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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早期识别很重要
兰大一院专家支招：
勿讳疾忌医，
应保持乐观心态，
多吃果蔬蛋白质类食品
专家问答

更年期女性：补钙之前﹃测一测﹄ 日常还得﹃晒一晒﹄

美人迟暮在所难
免，但度过“更年期”这
个特殊的阶段就开启
了人生另一段美好时光。每个女
性朋友都会有“更年期”，这期间女
性可能伴随更年期综合征带来的
种种不适，
比如烦躁、心悸、潮热。
在兰大一院内分泌科门诊，傅
松波主任常常能见到不少女性朋
友多年间辗转在各个科室、门诊、
游医处，四下看病花钱不少却没得
到系统治疗。故而说，更年期综合
征的早期识别非常重要。
他提醒女性朋友，更年期综合
征在医学上被定义为“围绝经期综
合征”，症状一般持续 2—3 年，少
数人会持续 5—10 年。此间可能
出现神经、精神、血管舒缩功能不
稳等多个症状。在形体上看，臀部
脂肪重新分配至腹部，使得腹部周
围的脂肪增加，导致女性身体从梨
形变成了苹果型。因此，年过 45
岁的女性如期而至的月经乱了规
律，自己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精力充
沛、游刃有余地面对生活和工作带
来的双重压力，脾气莫名的暴躁、
时而忍不住发火、记忆力减退、注
意力难集中、潮热、出汗、出现腹式
肥胖，就应留意前往内分泌科或妇
科内分泌科就诊、综合治疗，不要
“走错门”贻误治疗。
傅松波主任告诉兰州晨报记
者，女性在经历更年期综合征时，
不要讳疾忌医，需要得到家人的支
持。他为更年期女性开具了心理
和饮食处方：首先要保持乐观情
绪。在进入更年期之前多读一些
相关书籍，为步入更年期做好心理
准备。此外，要将心中的不愉快告
诉朋友、家人，以便得到他们的同
情、理解、开导和安慰。在必要时
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饮食
上注意适当增加水果和蔬菜摄入
量，增加蛋白质食品、每周 2 次鱼
类食品，控制脂肪食物摄入，低脂
饮食。科学补充含维生素类食物
和含钙食物，不偏食，按时进
餐，不暴饮暴食，提倡戒烟、限
酒，
少吃过咸的食物。

专家简介
傅松波：兰大一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兰州大学第一临床
医学院内科教研室副主任，甘肃省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中西医结合学组第九届和第十届委员。完成
并鉴定省级课题 7 项，目前主持在研课题 2 项，参与国家大型流行病
调查研究 2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获市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 1 项，
出版专著 2 部，
独著 1 部。

问：女性更年期综合征常常令
人闻声色变，不仅影响自己的身心
健 康，也 给 他 人 带 来 了 很 多 困 扰。
那么，究竟更年期综合征是什么？
答：绝经是每位女性朋友都要
面 临 的 问 题 ，是 身 体 衰 老 的 表 现 。
绝经期是女性从有生育能力过渡到
无生育能力一个身体必经的阶段，
这个时期由于卵巢功能衰退，性激
素水平的波动或减低，而出现月经
的不规律、一系列的身体不适（如潮
热等）及心理的症状，这就叫做更年
期综合征。
问：怎么判断自己已经进入了
更年期？
答：应该认识到，更年期是一种
自然现象，男女都有，它是介于生殖
旺盛期到生殖衰竭期的一个过渡
期。具体来说，女性更年期是指女
性的卵巢功能从旺盛的状态衰退到
完全消失的状态之间的一段时期。
自然绝经的年龄一般在 45～55 岁
之间，确定绝经的方法有两种：①对
月经停止来潮妇女，可采用 B 超检测
子宫内膜厚度，如小于 4mm，则考虑
为绝经。②未使用激素 1 个月的情
况下，测外周血性激素，若卵泡刺激
素（FSH）升高，雌二醇（E2）降低，则
可确定已进入绝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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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女性更年期有什么表现？
答：在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
水平的下降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和心
理方面的变化。多数女性能够平稳
地度过更年期，但也有部分女性朋
友出现一系列神经精神、血管舒缩
及躯体表现，如潮热，特点是反复出
现短暂的面部、颈部及胸部皮肤阵
阵发红，伴有烘热，继之出汗，一
般持续数分钟不等，发作频率不
定。还经常伴有心悸、眩
晕、头痛、耳鸣、情绪
改 变 、睡 眠 障 碍 ，泌
尿生殖道炎症、性交
困难等诸多症状，
同时伴随有月经
紊乱、肥胖、激动
易怒、焦虑不安、
情绪低落、抑郁、
不能自我控制、
记 忆 力 减 退 、注
意力不集中等。
后期还会出现动
脉硬化、冠心病、
脑 血 管 疾 病 ；绝
经妇女容易出现
骨 质 疏 松 ，如 骨
痛、身材变矮、骨
折 ；甚 至 还 会 发
生阿尔茨海默病
（老年痴呆）。

问：女性更年期有多长？
胖或致癌。但这里说的雌激素非此
答：一般持续到绝经后 2-3 年， 激素。大家担心的让人体型大变身
少数人持续到绝经后 5-10 年。
的激素是肾上腺皮质激素，
或叫糖皮
质激素，
和雌激素是两码事。雌激素
问：如何正确应对更年期综合
不但不会导致发胖，
还会塑造细腰丰
征？
臀的魅力体型，
更年期后，
腰身粗、
肚
答：很多女性即便知道自己到
子鼓，
就是雌激素少了造成的。
了绝经期，还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也
未能正确地应对绝经期，只是一味
问：什么时候开始激素补充治
地忍耐，或是乱服保健品。一味地
疗最好？
忍耐，并不可取；而对于保健品，其
答：从绝经期前后（卵巢功能发
成分、剂量并无明确标注，安全性也
生减退开始，
直至绝经后 1 年内的这
无法得到保证。如果长期滥用保健
段时期）开始，到 60 岁之前或绝经后
品，还可能会加重女性绝经期的症
的 10 年内，都是进行激素补充治疗
的最佳时间。要科学正确地进行激
状。更年期女性应前往正规医院的
内分泌门诊或妇科门诊，在内分泌
素补充治疗，
就必须特别关注绝经期
科或妇科医师的专业指导下，进行
激素治疗的
“时间窗”
，
在
“时间窗”
内
治疗。
进行治疗，
收益最多，
安全性高，
且越
早开始效果越好，
受益越多。
问：对于更年期综合征有什么
防控的办法？
问：对于更年期激素补充治疗，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答：更年期生理、心理改变属于
正常现象，有些女性不需任何治疗
答：尽管激素疗法有效，但并不
或者一般性治疗就能使症状消失， 是任何人都适用。比如以下情况需
严禁应用，如：原因不明的阴道出血
有些症状明显的女性需要多方面的
调理与治疗。主要包括一般治疗及
及子宫内膜增生；已知或怀疑有乳
激素替代治疗，
一般治疗包括：
腺癌；已知或怀疑性激素相关肿瘤；
1.心理治疗、使用调节自主神
6 个月内活动性血栓栓塞性疾病；严
经的药物如谷维素等；
重的肝肾功能障碍；血卟啉症；耳硬
化症；系统性红斑狼疮；孕激素相关
2.注意科学地安排生活，保持生
活规律化；
的脑膜瘤等。
3.坚持身体锻炼、增加日照时
还有谨慎使用的情况，如：子宫
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尚未控制的
间。在不涂抹防晒霜的情况下，保
证每天晒太阳 20 分钟（正常外出，避
糖尿病及严重高血压、血栓疾病史
免暴晒）；
及血栓形成倾向、胆囊疾病、癫痫、
4.清淡饮食，少喝咖啡和可乐， 偏头痛、哮喘、高泌乳素血症、乳腺
不要吸烟，限制饮酒量，保证牛奶、 良性疾病、乳腺癌家族史患者。
酸奶摄入，适当补充蛋白质及钙制
品，积极预防骨质疏松，不盲目服用
问：激素补充治疗要多久？激
补钙药物，这是由于补钙过量，容易
素补充治疗后多长时间来门诊复
诱发高尿钙甚至形成结石。因此， 诊？
在服用补钙药物前后都要检查尿
答：不同的患者，治疗的期限不
钙，
以免发生泌尿系统结石。
同。如果是为了缓解潮热出汗等症
状，则治疗时间可以相对较短；如果
问：提到激素补充治疗，不少女
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症，则需要长
性谈虎色变，认为可能诱发乳腺癌、 时间治疗。定期复诊时，只要预期
子宫内膜癌而拒绝使用，事实究竟
的好处大于坏处，就可以继续雌激
如何？
素补充治疗。
答：激素补充对乳腺癌的发生
开始激素补充治疗后，随诊的
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非
频率一般为首次用药后 1 个月、3 个
常非常小，远小于生活习惯对其的
月和 6 个月，以后则为每年 1 次。换
影响。换句话说，不运动或运动少
句话说，就是在上述时间需要您再
患乳腺癌的风险要比补充激素的风
来门诊看医生。
险还高。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绝经不代
雌激素会对子宫内膜持续作用， 表性能力丧失。女性绝经后性生活
导致内膜持续增生，
有引发癌变的可
骤减或停止，会影响夫妻感情和交
能，但是只要模拟生理周期，在雌激
流，更重要的是，适量的性生活，有
素基础上搭配使用孕激素，
就可以解
助于维持女性性器官功能，绝经后
决这个问题。面对绝经后诸多问题， 规律的性生活，有助于调节女性的
推荐绝经后激素补充或替代治疗
精神和情绪，促使激素分泌，延缓女
（HRT），
已成为临床的常规建议。
性的衰老。
不少妇女怕使用激素会引起发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赵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