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林欣怡
Sep 12, 2010

子宮蓄膿

顧名思義，就是…
子宮內蓄積了膿液

正常子宮 蓄膿的子宮

為什麼會發生子宮蓄膿
在母狗的發情後期((這段時間長達將近70天)，
高濃度的黃體激素造成子宮內膜增生、變厚及
分泌性增加，同時也減少了子宮肌肉的運動性

發情後期發情期發情前期發情間期

為什麼會發生子宮蓄膿
子宮內膜增厚、分泌增加

子宮內蓄積液體、且肌肉運動減弱
液體不易排除

此環境為細菌喜好繁殖之處

感染，產生膿液

從陰部排出
→ 開放式子宮蓄膿

不從陰部排出，持續積在子宮內
→ 閉鎖式子宮蓄膿

貓也會有子宮蓄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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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咪的子宮蓄膿
貓咪的子宮蓄膿較為少見
因為貓咪需要靠交配或人為誘發排卵，才能產
生黃體期 (黃體激素主宰的時期)

但仍然偶見貓咪的子宮蓄膿喔~ 不可大意!
若有使用外源性黃體激素，也會提高子宮蓄膿
的風險

子宮蓄膿的好發對象
好發於老年病患 (6-11歲，中位數9歲)
在狗沒有明顯的品種差異性
貓較狗少見，亞洲短毛家貓及暹羅貓的發生率
似乎較其他品種高

沒生育過的母狗，有較高的發生率
狗使用外源的雌激素，貓使用外源的黃體激素
會提高發生率

子宮蓄膿的好發時間
常在發情數週後發生，或是注射荷爾蒙後
狗- 4-8週後
貓- 1-4週後

子宮蓄膿的臨床症狀

發現膿樣的陰道分泌物
明顯的腹圍膨大
發燒或低體溫
食慾變差
虛弱
多渴、多尿
嘔吐或下痢 (尤其在閉鎖型子宮蓄膿時)

子宮蓄膿的影像診斷
 X光
 但要注意懷孕45天後才看得出胎兒(骨骼鈣化後才
看的到)，得先排除是否懷孕

超音波超音波

子宮蓄膿的血液檢驗

白血球總數可能不變、或升高、或減少
白血球總數減少時可能表示敗血症非常嚴重

感染
菌血症、細菌毒素、
全身性炎症反應釋放之因子

低血糖、肝及腎之損害、
貧血、凝血功能異常

 白血球總數減少時可能表示敗血症非常嚴重
 常伴隨有某種白血球的比例升高

貧血
尿毒

(若及時治療是可回復的，但在老犬可能造成較嚴重之影響)

血糖過高或 過低
肝指數升高 (但較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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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蓄膿的治療
盡快移除子宮卵巢，才是治本之道

若不希望開刀，僅給予藥物治療!?
 給予荷爾蒙(用以抑制黃體激素)，對病況危急的病
患是不適當的!! 可能來不及或效果不佳

 抗生素 + 荷爾蒙 → 只適於病況輕微、穩定，且想
保留配種的母犬

 但不建議，因為可能拖延病情，且有子宮破裂、腹膜炎
或敗血症之風險

 給予1-2天後，病情可能會開始改善

 未來仍可能再復發~

子宮蓄膿的治療
盡快移除子宮卵巢，才是治本之道

 手術必須盡快進行，以減少感染所造成的全身性多

器官影響

 但即使手術，若已發生嚴重敗血症者，仍可能休克

 約5-8%的死亡率，尤其子宮在術前即已破裂者高達57%

 恢復的狀況 會視病患就診時的嚴重程度 而定

 術後仍須視情況繼續給予支持治療(例如持續給予

抗生素、住院觀察、點滴治療…等)

狗的子宮蓄膿

子宮變的很粗大，裡面裝了滿滿的化膿液
曾遇過3公斤的小瑪爾濟斯，移除掉蓄膿
的子宮後，只剩2公斤，
等於有1/3的體重是那些化膿的液體~

貓的子宮蓄膿在初期，可能只有子宮內積液， 貓的子宮蓄膿在初期，可能只有子宮內積液，
尚未發生感染，內部為清澈液體

乳房腫瘤

乳房腫瘤-是母犬最常罹患的腫瘤
其有各種型態……

幾乎和頭部一樣大的乳房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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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腋下，呈片狀、與底部組織緊密
相連之乳房腫瘤 狗狗的乳房腫瘤

有35-50%的機會是惡性

惡性乳房腫瘤-可怕的地方在哪裡??
 可能會經由血管或是淋巴管-轉移到周邊的淋巴結或
肺臟 (亦可能轉移到腎上腺.腎.心.肝.骨頭及腦部)

即使乳房腫瘤是良性，也會有大於三倍的風險
發展出惡性乳房腫瘤

狗狗的乳房腫瘤
狗狗身上可能有很多顆，每顆都是單獨個體，
不一定是同一種類型，必須盡可能全部移除

公犬也可能會有乳房腫瘤(但很罕見)，腫瘤形態
和母犬類似

在切除乳房腫瘤時，一定要tumor-free
margin(也就是在切除邊緣沒有腫瘤殘留)

切除的方式在狗並沒有影響存活時間(但在貓需
做全乳房切除)

狗狗的乳房腫瘤
其中有一類型稱為炎症形乳房腺瘤

(inflammatory carcinoma)
 此種腫瘤發展迅速，侵犯淋巴管道，造成局部或附
近肢體的水腫、發炎及疼痛
狗狗可能會食慾不佳、虛弱及體重下降 狗狗可能會食慾不佳、虛弱及體重下降

 此腫瘤的邊界不清，摸起來硬硬的，表面常會潰瘍，
甚至可能影響兩側的乳房

 有些區域可能看起來像疹子
 腫瘤容易轉移到胸腔
 對於此種腫瘤，由於預後極差，不建議進行手術

狗狗絕育時間與乳腺腫瘤的關係：
 第一次發情前結紮，只有0.5%的機率
 在第一次發情後結紮，會有8%的機率
 在第二和第三次發情後結紮，有26%的機率得到乳
腺腫瘤

該怎麼預防乳房腫瘤呢 ?

J VET INTERN MED 2005;19:560–563

 在第四次發情後結紮，或是在2.5歲後結紮，不具
有任何效果。

在人類，於年輕的時候有分娩過，可以減少乳
腺腫瘤的發生，這現象在犬和貓身上，並未發
現有任何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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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腫瘤的好發族群
多數發生在中老年族群
 ６歲後機率大增
 狗平均罹患乳房腫瘤年齡為10-11歲

(貓則為8-12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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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時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腫塊的位置、質地、與底部組織的關係
 大多數發生在後側，但全部的乳房都必須仔細觸摸
 腫塊是否可輕鬆移動
或是 和底部組織黏附的很緊密
表面是否有潰瘍 表面是否有潰瘍

週邊的淋巴結是否腫大
是否有鄰近組織的發炎、水腫
 若肢體水腫，則高度懷疑已發生轉移

檢查時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拍攝胸腔X光，了解是否有明顯肺臟轉移病灶

(最好拍3個角度-左側躺、右側躺及仰躺)
 貓若發生腫瘤轉移可能會有胸水產生

若為後側之乳房腫瘤，可再多確認腹腔X光，
檢查是否有骨盆處的淋巴結腫大檢查是否有骨盆處的淋巴結腫大

可進行組織細針穿刺檢查(取少量細胞做顯微鏡
檢查)

但確診仍須靠取下乳腺組織，進行組織病理檢
查

進行血液檢查，了解是否有其他系統之異常

乳房腫瘤的治療方式~
不論是化療、放射線治療或是荷爾蒙療法 都不
會例行的建議做為犬隻乳房腫瘤的治療方式
 即使是在術後，也很少做為輔助療法 (在各研究中
並沒有發現明顯的效果)

手術切除才能有效的移除腫瘤、提供組織做病
理檢查、改善生活品質(潰瘍的腫瘤會造成疼痛)
(但炎症性乳房腫瘤不建議開刀)

建議同時進行子宮卵巢摘除，雖然不能阻止腫
瘤進一步的發展，但可以預防子宮的異常，且
減少荷爾蒙對於腫瘤的影響

乳房腫瘤的切除手術
依據腫瘤的位置、數目、及狗狗狀態來決定手
術範圍

若同時有多顆腫瘤，無法在同一次手術切除全
部腫瘤，建議在3-4週後進行第二次手術

只切腫瘤本身
(不切除乳腺)
較易有乳汁或淋
巴液滲漏及感染

風險

切除腫瘤及所在
的單一乳腺，風
險較只切腫塊本

身小

29

切除單側的全部
乳腺

切除局部相鄰的
乳腺組織連同腫

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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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後
良性腫瘤在完整切除後，通常預後良好
若是惡性腫瘤
 對於就診時沒有明顯轉移的狗狗，術後存活時間大
約1-2年
若就診時即已發現轉移 則存活時間較短 28個月 若就診時即已發現轉移，則存活時間較短(5-28個月)

腫瘤<3cm的病患預後較佳
 35%於兩年內復發，平均存活22個月

腫瘤>3cm的病患預後較差
 80%於兩年內復發，平均存活14個月

貓咪的乳房腫瘤

貓咪的乳房腫瘤
發生率較狗低
 但仍佔了幾乎所有腫瘤的1/3

 90%的乳房腫瘤是惡性的
 發展迅速，形態常為堅硬、且伴隨有潰瘍 發展迅速 形態常為堅硬 且伴隨有潰瘍
 可能在疾病早期即轉移至局部淋巴結或肺臟
 因容易發生局部復發，仍建議進行”全乳房”切除
 存活時間通常少於一年

預後
腫瘤直徑<2cm的貓咪，復發率較腫瘤>2cm的

貓小，平均存活時間為3年

腫瘤直徑>3cm的貓咪，平均存活時間為6個月

腫瘤”體積”<8cm3，平均存活時間為4.5年

該怎麼預防貓咪的乳房腫瘤呢?

根據研究指出
 在6個月大前就絕育，發生率只有9%
 在第6-12個月大時絕育，發生率為14%

將近99%的貓乳房腫瘤發生在未絕育的母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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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貓咪長了乳房的怪東西，
不一定要絕望~

也有可能是乳腺良性增生

有關陰道的疾病

陰道增生或脫出
這個問題不常發生，偶爾在發情前期或發情期，因
為陰道黏膜水腫，而造成部分的陰道往外推出，此
時稱為陰道增生(但其實並非真正的組織增生)。

若被推出的陰道組織包含360∘被整圈脫出來，像
甜甜圈般的形狀 ，此時稱為陰道脫出。甜甜圈般的形狀 此時稱為陰道脫出

脫出的陰道容易乾燥、
磨傷、潰瘍及出血

不過這個問題較常發生在
年輕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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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道增生或脫出
如果不嚴重的話，雌激素退掉後症狀會自動消失
罹患此症的狗狗不適合配種、因為可能有家族遺傳
性

如果脫出的組織太大、無法直接推回的可能需要做
陰道切開陰道切開

建議進行絕育 (將子宮卵巢拿掉)

如果不做絕育手術，仍需要開腹做子宮固定術，以
避免復發

41

陰道腫瘤
最常見的為平滑肌瘤(可能為良性或惡性)
亦可能為傳染性花柳性腫瘤 (簡稱TVT)
腫瘤可能會脫出陰道外 (連著一個花梗)
腫瘤也可能在內部的區域膨大
若為傳染性花柳性腫瘤 ，則會像菜花般不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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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道腫瘤
常見此類型，有可能像一個花苞狀，與陰道間連著
一個梗狀的組織，可做會陰切開從根部完整移除腫
塊，或是從梗狀處深部結紮切斷

建議同時進行子宮卵巢摘除
多為平滑肌瘤，若為良性、且完整切除則預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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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道腫瘤
即使是平滑肌瘤，亦可能在會陰內部腫的很大
必須進行會陰切開，把腫瘤剝除
若腫瘤涉及到尿道開口處，則會增加手術的困
難度、風險及併發症，也可能難以完整移除

術後手術區域的疼痛、出血及腫脹，需要嚴密
觀察

其他異常

卵巢腫瘤
在狗或貓皆很罕見
若腫瘤的類型會持續分泌雌激素，將可能導致
發情的症狀、骨髓毒性/功能抑制

若腫瘤的類型會分泌黃體激素，將可能造成乳
房腫瘤、或是子宮內膜增生

46

子宮腫瘤
在狗及貓皆少見 (在貓較常見一些)
大部分的腫瘤可能是在術中意外發現
常會合併有卵巢濾泡囊腫、子宮內膜增生及子
宮蓄膿 (懷疑是荷爾蒙的影響)

大部分都是良性平滑肌瘤
也可能發生惡性平滑肌瘤(侵犯性高、但轉移速
度較慢)或惡性腺瘤(生長較快速、且容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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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併發症
卵巢未完全摘除
 持續有發情週期
 仍有可能發生子宮蓄膿 (在子宮結紮處末端 蓄膿)
 可能發展成卵巢腫瘤
失去預防乳房腫瘤之效果 失去預防乳房腫瘤之效果

縫線反應
 多股的絲線可能較容易導致生物反應及暗藏細菌
 縫線之污染
 造成廔管、沾黏或肉芽組織

結紮時誤紮到輸尿管，或是附近的線結形成肉
芽組織壓迫輸尿管造成阻塞，導致水腎

多股縫線

卵巢結紮處形成的廔管

因線結反應造成的肉芽組織
結紮時誤紮到輸尿管→
輸尿管阻塞 → 水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