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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临床治疗方法探讨
常艳艳，梁丽丽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妇产科，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目的  对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的临床治疗方法进行探讨。方法  考虑研究对照需求，纳入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 40
例参与此次研究，患者均于 2017 年 1 月份到 2018 年 1 月份入院治疗，并将其设为实验组，予以欣母沛联合宫腔纱条填塞；同期纳入

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 40 例设为对照组，予以缩宫素联合宫腔纱条填塞。比较两组患者在此次治疗过程中的临床情况，并比

较两组患者的止血成功率、出血量以及止血时间。结果  两组患者的止血成功率无显著差异，P>0.05；实验组的止血时间短于对照

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产后 2h 出血量以及产后 24h 出血量少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联合欣母沛以及宫腔纱条填塞对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实施治疗，可有效缩短止血时间，减少患者产后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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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产后出血是常见的产科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可导致产

妇死亡。前置胎盘是产后出血危险因素之一，随着目前剖宫
产率的逐年上升，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的发生率也逐渐
上升，严重威胁母婴的健康 [1-2]。前置胎盘多集中在子宫下
段，该位置血窦丰富，且平滑肌缺乏，无法收缩止血。因此合
理选择治疗方法，是治疗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的关键 [3]。
我院就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治疗方法进行探讨，详细
报道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考虑研究对照需求，纳入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
40 例参与此次研究，患者均于 2017 年 1 月份到 2018 年 1 月
份入院治疗，并将其设为实验组，予以欣母沛联合宫腔纱条
填塞，年龄为 22~47（29.1±1.2）岁，孕周为 35~39（37.2±1.2）
周，孕次为 1~3（1.2±0.2）次；同期纳入前置胎盘剖宫产产
后出血患者 40 例设为对照组，予以缩宫素联合宫腔纱条填
塞，年龄为 23~46（28.2±1.1）岁，孕周为 34~39（37.1±1.0）
周，孕次为 1~4（1.4±0.1）次。患者的年龄、孕周以及孕次
经数据分析显示差异不明显，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缩宫素联合宫腔纱条填塞治疗，胎儿娩
出后取缩宫素 20U+ 葡萄糖溶液（5%）500mL 静注，并予以
宫腔纱条填塞，取纱条对子宫下段以及切口上缘进行填充，
应用钳夹夹住纱条另一端，并经宫颈口到达阴道，依次对宫
颈口以及子宫下段进行填塞，之后对子宫切口周围进行填
充，确定无出血后将子宫缝合。

实验组患者实施欣母沛以及宫腔纱条填塞治疗，常规应
用缩宫素进行治疗，之后取欣母沛 250μg 于子宫后壁肌注，
并予以宫腔纱条填塞，方法与对照组一致。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止血成功率进行记录，并予以比较。同时
对两组患者的止血时间、产后 2h 出血量以及产后 24h 出血
量进行评估，并予以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经 SPSS19.0 统计学处理软件进行检验，应用 t 检验
处理计量数据，描述形式为（ ±s），应用 2 检验处理计数数
据，描述形式为率（%）。P<0.05，数据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止血成功率比较

两组患者的止血成功率无显著差异，P>0.05；实验组的
止血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止血成功率比较（n, %）

组别 例数 止血成功 止血失败 止血成功率

实验组 40 40 0 100

对照组 40 40 0 100

2.2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
实验组产后 2h 出血量以及产后 24h 出血量少于对照

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 ±s）

组别 例数
止血时间
（min）

产后 2h 出血量
（mL）

产后 24h 出血量
（mL）

实验组 40 7.2±1.2 174.2±2.1 294.2±2.5

对照组 40 33.1±2.0 228.4±1.9 357.3±1.6

3   讨论
前置胎盘是妊娠期女性的一种并发症，其病因尚不明

确，可能与刮宫手术、人流以及多次妊娠等存在联系，导致受
精卵于子宫着床后，子宫内膜因受损导致供血不足引起胎盘
逐渐扩大，延伸至子宫下段，继而引起前置胎盘 [4-5]。

在目前，人流女性数量增加，前置胎盘的发生率也逐年
上升，前置胎盘在临床上主要予以剖宫产，这也导致产后出
血的发生率增加，需要及时予以预防以及干预 [6]。

缩宫素是产后出血治疗的主要药物，其可促进子宫收缩。
宫腔填塞纱条则可通过压迫作用使子宫壁产生压力，对子宫感
受器以及大脑皮层造成刺激，从而使子宫收缩，还可对胎盘剥
离面进行压迫，从而实现止血。欣母沛是卡前列素氨丁三醇，
可有效刺激子宫肌层，促使子宫收缩实现止血。内源性前列腺
素是欣母沛的主要成分，其可促进子宫收缩，使子宫平滑肌张
力增加，提高子宫内压，促使血管血窦闭合，实现止血。欣母沛
的生物活性较强，具有较长的半衰期，能够对妊娠子宫平滑肌
产生刺激作用，从而使子宫收缩，实现止血，安全性高 [7-8]。

我 院 研 究 得 出，两 组 患 者 的 止 血 成 功 率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实验组的止血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产后 2h 出血量以及产后 24h 出血量少于对照
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可见，应用欣母沛联合宫腔纱条填塞对前置胎盘剖宫产
产后出血患者实施治疗，能够促进子宫收缩，实现止血，安全
性高，缩短了止血时间，减少了产后出血量，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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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效果对比 [n(%)]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50 31（62） 15（30） 4（8） 46（92）

对照组 50 22（44） 18（36） 10（20） 40（80）

2 6.503 0.814 5.980 5.980

P 0.011 0.367 0.014 0.014

表 2  对照组和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 术后腰部疼痛 穿刺部血肿 感染 并发症总发生

观察组 50 4（8） 1（2） 0（0） 5（10）

对照组 50 10（20） 5（10） 0（0） 15（30）

2 5.980 5.674 0.687 12.500

P 0.014 0.017 0.407 0.00

3   讨论
颈腰腿痛是临床较常见的疾病类型，大多数是因为慢性

劳损或无菌性炎症引起的疾病类型 [2]。尤其是颈腰腿痛患者
的病情一般比较隐匿，症状也不典型甚至能够自行缓解，因
而大多数患者在发病时并不会对自身病情进行关注，甚至可
能会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疾病 [3-4]。在这样的前提下，会导致
病情不断发展，从而让病情更加严重 [5-6]。

随着对颈腰腿痛研究的不断深入，超声引导下的神经根
穿刺术开始得到了较多关注。在当前的研究中显示，导致颈
腰腿痛的主要因素即椎间盘出现了突出 [7]，针对这种情况的
出现，对神经根，尤其是腰 5 神经根进行强的松龙等药物的

注射，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消除炎症，而注射 0.25% 的利多卡
因，更是能够起到立即止痛的效果 [8]。

本研究也显示，对颈腰腿痛患者使用超声引导下腰 5 神
经根穿刺术治疗，能够在保证治疗安全性的前提下明显提升
治疗效果及治疗安全性，明显降低术后腰部疼痛发生及术后
血肿发生，这也可以说明超声引导下腰 5 神经根穿刺在颈腰
腿疼痛患者临床治疗中的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超声引导下腰 5 神经根穿刺术在颈腰腿疼痛
患者的临床治疗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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