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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研究催产素不同使用方法对产妇血流动力学影响遥 方法院员远园 例 粤杂粤玉耀域级剖宫产产妇袁在取出胎儿后袁子宫

注射催产素 圆园 哉 后袁分为 源 组院粤 组静脉注射催产素 圆园 哉曰月 组静脉注射催产素 员园 哉曰悦 组静脉注射催产素 缘 哉 后袁持续注射催
产素 缘 哉 辕 澡 圆 澡曰阅 组静脉注射催产素 圆 哉 后袁持续注射催产素 员园 哉 辕 澡 圆 澡遥 监测心电图渊耘悦郧冤尧无创测量血压渊晕月孕冤尧血氧饱和
度渊杂责韵圆冤尧术中及术后 圆源 澡 出血量袁进行子宫硬度评估袁观察用催产素后即刻尧员园尧猿园尧远园 皂蚤灶 血清中催产素水平袁记录恶心尧呕
吐次数遥 结果院使用催产素后 粤尧月 组平均动脉压渊酝粤孕冤下降袁同时心率变化较大曰粤 组恶心及呕吐发生率较高曰粤尧月尧悦 组催产素

水平明显增高袁随后下降曰组间比较袁各组催产素水平依次降低遥 各组产妇子宫出血量及子宫硬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性遥 结论院
剖宫产手术中袁小剂量催产素静注加持续输入可以稳定产妇血流动力学及减少催产素相关不良反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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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枣枣蚤糟葬糟赠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怎泽藻 燥枣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凿怎则蚤灶早 藻造藻糟贼蚤增藻 糟藻泽葬则藻葬灶 泽藻糟贼蚤燥灶

载怎 云藻灶早袁在澡葬灶早 载蚤葬灶造燥灶早袁蕴蚤 云葬赠蚤灶袁在澡葬灶早 允蚤藻曾蚤灶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粤 灶葬藻泽贼澡藻泽蚤燥造燥早赠袁匀怎葬蚤爷葬灶 云蚤则泽贼 孕藻燥责造藻爷泽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贼燥 晕允酝哉袁匀怎葬蚤爷葬灶 圆圆猿猿园园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 栽燥 泽贼怎凿赠 贼澡藻 藻枣枣蚤糟葬糟赠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怎泽藻 燥枣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凿怎则蚤灶早 藻造藻糟贼蚤增藻 糟藻泽葬则藻葬灶 泽藻糟贼蚤燥灶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粤 贼燥贼葬造 燥枣 员远园

泽葬皂责造藻泽 燥枣 粤灶葬藻泽贼澡藻泽蚤燥造燥早蚤泽贼泽 玉 葬灶凿 域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 怎灶凿藻则早燥蚤灶早 糟藻泽葬则藻葬灶 凿藻造蚤增藻则赠 憎藻则藻 则葬灶凿燥皂造赠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枣燥怎则 早则燥怎责泽援 云燥造造燥憎蚤灶早 枣藻贼葬造

藻曾贼则葬糟贼蚤燥灶袁贼澡藻 怎贼藻则怎泽 憎葬泽 蚤灶躁藻糟贼藻凿 圆园 哉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援 宰燥皂藻灶 蚤灶 贼澡藻 粤 早则燥怎责 则藻糟藻蚤增藻凿 圆园 哉 燥枣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蚤灶贼则葬增藻灶燥怎泽造赠 憎蚤贼澡蚤灶 猿园 泽藻糟燥灶凿泽援

栽澡藻 月 早则燥怎责 则藻糟藻蚤增藻凿 员园 哉 燥枣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憎蚤贼澡蚤灶 猿园 泽藻糟燥灶凿泽援 栽澡藻 悦 早则燥怎责 则藻糟藻蚤增藻凿 缘 哉 燥枣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憎蚤贼澡蚤灶 猿园 泽藻糟燥灶凿泽 枣燥造造燥憎藻凿 遭赠 葬灶

蚤灶枣怎泽蚤燥灶 燥枣 缘 哉 辕 澡 枣燥则 圆 澡燥怎则泽援 栽澡藻 阅 早则燥怎责 则藻糟藻蚤增藻凿 圆 哉 燥枣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憎蚤贼澡蚤灶 猿园 泽藻糟燥灶凿泽 枣燥造造燥憎藻凿 遭赠 葬灶 蚤灶枣怎泽蚤燥灶 燥枣 员园 哉 辕 澡 枣燥则 圆 澡燥怎则泽援
宰藻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 耘悦郧袁晕月孕袁杂责韵圆袁 澡藻皂燥凿赠灶葬皂蚤糟泽 葬灶凿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增葬早蚤灶葬造 遭造藻藻凿蚤灶早 憎蚤贼澡 圆源 澡燥怎则泽袁怎贼藻则蚤灶藻 糟燥灶贼则葬糟贼蚤造蚤贼赠袁 葬灶凿 葬凿增藻则泽藻

藻枣枣藻糟贼泽 葬枣贼藻则 葬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袁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葬贼 贼澡藻 遭藻早蚤灶灶蚤灶早 燥枣 蚤灶躁藻糟贼蚤燥灶袁员园袁猿园袁远园 皂蚤灶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粤枣贼藻则

贼澡藻 葬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袁贼澡藻 酝粤孕 蚤灶 贼澡藻 粤 葬灶凿 月 早则燥怎责泽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袁遭怎贼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 则葬贼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援 栽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增燥皂蚤贼蚤灶早 葬灶凿
灶葬怎泽藻葬 憎葬泽 澡蚤早澡藻则 蚤灶 贼澡藻 早则燥怎责 粤援 栽澡藻 泽藻则怎皂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蚤灶 贼澡藻 早则燥怎责 粤袁月 葬灶凿 悦袁葬灶凿 贼澡藻灶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援 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葬皂燥灶早 早则燥怎责泽袁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早则燥怎责 粤袁月袁悦 葬灶凿 阅 憎藻则藻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遭赠 贼怎则灶泽援 栽澡藻则藻 憎葬泽
灶燥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早则燥怎责泽 蚤灶 贼澡藻 增葬早蚤灶葬造 遭造藻藻凿蚤灶早 增燥造怎皂藻 葬灶凿 贼澡藻 怎贼藻则蚤灶藻 糟燥灶贼则葬糟贼蚤造蚤贼赠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蕴燥憎 凿燥泽藻 燥枣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枣燥造造燥憎藻凿 遭赠 葬灶 蚤灶枣怎泽蚤燥灶 糟燥怎造凿 泽贼葬遭造藻 贼澡藻 澡藻皂燥凿赠灶葬皂蚤糟泽 燥枣 憎燥皂藻灶 凿怎则蚤灶早 贼澡藻 藻造藻糟贼蚤增藻 糟藻泽葬则藻葬灶 泽藻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贼澡藻 葬凿增藻则泽藻
藻枣枣藻糟贼泽援

咱Key words暂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曰贼澡藻 藻造藻糟贼蚤增藻 糟藻泽葬则藻葬灶 泽藻糟贼蚤燥灶曰澡藻皂燥凿赠灶葬皂蚤糟泽曰葬凿增藻则泽藻 藻枣枣藻糟贼泽

剖宫产手术中常用催产素加强收缩子宫袁减少
子宫出血袁但是催产素使用方法不同袁对产妇的血流
动力学影响也不同遥 本文通过对催产素的不同使用
方法袁研究在剖宫产手术中袁产妇在胎儿取出前及取
出后的血流动力学影响袁现报道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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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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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对象
选择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缘 月 粤杂粤玉耀域级产妇拟施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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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员远园 例遥 按照完全随机化的分组方法咱员暂进行分
组袁各组年龄尧孕期尧体重尧身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分组
麻醉前 园援缘 澡 肌肉注射阿托品 园援缘 皂早袁 鲁米那

园援员 早袁进入手术室后建立静脉通道袁并快速输入平
衡液 缘园园 皂造袁面罩吸氧渊源耀远 蕴 辕 皂蚤灶冤袁选择 蕴圆耀猿 间隙
腰椎间隙穿刺袁见脑脊液回流后穿刺成功袁于蛛网膜
下腔注入 园援苑缘豫布比卡因尧员园豫葡萄糖尧芬太尼 圆园 滋早
各 员 皂造袁共 猿 皂造咱圆暂遥 采用腹白线切口袁取出胎儿后每
组产妇子宫注射催产素 圆园 哉 后分为 源 组院粤 组静脉

注射催产素 圆园 哉曰月 组静脉注射催产素 员园 哉曰悦 组
对静脉注射催产素 缘 哉 后袁持续注射催产素 缘 哉 辕 澡袁
圆 澡曰阅 组对静脉注射催产素 圆 哉 后袁持续注射催产素
员园 哉 辕 澡袁圆 澡渊首次注射催产素均在 猿园 泽 内完成冤遥
员援圆援圆 监护项目
用多参数监护仪连续监测心电图渊耘悦郧冤尧无创
测量血压渊晕月孕冤尧血氧饱和度渊杂责韵圆冤袁无创血压每
圆 皂蚤灶 测量 员 次袁收缩压约 怨园 皂皂匀早 或下降超过基
础值 猿园豫袁静脉使用麻黄素 员园 皂早袁以保持生命体
征平稳遥 记录各组产妇手术 圆源 澡 出血量袁 计算方
法院以 员缘 糟皂 伊 员缘 糟皂 的纱布浸湿不滴血为 员园 皂造袁
结合负压吸引瓶中的血量袁及手术结束后按压子宫
表员

使用催
产素前
粤
愿愿援猿愿依怨援园员
怨园援缘缘依愿援猿员
月
怨园援源愿依愿援员怨
悦
阅 园愿怨援猿猿依员员援源员
云值
园援源怨园
园援远愿苑
孕值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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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清理阴道的纱布一起称重袁 除去纱布的质量袁

按 员 早 相当于 员 皂造 来计算出血量袁 总累计量为术
中及术后之总和遥 手术医生对术中子宫硬度进行评
估袁子宫硬度评估方法院胎儿取出后 圆园 皂蚤灶 以线性
模拟评分法渊蕴粤杂冤评估子宫紧张度遥 并于使用催产
素后即刻尧员园尧猿园尧远园 皂蚤灶 抽取产妇静脉血液袁 以测
量血清中催产素的含量袁催产素的测量按 耘蕴陨杂粤 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遥 同时记录产妇术中恶心尧呕吐的
发生次数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粤杂怨援圆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袁计量资

料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采用重复测量资料
方差分析袁计数资料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各组产妇血压变化的比较
使用催产素后 粤尧月 组平均动脉压渊酝粤孕冤下降袁
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性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直到使用催产素
后第 猿 次测量血压袁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渊表 员冤遥
圆援圆 各组产妇心率变化的比较
使用催产素后袁粤尧月 组的心率变化较大袁组间
比较有显著差异性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直到使用催产素后
远 皂蚤灶 左右袁心率基本恢复正常渊表 圆冤遥

各组产妇血压变化情况的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贼澡藻 遭造燥燥凿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 燥枣 责则藻早灶葬灶贼 憎燥皂藻灶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渊灶越源园袁皂皂匀早袁x 依 s冤

园 皂蚤灶
怨员援怨缘依愿援怨缘
愿怨援远缘依愿援苑猿
愿怨援苑园依怨援园缘
怨园援员缘依愿援怨远
园援缘怨园
园援远圆源

圆 皂蚤灶
远怨援怨猿依员猿援怨愿
苑源援愿愿依员园援猿猿
愿愿援圆园依员园援怨源
怨园援苑缘依员园援愿源
猿园援猿苑园
约园援园园员

使用催产素后

栽葬遭造藻 圆
使用催
产素前
粤 愿远援怨缘依愿援愿园园
月 愿源援怨猿依员员援远园
悦 愿远援园愿依员员援园员
阅 愿缘援愿愿依员园援怨远
云值
园援圆源园
孕值
园援愿远远

学

栽葬遭造藻 员

源 皂蚤灶
苑远援怨愿依员源援猿圆
愿猿援缘园依愿援远猿园
愿怨援员缘依怨援愿源园
愿愿援缘愿依苑援怨源园
员员援远猿园
约园援园园员
表圆

组别

学

园 皂蚤灶
愿缘援圆园依愿援苑愿园
愿缘援愿猿依员园援远远
愿圆援愿园依员园援圆源
愿猿援怨猿依愿援源怨园
园援苑怨园
园援缘园员

远 皂蚤灶
愿怨援圆园依苑援愿愿
愿愿援远缘依怨援苑圆
怨园援怨缘依怨援怨员
怨园援怨缘依愿援源猿
园援苑园园
园援缘缘远

愿 皂蚤灶
愿苑援源园依怨援猿远
怨园援园园依怨援圆缘
愿愿援园园依怨援员员
怨园援远缘依怨援员员
员援员缘园
园援猿猿猿

员园 皂蚤灶
愿怨援员猿依员园援猿员
怨员援猿猿依怨援源圆园
愿愿援园愿依苑援猿源园
怨园援苑愿依怨援愿猿园
员援园猿园
园援猿苑怨

圆园 皂蚤灶凿
愿怨援远愿依员园援源圆
怨园援源园依苑援远缘园
怨园援远猿依怨援怨苑园
愿怨援苑缘依员园援园缘
园援员园园
园援怨远圆

猿园 皂蚤灶
愿苑援园愿依怨援员远
怨员援猿猿依怨援园猿
怨园援员猿依远援怨苑
怨园援员园依怨援缘怨
员援苑圆园
园援员远缘

云值

孕值

员愿援缘园园
员源援猿员园
园园援远缘园
园园援圆苑园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苑猿源
约园援怨苑远

各组产妇心率变化情况的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 则葬贼藻 燥枣 责则藻早灶葬灶贼 憎燥皂藻灶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渊灶越源园袁次 辕 皂蚤灶袁x 依 s冤

圆 皂蚤灶
员园圆援园猿依员园援猿员
怨怨援远园依员园援怨员
愿圆援愿缘依愿援员员园
愿源援缘猿依怨援苑圆园
源员援员怨园
约园援园园员

源 皂蚤灶
怨源援圆园依员员援源员
怨园援员猿依员园援圆远
愿缘援缘愿依愿援怨源园
愿缘援怨园依员园援园苑
园远援猿缘园
约园援园园员

使用催产素后
远 皂蚤灶
愿 皂蚤灶
愿源援怨园依怨援苑愿 愿缘援圆缘依员园援圆远
愿远援缘园依员园援缘缘 愿苑援园缘依愿援愿源园
愿愿援愿园依怨援圆源园 愿远援猿园依愿援怨远园
愿源援园园依员圆援远愿 愿源援愿猿依员员援圆圆
员援缘远园
园援源圆园
园援圆园园
园援苑源园

员园 皂蚤灶
愿源援怨猿依怨援源苑园
愿圆援怨愿依员园援缘怨
愿缘援怨园依怨援源圆园
愿缘援圆猿依怨援缘园园
园援远远园
园援缘苑苑

圆园 皂蚤灶
愿员援远缘依员园援员圆
愿苑援远猿依苑援员猿园
愿源援圆园依员园援圆苑
愿猿援圆猿依愿援员苑园
猿援员源园
园援园圆苑

云值 孕值
猿园 皂蚤灶
愿远援源愿依愿援愿苑园 员远援猿缘园 约园援园园员
愿缘援苑愿依员园援员圆 怨援园缘园 约园援园园员
愿员援员猿依怨援园愿园 圆援源园园 约园援园员远
愿圆援圆猿依苑援员苑园 园援远园园 约园援苑苑苑
猿援缘园园
园援园员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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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猿

徐

各组产妇出血量尧子宫硬度尧恶心呕吐发生情

况的比较
各组间产妇出血量及在胎儿取出后 圆园 皂蚤灶 子
宫硬度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遥 但是在 粤 组恶心及呕
吐的发生率较其他组发生率高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圆援源 各组产妇不同时间血清催产素水平的比较
表猿
栽葬遭造藻 猿

在使用催产素后袁粤尧月尧悦 组催产素水平明显增

高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在随后的 员园尧猿园尧远园 皂蚤灶 时间点袁催产
素水平逐渐下降袁 但在 远园 皂蚤灶 点袁粤 组的催产素水

平还高于其他各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组间比较袁粤尧月尧悦 组
催产素水平逐渐降低袁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源冤遥

各组产妇出血尧子宫硬度尧恶心呕吐的发生率情况的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增葬早蚤灶葬造 遭造藻藻凿蚤灶早 增燥造怎皂藻袁 贼澡藻 怎贼藻则蚤灶藻 糟燥灶贼则葬糟贼蚤造蚤贼赠 葬灶凿 贼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增燥皂蚤贼蚤灶早 葬灶凿 灶葬怎泽藻葬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组别

出血量渊皂造冤

粤
月
悦
阅
检验量
孕值

圆猿员援园园依愿远援苑源
圆猿缘援员愿依苑怨援源远
圆缘园援园猿依远苑援苑怨
圆源员援圆缘依远园援远源
云越园援源怨园
园援远愿苑

子宫硬度渊胎儿取出后 圆园 皂蚤灶冤
圆度
员度
猿
猿远
猿圆
源
猿
猿缘
远
猿圆
字圆越圆援缘苑缘
园援源远圆
表源

栽葬遭造藻 源

渊灶越源园袁x 依 s冤
猿度
员
源
圆
圆

恶心呕吐渊无 辕 有冤
猿远 辕 源
猿怨 辕 员
猿怨 辕 员
源园 辕 园
字圆越源援怨缘远
园援园圆远

各组产妇不同时间血清催产素水平的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燥曾赠贼燥糟蚤灶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责则藻早灶葬灶贼 憎燥皂藻灶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渊灶越源园袁灶早 辕 皂造袁x 依 s冤

园 皂蚤灶
源援源猿依园援源员
猿援员员依园援圆愿
园援愿苑依园援员怨
园援缘苑依园援园圆
员 怨远苑援苑源园
园 约 园援园园员

组别
粤
月
悦
阅
云值
孕值

猿 讨

窑 圆猿猿 窑

峰等院催产素不同使用方法对剖宫产产妇的影响

员园 皂蚤灶
圆援缘怨依园援猿园
员援猿园依园援圆苑
园援园苑依园援员缘
园援园远依园援园员
员 圆远苑援远园园
园 约 园援园园员

猿园 皂蚤灶
园援远苑依园援猿怨
园援员员依园援园苑
园援园缘依园援园猿
园援园缘依园援园猿
怨猿援猿苑园
约 园援园园员

论

催产素为多肽类激素袁在剖宫产手术中常用来
收缩产妇子宫袁以减少产妇子宫出血袁但是催产素可
以引起心血管的不良反应袁如心动过速袁低血压等遥
有研究表明袁在腰麻下做剖宫产手术袁胎儿取出后袁
使用静脉注射催产素后袁所有患者心率增加袁心血管
阻力降低袁血压降低袁个别患者心输出量下降袁由于
心搏量的无力袁对于有严重先兆子痫的患者应小心
使用催产素咱猿暂遥 酝糟蕴藻燥凿 等咱源暂证实了这种不良反应在
催产素短期内大量使用后会更加明显袁但是这种血
流动力学的改变可以在 远园 皂蚤灶 内恢复正常遥 基于以
前的研究结果袁本文对催产素在剖宫产手术中的使
用方法及剂量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袁以使催产素能
够在减少产妇子宫出血量的同时袁还能减少对产妇
生理的影响遥
有诸多的实验研究了催产素使用剂量的不同
对产妇子宫的影响情况院用 圆尧缘 哉 的催产素静脉注

远园 皂蚤灶
园援员员依园援员源
园援园苑依园援员猿
园援园苑依园援园圆
园援园缘依园援园圆
圆援缘愿园
园援园缘缘

云值
员 源缘员援愿员园
员 愿远园援源缘园
园源苑园援源缘园
远 远缘员援怨源园

孕值

约 园援园园员
约 园援园园员

约 园援园园员
约 园援园园员

射袁接着持续 员园 哉 辕 澡 注射袁比较了心率尧酝粤孕尧失血
量尧子宫硬度袁以及其他的收缩子宫药物及镇吐药
的使用袁没有区别 咱缘暂曰与大剂量渊员园 哉冤和中剂量渊缘
哉冤的催产素比较袁小剂量的催产素同样有效果并
且不良反应较少 咱远暂曰使用 员 哉 的催产素袁加上 圆援缘
哉 辕 澡 持续输注袁与 苑园园 皂哉 辕 澡 输注 圆园 哉 催产素袁接
着 员园 哉 辕 皂蚤灶 持续输注袁对子宫的收缩性尧术后阴道
出血尧血流动力学尧不良反应没有明显的差异性变
化咱苑暂遥 所以在产妇子宫收缩良好尧血流动力学稳定
及不良反应较低的情况下袁催产素的使用剂量范围
及使用方法具有多样性遥 本文分别对静脉单次使用
催产素袁及单次使用催产素后持续输注做了仔细的
研究袁发现各组产妇使用的催产素总量不同袁各组
产妇的反应也不同遥 粤 组使用催产素总剂量大袁且
单次完成没有持续注射袁其监测血清催产素水平的
变化也较大袁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也较高院使用催产
素后袁其心率加快及血压下降明显袁同时出现恶心
呕吐的发生率最高遥 粤 组的生理变化也进一步验证

窑 圆猿源 窑

南

京

医

科

了催产素可以引起心血管的不良反应袁 如心动过

速尧低血压等遥但是在首次剂量注射 员园 哉 催产素的
月 组袁虽然心率尧血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袁但是子宫

出血量尧胎儿取出后 圆园 皂蚤灶 的子宫硬度尧恶心呕吐
的发生率与 悦 组和 阅 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遥 所
以减少催产素的首次使用剂量可以减少催产素引
发相关不良反应遥

本研究发现袁如果进一步减少催产素的使用剂
量袁而采用首次剂量加持续静脉输注可以达到很好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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