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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索前列醇和宫颈扩张球囊不同顺序联合应用
对妊娠晚期引产效果的影响

袁潇潇,江 朵,赵 健,郭端英,秦 斌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深圳 518000)

摘要 目的:探讨米索前列醇和宫颈扩张球囊不同顺序联合应用对妊娠晚期引产效果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

2017年10月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产科住院分娩并有引产指征的产妇100例,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50例。实验组先口服米索前列醇后放球囊组,对照组先放球囊后口服米索前列醇。比较两组宫颈Bishop评分、临产

时间、产后出血量及剖宫产率。结果:两组治疗后均可有效提高宫颈Bishop评分,且实验组宫颈Bishop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实验组出现规则宫缩时间及总产程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两组患者产后出血量、剖宫产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先口服米索前列醇后放球囊用于促宫颈成熟的效果更佳,能明显改善宫颈Bishop评分,提
高阴道分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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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孕产妇数量明显增加,自
然分娩已成为广大孕产妇的首选,它不但有利于产

妇的产后快速恢复,减少住院时间,而且也利于新生

儿的大脑发育。但是,临床上常有因孕妇或胎儿的

因素,导致孕妇足月妊娠后未出现自然临产而需要

进行人工引产完成分娩过程[1]。目前用于人工引产

促宫颈成熟大致有小剂量静滴催产素[2]、地诺前列

酮阴道给药[3]、米索前列醇的口服或者阴道给药[4]、
宫颈扩张球囊的放置[5]等方法。临床上联合采用宫

颈扩张球囊已有多年经验,但关于米索前列醇和宫

颈扩张球囊联合应用的先后顺序的研究尚少。为了

更好地指导临床,笔者对其展开了研究,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7年1月至2017年

10月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产科住院分

娩,具有引产指征的产妇100例。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1)头位、单胎、胎膜完整;(2)宫颈Bishop评分

<4分;(3)无阴道分娩禁忌证;(4)年龄25~34岁,
妊娠满39~41周。引产指征包括延期妊娠、妊娠期

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羊水过少[6]。按治疗方

法不同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两组孕妇

在孕周、年龄、宫颈Bishop评分以及引产指征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
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

已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两组入院后行彩超检查、胎心监

护、阴道内口探查。实验组先口服米索前列醇后放

球囊:上午9∶00给予50μg米索前列醇片(浙江仙

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84598),口服,
服药6h后无明显宫缩或宫缩不规则,宫颈Bishop
评分≤4分,则再次给予相同剂量药物;晚上9∶00
未临产则放置宫颈扩张球囊(深圳益心达公司),夜
晚卧床休息,观察12h,若未出现临产状态则于第2
天上午9∶00取出球囊,再次行宫颈Bishop评分。

  对照组先放球囊后口服米索前列醇:晚上9∶
00放置宫颈扩张球囊,夜晚卧床休息,观察12h,若
未出现临产状态则取出球囊,再次行宫颈Bishop评

分;上午9∶00取出球囊后给予50μg米索前列醇

片,口服,若服药后6h无明显宫缩或者宫缩不规

则,宫颈Bishop评分≤4分,则再次给予相同剂量药

物。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治疗后,比较两组宫颈

Bishop评分、进入临产所需时间、产后出血量及剖宫

产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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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治疗后两组宫颈Bishop评分比较 两组经促

宫颈成熟治疗后,宫颈Bishop评分均大于6分,实
验组宫颈Bishop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1。

2.2 两组出现规则宫缩时间及总产程时间比较

  实验组出现规则宫缩时间及总产程时间均较对

照组明显缩短(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量、剖宫产率比较 两组出

血量及剖宫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表1 治疗后两组宫颈Bishop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宫颈Bishop评分

实验组 50 10.0±1.7
对照组 50 8.0±1.4

t 65.27
P <0.05

表2 两组进入临产时间(x±s)

组别 n 出现规则宫
缩时间/h

总产程
时间/h

实验组 50 8.0±1.6 11.0±1.1
对照组 50 14.0±1.8 16.0±1.9

t 22.37 <0.05
P 36.79 <0.05

表3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量、剖宫产率比较

组别
产后出血

量/mL,x±s
剖宫产率,
n(%)

实验组(n=50) 155.00±10.75 6(12.00)
对照组(n=50) 167.00±8.70 8(16.00)

3 讨 论

  临床上,医生多鼓励孕妇采用阴道分娩的方式

终止妊娠[7],以降低剖宫产率。宫颈条件是否成熟

对引产是否成功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8]。宫颈成熟

效果往往受到产程、引产成功率等多因素的影响[9]。
宫颈不成熟可能导致胎儿窘迫、产程相对延长,增加

引产失败率。临床上往往通过单独使用药物或者药

物联合宫颈扩张球囊等措施使产程发动,达到自然

分娩的目的。作为人工合成的前列腺素制剂,小剂

量的米索前列醇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人工引产来促宫

颈成熟,其主要作用机制可能在于通过药物作用于

宫颈,促使宫颈软化,逐渐扩大宫口,同时降解宫颈

部的胶原纤维物质,使得子宫有规律性的宫缩,起到

满意的促宫颈成熟作用。研究发现,米索前列醇片

会对产妇产后出血有一定副作用,同时发现该药物

有时也会对宫颈产生过度刺激引起宫缩过强,故单

独使用效果不太理想[10]。宫颈扩张球囊在国内外

用于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已有多年经验,其通过机

械扩张宫颈,引起接触球囊蜕膜部分的内源性前列

腺素的分泌,从而诱发宫缩[11],但会限制产妇活动,
依从性较差,影响产妇休息。

  药物联合宫颈扩张球囊用于人工引产的疗效得

到肯定,但两者联用及其先后顺序的疗效研究目前

较少。本研究结果表明,经促宫颈成熟治疗后,两组

宫颈Bishop评分均大于6分,且实验组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实验组出现规则宫缩时间及总产

程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究其原

因,可能是米索前列醇生效快,半衰期短,黏膜吸收

快,30min后达药效高峰[12],促使宫颈软化明显,增
加了产妇自然分娩的信心,且不影响产妇休息和活

动,后放置球囊时产妇也无恐惧感,易接受,从而使

产程缩短,宫缩加强。

  综上所述,应用口服米索前列醇联合宫颈扩张

球囊临床疗效显著,而先口服米索前列醇后放宫颈

扩张球囊在促宫颈成熟、产程进展的疗效较先放宫

颈扩张球囊后口服米索前列醇更佳,可明显提高宫

颈Bishop评分,并加快产程进展,改善宫颈评分,提
高阴道分娩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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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
原发性痛经的临床效果观察

张 烜,王 聪,李冰琳

(西安市中心医院妇产科,西安 710003)

摘要 目的:探讨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原发性痛经(PD)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痛经症状积分及血液流变

学水平变化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2月至2017年9月本院收治的102例PD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1例。
对照组采取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实验组采取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均持续治疗3个月经周期。观察

两组临床效果、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治疗前、治疗3个月经周期后痛经症状积分与血液流变学有关指标(血浆黏度、血细胞压

积)水平变化情况。结果:实验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92.1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0.59%(P<0.05);两组治疗后痛经症状积

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且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后血浆黏度、血细胞压积均明显降低(P<
0.05),且实验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予以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

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可显著降低PD患者痛经症状积分,减轻痛经症状,改善血液流变学状况,提升临床效果,且安全性良好。
关键词 原发性痛经;妇科千金胶囊;去氧孕烯炔雌醇片;痛经症状积分;血液流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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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痛经(primarydysmenorrhea,PD)又称

功能性痛经,指女性于行经前后或者行经期间产生

的周期性腰部、下腹部痉挛性疼痛,常伴有面色苍

白、手足厥冷、冷汗淋漓、头晕乏力等症状,可对患者

日常工作及生活造成极大影响[1]。以往临床常采用

消炎痛、布洛芬等非甾体类药物治疗该病,虽可减少

前列腺素生成,阻止子宫痉挛性收缩,起到止痛作

用,但不良反应多,且长期大剂量应用甚至可造成肾

衰竭[2]。近年来,避孕药、中药制剂逐渐被应用于痛

经治疗中,且取得了一定效果。去氧孕烯炔雌醇属

新型甾体避孕药之一,主要成分为炔雌醇与去氧孕

烯,可通过抑制排卵减少孕激素分泌,降低机体内前

列腺素含量,抑制子宫活动,缓解痛经症状[3]。但临

床实践发现,单一采用该药治疗效果有限。妇科千

金胶囊为一种中药制剂,具有祛瘀止痛、行气活血、
清热除湿等作用,常被应用于因湿热瘀阻造成的带

下病及腹痛等病症的治疗[4]。目前国内外关于妇科

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在PD中的临床应

用研究尚少,为了更有效地指导临床,笔者应用妇科

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PD患者,观
察其疾病治疗效果及对患者痛经症状积分及血液流

变学水平变化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6551·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8Nov;3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