

女，通常连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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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2. 1 口服: 戊酸雌二醇 0. 5 ～ 2 mg /d、或 17β-雌
二醇 1～2 mg /d、或结合雌激素 0. 3～0. 625 mg /d。
5. 3. 2. 2 经皮: 半水合雌二醇贴 0. 5～1 帖 /7 d; 或雌

二醇凝胶 0. 5～1 计量尺 /d，涂抹于手臂、大腿、臀部

等皮肤 ( 避开乳房和会阴) 。
5. 3. 3 雌孕激素序贯方案: 适用于有完整子宫、围

绝经期或绝经后仍希望有月经样出血的妇女。
5. 3. 3. 1 连续序贯: 在治疗过程中每天均用药。可采

用连续序 贯 复 方 制 剂: 雌 二 醇 /雌 二 醇 地 屈 孕 酮 片

( 1 /10 或 2 /10) 1 片 /d，共 28 d; 也可连续用口服或

经皮雌激素 28 d，后 10～14 d 加用孕激素。
5. 3. 3. 2 周期序贯: 在治疗过程中每周期有 3～7 d 不

用任何药物。可采用周期序贯复方制剂戊酸雌二醇片

/雌二醇环丙孕酮片，1 片 /d，共 21 d; 也可采用连续

用口服或经皮雌激素 21 ～ 25 d，后 10 ～ 14 d 加用孕激

素，然后停药 3～7 d，再开始下一周期。
5. 3. 4 雌、孕激素连续联合方案: 适用于有完整子

宫、绝经后不希望有月经样出血的妇女。可每天采用

雌激素 ( 口服或经皮) 加孕激素，连续给药; 也可采

用复方制剂如雌二醇 /屈螺酮片 1 片 /d，连续给药。
5. 3. 5 替勃龙: 1. 25～2. 5 mg /d，连续应用。

5. 3. 6 阴道局部雌激素的应用: 可使用雌三醇乳膏、
普罗雌烯阴道胶丸或霜、结合雌激素软膏，1 次 /d，

连续使用 2 周，症状缓解后改为 2 次 /周。短期 ( 3～ 6
个月) 局部应用雌激素阴道制剂，无需加用孕激素

＜1+＞，但缺乏超过 1 年使用的安全性数据，长期使用

者应监测子宫内膜。

6 规范绝经激素治疗诊疗流程［21］

6. 1 总体诊疗流程

首先评估拟采用 MHT 患者的适应证、禁忌证和

慎用情况。有适应证、无禁忌证、慎用情况控制良好

者可予以 MHT; 存在禁忌证，或慎用情况尚未控制但

急需治疗绝经相关症状者，给予非激素治疗。所有接

受 MHT 的女性应同时进行健康指导。原则上不推荐

女性 60 岁以后或绝经 10 年以上开始启用 MHT。MHT
应用中应定期随访，并评估风险和利弊，个体化调整

MHT 方案 ( 图 2) 。
6. 2 更年期门诊初次接诊流程

接诊流程包括病史采集，经查体和必要的辅助

检查以判断就诊对象的绝经状态，并进行医学处理

图 2 MHT 临床规范诊疗流程

MHT: 绝经激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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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基本临床检查 ( 图 3) 。初次接诊的重要目的是

判断是否有 MHT 的 适 应 证，是 否 存 在 禁 忌 证 和 /或
慎用情况。
6. 3 方案选择

对所有患者进行更年期健康指导。拟接受 MHT
的患者，根据患者本人的意愿和病情特点，如子宫、
全身或局部症状的个体化差异，风险和利弊评估结

果，选择恰当的个体化 MHT 方案; 不可或不愿接受

MHT 的患者，推荐非 MHT 疗法 ( 图 4) 。

6. 4 复诊和随访

MHT 的定期随诊非常重要。复诊的主要目的在于

了解治疗效果，解释可能发生的乳房胀痛和非预期出

血等副反应，关注 MHT 获益和风险，个体化调整方

案，鼓励适宜对象坚持治疗。MHT 的使用期无特殊限

定，可按个体情况和本人意愿调整 MHT 方案或改变

治疗策略，年长女性应更谨慎评估 MHT 风险和关注

不良事件。只要获益大于风险，鼓励坚持规范用药，

定期随访 ( 图 5) 。

图 3 更年期门诊初次接诊流程

FSH: 同图 1; MHT: 同图 2; TSH: 促甲状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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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绝经激素治疗方案选择策略

MHT: 同图 2

7 绝经激素治疗的长期获益与风险

7. 1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绝经后由于雌激素缺乏，骨转换增加，骨吸收大

于骨形成致骨量丢失加速，导致骨质疏松症发生风险

明显增加。MHT 通过抑制破骨细胞活动和降低骨转化

以减缓绝经后女性骨量丢失，对于绝经前后启动 MHT
的女性，可获得骨质疏松性骨折一级预防的好处［2，22］

［A］。
7. 2 心脑血管疾病

对于年龄＜60 岁、绝经 10 年内且无心血管系统

疾病的绝经期女性启用 MHT 不增加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 ( 下文简称冠心病) 和卒中的风险，且

能够降低冠心病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 ［A］; 对于年

龄≥60 岁、绝经超过 10 年的女性，MHT 增加冠心病

和卒中风险，缺血性卒中发生风险可能轻度增加，但

与出血性卒中无相关性［23］ ［A］。低剂量经皮雌激素

( ＜50 μg /d) 不增加卒中风险［24］ ［B］。不建议单纯

为预防冠心病启动 MHT ［A］。近几年的随机临床试

验，如 DOPS［25］、KEEPS［26］、ELITE［27］，证实了绝经

早期启 用 MHT 是 可 降 低 心 血 管 损 害 并 可 能 获 益 的

“机会窗”＜1+＞。
MHT 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 ( venous thromboembo-

lism，VTE) 的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且与肥胖程

度呈正相关。口服 MHT 增加 VTE 事件风险，有 VTE
个人史的女性禁用口服雌激素治疗 ［A］。经皮雌激素

不增加 VTE 的风险＜2++＞，有 VTE 高风险 ( 包括体

质量指数＞30 kg /m2、吸烟、易栓症家族史) 的女性，

经皮雌 激 素 可 能 更 安 全［24］ ［B］。某 些 孕 激 素，如

MPA，导致 VTE 风险增大 ［C］。
7. 3 中枢神经系统

MHT 可改善与绝经相关的轻中度抑郁症状＜1++＞。
及早开始 MHT 对降低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风险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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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绝经激素治疗复诊与随访

MHT: 同图 2

特别是手术绝经的女性［28］ ［B］。＞60 岁或绝经 10 年

以上才启用 MHT 会对认知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增加

痴呆风险＜1+＞。MHT 可能会增加癫痫患者的发作频

率＜1－～2－＞，与帕金森病风险无关 ［B］，对偏头痛、
多发性硬化症的影响尚不确定 ［B］。
7. 4 2 型糖尿病

雌激素可增加胰岛素敏感度［29］，提高碳水化合

物的代谢，有助于血糖控制，可减少或延缓发展为 2
型糖尿病。雌激素口服与经皮给药相比，能更大程

度减少糖尿病的发展，尤其在绝经 10 年内受益更明

显，但不提 倡 MHT 用 于 预 防 2 型 糖 尿 病［30］ ［A］。
糖尿病患者冠心病风险发生率高，应用 MHT 时需加

强监护，血糖控制不佳者，应慎重权衡 MHT 的利弊

［B］。
7. 5 绝经后肌肉骨关节症状

绝经后肌肉骨关节症状是常见躯体症状，表现为

肩、颈腰背部肌肉和肌腱疼痛; 关节症状主要表现为

肩、膝，腰骶关节和手指关节等部位的疼痛，常伴有

骨关节炎。雌激素缺乏与骨关节炎发生有一定关系，

MHT 能够减少软骨的降解和关节替代手术＜1+＞。

7. 6 肌肉减少

肌肉减少症 ( 下文简称肌少症) 是一种以进行性

骨骼肌质量减少和力量降低、功能下降为特征，进而

引起相关衰弱、跌倒、残疾等不良事件的综合征。研

究表明，体内性激素水平降低可能是肌少症发生的关

键机制之一［31］。睾酮和雌激素水平下降加速肌肉减

少及骨骼肌质量下降。对绝经后女性应用 MHT 可预

防女性肌少症的发生［32］ ［B］。
7. 7 乳腺癌

MHT 引起的乳腺癌风险很小，治疗结束后风险逐

渐降低［33］ ［B］。乳腺癌风险增加主要与 MHT 方案中

添加的合成孕激素有关，并与孕激素应用的持续时间

有关［34］。天然孕激素和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优

化了对代谢和乳腺的影响。与合成孕激素相比，微粒

化黄体酮或地屈孕酮导致乳腺癌的风险可能更低［35］。
现有数据显示，口服和经皮雌激素给药途径之间的乳

腺癌风险并无差异［36］＜2+＞。
7. 8 子宫内膜癌

有子宫的女性，MHT 方案中应加用足量及足疗程

的孕激素以保护子宫内膜 ［A］。连续联合方案对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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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癌最有效，MHT 序贯方案中

孕激素的使用时间不应短于 10～14 d［37］ ［A］。
7. 9 宫颈癌

随机对照研究 ( WHI 和 HEＲS) 显示，使用 MHT
不增加 宫 颈 癌 的 风 险 ［A］。长 期 队 列 研 究 结 果 类

似［38］ ［B］。
7. 10 卵巢癌

根据现有数据，MHT 与卵巢癌的风险关系仍不明

确［39-40］ ［B］。
7. 11 肺癌

WHI 和观察性研究提示: 单用雌激素或 EPT 均不

增加肺癌的发病率 ［A］; EPT≤5 年，对所有类型肺

癌有保护性作用; 任何方案 MHT 治疗 5 ～ 10 年，对非

小细胞肺癌有保护性作用; EPT≥10 年的吸烟者肺癌

风险增加 ［B］; EPT 肺癌的死亡风险较高，但不增加

50～59 岁妇女的肺癌死亡率［41-42］。
7. 12 结直肠癌

MHT 可降低结直肠癌发生风险［43-44］＜2++＞。3 项

荟萃分析结果显示，MHT 停止 4 年后仍然对结直肠癌

风险降低具有有益的作用［45-46］ ［A］。
7. 13 上消化道癌

MHT 与肝细胞癌之间无明确相关性［47］。MHT 可

能降低胃癌发生的风险［48］。MHT 是否增加胆囊癌、
食管癌发生风险目前仍有争议［49］ ［C］。

8 绝经相关症状的治疗策略

8. 1 血管舒缩症状

8. 1. 1 MHT: 对于无禁忌证的女性，雌激素是治疗

VMS 最有效的措施，同时可改善睡眠障碍、情绪不稳

定等 绝 经 症 状，提 高 绝 经 女 性 健 康 相 关 的 生 活 质

量［50-51］ ［A］。
8. 1. 2 非 MHT: 主要用于有 MHT 禁忌证和对 MHT
有顾虑不愿意使用者。
8. 1. 2. 1 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选择性 5-羟
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双重再摄取抑制剂、可乐定对缓

解 VMS 有一定效果，但不能作为 MHT 替代方案，可

用于有 MHT 禁忌证的女性［52］ ［A］。加巴喷丁对 VMS
有效，但副作用较前述药物多［53］ ［B］。
8. 1. 2. 2 经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研 究 证 实，某 些 中 成 药

( 如香芍颗粒［54］和坤泰胶囊［55］) 对缓解 VMS 及其他

绝经期症状有效。某些植物药 ( 如黑升麻［56］) 对缓

解 VMS 及其他绝经症状可能有效。这些药物的长期安

全性仍需更多的循证医学研究数据支持 ［C］。
8. 1. 2. 3 生物同质激素: 指具有与内源性激素相同分

子结构的合成的外源性激素。尚无有力的证据支持该

类激 素 制 剂 的 安 全 性 及 有 效 性，不 推 荐 使 用［7，57］

［B］。
8. 1. 2. 4 植物雌激素: 常见的有大豆异黄酮。该类激

素疗效尚存在争议，且缺乏长期的安全性研究数据，

不推荐使用［58］。
8. 1. 2. 5 其他: 正念减压疗法、星状神经节阻滞、针

灸、催眠等可能起到辅助治疗作用［59-60］ ［B］。
8. 2 泌尿生殖系统症状

GSM 包括与绝经雌激素缺乏相关的外阴、阴道、
尿道和膀胱症状与体征。生殖道症状包括生殖道干

燥、烧灼、刺激，阴道润滑缺乏导致的性问题 和 疼

痛。泌尿道症状包括尿急，尿痛和反复泌尿系感染。
雌激素对 GSM 治疗最有效。
8. 2. 1 对 于 以 GSM 为 主 的 绝 经 后 女 性: 若 无 系 统

MHT 禁忌证，首选阴道局部雌激素治疗［61］; 若有系

统 MHT 禁忌证或生殖泌尿道萎缩症状，首选润滑剂

和湿润剂治疗，若无效，可在严密观察下短期选择阴

道局部雌激素治疗［62］ ［A］。
8. 2. 2 全 身 症 状 明 显 同 时 合 并 GSM 者，系 统 应 用

MHT 可使 GSM 得到缓解; 若缓解不明显，可在系统

应用 MHT 的同时阴道局部应用低剂量雌激素［63］。
8. 2. 3 阴道局部雌激素治疗可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

的次数［64］＜1+＞。
8. 2. 4 不推荐使用系统 MHT 治疗压力性尿失禁［65］

［A］。
8. 2. 5 膀 胱 过 度 活 动 症 ( overactive bladder，OAB )

是一种以尿急症状为特征的症候群，常伴有尿频和夜

尿症状，伴或不伴急迫性尿失禁。阴道使用雌激素对

改善尿急、尿频症状有优势＜2+＞，推荐抗胆碱能药物

与局部雌激素联合使用作为治疗绝经后女性 OAB 的一

线药物［66］，同时结合生活方式改变及膀胱训练 ［A］。
补充雌激素常与盆底锻炼、子宫托、盆底手术联

合使用，改善胶原合成和阴道上皮萎缩症状，但在子

宫脱垂治疗有效性方面缺乏证据。
8. 3 绝经女性的性健康和避孕

8. 3. 1 绝经女性的性健康

绝经症状与绝经期妇女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增龄

和性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了绝经期妇女性功能障碍

(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FSD) 发生率增高，心理和

社会因素也有影响［67］ ［B］。绝经期 FSD 的最常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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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是性欲减退，其次是与生殖道萎缩相关的性交困难

和疼痛［68］ ［C］。
8. 3. 1. 1 MHT 可改善轻度至中度 FSD ( 尤其在疼痛

方面) ［69］ ［A］，替 勃 龙 也 对 FSD 具 有 治 疗 价 值［70］

［A］。睾酮治疗可能对性欲和 /或性兴奋缺乏的妇女有

用［71］ ［A］。
8. 3. 1. 2 阴道保湿和润滑剂能够有效治疗轻度至中

度阴道干燥以缓解性交时的不适和疼痛［2］ ［B］。
8. 3. 2 围绝经期避孕

没有具体针对年龄的避孕方法禁忌证。复方口服

避孕药可在避孕同时缓解绝经相关症状，缓解阴道干

涩，但高龄女性使用复方口服避孕药的潜在血栓风险

高于年轻女性 ［C］，选择屏障法避孕更安全。孕激素

宫内缓释系统 ( LNG-IUS) 长效、可逆，可提供围绝

经期的高效避孕 ( 失败率＜1%) ，还可为 MHT 提供子

宫内膜保护作用［72］ ［A］。不推荐绝经后女性使用复

方口服避孕药代替 MHT，复方口服避孕药更高的雌激

素活性可能导致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增加 ［D］，且对

骨骼的保护作用不及 MHT［72］。

9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

POI 指女性在 40 岁前卵巢功能衰退的临床综合

征，以停经或月经稀发 4 个月、间隔＞4 周，连续 2 次

FSH＞25 U /L 为主要特征［73，74］。40 岁以下和 30 岁以

下女性 POI 的发病率分别为 1%和 0. 1%［75］。由于雌

激素水平下降更早出现，POI 患者低雌激 素 相 关 问

题如骨质疏松、心血管、泌尿生殖道健康问题及认

知功能减退问题风险更大。POI 女性 MHT 获益更多，

风险更小。只要 POI 患者无禁忌证，应给予性激素

补充治疗 (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ＲT) 至普通

女性自然绝经的平均年龄，之后按照 MHT 原则进行

［B］。POI 患 者 年 轻 时 需 要 相 对 较 大 剂 量 的 雌 激

素［76］，推荐剂量为 17β-雌二醇 2 mg /d、结合雌激素

1. 25 mg /d 或经皮雌二醇 75～100 μg /d。由于患者诊断

POI 后仍有 5%的怀孕几率［77］，在 POI 早期有避孕需

求者可考虑短期应用复方口服避孕药 ( compound oral
contraceptives，COCs ) ， 但 不 宜 长 期 应 用。HＲT 与

COCs 相比，对骨骼及代谢更有利［78］＜1－＞。

10 小结

卵巢功能衰退将给女性带来长期健康危害，严重

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绝经管理理应成为妇产科专

业工作者的必然使命。应针对不同需求和不同基础健

康状态，采用最适宜于患者的措施改善相关症状，减

轻由于雌激素缺乏带来的长期不良影响，让绝经过渡

期和绝经后期妇女更具尊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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