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猿源 卷第 圆 期
20员源 年 圆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Natural Science冤

原圆员源原

紧急宫颈环扎术配伍盐酸利托君治疗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性晚期流产
临床分析
张 晶袁周 欣袁张国英鄢袁韩

平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袁江苏

咱摘

要暂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目的院回顾性分析紧急宫颈环扎术配伍盐酸利托君治疗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性晚期流产的临床疗效遥 方法院对本院

圆园员员 年 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愿 月 员猿 例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性晚期流产患者袁实施紧急宫颈环扎术配伍盐酸利托君治疗袁对盐酸利托
君宫缩抑制试验效果尧延长孕周的时间尧妊娠结局尧围生儿结局及术后相关并发症进行回顾性分析遥 结果院员猿 例患者均有效抑制

了宫缩袁紧急宫颈环扎术后袁延长妊娠 猿耀员园园 凿袁圆 例尚未分娩渊员 例双胎妊娠者目前延长妊娠 愿怨 凿袁另 员 例单胎妊娠者延长妊娠

猿怨 凿冤曰愿 例早产袁圆 例足月产袁员 例流产曰圆 例足月儿体健袁愿 例早产儿出生即转儿科治疗袁员 例孕 圆怨 垣周双胎之大子因肺发育不良
夭折袁其余均已出院正常发育曰员 例术后 员猿 凿 胎膜破裂袁其余患者无术后近尧远期相关并发症发生遥 结论院紧急宫颈环扎配伍盐
酸利托君可作为治疗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性晚期流产的一种安全有效尧可实施及推广的治疗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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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机能不全渊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蚤灶泽怎枣枣蚤糟蚤藻灶糟赠冤是指宫颈
内口松口尧宫颈缩短袁在妊娠期不能发挥类似括约肌
的作用袁当宫内妊娠物的重量超过宫颈内口的承受
能力袁可导致宫颈机械性进行性扩张而发生流产或
早产袁有文献报道其发生率约 园援员豫耀园援圆豫袁是导致反
复晚期流产和早产的一个高危因素遥 对明确诊断为
宫颈机能不全者袁往往主张于妊娠 员园耀员远 周采用预
防性宫颈环扎术袁现已被广泛应用袁临床效果明显袁
其成功率为 愿员豫耀愿远豫遥而当患者出现晚期难免流产
渊即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性晚期流产冤表现院宫颈短
缩近消失袁宫口扩大 圆耀源 糟皂 甚至更大尧羊膜囊部分
突出宫颈口外袁因考虑流产不可避免而放弃治疗袁对
社会和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遥 本院于 圆园员员 年 缘 月耀
圆园员猿 年 愿 月使用紧急性宫颈环扎术配伍盐酸利托
君治疗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性晚期流产患者 员猿 例袁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袁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 员猿 例因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导致妊娠晚
期流产患者袁年龄 圆源耀猿愿 岁袁孕次 员耀远 次袁均有 员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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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妊娠中晚期自然流产史袁 均为非瘢痕子宫曰员园 例
单胎妊娠袁猿 例双胎妊娠曰入院后呈晚期难免流产表
现院即宫颈内口漏斗形成尧宫颈短缩近消失袁宫口开
大 圆耀源 糟皂尧 羊膜囊部分突出宫颈外口或阴道口内袁
突出羊膜囊大小 源耀苑 糟皂 不等袁 伴有不规则或规则
弱宫缩曰所有患者均无胎膜早破袁术前体温尧血常规
及 悦 反应蛋白渊悦砸孕冤检查均正常袁月 超排除胎儿畸
形曰因患者及家属强烈要求保胎袁充分告知手术相关
风险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后进行手术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盐酸利托君宫缩抑制试验
患者绝对卧床袁头低臀高位袁排除手术禁忌证以
及盐酸利托君使用禁忌证袁 先行盐酸利托君试验
性抑制宫缩院 即盐酸利托君 缘园 皂早 加入生理盐水
圆缘园 皂造袁从 员缘 皂造 辕 澡 的低剂量起始滴注袁逐渐加大滴
速直至宫缩完全消失或仅有微弱不规则宫缩袁 并且
无短时间内宫口进行性扩张袁立即行宫颈环扎术遥
员援圆援圆 手术方式
术中常规予硬膜外麻醉袁采用改良式 酝糟鄄阅燥灶葬造凿
法环扎袁 对于羊膜囊突出者先头低臀高位 猿园 皂蚤灶袁
减低子宫内容物对宫颈的压力袁 促使外露羊膜囊自
行回缩至宫颈内口上方袁 无齿卵圆钳轻夹扩张宫颈
边缘袁于宫颈外口上方袁宫颈膀胱附着位下方 园援缘 糟皂
处袁用 员园 号双丝线间断缝合宫颈袁间隔放置 员 糟皂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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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员圆 号空心细硅胶套管袁环形缝合宫颈后袁收紧两

端缝线袁保证宫颈管容受 源 号扩条后打结固定遥 而
对羊膜囊未能自行回纳至宫颈内口上方者袁 瞬间极
度头低臀高位袁 用石蜡油纱布轻触羊膜囊将其充分
回纳至宫颈内口上方袁环形缝合宫颈后袁迅速收紧两

端缝线袁打结固定遥 术中持续应用盐酸利托君抑制宫
缩遥 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遥
员援圆援猿 术后治疗

术后患者绝对卧床袁持续监测胎心及宫缩情况袁
继续盐酸利托君静脉滴注抑制宫缩保胎治疗袁并根
据不同患者宫缩等情况袁随时调整盐酸利托君的使
用剂量尧方法及时间遥 若病情平稳尧宫缩消失 源愿 澡 后

则改为口服遥 术后 圆耀猿 凿 常规 月 超检查宫颈管长度
及内口形状袁持续严密监测孕妇的体温尧子宫张力尧
阴道分泌物性状以及阴道出血等情况遥
表员

圆

原圆员缘原

结 果

员猿 例患者通过盐酸利托君抑制宫缩试验袁于
远耀源愿 澡 内均成功抑制宫缩曰术后 圆耀猿 凿 常规 月 超检

查宫颈管长度均较术前延长 员耀圆 糟皂袁且宫颈漏斗消
失曰员猿 例采用改良式 酝糟鄄阅燥灶葬造凿 法环扎成功袁 术中

无胎膜破裂发生曰员员 例延长孕周 猿耀员园园 凿袁圆 例尚
未分娩曰愿 例早产袁圆 例足月产袁员 例流产曰圆 例足月

儿体健袁愿 例早产儿出生即转儿科治疗袁员 例孕 圆怨 垣
周双胎之大子因肺发育不良夭折袁其余均已出院正
常发育曰员 例流产者因术后 员猿 凿 发生胎膜早破而拆
除缝线袁分娩 员 死婴袁其余患者术后无胎膜破裂尧感
染尧出血尧宫颈管撕裂尧绒毛膜羊膜炎尧宫颈管狭窄
等近尧远期并发症遥 妊娠结局及新生儿出生情况见
表 员遥

员员 例宫颈环扎术治疗前后孕产妇及新生儿出生情况

编号

环扎孕周渊周冤

拆线孕周渊周冤

分娩孕周渊周冤

孕周延长渊凿冤

员
圆
猿
源
缘
远
苑
愿
怨
员园
员员

圆缘垣源
圆缘垣员
圆怨垣员
圆源垣猿
圆源垣园
圆猿垣缘
圆愿垣园
圆源垣缘
圆远垣园
圆怨垣缘
圆源垣缘

圆怨垣远
猿远垣员
猿缘垣猿
猿缘垣源
猿远垣远
圆缘垣源
猿源垣员
圆怨垣圆
猿圆垣远
猿园垣员
圆苑垣猿

圆怨垣远
猿苑垣缘
猿缘垣猿
猿缘垣源
猿愿垣圆
圆缘垣缘
猿源垣员
圆怨垣圆
猿圆垣远
猿园垣员
圆怨垣猿

猿园
愿愿
源源
苑愿
员园园园
员源
源猿
猿圆
源愿
园猿
猿猿

新生儿出生情况
出生体重渊早冤
员 怨缘园
猿 员园园
圆 愿园园
猿 园园园
猿 源缘园
园
猿 园园园
员 猿园园
圆 缘园园
员 源园园 辕 员 员园园
员 源缘园 辕 员 圆缘园

出生 员耀缘 皂蚤灶 内 粤责早葬则 评分
远耀愿
员园耀员园
员园耀员园
怨耀员园
员园耀员园
园耀园
愿耀员园
怨耀怨
苑耀怨
远耀缘 辕 愿耀怨
愿耀愿 辕 愿耀愿

圆 例尚未分娩孕妇袁其中 员 例双胎妊娠者孕 圆员垣圆 周行宫颈环扎术袁目前孕周 猿源 周曰另 员 例单胎妊娠者孕 圆源垣员 周行宫颈环扎术袁目前孕周 圆怨垣远

周袁圆 例仍在保胎过程中渊截至投稿前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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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机能不全者于妊娠中期出现宫颈无痛性进
行性扩张袁是导致反复晚期流产尧早产的主要病因之
一遥 有报道称袁在妊娠 员远耀圆愿 周复发性流产者中袁
因宫颈机能不全引起者占 员缘豫左右咱员暂遥预防性宫颈
环扎术已作为治疗宫颈机能不全性流产尧 早产广
泛采用的一种手术方法袁 其疗效得到了国内外的
肯定咱圆原源暂遥 而对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性晚期流产袁因
流产不可避免袁多放弃治疗遥 此外袁紧急宫颈环扎术
可导致胎膜破裂尧感染尧出血尧宫颈管撕裂尧绒毛膜羊
膜炎尧宫颈管狭窄等近尧远期并发症袁使用盐酸利托
君可引起心动过速尧血糖增高尧低钾等不良反应袁因
此对于有强烈保胎意愿患者袁应将手术相关风险如

实告知袁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方可实施手术遥目前国内
外已有尝试采用紧急宫颈环扎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
性晚期流产相关报道咱缘暂袁虽然其成功率尧有效性等比
预防性环扎术低袁但其在延长孕周尧改善围生儿结局
方面存在值得肯定的临床价值遥
本院结合国内外此项技术并实施改良袁 即紧急
宫颈环扎术配伍盐酸利托君治疗难治性宫颈机能不
全性晚期流产遥 盐酸利托君是第一个被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局渊云阅粤冤 批准用于治疗早产的药物袁其起效
时间和积累用药时间明显短于传统药物 渊硫酸镁冤袁
延长孕周时间明显长于硫酸镁袁 是广泛使用的抑制
宫缩的保胎药物咱远暂遥 本文也显示盐酸利托君有效地
抑制了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性难免流产患者的宫
缩袁为后续手术创造了条件遥 术中尧术后持续配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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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使用盐酸利托君袁也是保胎成功的关键因素之
一遥
本院针对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性晚期流产患者
因宫口开大尧羊膜囊已脱出宫颈口甚至阴道口内袁如
采用普通的宫颈环扎手术易发生胎膜破裂袁导致手
术失败袁因此对 酝糟鄄阅燥灶葬造凿 法进行改良袁头低臀高位

以减低宫颈压力袁促使外露羊膜囊自行回缩袁对羊膜
囊未能自行回纳至宫颈内口上方者袁瞬间极度头低
臀高位袁 用石蜡油纱布轻触羊膜囊将其充分回纳
至宫颈内口上方后袁 使用无齿卵圆钳轻夹扩张宫
颈边缘袁 于宫颈外口上方袁 宫颈膀胱附着位下方
园援缘 糟皂 处袁用 员园 号双丝线间断缝合宫颈袁间隔放置
员 糟皂 长的 员圆 号空心细硅胶套管袁环形缝合宫颈后袁
迅速收紧两端缝线袁打结固定遥采用此 酝糟鄄阅燥灶葬造凿 改

良方法袁回纳羊膜囊袁重塑宫颈管袁是成功实施宫颈
环扎手术的关键所在遥
国内外不少文献指出袁患者术后发生绒毛膜羊
膜炎尧感染袁可导致宫颈扩张尧变短甚至消失袁易引起
流产尧早产的发生袁有效预防及控制感染与手术后能
否保胎成功高度相关咱苑袁员园暂遥 本院术前排除孕妇感染袁
术中外阴及阴道局部消毒袁术后加强会阴护理袁围手
术期积极预防性使用抗生素袁是保胎成功的关键因
素之一遥 所有患者均未发生围手术期感染以及绒毛
膜羊膜炎遥
有相关文献提示新生儿体重尧新生儿窒息与新
生儿近远期预后有明显相关性咱愿原怨暂遥 本院采用紧急宫
颈环扎术配伍盐酸利托君治疗难治性宫颈机能不全
性晚期流产患者袁取得了满意的疗效袁有效地延长了
孕周袁减少了流产尧早产的发生袁明显改善了围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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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遥 对 员员 例已分娩的患者进行新生儿随访袁员 例

孕 圆怨垣周双胎之大子因肺发育不良夭折袁 双胎之小
子已 员缘 月龄袁生长发育目前基本正常曰其余新生儿
正常发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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