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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女性生殖系统解剖与生理

浓缩教材精华ꎬ 涵盖重点考点

第一节　 女性生殖系统解剖

(一) 外生殖器
　 　 １ 范围　 外生殖器又称外阴ꎬ 包括两股内侧从耻骨联合到会阴之间的组织ꎮ

２ 组成　 外生殖器包括阴阜、 大阴唇、 小阴唇、 阴蒂和阴道前庭ꎮ
(１) 阴阜: 女性从青春期开始长出呈倒三角分布的阴毛ꎮ
(２) 大阴唇: ★为两股内侧一对纵长隆起的皮肤皱襞ꎬ 含有丰富的血管、 淋巴管

和神经ꎬ 损伤后易形成血肿ꎮ
(３) 小阴唇: 为大阴唇内侧的一对薄皱襞ꎬ 富含神经末梢ꎬ 敏感ꎮ
(４) 阴蒂: 位于两侧小阴唇顶端的联合处ꎬ 有勃起性ꎬ 富含神经末梢ꎬ 极敏感ꎮ
(５) 阴道前庭: ★为两侧小阴唇之间的菱形区ꎬ 前为阴蒂ꎬ 后为阴唇系带ꎮ 位于

大阴唇后部有一对前庭大腺ꎬ 如黄豆大小ꎬ 左右各一ꎬ 腺管细长 (１~ ２ｃｍ)ꎬ ★开口

于小阴唇与处女膜之间的沟内ꎬ 感染时管口易堵塞ꎬ 可形成脓肿或囊肿ꎮ 阴道口覆有

一层薄膜为处女膜ꎬ 中央有一孔ꎮ

(二) 内生殖器
１ 内生殖器的组成及功能　 内生殖器包括阴道、 子宫、 输卵管及卵巢ꎮ
(１) 阴道

１) 功能: 为性交器官ꎬ 是经血排出及胎儿娩出的通道ꎮ
２) 解剖结构: 为一条上宽下窄的管道ꎬ 前壁短ꎬ 后壁长ꎮ 下端开口于前庭后部ꎬ

上端包绕子宫颈ꎬ 环绕子宫颈周围的部分称为阴道穹隆ꎮ ★阴道后穹隆较深ꎬ 其顶端

与盆腔的最低部位直肠子宫陷凹相邻ꎬ 临床上可经此穿刺或引流ꎮ
３) 组织结构: 阴道黏膜由复层扁平上皮覆盖ꎬ 无腺体ꎬ 受性激素影响发生周期

性变化ꎮ 阴道壁富有横纹皱襞及弹力纤维ꎬ 伸展性大ꎬ 利于分娩ꎮ 幼儿及绝经后妇女

卵巢功能低下ꎬ 阴道黏膜上皮甚薄ꎬ 较易感染ꎮ 阴道壁富有静脉丛ꎬ 损伤后易出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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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血肿ꎮ
(２) 子宫

１) 功能: 是孕育胚胎、 胎儿和产生月经的器官ꎮ
２) 解剖结构

形态: 似前后略扁的倒置梨形ꎬ ★成人非孕时子宫长 ７~８ｃｍꎬ 宽 ４~５ｃｍꎬ 厚 ２~３ｃｍꎬ
容量约 ５ｍｌꎬ 重约 ５０ｇꎮ 子宫上部较宽称为子宫体ꎬ 其顶部为子宫底ꎬ 宫底两侧为子宫

角ꎬ 与输卵管相通ꎮ 子宫下部较窄ꎬ 呈圆柱形ꎬ 称子宫颈ꎬ 子宫体与子宫颈的比例:
★婴儿期为 １ ∶ ２ꎬ 成年妇女为 ２ ∶ １ꎬ 老人为 １ ∶ １ꎮ 子宫体与子宫颈之间的最狭窄部

分称为子宫峡部ꎬ 在非孕期长约 １ｃｍꎬ ★子宫峡部的上端为解剖学内口ꎬ 下端为组织

学内口ꎮ 子宫颈内腔呈梭形ꎬ 称子宫颈管ꎮ 未产妇的子宫颈外口为圆形ꎬ 已产妇的子

宫颈外口因分娩裂伤而呈横裂状ꎮ
位置: ★位于盆腔中央ꎬ 呈前倾、 前屈位ꎬ 宫底位于骨盆入口平面以下ꎬ 子宫颈

外口位于坐骨棘水平稍上方ꎮ 前与膀胱、 尿道ꎬ 后与直肠相邻ꎮ
３) 组织结构: 宫体和子宫颈结构不同ꎬ 宫体壁由内向外可分为子宫内膜、 肌层

和浆膜层ꎮ ★子宫内膜表面外 ２ / ３ 受卵巢激素的影响发生周期性变化ꎻ 靠近肌层的内

１ / ３ 无周期性变化ꎬ 称为基底层ꎮ 肌层由外纵、 内环、 中交叉排列的三层肌肉组成ꎬ
收缩时可有效制止子宫出血ꎮ 子宫浆膜层为覆盖子宫的脏腹膜ꎬ 于子宫前后面分别形

成膀胱子宫陷凹、 直肠子宫陷凹ꎬ ★其中直肠子宫陷凹为女性盆腔的最低点ꎮ 子宫颈

管黏膜为单层高柱状上皮ꎬ 子宫颈阴道部由复层扁平上皮覆盖ꎮ
★子宫颈外口柱状上皮与鳞状上皮交界处是子宫颈癌的好发部位ꎮ
４) 子宫韧带: ★共有 ４ 对ꎮ
圆韧带: 作用是保持子宫前倾位置ꎮ
阔韧带: 作用是保持子宫位于盆腔中央ꎮ
主韧带: 作用是固定子宫颈ꎬ 保持子宫不下垂ꎮ
宫骶韧带: 作用是维持子宫处于前倾位置ꎮ
(３) 输卵管: 即是受精部位ꎬ 也是向宫腔运送受精卵的通道ꎬ 全长 ８ ~ １４ｃｍꎮ 由

宫腔向外依次为: 间质部、 峡部、 壶腹部和伞部ꎮ ★其中ꎬ 峡部为结扎的部位ꎬ 壶腹

部为受精部位ꎬ 伞部为手术中识别输卵管的标志ꎮ
(４) 卵巢: 性腺ꎬ 有生殖和内分泌功能ꎬ 成年妇女卵巢约 ４ｃｍ×３ｃｍ×１ｃｍꎮ
２ 内生殖器的邻近器官

(１) 尿道: 女性尿道短而直ꎬ 接近阴道ꎬ 易发生泌尿系统感染ꎮ
(２) 膀胱: 位于子宫前方ꎬ 充盈的膀胱可影响子宫及阴道ꎬ ★故妇科检查及手术

前必须排空膀胱ꎮ
(３) 输尿管: 为一对肌性圆索状管道ꎬ 从肾盂开始下行ꎬ ★于子宫颈外侧 ２ｃｍ

处ꎬ 在子宫动脉下方穿过ꎬ 向前下入膀胱ꎮ
(４) 直肠: 前为子宫及阴道ꎬ 妇科手术ꎬ 分娩时应避免损伤肛管及直肠ꎮ
(５) 阑尾: 阑尾炎时可能累及生殖器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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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骨盆
１ 骨盆的组成及分界

(１) 组成: ★骨盆是由骶骨、 尾骨及左右两块髋骨组成ꎮ 髋骨由髂骨、 坐骨及耻

骨融合而成ꎬ 骶骨由 ５~６ 块骶椎融合而成ꎬ 尾骨由 ４~５ 块尾椎合成ꎮ
(２) 分界: 以耻骨联合上缘、 髂耻缘及骶岬上缘的连线为界ꎬ 将骨盆分为上下两

部分ꎬ 上称假骨盆 (大骨盆)ꎬ 测量其径线可间接了解真骨盆的大小ꎻ 下称真骨盆

(小骨盆)ꎬ 是胎儿娩出的通道ꎬ 又称骨产道ꎮ
２ 骨盆的平面及径线

(１) 入口平面: 即真假骨盆的分界面ꎬ 前方为耻骨联合上缘ꎬ 两侧为髂耻缘ꎬ 后

方为骶岬上缘ꎮ 入口平面呈横椭圆形ꎬ 有四条径线ꎮ
１) 入口前后径: 也称真结合径ꎮ 耻骨联合上缘中点至骶岬前缘正中间的距离ꎬ

★平均值为 １１ｃｍꎮ
２) 入口横径: 左右髂耻缘间的最大距离ꎬ 平均值为 １３ｃｍꎮ
３) 入口斜径: 左右各一ꎬ 平均值为 １２ ７５ｃｍꎮ
(２) 中骨盆平面: 为骨盆的最小平面ꎮ 其前为耻骨联合下缘中点ꎬ 两侧为坐骨

棘ꎬ 后为第 ４~５ 骶椎的中点ꎮ 入口平面呈纵椭圆形ꎬ 有两条径线ꎮ
１) 中骨盆前后径: 平均值约为 １１ ５ｃｍꎮ
２) 中骨盆横径: ★也称坐骨棘间径ꎬ 平均值为 １０ｃｍꎮ
(３) 出口平面: 由共底边不在同一平面上的两个三角形组成ꎮ 坐骨结节间径为共

同的底边ꎬ 前三角的顶端为耻骨联合下缘ꎬ 后三角的顶端是骶尾关节ꎮ
１) 出口前后径: 平均值约为 １１ ５ｃｍꎮ
２) 出口横径: ★两侧坐骨结节内侧缘间的距离ꎬ 又称为坐骨结节间径ꎬ 约 ８ ５~

９ ５ｃｍꎬ 平均值为 ９ｃｍꎮ
３) 出口前矢状径: 平均值约为 ６ｃｍꎮ
４) 出口后矢状径: 骶尾关节至坐骨结节间径中点间的距离ꎬ 平均值为 ８ ５ｃｍꎮ

★若出口横径较短ꎬ 而出口后矢状径较长ꎬ 两者之和>１５ｃｍꎬ 多数可经阴道分娩ꎮ

第二节　 女性生殖系统生理

(一) 妇女一生各阶段的生理特点
　 　 １ 新生儿期　 新生儿期是指出生后 ４ 周内ꎮ ★出生后几天内可出现乳房肿大、 假

月经等生理现象ꎮ
２ 幼年期　 幼年期是指从出生 ４ 周到 １２ 岁ꎮ
３ 青春期　 从月经初潮至生殖器官逐渐发育成熟的时期为青春期ꎮ ★月经初潮是

进入青春期的标志ꎮ
４ 性成熟期　 ★性成熟期是有周期性排卵及性激素分泌的时期ꎮ 具有旺盛的生殖

功能ꎮ 自 １８ 岁左右开始ꎬ 持续约 ３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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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围绝经期　 围绝经期包括绝经前后一段时期ꎮ 一般发生在 ４４ ~ ５４ 岁ꎬ 可历时

１０~２０ 年ꎮ 此期卵巢功能逐渐减退ꎬ 卵泡不能发育成熟及排卵ꎬ 致使月经不规律ꎬ 生

殖器官逐渐萎缩ꎮ
６ 绝经后期　 一般为 ６０ 岁后的妇女ꎬ 此期卵巢功能完全衰竭ꎬ 雌激素水平低落ꎬ

生殖器官进一步老化ꎬ 并因性激素减少ꎬ 易发生代谢紊乱ꎮ

(二) 卵巢的周期性变化及内分泌功能
１ 卵巢的周期性变化　 卵巢的周期性变化包括卵泡的发育与成熟、 排卵、 黄体形

成和黄体退化 ４ 个阶段ꎮ
(１) 卵泡的发育与成熟: 近青春期ꎬ 卵巢中原始卵泡开始发育ꎬ 形成生长卵泡ꎬ

每个月经周期一般只有一个卵泡发育成熟ꎬ 称为成熟卵泡ꎬ 其直径可达 １５ ~ ２０ｍｍꎮ
此期卵巢分泌雌激素ꎮ

(２) 排卵: ★排卵时间一般为下次月经来潮前的 １４ 天左右ꎮ
(３) 黄体的形成: ★一般于排卵后 ７~８ 天成熟ꎮ 黄体可分泌雌、 孕激素ꎮ
(４) 黄体退化: 若卵子未受精ꎬ ★排卵后 ９ ~ １０ 天黄体开始萎缩ꎬ 寿命一般为

１２~１６ 天ꎬ 平约为 １４ 天ꎮ
２ 卵巢的功能　 卵巢能产生卵子并排卵ꎬ 以及分泌女性激素ꎮ
卵巢激素的生理功能: ★卵巢主要合成及分泌雌、 孕激素和少量雄激素ꎮ
(１) 雌激素: ★于排卵前和排卵后 ７ ~ ８ 天分别达高峰ꎬ 其主要的生理功能如下

所述ꎮ
１) 促卵泡发育ꎮ
２) 促子宫发育ꎻ 提高子宫平滑肌对缩宫素的敏感性ꎻ 促使子宫内膜增生呈增殖

期改变ꎻ 使子宫颈口松弛ꎬ 子宫颈黏液分泌增多、 稀薄、 易拉丝ꎮ
３) 促进输卵管发育与收缩ꎬ 利于受精卵的运行ꎮ
４) 促进阴道上皮增生和角化ꎮ
５) 促进乳腺管增生ꎮ
６) 通过对下丘脑的正负反馈调节ꎬ 控制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ꎮ
７) 促水钠潴留ꎻ 促进高密度脂蛋白合成ꎬ 抵制低密度脂蛋白合成ꎻ 降低循环胆

固醇水平ꎻ 维持和促进骨基质代谢ꎮ
(２) 孕激素: ★排卵后 ７~８ 天达高峰ꎬ 其主要的生理功能如下所述ꎮ
１) 降低子宫对缩宫素的敏感性ꎻ 使子宫内膜由增殖期转化为分泌期ꎻ 抵制子宫

颈黏液分泌ꎬ 性状变黏稠ꎮ
２) 抑制输卵管的收缩ꎮ
３) 促阴道上皮迅速脱落ꎮ
４) 促乳腺泡和小叶发育ꎮ
５) 使排卵后基础体温升高 ０ ３~０ ５℃ꎮ
６) 促水钠排泄ꎮ
７) 通过对下丘脑的负反馈作用ꎬ 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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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雄激素

１) 是合成雌激素的前体ꎮ
２) 维持女性正常生育功能ꎻ 促进阴毛和腋毛的生长ꎮ
３) 促蛋白质的合成ꎻ 促红细胞增生ꎮ
(三) 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变化及月经周期的调节
１ 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变化

(１) 增殖期: ★月经周期的第 ５~１４ 天ꎮ 子宫内膜的基底层在雌激素作用下逐渐

增厚至 ３~５ｍｍꎬ 腺体增多ꎬ 间质致密ꎬ 间质内小动脉增生延长呈螺旋状ꎮ
(２) 分泌期: ★月经周期的第 １５ ~ ２８ 天ꎮ 孕激素使子宫内膜继续增厚达 １０ｍｍꎬ

间质水肿ꎬ 腺体增大并分泌糖原ꎬ 为孕卵着床提供营养ꎮ
(３) 月经期: ★月经周期的第 １ ~ ４ 天ꎮ 此期雌激素水平低且无孕激素ꎬ 内膜小

动脉痉挛性收缩ꎬ 内膜组织缺血缺氧、 坏死、 脱落ꎬ 形成月经ꎮ
２ 月经的周期性调节　 月经周期的调节是通过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实现的ꎮ 下丘

脑通过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作用于垂体ꎬ 促垂体合成、 释放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
和黄体生成激素 (ＬＨ)ꎬ 促进卵泡发育ꎬ 刺激排卵和黄体形成ꎬ 并分泌雌、 孕激素ꎬ
两者作用于子宫内膜及其他生殖器官使其发生周期性变化ꎬ 雌、 孕激素分泌又对下丘

脑、 垂体产生反馈作用ꎮ
３ 月经的临床表现

(１) 月经: 是指有规律的伴随卵巢周期性变化而出现的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及出

血ꎬ 是性功能成熟的外在标志之一ꎮ
(２) 月经初潮: 第一次的月经来潮称为月经初潮ꎮ
(３) 月经周期: ★两次月经第一日的间隔时间称为月经周期ꎬ 一般为 ２８~ ３０ 天ꎮ

提前或延后 ３ 天左右属于正常情况ꎮ
(４) 月经期: 月经持续的天数ꎬ ★一般为 ３~５ 天ꎮ
(５) 月经量: 一次月经的总失血量ꎬ 正常为 ３０~５０ｍｌꎮ
(６) 特征: ★月经血呈暗红色ꎬ 不凝ꎬ 出血多时可有血凝块ꎮ 多数妇女在经期无

特殊症状ꎬ 有些妇女可有下腹及腰骶部下坠感、 头痛、 失眠、 精神抑郁、 易激动、 恶

心等症状ꎬ 一般不影响工作和学习ꎬ 需要注意经期卫生和休息ꎮ
４ 经期保健指导　 月经是一种生理现象ꎬ 首先应解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ꎬ 保持精

神平和愉快ꎮ ★经期应注意盆腔卫生和避免盆腔压力加大ꎻ 经期应注意防寒保暖ꎻ 经

期应保持外阴清洁、 干燥ꎬ 勤洗、 勤换内裤ꎬ 禁止阴道冲洗、 盆浴、 游泳及性生活ꎻ
少吃寒凉、 忌食辛辣等刺激性食物ꎻ 避免举重物、 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ꎮ

模拟试题测试ꎬ 提升应试能力
一、 名词解释

１ 骨盆轴

２ 子宫峡部

３ 月经

二、 填空题

１ 骨盆分为假骨盆和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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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女性内生殖器包括阴道、 　 　 　 　 、 　 　 　 　
和　 　 　 　 ꎮ

３ 卵巢的功能是产生卵子和　 　 　 　 ꎮ 后者主要

包括　 　 　 　 和　 　 　 　 ꎮ
４ 子宫内膜周期性变化包括　 　 　 　 、 　 　 　 　

和　 　 　 　 ꎮ
５ 垂体分泌　 　 　 　 和　 　 　 　 作用于卵巢ꎮ
三、 选择题

Ａ１型题 (每题下设 Ａ、 Ｂ、 Ｃ、 Ｄ、 Ｅ 五个备选答

案ꎬ 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
１ 骨盆的组成是

Ａ 骶骨、 尾骨及 ２ 块髋骨

Ｂ 骶骨、 尾骨及坐骨

Ｃ 髂骨、 骶骨及坐骨

Ｄ 髂骨、 坐骨及耻骨

Ｅ 髂骨、 骶骨及尾骨

２ 女性的外生殖器不包括

Ａ 阴蒂　 　 　 　 　 　 Ｂ 阴道

Ｃ 阴阜 Ｄ 大阴唇

Ｅ 前庭大腺

３ 成人子宫体与子宫颈的比例是

Ａ １ ∶ １ Ｂ １ ∶ ２
Ｃ ２ ∶ １ Ｄ ３ ∶ １
Ｅ ２ ∶ ３

４ 子宫最狭窄的部位是

Ａ 子宫峡部 Ｂ 子宫颈管

Ｃ 解剖学内口 Ｄ 组织学内口

Ｅ 子宫外口

５ 对骨盆的描述中ꎬ 正确的是

Ａ 骨盆由骶骨、 尾骨和髋骨各 ２ 块组成

Ｂ 骨盆界线以上的为假骨盆ꎬ 是胎儿娩出的

通道

Ｃ 骨盆界线以下的为真骨盆ꎬ 是胎儿娩出的

通道

Ｄ 骨盆入口 (骨盆上口) 平面为纵椭圆形ꎬ 有

２ 条径线

Ｅ 中骨盆平面呈横椭圆形ꎬ 有 ４ 条径线

６ 连接骨盆各个假想平面中点的曲线称为

Ａ 胎产式 Ｂ 胎方位

Ｃ 骨盆轴 Ｄ 胎先露

Ｅ 骨盆倾斜度

７ 有关女性骨盆的解剖特点ꎬ 正确的是

Ａ 骨盆入口横径比前后径短

Ｂ 骨盆出口 (骨盆下口) 平面在同一平面上

Ｃ 骨盆横径比前后径长

Ｄ 骨盆出口横径大于前后径

Ｅ 最小平面为中骨盆平面

８ 正常耻骨弓角度约为

Ａ ６０° Ｂ ７０°
Ｃ ８０° Ｄ ９０°
Ｅ １００°

９ 关于会阴部的解剖特点叙述不正确的是

Ａ 指阴道与肛门之间的软组织

Ｂ 是组成盆底的一部分

Ｃ 会阴体 (会阴中心腱) 厚 ３~４ｃｍ
Ｄ 妊娠后变软ꎬ 有利于分娩

Ｅ 分娩时不需要保护ꎬ 不易裂伤

１０ 对子宫峡部的描述ꎬ 不正确的是

Ａ 为子宫体与子宫颈的一部分

Ｂ 妊娠末期形成子宫下段

Ｃ 妊娠期变软ꎬ 子宫体、 子宫颈似不相连ꎬ
称黑加征

Ｄ 非孕时为 １ｃｍ
Ｅ 下端为解剖学内口

１１ 保持子宫前倾位置的一对主要韧带是

Ａ 圆韧带 Ｂ 阔韧带

Ｃ 主韧带 Ｄ 骨盆漏斗韧带

Ｅ 子宫骶骨韧带

１２ 能保证子宫不下垂ꎬ 并固定子宫颈的韧带是

Ａ 圆韧带 Ｂ 主韧带

Ｃ 骨盆漏斗韧带 Ｄ 阔韧带

Ｅ 固有韧带

１３ 以下阴道的解剖特点中不正确的是

Ａ 位于真骨盆下部中央ꎬ 呈上宽下窄的管道

Ｂ 开口于阴道前庭部前部

Ｃ 环绕子宫颈周围形成穹隆

Ｄ 阴道前壁比后壁稍短

Ｅ 后穹隆最深ꎬ 与直肠子宫陷凹相邻ꎬ 临床

上可经此处穿刺或引流

１４ 有关女性内生殖器官与邻近脏器的关系ꎬ 叙述

错误的是

Ａ 阴道开口于阴道前庭部

Ｂ 后穹隆穿刺不易损伤膀胱

Ｃ 阴道后壁损伤可累及直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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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盆腔检查不要求排空膀胱

Ｅ 阑尾炎可累及右侧附件

１５ 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Ａ 阴道壁损伤后易形成血肿

Ｂ 子宫内膜表面 １ / ２ 受卵巢激素影响发生周

期性改变

Ｃ 子宫颈管上皮为单层扁平上皮

Ｄ 子宫颈阴道部上皮为复层扁平上皮

Ｅ 正常子宫呈后倾后屈位

１６ 女性卵巢功能逐渐衰退ꎬ 生殖系统开始萎缩

称为

Ａ 儿童期 Ｂ 青春期

Ｃ 生育期 Ｄ 围绝经期

Ｅ 老年期

１７ 使子宫内膜周期性增生的激素是

Ａ 雌激素 Ｂ 孕激素

Ｃ 雄激素 Ｄ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Ｅ 黄体生成素

１８ 关于会阴下述错误的是

Ａ 会阴指阴道口与肛门之间的楔形软组织

Ｂ 会阴也是盆底的一部分

Ｃ 中心腱是会阴组成部分

Ｄ 会阴包括皮肤、 筋膜、 部分肛提肌

Ｅ 分娩时会阴伸展性很小

１９ 有关经期健康教育ꎬ 错误的是

Ａ 月经是生理现象 Ｂ 经期不宜干重活

Ｃ 防寒保暖 Ｄ 禁止性生活

Ｅ 每日清洁外阴并坐浴

２０ 雌激素的生理功能是

Ａ 使子宫颈黏液分泌增多而稀薄

Ｂ 使阴道上皮角化现象消失

Ｃ 抑制输卵管的蠕动

Ｄ 对下丘脑和垂体只有负反馈调节

Ｅ 促进水钠排泄及乳腺腺泡增生

２１ 有关内生殖器下述不正确的是

Ａ 阴道黏膜表面由单层扁平上皮覆盖

Ｂ 阴道壁有横纹皱襞结构ꎬ 故有较大的伸

展性

Ｃ 子宫内膜受卵巢激素影响发生周期性变化

Ｄ 子宫腔容量约为 ５ｍｌ
Ｅ 卵巢为性腺器官

２２ 前庭大腺 (巴氏腺) 位于

Ａ 阴蒂上端两侧

Ｂ 小阴唇两侧

Ｃ 阴阜下方ꎬ 阴唇两侧

Ｄ 会阴上方ꎬ 两侧缘

Ｅ 大阴唇后部ꎬ 阴道口两侧

２３ 有关正常成人子宫ꎬ 错误的是

Ａ 子宫位于骨盆中央ꎬ 坐骨棘水平以下

Ｂ 子宫长为 ７~８ｃｍ
Ｃ 子宫重约 ５０ｇ
Ｄ 子宫腔容积约 ５ｍｌ
Ｅ 呈前倾前屈位

２４ 下列哪项不是生殖器的邻近器官

Ａ 膀胱 Ｂ 尿道

Ｃ 输尿管 Ｄ 结肠

Ｅ 直肠

２５ 关于女性内生殖器的描述ꎬ 错误的是

Ａ 环绕子宫颈的部分称为阴道穹隆ꎬ 是腹腔

最低的部分

Ｂ 子宫颈癌的好发部位在子宫颈外口扁平上

皮与柱状上皮的交界面

Ｃ 非孕时子宫峡部为 ２ｃｍ
Ｄ 输卵管是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的

部位

Ｅ 卵巢为性腺器官ꎬ 具有生殖和内分泌功能

２６ 能够发生周期性变化、 产生月经的部位是

Ａ 阴蒂 Ｂ 阴道

Ｃ 卵巢 Ｄ 子宫

Ｅ 输卵管

２７ 能够产生性激素的生殖器官是

Ａ 阴蒂 Ｂ 阴道

Ｃ 卵巢 Ｄ 子宫

Ｅ 输卵管

２８ 女性青春期开始的重要标志是

Ａ 音调变高 Ｂ 乳房丰满

Ｃ 月经来潮 Ｄ 骨盆变宽

Ｅ 阴毛出现

２９ 黄体开始萎缩ꎬ 大约在排卵后的

Ａ 第 ７~８ 天 Ｂ 第 ９~１０ 天

Ｃ 第 １１~１２ 天 Ｄ 第 １３~１４ 天

Ｅ 第 １５~１６ 天

３０ 能够使排卵后基础体温升高的激素是

Ａ 缩宫素 Ｂ 雌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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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雄激素 Ｄ 催乳素

Ｅ 孕激素

３１ 使子宫内膜由增生期变成分泌期的激素是

Ａ 缩宫素 Ｂ 雌激素

Ｃ 雄激素 Ｄ 催乳素

Ｅ 孕激素

３２ 卵巢的功能是

Ａ 胎儿娩出的通道 Ｂ 孕育胎儿的场所

Ｃ 产生月经的器官 Ｄ 精卵结合的部位

Ｅ 分泌激素和产生生殖细胞的场所

３３ 下列属于雌激素的生理功能的是

Ａ 使子宫敏感性降低

Ｂ 减低输卵管的收缩

Ｃ 使乳腺腺泡和乳腺小叶增生

Ｄ 促进水钠的排泄

Ｅ 能使子宫颈黏液分泌增多并变稀薄

Ａ２型题 (每题下设 Ａ、 Ｂ、 Ｃ、 Ｄ、 Ｅ 五个备选答

案ꎬ 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
３４ 对月经的描述ꎬ 错误的是

Ａ 第一次月经来潮称为初潮

Ｂ 两次月经第一日的间隔时间为一个月经

周期

Ｃ 在分泌期ꎬ 子宫内膜主要受雌激素和孕激

素的影响

Ｄ 月经失血量>８０ｍｌ 为病理状态

Ｅ 经血是凝固的ꎬ 至少有小血块

３５ 患者ꎬ 女性ꎬ １９ 岁ꎮ 高处骑跨式摔落ꎬ 外阴

受伤ꎬ 自诉疼痛难忍ꎬ 体检时发现外阴血肿ꎬ
最可能损伤的部位是

Ａ 阴蒂 Ｂ 大阴唇

Ｃ 小阴唇 Ｄ 前庭大腺

Ｅ 处女膜

３６ 患者ꎬ 女性ꎬ ２９ 岁ꎮ 子宫内膜检查见: 腺体

缩小ꎬ 内膜水肿消失ꎬ 螺旋动脉痉挛性收缩ꎬ
有坏死、 内膜下血肿形成ꎮ 护士根据检查结果

判断该患者子宫内膜处于

Ａ 月经期 Ｂ 增生期

Ｃ 分泌期 Ｄ 月经前期

Ｅ 分泌晚期

３７ 患者ꎬ 女性ꎬ ２６ 岁ꎮ 平素月经规则ꎬ 月经周

期为 ２８ 天ꎬ 该患者的排卵期一般在月经周

期的

Ａ 第 ７ 天左右 Ｂ 第 １４ 天左右

Ｃ 第 １６ 天左右 Ｄ 第 １８ 天左右

Ｅ 第 ２０ 天左右

３８ 子宫内膜分泌期出现在月经周期的

Ａ 第 １~４ 天 Ｂ 第 ５~１４ 天

Ｃ 第 １５~２４ 天 Ｄ 第 １５~２８ 天

Ｅ 第 ２４~２８ 天

３９ 患者ꎬ 女性ꎬ ２９ 岁ꎮ 平素月经规律ꎬ 周期为

２８ 天ꎬ 持续时间为 ４ 天ꎬ 末次月经为 ５ 月 ７
日ꎬ 今天是 ５ 月 １４ 日ꎬ 其子宫内膜的变化

属于

Ａ 月经期 Ｂ 增生期

Ｃ 分泌期 Ｄ 月经前期

Ｅ 初潮期

四、 简答题

１ 简述真骨盆三个平面的组成及特点ꎮ
２ 雌、 孕激素有哪些生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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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妇女的护理

浓缩教材精华ꎬ 涵盖重点考点

妊娠是胚胎和胎儿在母体内发育成长的过程ꎮ 受精是妊娠的开始ꎬ 胎儿及其附属

物排出是妊娠的终止ꎮ 妊娠自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ꎬ 全程 ４０ 周ꎬ 共 ２８０ 天ꎮ

第一节　 妊 娠 生 理

(一) 受精与着床
　 　 １ 受精　 精子与卵子结合的过程称为受精ꎬ ★受精的部位在输卵管壶腹部ꎮ

２ 着床　 晚期囊胚侵入子宫内膜的过程ꎬ 称为着床ꎮ 在受精后 ６~７ 天开始ꎬ １１~
１２ 天完成ꎮ

(二) 胎儿附属物的形成与功能
胎儿附属物是指胎儿以外的组织ꎬ ★包括胎盘、 胎膜、 脐带和羊水ꎮ
１ 胎盘的形成、 结构与功能

(１) 胎盘的形成: ★胎盘由羊膜、 叶状绒毛膜和底蜕膜组成ꎬ 是母体与胎儿间进

行物质交换的重要器官ꎮ
(２) 胎盘的结构: ★约在妊娠 １２ 周末基本形成ꎮ 足月胎盘呈圆形或椭圆形盘状ꎬ

直径 １６~２０ｃｍꎬ 厚约 ２ ５ｃｍꎬ 中间厚边缘薄ꎬ 重 ４５０ ~ ６５０ｇꎬ 胎盘分为胎儿面与母体

面ꎮ 胎儿面光滑ꎬ 灰白色ꎬ 由羊膜覆盖ꎬ 脐带附着于胎儿面中央或稍偏处ꎬ 母体面粗

糙ꎬ 暗红色ꎬ 由 １８~２０ 个胎盘小叶组成ꎮ
(３) 胎盘的功能

１) 气体交换ꎮ
２) 营养物质供应ꎮ
３) 排出胎儿代谢产物ꎮ
４) 防御功能: 母血中的 ＩｇＧ 可以通过胎盘ꎬ 对胎儿起保护作用ꎮ 但胎盘的屏障

功能有限ꎬ 各种病毒可通过胎盘侵袭胎儿ꎮ
５) 合成功能: 胎盘能合成多种激素和酶ꎮ ①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ｈＣＧ): ★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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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１０ 天左右即可测出ꎬ 成为诊断早孕的敏感方法之一ꎮ 妊娠 ８~１０ 周分泌达高峰ꎮ 其

作用是营养黄体ꎬ 维持早期妊娠ꎮ ②胎盘生乳素 (ＨＰＬ): 主要功能为促进乳腺腺泡

发育ꎻ 促进蛋白质合成ꎮ ③雌激素和孕激素: 自妊娠 ８ ~ １０ 周起由胎盘合成ꎮ 主要生

理作用为共同参与妊娠期母体各系统的生理变化ꎮ ④酶: 耐热性碱性磷酸酶等ꎮ
２ 胎膜　 由绒毛膜和羊膜组成ꎮ
３ 脐带　 是连接胎儿与胎盘的条索组织ꎬ ★足月时长 ３０ ~ ７０ｃｍꎬ ★内有一条脐

静脉和两条脐动脉ꎮ 脐带是母儿物质交换的唯一重要通道ꎮ 脐带受压时血流受阻ꎬ 胎

儿缺氧ꎬ 可致胎儿窘迫甚至危及生命ꎮ
４ 羊水　 为充满羊膜腔内的液体ꎮ ★正常足月妊娠羊水量为 ８００~１０００ｍｌꎬ ★妊娠

早期的羊水ꎬ 主要为母体血清经胎膜进入羊膜腔的透析液ꎻ 妊娠中期以后ꎬ 胎儿尿液是

羊水的主要来源ꎮ 羊水的功能为保护母体及胎儿ꎬ 并能作为胎儿宫内诊断的重要依据ꎮ

(三) 胎儿发育及生理特点
１ 胎儿发育　 在妊娠 ８ 周前称胚胎ꎻ 从妊娠第 ９ 周起称胎儿ꎬ 胎儿发育的特征大

致如下所述ꎮ
妊娠 ８ 周末: 初具人形ꎬ 超声可见心脏搏动ꎬ 一些药物或射线易致胎儿畸形ꎮ
妊娠 １６ 周末: 从外生殖器可确定胎儿性别ꎮ ★部分孕妇自觉有胎动ꎮ
妊娠 ２０ 周末: ★孕妇腹部用普通胎心筒可听到胎心音ꎮ 自 ２０ 周至满 ２８ 周前娩出

的胎儿ꎬ 称为有生机儿ꎮ
妊娠 ２８ 周末: 胎儿身长约 ３５ｃｍꎬ 体重约 １０００ｇꎬ ★此期出生者易患特发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ꎬ 若加强护理ꎬ 可以存活ꎮ
妊娠 ３６ 周末: ★胎儿身长约 ４５ｃｍꎬ 体重约 ２５００ｇꎬ 皮下脂肪发育良好ꎬ 毳毛脱

落ꎬ 指 (趾) 甲已达指 (趾) 尖ꎮ 出生后能啼哭及吸吮ꎬ 生活力良好ꎮ
妊娠 ４０ 周末: 身长约 ５０ｃｍꎬ 体重约 ３４００ｇꎮ 体形外观丰满ꎬ 皮肤粉红色ꎬ 男性

胎儿睾丸已降至阴囊内ꎬ 女性胎儿大小阴唇发育良好ꎮ 出生后哭声响亮ꎬ 吸吮能力

强ꎬ 能很好存活ꎮ
２ 胎儿的生理特点　 胎儿的营养供给和代谢产物排出均需由脐血管经胎盘、 母体完成ꎮ

第二节　 妊娠期母体变化

(一) 生理变化
　 　 １ 生殖系统

(１) 子宫

１) 子宫体: 增大变软ꎬ ★妊娠 １２ 周子宫增大超出盆腔ꎬ 在耻骨联合上方可触摸

到宫底ꎬ 足月时子宫大小为 ３５ｃｍ×２２ｃｍ×２５ｃｍꎬ 容积达 ５０００ｍｌꎬ 重量达 １０００ｇꎮ 妊娠

晚期子宫稍右旋ꎮ
２) 子宫峡部: ★非孕时长约 １ｃｍꎬ 随妊娠进展渐被拉长ꎬ 临产时可达７~ １０ｃｍ 而

形成子宫下段ꎬ 成为软产道的一部分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