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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生物反馈电刺激联合盆底肌训练对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的
临床疗效分析
张兰芹，李建，武婷婷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山东  潍坊  261000）

0　引言
产后尿失禁是指在分娩后及妊娠继发的尿失禁症状，其

中常见为压力性尿失禁，严重影响广大女性的身心健康 [1]。因

此，研究产后压力尿失禁的有效方法可让女性在产后避免发生

该疾病困扰尤其重要，本文对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采用生物

反馈电刺激联合盆底肌训练治疗已取得较好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取本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产

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 86 例，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3 例，

其中观察组年龄 23-35 岁，平均（27.82±3.43）岁；产妇顺

产 24 例，剖腹 19 例；初产妇 18 例，经产妇 25 例；对照组

年龄 24-37 岁，平均（27.98±3.47）岁；产妇顺产 26 例，剖

腹 17 例；初产妇 15 例，经产妇 28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在统计学上无意义（P >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对照组行盆底肌训练治疗，观察组行生物反馈电

刺激联合盆底肌训练治疗，具体方法为：使用神经肌肉刺激

治疗仪型号：PHENIXUSB4（广州杉山公司），将探头放

置阴道和腹部进行电极，电流 0-50 mA，频率 50 Hz，脉宽

250 μs；生物反馈板块模式：根据患者的完成度逐渐推进。

疗程：2 次 / 周，共 10 次，25 min/ 次，含 10 min 电刺激

+15 min 生物反馈。盆底肌训练法：自行练习缩紧阴道和肛

门动作，收紧 3 s 上后放松，再连续 15-30 min 练习，每日做 2-3
次，逐渐增至 150-200 次，3 个月为一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和评定标准。盆底肌力测评级别，0 级：触感

不到阴道肌肉收缩动作；Ⅰ：有轻微肌肉收缩感，无持续收缩；

Ⅱ：明显收缩，能持续完成 2 秒 2 次；Ⅲ：收缩程度可使手

指前进活动，能持续 3 秒 3 次 ；Ⅳ：收缩度增加，可略抵抗

手指压力，能持续 4 秒 4 次；Ⅴ：收缩有力，可抗衡手指压

力，能持续 5 秒 5 次或以上；分数越高代表肌力级别越高 [2-3]。

尿失禁疗效：①治愈：尿失禁症状全消失，无不适；②有效：

腹压情况下漏尿次数少于治疗前 1/2；③无效：症状未有改善。

总有效率 =（治愈 + 有效）/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1.0 软件分析，均数标准差“

±s”表计量资料，t 行组间、组内比较；百分比（%）表计

数资料，χ 2 行组间比较，P <0.05 表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盆底肌力。治疗后，观察组改善程度

均高于对照组（P <0.05），如表 1。

2.2　对比两组尿失禁治疗疗效。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治愈

28 例（65.11%），有效 14 例（32.56%），无效 1 例（2.33%），

对 照 组 治 愈 18 例（41.86%）， 有 效 21 例（48.84%）， 无

效 4 例（9.30%），观察组总有效率 97.67% 显著优于对照组

88.37%（P <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盆底肌力改善度均高

于对照组；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治愈尿失禁总有效率优于

对照组。分析其原因可为：电刺激治疗的原理在于阴道里探

头与体表电极产生不同强度的电流，刺激阴部神经，把尿肌

的收缩度克制，此时尿道周围横纹肌和盆底肌群的功能获得

强化，巩固尿道与膀胱颈的生理位置；通过电流刺激的信号

直行至胸腰段位，刺激交感神经元，将尿道关闭情况进行改善。

生物反馈是由生物反馈治疗仪把肌肉收缩形成的生物电转变

成可见图，通过所形成的图型对患者进行指引，让患者自行

操控盆底肌肉收缩，促进盆底肌肉的收缩力与张力，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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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盆底肌力（n）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0 Ⅰ Ⅱ Ⅲ Ⅳ Ⅴ 0 Ⅰ Ⅱ Ⅲ Ⅳ Ⅴ

观察组 43 4 5 8 12 13 1 1 6 4 3 9 20

对照组 43 3 4 9 13 12 2 5 8 6 5 7 12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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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尿道括约肌力量支撑膀胱和尿道，提高盆底肌肉的有效

性 [4-6]。盆底肌训练的原理则是经产后女性通过盆底肌肉训练，

可恢复到产前的状态 [7-9]。因此，盆底肌训练和生物反馈电刺

激疗两者联合治疗产后尿失禁效果显著，既能通过训练训练

达到治疗目的，还能加强盆底肌肉收缩力量，治疗过程安全

有效，无副作用 [10-11]。因时间与样本量等因素制约，关于生

物反馈电刺激联合盆底肌训练对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的临床疗

效，有待临床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对产后压力性尿失禁采用生物反馈电刺激联

合盆底肌训练治疗法不但能够帮助患者有效改善尿失禁症状，

还能促进产后恢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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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死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一般都会受到一定的损伤，从而造

成了患者的休眠状态，从而造成了神经突触代偿损耗，如果

在恢复过程中不能够短时间的进行恢复，那么患者受到损害

的神经功能将会明显下降，一些新生的突触神经通路将会受

到阻碍，从而不能够通过有效的新陈代谢来进行修复，从而

使神经系统结构慢慢萎缩。因此，对发生急性脑血栓脑梗死

患者进行早期综合康复治疗，对患者的恢复情况非常有效，

可以帮助患者的神经功能得到有效恢复，帮助患者肢体运动

能力得到提升，从而提高日常生活质量 [3]。通过本次研究发现，

对急性脑血栓脑梗死患者进行早期的康复治疗对患者恢复有

着非常重要的帮助，并且对研究结果中神经功能、肢体运动

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等各项指标进行比较，明显的发现采用

早期综合康复治疗对患者恢复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4　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目前对急性脑血

栓脑梗死患者进行实施早期综合康复治疗，对患者神经功能

损坏有着很好的恢复作用，不仅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患者的运

动能力，还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在临床应用上有

着较好的疗效，值得进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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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比两组患者不同阶段日常生活功能评分情况（ ±s，分）

分组 例数 治疗前 治疗 7 d 治疗 14 d

对照组 51 20.0±5.0 32.2±4.9 54.0±4.2

观察组 51 20.2±4.8 48.8±7.0 76.0±7.1

t - 0.2061 13.8740 19.0455

P -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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