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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苯三酚注射液对产程活跃期宫颈水肿产妇的临床效果分析

徐高侠 周 娟 魏霞霞

(陕西省延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延安 716000)

摘要 目的:探讨间苯三酚注射液对产程活跃期宫颈水肿产妇的临床效果。方法:收集陕西省延安市人民医院2013年3月至

2015年12月接诊的产程活跃期宫颈水肿产妇100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研究组采用间

苯三酚(肌肉注射)治疗,对照组采用山莨菪碱(静脉缓慢注射)治疗。比较两组产妇宫口扩张速度、宫口全开时间、宫颈水肿消

失率、分娩方式、产后2h出血量、新生儿Apgar评分及用药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研究组宫口扩张速度高于对照组,宫口

全开时间短于对照组,水肿消失率、新生儿Apgar评分较对照组高,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产后2h出血量及分娩方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产程活跃期宫颈水肿产妇采取肌

肉注射间苯三酚治疗,不仅能更好地消除水肿,而且能促进宫口扩张,缩短宫口全开时间,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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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妇分娩进入产程活跃期,即宫口开大>3cm后,产妇

因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胎头直接压迫直肠反射性导

致产妇过早用力,从而造成未充分扩张的宫颈受到过度的压

力,进而引发宫颈痉挛与水肿等,延缓或阻滞产程[1]。宫颈

水肿属于产程活跃期最为常见的症状,导致自然分娩难度较

大而被迫选择其他分娩方式,需加强重视。产程活跃期宫颈

水肿应选取合适的药物处理,以往临床所用解痉药物为山莨

菪碱、地西泮等,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有研究表明间苯

三酚也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2,3]。间苯三酚作为解痉药物,

有亲肌性,可缓解痉挛,对正常平滑肌无明显影响,但对生殖

与泌尿系统的痉挛平滑肌等作用明显。本研究进一步探讨

了间苯三酚在产程活跃期宫颈水肿的应用效果,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陕西省延

安市人民医院接诊的产程活跃期宫颈水肿产妇100例作为

研究对 象。病 例 纳 入 标 准[4]:①足 月、住 院 待 产、孕 周≥
37周、初产妇、单胎头位,已为产程活跃期,宫口开大≥3cm;

②确诊出现宫颈水肿;③肝、肾功能正常;④妊娠期未出现糖

尿病、高血压等疾病;⑤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配合本次研

究,且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排除标准:①产前

检查胎儿预估体重≥3.6kg;②高龄产妇或非单胎;③妊娠期

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④合并全身重要器官疾病;⑤有心脏

病史;⑥精神异常者;⑦对治疗药物过敏者。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将100例产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研究

组:年龄20~32岁,平均(26.4±1.8)岁;孕周37~42周,平

均(39.7±0.8)周;宫颈口开大程度平均(3.11±0.06)cm;宫
颈水肿出现平均时间(20.42±4.39)min。对照组:年龄21~
32岁,平均(26.7±1.5)岁;孕周37~42周,平均(39.5±
0.9)周;宫颈口开大程度平均(3.16±0.04)cm;宫颈水肿出

现平均时间(20.39±4.32)min。两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对两组产妇胎心进行全程监测,适时对宫口开大

情况进行检查,当宫缩乏力时则采取2.5U缩宫素(0.5%)

静脉滴注处理,当宫口开大3cm,且宫缩强度为(+),持续时

间40s,间隔2~3min则表明进入活跃期。研究组在活跃期

采取80mg间苯三酚肌肉注射治疗,而对照组则采取10mg
山莨菪碱静脉缓慢注射治疗。两组产妇用药后均继续监测

胎心,并对子宫收缩与产生进展等进行观察。

1.3 观察指标:用药后对两组进行观察,记录产妇宫口扩张

速度、宫口全开时间、宫颈水肿消失率、分娩方式、产后2h出

血量、新生儿Apgar评分及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有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宫口扩张速度、宫口全开时间、产后2h出血量及

新生儿Apgar评分比较:研究组宫口扩张速度、新生儿Apgar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而宫口全开时间明显短于

对照组(P<0.05),但两组产后2h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1。

·378·
广 西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 2016Oct
;33(5)



表1 两组宫口扩张速度、宫口全开时间、产后2h出血量及新生儿Apgar评分比较(췍x±s)

组别 n 宫口扩张速度
(v/cm·h-1)

宫口全开时间
(t/min)

产后2h出血量
(V/mL)

新生儿Apgar
评分(分)

研究组 50 2.49±1.27 189.52±41.63 206.82±50.41 8.93±0.37
对照组 50 1.95±1.05 237.62±60.32 215.32±51.95 8.64±0.34
t 2.317 4.641 0.830 4.081
P 0.023 0.000 0.408 0.000

2.2 两组宫颈水肿消失率、阴道分娩率及剖宫产率比较:研

究组宫颈水肿消失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分娩

方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宫颈水肿消失率、阴道分娩率、剖宫产率

比较[n(%)]

组别 n 宫颈水
肿消失

分娩方式

阴道分娩 剖宫产

研究组 50 48(96.00) 45(90.00) 5(10.00)
对照组 50 42(84.00) 43(86.00) 7(14.00)

χ2 4.000 0.379
P 0.046 0.538

2.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研究组产妇用药后无明显

不良反应,心率平稳;对照组用药后有6例(12.00%)胎心率

基线上升(持续1h后恢复),2例口干,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2=6.658,P=0.010)。

3 讨 论

  宫颈水肿好发于第一产程活跃期,其产生因素主要有胎

儿头盆不称、胎位异常、骨盆狭窄、产妇年龄较大、过度紧张

等。宫颈水肿不仅会影响产程进展,而且也是导致自然分娩

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临床上需加强重视。产程活跃期产

妇宫颈水肿后导致宫颈质厚而硬,单纯增加宫颈强度往往无

法达到治疗目的,反而会加重水肿程度。因此,要适时采取

药物进行干预,解除宫颈痉挛与水肿,并促使宫颈扩张,促进

产程进展[5]。产程活跃期产妇出现宫颈水肿后应正确及时

解除宫颈痉挛与水肿,如何选择解痉药物成为研究热点。间

苯三酚在近年来应用逐渐增多,其在软化宫颈、消退水肿及

扩张宫口等方面有良好的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宫

口扩张,宫口全开时间短于对照组,水肿消失率较对照组高,

同时不良反应较对照组少,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P<0.05)。

  刘东[6]报道,静脉注射间苯三酚组(观察组)宫颈水肿治

疗总有效率高达93.34%,显著高于利多卡因与阿托品注射

组(对照组)的80.00%(P<0.05);同时,观察组宫口扩张速

度、宫口全开时间、产程活跃期时间等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阴道分娩率及新生儿 Apgar评分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且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本研究所得结果与该文献研究报道的结

果基本相符。本组认为,静脉注射间苯三酚治疗产程活跃期

宫颈水肿临床效果明显,主要与以下两方面原因有关:第一,

间苯三酚可明显提高宫口扩张速度,相比山莨菪碱、利多卡

因、阿托品等更快[7]。分析原因在于间苯三酚属于亲肌性解

痉药,能直接作用在生殖系统、胃肠道及泌尿系平滑肌,但是

只对有痉挛的平滑肌发生作用,不会对正常平滑肌产生不利

影响,从而达到松弛宫颈效果,却不会影响子宫体收缩。此

外,间苯三酚有着选择性作用机制,可快速软化宫颈,并解除

痉挛,使得宫颈扩张速度加快,促使子宫收缩有力、有节律,

加速产程[8]。第二,间苯三酚用药安全性更高[9,10]。本次研

究结果及相关文献报道均显示间苯三酚用于宫颈水肿产妇

中,在产妇出血与新生儿 Apgar评分方面均有明显改善效

果,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山莨菪碱属于胆碱能 M 受体阻滞

剂,在抑制腺体分泌与扩瞳等方面作用不强,用药后产妇较

易出现面红、口干、心跳加快、视物模糊等不良反应,甚至会

有胎心率加速等。间苯三酚作为可选择性作用平滑肌的解

痉药,无抗胆碱作用,可抑制无效肌性收缩,从而降低平滑肌

耗氧量,不会影响正常子宫收缩幅度及节律性,也不会对胎

儿宫内供养等产生影响[11,12]。

  综上所述,产程活跃期宫颈水肿属于产妇常见症状,常

以解痉药物治疗为主,相比利多卡因、山莨菪碱而言,间苯三

酚治疗不仅疗效更明显,而且安全性更高,可提高产妇宫颈

扩张速度,加速产程,从而减少产妇分娩期间出血量,提高新

生儿Apgar评分,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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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分析

张玉敏

(辽宁省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妇产医院妇产科 阜新 123000)

摘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疗效、并发症及预后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至

2015年3月收治的105例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治疗方案分为两组,将行常规开腹手术治疗46例患者作为对照

组,将行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59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对比两组临床疗效相关指标、并发症和生活质量等情况。结果:观察组术

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80.20±50.30)mL、(20.15±4.28)h]与对照组[(116.30±68.58)mL、(32.80±7.78)h]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且视觉模拟评分(VAS)和术后1年复发率、子宫异常发生率[(1.15±0.10)分、1.69%、8.47%]

均低于对照组[(5.45±2.18)分、19.57%、32.61%](均P<0.05);观察组在两组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均改善基础上,其改善

幅度均比对照组明显(P<0.05);观察组总并发症发生率(1.69%)较对照组(26.09%)低(P<0.05)。结论:子宫肌瘤患者行

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能够提高疗效,减轻疼痛,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并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高,具有临床推广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 子宫肌瘤;微创;腹腔镜;并发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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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属于女性生殖器官一种常见肿瘤,其发病人群

为30~50岁妇女,且伴随环境污染与人们饮食结构改变,此
类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临床主要表现为痛经、月经量过多

与不同程度贫血等,需引起临床医师和患者高度重视[1~3]。

考虑子宫肌瘤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临床一般采取手术治疗,

且伴随微创与腹腔镜技术发展,腹腔镜微创手术因其具有创

伤小与并发症少等优势普遍应用于临床疾病治疗中。为取

得良好治疗效果,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高,并为临床疾病治

疗提供重要参考,本文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至2015年

3月105例子宫肌瘤患者分别行常规开腹手术和腹腔镜微创

手术治疗的临床效果、并发症及预后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辽宁省阜新市第二人民

医院/妇产医院妇产科收治的105例子宫肌瘤患者,根据不

同治疗方案分为对照组(46例)及观察组(59例)。对照组年

龄29~42岁,平均(33.18±2.28)岁;病程1~3年,平均

(2.01±0.12)年;肌瘤类型:20例多发肌瘤,26例单发肌瘤。
观察组年龄28~42岁,平均(33.15±2.26)岁;病程1~4年,

平均(2.08±0.32)年;肌瘤类型:24例多发肌瘤,35例单发

肌瘤。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本研究所有患者均通过临床相关病理检测和 MRI、超声

诊断确诊,且均与子宫肌瘤相关诊断标准相符合[4]。

1.3 病例纳入与排除标准

1.3.1 纳入标准:①与诊断标准相符合,自愿签署知情同意

书,且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者;②临床资料完整者;③经

药物治疗效果不佳者。

1.3.2 排除标准:①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与精神疾

病者;②有手术禁忌证者;③子宫内膜出现病变与宫颈病变

者;④绝经或者合并其它妇科病者。

1.4 方法

·578·徐高侠,等.间苯三酚注射液对产程活跃期宫颈水肿产妇的临床效果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