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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下肢相对不等长，原因也较多．如一过性髋关节滑膜是、

臀筋膜挛缩、先天性髋脱桩、骨盒倾斜不等长等．本文仅对鲍

对性下肢不等长的外科治疗进行讨论。

下胜不等长的治疗应根据相差长度而分别对待。如相差

不超过2锄者，一般步态尚可不必采用手术；但超过2 cm者．

稍有踱行可酌情惠埘鞋的足艰垫高，即可改善步态：相差超过

4 cm以上者，治疗方法可时较短下肢用肢体支架干骺端截骨

后适渐延长，一般为2mm／d，经连渐机械延长而选到肢体延长

的日的【l'”。这种治疗对发育中患者效果光佳．并且对要求增高

而行双下肢小腿延长者可运用。这种肢体延长术的缺点是治

疗疗程较长，并发症多，病人往往对此顾虑较多[I，I。本组对象

主姜为双下肢相差11．5 cm以下的病例．行一次性肢体均衡

术，即时较短肢体延长11．5／2(5．8 cm)．不存在手术后神经血

管损伤性张力，术后病人未发现有血管神经危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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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经自体颗粒细胞线粒体移植的双胞胎儿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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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要：1名37岁妇女，婚后有2次自然流产史，并发不孕症。来我院2次行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由于胚胎质量差，均未

妊娠。第3周期对患者的5十成熟卵子进行自体颗粒细胞线粒体移植，4个卵子做胞浆内单精子注射。经线粒体移植后

的胚胎质量优于胞浆内单精子注射组。移植3个经线粒体移植后的胚胎，获3胎临床妊娠。妊蛀5周时l例胚胎停育，

其余2胎发育正常。患者在妊娠前后进行了5次丈夫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妊娠30周患者因重度妊高征住院治疗，疗效

不明显．遂于2003年8月6日妊娠32周时行剖官产，娩出发育正常的男女2个新生儿。在新生儿病房治疗后健康出

院。此为我国大陆地区首例经线粒体移植妊娠出生的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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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wins born in Mainland China by autologous granular cell mitochondria transfer

KONG Ling-hong,LIU Zhong，LI Hong,ZHU Liaag,CHEN Shi-lin吕XING Fu-qi

DepartmentofObstetricsandGynecology,NanfangHospital，FirstMilitaryMedicalUniversity，Guaugzhou 510515

China

Abslraet：A 37-year-old WOll2hⅢ1 with the history oftwice spontaneous abortion,who received unfruitful讧口／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0W-ET)for two cycles due to poor emtm：o quati“：,underwent the third cycle for autologom granular

cell mitoehondria transfer of5 matured ooeytes and intraeytoplasmie sperm injeetion 0CSl)in another 4 ooc懈Better ella-

bryoqualitywets resul_teclbytheformertechniquethan却theintter,蛐thatfertilizationwBaehinvedinau恤400cy‰
with the latter operation．Four ofthe 5 ooze8 with mitochondrla tlmasfer were fertilized and developed into normal embITos，

3 ofwhichwc∞sck≈’叫forintntutermeu'amplantatiom Clinicalpregnaneywithtripletswas subsequentlyobtained,butthe

development ofone fetus aceidaatany stopped at thc 6曲week ofpregnancy．The womanreceived five times ofimmunother-

apywithherhusband'sleukoeytesbefore and afterthepregnancy．Attbc 30thweekofpmgnancy,thewomanwas admitted

forwvcIcpregnancy-inducedhypertension syndromethatfailedto respondtoatwo-weektreatmentcour∞．Cesarean stⅫJOll

was subsequently performed and two normal babies，one boy and Olle刚．WC'fe born on August 6th，2003，whom taken

home after care in neonate w矾s．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the birth ofbabies born by autologous granular cell mitochondfia

transfer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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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颗粒细胞线粒体移植是一项新的辅助生殖

技术，是提取患者自身的卵丘颗粒细胞线粒体，通过

显微注射将一定量的线粒体输入到卵胞浆内，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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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质量，提高胚胎种植率。对于治疗因胚胎质量差

而多次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失败的患者有很好的效

果。我院生殖中心在大陆首先开展此项技术。第l例

经自体颗粒细胞线粒体移植的胎儿于2003年8月6

日出生，现报告如下。

l病例资料

患者37岁，婚后3年有2次妊娠，均在妊娠7周

左右因胚胎停止发育，发生自发性流产。患者以不孕

来南方医院生殖中心求治。查夫妇双方染色体均正

常，抗心磷脂抗体和抗自身抗体阴性，封闭抗体阴性。

夫妻双方皆无乙肝、丙肝、梅毒和爱滋病等传染性疾

病。腹腔镜检查盆腔广泛粘连，双侧输卵管不通。丈夫

精液常规检查正常，建议做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

(IVF-ET)治疗。鉴于患者有2次自然流产史+封闭抗

体阴性，同时行异源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免疫治疗是

抽取丈夫15 m1的静脉血，经梯度离心分离淋巴细

胞，注入患者上肢三角肌下缘皮下。在妊娠前后各做

2次治疗2次，6个月内未妊娠者，需加强治疗1次。

第1周期：患者采用长周期超促排卵。果纳芬

(FSH，75 U／支，瑞士雪兰诺药厂)4支×9d。取13个

卵，10个受精，7个2原核，2个l原核，1个3原核。

取卵后第3天移植3个胚胎．分别为：8cⅡ级，7cⅡ

级／6C I级。其余胚胎存在碎片多、停止发育、发育迟

缓和多核现象。移植后12d月经来潮。

第2周期：同样采用长周期超促排卵。先FsH4

支x7d，后FSH／HMG各2支x3d。取14个卵，9个受

精，皆为2原核。取卵后第3天移植3个胚胎。分别

为：8C1I级／8CⅡ级／7C11级。无可冷冻保存胚胎。

第3周期。考虑患者年龄达到37岁，存在胚胎质

量差。有2次胚胎移植失败的经历，建议做自体颗粒

细胞线粒体移植．患者同意。末次月经2002年12月

25日，27日起促排卵，先FSH 5支x7d，后FSH 3支

／mdG2支x3d。取得lO个卵子，9个成熟。5个做线

粒体移植，4个做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操作方法见文

献[1]。即卵丘复合体经透明质酸酶消化，拆除的颗粒

细胞经匀浆后。差速离心提取线粒体，线粒体沉淀用

0．5 Izl的人类输卵管液(美国It-vine Scientific)稀释。

用显微注射针吸取线粒体溶液．长度约1个卵子的直

径．和制动后的精子一并注人卵胞浆内。线粒体组中

5个成熟卵子有4个受精．胚胎发育正常。2003年】

月10日移植3个胚胎，为IOCI级／8CI级／8CI

级，剩余的1个8C I级胚胎冷冻保存。胞浆内单精子

注射组中4个卵子都受精，1个为3原核．胚胎为7C

Ⅲ级／6CII／4CI级，做冷冻保存。患者为3胎妊娠，

其中1胎在妊娠5周时停止发育．其余2胎发育正

常。妊娠30周患者因重度妊高征人院，有双下肢浮

肿，蛋白尿(69 00 mg／24 h)，血压20．0／12．7 kPa。经硫

酸镁等解痉降压治疗后，症状无明显改善。于32周时

剖宫产出生男女2个新生儿．发育正常。体质量分别

为l 500、1 7509。出生后l rainApgar评分分别为9、

8分，5rainApgar评分分别为8、6分。产后即送新生

儿病房，目前情况良好并健康出院。

2讨论

我国台湾的曾启瑞教授Ⅲ在2001年的美国生殖

年会上首次报道了用患者白体颗粒细胞线粒体移植

获临床妊娠的消息。我们中心自2002年7月份开始

对因胚胎质量差反复妊娠失败的患者，或年龄超过

37岁的低反应患者做自体线粒体移植，目前已经做

了17个周期，其中8例妊娠。42岁以上的患者有3

例。经自体线粒体移植后，患者的胚胎质量明显改善，

提高了妊娠率和种植率。

此例患者年龄达到37岁，由于卵巢反应好，每次

取卵周期都可以取到正常数量的卵子。但由于碎片

多，胚胎质量差，2次移植均失败。经线粒体移植，患

者的胚胎质量有显著改善，并成功妊娠。因患者曾发

生2次自然流产，封闭抗体阴性。为保证妊娠的正常

进行。同时行异源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其中1例胚胎

停止发育考虑为胚胎自身因素，应可以排除免疫因

素。出生的2个新生儿发育正常。初步提示自身线粒

体移植的安全性。此为我国大陆地区首例经线粒体移

植妊娠出生的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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